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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參與都市更新應備之
法律常識及救濟模式 

課程大綱 

都更程序概說—都更基本認識 

劃定都更單元程序—都更程序 1 

為何強拆變難了？ —「文林苑」爭議之後… 

都更事業計畫程序—都更程序 2 

都更權利變換計畫程序—都更程序 3 

都更救濟程序—權利救濟雙軌制 

 

 

 

 



2013/3/15 

2 

都更程序概說 

都更基本認識 

都市更新程序 

劃定都市更新單元、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計畫執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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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位於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程序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程序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程序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程序 

計畫執行 

以協議
合建方
式實施 

已劃定 
未劃定 

依第10條 
得省略 

依第29條 
得合併 

第25條 

台北市規定 

劃定都更單元程序 

都更程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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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區vs更新單元 

都更地區及單元劃定之法條 

 第5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
展狀況、居民意願、原有社會、經濟關係及人文特
色，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
際需要分別訂定都市更新計畫，表明下列事項，作
為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指導… 

 第6條：主管機關優先劃定為更新地區 
 第7條：主管機關迅行劃定為更新地區 
 第10條：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定之更新單元，或
依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第11條：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為促進其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
住環境，得依主管機關所定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自
行劃定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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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士林
區「前街、
後街附近更
新地區(捷運
淡水線西側
地區)」 

臺北市士
林區陽明
段一小段
771-2地號
等21筆土
地都市更
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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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劃定更新地區 

公告劃定都市更新單元 

發起人申請劃定更新單元 

2-1符合指標及劃定基準審查 

2-2都市更新計畫書圖審查 

是否位於劃定更新地區 

1.已劃定更新地區 

進入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計畫程序 

劃定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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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政府核准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3.發起人擬具事業概要申請核准 

已經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或單元 

1.發起人整合參與都市更新意願 

2.發起人舉辦概要公聽會 

進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階段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 

三種劃定更新單元方式 

迅行劃定（第7條：災害、配合重大建設） 

優先劃定（第6條：窳陋） 

自行劃定（第11條：劃定基準） 

同意比例計算： 

自行劃定＞優先劃定＞迅行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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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同意比例 

 

迅行劃定 

 地區 

(第7條) 

 

政府劃定 

更新地區內 

(第6條) 

 

自行劃定 

更新單元 

(第11條) 

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人數 
1/2(50%) 3/5(60%) 2/3(66%) 

私有合法建物所
有權人人數 

1/2(50%) 3/5(60%) 2/3(66%) 

私有土地面積 1/2(50%) 2/3(66%) 3/4(75%) 

私有合法建物 

樓地板面積 
1/2(50%) 2/3(66%) 3/4(75%) 

三種劃定方式之同意比例（第22條第1項） 

面積超過80%，人數不計 

 

 

更新同意比例 

 

迅行劃定 

 地區 

(第7條) 

 

政府劃定 

更新地區內 

(第6條) 

 

自行劃定 

更新單元 

(第11條) 

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人數 
2/3(66%) 3/4(75%) 4/5(80%) 

私有合法建物所
有權人人數 

2/3(66%) 3/4(75%) 4/5(80%) 

私有土地面積 2/3(66%) 3/4(75%) 4/5(80%) 

私有合法建物 

樓地板面積 
2/3(66%) 3/4(75%) 4/5(80%) 

三種劃定方式之同意比例（行政院草案） 

面積超過90%，人數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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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提高同意比例門檻？ 

現行法本來就要求須達9/10門檻才能強拆 

實務上實施者常在達到法定同意門檻後，
就停止徵詢所有權人意願，或不再溝通協
商，企圖「以大吃小」，導致後續產生許多
爭議 

過多爭議到政府審議時才進行處理，政府
人力不堪負荷 

彰顯「公共利益」 

 「多數決」與「財產權保障」的平衡點 

政府劃定「都市更新地區」的原因 

迅行劃定（條例第7條） 

1 災害損壞 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
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2 災害防救 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3 重大建設 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   

優先劃定（條例第6條） 

1 公共安全 建築物窳陋且非防火構造或鄰棟間隔
不足 

有妨害公共安全
之虞 

2 公共安全或公共通行 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 足以妨害公共交
通或公共安全 建築物排列不良或道路彎曲狹小 

