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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95年起核定「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並於民國98年2月核

愛臺十二建設都市更新推動計畫」，其計畫目標包括優先推動以政府為主

之都市更新案招商、設置單一窗口協助民間排除投資障礙、補助辦理關聯性公

共工程闢建及地上物清理等作業，以健全都市機能，提升都市競爭力，帶動整

作為落實振興經濟方案之重要措施。

內政部營建署已選定具投資商機之優先推動地區辦理招商，作為全國都市更新

，結合民間力量，進而加速各地都市更新示範地區之投資開發。

刺激營建相關產業發展刺激營建相關產業發展刺激營建相關產業發展刺激營建相關產業發展，，，，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刺激營建相關產業發展刺激營建相關產業發展刺激營建相關產業發展刺激營建相關產業發展，，，，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帶動整體經濟成長帶動整體經濟成長

有鑑於世界先進國家皆透過都市更新政策，強化城市競爭力及吸引力，帶動經濟成

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房地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房地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房地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房地，，，，以發揮公有資產之最大利用度以發揮公有資產之最大利用度以發揮公有資產之最大利用度以發揮公有資產之最大利用度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房地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房地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房地積極處理閒置或低度使用之公有房地，，，，以發揮公有資產之最大利用度以發揮公有資產之最大利用度以發揮公有資產之最大利用度以發揮公有資產之最大利用度

為提升公有資產利用率，創造最大使用效益，內政部營建署乃協調相關政府機關

、具市場投資效益且目前屬閒置及低度利用之公有土地，透過都市更

促進土地資源之有效使用。

改善都市環境改善都市環境改善都市環境改善都市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改善都市環境改善都市環境改善都市環境改善都市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生活品質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依行政院主計處89年「戶口及住宅普查」調查，40年以上屋齡住宅則高達84萬

顯示部份區域急需提升其居住環境並加速其設備之現代化，因此，期望藉

由都市更新手段，改善及提升都市居民之生活環境品質。

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標

政府期望藉由重建及改建都市內原本低度利用及窳陋之空間，改善公共設施機能，

賦予都市全新的生命與活力，達到都市永續發展之目的。

政府推動都市更新之預期目標政府推動都市更新之預期目標政府推動都市更新之預期目標政府推動都市更新之預期目標

二二二二、「、「、「、「優先推動都市優先推動都市優先推動都市優先推動都市更新地區更新地區更新地區更新地區」」」」預預預預計計計計招招招招商商商商個個個個案案案案簡簡簡簡介介介介

都市更新計畫乃為國家重大經濟建設計畫之一，政府為落實都市更新政策，

投入大量資源及優惠措施，期以達成下列目標：

1.92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單元1、2）
2.4宜蘭火車站西南側宜蘭市蘭城之星（單元1）

10.56鄰近台中棒球場／體育場台中市體二用地
2.67宜蘭酒廠東側宜蘭市化龍一村
6.04

鄰景美溪及寶橋路，近捷運遠東工業區站新店榮工廠地區
0.70敦化南路二段、和平東路三段大安區和平新村
5.73新竹火車站後站、鄰南大路新竹火車站後站 1.98豐原火車站後站豐原火車站周邊更新地區 3.51中華路鄰近奇美醫院旁台南永康飛雁新村 1.08民權東路、龍江路口台北市鼎興營區（優先更新單元） 0.93

建國北路、長安東路口，中山女中南側地區台北市中山女中南側地區（優先更新單元） 1.82
鄰近台鐵高雄港站（公園路、鼓山一路）台鐵高雄港站（優先更新單元1） 7.03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更新單元1）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公頃公頃公頃公頃））））招商部分招商部分招商部分招商部分 投投投投資資資資金金金金額額額額（（（（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案名案名案名案名



