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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重點

推動模式推動模式
權利變換A1、權利變換A2、地上權、附款式標售

先期規劃先期規劃
基本資料調查、更新構想與定位、實質再發展計畫、更新整體開發策略

更新計畫 都市計畫變更更新計畫、都市計畫變更
重點策略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調整、回饋方式

可行性評估可行性評估
基礎資料分析、市場分析、產品定位、更新構想、開發模式、財務分析、
結論與推動建議結論與推動建議

經驗分享
以使用者角度解析案例以使用者角度解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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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簡歷

 學歷：
 65年空軍機械學校畢業 65年空軍機械學校畢業
 71年成大建築系畢業
 90年文大建研所(肄業) 90年文大建研所(肄業)

 經歷：
軍校區隊長 軍官養成訓練軍校區隊長-軍官養成訓練
工程部隊分隊長-工程施工
空軍總部工程參謀 審查各基地工程計畫空軍總部工程參謀-審查各基地工程計畫
中國文化大學軍訓教官-國防教育
營造公司管理部經理-工程爭議仲裁營造公司管理部經理 工程爭議仲裁
都市更新領域-11年
為｢臺北市都市更新學會｣｢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為｢臺北市都市更新學會｣｢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
會｣講師，分派或受邀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新
竹市、花蓮縣等，為社區或都市更新研習會解說法令或
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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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分享。

個案經驗-公辦更新-參與備標或評估

南港調車場案 南海案 大陳義胞案南港調車場案 南海案 大陳義胞案

4
新莊派出所案 大直捷運站旁地上權案 士林小西街案



推動模式(P22)

地上物單純•地上物單純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少
權利變換A1

•公私土地夾雜，多戶私有地上物與違建
權利變換A2

•私有地先開發，公地主分回土地
權利變換A2

•保有長期收益

•80%以上公有，其他私有設法取得
設定地上權

80%以上公有 其他私有設法取得

•產權全為公有
附款式標售

產權全為公有

•更新後無需政府管理經營-住宅、商業
附款式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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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A2-類似案例(臺北市石潭段)

 面積：4,949㎡，建物55棟全數未辦保存登記，產權關係複雜，
費時近十年完成。費時近十年完成

 處理方式：自辦市地重劃後分區更新興建。
 第一階段：可建築用地分配、計畫道路開闢、地上物拆遷補償
 第二階段：二更新單元各自重建

 高公局土地集中於基地東北側為素地，另行採設定地上權發包，
剩餘土地進行都市更新協議合建重建。剩餘土地進行都市更新協議合建重建。

(高公局)
更新單元

更新單元範圍

66

市地重劃新闢道路



推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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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辦更新案評估作業與申請流程

徵詢更新意願徵詢更新意願 基本資料蒐集建立基本資料蒐集建立

圈定範圍圈定範圍 評估更新後容積評估更新後容積

評估劃定單元可行性評估劃定單元可行性 預估地主可分回坪數預估地主可分回坪數

製作申請文件書表製作申請文件書表
召開單元內說明會召開單元內說明會

召開毗鄰土地協調會召開毗鄰土地協調會

(六個月內)

整合整合

召開毗鄰土地協調會召開毗鄰土地協調會

臺北市其他地區

提出申請提出申請併概要或事業計畫提出併概要或事業計畫提出

(複雜或有必要)

審查審查 審議會審議審議會審議審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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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公告核准公告同意範圍進行計畫審查同意範圍進行計畫審查



壹、先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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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調查-(基礎)( )

土地使用現況1

交通系統現況2
了解基地特性

公共設施現況

都市計畫情形

3

4 都市計畫情形

土地權屬概況

4

5
公私有產權比例
基地整合複雜度

人文古蹟歷史建物保護樹木

5

6

基地整合複雜度

限制

社會經濟調查7
未來發展可能性

不動產市場調查

居民意願訪談

8
未來發展可能性

10

居民意願訪談9 成功機會



案例:大陳義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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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新構想與定位-(指導)( )

