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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對象（一）補助對象

1. 依都市更新條例第15條規定核准立案之更新團
體。

2. 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核准立案之公寓大廈管
理委員會；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都市更新者為
限。

3.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自行提案或接受專業團隊建議提案申請補助。
獲准補助後，得公開評選專業團隊協助住戶設立
更新團體及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或公開評選
專業團隊協助住戶設立更新團體後，改由該更新
團體與原委託專業團隊續約辦理擬訂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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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案及審查作業程序（二）提案及審查作業程序提案及審查作業程序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撰擬提案相關表件撰擬提案相關表件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理申請直轄市、縣（市）政府受理申請

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直轄市、縣（市）政府初審

營建署截止收件（100.10.30）營建署截止收件（100.10.30）

營建署召集專家委員複審營建署召集專家委員複審

營建署彙整報部核定營建署彙整報部核定

更新團體、公寓大廈管
理委員會、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擬具審查意見、排定優
先順序及建議補助金額

提報一定比例之備選計
畫，正選無法執行或經
費賸餘時，核定遞補

必要時得通知申請人與
會陳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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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補助作業原則-1（三）申請補助作業原則-1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1.補助範圍

（1）重建：補助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有關費用。
（2）整建或維護：補助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及實施

工程有關費用。

2.優先補助原則

（1）自籌款比例較高者。
（2）住宅使用比例較高者。
（3）實施規模較大者。
（4）權利複雜程度較高者。
（5）建築物使用年限較久者。
（6）位於重點再發展地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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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補助作業原則-2（三）申請補助作業原則-2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3.補助類型及補助額度

（1）以重建方式實施者

• 申請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補助經費上限規定如下表，並不得
超過實際採購金額。

• 實際補助金額之5%或20萬元內得列為更新團體行政作業費。

• 申請案未成立更新團體者，得酌予提高補助額度，最高以新台
幣80萬元為限。

人數 補助上限（新台幣）

未達100人者 200萬元

100人以上，未達200人者 300萬元

200人以上，未達300人者 400萬元

300人以上者 450萬元

‧人數之認定

更新團體：以更新團體人
數計算。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以土地及建築物權利
證明文件登載人數計算。

並以申請補助當時之權利
狀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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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補助作業原則-2（三）申請補助作業原則-2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2）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

• 申請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補助經費上限規定如下表，並不得
超過實際採購金額。

• 戶數之認定，以房屋稅籍資料登載為主。

戶數 補助上限（新台幣）

未達100戶 100萬元

戶數（N） 萬元/戶（Y）

100戶以上 0.5

計算公式：100萬元+N×Y

試算：

100戶可補助上限100萬元
200戶可補助上限150萬元
300戶可補助上限200萬元
400戶可補助上限250萬元
500戶可補助上限300萬元
（以此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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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補助作業原則-3（三）申請補助作業原則-3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 申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補助經費。

-每戶補助上限以不超過4萬元，且總補助經費上限不超過核准優
先補助項目總經費45%為原則。

-但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實施或指定為優先以整建或維
護方式實施更新之更新地區，經內政部營建署審查同意，得放
寬每戶補助上限至6萬元，且總補助經費不得超過總經費
75%。

-具營利性質之公司行號不予補助，計算核准補助項目總工程經
費時，應扣減上開公司行號所應分擔之費用。但依規定免開立
統一發票者，不在此限。

• 補助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經費之優先項目如下：
-老舊建築物立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建築基地景觀綠美化。
-屋頂防水及綠美化。 -老舊招牌、鐵窗及違建拆除。
-空調、外部管線整理美化。 -提高建物耐震能力。
-其他因配合整體整建維護工程之完整性，經審查同意之必要工項。
-採綠建材、綠色能源進行整建維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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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實施原則（四）計畫實施原則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補助案經內政部核定日起2週內，依審查意見提送修正計畫書報內政部營建
署備查。

•依相關規定，協調相關主計單位及民意機關，辦理納入預算作業或同意先行
墊付執行。

•於修正計畫報內政部營建署後，毋需俟其同意備查，同步辦理相關招標先
期作業。

•因發包作業延宕、執行進度落後或所有權人參與意願無法整合等問題致計畫
無法順利推動者，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得通知內政部營建署
中止補助。

•經核定之補助案需變更設計者，應於不超過原核定補助總額且符合原核定案
目的及實施範圍，由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行核處，並送內政部營
建署備查。