都市更新案件，係依據個案特性，例如土地權屬及地上物狀

市場需求及潛力，訂立不同之更新推動方式，期以更具開發彈性

及更符合民間企業需求之模式，吸引民間投資人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

各類型推動模式說明如下：

都市更新事業之參與方式簡介都市更新事業之參與方式簡介都市更新事業之參與方式簡介都市更新事業之參與方式簡介

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地上物單純地上物單純地上物單純地上物單純)參與模式：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適用於地上物產權較為單純、拆遷容易，可由實施者自行處理之案件。實施程序除免取得第22條同意比例外，其他程序同民間申請實施更新事業計畫。政府辦理事項：於公告招商前完成先期規劃及更新地區之劃定，並訂定開發辦理原則以及辦理私地主說明會等作業。民間企業辦理事項：民間企業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及相關文件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經評選為實施者後，需依規定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發佈實施後，執行都市更新事業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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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地上物複雜地上物複雜地上物複雜地上物複雜)以二階段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適用於地上物產權較為複雜、拆遷困難第一階段由主辦機關擔任實施者擬定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先行整合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確立其拆遷安置方式後再行招商。政府辦理事項：除於公告招商前完成先期規劃作業、更新地區之劃定及訂定開發辦理原則等作另需擔任實施者擬定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並可徵求顧問團隊協助研擬計畫、辦理審議及後續招商程序等。民間企業辦理事項：民間企業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經評選為實需舉辦私地主說明會，後續並可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的變更作業，以符合民間企業之開發需求。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B. B. 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

� 參與模式：適用於具有特殊公共性、都市機能強之更新案，且產權皆為公有土地地上權予民間企業之方式，使其參與都市更新，後續並可由民間企業負責單元內相關設施之營運。
� 政府辦理事項：於公告招商前完成先期規劃、更新地區劃定及訂定開發辦理原則等作業
� 民間企業辦理事項：民間企業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及相關資料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並經評選為實施者後，依規定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送主管機關審議施後，取得地上權投資開發，並負責更新後相關設施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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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作業階段
公告更新地區先期規劃作業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開發辦理原則 成立推動小組
招商準備作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評選顧問團隊(技術標)通知私地主舉辦說明會

計畫執行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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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作業
公告招商綜合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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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售標售標售標售標售標售標售標售：都市更新單元內之公有土地標售予民間企業辦理都市更新。政府辦理事項：於公告招商前完成先期規劃、都市更新地區劃定及訂定開發辦理原則等作民間企業辦理事項：由民間企業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及相關文件向主辦機關提出申經評選為實施者後，依規定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送主管機關審議，經核定發佈實施取得土地所有權進行投資開發。
為能吸引民間企業投資參與都市更新事業，政府乃提供最大的協

助並釋出最佳優惠措施，包括：

二二二二、、、、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政策協助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政策協助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政策協助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政策協助

（（（（一一一一））））優先闢建關聯性公共設施相關工程優先闢建關聯性公共設施相關工程優先闢建關聯性公共設施相關工程優先闢建關聯性公共設施相關工程（（（（一一一一））））優先闢建關聯性公共設施相關工程優先闢建關聯性公共設施相關工程優先闢建關聯性公共設施相關工程優先闢建關聯性公共設施相關工程為能增加民間企業參與都市更新之誘因，各級政府單位耐編列預算新地區周邊公共工程建設，包括景觀綠化、道路、橋樑等。
（（（（二二二二））））擴大建築容積獎勵範圍擴大建築容積獎勵範圍擴大建築容積獎勵範圍擴大建築容積獎勵範圍（（（（二二二二））））擴大建築容積獎勵範圍擴大建築容積獎勵範圍擴大建築容積獎勵範圍擴大建築容積獎勵範圍民國97年10月15日通過修正「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設計、生態建築等項目納入獎勵辦法，擴大容積獎勵範圍。
（（（（三三三三））））低利貸款融資低利貸款融資低利貸款融資低利貸款融資（（（（三三三三））））低利貸款融資低利貸款融資低利貸款融資低利貸款融資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下之中美基金及中長程融通資金分別提供新台幣億元之低利融資，供民間企業辦理都市更新前置作業及事業資金所需
（（（（四四四四））））簡化作業流程與時程簡化作業流程與時程簡化作業流程與時程簡化作業流程與時程（（（（四四四四））））簡化作業流程與時程簡化作業流程與時程簡化作業流程與時程簡化作業流程與時程

