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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109年8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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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朝超高齡社會前進中

縣市
住宅平均屋齡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全國

109年第1季住宅平均屋齡(年) 34.54 28.49 25.39 27.59 32.06 30.68 30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高齡化社會(1993)
高齡社會(2018) 超高齡社會(2026)

資料來源：國發會，人口推估查詢系統

• 全臺計有879萬戶住宅，平均屋齡已達30年！

人老

屋老



違建加蓋、鐵窗外推、外掛冷氣及管線凌亂，影響市容及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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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改善需求日益增加

老舊公寓缺乏昇降機設備，未能因應居住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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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改善需求日益增加

外牆磁磚剝落嚴重

建築物結構堪慮

騎樓不友善



都市更新。可以這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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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建築物拆除與新建

建築物改建、修建或充實其設備加強更新單元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
更新前：建物現況外觀老舊頹敗，生活品質低落
更新後：改善都市環境及重塑景觀風貌

更新前：建物磁磚剝落、招牌及鐵窗雜亂
更新後：提昇公共與居住安全。

重建 整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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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政策推動方向

-教育培訓
-專業協力

-經費補助

政府主導都更

㇐般民間都更 住戶自主更新

依據都市更新發展計畫(108-111年)據以執行

政策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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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9年6月底，內政部共核定補助119案，補助經費約3億4,344萬元。其中，又以南部為大宗。
自主更新補助成果

南部65%
中部14%

北部21%

▲補助案類型分析圖
▲補助案區域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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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規劃 整建維護規劃 整建維護工程



補助須知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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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架構
補助對象 都市更新方式 補助範圍（第3點） （第3點） （第5點）

都市更新會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重建

整建維護 實施工程有關費用(工程施作)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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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審查程序
於地方政府公告受理期限內提出 1.受理申請2.辦理初審 1.辦理複審2.報部核定補助經費（第4點）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地方政府) 補助對象(申請人) 執行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申請文件
1.申請補助計畫書摘要
2.申請補助計畫書
3.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4.要件檢核表

評比考量因素
1.自籌款比率
2.住宅使用比率
3.實施規模
4.權利複雜程度
5.建築物使用年限
6.重點再發展地區

（第7點）

1.重建：30年以上
2.整建維護：20年以上3.情況特殊不受上述年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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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提案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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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規劃補助-申請文件
• 基地範圍
• 現況分析
• 課題與對策
• 預定工作項目、內容與實施方式
• 公私有土地分配意願與需求初步調查~事計免
• 權利變換計畫選配原則概述~事計免
• 預定作業時程
• 經費需求及項目明細

• 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 住戶重建意願證明文件

1.摘要表

2.申請補助計畫書

3.相關證明文件

4.要件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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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規劃補助-申請文件

要件檢核表

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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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規劃補助-經費核算
人數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補助金額上限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補助金額上限

人數≦50人 150萬元 100萬元
50人＜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5千元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每增1人加計5千元
合計 ≦500萬元 ≦300萬元

備註：以更新會會員人數計算；並以申請補助當時之權利狀況為準。

[事業計畫]實際補助金額之5%或20萬元內得列為更新會行政作業費。

個案因基地面積逾3,000㎡或所有權人數逾400人等特殊情形，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敘明理由，並經執行機關審查同意者，得酌予提高補助額度及補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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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樓已成立更新會，其會員人數共90人，擬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補助經費，最多得申請210+140=350萬元。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經費：210萬元(1)150+(40x1.5)=210萬元﹤500萬元(2)其中(1)之10.5萬元(5%)或20萬元得列為行政作業費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補助經費：140萬元100+(40x1)=140萬元﹤300萬元

人數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補助金額上限
擬訂權利變換計畫
補助金額上限

人數≦50人 150萬元 100萬元
50人＜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5千元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人數＞100人 每增1人加計1萬元 每增1人加計5千元

重建規劃補助-案例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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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草案

