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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前言 

921 災後重建機制 

台中東勢名流藝術世家案例 

台北國際金融大樓案例 

其他重建案例 

自主更新重要方向 
 
 
前言 

社區自主更新是未來政府希望推動之方向，讓全國 175 萬戶老舊住宅都有機會更新 

過去 921 災後重建 98 棟社區均採自主方式更新，是最好的參考經驗 
更新事業類型 

模式 1：自力更新(地主出資興建) 

大多數地主自行出資 

實施者：更新會或委託更新事業機構 

地權人為借款人 

信託財產參與者之土地房屋 
 
模式 2：建商投資 

→類似合建分屋 

開發商出資 

實施者：開發商 

開發商為借款人 

信託財產: 開發商自有資金及自有房屋土地 
實施者 vs. 出資者 
2009 年止更新重建核定案件 

在台北都會區，自主更新較少見，地主傾向不出資、以合建分屋方式實施更新。 

自主更新：98 件(大多為震災、海沙屋重建) 



台北市、新北市：18 件 

台中市、南投縣、台南市：80 件 

建商投資：130 件 

台北市、台北縣：126 件 

台中市、南投縣：4 件 

政府投資：3 件 
 
921 基金會築巢專案補助 

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行政費用 

6-12 萬元 

都市更新會行政費用 

15-40 萬元 

專業團隊費用補助 

事業概要及事業計畫 70-100 萬元 

權利變換計畫  110-140 萬元 
 
培訓重建輔導員 
研擬方案及書表格式 
共接受 68 個社區申請 
召開 16 次臨門審查會議 
 
臨門方案之合約關係 
臨門方案之成果 
台中東勢名流藝術世家更新重建 
 
 緣起 

921 震災本社區判為全倒，因居民重建意願高，願以都市更新方式進行重建 

住戶請張隆盛先生統籌重建事宜 

921 災後住宅重建輔導方案，指定為災後重建示範計畫 

2000 年 3 月基金會接受營建署委託協助重建 
 
 
基地範圍及概況 
 



 
 
實施者-東勢鎮名流藝術世家都市更新會 

 組織沿革： 

   震災前：社區管理委員會組織 

  　 震災：重建委員會 

  　 重建期：都市更新會 

為推動都市更新之實施者 

由社區自行負擔重建成本 

對後續發包施工具有主控權 

委託更新專業團隊 
推動過程：播種期 

決定重建方式 

成立都市更新會 

貸款協調 
 
 
 
89.4.1 舉辦事業概要公聽會 
89.4.3-89.4.26 原貸款狀況調查 
89.4.14~4.27 進行更新前後估價 
89.4.20 申請籌組都市更新會文件送台中縣府審查 
89.5.8 貸款說明會，向住戶說明新舊貸款計算方式 
89.5.20 央行來文貸款協調事宜轉至銀行公會 
89.6.23 營建署期末簡報 
89.6.29 縣府來文要求補件 
89.8.2 縣府核准申請籌組都市更新會 
89.8.22 召開都市更新會成立大會 
 
 
89.9.2 估價協調會，確認估價原則 
89.9.4 發文向縣府申請成立都  市更新會 
89.11.27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送件至縣政府 



89.12.29 華南銀行召開第一次銀行團會議 
90.2.9.縣府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後通過 
89.3.26 第二次銀行團會議, 更新會會員大會 
奮鬥期 

規劃設計 

權利變換協調 

都市更新事業申請 

臨門方案融資申請 
工作團隊 

初期(2000.2 以前) 

東勢旅北同鄉會義工隊：聯絡推動、捐助 

三興建築師事務所：規劃設計、結構鑑定 

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後期(2000.3 以後) 

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王瑞男建築師事務所 
 
 
重建四方案 

第一案：整體規劃、整體興建 

第二案：整體規劃、分別興建 

第三案：藝術大樓單獨重建，鄰地進行市地重劃 

第四案：藝術大樓單獨重建 
 
藝術大樓決定單獨重建 

經過四個月多次協商，鄰地地主意見始終分歧 

藝術大樓住戶代表決定單獨進行重建 

短視、缺乏共同願景的情況，是災區是災區重建困難重重的主要障礙之一 
 
 
基地配置 

臨路退縮四公尺為人行步道，配置庭園造景等開放空間 

建築設計原則 



加強建物耐震結構－達強烈地震區標準[SRC] 

防災社區－重建檢討並規劃消防及避難系統 

生態環保社區－達到綠建築標準 

容納人口數 

預計興建原戶數 56 戶，原人口數 224 人 
 
 
 
 
 
 
 
財務計劃 

重建成本估算 
 
建築營建成本     1 億 4278 萬元 

 (SRC 建材，以每坪 5.3 萬計） 

建築設計監造費      400 萬元 

都市更新規劃費      240 萬元 

行政作業費          10 萬元 
 
總成本         1 億 4928 萬元  
 
收割期 

計畫核定 
貸款簽約 
工程施工 
完工交屋 
 
90.4.18 計畫核定 

90.4.26 申請建築執照 

90.5.14 建造執照核准 

90.5.19 舉行動土典禮 

90.7.31 第三次營造開標選定立衡營造 



90.8.11 正式開工 

91.3.12 申請臨門方案 

91/03/22   臨門方案通過 

91/08/04   上樑 

91/10/23   使用執照核發  

91/11/10  完工入厝 
 
 
獲頒綠建築標章 

取得綠化指標、日常節能指標、水資源指標、廢棄物減量指標、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等五項綠建築標章指標 
 
