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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聖 洪 建 築 師 
 

■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諮詢服務小組委員（88-90年） 
■ 921震災重建基金會｢臨門方案｣審查委員（90-92年） 

■ 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84-92年） 
■  開業建築師（69年-迄今） 

 

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都市更新會之籌組與運作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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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都市更新重建流程概述 
 

• 如何籌組更新會 
 

• 可能面臨的議題 
 

• 更新會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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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都市更新條例｣及相關法規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作業手冊｣(97/11)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站 

     http://twur.cpami.gov.tw/public/pu-index.aspx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法規網站 

     http://uract.cpami.gov.tw/index.php 

 

•本講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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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重建流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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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辦理程序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87/11）︰ 

   係指依本條例所定程序， 

   在都市計畫範圍內， 

   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 辦理都市更新的程序均需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程序

執行←→程序正義的必要性。 

 

•「都市更新條例」第61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相關子法-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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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委託實施者 

自組更新會 

都市更新 
辦理程序 

（內政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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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辦理程序 

更新單元 

•都市計畫範圍內 

 

 →劃定更新地區（6條/優先劃定） 

               （7條/迅行劃定） 

 

 →劃定更新單元←地區內（10條） 

               ←地區外（11條） 

 →擬訂事業概要（台北市除外） 

  

 →擬訂事業計畫（更前調查/更後
量體及財務規劃/實施方式） 

 →擬訂權變計畫（更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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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條例」第6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 

優先劃定為更新地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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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建築物因年代久遠有傾頹或朽壞之虞、建築物排列不良
或道路彎曲狹小，足以妨害公共交通或公共安全。 

三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四  建築物未能與重大建設配合。 

五  具有歷史、文化、藝術、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
。 

六  居住環境惡劣，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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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行劃定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條例」第7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應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
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一  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  
大事變遭受損壞。 

二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三  為配合中央或地方之重大建設。 

  前項更新地區之劃定或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變
更，上級主管機關得指定該管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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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更新地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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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辦理程序-公劃更新地區 

•「都市更新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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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公聽會，擬具事業概要，連同公聽會紀錄
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 

  自行組織更新團體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或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 

•相關子法-直轄市、縣 (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直轄市、縣 (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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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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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條規定，申請實施該地區之都市更新
事業。 

   (註：被假扣押者亦可申請) 

都市更新辦理程序-非公劃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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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辦理程序（2-1）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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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辦理程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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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實施-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程序
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或同意其他機
關(構) 為實施者 
 
 

實施者 

•自組更新會實施(得委任代辦實施機構
代為統籌執行都市更新事業-條例草案
) 
 

•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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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實施方式 

資料來源: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委託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統計資料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資料統計至104年8月20日，事業計劃
共核定228案，其中公辦3件（1.32%）/權利人自辦13案（5.7%）
/委辦212案（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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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籌組更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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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實施法源 
•都市更新條例-第15條 
  
•逾七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

自行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時，應組織更新團體，訂定章程載明下
列事項，申請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 
 

 一、團體之名稱及辦公地點。 
 二、實施地區。 
 三、成員資格、幹部法定人數、任期、職責及選任方式等事項。 
 四、有關會務運作事項。 
 五、有關費用分擔、公告及通知方式等事項。 
 六、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更新團體應為法人；其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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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會及會員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2條 
  
•都市更新團體之名稱應定為都市更新會，並應冠以
更新地區及更新單元之名稱。但依本條例第十一條
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得僅冠以更新單元
名稱。 

•非依本辦法設立之都市更新團體，不得使用都市更
新會之名稱。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6條 
 

•都市更新團體之會員，以章程所定實施地區範圍內
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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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更新會相關規定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4條 
 

•發起人應自核准籌組之日起六個月內召開成立大會，並通知
當地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得派員列席。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成立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撤
銷其核准籌組。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5條 
  