舉辦公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會
委託專業規劃團隊

整合住戶意見

審議通過
核定公告

舉辦自辦公聽會及取得規定同意比率
提送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1.簽訂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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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開展覽
檢附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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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中央申請人地方政府
按契約進度請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自治規定訂定請撥款時點並制定契約範本，按補助對象與受託專業團隊契約進度管控撥付補助對象。

都市更新會
檢附證明文件

地方政府查核工作進度及請領金額
內政部(營建署)

核撥經費

50%

50%

重建規劃補助-撥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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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或維護提案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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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規劃設計補助-申請文件
• 基地範圍
• 現況分析
• 課題與對策
• 預定工作項目、內容與實施方式
• 預定作業時程
• 經費需求與項目明細
• 後續管理維護構想

• 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 住戶整建維護意願證明文件

1.摘要表

2.申請補助計畫書

3.相關證明文件

4.要件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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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規劃設計補助-經費核算
申請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補助經費額度如下表：
地面層以上總樓地板面積 補助金額上限

面積≦5,000㎡ 50萬元
5,000㎡＜面積≦10,000㎡ 每增加100㎡增加補助1萬元

面積＞10,000㎡ 每增加100㎡增加補助5,000元

換算公式：
1坪=3.3058m2
1m2=0.3025坪

樓地板面積認定方式

1.使用執照 2.無法出具使用執照者
建物謄本主建物面積
地方建築機關認定合法房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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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之補助經費額度如下表：

經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結果有安全疑慮，需辦理補強工程者，得以本部核定補助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費用50%作為補強設計費用。

總樓地板面積 補助金額上限

面積≦300㎡ 15萬元
300㎡＜面積≦600㎡ 每增加1㎡增加補助500元

600㎡＜面積≦2,000㎡ 每增加1㎡增加補助120元
2,000㎡＜面積≦5,000㎡ 每增加1㎡增加補助40元
5,000㎡＜面積≦10,000㎡ 每增加1㎡增加補助15元

10,000㎡＜面積≦20,000㎡ 每增加1㎡增加補助10元
面積＞20,000㎡ 每增加1㎡增加補助5元

整建維護規劃設計補助-經費核算

申請提高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或結構補強設計補助費用時，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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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大樓擬申請規劃設計費、耐震詳評及補強設計補助，其地面層以上樓地板面積18,800m2，總樓地板面積 28,000 m2，則最多得申請：144+80.3+72=296.3萬元
面積(㎡) 每增加100㎡增加金額(萬元) 補助金額(萬元) 合計補助金額(萬元)

0-5,000 50
1445,001-10,000 1 50

>10,000 0.5 44 

面積(㎡) 每增加1㎡增加金額(元) 補助金額(萬元) 合計補助金額(萬元)
0-300 15

80.3
300-600 500 15
601-2,000 120 16.8
2,001-5,000 40 12
5,001-10,000 15 7.5
10,001-20,000 10 10
>20,000 5 4

 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補助費用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補助費用

 補強設計補助費用：144萬元*50%=72萬元

整建維護規劃設計補助-案例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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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規劃設計補助-撥款方式

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

舉辦公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都市更新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或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委託專業規劃團隊

整合住戶意見

審議通過
核定公告

舉辦自辦公聽會及取得規定同意比率
提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地方政府中央申請人地方政府
按契約進度請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自治規定訂定請撥款條件及制定契約範本，並按補助對象與受託專業團隊契約進度管控撥付補助對象。

都市更新會
檢附證明文件

地方政府查核工作進度及請領金額
內政部(營建署)

核撥經費

1.簽訂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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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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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50%

※申請建築物詳評(補強設計)補助者，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檢附詳評(補強設計)委託契約書影本、審查通過證明等請款資料，申請㇐次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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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工程補助-申請文件
• 基地範圍
• 現況分析
• 違建及違規物處理情形
• 課題與對策
• 整建或維護計畫及其設計圖說
• 預定作業時程
• 申請補助經費及項目明細
• 後續管理維護構想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
• 土地及建物登記簿謄本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
• 住戶整建維護意願證明文件