•申請補助整建或維護實施工程範圍內存在違章建築者，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載明不影響公共安全及公眾通行等情形，其合法建築物部分之實施工程經費
得予補助。（由地方主管機關於審議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時審認）

•除因天然災害及其他不可抗力之因素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外，
不得於工程竣工驗收後5年內任意變更整建、維護項目或拆除重建。已成立
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者，應將上開規定納入住戶規約載明，並於日後產權移
轉時列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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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撥款方式-1（五）撥款方式-1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以重建、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應依下列規定，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補助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費用之撥款：

◦ 簽訂契約：檢具補助案核准函、委託契約書、統一發票（收據）或合
格原始憑證及納入預算證明，申請撥付補助金額20%。

◦ 公開展覽：檢附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辦理公開展覽函、統一發票（
收據）或合格原始憑證，申請撥付補助金額40%。

◦ 審議通過：檢附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經都市更新審議會審議通過之
會議紀錄、統一發票（收據）或合格原始憑證，申請撥付補助金額
20%。

◦ 計畫核定：檢附擬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函、核定計畫書圖、統一
發票（收據）或合格原始憑證，申請撥付剩餘補助金額。

◦ 以重建方式實施者，於更新團體獲准立案後，檢具更新團體立案證明
書、統一發票（收據）或合格之原始憑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撥付更新團體行政作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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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撥款方式-2（五）撥款方式-2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獲准補助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之費用，應依下列規
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補助擬訂都市更新事
業計畫實施工程費用之撥款：

。簽訂契約：檢具補助案核准函、委託契約書、統一發票（收
據）或合格原始憑證，申請撥付補助金額20%。

。施工進度達50%：檢具監造報表、施工日誌、統一發票（收
據）或合格原始憑證，申請撥付補助金額30%。

。完工驗收：檢具驗收通過證明、成果報告書、工程決算書、
統一發票（收據）或合格原始憑證，申請撥付剩餘補助金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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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經費核銷及結案-1（六）經費核銷及結案-1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1.經費核銷

（1）地方主管機關
應檢附受託委辦廠商帳戶資料，經審核通過

後，由營建署撥入地方主管機關指定帳號，再由
地方主管機關併同配合款，撥入廠商帳戶。

（2）更新團體或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
應與受託委辦廠商於同一銀行分行開立帳戶，

更新團體或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申請撥款時，應
檢附動支申請書，同意由其帳戶撥款至受託委辦
廠商帳戶，於地方主管機關依上開程序撥入更新
團體或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帳戶後，銀行同一天
內再由更新團體或公寓大廈管理委員會帳戶轉撥
至受託委辦廠商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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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經費核銷及結案-2（六）經費核銷及結案-2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2.結案

（1）經核定補助辦理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者，
應經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符合核定
發布實施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內容後，始得辦理
驗收結案。

（2）計畫於決算後1個月內，應檢送決算書（含附件
七）及核定發布實施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或執行
成果報告書，並繳回賸餘款。

（3）經通知限期繳還未執行部分之補助費用或因執行
本補助辦法所產生之收入，請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依補助比例繳回本部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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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注意事項（七）其他注意事項

壹、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1.執行檢討會議

2.視察督導

3.獎懲

4.100年度優先補助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擬訂之費用，101年
度起受理申請整建或維護實施工程費用補助。

5.同一更新單元申請本辦法相同補助項目，以一次為限。

6.按地方財力級次分別編列自籌款，並完成納入地方政府
年度預算及專款專用。

7.受補助經費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定者，應依規定辦理招標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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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建（一）重建

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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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附件2（一）重建（一）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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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一）重建（一）重建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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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一）重建（一）重建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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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二）整建或維護（二）整建或維護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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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建或維護（二）整建或維護

附件4

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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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二）整建或維護（二）整建或維護

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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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建或維護（二）整建或維護

附件5

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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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物價指數查詢

路徑：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http://www.pcc.gov.tw/
→政府採購
→工程款物價指數調整
→行政院主計處營造工程物價指數查詢系統

貳、貳、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相關提案表件填寫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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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9年成果相片98~9998~99年成果相片年成果相片

參、參、整建維護成果整建維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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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9年成果相片98~9998~99年成果相片年成果相片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外牆整修案-整修前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外牆整修案-整修後

參、參、整建維護成果整建維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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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