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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一、 前言 

都市更新為都市綜合發展之一部分，亦為實施都市計畫理想工具之

一，主要目的在於改善居住環境，復甦都市機能。自民國 87 年都市更

新條例公布後，陸續提出都市更新方案、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加速推動

都市更新方案及都市更新推動計畫等，推動至今，都市更新儼然成為促

進經濟景氣及帶動經濟發展之重要政策。 

為強化都市土地運用效益，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市區內大面積公有

土地、國營事業土地、港口、車站等周邊地區之更新，由於都市更新整

合、協調之前置作業相當冗長，且以現有資源難以加速更新個案之推

動，又公有地管理機關一般缺乏開發經驗，難與更新政策配合，故亟需

成立專責機構協助政府推動，且行政院 104 年核定之「都市更新發展計

畫（104-107 年）」已明確將「籌組都市更新開發專責機構」納為執行策

略。爰此，本案將研析國內外相關案例，進而研提適用之專責機構運作

機制及協助成立中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並提供相關的專業諮詢及產、

官、學協商平台。 

此外，營建署自 94 年起依據「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內政部都市

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公共工程經費補助及執行管考要點」及直轄市與

各縣（市）需求，補助辦理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件，項目包括先期規劃、

招商前置作業、都市計畫變更、都市更新計畫擬訂及關聯性公共工程

等。目前政府主導都市更新補助案件遍及全台各縣市，而以政府主導之

更新案，除具體改善都市環境外，多數著重於都市機能的提升與公益性

貢獻等成效，同時亦可作為地區示範，達到提高社區自辦更新誘因之功

效。故為詳實記錄並展現推動成果，以及記錄補助前後之對照及產生之

效益，本案將蒐集十年來的執行情形，完整記錄個案的推動歷程、相關

文件書圖及影像，同時蒐集檢討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案之推動方式及遭遇

困難等，據以深入瞭解研議國內中央、地方成立專責機構可以扮演的角

色，加速推動國內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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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的 

（一）研析都市再生專責機構成立方式與組織型態 

（二）協助推動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成立 

（三）紀錄與展示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 

（四）持續推動政府為主之都市更新事業 

三、 執行重點目標 

本計畫全案期程自民國 104年度至民國 106 年度，為期 2 年，包含

兩大項工作，第一為「協助成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第二為「政府主

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執行重點目標與規劃重點，包括第一年的專責

機構組織草創期；併同更新成果蒐集紀錄期、第二年的專責機構成立推

動期；併同更新成果展示期，而相關的計畫工作內容和計畫績效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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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執行重點目標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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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國外案例研究 

本案首先就先進國家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實例進行分析，蒐集之案例包

括日本「UR 都市再生機構」、香港市區重建局 URA、英國社區暨地方政府

部 DCLG、英國都市發展公團 UDCs 及英國再生公司 URCs、新加坡建屋發

展局 HDB、市區重建局 URA、韓國土地住宅公社 LH 及首爾住宅公社 SH、

美國加州都市更新機構 RDAs 等，本計畫將以比較分析方法研究都市更新專責

機構可能之定位、權責與組織型態，並就機構所執行之業務方向、執行機制、

財務運作方式等進行探討，進而做為本案專責機構設立目標參考。 

一、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都市機構」 

日本於 2004 年 7 月 1 日，依循行政內閣議決之「特殊法人整理合

理化計畫」，正式成立「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以下簡稱 UR都

市機構）。從 1955 年最前身的「日本住宅公團」到 1981 年的「住宅、

都市整備公團」，1999 年的「都市基盤整備公團」，到目前的都市再生

機構，在這長達半世紀的漫長歲月中，公團配合日本政治、經濟、社會

等結構變遷，調整其功能定位，並於不同發展階段修訂政策目標，有效

扮演其特殊公法人之角色，對解決日本國民住宅問題，提昇居住水準，

改善都市環境，促進都市繁榮，具有實質效益及莫大貢獻。 

 

圖 2-1 日本 UR都市機構成立沿革示意圖 

資料來源：UR都市機構網站(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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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都市更新發展歷程 

日本早期之建物多為木造，經歷都市大火及震災，造成大規模

建成地區毀損，日本政府開始全面性建立防災與更新的法令制度，

在建築防災方面，由 1881年的「防火路線制度」至 1952 年修正為

「防火建築街區造成法」；在地區再發展方面，為有效提供防災所

需之公共空間及道路整修等，允許災區土地准用由「耕地整理法」

修訂為「土地區劃整理法」，至 1961 年再修訂為「市街地改造法」。 

因「耐火建築街區造成法」及「市街地改造法」皆為促進都市

土地有效利用並兼具防災功能而訂立，於 1969 年合併兩者為「都

市再開發法」，規範市街地再開發事業實施，並將「土地區劃整理

法」中換地的做法立體化為權利變換的手段，而「都市再開發法」

為日本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的法源依據。 

隨著日本經濟持續高度成長，都市更新事業也蓬勃發展，直到

90年代末期日本經濟泡沫化，地產價格大幅下跌，衝擊更新市場，

同時導致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提高，為解決經濟發展及都市再發展的

停滯，2001 年小泉首相上任後積極推動都市再生政策，依小泉首

相提出的都市再生計畫(詳附錄一)，當前日本都市更新思維已從更

新重建過到都市再生，因此 UR 都市機構的任務焦點不再只是住宅

及實質環境的改善，而轉變為日本社會所存在的環境議題、高齡化

社會、出生率下降、區域中心衰退準備等問題。 

(二)成立背景 

1.日本住宅公團時期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各地面臨嚴重住宅不足問題，在房屋普

遍受到戰火破壞，多數居民流離失所，還需安置大量海外遣返

的難民情況下，日本住宅公團應運而生，隨即大量開發住宅用

地，積極興建住宅。 

1969 年訂頒「都市再開發法」後，住宅公團遂以實施者角色推

動市街地再開發事業也參與由更新會實施之再開發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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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都市整備公團時期 

1981 年開始，公團以推動特定再開發事業為重點工作，亦即推

動對象從「住宅型再開發事業」轉為「都市機能更新型再開發

事業」，因此，除更新事業外，土地重劃事業也納入業務範疇。

因應 1995 年阪神、淡路震災復建需要，公團積極推動相關住宅

建設、更新事業及土地重劃事業。 

3.都市基盤整備公團時期 

1997 年內閣議決了「特殊法人等整理合理化計畫」，公團提出具

體改革方向，從「大量提供住宅用地、興建住宅」，大幅調整轉

向「都市基盤設施整備」。希望藉由都市基盤設施架構的改善，

提供多樣性都市機能，豐富都市居民生活內涵。因此，公團將

業務重點鎖定在達成此目標，並可有效充實基盤公共設施的再

開發及推動土地重劃事業。 

配合功能定位的改變，在基盤設施興闢過程中，往往涉及到複

雜的私有權利關係，必須與諸多主管機關折衝協調，為能順利

推動相關都市更新事業，公團必須扮演支援、協調溝通的多重

角色。由此可知，公團的業務從推動「住宅型再開發事業」、「都

市機能更新型再開發事業」到「協調型再開發事業」，不僅僅是

公團名稱的更換，連公團的實質內涵、操作手法甚至參與態度，

均已配合調整。 

4.UR都市機構 

日本於 2004 年 7月 1日依循行政內閣議決之「特殊法人整理合

理化計畫」，正式成立「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從 1955

年最前身的「日本住宅公團」到 1981 年的「住宅、都市整備公

團」，1999年的「都市基盤整備公團」，到目前的 UR 都市機構，

在這長達半世紀的漫長歲月中，都市再生機構配合日本政治、

經濟、社會等結構變遷，調整其功能定位，並於不同發展階段

修訂政策目標，有效扮演其特殊公法人之角色，對提昇居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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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解決日本國民住宅問題，改善都市環境，促進都市繁榮，

具有實質效益及莫大貢獻。 

表 2-1 日本專責機構變遷說明表 

專責機構 
日本住宅公

團 

住宅、都市整

備公團 

都市基盤整

備公團 
UR都市機構 

年代 (1955-1981)  (1981-1999)  (1999-2004)  (2004~迄今)  

法源依據 住宅公團法 -- 
獨立行政法人

法 

性質 特殊法人 行政法人 

功能定位 住宅型 
都市機能  

更新型 

都市基盤  

設施整備 

以都市公團建

構起來的建設

業機和情報、技

術為基礎，致力

於都市再生 

角色 公部門主導 作為公私部門

之協助者，必要

時主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法令依據 

都市再生機構是根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獨立行政

法人都市再生機構法》於 2004 年 7 月設立，隸屬於國土交通省，

為全國性再生機構，屬常設型。 

http://big.hi138.com/falv/xingzheng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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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能任務 