發展潛力與限制

•更新範圍之獨特性、可發展方向

更新地區定位與構想

•整體開發構想、整體性都市意象

重要門戶 帶動周邊發展 剔除不可行地區

研選擬劃定更新地區

•重要門戶、帶動周邊發展、剔除不可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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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質再發展計畫-(指導)( )

土地使用計畫

•配置構想、分區計畫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公共設施改善計畫

•停車場、綠地、免計容積公益設施

交通系統交通系統

•人行、自行車、汽車、裝卸動線、未來交通需求

都市防災

•逃生、人車動線、避難廣場逃生 人車動線 避難廣場

都市計畫調整建議

•使用分區、組別、容積、巷道

整建維護計畫

13 •狀況良好未達更新年期

案例：大陳義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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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體開發策略(p56)-實質作業(p )

•更新單元劃設基準

•考量地籍、地形、現況、公共設施興闢
更新單元劃設建議

•考量地籍、地形、現況、公共設施興闢

•拆除重建

•整建維護
土地處理策略

整建維護

•使個別單元能整合成完整都市系統

•是引導性準則，非管制性準則
都市設計原則

•試算共同負擔、更新後總價值

•評估權利人可分回坪數
財務初評

•權利變換、區段徵收、市地重劃

•設定地上權、標售
實施方式

•現住戶現地安置意願調查

•現住戶可分回價值評估-達最小分配單元
拆遷安置策略

政府自辦 公開徵求實施者•政府自辦、公開徵求實施者

•民間主辦
實施更新主體

實施者興闢
公共設施興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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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興闢

•政府整體規劃後先行開闢
公共設施興闢

貳、更新計畫與都市計畫變更

都市更新計畫

選擇整體都市最重要之重點策略地區

倘私有土地及建物持有複雜，即使採公辦更新，缺倘私有土地及建物持有複雜，即使採公辦更新，缺
乏誘因，不容易徵求實施者(投資人) 。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計畫變更

都市更新計畫階段：條例第8條都市更新計畫階段 條例第8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階段：條例第20條

土地管制規則調整土地管制規則調整-

回饋方式-

研訂土地管制規則及回饋方式應注意，爭取獎勵
項目不能有義務性，會影響將來獎勵容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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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不能有義務性，會影響將來獎勵容積申請



叁、可行性評估之一(p63)-基礎資料調查分析p

•各宗土地地段地號、面積、所有權人及持分、
他項權利 相鄰土地關聯性土地權屬分析 他項權利、相鄰土地關聯性土地權屬分析

•建物座落位置、樓層數、登記面積、所有權
人及持分 他項權利 與土地之關係建物權屬分析 人及持分、他項權利、與土地之關係建物權屬分析

•建物結構、樓層、違建戶、計畫道路開闢、
現有巷廢止 用途 住或商 商業活動使用現況分析 現有巷廢止、用途(住或商)、商業活動使用現況分析

•土管、建築技術規則、都市更新條例、公產土地使用法令 法規土地使用法令

道路系統 大眾運輸系統 停車現況交通現況 •道路系統、大眾運輸系統、停車現況交通現況

公園 學校 綠地 廣場 市場周遭公共設施 •公園、學校、綠地、廣場、市場周遭公共設施

重大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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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運動中心、商場重大建設計畫

可行性評估之二-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

區域人口與經濟能力

區域總體市場發展

市場供需分析

預售市場
估

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
成屋市場

發展潛力與限制

估
價

市場分析與產品定位 發展潛力與限制

產品內容

產品定位 主力客層與訴求重點
代
銷

建築設計建議

18 建議：本項作業結果最好只做大方向之指導，過於細節部分，宜交由有意參與
之民間團體自行綜合性考量研擬，避免不自覺的做了不合適的限制，扼殺創意。



可行性評估之三-更新構想與開發模式

•更新計畫之規劃方向

•符合政府與民間期望
更新構想

允建容積 各地方規定•允建容積-各地方規定

•不過於詳細，確認方向，提供財務評估
建築規畫

•權利變換A1、A2
開發模式

•地上權、附款式標售
開發模式

•權變分回房地，有或無經營管理需要

•地上權，由實施者營運管理

公有土地更新後
資產處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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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權，由實施者營運管理資產處分方式