3 都市機能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4 重大建設 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5 文化資產保存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 亟須辦理保存維

護 
6 公共衛生或社會安全 居住環境惡劣 足以妨害公共衛

生或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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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劃定都市更新單元？基準為何？ 

要成為都市更新單元，有7個劃定的基準如下(參照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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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內容 

指標1 土、木、磚、石造建物樓地板面積1/2以上 

指標2 屋齡30年建物樓地板面積1/2以上 

指標3 無電梯住宅棟數1/2以上 

指標4 現有停車位低於法停棟數1/2以上 

指標5 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
未達法容的1/2 

指標6 現有巷道彎曲，或寬度小於4米 

指標7 已指定之古蹟 

指標8 計畫道路、公園、綠地、廣場未開闢完成 

指標9 

 9-1：距大眾運輸系統車站本體及出入口   
          300公尺 
 9-2：距0.5公頃公園綠地200公尺 
 9-3：距1000㎡廣場100公尺 
 9-4：位於更新策略地區 

指標10 面積3000m²以上 

◆重建區段符合指標
三項以上 

◆建物面積未達基地
1/3，至少應有一項
指標符合指標6~10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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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文林苑王家 
 

         

 

   

  

 

前街跆拳道館 (50年) 

文林路郭元益 

後街2棟民房 (30年) 

前街有應公媽廟 

項
目 

更新前 更新後 

耐
震 

建物老舊，不符耐
震規定。 

解決建物耐震性
不足問題。 

防
災 

既有巷道單向出口
，動線不良，影響
救災。 

透過更新廢除現
有巷，提高救災
機能。 

  公共利益？ 

現有巷(單向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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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

通
行
計
畫
道
路 

  公共利益？ 
本案未有公共利益，僅對35戶有利，為何可以35戶的少數決定2戶
的命運？ 

6m計畫道路 

2m人行步道 

６
m

人
行
步
道 

3.7m實際通行寬度 

現況：3.7m實際通行寬度 

更新前：2m都市計畫道路 

可通行寬度 

更新後：開闢6m計畫道路 

更新後：退縮2m人行步道 

與捷運下空間整體規劃 

更新後：3.7m車行通行寬度 

+4.6m之人行步道 

十年新屋被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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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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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都市更新地區前半段的
建物與街景 



2013/3/15 

16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前半段的
建物與街景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後半段的建物與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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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地區建物格局良好、裝潢氣派大方，結構安全無虞，何來「傾頹或朽壞」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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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十二年新屋為五層樓別墅型公寓，僅四戶人家，擁
有大戶氣度格局，建物外觀氣派典雅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883號判決 

 指標3之審查： 
 未「實質」審究更新單元內的建築物是否確有傾頹或朽壞之虞，

僅以各種建築物的構造種類及耐用年數「形式」上之屋齡，作為
判斷建築物是否有因「年代久遠」而有「傾頹或朽壞之虞」的依
據，顯不符合條例第6 條第2 款之規範意旨。 

 主管機關於劃定更新範圍時，應考量該區域內的建築物是否均有
「更新」之必要性，系爭十二年建物非但不屬「因年代久遠有傾
頹或朽壞之虞」之情形，且根本無「重建」更新之必要。 

 
 指標9之審查： 

 建築物興建時有無適用內政部78年5月5日修正後的建築技術規則，
並非判斷建築物耐震能力之唯一標準，建築物的耐震能力，因其
施工品質、建築年限、維護管理使用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主管機關於未經任何結構安全的檢測評估，亦未赴現場勘查之情
況下，就以更新單元範圍內17棟建築物中有16棟未適用78年修正
後的建築技術規則為由，率爾斷定有條例第6 條第2 款「建築物
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而「足以妨害公共安全」之情形，
並不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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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14之審查： 