1. 成立專案推動小組成立專案推動小組成立專案推動小組成立專案推動小組，，，，協助解決困難與排除投資障礙協助解決困難與排除投資障礙協助解決困難與排除投資障礙協助解決困難與排除投資障礙有關中央、地方相關機關、專案管理辦公室、專業整合機構、等將組成「專案推動小組」，整合公私部門意見，協助清理更新單元內房地相關工作，減少民間企業參與都市更新之困難度。
2. 設立單一窗口設立單一窗口設立單一窗口設立單一窗口，，，，加速辦理都市更新加速辦理都市更新加速辦理都市更新加速辦理都市更新中央及地方皆設有單一窗口辦理都市更新之申請、招商、審議提供民間企業或民眾相關都市更新專業及統合服務之諮詢及協助

公告更新地區先期規劃作業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開發辦理原則 成立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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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港灣地區發展觀光基隆港灣地區發展觀光基隆港灣地區發展觀光基隆港灣地區發展觀光，，，，有利帶動周邊地區發展有利帶動周邊地區發展有利帶動周邊地區發展有利帶動周邊地區發展

基隆市以中山高速公路連結台北都會區，車程約30~40分鐘，聯外交通便捷。火車站東側(中

仁三路一帶)為市中心區，集合消費、金融及辦公服務；97年觀光客約70萬人

其中基隆港進出旅客約35萬人次，且較96年成長30%。基隆港未來將轉型朝觀光、休閒

將有利帶動基隆火車站周邊地區之產業活動。

（（（（三三三三））））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B.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 （（（（四四四四））））後後後後續續續續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時時時時程程程程

由基隆市政府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

機構擔任實施者，設定地上權期限為50年

� 預定招商時程：

� 主辦機關聯絡窗口

� 都市更新E化平台網

http://twur.cpam

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都市更新

之更新單元一

招商範圍包括港埠商旅客運專用區

及廣場用地(9,360平方

港埠商旅客運專用區

容積率 300%

�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辦理申請人之資格審查，

選出合格申請人。

� 第二階段綜合評審：對合格申請人研提之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企劃書及權利金價格，進行綜合

評審，選出最優申請人。

� 由最優申請人負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研擬、送

審及後續興建營運作業。

（（（（二二二二））））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商旅新都心商旅新都心商旅新都心商旅新都心」」」」

� 強化交通轉運機能，增加城市競爭力

� 邁向國際觀光海洋城市，提振地區產業發展

� 重塑港區水岸空間，建立港區更新典範

� 建立以人為本的都市環境

4,284基隆市政府 1,520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28,679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851國防部軍備局 32,019
交通部基隆港務局

招商面招商面招商面招商面積積積積（（（（m2））））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 和平島地質公園與濱海遊憩區和平島地質公園與濱海遊憩區和平島東南側水岸更新和平島東南側水岸更新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

觀光發展軸輕軌預定路線

擬定都更事業計畫

前置作業階段
評選階段
規劃興建階段 主要計畫公告實施



鄰高雄港鄰高雄港鄰高雄港鄰高雄港，，，，位高雄主要親水觀光遊憩區之核心位高雄主要親水觀光遊憩區之核心位高雄主要親水觀光遊憩區之核心位高雄主要親水觀光遊憩區之核心

基地位於高雄市多功能經貿園區特定區計畫，緊鄰高雄港，鄰近景點包括愛河、前清打狗英

、真愛碼頭等。至高雄市中心及多功能經貿園區僅需約5~10分鐘車程，

且鄰近捷運橘線西子灣站，交通便利。基地周邊之重大建設，將有助提升地區環境品質，如

號真愛碼頭啟用，與旗津聯結；13~15號碼頭景觀改善等。

實際面積應依據正式公告內容為準

（（（（三三三三））））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B.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

（（（（二二二二））））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

「「「「整合山海景觀與捷運場站的住商新天地整合山海景觀與捷運場站的住商新天地整合山海景觀與捷運場站的住商新天地整合山海景觀與捷運場站的住商新天地」」」」 （（（（四四四四））））後後後後續續續續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時時時時程程程程

� 強化都市服務機能，增加城市競爭力

� 邁向國際海洋城市，促進觀光產業發展

� 重塑水岸空間，保存鐵道意象

由高雄市政府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

機構擔任實施者，設定地上權期限為50年

� 預定招商時程：9

� 主辦機關聯絡窗口

� 都市更新E化平台網

http://twur.cpami.