•都市更新團體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與理

事、監事名冊、圖記印模及成立大會紀錄，報請當地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並發給立案證書。 

•前項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團體，在同一更新單元內以一個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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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組更新團體流程 

通過章程/選舉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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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審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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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更新會同意比例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 
•第3條（101.3.5修正） 
  
•都市更新團體之設立，應由發起人檢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向

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籌組： 
  一、發起人名冊：發起人為自然人者，其姓名、聯絡地址及

身分證影本；發起人為法人者，其名稱、主事務所或營
業所所在地、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代表人指派書。 

  二、章程草案。 
  三、發起人在更新單元內之土地或建物登記簿謄本。 
  四、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事業概要 
      或已達本條例第十條第二項前段規定比例之同意籌組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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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組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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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大會需處理事項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10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二分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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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之出席，並出席
人數超過二分之一，出席者之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均超過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但下列各款事項
之決議，視其實施地區性質，分別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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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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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規定 

•但其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4/5同意者，
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 

 

•不排除公有土地及條例第12條排除事項。 

更新同意比例 更新地區內 更新地區外 迅行劃定地區 

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3/5 2/3 1/2 

合法建物所有權人人數 3/5 2/3 1/2 

土地面積 2/3 3/4 1/2 

合法建物樓地板面積 2/3 3/4 1/2 

成立大會同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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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103年10月21日台內營字第1030812108號函 

成立大會同意比例 

解釋條目 
更新團體會員大會決議之同意比例是否適用條例第12條規定比例計算之例外規定 
  
重點摘要 

團體辦法既無明文適用或準用本條例第12條關於人數與所有權比例計算之例外規定，
團體辦法第10條所定同意比例自無本條例第12條規定之適用。另都市更新團體之會
員大會決議事項，倘無涉本辦法第10條但書所定各款事項，自仍應依本辦法第10條
本文規定辦理。 

  
說明 

按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12條明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人數與土地及
建築物所有權比例計算之例外，與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下稱本辦法）
第10條所定都市更新團體會員大會決議之同意比例係分屬二事；本辦法既無明文適
用或準用本條例第12條關於人數與所有權比例計算之例外規定，本辦法第10條所定
同意比例自無本條例第12條規定之適用。另都市更新團體之會員大會決議事項，倘
無涉本辦法第10條但書所定各款事項，自仍應依本辦法第10條本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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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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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面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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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源麗景社區（原水源路整宅1期）案 

重建緣起-捷運施工損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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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源麗景社區（原水源路整宅1期）案 
項目 說明 

實施者 都市更新促進會（原管委會） 

區位 水源路、師大路口 

土地座落 中正區福和段二小段375地號1筆土地 

基地面積 5,483㎡ 

總樓地板面積 27,993.62 ㎡ 

都更背景 捷運施工災損 

申辦情形 1997事業計畫報核/1999事業計畫核定（都更條例實施前） 

容積獎勵 50 ％（都更容積獎勵） 

實施方式 委託建經公司辦理選屋及找補 

重建緣起-捷運施工損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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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東星大樓重建案 

更新前 

更新後 

重建緣起-921地震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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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東星大樓重建案- 

項目 說明 

實施者 都市更新會 

區位 八德路四段660號 

土地座落 松山區寶清段七小段688地號1筆土地 

基地面積 1108.94㎡ 

總樓地板面積 11,689.70㎡ 

都更背景 921地震災損 

申辦情形 2002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報核/2002核定 

容積獎勵 43 ％（都更容積獎勵+原容積獎勵） 

實施方式 權利變換 

98.7.27取得使照 

重建緣起-921地震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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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華仁愛大廈案-102.2.6取得使照/已完成成果備查 
 
 

項目 說明 

實施者 都市更新會 

區位 仁愛路、光復南路口 

土地座落 信義區逸仙段三小段294-4地號1筆土地 

基地面積 908㎡ 

總樓地板面積 12,352.02 ㎡ 

都更背景 921地震災損 

申辦情形 2006事業計畫報核/2008事業計畫核定 

容積獎勵 97 ％（都更容積獎勵+原容積獎勵） 

實施方式 100％同意/協議合建 

重建緣起-921地震災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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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路4-5期整宅案 