 此一指標與判斷是否符合得劃定為「更新地區」之要件無涉，主管機關將與之無關
的指標一併列入評估，牴觸條例第6條第2款之立法意旨，並逾越該款規定的限度，
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且其規範效果係對於不同意被劃定為更新地區內建築
物所有權人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無的限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指標14之立法目的，係為鼓勵大面積基地更新，以利整體規劃設計、留設較多開放
或防救災空間，並改善都市景觀及提升生活環境品質而設？ 

 該等目的固為都市更新條例之立法意旨，惟仍應以符合都市更新條例所規定得劃定
為更新地區之要件，且有更新之必要為前提，如不符合都市更新的前提要件，則更
新單元內的面積大小以及街廓是否完整，就不應列為主管機關考量是否符合條例所
定得予劃定為更新地區之評估指標。 

 

 一般法律原則之審查： 

 劃入系爭十二年新建物，有助於消防通道之規劃？ 

 被告為消防救災需要，本應於核發該屋建造執照時予以考慮，或應協調所屬機關將
現況路燈遷移或另為適當之處置，以維持原4米計畫道路之淨空，而非嗣後藉由強
制拆除人民已領得建（使）照且無更新必要之合法建物，換取消防車得以順利通行
之道路寬度，有違誠信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系爭更新範圍劃定可獲取大面積之「公共開放空間或藝文景觀」？ 

 系爭更新範圍內有大面積之公有土地，佔全部土地面積23.76%，如以缺乏該等空間
為由，理應優先以該公有土地規劃，原處分竟以強制拆除建築物及強徵土地之方式，
以達換取「公共開放空間或藝文景觀」之目的，亦與比例原則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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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101年10月23日台內訴字第1010339046號訴願決定書（案號：1010100020）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1小段672地號等5筆土地為更新單元自行
劃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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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101年10月23日台內訴字第1010339046號訴願決定書（案號：1010100020）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1小段672地號等5筆土地為更新單元自行
劃定案 

 內政部101年10月23日台內訴字第1010339046號訴願決定書
（案號：1010100020） 

 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1小段672地號等5筆土地為更新單元自行
劃定案 

 指標3之審查： 

 本更新單元內之建築物均為加強磚造或鋼筋混凝土造建築
物，皆於民國63年至64年間建築完成，該等建築物既均在
「建築改良物耐用年數及每年折舊率表」耐用年數內，原
則上應屬安全無慮。則原處分機關逕將系爭環境評估標準
指標(三)規定以各種建築物之構造種類及其屋齡作為判斷
本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是否該當於「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之依據，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883號判決
及最高行政法院101年度判字第647號判決理由，業已違反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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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6之審查： 

 原處分機關認為本更新單元距離「蘭雅公園」約137公尺，
符合評估指標(六)。惟都市更新屬於都市計畫之一環，所
謂「重大建設」，依本部93年1月7日內授營字第092009111
1號函釋略以：「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為配合…
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係指配合直轄市或縣
(市)『興建』之『重大建設』，有迅行變更之必要，直轄
市、縣(市)政府參酌下列原則逕予認定者：(1)已列入地方
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2)已編
列預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建設
者。(3)報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補助1/2以
上經費興建之重大設施者。(4)其他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
或審議規範規定，得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者。」 

為何「強制拆除」變困難了？ 

「文林苑」爭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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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強制拆除」這麼困難？ 

「鄰居」可以當都更訴訟的原告！ 

 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第1904號 

 主管機關給予更新單元內之建築基地容積獎勵，
須考量更單元之整體規劃設計與「鄰近地區建
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
和，其規範保護範圍顯包含更新單元 「外」
鄰近地區居民之環境、景觀、防災等權益，而
非限於更新單元「內」土地或建物權利人之財
產權。 

 系爭更新計畫案，可能影響鄰近居民通行便利、
防災、日照、景觀、公共設施使用及房屋安全
等環境權益，揆諸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
之起訴要件，尚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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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案欠缺「高度」公共利益 

都更案欠缺「高度」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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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案公共利益 

都更案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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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案公共利益 

都更案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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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案公共利益 

都更案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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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字型劃定-「青玉岸」 
（臺北市文山區萬慶段三小段483-3地號等16筆土地都市更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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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地協調會 
協調會 