可行性評估之四-財務分析

更新前價值比例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公有土地抵充7項公共設
施用地

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

權利變換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

優先指配折價抵付共同負擔

可能分配價值面積

財務分析

敏感度分析

收益及成本分析

地上權

收益及成本分析

權利金
地上權

投資效益分析

敏感度分析附款式標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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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分析附款式標售



可行性評估之五-推動建議

開發時程

自有資金需求
開發方案比較

融資可能性

投資報酬率
實質

人

投資報酬率規畫

人

事市場
財務
可行 事

配合事業
條件

可行
性

風險分析

法令解釋
最佳推動流程

21 執行程序
最佳推動流程

評估都市更新需要哪些專業協助
項次 專業技師顧問 參與時幾 作業內容概要

1 更新規劃顧問 全程 更新事業規劃、申請、成果備查1 更新規劃顧問 全程 更新事業規劃、申請、成果備查

2 建築師 全程 建築規劃設計、請照、監工

權變
3 估價師

權變

申請獎勵
更新前價值比例、更新後建物價值

4 經營管理顧問 初期評估
經營方式建議、建立財務模組，推

4 經營管理顧問 初期評估
經營方式建議 建立財務模組 推
估營運之成本效益

5 地政士
權變 計算更新後銷售(登記)面積

5 地政士
申請獎勵 釐正更新後建物面積

6 交通技師 車位>150位 交通影響評估

7 環評顧問
住宅100m(30F)

商業70m(20F)

環境影響評估

(住商大樓1-3F以上商場屬商業大樓)

8 測量技師
違建申請

地籍整理

每戶違建面積

基地測量

9 建經公司 計畫核定時 協助信託、監督施工、查核付款

張尚志製作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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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

台鐵南港調車場案台鐵南港調車場案

台北市南海段案

新北市大陳義胞案、

新莊派出所新莊派出所

士林小西街舊市場案士林小西街舊市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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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台鐵南港調車場案

規劃產品規劃產品

分配

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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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商
(三)

特商
(三)

特商
(三)

都市計畫之限制



有關分配之約定 公單位分回之商業空間要回租，而公單位分回之商業空間要回租 而
且要租金權利金，實施者投入之規
劃重建成本，需賴後續經營取回。



評分量化評分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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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單(共同負擔)( )

共同負擔比例：○○.○○%（到小數點以下兩位）

【註：本案共同負擔比例不得高於40%。申請人所填共同負擔比例若高於上述基
準比例，則不得成為最優申請人或決標對象。】準比例 則不得成為最優申請人或決標對象 】

更新後

更新後建物總產權登記面積（含
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共同使用部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含主建物、附屬
建物與共同使用部分依其應有部分計

更新後
主建物 附屬建物與共同使用部
分依其應有部分計算之面積）

【平方公尺】

建物與共同使用部分依其應有部分計
算之面積，並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時
價值計算）【新臺幣/元】

主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及共同使用面積
主建物價值

附屬建物
及共同使用價值

總數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新臺幣/元】 【新臺幣/元】

總產權登記面積 房地總價值

30
【平方公尺】 【新臺幣/元】



標單(商業設施租金標價單)( )

一、租金計收比例

營運期間每年營業收入淨額之○○.○○﹪營運期間每年營業收入淨額之○○.○○﹪

【註1：本案租金計收比例不得低於8%。申請人所填租金計收比例若低於上述基準【註1：本案租金計收比例不得低於8%。申請人所填租金計收比例若低於上述基準
比例，則不得成為最優申請人或決標對象。】

【註2：營業收入淨額係指年度財務報告經會計師所簽證之稅務簽證之營業收入淨
額。】

二、折現後租金總額度

新臺幣○拾○億○仟○佰○拾○萬○仟○佰○拾○元整新臺幣○拾○億○仟○佰○拾○萬○仟○佰○拾○元整

折現後租金總額度請依下頁各年租金給付額度提估表中各年依比例計算之租金(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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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現後租金總額度請依下頁各年租金給付額度提估表中各年依比例計算之租金(折
現)加總計算。