以都市公團建構起來的建設業機和情報、技術為基礎，致力於

都市再生，其支援都市再生項目包括有： 

1.處理老舊、落後地區如工廠原址，將其有效利用 與地方政府等

相關人員協商，制定工廠原址的土地使用計畫和都市計畫變更方

案，並對開發定位、條件和開發日期等事宜提供支援。 

2.恢復都市的活力充分利用多年的經驗和廣泛的網路，協助制訂都

市復興改造計畫，進行更 新地區的各項調查，協調有關人員達成

共識，協助建立吸引民營企業購入、經營、管理等各項措施，對

地方政府及更新地區人員提供支援服務。  

3.推動再開發事業從中立、公平的立場建立相關人員達成共識及足

以吸引民營企業家投入共 同推動都市復興事業的平台或機制─

如轉讓、租賃調整後的用地，或購置 更新地區住宅提供租賃。亦

即為民間供給支援型住宅租賃制度。  

4.推進道路修建除協助地方政府制定都市重建計畫外，還要協助地

方政府興修道路、公園等基礎建設。 

(五)股份組成 

資本額為一兆六億日元，初期由政府出資為中央政府出資

9984 億日元，地方政府出資 20億日元，其性質是獨立行政法人。   

(六)業務內容 

UR 都市機構之業務內容，主要分為四大領域： 

1.都市再生領域-與民間、地方政府合作，推動都市再生工作以統

籌策劃者之角色，協助並參與民間企業及地方政府共同推動政策

必要性高的都市再生事業。該機構在此業務領域的政策性任務在

於執行國家指定的專案計畫，因應社會經濟情勢變化轉換都市空

間，振興地方城市推動居民集中居住於核心地區，以及從防災觀

點改善建築及人口密集市區，確保國民生命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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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環境領域-維持管理租賃住宅，提供充足生活空間承接公團

時代的租賃住宅，經營非營利性政策住宅出租與相關設施維護與

管理業務，同時進行住宅內外部空間與設施之更新改善，並對於

綜合住宅區進行重編與改建，增設社會福利設施及住宅。該機構

在此業務領域之政策性任務，在於提供市場不足或社會必要的良

質租賃住宅（如面積較大的家庭住宅、高齡者無障礙住宅等），確

保居住者生活安全、安定與便利。 

3.災害復興領域-復興受災地區和支援強化都市防災功能協助災區

調查建物與住宅受災情形與判斷危險程度、興建臨時應急住宅、

支援災區重建與都市防災機能之強化等。 

4.郊外環境領域-致力創造安全舒適的郊外生活環境。因應少子高

齡化社會趨勢，以共生安全、安心的街道建設環境為主題有效地

利用地區的特性，提升郊區及地方城鎮的居住環境，但目前已不

再開發新的郊區城鎮。 

(七)組織架構 

以董事會管理，董事會共 13 人，成員包含理事長、副理事長

及監事，其理事背景包含曾任公部門相關機關首長，如目前副理事

長花岡洋文即為國土交通省國土政策局長借調擔任，監事背景有曾

任職私人開發公司負責人、內閣大臣等。董事會掌管 UR 都市機構

本社及其他各地區支本部、支社。本社設置 13 個部門，分別為經

營企劃部、總務部、人事部、經理資金部、技術成本管理部、民間

等海外展開支援室、法務室、監查室、震災復興支援室、都市再生

部、住宅經營部、福利推進事業部、新市鎮業務部等業務，本部及

支社管理範圍涵蓋全國，除董事會外其他成員以聘用方式進用，目

前共有 3,201 位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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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UR都市機構董事會成員 

 

 

 

 

 

 

 

 
資料來源：UR都市機構網站(2015) 

圖 2-2 日本 UR都市機構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UR都市機構網站(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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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UR都市機構本社部門業務一覽表 

 

 

 

 

 

 

 

(八)資金來源與運用 

資金來源除了本身的業務收入以外，還包括中央政府預算的補

助金、支付金、出資金與財政投融資資金、地方政府的分擔金，以

及向民間單位的借款，並以出售整理規劃後的土地、出租國民住宅

等的收入，支付日常營運費用和償還政府及民間借款。 

 

 

 

 

 

 

 

 

 
資料來源：UR都市機構網站(2015) 

資料來源：UR都市機構網站(2015) 

圖 2-3 日本 UR都市機構資金運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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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日本 UR都市機構財務狀況示意圖 

資料來源：UR都市機構網站(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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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運作機制 

1.實施方式 

（1）機構施行：於必要推動整體綜合性更新開發之地區由 UR

都市機構實施都市再開發事業。 

（2）個人施行：UR 都市機構取得土地權利人同意以個人實施

方式，實施再開發事業。  

（3）以參加組合員（加入更新會員）方式參與：UR 都市機構

負責都市機構協調推動民間實施之再開發事業外，並以加

入更新會員方式參與。 

（4）接受委託： 

A.UR 都市機構受託執行市政府等新實施之都市再生事業。 

B.UR 都市機構受託承辦更新會等新設施都市再生事業之

相關事務性工作。 

表 2-4 UR都市機構參與都市更新案項目 

階段 工作項目 

概念規

劃階段 

(1)制定發展概念 

(2)制定都市計畫建議 

(3)確認操作方法和計畫 

(4)建立權利關係人共識 

實 際 操

作階段 

(1)提出都市計畫  

(2)與主管討論  

(3)邀請私營企業參與  

(4)支援私人重建服務  

(5)裁定地主的權利  

根據專業分配角色，藉由 UR提出參與  

(1)收購土地以適合都市發展  

(2)通過土地整理服務，直接參與整合公

共設施  

(3)鼓勵、參與私營部門的重要重建工作  

(4)通過租約持有，提供土地給出租住房  

(5)處理基地的所有權轉移/出租 

機關接受委託參與的方式包含徵求特定事業參加者、特定建築

資料來源：UR都市機構網站(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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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特定業務代行方式。  

表 2-5 UR都市機構以特定事業參加者實施更新一覽表 

方式 

參加組合員制度(特

定事業參加者制度) 
特定業務代行方式 特定建築者制度 

於事業開始推動時

，即決定保留床取得

者，由都市再生機構

實施更新事業時採

行之特定事業參加

者亦同 

以承擔保留床之責

任為前提，由代行者

執 行 設 計 施 工 業

務。由實施者發包，

承接施工於完成後

覆行保留樓地板取

得義務 

代替實施者進行建

物興建並取得保留

床。民間業者以自籌

資金進行建設 

選定期  
事業計畫核定前 事業計畫認可後 

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後 

保 留 床

處分 

事業開始時，於擬定

之施行規約內，決定

參加組合員(事業參

加者)可取得之保留

床及所需負擔金額 

於權利變換計畫核

定後實施者公開徵

求保留床取得者，權

得者無法決定，則由

代行者取得之 

於權利變換計畫內

決定特定建築者所

要取得之保留床 

保 留 床 

(持分土 

地）取得

代 金 之

支 付 方

式 

原則上於權利變換

時，支付土地取得所

需費用，並依建築施

工進度及計價支付

分擔費用 

原則上，簽訂讓渡契

約時，應先支付一定

額度價款，其餘則完

工後支付 

特定建築者確定後

，應先支付一定金額

價款，於完工後精算

土地取得代金及事

業推動所須分擔金

額後，支付差款 

工 程 發

包 

由實施者進行工程

發包作業 

由事業施行者將工

程發包給代行者 

由特定建築者發包

工程 

事 業 參

加 者 案

例 

期望儘早確定保留

床取得之企業等（出

售住宅投資者等） 

可執行工程施作及

協助處分保留床之

企業等（可聯合共同

申請）（統包建設業

者及不動產事業者） 

期望取得之建築物

（含權利樓地板）能

自行興建之企業等

（如百貨中心、旅館 

等） 

 

2.實施標準 

UR 都市機構選擇所實施之更新事業，通常具有下列標準： 

（1）具政策性的意義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日本市街地再開發事業政府引進民間投資開發機制」專題講座成果報告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2-12 

A.都市再生為國家重點計畫 

B.將低度未使用土地改變土地使用提高都市機能 

C.提昇防災機能改善環境之事業以創造安全安心居住環境 

D.其他具同等公共政策目的之事業 

（2）民間實施有困難者 

A.事業風險太高 

B.收益性低 

C.要求中立性公平性者 

D.公部門要求達到公共性 

E.就公共設施之興闢而言由機構實施且合理性者 

（3）機構可確保事業財務可行者 

（4）藉由更新事業實施可適當誘導民間參與者 

3.權力 

土地取得上具徵收、價購、重劃的權力；財務上具融資、借款

權力。 

(十)監督機制 

UR都市機構屬公部門之一環，其預算、經營計畫及營運績效

必須受到政府主管機關的監督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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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執行成果 

公團在經歷 50 年的發展過程對日本居住型態改變、住宅社區

意識建立及居住水準提升等，均具承先啟後之重要貢獻，對日本都

市發展具深遠正面影響。 

◆晴海、豐洲地區 

 

 

 

 

 

 

 

 

 

 

 

 

 

 

 

