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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監督管理與接管 

都市更新事業之實施情形與進度，影響更新地區權利關係人之權益至

鉅，當民間更新事業實施者在營運過程中，發生嚴重困難或缺失時，

如未加妥善處理，無以保障權利關係人之權益。因而在「都市更新條

例」專章明文規定「監督與管理」之條文，計涵蓋第 54 條至第 57 條。

另於相關子法中「都市更新條例施行細則」第 27 條至第 38 條詳定實

施方式，且擬定「都市更新事業接管辦法」（詳第二節）。 

第一節 監督及管理 

依更新條例第 55 條規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後，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隨時或定期檢查實施者對該事業計

畫之執行情形。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實施者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監督及管理流

程如圖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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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更細#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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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不遵命令

 
圖 11-1 監督管理流程圖 

 

一、監督及檢查【步驟 11A-1】 

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計

畫內容，檢查實施者之執行情形，得要求實施者提供有關都市

更新事業計畫執行情形之詳細報告資料。 

（一）檢查方式（依更新條例第 55 條規定） 

1.隨時檢查：視實際需要。 

2.定期檢查：依施行細則第 26 條規定，至少每 6 個月檢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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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檢查重點 

1.實施進度 

檢查是否依核定之更新事業計畫說明書或都市更新事業權利

變換計畫說明書所擬進度實施。 

2.財務執行狀況 

依實施者之相關會計簿籍，檢查更新事業財務狀況。 

3.更新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畫內容執行情形。 

（三）檢查結果 

1.無缺失：實施者繼續執行。 

2.重大缺失：限期改善。 

二、若有缺失，限期改善【步驟 11A-2】 

（一）缺失項目（依更新條例第 56 條規定） 

依前項檢查，若發現有以下情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限期令實施者改善： 

1.違反或擅自變更章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畫。 

2.業務廢弛。 

3.事業及財務有嚴重缺失。 

（二）通知方式及內容 

依施行細則第 28 條規定，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項通知實施者： 

1.缺失之具體事實。 

2.改善缺失之期限。 

3.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4.逾期不改善之處理。 

（三）改善期限 

應審酌所發生缺失對都市更新事業之影響程度及實施者之改

善能力，訂定適當之改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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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結果 

1.期限內改善完成：實施者繼續執行都市更新事業。 

2.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或改善無效者：監管、代管、接管或停止

營運、限期清理等處分。 

三、監管【步驟 11A-3】 

（一）指派監管人 

依施行細則第 29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適當

機關(構)或人員。 

（二）組成監管小組（依施行細則第 29 條規定） 

1.監管人得遴選人員、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派員或調派

其他機關(構)人員，組成監管小組。 

2.監管人得委聘具有專門學識經驗之人員協助處理有關事項。 

（三）監管人之任務 

依施行細則第 31 條規定，監管人之任務如下： 

1.監督及輔導實施者恢復依原核定之章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或

權利變換計畫繼續實施都市更新事業。 

2.監督及輔導實施者改善業務，並協助恢復正常營運。 

3.監督及輔導事業及財務嚴重缺失之改善。 

4.監督實施者相關資產、權狀、憑證、合約及權利證書之控管。 

5.監督及輔導都市更新事業之清理。 

6.其他有關監管事項。 

（四）實施者任務 

依施行細則第 30 條規定，實施者應配合密切配合監管人所為

之處置，對監管人所為之有關詢問，有據實答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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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管費用 

依施行細則第 34 條規定，因執行監管任務所發生之費用由實

施者負擔。 

（六）終止監管 

依施行細則第 35 條規定，有下列情形，監管人得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終止監管： 