案例二-台北市南海段案

標單格式複雜標單格式複雜

32



都市(細部)計畫變更( )

古蹟保存區

住3 1

住3
古蹟保存區

住3-1
住3-1

住3

住3

3 1
住3-1

住3

住3-1
住3

計畫範圍

住3-1

道路寬度順平處理

變更道路用地為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之一種住宅區

古蹟保存區

第三種住宅區

高中用地

住3-1住3

巷道南移
住3-1

住3
高中用地 變更第三種住宅區為道路用地高中用地

規畫構想(摘要)( )

 基地臨重慶南路與泉州街沿街規劃一樓做為商業使
用 更新後公有房地部分作為公營出租住宅與學生宿用，更新後公有房地部分作為公營出租住宅與學生宿
舍使用，其餘則做為一般住宅使用。

 基地臨重慶南路二段與泉州街側，退縮3.64公尺以上
無遮簷人行步道；基地臨市定古蹟原台灣教育會館無遮簷人行步道；基地臨市定古蹟原台灣教育會館
側，退縮留設4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

依現行都市計畫 基地內重慶南路二段 巷 公尺計 依現行都市計畫，基地內重慶南路二段70巷6公尺計
畫道路北側退縮2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南側退
縮2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補足8公尺並與道路順
平。平

 如變更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基地內70巷6公尺計畫道
路擬調整至基地南側臨泉州街9巷側 並再退縮留設2

34
路擬調整至基地南側臨泉州街9巷側，並再退縮留設2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步道。



標單(共同負擔)( )

共同負擔比例：○○.○○%（到小數點以下兩位）

【註：本案共同負擔比例不得高於31.5%。申請人所填共同負擔比例若高於上述
基準比例，則不得成為最優申請人或決標對象。】

更新後
更新後建物總產權登記面積（含主建物、附屬
建物與共同使用部分依其應有部分計算之面積）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含主建物、附屬建物與共
同使用部分依其應有部分計算之面積，並以權更新後 建物與共同使用部分依其應有部分計算之面積）

【平方公尺】
同使用部分依其應有部分計算之面積 並以權
利變換計畫核定時價值計算）【新臺幣/元】

主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

及共同使用面積
主建物價值

附屬建物
及共同使用價值

總數

及共同使用面積 及共同使用價值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新臺幣/元】 【新臺幣/元】

總產權登記面積 房地總價值

(未達30,600㎡ 以上者不與決標)【平方公尺】 (未達77億元者不與決標)【新臺幣/元】

臺北市政府 (未達12,100㎡ 以上者不與決標)【平方公尺】

教育部 (未達8 100㎡ 以上者不與決標)【平方公尺】 日後權利變換估價 相對比例教育部 (未達8,100㎡ 以上者不與決標)【平方公尺】

國產局 (未達1,300㎡ 以上者不與決標)【平方公尺】

私地主 (未達30,600㎡ 以上者不與決標)【平方公尺】

1.日後權利變換估價，相對比例
可能需要調整

2.各家標單不完全一樣，要取哪

35

( , )【 】

一個單位高的為準

決標

【新聞】

潤泰創新所提共同負擔比例為22.08％低於本案公
告之31 5％，預估更新後權利價值約為新台幣90告之31.5％，預估更新後權利價值約為新台幣90
億，更新後公有及私有地主可分配回70億元以上
之房地與車位 其中教育部分回國際學舍約225戶之房地與車位，其中教育部分回國際學舍約225戶
(約值25億元)，台北市政府分回公營出租住宅約( )
196戶(約值4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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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四-新北市大陳義胞案、新莊派出所

比較二案對於整合時程管制之方式比較二案對於整合時程管制之方式

37

更新單元劃設

全區共劃設7處更新單元
更新單元介於0.8~2公頃間
分別招標之方式招商

80億

40億

60億

60億

40億

40億

380

40億

60億

380
億



案例：大陳義胞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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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陳義胞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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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大陳義胞案之三