1.背景： 

晴海與其南側的豐洲島，距東京都心地區僅 2-4公里，係屬水域

環繞之狹長地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京港灣設施及物流相

圖 2-5 東京灣臨海都市再生緊急整備地區範圍圖 

資料來源：何芳子，日本再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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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設施遷移後，所遺留的大規模海埔土地，在首都高速公路、

幹線道路以及地下鐵、新交通百合海鷗線延伸至地區後，大幅

提高了其可及性及交通便利性，致增強其更新開發潛力。 

東京都積極與當地土地權利關係人及相關機關機構協商，分別

於 1988 年 3 月、1989 年 4 月提出「豐洲晴海開發基本方針」

及「開發整備方針」。另於 1990 年依循「豐洲晴海開發整備計

畫」並配合「臨海副都心開發事業」，策訂「豐洲晴海地區改造

基準」及「住宅主要計畫」等，為推動更新事業之依據。 

2.開發內容及過程：  

（1）基地面積：豐州 1丁目 1.7 公頃、豐州 2、3 丁目 50 公頃、

豐州 4丁目 17 公頃、豐州站前地區 1.26 公頃、豐州埠頭

地區 110 公頃。 

（2）建築面積：晴海 1丁目約 66,359 ㎡，豐州站前 7,142 ㎡。  

（3）總樓地面積：晴海 1 丁目約 761,600 ㎡，豐州站前 64,486

㎡。 

（4）開發內容：晴海 1丁目以住宅、業務設施、商業、文化、

展示設施、公益設施等使用為主，豐州站前則以住宅、辦

事處、區民館、醫療設計、辦公室、停車場等使用。 

3.特色與借鏡： 

本區開發特色，係利用即有水岸區位之有利條件、大規模土地

資源、大眾捷運系統的延伸導入、透過整體發展構想計畫引導

個別基地之分期分區、公法人「都市基盤整備公團」發揮了整

合與驅動功能，而使計畫得以順利推動。因四周為港灣、河川、

運河 等水域圍繞，可創造多樣化都市生活機能及豐富優美景觀

環境，故以「職住接近」、「都心居住」為發展重點，在其中在

2.8 公里區 間共設置 4 個車站，於終點豐洲站與東京都心區的

有樂町車站連接，提高了連通都心地區（有樂町、新橋、銀座

等）之可及性及便利性，完備了此地區之交通基盤設施。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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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法人「都市基盤整備公團」 發揮了整合與驅動功能，在更

新過程中由公團扮演主體角色，並負責協調、溝通之整合功能，

藉由公團長期累積的豐富經驗及充沛人 材、技術，遂能將此種

「一事業計畫、二實施方式」的推動模式順利執行。 

 

 

 

 

 

 

 

 

 

 

 

 

 

 

 

 

 

 
圖 2-7 豐洲站前更新後照片示意圖 

圖 2-6 晴海一丁目 Triton Square更新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財政局赴日本考察「城市辦理都市再生、地鐵站及水岸區周邊地區都市更新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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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市區重建局 

香港如同多數已發展的城市，正面臨嚴重的建築物和市區老化問

題。許多市民生活在這些極需更新及改善環境之窳陋地區。政府於 2001

年成立市區重建局（Urban Renewal Authority，簡稱市建局），其使命即

是為香港締造優質及充滿活力之居住環境，並在這個世界級都市建設更

美好的家園。政府亦同時發表了《市區重建策略》，對市建局的工作提

供整體的政策指引。 

(一)香港都市更新發展歷程 

為了有系統地處理香港的市區老化問題，土地發展公司（簡稱

土發公司）於 1988 年 1 月依據土地發展公司條例正式成立。其成

立之宗旨在於專責進行市區重建，改善舊區居住環境及避免市區環

境惡化。在組織性質方面，土發公司屬於公營機構，職能與政府部

門相似，但不屬於政府體系，因此有較多的自主權，但主要決策者

均由政府派任。成立初期由政府政府撥出 1億元低息貸款(分 25年

攤還)，財政上必須自負盈虧。 

土發公司進行收地作業時，可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即有強

制收地之權力，收回土地以進行市區重建，讓因市區重建而致無家

可歸的租客可以受到安置，斥資三億五千萬元購買和興建住宅樓

宇，安置合資格租客，這些工作為殘舊社區注入新活力及帶來裨

益，亦為未來的市區更新奠下重要基礎。 

因 1997 年遭遇金融風暴，導致收購土地與業主/業權人商討賠

償事宜時程緩慢，且沒有足夠的資金興建安置住宅以安置受影響的

住戶，更無機構願意替土發公司安置受影響的租戶/業主，另徵收

土地的程序需時甚久、官商勾結(土地發展公司與大地產商合作重

建)等問題浮現，在土發公司執行成果不如預期之情況下，立法會

於 2000 年 6 月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亦於

2001 年 3 月通過政府收回土地的補償政策，並由「巿區重建局」

以取代土發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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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背景 

市建局於 2001 年 5 月正式成立，取代土發公司，並根據政府於同

年 11 月公布之《市區重建策略》作為指引，開展香港市區更新的新里

程，此外，市建局並聯同香港房屋協會、香港房屋委員會合作推動重建，

以解決土發公司曾產生之安置問題。 

(三)法令依據 

市區重建局是根據香港《市區重建局條例》於 2001 年 5 月設立，

具有條例授予的權力和職責的法人團體，但必須從事行政長官命令以及

執行該等命令指派予市建局的其他職責，屬常設型。 

(四)功能任務 

市建局為依法設立之法人團體，取代土發公司作為進行、鼓勵、推

廣及促進香港市區更新的法定機構，採用「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

共議」的工作方針。兼顧社會上各方人士的利益與需要，以改善市區居

民生活質素為主要目標，其宗旨為： 

1.促進市區重建，改善香港的住屋水平及已建設環境。 

2.將老舊地區重建成有足夠交通、基礎建設的新發展區。 

3.騰出和利用已建設環境中失修地區土地，以應付各種發展需要。 

4.個別建築物的結構、外部修飾以及消防安全的保養和改善。 

5.保存有歷史、文化或建築學價值的建築物、地點及構築物。 

6.從事行政長官命令以及執行該等命令指派予市建局的其他職責。 

(五)股份組成 

資本額為 250 億港元，初期有政府出資約 100億港元，其性質屬法

人團體。 

(六)業務內容 

採取全面綜合的方式，藉著重建發展、樓宇復修、舊區活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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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等方法，市建局的具體工作目標主要有四個 4R＇s，分述如

下： 

1.重建發展 Redevelopment：將老舊失修區重建成經妥善規劃、並設

有足夠交通設施、基礎建設及社區設施的新發展區，改善香港的住

屋水準及已建設環境及布局。 

2.舊區活化 Revitalization：善用香港已建設環境中失修地區的土地。 

3.樓宇修復 Rehabilitation：透過改善個別建築物的結構穩定性、外

部修飾的完整性，以及消防安全方面的保養和改善，促進改善香港

已建設環境的外觀及狀況，從而防止該已建設環境頹敗。 

4.文物保育 pReservation：保存具有歷史、文化或建築價值的建築

物、地點及構築物。 

(七)組織架構 

以董事會為決策及執行機構，並須以市建局之名義行使依法授予該

局之權力，以及執行委予該局的職責，其董事會共計 15 人(4 名非執行

董事具公務員身分外，其餘執行和非執行董事皆不具公務員身分)，且

董事會成員均須由行政長官委任，任期不得超過 3 年，行政總監為市建

局的最高行政人員。在董事會的指示下，行政總監連同其他執行董事負

責管理市建局的事務，並在該等指示下，負有董事會所指派的其他職責。 

本組織共設置 12 部門，分別為掌管財務、行政和人資的內部審計

處、企業策劃處、企劃傳訊部、人力資源部、財務部、企劃事務部；掌

管規劃、設計及工程的規劃及設計部、工程及合約部、樓宇復修部；掌

管商務及行動的收購及遷置部、法律事務處、物業及土地部，除董事會

外其他成員以聘用方式進用，目前約 400 位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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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香港市區市區重建局董事會組成表 

職稱 員額 說明 

董事會主席 1名 同時是非執行董事，須不是公職人員 

行政總監 1名 同時是董事會副主席及執行董事，須不是公職

人員 

其他執行董事 2名 須不是公職人員 

其他非執行董事 至少 7名 須不是公職人員 

其他非執行董事 4名 須屬公職人員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市區重建條例、本計畫整理 

 

而市建局為更完善執行其任務及行使其權力，在董事會轄下設立了

6個常設委員會，設有多個委員會處理居民的安置及補償、重建規劃、

文物保護、社區及公共關係等事務。 

 

 

圖 2-8 香港市區重建局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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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香港市區重建局所設委員會負責事項表 

委員會 負責範圍 

審計委員

會 

•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 •業務運作及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程序 