7天徵詢意願期間 

意願彙整 

納入本次更新 

‧達1/2同意參與更新門檻 

‧地上物全數同意配合拆遷 

不納入本次更新 

未達更新同意門檻，或配合意願

低 

調整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範圍 
就原擬劃定更新單

元範圍申請 

未納入鄰地，後續得

另案辦理更新 

簽署劃定同意書及參與更新意
願調查書 

要件 

其鄰地建物年限符合指標3 

相鄰土地未達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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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位於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程序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程序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程序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程序 

計畫執行 

以協議
合建方
式實施 

已劃定 
未劃定 

依第10條 
得省略 

依第29條 
得合併 

第25條 

門檻 
1/10 

門檻 
1人 

是否位於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程序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計畫程序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程序 

計畫執行 

以協議
合建方
式實施 

已劃定 未劃定 

台
北
市
政
府
修
法
版
本 

門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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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位於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程序 

併權利變換計畫程序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程序 

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程序 

（以協議合建方式
實施） 

計畫執行 

已劃定 未劃定 

內
政
部
修
法
版
本 

門檻 
更新會-3/10 
建商-1/2 

都更事業計畫程序 

都更程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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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或單元 更新事業概要核准 

2.實施者整合參與都市更新意願 

1.選定實施者 

5.市政府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3.實施者舉辦公聽會 

4.實施者擬具事業計畫申請報核 

6.提請審議會審議 

7.事業計畫核定 

進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階段 進入執行計畫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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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的撤銷—第22條第3項 

各級主管機關對第1項同意比例之審核，除
有民法第88條、第89條、第92條規定情事
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不同意
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
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但出具同意
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義務
相同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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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同意的時限 

報核前—得不具理由撤銷同意 

內政部97年10月16日台內營字第0970808223

號函 

報核後、公開展覽期滿前—得撤銷同意 

但如出具同意書與報核時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權利義務相同，則不得撤銷 

主管機關得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者，駁回其申請 

公開展覽期滿後—除有意思表示錯誤、不
自由或雙方合意撤銷外，不得撤銷同意 

內政部98年11月2日內授署更字第0

980810791號函 

 98年10月23日「研修都市更新條例、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部分條文相關事宜會議紀錄」結論： 

請所有權人於申請撤銷同意書時舉證
其權利義務不相同之意見，並請實施
者就舉證事項提出說明，將兩造意見
送請更新委員會討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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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不相同？ 

 陳情人於100年○月發現實施者財務狀況有問
題，有多名債主找上陳情人詢問都更案狀況，
陸續已知該公司積欠之債務有大○建設、港○
營造、立○營造、台○、○原建設、有○建設、
○邦建設、○教授、○地主、○特助、○姓股
東、員○建設、○揚投資等（附證：票據信用
資料查覆單、退票理由單、律師函、台灣台北
地方法院及台灣高等法院判決節本） 

 都市更新時程獎勵達7%，但因實施者整合延
遲，於報核時已降至5% 

 簽同意書時告知無停車獎勵 

「同意書」問題之修法方向 

 第22條第3項但書刪除 

 台北市政府修法版本： 

權利變換階段增加取得「同意書」之報核要件 

 行政院修法版本： 

原則上事業計畫應併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例外（經主管機關同意得單獨報核）：應再
次取得「同意書」 

撤回限制：但更新後獲配之面積及權利價值
不低於報核時之計畫，且財務負擔不高於報
核時之計畫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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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同意書前，應先釐清： 

1.建築設計 

2.分配面積及位置、選屋原則 

3.實施者 

4.安置方式 

5.租金/營業補貼 

6.違約罰則 

7.退場機制 

已經劃定都市更新地區或單元 更新事業概要核准 

2.實施者整合參與都市更新意願 1.選定實施者 

8.市政府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一併報核 

7.實施者擬具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報核 

  6.提請審議會審議 

  7.事業計畫核定 進入執行計畫階段 

3.實施者進行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及土地相關權利協調處理 

4.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師進行估價 5.分配單元規劃及通知選配 

  6.實施者舉辦公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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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併權變」可解決同意書問題嗎？ 