1.摘要表

2.申請補助計畫書

3.相關證明文件

4.要件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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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工程施作補助經費上限規定如下表：
類
別

補助項目 補助經費上限計算
上限

比率
備註

A

1.老舊建築物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工程。
2.老舊招牌、突出外牆面之鐵窗及違建拆除。
3.空調、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4.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
5.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6.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
7.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設置之防墜設施。
8.其他經審查同意之必要或特殊工程項目。

1.一般地區：
800元/㎡(地面層以上總
面積)

45%
申請補
助案必
須施作
1~3項，
且施作
費用須
占工程
經費總
合之1/3
以上。

2.優先整建維護地區
1,200元/㎡(地面層以上
總面積) 75%

B 9.增設昇降機設備。 － 45%

C

10.提高建築物耐震能力。 1.施作部分樓地板面積
≦ 1,500㎡，4,000元/㎡
2.施作部分樓地板面積
＞ 1,500㎡，3,000元/㎡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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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項目採用綠建材、綠色能源或綠建築工法進行整建維護工程者，得優先列為補助。

整建維護工程補助-經費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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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樓擬申請建物立面修繕、招牌拆除及外部管線整理美化工程，其地面層以上
樓地板面積共計約5,000m2，並經專業單位估算工程經費共需1,000萬元。則該大樓
最多得向內政部營建署申請多少工程施作經費，中央政府與提案單位又如何分擔?
步驟1：計算可申請上限：5,000m2×800=400萬元
步驟2：檢視是否超過政府分擔原則：400/1,000=40%﹤45% (未超過)
步驟3：本案得向政府申請400萬元(40%)

該大樓須自行負擔600萬元(60%)

問

答

若上方案例之工程經費改為800萬元，則：
步驟1：計算可申請上限：5,000m2×800=400萬元
步驟2：檢視是否超過政府分擔原則：

400/800=50% ﹥45% (超過)
雖依補助額度計算可申請400萬元，但經檢視分擔原則後超過中央負擔比例，因此
僅能以規定之上限比例45%申請補助。
步驟3：本案得向政府申請800×45%=360萬元

該大樓須自行負擔800×55%=440萬元

整建維護工程補助-案例試算



高雄市某大樓擬申請提高建物耐震能力之工程費用補助，假設其施作部分樓地板
面積：1,800m2，並經專業單位估算其工程經費共需1,000萬元。則該大樓最多得向
內政部營建署申請多少工程施作經費，中央政府與提案單位又如何分擔?
步驟1：計算可申請上限：1,500m2×4,000+300m2×3,000=690萬元
步驟2：檢視是否超過政府分擔原則：

690/1,000= 69% ﹥55% (超過)
步驟3：本案得向政府申請550萬元(55%)

該大樓須自行負擔450萬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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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550 ×85%=467.5萬元
地方政府：550× 15%=82.5萬元

直轄市及縣(市)別 財力分級 自籌款比率

臺北市 第1級 25%
新北市、桃園市 第2級 20%
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新竹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 第3級 15%
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基隆市 第4級 10%
嘉義縣、屏東縣、臺東縣、苗栗縣、澎湖縣、連江縣、花蓮縣 第5級 10%
備註：本表適用109年度起各核定案

問

答

整建維護工程補助-案例試算



28

某5層樓公寓地面層以上樓地板面積共計約1,200m2，擬申請建物立面修繕、增設
電梯等工程，並經專業單位估算其工程經費共需585萬元。則該大樓最多得向內
政部營建署申請多少工程施作經費，中央政府與提案單位又如何分擔?