台鐵高雄港站更新單元1：特文一部分

第一種特定文化休閒專用區

容積率 490% �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辦理申請人之資格審

查，選出合格申請人。

� 第二階段綜合評審：對申請人研提之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服務建議書，進行綜合評審，選

出最優申請人。

� 由最優申請人負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研擬、

送審及後續興建營運作業。

73.41%13,391.75

100%18,241.75

26.59%4,850.00

比例招商面積(m2)

公告更新地區都市更新計畫可行性評估開發辦理原則研擬招商文件
評選最優實施者議約擬定都更事業計畫
成立甄審會公告招商文件

前置作業階段
評選階段更新單元範圍商業區更新單元二

更新單元三



位於台北市中心位於台北市中心位於台北市中心位於台北市中心，，，，生活機能完善生活機能完善生活機能完善生活機能完善

，鄰近南京松江辦公商圈與忠孝購物商圈，聯外交通便捷，區內學區優

生活機能成熟，長期以來為台北市優質住宅區。

（（（（三三三三））））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A1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二二二二））））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智慧型生態住宅社區智慧型生態住宅社區智慧型生態住宅社區智慧型生態住宅社區」」」」 （（（（四四四四））））後後後後續續續續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時時時時程程程程

� 結合鄰近學區優勢，塑造優質住宅

� 納入都市防災概念之智慧型生態住宅社區

� 節能減碳之生態社區

� 導入智慧建築及黃金級綠建築理念

� 預定招商時程

� 主辦機關聯絡窗口

� 都市更新E化平台網

http://twur.cp

9,256平方公尺，公有土地占

私有土地佔4.93%。

本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包含第

第二種商業區(特)(原第三

第三種住宅區及道路用地，

土地開發強度皆依都市計畫法及都市更

。

�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辦理申請人之資格審查，選

出合格申請人。

� 第二階段綜合評審：對申請人研提之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服務建議書，進行綜合評審，選出最優申

請人。

3,652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631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2,636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687

本部營建署與李志成等8位私
9人)

1,650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招商面積招商面積招商面積招商面積（（（（m2））））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人

基地基地基地基地

訂定開發辦理原則

擬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及權變計畫公告實施合法建築拆遷補償作業

前置作業階段
評選階段
規劃興建階段

 

由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投資，內政部營建署公開評選

投資人



具區位及交通優勢具區位及交通優勢具區位及交通優勢具區位及交通優勢，，，，利於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利於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利於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利於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

、捷運中山國中站及建國快速道路匝道。基地周圍公共設施完善，近國

公頃之榮星公園。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所聚集的主要區域之一，鄰

級辦公大樓空置率低，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具開發辦公之潛力。

實際面積應依據正式公告內容為準

（（（（三三三三））））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預計招商模式：：：：A1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二二二二））））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

「「「「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 （（（（四四四四））））後後後後續續續續作作作作業業業業時時時時程程程程

� 結合商辦、商務旅館及優質住宅社區

� 提供開放空間及塑造步行綠廊，連結捷

運中山國中站及榮星公園

� 創造樂活生活廊道，提昇都市環境景觀

品質

� 預定招商時程：9

� 主辦機關聯絡窗口

� 都市更新E化平台網

http://twur.cpami.

10,842平方公尺。

本更新單元內土地使用分區包含第三種

原第三之二種住宅區)、第

)(原第三種住宅區)、第

三種住宅區及道路用地等，土地開發強

度皆依都市計畫法及都市更新相關法規

�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辦理申請人之資格審

查，選出合格申請人。

� 第二階段綜合評審：對申請人研提之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服務建議書，進行綜合評

審，選出最優申請人。

100%1.08

9.92%0.107

1.63%0.018

88.45%0.959

比例招商面積(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基地基地基地基地

擬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及權變計畫公告實施

前置作業階段
評選階段
規劃興建階段

10-3

10-4
9

8

7

6

9-1
11-1

6-1
11-4

6-2

11-5

7-2

7-1

5

9-3

8-1

11-6

由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投資，內政部營建署公開

評選投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