「事業併權變」報核的問題點： 

 「同意門檻」未達到就開始辦權變 

 「容積額度」未確定就開始辦權變 

 「共同負擔比」未經初步審核就開始辦權變 

 「選配原則」未經審議核可就開始辦權變 

易造成地主困惑 

迫使實施者在計畫未臻成熟時即須辦權變 

 

 

自組更新會較無同意被「綁架」的問題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1/2以上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
築物樓地板總面積均超過1/2之出席，並出席人數超過1/2，出
席者之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1/2以上之
同意行之。但下列各款事項之決議，視其實施地區性質，分別
依本條例第22條規定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同意行之： 
 一、訂定及變更章程。 

 二、會員之處分。 

 三、議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或變更之草案。 

 四、理事及監事之選任、改選或解職。 

 五、團體之解散。 

 六、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營建署都更作業手冊—更新會章程範本：「議決權利
變換計畫」及「議決權利價值之查估」建議依都更條例
第22條比例同意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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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權利變換計畫程序 

都更程序 -3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 

1.實施者進行權利變換意
願調查及土地相關權利協
調處理 

2.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師
進行估價 

3.分配單元規劃及通知選
配 

4.實施者舉辦公聽會 

5.實施者擬具權利變換計
畫申請報核 

6.市政府辦理公開展覽
及公聽會 

7.提請審議會審議 

8.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進入執行計畫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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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之方式（條例第31條）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
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
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
所有權人。 

 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
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得以現金
補償之。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價金；
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
應發給差額價金。 

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台北市都市更新自
治條例 第11條） 

 主管機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規定訂定權利
變換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時，應依個案並考
量本市未來都市發展之型態、人口結構、產業
特性等因素，就權利變換計畫規定之最小建築
單元面積及其對應之土地所有權持分面積，訂
定最小建築單元之建築物與土地總價值後定之。 

 前項基準之最小建築單元面積，扣除公用部分、
雨遮、露台及陽台面積後不得小於46平方公尺。
但本市整宅之都市更新事業，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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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爭議問題 

 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否出資以現金抵付共同負擔？ 
 條例第30條：…費用，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
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
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
建築物折價抵付… 

 「不能」參與分配者，願以現金填補其不足「最
小分配單元」部分之權利價值，實施者可否拒
絕？ 

 法令未規範「適當之分配面積單元」，實施者
規規劃設計的「最小分配單元」面積過大，造
成大多數的原土地所有權人均「不能」參與分
配，是否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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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屋爭議問題 

「實際選配後找補以不超過1個分配單元為
原則」，限制選配之法令依據？ 

 條例第31條：但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
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
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1 條：實施權利變換後
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辦理… 

 

選屋爭議問題 

 土地所有權人超額選屋 

 內政部100年12月7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釋 

 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一節，屬
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或現金補償後取
得之房地，宜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 

 都市更新實施權利變換時，除應分配部分外，土
地所有權人得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另為
選配部分不適用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1
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公開抽籤方式辦理，且應以不
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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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選屋方式（權變第11條） 

選屋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位置，應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
方式辦理；其未表明分配方式者，得由土
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自行選擇。 
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
公開抽籤方式辦理。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
理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配位
置之申請；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
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其期限不得少於
三十日。 

選屋爭議問題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之分配方式，可否
限定：「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
應由權利價值較大者優先選配」？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之分配方式，可否
限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得優先在原位置、
原樓層分配」？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之分配方式，可否
限定：「原土地所有權人由一樓往上選配、
實施者由頂樓往下選配」或「原土地所有權
人限選配更新後A棟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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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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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條：實施權利變換時，權利變換範圍內供公共使
用之道路…抵充外，其不足土地與工程費用…經各級
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
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 

 第31條：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
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 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
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 

更
新
後
價
值 

共同負擔折價抵付 

地主權利分配價值 

更
新
後
價
值=

１
０
０
萬
元 

地主權利 

分配價值 

=50萬元 

共同負擔 

折價抵付 

=50萬元 

    

更
新
後
價
值=

１
５
０
萬
元 

    