•財務及業務資料是否可靠、完整、及時和一致 

•市建局資源運用是否合乎經濟效益 •特別項目及調查  

•會計政策 •外聘核數師之評核及內部審計規章 

•周年財務及核數報告 

土地、安置

及補償委

員會 

•批地、收購物業、補償及安置政策及事宜  

•個別項目的收購策略、方式及收購建議  

•向《市區重建局條例》第十二條所指人士提供貸款的政策和甄

別資格 

財務委員

會 

•市建局的資金需求 •財務和庫務政策 •盈餘資金的投資  

•年度業務計劃及五年業務綱領的財務範疇•年度預算  

•發展項目的市場售價及目標租金 

規劃、拓展

及文物保

護委員會 

•五年業務綱領及周年業務計劃內所選的項目  

•呈交發展計劃圖予城市規劃委員會 •規劃和發展參數及設計

事宜  

•保護文物擬案 •舊區活化擬案 

覆核委員

會 

•因應受影響業主或住客的要求，覆核市建局執行有關政策時所

作的決定 

薪酬委員

會 

•高層及一般員工的薪酬政策（水平及組合）  

•薪酬及浮薪調整建議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八)資金來源與運用 

經立法會撥給市建局使用並由政府付給該局的所有款項；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就巿建局在任何財政年度內可支出的款額，向

巿建局作出一般性或具體性的書面指示，而巿建局須遵從該等指

示。 

1.財政狀況 

有關市建局之財政情形，香港立法會於 2002 年 6月通過在 5年

內向市區重建局注資 100 億港元，以推行各項市區重建計劃，

其財政狀況目前尚屬穩健，截至 2015 年 3 月底，累積盈餘達 150

億元，加上當初政府注資的 100 億元，其資產淨值達到 250 億

元。市建局自 2009 至 10 年起，以中期債券形式籌措資金。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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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5 年 3月底，未贖回的債券總額約為 46億元。 

2.財政規定 

市區重建局條例中對於該局之財政規範概略摘錄如下表： 

表 2-8 香港市區重建局市區重建局財政規範一覽表 

一般

經費 

來源  政府預算（須經立法會同意） 

 為其宗旨而收取之款項及財產（費用、租金、利息及累積收入） 

支出 受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簡稱財庫局）監督，須遵循其指示。 

借款  經立法會撥給巿建局可按財政司司長批准的條款及條件，向政府

借取該局為根據本條例執行職責而需要的款項。 

 可向政府以外的管道以透支方式(經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指示

或財政司司長批准)借取該局為根據本條例履行責任或執行職責

而需要的款項。 

 巿建局在財政司司長批准下，可將其全部或任何部分的財產作出

押記(抵押)，作為所借取款項的償還保證。  

貸款  可為實施其任何項目而按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向任何人貸款  

（a）因項目的實施而被遷徙的人士對在原地區居住的需求 

（b）因項目的實施而業務被遷徙的人士對繼續經營其正營運中

的業務的需求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就巿建局根據可貸出的款額，向巿建局

作出一般性或具體性的書面指示，而巿建局須遵從該等指示  

政府擔保  立法會可不時藉決議授權財政司司長代政府作出擔保，事項包含 

（a）償還巿建局的借款或清償該局的其他債項  

（b）贖回或償還該局所發行的債券、票據或其他證券  

（c）擔保款項由該局連利息償還，利率則由財政司司長訂定  

盈餘資金運

用 

 以財政司司長批准的投資方式進行投資 

 支付該局收入帳支付的總開支  

 將合理足夠的款項撥作儲備  

 支付該局所欠款項  

免補地價  豁免重建地段的地價 

 豁免安置用地的地價  

在香港當改變土地用途時「土地補價安排」地政總署會交由「估

價委員會」決定某土地的補地價金額  

稅賦減免  巿建局無需繳交《稅務條例》下之徵稅。 

（a）物業稅：座落在香港任何地區的土地或建築物擁有人，徵

收物業稅  

（b）利得稅： 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專業或業務，則須向該人

就其上述利潤而按標準稅率徵收其在每個課稅年度的利得稅。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市區重建條例、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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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運作機制 

1.實施方式 

直接擔任實施者或取得全部土地後批租給私人企業開發，亦擔

任更新技術顧問、提供更新資金協助業主成立法團、文物保育

的推動者，其作為「執行者」、「促進者」、「執行者」和「推動

者」的角色。 

 

 

 

 

 

 

 

 

 

 

2.收購補償方式  

統一定價公開抽籤七間估價公司，同時估計七年樓齡的房價(區

位與交通類似區域並位於中層及座向一般)，剔除最高及最低，

餘下的五個平均 。 

3.樓換樓計畫  

「樓換樓」計劃是住宅自住業主現金補償外的另一選擇，選擇

「樓換樓」的住宅自住業主必須先接受按「七年樓」呎價計算

的現金補償金額，才可選擇「樓換樓 ，市建局將會在發出收購

建議時釐定「樓換樓」單位的呎價。 

圖 2-9 香港市區重建局實施方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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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都市更新地區諮詢平台  

「諮詢平台」是向政府建議以地區為本的市區更新工作，包括

市區更新及重建的範圍；需要保育的目標；以及進行更新的執

行模式等。(建議政府劃設更新地區及提供市建局評估作業單位) 

5.權力 

土地取得上具建議港府收回土地的權力、以協議補償方式收購

土地；財務上具出資、出售、出借、轉讓、借款、貸款、政府

擔保、發行公債權力，另具備進入及視察的權力(凍結人口調查)

豁免重建和安置地段的地價豁免物業稅和利得稅。 

(十)監督機制 

主席及執行董事需接受立法會詢問，須遵從該等要求，且成員

須申報利害關係，設立並維持一份登記冊，另每一財政年度備存妥

善的會計紀錄和擬備財務報表提交立法會省覽。 

(十一)執行成果 

截至 2014 年，共展開了 54個重建項目，2 個保育項目及 1 個

活化項目，若剔除 2 已終止的重建項目，這些項目合共可提供

14,200 個新單位、278,800 ㎡的商業面積、53,300 ㎡的政府、團體

及社區設施用地、100,300 ㎡的其他用途，包括辦公室及酒店，以

及 26,000 ㎡的休憩用地。 

 

 

 

 

 

 
圖 2-10 香港市區重建局執行成效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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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市中心 

 

 

 

 

 

 

 

 

 

 

 

1.背景： 

戰後百廢待興的香港，因為中國內戰與韓戰面臨巨大的難民湧

入，港府意識到工業化與適當舒緩維港城區人口壓力，原為東

南九龍一處離維港都心不遠的垃圾堆填區，1955 起展開填海工

程，將南端填海地規劃為工業大廈，北端山坡地則作為徙置住

宅，用以安置清拆寮屋之居民，並可就近提供工業勞動來源，

而 1979 年「改革開放」隨著港資企業大舉北移，香港本地工業

開始日漸沒落。長期勞工階級與新移民的進駐，觀塘本地住宅

條件、家庭所得、人口組成上皆落後其他行政區  

在 1950 年代末及 1960 年代初，位於當時的觀塘新市鎮心臟地

帶的裕民坊與巴士總站，開始發展成為觀塘市中心最重要且具

特色的一個老舊商圈。  

在建築物老舊和環境窳陋的情形下面臨更新，是市區重建局歷

圖 2-11 香港觀塘市中心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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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最大型的重建項目，面積達 570,000 平方呎(52,954 ㎡)，影響

約 1,653 個業權及約 5,000 人。 

2.開發內容及過程：  

（1）基地面積：觀塘市中心 2、3 區地盤面積 21,754 平方米。 

（2）建築計畫：住宅樓面面積 138,980 平方米、住宅數量 1,700

個、商鋪樓面面積 17,021 平方米、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

16,199平方米、公共休憩空間 6,400 平方米、預計落成年

份 2019 年。 

（3）開發內容：計畫成為一個集住宅、酒店、商業、休閒用途

設施及交通為一體的新地標，為全香港綠化率最高的市中

心，闢出 170,000 平方呎土地以保留現時的街舖及市集特

色，設有梯間式瀑布和玻璃鵝蛋形社區中心，配合高逾

270米的甲級商廈。  

（4）招標資料：市建局要求發展商出價最少達 80 億港元，分

紅比例由發展商建議，建成後需將 35 萬方呎(3.2 萬㎡)的

商場及公共設施交予政府，政府會給予發展商 18 億港

元，近 150 萬方呎(14 萬㎡)住宅樓面則由發展商擁有，預

算總投資額約達 180 億港元，扣除該局提供最多約 18 億

港元，發展商也要負擔逾 160 億港元投資額(2014.7.15 流

標)，2014.9.1 才以 60至 70億港元成功標出。 

3.特色與借鏡： 

（1）前期需要大量的資金(100 億港元)挹注支持市建局的營運，

包括七年樓齡的收購方式(整合業主)和本身擔任實施者

(ex 啟德發展區)的投資經費  

（2）透過七年樓齡收購、七家估價師估價和樓換樓方式以降低

業主的抗性，但仍有收購不成可建議港府收回土地的權利

作為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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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於是 100%公營法人團體，仍受到政府監督與管理且必

