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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學經歷及實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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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整建維護經歷
█  陳柏元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

█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整建維護專案小組召集人

█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示範街道評估計畫專案小組召集人

█  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整建維護專業講師

█  新北市整建維護增設電梯優選團隊建築師

█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專業講師

獲獎及專訪經歷
█ 新北市首位採事業計畫辦理公寓增設電梯補助

█ 台北市都市更新處老屋大賞入圍獎

主講人學經歷及實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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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增設昇降設備實績案例
█  行政院辦公廳舍增設昇降機案

█  安康平宅室外增設昇降機案

█  經濟部辦公廳舍增設昇降梯案

█  三重區正義北路補習班增設昇降機整修案

█  新莊區中華路店鋪增設昇降機整修案

█  永和區仁愛路公寓增設昇降梯補助案

█  永和區保福路公寓增設昇降梯補助案

█  三重區自由街公寓增設昇降機補助案

█  萬華區康定路公寓增設昇降機補助案

█  松山區光復北路社區昇降設備汰修換新補助案

主講人學經歷及實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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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與整建維護

整建維護政策

建築物之改建及修建
或充實設備

加強更新範圍內之土
地使用及建築管理

建築物之拆除與興建
重
建

整
建

維
護

• 拆除新建

• ⼀定年限建物
• 結構尚堪良好
• 重建整合不易
• 社區期待不同
• 提升建物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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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申請範圍
█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

補助對象：

1.依都市更新條例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會。

2.依法成立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限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

3.依法成立之都市更新事業機構，限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

建物條件：

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屋齡達二十年以上。

補助項目：

1.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有關經費。

(1)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費。

(2) 建築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經費。 (3) 結構補強設計經費。

整建維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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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申請範圍
█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須知

補助項目：

2. 實施工程經費，補助項目如下；必須施作(1)至(3)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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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辦法(108.04.03廢止)

整建維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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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申請範圍
█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

1.都市更新單元部分劃分為重建區段，其餘劃分為整建或維護區段者，

其都市更新單元為⼀次更新完成，且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有關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之規定者。

2.都市更新單元全部劃分為整建或維護區段者，至少應為⼀幢建築物

█  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

1.都市計畫書載明應實施整建或維護之更新地區。

2.經本府公告劃定之更新地區。

3.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亟須辦理保存維護，並經都市更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同意者。

4.經本府公告劃定之優先整建或維護更新地區。

5.依本條例規定，採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單元或區段。

整建維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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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申請範圍
█  高雄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1.歷史街區、商店街區、具有公共文化藝術特性建築物。

2.大眾捷運系統或鐵路地下化場站周圍地區。

3.其他經本府指定亟待更新之地區。

應於都市計畫區內，至少為⼀幢建築物。

█  中央與各縣市整建維護補助規定：

1.申請條件與申請對象

2.補助項目與補助額度

3.申請方式

4.撥款方式

整建維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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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建物申請規模<以新北市為例>

新北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整建維護之合法建築物，屋齡達十五年以
上且符合下列規定之⼀者，得予補助：
（⼀）連棟透天或獨棟透天式建築物連續達五棟以上
（二）非透天之三層樓以上建築物連續達二棟以上
（三）非透天之三層樓以上建築物與相連之透天建物各⼀棟以上
（四）六層樓以上整幢建築物。
（五）四、五層樓住宅僅增設昇降設備：得併同立面修繕及耐震補強
（六）經結構安全耐震能力初步、詳細評估或詳細評估需辦理補強者

整建維護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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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建物申請規模

符合下列，不受前項屋齡及第⼀至第四款限制，以⼀棟為申請單位：
（⼀）位於本府指定之整建維護策略地區。
（二）臨三十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三）捷運站、火車站、歷史建

築、古蹟三百公尺範圍內
且臨有八公尺以上計畫道
路。

（四）因風災、火災、地震及爆
炸致遭受損害之合法建築
物。

符合第⼀項第二款情形而
周邊無相連建築物，或符
合第⼀項第五款、第六款
情形者，得以⼀幢（棟）
為申請單位。

整建維護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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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劃書應備文件

補助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計畫實施範圍。
（二）申請人
（三）現況分析（包括所有權人清冊、使用情形、現況照片）
（四）計畫目標
（五）整建維護設計圖說（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及相關說明圖）
（六）違章建築處理方式
（七）經費需求
（八）財務計畫及費用分擔（包含各所有權人費用分擔說明）
（九）實施進度
（十）效益評估
（十⼀）同意書
（十二）其他本府公告應載明之事項

1.身分證明文件
2.產權證明文件

整建維護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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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章優先處理次序方式

█  優先拆除：
甲、施工中或新建造或拆除重建者之違章建築
⼄、實質違規廣告物(樹立廣告物及招牌廣告物)

█  ⼀般拆除案件：
甲、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防火間隔違章建築
⼄、占用道路或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之違章建築
丙、開放空間違章建築
丁、法定空地及⼀般空地違章建築
戊、露台、屋頂平台、天井違章、夾層違章建築
己、陽台違章、屋頂平臺平改斜違章建築

█ 不得於工程竣工查驗後五年內任意變更整建或維護項目，並
應於住戶規約中載明及於日後產權移轉時列入交代。

整建維護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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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建物條件
█  合法建築物