更
新
後
價
值=

７
５
萬
元 

地主權利 

分配價值 

=100萬元 

共同負擔 

折價抵付 

=50萬元 

共同負擔 

折價抵付 

=50萬元 

地主權利分配
價值=25萬元 

    地主與建商比：                       地主與建商比：                     地主與建商比： 
        
           1 : 1                              2 : 1                              1 : 2 

更新後權利價值與地主權利分配價值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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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權利變換計畫 

三要點 

更新前價值 

   及比例 

共同負擔比例 

更新後總價 

   及選配單元價值 

「建商從頂樓往下分」 
高樓層估低→建商可多分些 

A地主 

更新前應分配價值
→2000萬元 

1500萬元 

1000萬元 

4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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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估價方式（權變辦法第6條）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
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 其他土地
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
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前項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
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 。  

委託估價方式修法方向 
（內政部都更條例修正草案）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及權利
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
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或
一家由實施者指定，其餘自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
以隨機方式選任之。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權利變換計畫必要時，得就實施
者所提估價報告書委託其他專業估價者提複核意見，
送主管機關參考審議。 

 第一項權利價值查估費用，由實施者委託相關職業
團體代收付。 

 第二項之名單，由各級主管機關會同相關職業團體
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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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 

不願 

不能 

實分>應分：繳差額價金 

實分<應分：發差額價金 

領更新前價值之現金補償 

(31Ⅰ) 

拆遷補償 

(36Ⅱ) 

由實施者查估 

（須扣代拆費） 

權變完成 

接管日 

30天 

2月 

通知日 

不發 

不得移轉、 

繼承例外 

(31Ⅴ、Ⅵ) 

提存法院 

(31Ⅳ) 

不領 

15天內發拆遷 

補償費(權20) 

10天內
通知預
定拆遷
日及補
償金額
(權19) 

 公告30天 
不少於2個月 

(權19) 

拆
遷
日 

(權25) 

(細17) 

願由實施者代 

拆者直接拆除 

公告期限 

30天自行 

拆除(36) 不拆 

請求政府代拆 

不拆 

願拆 

不繳 

？ 

(權7-1) 

30天 
不發 不得辦登記 

(31Ⅲ) 

提存法院 

(權20) 

不領 

不發 
理論上不能拆 

參與 

分配 
(31Ⅱ) 

 

都更救濟程序 

權利救濟雙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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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救濟程序—訴願（1） 

 訴願之提起 
 應繕具訴願書（訴願56） 
 只要有「不服的表示」即可→但應於30日內補送訴
願書（訴願57） 

 最高行95裁2112：認定人民之陳情書究係單純陳情
抑或不服之表示，其判斷錯誤之不利益，不應由
人民負擔。 

 最高行100裁1243：抗告人係爭執權利價值以外之
事項，內政部本應依訴願程序加以審議，詎內政
部將訴願視為提起審議核復程序，移請北市府辦
理，原審誤以為抗告人未經訴願逕提撤銷訴訟，
即有未合。 

 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
知訴願人於20日內補正（訴願62） 

通常救濟程序—訴願（2） 

 訴願期間之計算（訴願14）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
日內為之。  

 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
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3年者，不得提起。  

 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
願書之日期為準。 

 訴願人誤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
提起訴願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訴願之日。 

 管轄錯誤之處理（訴願61） 
 訴願人誤向原處分機關或訴願管轄機關以外之機關作不

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 
 視為自始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 
 收受機關應在10天內移送原處分機關，並通知訴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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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或 

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 

訴           願 

行    政    訴    訟 

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 

異議者提出異議 

申請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核復 

各級主管機關審議核復結果通知 

申請各級政府提出訴願 

向各級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與原評
定價值
有差額
部分，
由當事
人以現
金相互
找補 

委託專業團體/機
構協助技術性諮商 

審議覆核結果不服 

30日內 

有理由 

逕為變更 

行政訴訟 
結果確定 

審議核復確定 

2個月內 

30日內 

2個月內 

權利價值異議（條例第32條） 

 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後二個月內，土
地所有權人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時，應以書面
敘明理由，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各級主管機
關應於受理異議後三個月內審議核復。但因情
形特殊，經各級主管機關認有委託專業團體或
機構協助作技術性諮商之必要者，得延長審議
核復期限三個月。 