問

答
施工項目

工程所需經費
(萬元)

補助經費
(萬元) 備註

1.建築物立面修繕 200

96

1.施作1~3項所需經費
＝200+10+5＝215萬元
2.施作1~5項所需經費
＝200+10+5+50+20＝285萬元

2.突出外牆面鐵窗拆除 10
3.外部管線整理美化 5
4.建築基地景觀綠美化 50
5.屋頂防水及綠美化 20
6.增設昇降機設備 300 135 300×45%為上限

合計 585 231
步驟1：計算1~3項施作費用是否達1~6項施作費用1/3以上：215/585=36.75% ﹥33.33% （超過）OK!
步驟2：計算1~5項可申請上限：1,200m2×800=96萬元；285×45%=128.25萬元（以96萬元為上限）
步驟3：計算第6項可申請上限為300×45%=135萬元
步驟4：本案得向政府申請96(1~5項)+135(第6項)=231萬元

該社區須自行負擔189(1~5項)+165(第6項)=354萬元

整建維護工程補助-案例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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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工程補助-撥款方式

完工驗收

委託專業公司施作

施工進度達50%

1.簽訂契約檢附補助案核准函、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函及其計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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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施工進度達50%檢附監造報表、施工日誌、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

3.完工驗收檢附驗收通過證明、成果報告書、工程決算書、納入預算或超支併決算證明文件、請款明細表及收據。

地方政府中央申請人地方政府
按契約進度請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其自治規定訂定請撥款條件及制定契約範本，並按補助對象與受託專業團隊契約進度管控撥付補助對象。

都市更新會
檢附證明文件

地方政府查核工作進度及請領金額
內政部(營建署)

核撥經費

都市更新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20%

30%

剩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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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作業審查原則



 都市更新會：應確認都市更新會名稱、更新單元範圍及組織章程相關內容之㇐致性。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限申請整維補助）：申請人名稱、管理委員會立案印鑑章，皆應與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文件㇐致。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限申請整維補助）：依法申請開業之建築師、技師及公司法人。

申請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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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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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更新地區

位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公告
劃定之都市更新
地區，應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

B
屋齡

屋齡未達提案年限
者，應洽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出具情況特殊證明
文件。

C
公有財產

涉及公有財產者，
應先洽請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表達意見，
作為複審會議參考。

D
實施範圍

確認符合各直轄
市、縣（市）主
管機關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續提
營 建 署 審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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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圖製作應注意事項
整建維護案：應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將以下情形作成決議，並參考本署頒布之公寓大廈規約最新範本，納入住戶規約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併處理：
 鐵窗、冷氣室外機裝設位置、外部管線、格柵、遮陽板、防墜設施、新增廣告招牌等建物外牆附掛物，應予以規範尺寸、色彩、設置位置。
 住戶應分攤費用及管理維護方式。
 立面修繕工法分析。
工法 工法㇐ 工法二 工法三
特點

優(缺)點
建議方案

（依所需施工期程、施作費用、環境汙染、耐用年限等進行分析）
（經方案評估比較後，依所有權人共識擇訂最適方案）

（敘述工法特性，使住戶確實瞭解，俾利方案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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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圖製作應注意事項
整建維護案
 規劃階段：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初審前
確認建築物是否已全面進
行違規物及違建清查。

 工程階段：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於初審前
確認建築物是否已將違規
物或違建拆除整理與規劃
設計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內容，並於都市更新及
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期間
提送執行機關複審。



補助經費特別規定
 整建維護實施工程案涉及下列情形者，執行機關召開複審會議時，得視其對環境安全及都市景觀影響程度調降補助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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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調降比例 備註
陽台（露臺）