須接受政府指示執行，惟除部分董事具公務員身分外，其

餘董事與雇員條例接明訂不具公務員身分，以增加成員在

執行與作業上的彈性  

（4）財務上具有借款、貸款、政府擔保、發行債卷、接受捐贈

和投資運用等彈性，並透過獨立的帳目稽核小組公佈每年

的財務報表  

（5）給予賦稅的減免和免補地價減輕市建局財務的負擔  

（6）港府長期以來信奉自由經濟，除了不設關稅，也對各項企

業營利維持低廉稅率，以便創造商業與貿易的豐沛利潤。

因此，為了充實政府公庫，稀少的土地資源就成為相對重

要的政府財源。市建局收購後再高價標租給開發商就成了

收益的最佳來源，但也造成政府帶頭炒房、官商勾結以及

弱勢族群無法負擔高房價的議題，須引以為戒。  

 

 

 

 

 

 

 

 

 

圖 2-12 香港觀塘市中心更新前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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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香港觀塘市中心更新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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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國 I-社區及地方政府部/(DCLG) 

英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內閣制民主國家，而政府則是由民選議會中

之多數黨來組成內閣執政並接受議會監督。在憲法的規範下英皇為國家

之首(the head of state)，而首相則是政府之首(the head of government)。 

英國的中央政府其決策的核心係由首相及「內閣辦公室」 (The 

Cabinet)組成，是一個集體決策(the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的模式，

定期於每週二由首相擔任主席於首相府舉行內閣辦公室會議 (The 

Cabinet meeting)。而內閣辦公室裡的成員則多是由中央各部會的大臣

(Secretary of State)和部長(Minister of State)等所組成。 

英國的中央部會係由首相指派的大臣、部長及次長(Parliamentar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等政務官或資深的事務官來管理和領導公務員

推動政策及部會日常業務。由大臣所領導的部會稱為「內閣部會」

(Ministerial Departments)；而由資深事務官所管理的部會又稱為「非內

閣部會」(Non-ministerial Departments)。 

(一)成立背景 

中央部會的組織與功能係由政府依其行政需求而設立，常可能

因政策或中央政府異動而有所更動。本節中所介紹的「社區及地方

政府部」(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以下

簡稱 DCLG)亦是曾經過多次變革改組。DCLG 的前身是柴契爾內

閣(Thatcher’s Government)時代的「環境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以下簡稱 DoE)。到了 1997 年，布萊爾內閣(Blair’s 

Government)上臺，DoE 整併成為「環境交通及區域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以下簡稱 DETR)。

2001 年 DETR 將環境的業務交出處，改組成為「交通地方政府及

區域部」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Regions；以下簡稱 DTLR)；2002 年又再次改組另成立交通部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和一直延用至今的 DC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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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為中央政府機關，屬常設型。 

(三)功能任務 

負責社區及地方發展的所有相關業務之政策和預算的規劃與

推動。 

(四)股份組成 

英國中央政府中的 24 個內閣部會之一，其性質為中央政府機

關。 

(五)業務內容 

DCLG 主要是掌管關於社區及地方政府的業務和政策，其工作

是為創造良好的生活居住和工作環境，並支持在地的居民自主改善

他們的城市。其共有 5大職責1
 

1.在不影響地方的自治情形下，支援地方政府給與自方政府力量來

                                                 

 

 
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communities-and-local-government/about 

圖 2-14 英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與政府部門關係圖 

資料來源：曾佳瑀，台灣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功能及組織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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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區服務 

2.協助社區和鄰里自力解決在地問題，讓鄰里們能更加有強壯、有

吸引力和更繁榮 

3.透過在地的企業夥伴(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合作和企業特

區(enterprise zone)來幫助私部門(private sector)成長茁壯 

4.讓規劃系統(planning system)能更有效率和成效 

5.協助地方的消防救災主管機關，讓他們能完成救災任務和減少火

災的衝擊 

另外 DCLG 也是英國的都市發展公團(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簡稱 UDCs)的主管機關，負責 UDCs 的成立、人事

任命、監督等工作。是 DCLG 管轄下的「非部會公共機構」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簡稱 NDPBs)。 

在英國因為權力下放(devolution)，在布萊爾內閣時期開始在蘇

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分別成立了獨立的自治區和議會。也因為

權力下放，當中央部會的權力及管轄與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

自治區的權力有所抵觸時，則權力管轄歸屬於自治政府。因為

DCLG所管轄的業務於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境內屬於三個自

治政府的權責，所以 DCLG 僅能就英格蘭境內之權責事務執行管

轄和行政權 

(六)組織架構 

DCLG 屬於「內閣部會」，其係由 1 位大臣，2 位部長和 4 位

次長等政務官組成，為主導本部的政策執行與制定。另設有 1 位常

務次官(Permanent Secretary)和 11 位部門主任和其他公務員組成，

屬事務官，執行本部日常公務和政策推動。另外 DCLG 設有特別

代表(special representative)1 位，係由首相指派的資深議員擔任，

為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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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業務內容表 

委員會 負責範圍 

住宅及都

市規劃事

務 

•住房政策(含艾貝斯費特)•規劃政策 •社區規劃 

•主導住房法案 •個案規劃 

社區及社

區發展事

務 

•沿海社區和泰晤士河口 •消防和應變能力  

•金融部門和企業問題 •當地政府政策和財政的概況  

•放鬆管制•主導權力下放法案  

社區及地

方政府事

務  

•在英國上議院的部門業務 •當地政府財政和政策 

•整合信念 •支持家庭計畫 

地方政府

事務  

•成人社會關懷及兒童服務 •地方政府融資 •遊民問題  

•社區權利 •福利改革 •主房法案 

地方發展

及英格蘭

北方區域

發展事務  

•英格蘭北方區域發展事務 •歐洲區域發展基金 

•企業區與本地企業合作夥伴 •建築法規 

•權力下放法案 

資料來源：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網站，本計畫整理 

 

 

圖 2-15 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組織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英國社區及地方政府部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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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金來源與運用 

DCLG 是英國中央政府裡的內閣部，2013-14 年部門預算約 186

億英鎊。 

(八)運作機制 

DCLG 是英國中央政府裡的內閣部會，其任務是負責社區整

合、住宅政策、都市規劃改革、家庭援助、緊急救難、地方企業夥

伴關係(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與企業發展特區(Enterprise 

Zones)和地方政府相關事務等方面的政策、預算的制定、領導管理

與監督。就其主管的業務內容，DCLG 與臺灣中央政府中的內政部

有許多相同的業務責任，且性質也同屬於是中央的決策和管理機

關。 

(九)監督機制 

DCLG 為內閣部會直屬於首相及「內閣辦公室」，其政策及預

算受議會的監督與審查。除此之外，DCLG 設有「DCLG 管理委員

會」 (DCLG management board)，成員由常任的資深事務官和外聘

學者專家組成，協助部內的大臣與部長完成任務，政策研究和草

擬，與政策的實踐與推動。 

「執行小組」 (Executive Team Committee)為負責部內的日常

事務。成員皆為常任的資深事務官和外聘學者專家組成。審計和風

險管理小組(Audit and Risk Committee)負責協助審計部門運作，由

外聘專家擔任。最後還有「提名及管理小組」(Nominations and 

Governance Committee)，此小組係依「內閣辦公室」的要求而成立，

主要負責對部會裡的資深事務官公務員進行考核獎懲的審查工

作。成員皆為常任的資深事務官和外聘學者專家組成。2 

 
                                                 

 

 
2
 資料來源：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communities-and-local-government/about/our-

governance [Assessed 2015/11/0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communities-and-local-government/about/our-governa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department-for-communities-and-local-government/about/our-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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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執行成果 

英國是個有高度地方自治的國家，地方政府為政策主要的執行

單位，而 DCLG 的角色則是策略性的中央主管機關。其關係就如

在一艘大船上地方政府是划船的，使得船向前進；而 DCLG 則是

船的舵手，決定大船航行的方向，帶領著大家前住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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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英國 II-都市發展公團/(UDCs) 

(一)成立背景 

70年代的英國是個社會、經濟和文化上動盪的時代，在國內，

工會運動在全國各地熱烈地展開，透過大規模的罷工來迫使政府妥

協。在這場階級抗爭的社會運動裡，雖看似受左派政府的支持與控

制，但卻逐漸擴大演變成不可收拾的社會和階級對立，有如脫韁野

馬。大規模的罷工對民生社會和經濟成了重大的影響，最後無論是

左派的工黨政府(Labour government)或是右派的保守黨政府(Tory 

government)皆無法制止對立情緒的漫延，整個政府和社會開始被

工會綁架。 

國際上，70年代裡的石油、能源危機和英國加入「歐洲聯盟」

(European Union)等國際事件與變動加速了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sation)的發展，西方的工業開始大量外移到人力和生產成本