 當事人對審議核復結果不服者，得依法提請行
政救濟。 

 前二項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結果與原評定價值
有差額部分，由當事人以現金相互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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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價值異議行政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99判668 

 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規定，係就權利變換計畫之異議案件，
為能有客觀且公平之機制，避免發生偏差情事，法所規定
之特別程序予以處理救濟。 

 最高行政法院98判403 

 若非屬「權利價值」之異議，而係權利變換計畫書內其他
項目，尚非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1項異議程序適用之範圍 

 「評價基準日」 

 權變辦法第6條：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
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
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權變辦法第8條：第6條及第7條之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
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六個月內。 

 最高行100判1385、2092：非屬第32條救濟事項 

權利價值異議行政訴訟案例 
（北高行99訴420、最高行101判534） 

 對於他人之權利價值、共同負擔之項目及金額等其他權利變換
計畫之內容有所爭執，須依通常救濟程序為之。 

 被告之審議決定具有「判斷餘地」，原告應舉證證明其有判斷
之瑕疵。 

 異議事項第1項：「三家估價報告相似度奇高」 
 更新案之審議乃就實施者評定之專業估價者進行審議，即應就評

定之該份估價報告之權利價值是否適當加以審議，是以其餘二家
估價報告是否與評定之估價報告有相似度奇高及其是否合理等問
題，與權利價值之爭議無關。 

 異議事項第2 項：「原估價選取之案例至今已有30%至50%之漲
幅，應重新選取案例」 
 權利價值之評估，係就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權利價值為準（權變辦

法6Ⅰ），後續土地之漲幅與權利價值之評估無關。 
 原告起訴後另提「選用之估價案例不當」、「捨近取遠、選用偏

離估價、成交時間距離評價基準日2年前」云云，核與本件異議事
項「原估價選取之案例至今已有30%至50%之漲幅」有所不同，故
無從取代而為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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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議事項第3項：「建物完成日期延後影響分配比例，
應重新估」 
 按權利價值係指原告建物及土地應被評定為多少金額之
價值問題，即限於「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並衍生實
施者「差額找補」之問題，故分配比例並非權利價值之
爭議。 

 分配比例之決定係於權利變換計畫時即已決定，建物完
成日期之延後不致影響所有權人之分配比例。 

 異議事項第4項：「更新後價值以93年1 月6 日為評
價基準日，有所不當」 
 按評價基準日係評價權利變換之各該權利價值之基準日
（權變辦法6Ⅰ），並非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權利價值」
異議之問題，故非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1 項異議程序
之適用範圍。 

 異議事項第5項：「營建費用在審議過程中調高，屬
不合理」 
 營建費用並非其土地或建物之權利價值，亦不衍生實施
者「差額找補」之問題，非屬權利價值之爭議。 

 都市更新條例所稱之「權利價值」，係指「更新前」之
權利價值而言，並非指「權利變換後之權利價值」。 

 異議事項第6項：「所有權人無法多分配兩戶以上單元，
並補足差額予實施者，故不合理」 
 原告未具體說明其何項土地或建物之權利價值應予增加，因此
可多分配兩戶以上單元。 

 有關所有權人之分配比例，原告所稱「可受分配之權利價值」
云云，並非都市更新條例所稱之「權利價值」。 

 異議事項第7項：「更新前建物裝潢應考量為不動產總值
中以為更新前權利價值基礎」 
 本件更新前建物之估價，已分別考量住宅用之一般裝潢與商業
用之一般裝潢。 

 裝潢部分之金額，則併入不動產總值中計算，不另單獨認列裝
潢價值，此種估價方式為估價實務之常態（參諮商意見書）。 

 異議事項第8項：「合法使用權未予估價，實施者未反應
異議人約定專用之花園與車庫價值」 
 原告所稱更新前花園與車庫加蓋部分皆未取得合法登記事宜，
自無法視為「合法」，故不應將其占用之空間計入權利價值。 

 異議事項第10項：「更新後停車位價格每個以310萬元及2
90萬元計價之不合理」 

 異議事項第11項：「更新前其之1A與1B二戶係合併使用，
應予以合併估價，調高B 戶更新前單價，使單價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