工作期程

未修訂前6000萬元，修訂後2000萬元未修訂前6000萬元，修訂後2000萬元

41

更新後權益分配方式

違占戶：違占戶

以現金補償殘值

實施者以優惠價格售予違占戶實施者以優惠價格售予違占戶
 折扣優惠是評分標準之一

 折扣優惠無法納入權變共同負擔，由實施者吸收

市府地：市府地：

讓售承租戶，剩餘部分參與分配

受配之產品形式 需配合市府需求規劃受配之產品形式，需配合市府需求規劃

影響：
 無法確定土地所有權人時，權變作業進行困難

 租用戶對於讓售價格如有意見，會影響進度 租用戶對於讓售價格如有意見 會影響進度
42



大陳義胞案-單元二

新聞：本案自2011年11月由市府委託實施者開晟
建設公司辦理至今 在市府與實施者共同努力建設公司辦理至今，在市府與實施者共同努力、
積極協調之下，歷經1年多整合期，整合近1公頃
的土地與區內 百多戶的居民 於 年 月底由的土地與區內2百多戶的居民，於2013年6月底由
實施者提出都市更新事業申請，並在不到半年的
時間完成所有的都市更新、都市設計審議程序，
顯示市府對於本案的積極態度。顯示市府對於本案的積極態度

 2013年11月26日審議通過，後續再辦理市有土地
讓售作業。在更新同時，以更新前市價讓售於原讓售作業。在更新同時，以更新前市價讓售於原
承租者。

實施者開晟公司 為設籍永和當地建設公司 只實施者開晟公司，為設籍永和當地建設公司。只
花1年5個月就完成整合送件。審議時間僅5個月。

43

新莊派出所之一

 基地土地44筆

面積7 530 8㎡ 面積7,530.8㎡

 公有5,629.73㎡
(74 76%)(74.76%)

 私有1,901.07㎡
(25.24%)

 合法建物13戶總
面積2,669.89㎡

 未登記建物23戶
武德殿

未登記建物 戶

 違占戶22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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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派出所之二

45

新莊派出所之三

46 2000萬元/2



新莊派出所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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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士林小西街舊市場案

現住戶處理-合法建物、承租戶、違占戶現住戶處理 合法建物 承租戶 違占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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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有土地分布狀況

公有土地

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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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產權處理
私有產權狀況 要求處理方式

私有地總面積917.15㎡，佔
更新基地面積28.17%。私有
地地主共52人。

依照正常權利變換程序及規定，以更新前權
利價值比率分配更新後總價值，再依售價折
算成樓地板地地主共52人。 算成樓地板

警察局管理部分，佔用戶16 目前僅進行到第三次言詞辯論庭，要完成三警察局管理部分 佔用戶16
戶，已提拆屋還地之訴。

目前僅進行到第三次言詞辯論庭 要完成三
審恐還需相當時日。將來更新應如何處理，
投標須知並未交代。

國產局部分佔用戶2戶，佔用
人不詳

實施者是否需自行查明處理，以何種方式處
理亦無交代人不詳 理亦無交代。

警察局土地承租人4戶 財政 得以市價申購實施者分得之更新後房地 但警察局土地承租人4戶，財政
局土地承租人27人(26戶)，
合計30戶。

得以市價申購實施者分得之更新後房地，但
其中原居住樓地板面積大小部分，僅需支付
更新成本，差價由市府補助。

50

合計30戶 更新成本 差價由市府補助



承諾事項(摘要)( )

為利本更新事業之進行與公平、合理性之建立，
要求實施者提出包括所有權人權利變換價值、現
住戶拆遷安置措施與提供公益設施回饋居民三項住戶拆遷安置措施與提供公益設施回饋居民三項
內容之報價。

實施者除應負擔上述義務外 亦有權利提出需政實施者除應負擔上述義務外，亦有權利提出需政
府配合之事項以利本更新事業之進行。

51

對私有產權處理要求

市有眷舍合法現住人及市有土地承租戶，得申購
更新實施者更新後取得之房地。每戶申購之面積
及價格，於原居住之樓地板面積內(不得超過當地及價格 於原居住之樓地板面積內(不得超過當地
居住樓地板平均水準)，依更新成本計算，超過之
面積 則依實施者推案時之市價計算 更新成本面積，則依實施者推案時之市價計算。更新成本
與市價之差價，由本府補助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