較低的發展中的亞洲(如亞洲四小龍等)，造成了英國北方幾個重要

的工業城市(如利物浦、雪菲爾等城市)陷入嚴重衰退，導致城市裡

的都市、社會和經濟問題橫生。 

在內外交迫的惡劣情勢下，執政的工黨政府快速的失去了原先

來自工會及勞工階級(working class)的支持與信任。在 1979 年 5 月

的全國大選裡輸給了由瑪格麗特·柴契爾(Margaret Thatcher)所領

導的保守黨，開啟了英國史上的第一位女性首相執政。 

80年代由芝加哥大學「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經濟學家

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所引領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一群來自芝加哥大學的拉丁美洲經濟學家)在智利推動了一

連串的經濟改革。在面對 70 年代裡社會和經濟陷入衰退與迷茫的

英國，智利卓越的經濟改革成果鼓舞了新上任的柴契爾政府。在後

來的執政裡，深受「新自由主義」啟發和影響的「柴契爾主義」

(Thatcherism)開始在英國展開了一連串激進的政治與政策改革(如

國營企業私有化、國宅私有化和工會改革等)。而激進和堅毅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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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也為她迎來了「鐵娘子」(The Iron Lady)的稱號，一個褒貶同俱、

愛恨交集的稱號。 

在柴契爾政府主政的十一個年頭裡都市問題和中央、地方政府

間的衝突一直是讓柴契爾政府最頭痛的問題之一，其中衝突最嚴重

的應屬保守黨的中央政府與工黨的大倫區敦市政府 (Greater 

London Council)間的政治角力鬥爭。由於柴契爾政府對地方政府，

特別是針對由工黨主政的地方政府極不信任。在 1980 年中央政府

通過「1980 地方政府、規劃和土地條例」 (Local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Land Act 1980)，透過都市發展區(Urban Development 

Area；以下簡稱 UDA)的劃定和都市發展公團(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以下簡稱 UDCs)的設置來架空地方政府。 

UDA 和 UDCs 讓地方政府對其所管轄下的城市內的地區無法

行使規劃和管理權，並將徵收來的土地交予私人企業進行開發和管

理。為了更進一步削弱來自地方政府的反抗，柴契爾政府在 1985

年通過「1985 地方政府條例」(Local Government Act 1985)關閉當

時反抗最為激烈的大倫區敦市政府和其他英格蘭境內的五個大都

會區政府，並凍結地方政府對地方稅(Council Tax)的調漲權以限縮

其財源，達到控制的目的，將都市規劃的權力收歸中央。 

UDCs 是「柴契爾主義」下的政治激進產物，打著「新自由主

義」的大旗將都市規劃與都市再生推向市場化和私有化，邁向以「不

動產主導的都市再生」(Property-led urban regeneration)。 

1997 年保守黨下野，東尼·布萊爾(Tony Blair)喊著「新工黨」 

(New Labour)的口號上臺。在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路線(Third Way)理論影響下，「新工黨」融合了左

派的「社會主義」與右派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在政策制定上向

中間靠攏。「新工黨」延續保留了許多柴契爾政府的政策和方向，

但也作出了許多的修正。許多評論家甚至認為布萊爾政府是柴契爾

政府的再生和延續，認為「新工黨」是「柴契爾主義」但多了分「社

會主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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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Cs 在柴契爾政府時代是用來平衡和甚至是抑制地方政府

及導入私部門對都市再生的投資、經營和開發促進都市經濟發展。

這樣的一個思考與方向大部分仍被布萊爾政府所吸收甚至發揚光

大。但布萊爾政府意思到過去 UDCs 對地方政府和地方意見幾乎完

全無視和否決，造成了地方與中央、開發者與在地居民間的緊張和

衝突。布萊爾政府相信地方政府和在地參與的重要性，在 2000 年

重新設立了新的大倫敦市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並創有英

國首位民選大都會區市長(Mayor of London)和新的市議會(London 

Assembly)。布萊爾政府時代的 UDCs 也改變了已往排斥地方和地

方政府的方式，增加了更多在地的參與和決策影響力。這樣的改變

一直被延續，即使經過了 2010 年政黨再次輪替，新的保守黨卡麥

隆(David Cameron)政府仍是相當重視地方參與，並在 2011 年通過

了在「2011 地主義條例」(Localism Act 2011)來突顯政府的重視。 

(二)法令依據 

「非部會公共機構」又可依其任務分為四大類型：「執行型非

部會公共機構」 (Executive NDPBs)、「顧問型非部會公共機構」 

(Advisory NDPBs)、「仲裁型非部會公共機構」 (Tribunal NDPBs)、

「獨立監督型非部會公共機」(Independent Monitoring Boards)
3。

UDCs屬於執行型非部會公共機構，屬任務型。 

URCs設立的法源依據是柴契爾政府在 1980年所通過的「1980

地方政府、規劃和土地條例」(Local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Land 

Act 1980)。此條例給予 DCLG(和其前身 DoE)的大臣依國家利益需

求為前提，得依此法所賦予之權力劃定任何地區土地指定為

UDA
4。為了推動 UDA 的再生，大臣得此法所賦予之權力經過國

會同意設立 UDCs 來負責都市再生推動之任務5。 

                                                 

 

 
3
 How government works < https://www.gov.uk/government/how-government-works >[Assessed 

2015/11/02] 
4
 條例原文：“i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is of opinion that it is expedient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to do so, he may 

by order made by statutory instrument designate any area of land as an urban development area”. 
5
 條例原文：“For the purposes of regenerating an urban development area,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hall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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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任務 

UDCs 的任務是將 UDA 區內之土地和建築物做最有效的利

用；促進現有和新的產業與商業的發展；和創造一個有吸引力環

境，且住宅與公共社會建設完備，藉以鼓勵市民遷入區內居住與工

作6。 

為了推動 UDA 的都市再生，「1980 地方政府、規劃和土地條

例」給予 UDCs 在取得其發起部會的大臣授權下，擁有下列六項功

能及權力： 

1.取得(acquire)、持有(hold)、管理(manage)、改造(reclaim)、處理

(dispose)土地及其他財產7 

2.執行建築及其他工作8
 

3.供應水、電力、瓦斯、污水下水道及其他基礎設施9
 

4.為達成更新的目的可執行一切事業或工作10
 

5.為達成更新的目的可實行任何必要事務及權宜措施11 

(四)股份組成 

其資本額視每個都市發展公團的投資額，金額上、下限無限

制，初期由政府出資為中央政府出資，其性質為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非部會公共機構，係依再生推動地區設置，非全國待

一機構。 

 

                                                                                                                                                     

 

 
order made by statutory instrument establish a corporation (an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or the area…shall have effect until 

approved by a resolution of each House of Parliament”.. 
6 條例原文：“The object is to be achieved … by bringing land and buildings into effective use,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existing 

and new industry and commerce, creating an attractive environment and ensuring that housing and social facilities are available to 
encourage people to live and work in the area”.. 
7 條例原文：“acquire, hold, manage, reclaim and dispose of land and other property”. 
8 條例原文：“carry out building and other operations”. 
9 條例原文：“seek to ensure the provision of water, electricity, gas, sewerage and other services” 
10 條例原文：“carry on any business or undertaking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bject” 
11 條例原文：“generally do anything necessary or expedient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bject or for purposes incidental to those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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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業務內容 

其業務內容主要為如下所示： 

1.土地地權整合、土地與地權的整理與整併。 

2.主計畫(masterplan) 研究規劃製定  

3.公共基礎建設 

4.招募實施者或甚至成為實施者進行開發。 

(六)組織架構 

UDCs 的組織架構係依照其發起部會(如 DCLG)於成立時的指

導框架 (framework)設置董事會。其主席和董事的人事經 The 

Commissioner for Public Appointments 審查後交由其發起部會的大

臣任命。 

UDCs 和其他「非部會公共機構」一樣，多被賦予人事的自主

管理權，能依其需求自行任聘和解聘人事，而所聘用之人員也不視

為公務人員(civil servants)。 

UDCs 的管理組織有相當多獨立的自主權，依其任務的需求能

自主管理和創制，另外其人事多皆來自私部門，管理也似私部門的

管理模式。 

 

 

 

 

 

 

 
圖 2-16 英國都市發展公團(UDCs)夥伴關係及功能圖 

資料來源：曾佳瑀，台灣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功能及組織之研究 

都市發展公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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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金來源與運用 

UDCs 如同所有的「執行型非部會公共機構」其資金來源有：

政府的補助(grant in aid)、規費與收益(fees and charges)和融資(loan 

finance)
12
。除了政府的各項補助和融資外，UDCs資金另有來自將

徵收的土地售予私人企業進行開發的權力金與費用等。 

歷年來每個 UDA 開發的總投資經都高達數十億英鎊，而公部

門的投資金額則因個案的不同而有高有低。但整體而言，公部門的

資金相對於私部門則是較低，其公、私部門的資金比例約為 2:8，

私部門約佔 8成左右。 

(八)運作機制 

UDCs 為針對再生地區特別設立之組織，以協調地區中再生發

展與政策、地區需求之配合，其透過國會授權賦予規劃、徵收、重

劃等公權力及提供補助方案，機構本身具有開發、投資、技術資源、

收買、管理及銷售土地之能力，以進行地方再生之規劃及招商，達

成環境改善、就業、住房供給等目標。 

1.實施方式 

（1）集結整合、規劃及實施，可直接擔任實施者 

（2）可透過 Partnership 或自己直接投入更新 

2.退場機制 

（1）屬任務型機構，非常設單位  

（2）任務達成後，依 Local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Land Act 

1980 進行解散、移交退場  

 