 
 
 
 
台北金融中心大樓更新事業 

實施者：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更新規劃：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建築設計：大元建築師事務所 
基地位置與範圍 

位置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口之西南側街廓 

93.8.26 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範圍 

松山區敦化段二小段 001 地號，面積 2,591 ㎡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 350 號及敦化北路 62、64 號，原地下三層，地上十四
層 
更新前 
更新事業推動程序 

89.09.21 地震後列管為「黃單需注意」建築物 

92.11.06 陳情申請由「黃單」改判為「紅單」 

93.07.15 工務局同意改判為「紅單」建築物 

93.08.26 市政府公告迅行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 



93.10.29 委託東亞建經為實施者 

94.01.31 計畫公聽會 

94.05.23 計畫送件 

94.06.08 都市設計幹事會 

94.07.13 都市更新幹事會 

94.09.15 都市設計幹事會 

94.12.15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一) 

94.12.28 專案小組 

94.01.23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二) 

95.06.20 計畫核准公告 

95.09.22 動工興建 

99.06.01 完工取得使用執照 
基地概要 

權屬及同意比例 

依 921 暫行條例，免事業概要 

100%同意，免公開展覽與公聽會 
基地概要 

使用分區 

原商二、住三 

91 年劃為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 A 區 

使用強度： 

建蔽率 65％ 

平均容積率約 456％ 
 
建築計畫 

容積獎勵 

原容積樓地板面積：17,904.15m2 

（原建築容積認定業經台北市政府工務局94.01.25北市工建字第09451331500

號函確認） 

依九二一暫行條例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 

獎勵上限：原容積＋原容積×0.3 

=17,904.15＋17,904.15×0.3=23,275.40 



建築計畫 

使用計畫 
 
 
 
 
財務計畫 

共同負擔費用由所有權人按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自行出資 
財務計畫 

更新後總價值 

更新後總價值＝房地總價＋停車位價值 

＝4,774,435,060+368,600,000 

＝約 51.43(億元) 

平均單價 566,722 元/坪 

車位平均單價 2,835,385 元/個 
本案特色 

全體同意，採『原位次分配』 

本案權利人 100％同意參與更新，免公展公聽會，並按『原位次分配』申請分配更
新後房地 

自行出資、委託實施（實施者代辦） 

本案重建費用均由權利人自行出資 

實施者（東亞建經）為專業代辦角色，不參與分配房地 

重大實施事項，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資產信託，專款專用 

本案土地、建物及重建資金交付『交銀』及『國泰世華銀行』信託，重建資金專款
專用 

全部重建費用由權利人依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負擔 
 
 
台灣都市更新案例總集 

 1994-2008 家園重生： 100 個災後重建的故事 
自主更新 
重要方向 
自主更新的特點 

地主自行出資(並負擔借款) ，少有外來投資者 



實施者: 

地主自組更新會 

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營造廠、建設公司、建築經理公司…等 

融資來源： 

震災重建：多由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全額借款 

海沙屋重建及震災重建：地主委託建築經理公司統籌向銀行借款，土地設定底押權，
配合土地及資金信託 

其他: 無融資，全數自有資金 
 
一、全台空屋計 120 萬戶，不適合大量增加住宅數量供給。 

二、全台屋齡超過 30 年以上無電梯及停車位老舊住宅計 175 萬戶，因人口老化住

戶期待更新的需求殷切。 

三、老舊大樓原容積大於法定容積，投資改建無利可圖，開發商投資意願低。 

四、南部縣（市）房價不高，難以透過容積獎勵誘因推動都市更新，開發商投資意

願低。 

五、景氣低迷之際，因原物料、人工相對便宜，反而是推動自力更新的好時機。 
 
自主更新就是社區總體營造 

造街(まちづくり社區總體營造) 

社區人與人的和諧互動過程 

凝具共識達成共同目標之過程  

Process: 互相熟識→良性互動→共同學習→形成組織→達成共識→分工行動→完成
目標→尋求下一個目標 

追求社區整體和諧永續發展，不求個人一時獲利 

軟體與硬體的更新改善同時併進 

以社區的需求與公共利益為更新之目標 
自主更新所需籌措的經費 
權利變換結合信託執行架構 
 
一、民間辦理更新需求殷切，預估約 175 萬戶，需 6 兆資金投入。「民間投資」及

「自力更新」均為不可偏廢之更新政策。 

二、921 能在六年內完成 90 個社區重建之經驗，是台灣驕傲的成就，亦為世界各



國爭相觀摩考察之榜樣。 

三、未來推動社區住戶自主更新，只要參考 921 重建之機制，必然能有具體之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