前述每戶須本府補助之金額及總金額納入甄選評前述每戶須本府補助之金額及總金額納入甄選評
分表之評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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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回饋-從使用者的角度分享

參與公辦都市更新案的重點功課-整合參與公辦都市更新案的重點功課 整合

實施方式差異比較

標單格式標單格式

回饋公益設施

政府公辦更新決標方式之省思

公辦都市更新的迷思公辦都市更新的迷思

小結

參與公辦更新案鼓勵措施提議

53

一、參與公辦都市更新案的重點功課-整合

私有

違建戶 時間

建築規劃 獎勵容積

範圍成本 範圍成本

公有公有



二、實施方式差異比較

協議合建
原地原樣重建 分回原位置原坪數(災損)原地原樣重建，分回原位置原坪數(災損)

分回原坪數-一坪換一坪或加成(得視允建容積而定)
依個別差異，截長補短(土地使用分區不同)

權利變換-更新前價值比例分配更新後價值權利變換 更新前價值比例分配更新後價值
特殊因素-估價

土地持分不對等 有屋無地 有地無屋 土地持分不對等-有屋無地、有地無屋、
 房屋增建-一樓、頂樓加蓋
法定空地之停車位 法定空地之停車位

 現有巷、道路地
有產權地下室 有產權地下室

 獨立車位

55

張尚志製作103.5

公辦更新實採協議合建內涵-權利變換外裝

公辦更新決標的方式，常要求投標人承諾一個共公辦更新決標的方式，常要求投標人承諾一個共
同負擔比例，與一般私地主要知道能換回坪數才
願意簽同意書的想法一樣願意簽同意書的想法一樣。

都市更新之實施方式，主要是權利變換，另認可都市更新之實施方式 主要是權利變換 另認可
民間習慣之協議合建。在私人興辦的更新案中，
公有土地參與更新，只願採權利變換，但在公辦公有土地參與更新，只願採權利變換，但在公辦
更新時，卻也要求以契約訂定一個比例，再視權

56
利變換審查結果擇優，與民間心態完全一樣。



三、標單格式-案例一(臺北市信義區犁和段)

今願提出標價：



共同負擔比例百分之共同負擔比例百分之__________

【註：本案共同負擔比例不得高於33%。投標人所【
填共同負擔比例若高於上述公告比例，則不得成
為最優申請人或決標對象；申請人所提之「更新為最優申請人或決標對象；申請人所提之 更新
事業計畫建議書」中「財務計畫」所載內容並非
決標因子 其與共同負擔標單上記載不一致者決標因子。其與共同負擔標單上記載不一致者，
應以共同負擔標單上所載為準。】】

57 註：南海段案主要內容格式相同

標單-案例一 在極短時間做出規劃，就要區分附屬設施、共同使用面
積，很難精確，只能概抓，意義不大，只有增加複雜度。

更新後建物總產權登記面積（含主建
物 附屬建物與共同使用部分依其應

更新後房地總價值（含主建物、附屬建物
與共同使用部分依其應有部分計算之面積

積 很難精確 只能概抓 意義不大 只有增加複雜度

更新後
物、附屬建物與共同使用部分依其應
有部分計算之面積，不含車位面積）
【單位：平方公尺】

與共同使用部分依其應有部分計算之面積
並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時價值計算）
【單位：新台幣 / 元，至整數】

主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及共同
使用面積

主建物價值
附屬建物及共同
使用價值

總數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NTD】 【NTD】

總產權登記面積 房地總價值

【註：未達1,0350平方公尺以上者，
不予決標】

【註：未達新臺幣20億元者，不予決標】

附屬建物及共同 附屬建物及共同

臺北市政府

主建物面積
附屬建物及共同
使用面積

主建物價值
附屬建物及共同
使用價值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NTD】 【NTD】臺北市政府
分回部分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NTD】 【NTD】