1.年輕人的外移，留下獨居老人屋內往生無人知！
(37巷1弄1號4樓之13號)

2.上下樓困難，居住老人年齡皆有80歲年齡身體已退化！無
力每日上下樓醫院看診！

3.地下室無人管理，歸屬於市府用地，因常年荒廢現已成垃
圾集散地！

4.樓頂防水年久失修，各戶樓層漏水已無藥可醫！
5.空間的不足，瓦斯、熱水器、廚房延伸至公共走廊！

(發生火災一個都跑不掉)
6.環境的髒亂，垃圾、貓狗、遊民者大小便，異味四處散！
7.治安問題，治安死角造成婦幼安全及恐慌！

五.六十年的國宅衍生出所有問題？

四五期大樓外觀

您真的沒看錯, 台北市
有帝寶,也有貧民窟

生為台北市民
卻生活在既窄小又髒亂的老舊國宅，宛如過著
貧民窟還不如的生活！
做為有為的台北市政府
不該漠視台北市小庶民的基本生活，應積極推動
本案整宅都更！更何況奢談郝市長的台北曼哈頓
貴為我們的父母官
請全力支持我們，釋放出一點點的優惠，譬如市府的
地下室持分，以改善我們的住宅空間與環境品質
並減輕全體住戶的共同負擔！

懇請聆聽小市民心聲

重建緣起-老舊窳陋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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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緣起-1050206地震災損 

建築物評估截至 105 年 3 月 4 日紅單清冊 

刊登日期：2016/3/4 上午 10:06:24 

發布單位：0206 震災聯合服務中心 

 

截至 1050304 上午 9 時整，已完成評估案件 5592(紅單 247 件、黃單 335 件、不貼單 5010

件)  

 

最後更新日期：2016/3/4 上午 10:06:24 

1050308臺南市政府新聞稿: 
 
通報時間自2月6日至2月19日止，總計評估5,387件， 
評估結果紅單250件、黃單32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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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及權
利變換計畫內有關

費用提列項目總表 
(臺北市99/12-1)  

 
 

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 
（重建區段）建築物 
工程造價要項(99/6)  

重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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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及權
利變換計畫內有關

費用提列項目總表 
(臺北市99/12-2)  

重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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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
新事業（重建
區段）建築物
工程造價要項 

(104/1)  
 

重建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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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東星大樓重建案 - 經費來源分析表 
項目 說明 實際發生金額(元) 

整 
體 
補 
助 

更新事業計畫規劃補助費 依據財團法人九二一重建基金會築巢專案 800,000 
權利變換計畫規劃補助費 依據財團法人九二一重建基金會築巢專案 1,200,000 
行政作業補助費 依據財團法人九二一重建基金會築巢專案 200,000 

震損集合住宅地下層拆除費補助 原地下層面積870.35x2=1740.70㎡ 
北部：1200元/㎡ 2,088,840 

地質鑽探補助款 依內政部補助作業要點35m x 3 x 3500元/m  367,500 
建築師捐贈 11,820,000﹣9,420,000＝2,400,000 2,400,000 

小計(U1) 7,056,340 

居民
共同
負擔
費用 

個 
別 
補 
助 

污水設施補助費用 3萬/戶x92戶 2,760,000 

建築設計補助費用 依內政部90.7.5「九二一大地震災區個別建築物重建規劃設計費獎勵要點」
計算(詳表12-5)  3,684,300 

原址重建補助款 台北市九二一賑災民間捐款專戶重建補助經費(以參與重建戶更新前原登
記面積每坪2萬元計算，詳表12-6) 40,163,986 

原址重建預備金 台北市九二一賑災民間捐款專戶剩餘款(依台北市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
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已核定部分) 35,243,823 