1.已恢復依照原經核定之章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

畫繼續實施都市更新事業者。 

2.已具體改善業務，並恢復正常營運者。 

3.已具體改善事業及財務之嚴重缺失，並能維持健全營運者。 

四、代管【步驟 11A-4】 

（一）指派代管人 

依施行細則第 29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派適當

機關(構)或人員。 

（二）組成代管小組（依施行細則第 29 條規定） 

1.代管人得遴選人員、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派員或調派

其他機關(構)人員，組成代管小組。 

2.代管人得委聘具有專門學識經驗之人員協助處理有關事項。 

（三）代管人之任務 

依施行細則第 32 條規定，代管人之任務如下： 

1.代為恢復依原核定之章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畫

繼續實施都市更新事業。 

2.代為改善業務，並恢復正常營運。 

3.代為改善事業及財務之嚴重缺失。 

4.代為控管實施者相關資產、權狀、憑證、合約及權利證書。 

5.代為執行都市更新事業之清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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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有關代管事項。 

（四）實施者任務 

依施行細則第 30 條規定，實施者應密切配合代管人所為之處

置，對代管人所為之有關詢問，有據實答覆之義務。 

（五）代管費用 

依施行細則第 34 條規定，因執行代管任務所發生之費用由實

施者負擔。 

（六）終止代管 

依施行細則第 35 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代管人得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終止代管： 

1.已恢復依照原經核定之章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或權利變換計

畫繼續實施都市更新事業者。 

2.已具體改善業務，並恢復正常營運者。 

3.已具體改善事業及財務之嚴重缺失，並能維持健全營運者。 

五、停止營運，限期清理【步驟 11A-5】 

（一）書面通知實施者 

依施行細則第 28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限期實施者改

善屆期後，未改善或改善無效者，依規定勒令停止營運、限期

清理，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項通知實施者： 

1.勒令停止營運之理由。 

2.停止營運之日期。 

3.限期清理完成之期限。 

（二）清理期限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酌都市更新事業之繁雜程度及

實施者之清理能力，訂定適當之清理完成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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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強制接管【步驟 11A-6】 

（一）強制接管時機 

實施者不遵前述監管、代管及停止營運、限期清理等命令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強制接管。 

（二）接管之執行流程與步驟 

詳本章第 2 節。 

七、撤銷更新核准【步驟 11A-7】 

（一）撤銷更新核准時機 

依更新條例 56 條及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撤銷核准時機如下： 

1.實施者不遵前述監管、代管及停止營運、限期清理等命令時，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撤銷更新。 

2.更新事業接管後，因計畫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人，其

人數與土地及合法建築所有權比例，依原核定之同意辦理更新

事業之比例，表示反對時，得撤銷原核准之相關計畫。 

（二）撤銷核准之處置 

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項通知實施者及主管稅捐稽徵機關： 

1.不遵從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限期改善或停止營運、限期

清理命令之具體事實。 

2.撤銷更新核准之日期。 

（三）主管稅捐稽徵機關停止稅捐減免 

主管稅捐稽徵機關依主管機關撤銷核准之日期，辦理停止更新

期間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權利關係人之相關

稅捐減免，恢復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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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都市更新事業接管 

都市更新事業之接管流程如圖 11-2。 

組成接管小組 公告通知接管

【步驟11B-1】 【步驟11B-2】（接辦#2-3 、接辦#11-12 ） （接辦#4 ）

【步驟11B-3】 （接辦#6 ）

被接管人檢具資料移交

公告通知債務清償
及債權申報

【步驟11B-4】 （接辦#7 ）

編造債權表及資產表

【步驟11B-5】 （接辦#8 ）

辦理清理

【步驟11B-6】

召開說明會

【步驟11B-7】 （接辦#9 ）

接管小組提出報告

【步驟11B-8】

結束更新事業 主管機關接續實施 委託實施

完成移交，終止接管

【步驟11B-9】 （接辦#10 ）

接辦：都市更新事業接管辦法 
圖 11-2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接管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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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成接管小組【步驟 11B-1】 

（一）接管小組之人員 

依都市更新事業接管辦法（以下簡稱接管辦法）第 3 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執行接管任務，應組成接管小組。