總產權登記面積 房地總價值

【註：未達5 450平方公尺以上者，不

58

【註：未達5,450平方公尺以上者，不
予決標】

【NTD】



標單-案例二(新莊派出所)

只要求產權面積是合理的做法

59

公設比 水塔 電梯、梯廳

=(權狀面積-主建物-附屬建物) 
÷權狀面積≒30% 40%30% 40%

安全梯

÷權狀面積≒30%~40%30%~40%

 <附屬設施>：
陽台、雨遮、騎樓

上下

上 下

B C梯
廳

陽台 雨遮 騎樓

 <公共設施>：

消防樓電梯間 梯

D
A

主建物

消防樓電梯間、梯
廳、1F門廳、機械 U

P門廳

空間、屋突、防空
避難空間、管委會

一樓門廳

U
P

U
P

UP

、水塔、水池
機械空間、受水槽

60
防空避難空間•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免計入樓地板面規定



四、回饋公益設施-中和景安都市更新案

 96年6月招商，96年底決標，經過38個月審議通過，
現變更事業計劃暨權利變換計畫審議通過尚未發佈。現變更事業計劃暨權利變換計畫審議通過尚未發佈。
公益設施，原規畫景觀陸橋、機車轉乘車位、數位圖書
館、運動推廣中心，最後變成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中館 運動推廣中心 最後變成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 中
和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希望將當時之住宅政策置入該案，要求實施者調
整設計，最後因各種因素，未納入，但延宕審議時間頗
久。

心得 公辦更新案 於招標階段 投標者莫不努力構 心得：公辦更新案，於招標階段，投標者莫不努力構
思，提供最具吸引力之回饋方案，這些方案往往是獲
得評審青睞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在日後審議時 會因得評審青睞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在日後審議時，會因
為法令、政策、委員意見、實際執行而改變，變成比
較平實。如果時光倒流，恐怕當時的評審不會給予高較平實。如果時光倒流，恐怕當時的評審不會給予高
分。華而不實，具有吸引力，日後卻不能執行，這種
現象，可以在其他案件也看得到，深一層檢討，這是

61

現象 可以在其他案件也看得到 深一層檢討 這是
否涉及審標的公平性。

五、政府公辦更新決標方式之省思之一

 國有地實施都市更新開發計畫執行重點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公開透明呈現，
有利於權利與義務之整合，並保持公平公開及合理有利於權利與義務之整合 並保持公平公開及合理
原則。

公開評選過程採二階段三段式評選作業，審查資公開評選過程採二階段三段式評選作業，審查資
格、規格(投資計畫書)，最後以價格(權利金)最高
者得標 主辦機關評選出優良開發計畫及實施者者得標，主辦機關評選出優良開發計畫及實施者，
並獲得最高權利金。-協議

主辦機關在評選過程公告招標案之權利金，依廠商
競價而取得最高價值，且依核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競價而取得最高價值 且依核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
計畫分配房地，充分保障國有土地最大利益。-權
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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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變換



五、政府公辦更新決標方式之省思之二

 推動更新採權利變換，公部門認為是最公平的方式，
核定計畫之共同負擔比例就應是公正客觀可執行的核定計畫之共同負擔比例就應是公正客觀可執行的。

 影響共同負擔比例的因素：一是造價，一是更新後價
值 即售價 要降低共同負擔比例之途徑 就是降低值(即售價)，要降低共同負擔比例之途徑，就是降低
售價或是提高售價。

 公辦更新決標，要實施者承諾一個比權利變換計算出
來比例更低的比例，或另給一定金額之權利金以及承
諾安置現住戶並自行吸收成本，顯示就連公家機關自
己也對核定權利變換計畫之不信任。認定實施者應該
還有降低成本的空間，或提高銷售單價的可能。

 更新案之權變核定之成本，建商普遍的反應是不足以 更新案之權變核定之成本，建商普遍的反應是不足以
涵蓋全部成本，也就是低估，所以要再降低成本不太
可行，只有增加售價一途，如此一來豈不違背政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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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只有增加售價一途，如此一來豈不違背政府促
進房價合理化之用心，也成為助長房價的推手之一。