                                                 

 

 
12 Agencies and Public Bodies Team (2006) Public Bodies: A Guide for Departments-Chapter 7: Financial Management – Planning, 

Funding and Control, Cabinet Office, Lodnon. Availabl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0084/PublicBodiesGuide2006_7_planning_funding_0.pdf

>[Assessed 201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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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權力 

土地取得上具直接徵收、重劃；財務上具政府投資、融資、PFI

等，另經社區及地方政府部(DCLG)部長同意下，在 UDA 區內

有徵收及取代地方政府的規劃權等。 

(九)監督機制 

「非部會公共機構」與其部會的部長們關係密切，依其情形和

需求部長們會給予其不同成度的自主及自治權。每個「執行型非部

會公共機構」都有明確的任務及目標，遵循由其部會所設立的指導

框架，且必須向政府提供年度報告及財報，接受其部會和董事會直

接的監督指導與公開的檢驗
13
。 

UDCs 為「執行型非部會公共機構」，其所有的權力是來自於

其發起部會(如 DCLG)的大臣的授權，依例也必須接受其發起部會

的監督和其發起部會所設立的指導框架的規範，也必須向其發起部

會提供年度報告及財報，並公佈年度報告及財報接受公開檢驗。在

UDCs的內部管理，其財務及業務執行也須受其董事會和審計部門

的審查與監督 

(十)執行成果 

UDCs從 1980年立法至今共已成立有 17個 UDCs遍佈於英格

蘭和威爾斯境內。除了於 2015 年 4 月剛成立的艾貝斯費特發展公

團(Ebbsflee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外，其餘的 16個皆已在其任

務結束後解散。 

36 年來，UDCs 經歷了三次的政黨輪替，其評價亦是正負參

半，而 17 個 UDCs 的成效也是有高有低。有些案例確實改善了原

有的凋敝環境，創造了有吸引力的都市環境，提昇在地的經濟和社

會情況；有些案例則是在一次性的大規模投資建設後，因未能有後

                                                 

 

 
13 Agencies and Public Bodies Team (2006) Executive agencies: a guide for departments, Cabinet Office, Lodnon. 
Available:<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80076/exec_agencies_guidance_oct06_0.pdf>[

Assessed 201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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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完善的經營與管理，和欠缺永續性的思考，而導致在 UDCs 結束

後發展陷入停滯。即使像最著名的倫敦港埠開發公團 (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簡稱 LDDC)，被認為是成效

最高的 UDCs 仍背負著許多負評與問題，如士紳化(Gentrification)、

決策過程不透明、強制徵收的不正義、缺乏在地的參與、大規模和

集中的投資壓縮到其他地區的發展、開發商破產等問題。 

表 2-10 英國成立之都市發展公團 (UDCs)一覽表  

公團名稱 年份 

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1-1998 

Merseysi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1-1998 

Black Coun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7-1998 

Teessid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7-1998 

Trafford Park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7-1998 

Tyne and Wea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7-1998 

Cardiff Ba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7-2000 

Lee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8-1995 

Central Manchest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8-1996 

Sheffiel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8-1997 

Bristo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9-1995 

Birmingham Heart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92-1998 

Plymouth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93-1998 

Thurrock Thames Gatewa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03-2012 

London Thames Gatewa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04-2013 

West Northamptonshir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06-2014 

Ebbsfleet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2015- 
資料來源：英國都市發展公團網站、本計畫整理 

從柴契爾政府到布萊爾政府至布萊爾政府，UDCs 開始中央的

獨攬大權於一身變得傾聽地方和重視地方的參與及合作。於業務執

行上，後期的 UDCs 也開始較著重公平與正義，而且重視都市的整

體發展。 

在民選大都會區市政府的成立(如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中央下放自治權給地方政府行使在地的都市發展政策的制訂及執

行。這些改變也讓 UDCs 的任務與角色變得較不再似 80和 90年代

那麼重要和有急迫性。從 1997 年後，政府就不再大量的使用 UD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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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推動都市再生的工具。 

近年受到卡麥隆政府著重地方發展政策與產業更新活化等議

題影響，目前都市更新組織架構也產生變動。 

UDCs 作為推動都市再生的手段和工具，在政治、社會和經濟

的大環境改變下不斷地被修正和轉型以符合時代與環境的需求。

UDCs的優勢是它是有彈性的一個任務型的工具，每個 UDCs 都在

繼承著前人的經驗，而發展出屬於自己任務需求的型式和特色。 

◆倫敦港埠開發公團 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LDDC) 

1.發展背景 

1970 年代開始船塢碼頭因為無法配合新的航運技術以及貨櫃

輪的發展更新碼頭設施，造成關閉或停止使用：1966 至 1976

年間倫敦突然擁有一大片鄰近市區荒廢土地以及失去收入來源

的勞動人口和社區。面臨失業、公有土地缺少意願及經費進行

開發、土地污染、缺乏大眾運輸系統、市場環境不利等問題。  

1980 年「地方政府規劃與土地法案」（the Local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Land Act 1980）立法通過，1981 年「倫敦道克蘭開

發公司｣ （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LDDC）」

成立，統籌協調 Docklands 地區的開發工作。  

其開發範圍為倫敦碼頭區域達 22平方公里（8.5 平方英哩） 涵

蓋泰晤士河兩岸長達約 55英哩的水岸，含蓋範圍維哈姆雷特塔

倫敦自治市(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紐漢倫敦自治

市(London Borough of Newham) 、南華克倫敦自治市(London 

Borough of Southwark) 

2.開發過程：  

根據「地方政府規劃與土地法」(Local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Land Act 1980)第 136 條政府可成立「都市開發公團」（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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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orporation, UDC），主導單位為中央政府:環境交通

及區域部  （Secretary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屬執行性的非部會公共機構(NDPBs)，執行期間為

1981-1998(17 年)。 

 

 

 

 

 

 

 

 

表 2-11 倫敦港埠開發公團(LDDC)內容一覽表  

項目  說明  

執行

方式  

透過公共基礎建設來創造新的生產與消費空間，並且吸引和導入

私部門的投資來刺激都市發展。更新模式可簡單歸納以住宅開發

及旗艦型混合使用開發兩種為主要工具。 

董事

會  

組成 

由環境部部長任命，董事會每三年一輪且可被連續聘任，有分別

來自公、私部門的專業人士。  

依任務設七個委員會  

1.董事會 、2.住宅政策小組 、3.都市計畫委員會  

4.一般不動產諮詢小組 、5.產業專區（EZ）不動產諮詢小組  

6.社區協助小組 、7.會計年度監察委員會   

功能  

業務  

基礎設施 : 修建交通運輸設施為主。 

環境改善：目的為吸引投資，項目包含硬性及軟性的地景改造包

含硬性及軟性的地景改造。  

地權整合：取得大面積的土地供開發或再開發。  

土地復原：將受污染的土地復原到可以讓人活動。  

行銷與推廣：扭轉港埠區給人的刻板印象，引入外界的民間投資 

經濟活動:強化既有經濟活動基礎、多樣化產業類別及調整經濟活

動策略。  

企業援助與財務誘因:法令授與 UDCs 提供私人企業財務援助的權

資料來源：英國都市發展公團網站，本計畫整理 

圖 2-17 倫敦港埠開發公團(LDDC)開發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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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力。  

勞動市場:輔導當地居民再就業。(例如:進行職業訓練或提供就業

機會) 

社區參與:對相關社區團體提供財務上或實質上的協助。 

權力 

取得(acquire)、持有(hold)、管理(manage)、改造(reclaim)、

處理(dispose)土地及其他財產 

執行建築及其他工作： 

供應水、電力、瓦斯、污水下水道及其他基礎設施 

為達成更新的目的可執行一切事業或工作 

為達成更新的目的可實行任何必要事務及權宜措施 

資金  

來源  

公  部  門：18.6億百萬英鎊 

私  部  門：77.0億英鎊(約佔 80.5%) 

合      計：95.6億英鎊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發展過程 

LDDC 已於 1998 年將業務移轉予英格蘭協力組織 (EP)，

營運的十七年間，以進行人工環境改造、基礎設施建設為

主，輔以社區援助工作、教育經費補助等社會事業。LDDC

的事業可概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有不同的任務與目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第一階段(1981-1985)

 第二階段(1985-1987)

 第三階段(1987-1992)

 第四階段(1992-1998)