並得委聘具有專門學識經驗之人員協助處理有關事項。 

（二）接管經費 

依接管辦法第 2條、11 及 12 條規定規定，相關經費說明如下： 

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編列預算或運用都市更新基金辦理 

2.接管期間內接管資產之一切所得，應優先支付因接管所產生之

費用。 

3.接管小組因接管所產生之費用，如可歸責於受接管處分之實施

者(以下簡稱被接管人)之事由者，其費用由被接管人負擔。 

二、公告並通知接管【步驟 11B-2】 

依接管辦法第 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強制接管

處分時，應辦理公告，並以書面通知被接管人、有關機關、土

地與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承租人、使用人、管

理及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一）公告及通知事項 

1.原核准之都市更新事業名稱。 

2.被接管人名稱、主事務所所在地、代表人姓名及其住所或居所。 

3.撤銷更新核准之理由及依據。 

4.接管日。 

5.接管小組之權限。 

6.被接管人應配合事項。 

7.其他事項。 

（二）公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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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之日期及地點應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3 日，並張貼

於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當地村(里)

辦公室之公告牌。 

（三）公告期間 

公告期間不得少於 30 日。 

三、被接管人檢具資料移交【步驟 11B-3】 

依接管辦法第 6 條規定，被接管人應自接管日起停止被接管都

市更新事業之營運，並檢具資料移交接管小組。 

（一）移交期限 

自接管日起於 7日內。 

（二）移交資料 

都市更新事業相關之計畫、書、圖、文件、資產負債表、收支

餘絀表、財產目錄、債權人與債務人清冊及其他必要文件，移

交予接管小組。 

四、公告通知債務清償及債權申報【步驟 11B-4】 

依接管辦法第 7 條規定，接管小組公告都市更新事業之債權清

償及債務申報，並以書面通知已知債務人及債權人者。 

（一）債權及債務處理 

1.債權 

被接管人因都市更新事業營運所產生之債權，其債務人應向接

管小組清償。 

2.債務 

債權人應自接管日起 3 個月內向接管小組申報其債權，逾期未

申報者，不予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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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告及通知內容 

公告及通知內容建議如下： 

1.債權清償範圍 

2.債權清償期限 

3.債權清償對象 

4.債務申報範圍 

5.債務申請期限 

6.債務申報對象 

7.債務申報方式 

（三）公告方式 

同接管公告。 

五、編造債權表及資產表【步驟 11B-5】 

依接管辦法第 8 條規定，接管小組於申報債權期限屆滿後，應

即編造債權表，並將已收集或可收集屬於該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範圍內資產，編造資產表。並得供利害關係人閱覽。 

六、辦理清理【步驟 11B-6】 

接管小組依債權表及資產表之內容辦理接管之更新事業之債權

及債務清理。 

七、召開說明會【步驟 11B-7】 

依接管辦法第 9條規定召開說明會，相關內容如下： 

（一）邀請對象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承租人、使用人、

管理人、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及被接管人，並邀請該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有關機關列席。 

（二）說明會內容 

接管小組針對接管內容、接管過程及辦理清理結果提出說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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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三）說明會之公告與通知 

說明會之公告與通知建議準用更新事業計畫公聽會辦理之方

式。 

（四）說明會紀錄 

建議準用更新事業計畫公聽會會議紀錄之方式處理（詳本手冊

第五章附件 5-5）。 

八、接管小組提出報告【步驟 11B-8】 

接管小組將接管內容、接管過程、辦理清理結果及說明會紀錄，

向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報告。 

九、完成移交，終止接管【步驟 11B-9】 

依接管辦法第 10 條規定，主管機關於接獲管小組報告後，依下

列三種方式處理，並由接管小組完成移交。終止接管工作： 

（一）主管機關接續實施 

主管機關依原准之相關計畫自行接續實施。 

（二）其他機關(構)接續實施 

1.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構接續實施 

2.同意其他機關（構）接續實施 

3.依更新條例第 10 條規定核准原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自

行組織更新團體接續實施該地區之都市更新事業。 

（三）結束該都市更新事業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更新

條例第 22 條原同意實施都市更新事業之規定比例，表示反對

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撤銷原核准之相關計畫，終止

接管並結束該都市更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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