釐清權利變換基本架構

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五、權利變換：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
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或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或
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
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金比
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
利金。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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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權利變換架構變換架構

工程費用
1.拆除工程 2.營建 3.建築設計4.鑑界1.拆除工程 2.營建 3.建築設計4.鑑界
5.鑽探6.建築相關費用7.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8.開放空間費用9.外接水、電、瓦斯工程費
10.鄰房鑑定費11.公共設施費用(捐地協闢費)( )
權利變換費用
1.都市更新規劃費 2.不動產估價費
3.更新前測量費 4.拆遷安置費、補償費

共同負擔

5.違章拆遷補償費 6.地籍整理
貸款利息 (自有資金及銀行融資)
稅捐(印花稅及房地互易營業稅)

更新後總價值
(新建築) 領 管理費用

1.人事行政管理費 2.營建工程管理費
3.銷售管理費 4.風險管理費

(新建築)

地主分回

領
取
補
償

5.信託費
容積移轉(辦理費用及容積取得成本)
都市計畫變更更新範圍土地

償
金

參照市政頒訂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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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市政頒訂之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審議原則
」提列共同負擔費用，以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所載數額為準。

權利變換更新後價值分配

更新前價值比例

實施者分得更新後價值 A G實施者分得更新後價值
(共同負擔)

管理費用
利息稅捐

A

B F

G

F
G

權變費用

管理費用

C
D

E

D

E工程費

A B C

???
現住戶分回價值更新後總價值•實施者分得部分折價優惠承租戶

•提供臨時辦公處所興建搬遷費用提供臨時辦公處所興建搬遷費用
-不列入共同負擔



公共工程、施惠者六、公辦都市更新的迷思 公共工程、施惠者
地主違占戶是弱者、
開發商吸收回饋、安置額外要求

政府政府

開發商地主 可取得案源開發商地主 可取得案源
政府協助整合
公辦案易通過審查

有政府當靠山
要政府負責

67

招商遭遇困難分析

統計件數：11件

原因可複選

8

9

5

6

7

3

4

5

1

2

0

都市計畫 底價訂定 公部門整合 私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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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回饋 平衡及整合

(資料擷取自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推動策略與機制講稿)



七、小結

公辦更新可以為公有地辦理都市更新找到出路。

公辦更新可以將公有老舊社區、閒置土地再次活
化並實現政策

公辦更新對解決私有產權(包含合法、違章)分
配、安置沒有太大的助益。配、安置沒有太大的助益。

公辦更新不適合做政策以外的產品規劃指導

公辦更新應釐清目標與辦理方式，是採權利變換
還是協議合建，不宜混同使用。

公辦更新和一般建案一樣，所有因案產生的花
費，包含優惠原住戶、提供主辦單位行政費、搬費，包含優惠原住戶、提供主辦單位行政費、搬
遷費等都應該反映在投入資金內，於分回房地銷
售後取回，不應列｢實施者自行負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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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取回，不應列｢實施者自行負擔｣項目。

八、參與公辦更新案鼓勵措施提議-增加誘因

 獎勵容積執行現況：
以台北市為例，除非能有原容積>法定容積及協助開闢以台北市為例，除非能有原容積>法定容積及協助開闢
道路、違章建築等獎勵，一般案件大都僅能申請約
30%，目前修法趨勢，將取消時程獎勵及減少綠建築獎30% 目前修法趨勢 將取消時程獎勵及減少綠建築獎
勵，而且審查趨嚴，如無其他新增獎勵項目，以後更新
案大概都僅能申請20%左右。

 都市更新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其他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報中
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央主管機關核准者。

 給予較高的容積獎勵，如於獎勵辦法中增列：
由各級政府主導 依條例第九條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由各級政府主導，依條例第九條規定辦理之都市更新
案，得給予容積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
為上限。(或二十、或更多)為上限。(或二十、或更多)
 參考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20條—整宅適用獎勵上限無須
檢討獎勵項目及評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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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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