使用執照：備有執照號碼以及使照竣工圖

合法房屋：備有建物謄本以及測量成果圖

█  屋齡達⼀定年限以上

以使用執照時點判斷（O）

以建物謄本時點判斷（X）

█  申請規模

以單⼀⼀棟申請

或以⼀訂規模辦理

整建維護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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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補助的評估作業
█  建築師及技師評估

建築執照辦理評估

結構或複委託評估

█  整建維護補助計畫書

同意書件

預算概估

不同意戶處理方式

█  整體費用

建築師及複委託費用

主要構造費用

電梯設備及其他周邊費用（如局部立面整修）

整建維護補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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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之同意比例辦理方式

█  公寓電梯辦理建造及雜項執照(依據現行營建署解釋函令)：
A 其土地權利證明文件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B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  公寓電梯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依據現行營建署解釋函令)：
A 其建物權利證明文件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B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  立面修繕、耐震補強辦理變更使用執照(依據現行建築法規定)：
其建物權利證明文件應以該棟全部同意辦理。

█  整建維護申請公寓增設電梯補助：
100%同意：整建維護補助要點、電梯特快車方整案
080%同意：整建維護補助要點<採事業計畫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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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VS 土地及建物條件

建築執照申請

1.獨立土地，獨立使照

2.獨立土地，同⼀使照

3.⼀宗基地多棟建物，

同⼀使照

4.未申請使照，違章建物

5.空地，違章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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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VS 產權條件

依據現行營建署解釋函令：

█  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發布生效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
者，其各棟建築物各自獨立互
不影響。

█  增設昇降設備時應檢附之土地
權利證明文件，得以各棟建築
物分別辦理。

█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
布時間為：75.1.31

建築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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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建維護 VS 使照條件

建築執照申請

適用法令時點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或住宅使用之分區

⼀宗基地範圍

最高樓層條件

符合四五樓公寓

地下層條件

未涉及地下層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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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電梯 VS 法令規定

中華⺠國⼀百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生效前領
得使用執照之五層以下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者
，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不計入建築面積及各層樓地板面積。其
增設之昇降機間及昇降機道於各層面積
不得超過十二平方公尺，且昇降機道面
積不得超過六平方公尺。

二、不受鄰棟間隔、前院、後院及開口距離
有關規定之限制。

三、增設昇降機所需增加之屋頂突出物，其
高度應依第⼀條第九款第⼀目規定設置
。但投影面積不計入同目屋頂突出物水
平投影面積之和。

建築執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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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電梯 VS 出入口規定

建築執照申請

█  ⼀樓違章

█  ⼀樓出入口

1.2M

█  建築線

█  現有巷道

█  法定空地

█  結構設計

█  電梯設計

█  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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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電梯 VS 方案設計

建築執照申請



主講人 陳柏元建築執照申請

立面修繕、耐震補強 VS 法令規定

█  建築法第三條
1.新建：為新建造之建築物或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
2.增建：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原建築物連接者，

應視為新建。
3.改建：將建築物之⼀部分拆除，於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

擴大面積者。
4.修建：建築物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

何⼀種有過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  建築法第七十三條

建築物應依核定之使用類組使用，其有變更使用類組或有第九條建造行為
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及其他與
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

█  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八條
八、建築物之共同壁、分戶牆、外牆、防空避難設備、機械停車設備、中

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及開放空間，或其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定項
目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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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面修繕重點

1.鐵窗違章

2.陽台違章

3.屋頂加蓋違章

4.開口變更

5.雨遮花台變更

6.冷氣管線整理

7.外牆防水

立面修繕 VS 方案設計

█  以新設石材或磁磚修繕：涉及較高的費用問題

█  以耐厚塗料修繕：
1.費用較為平價
2.容易管理維護
3.同時可兼具防水、隔熱等多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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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補強 VS 方案設計

█  耐震補強：老屋健檢→耐震初評→耐震詳評→整體補強

█  階段性補強 A 方案：
降低補強施作層發生軟弱層集中式破壞風險
1.補完後，倒塌機率已大幅降低，仍有可能造成其他

破壞模式產生
2.補強位置：具軟弱層現象之樓層

未補強 階段性補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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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震補強 VS 方案設計

█  階段性補強 B 方案：

補強後耐震能力至少達耐震規範標準之8成
1.排除軟弱層現象，耐震能力提升達到防止倒塌的目的
2.補強位置：整棟綜合考量，可能會影響私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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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調查<以公寓電梯為例>

其他注意事項

門牌地址

門牌整編歷程

身分資料

所有權分析

尺寸丈量

最小尺寸確認

現場條件

有無地下室

有無違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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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同意書

其他注意事項

住戶性質

自住或租賃

產權對象

所有權人或是住戶

面積計算

產權資料分析

同意作業

簽名加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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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案：樓層平面圖

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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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方案：整體透視圖

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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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評估

其他注意事項

前置作業成本

現場勘查

資料調閱

初步評估

辦理建築執照成本

各項複委託成本

建築師、結構技師費用

主體結構工程費用

電梯設備費用

辦理補助計畫成本

補助計畫作業費

同意整合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