外推或加窗
建築物有陽台（露台）外推或加窗
情形，且所有權人無法配合拆除整
理者 總補助經費5% 個案如有未

符合建築執
照及相關核
准圖說者，
依各項比例
調降補助經
費。

設置鐵窗 建築物裝設不突出外牆面之鐵窗，
且所有權人無法配合拆除整理者 總補助經費5%

頂樓加蓋 頂樓具有非屬使用執照圖說核准之
使用空間 總補助經費5%

法定空地（開
放空間）與原
始竣工圖未符

法定空地（開放空間）涉有搭建臨
時建築物或增建違章建築，且未符
原始竣工圖說 總補助經費5%

備註：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先釐清與使用執照不㇐致之違規物或違建得否循建管程序辦理補照事宜；未配合拆除且不影響公共安全或通行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妥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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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經費特別規定
 申請補助整建或維護實施工程範圍內存在違規物或違章建築者，經評估不影響公共安全及公眾通行等情形且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經審議通過無須拆除者，得不列為必須施作補助項目。
 依本須知接受補助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工程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或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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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於工程竣工查驗後五年內任意變更整建、維護項目或拆除重建，並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所有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同㇐更新單元依本須知申請相同之補助項目，應以㇐次為限。但同㇐建築基地上有數幢或數棟建築物依法得分期實施都市更新時，其未獲補助部分，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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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更新實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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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面積合計4,510㎡，土地所有權人共163人，建物所有權人共160人；範圍內共15棟30年以上老舊建物。
 事計規劃：106年1月補助288萬元（含行政作業費20萬元）。
 辦理進度：1.104年６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2.109年2月召開都更審議會，刻正辦理計畫核定事宜。

更新前建物老舊、巷弄狹小，影響救災及逃生

重建案例-臺北

更新後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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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案例-桃園(海砂屋)

 土地面積合計1,623.66㎡。
 事計規劃：105年12月補助150萬元（含行政作業費20萬元）；
 辦理進度：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審定

 土地面積合計2,548.28㎡。
 事計規劃：106年8月補助187.5萬元（含行政作業費20萬元）；
 目前進度：事業計畫已核定，刻正研擬權變計畫

光峰社區金山社區

光峰社區

金山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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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面積合計1,843㎡，土地所有權人共41人，建物所有權人共22人；範圍內共20棟40年以上老舊建物。
 事計規劃：106年12月補助150萬元（含行政作業費17萬元） 。
 辦理進度：1.105年11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

2.106年7月公辦公聽會；將依新法重新報核事業計畫。

建物現況外觀老舊頹敗，生活品質低落 更新後模擬示意圖

重建案例-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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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1層地上16層，共107戶，土地面積：810.35㎡
 事計規劃：106年補助150萬元

更新前 更新後模擬示意圖

 目前進度：106年9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實施，施工進度已逾6成。
 預計完工：110年12月底。

重建案例-臺南（0206震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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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工程案例-臺南（鐵路地下化周邊地區）
 屋齡29年，地下3層地上22層，共268戶，總樓地板面積：28,151.87㎡
 土地所有權人255人、建物所有權人257人
 事計規劃：105年補助166萬元
 實施工程：107年補助約1,578萬元；住戶自籌約2,457萬元；已竣工結案。

•立面整修
•招牌、鐵窗及違建拆除

•空調管線整理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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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工程案例-臺南（連棟透天）
 屋齡33年，地上4層之建物，共19戶，總樓地板面積4,515.01㎡
 土地所有權人20人、建物所有權人20人
 事計規劃：103年補助50萬元。
 實施工程：106年補助約301萬元、住戶自籌約471萬元；已竣工結案。

更新前 更新後

•立面整修
•招牌鐵窗拆除
•空調管線整理
•屋頂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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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工程案例-嘉義
 屋齡24年，地下2層地上10層，共592戶，總樓地板面積：49,231.93㎡
 土地所有權人283人、建物所有權人283人
 事計規劃（含耐震詳評）：103年補助335萬元（含耐震詳評91萬元）
 實施工程：105年補助約1,601萬元、住戶自籌約3,825萬元；已完工。

更新前 更新後

•外牆立面整修
•金屬隔柵施作
•廣告招牌及鐵窗整理
•牆體補強
•更換帷幕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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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工程案例-臺北
 屋齡36年，共3戶
 總樓地板面積813.05㎡
 建物所有權人1人
 市 府 102 年 補 助234.5萬元，住戶自 籌 472 萬 元 ，104年竣工結案

•增設電梯
•鐵窗拆除

更新前

•磁磚脫落改善
•磁磚污損變色改善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後更新後更新後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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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度申請受理時間

都市更新入口網

109年度申請補助作業須知及附件

第2次：109.9.15
申請耐震詳評、結構補強、增設昇降機設備補助者，不受上述時間限制 懶人包動畫



都市更新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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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諮詢窗口



簡報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