小計(U2) 81,852,109 
居 
民 
自 
籌 
款 

自籌自備款 以總重建經費扣除補助後二成計 49,476,200 
銀行貸款 以總重建經費扣除補助後八成計 197,904,802 

小計(U3) 247,381,002 

U2+ U3 329,233,111 
合計= U1+ U2+ U3 336,289,451 

資金來源-921基金會/北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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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華仁愛大廈案 

資金來源-一銀融資/銷售餘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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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所需經費來源，除市府補助部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及綠建築之規劃費外，均由實施者向金

融機構申請建築融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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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法定權利變換之程

序辦理重建後之房地分配。 

 

 納入第一銀行及東亞建經公司信託管理機制，以達資金

控管、產權管理、協助續建等功能、保障委託人/所有權

人權益。 

•水源路4-5期整宅案 

42 

資金來源-一銀融資/市府補助規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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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105.2.23 
•第八條 
  
•以重建方式實施者，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經費，執行

機關應依第五條及下列規定評定其補助額度補助上限為新臺幣五
百萬元，並不得超過實際採購金額： 

 一、人數五十人以下者，補助額度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 
 二、人數超過五十人，一百人以下部分，每增加一人，再加計新 
   臺幣一萬五千元。 
 三、人數超過一百人部分，每增加一人，再加計新臺幣一萬元。 
 
•前項申請案尚未成立更新團體者，得酌予提高其補助額度，最高

以新臺幣八十萬元為限。 
 
 
 

資金來源-政府補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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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105.2.23 

 
•第九條 
 
  以重建方式實施者，應依下列規定，向執行機關申請補助擬訂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費用之撥款： 
一、第一期款：於受補助單位與受託專業團隊簽訂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委託契約後提出，檢附補助案核准函、委託契約書影本、納入預算或
超支併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補助金額百分之
五十。 

 二、第二期款：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公開展覽後提出，檢附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函、納入預算
或超支併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申請撥付補助金額百分
之五十。但依本條例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免舉辦公開展覽者，免附辦
理公開展覽函，並於檢核書圖文件及同意比例符合規定後，註明符合
該項規定，申請撥付。 

 

 

資金來源-政府補助/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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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都市發展更新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100.9.22 
•第4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建設及維護費用。 
 二、辦理都市發展及更新相關規劃設計及作業費用。 
 三、都市計畫地形測量及樁位測釘費用。 
 四、實施及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費用。 
 五、協助民間辦理更新事業之經費。 
 六、辦理非都市土地利用相關規劃設計及作業費用。 
 七、其他必要之都市建設費用。 
 八、其他與本基金業務有關之費用。 
 

•未定有相關補助辦法 
           

資金來源-政府補助/台南市 



105年度自主更新教育講習教育計劃 

46 

資金來源-政府補助/台南市 

1050308臺南市政府新聞稿: 
 
修繕費用依土木技師公會公告之鑑定費用標準核計，每一戶
補助修繕金額的二分之一，最多補助100萬元整。 
 
經市府會同技師評估後應拆除的房屋，扣除維冠大樓、東區
大智里生產市場建築、歸仁區幸福大樓及中西區文和街應聽
取居民意見統一規劃外，其餘個別民宅之重建，參照台南市
政府制定之「台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
之標準補助二分之一，最多補助150萬元。 



105年度自主更新教育講習教育計劃 

47 

 
•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         

資金來源-政府補助/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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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99.7.30）         

資金來源-政府補助/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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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整建住宅更新初期規劃費補助辦法（94.8.9）          

資金來源-政府補助/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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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整建住宅更新初期規劃費補助辦法（94.8.9）         

資金來源-政府補助/台北市 



105年度自主更新教育講習教育計劃 

51 

都市更新實施方式之選擇 
• 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經22條比例同意） 

 
• 部分協議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 
   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5之同意 
   -修法可能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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