 進行土地整理與基礎設施的投資來扭轉港埠區的刻板印象。
 規劃港埠輕軌(DLR)及城市機場（London City Airport）。

 利用不動產開發來進行都市更新。
 坎納瑞碼頭(Canary Wharf)開發。
 推動道路系統的更新與擴大及地鐵路網的延伸。

 LDDC 下的社區服務隊成立（Community Services Division, CSD）
 與區政府達成回饋協議
 強化民眾參與程度

 準備退場後接續的工作事宜及權利義務與財產的移撥。
 完成尚未結案的交通建設

圖 2-18 倫敦港埠開發公團 LDDC發展過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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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執行成果 

公部門投資 18.6 億英鎊（合新台幣 1244 億，引入民間投資

77 億英鎊（合新台幣 5150億），另售出 1066 公頃的土地、

新建及整修過的道路計 144 公里、興建港埠輕軌鐵路

（DLR）、完成 232 萬平方公尺的工商用樓地板面積、整理

復原 1884 公頃的土地、新建兩萬四千多戶民宅、兩千七百

個新登記行號、新建五個及整建六個健康中心、補助十一

個新的小學、兩個中學、三個十六歲以上學院及九個職業

訓練中心、榮獲九十四個建築、保存及景觀的獎項、更創

造八萬五千個就業機會。 

（3）開發案例說明 

就再生案例簡 Canary Wharf (坎納瑞碼頭)為案例說明： 

 

 

 

 

 

 

 

 

 

 

 

 

 圖 2-19 Canary Wharf (坎納瑞碼頭)位置示意圖 

Canary Wharf 

資料來源：英國都市發展公團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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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Canary Wharf (坎納瑞碼頭)開發內容一覽表  

計畫名稱   Canary Wharf (坎納瑞碼頭 )  

開發面積  97.0公頃  

開發樓地板  130.0公頃  

開發類型  棕地再發展  

用途  以辦公大樓開發為主的金融中心  

總投資金額  約 1,207億新台幣  

土地所有權人  倫敦港務局  

開發者  Olympia & York  

專責機構  London Dockland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LDDC  

開發期程  1989-2008  

土地取得  LDDC向原地主倫敦港務局買下後賣給開發者  

公部門誘因  
設立產業專區(Enterprise Zones)，快速核准開發

許可  

開發商回饋措施  支付大眾運輸系統部分費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特色與借鏡： 

（1）法定組織章程  

對內的責任歸屬及對上級單位的任務回報都要根據法令來

執行，LDDC 的工作執行更有強制力。  

（2）執行動作有法律效力  

包含土地徵購及基礎設施的建設，使其除了繼承大規模土

地的優勢外，也可以根據擬定的策略計畫，快速執行基礎

設施的投入。 

（3）可以核准規劃許可 

即可以排除地方政府快速決策。 

（4）足夠的專業人才 

董事會成員每三年一輪且可被連續聘任，有分別來自公、

私部門的專業人士。 

（5）公共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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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結構裡有規劃公共參與機制，定期及不定期發行的工

作手冊、財務年報、營運計畫及監察報告都是了解 LDDC 

運作效能的管道。 

（6）具備一定規模及擁有資源整合能力  

LDDC 橫跨三個行政區可以提出較宏觀的開發計畫，有能

力整合並執行跨領域的更新工作，範圍從社會住宅、社區

發展，到高級辦公專區的規劃及重大交通建設皆有，提升

投資人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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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英國 III-都市再生公司/(URCs) 

(一)成立背景 

1997 年布萊爾政府終結了長達 18年的保守黨執政。新上任的

「新工黨」政府重新將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議題帶回了英國的政

治舞台，但其詮釋及作法皆有別於老工黨時代的社會主義思維。 

布萊爾首先在首相府設立了一個政策研究單位 -Social 

Exclusion Unit。布萊爾解釋所謂的「社會排除」是指「人民没有

方法、資源和其他工具去參與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
14
。

而為了解決「社會排除」，布萊爾政府將住宅和都市問題視為首要

之務。 

1998 年由副首相辦公室招集成立了一個政策顧問單位-Urban 

Task Force，在理查·羅傑斯(Lord Richard Rogers)的主持下在隔年

發表了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報告書。此份報告書針對英

國當時的住宅和都市問題提出了多項的改革建議。報告書裡的許多

建議後來成為工黨在 2000年所發表的「都市白皮書」15
 (The Urban 

White Paper)裡的政策。 

而都市再生公司(Urban Regeneration Companies；以下簡稱

URCs)則最早出現於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報告書中。報告

書中提到為了推動都市再生，需要成立一個新的單位來執行任務，

而建議這個新的單位最好是以有限公司的型式來成立。報告書解釋

URCs的公司模式能適應各種城市、區和甚至是較小鄰里社區範圍

級別的都市再生案推動。URCs 是以夥伴關係(partnership)組成，其

成員組成可以包括地方政府、地方住宅組織(housing association)、

社區組織、私人開發商、更新地區內的主要地主和區域發展局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簡稱 RDA)等。報告書也建議

                                                 

 

 
14 “people who do not have the means, material and otherwis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Available:<http://www.economist.com/node/108133>[Assessed 2015/11/02] 
15 DETR (2000) Our Towns and Cities: The Future - Delivering an Urban Renaissance, DETR,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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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Cs 可在地方政府的授權和在地方政府所同意的大方向下代行

決策權，例如都市計劃、發展策略和與地主談判等。但 Urban Task 

Force 則反對將都市計劃的權力如 UDCs 般完全交給 URCs
16。 

(二)法令依據 

URCs 所依據的是 Urban Task Force 在 1999 年所發表的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報告書和 2000 年布萊爾政府出版的

Our Towns and Cities: The Future - Delivering an Urban Renaissance

的都市白皮書。其所依循得是政策，而非如 UDCs 的專法法律，為

由中央認可，區域及地方政府籌設,為地方性都市更新推動機構，

屬任務型。 

(三)功能任務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報告書提出URCs的工能任務可

包含17： 

1.制訂空間規劃的主要計劃 (spatial masterplan)和發展架構

(development framework)，並取得所有夥伴的認同 

2.建立夥伴關係，承擔可行性評估，吸引公、私部門資金和其他資

金的投資 

3.承擔社區諮商和社區參與 

4.行銷和推廣都市再生區內的都市再生機會 

5.組成專業的執行團隊 

6.與地方政府的規劃團隊合作制定發展策略、發展或設計競圖的管

理、確保土地的整合和強制徵收預告等工作 

除此之外，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提出 URCs 必要時也

可能加入下列等權責： 

                                                 

 

 
16 Urban Task Force (1999)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P. 147-149 
17 Urban Task Force (1999)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P.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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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特定情況下可用折扣價徵收公有土地和其他資產，用以帶動地

區的更新 

2.可以進行增資或解散其夥伴 

3.承擔土地的整備、委託或自行興建特定的基礎建設，或執行其他

私人開發商不宜的工作 

4.承擔有必要性但比較沒有市場回報的商業或准商業設施的開發,

例如作業空間(workspace)的經營 

(四)股份組成 

URCs 為擔保有限公司(Limited Company by Guarantee)，而不

是股份有限公司(Limited Company by Shares)，其夥伴的組成多由

地方政府、地方住宅組織、社區組織、私人開發商、更新地區內的

主要地主和區域發展局等組成，其資本額視每個都市再生公司的投

資額，金額上、下限無限制，性質屬公司法人。 

(五)業務內容 

其業務內容主要為如下所示： 

1.主要計畫/Master Plan 研究規劃製定。 

2.跨部門串連與合作。 

3.提供技術層面的顧問服務，必要時可進行開發 

(六)組織架構 

URCs 的設置須由區域發展局及地方政府授權成立，必須與住

宅與社區機構、區域發展局、地方政府、地方專業人士建立有效率

的夥伴關係，扮演規劃部門及開發單位之協調者。 

URCs 設有董事會來負責監督公司的運作與重大決策的裁

決。董事會的成員皆由 URCs 的協力夥伴擔任。 

URCs 公司下則依其業務需求設有多個部門，其公司內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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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外面聘用專業人士，或由夥伴單位中借調支援。 

 

 

 

 

 

 

 

 

 

 

 

(七)資金來源與運用 

URCs 的資金來源係由政府的各項補助 ( 如 English 

Partnerships、LDA、地方政府的投資、European Union 的補助等)、

私部門的投資和融資等。 

每個 URCs 都市獨立的個體，其資金的來源與支出運用皆視其

實際的情形與案件的計畫內容而有所不用。以雪菲爾(Sheffield)為

例，雪菲爾的 Sheffiel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為 UDCs)總投資

經費約 7.88 億英鎊，其中私部門的投入約佔 86%；Sheffield One (為

URCs)的總投資額約是 12億英鎊，而其私部門的投入則約為 70%。

無論是 UDCs 或是 URCs 都是以私部門的投資佔大宗。 

(八)運作機制 

URCs扮演著顧問的性質，提供溝通平台給負責規劃的公部門

及進行開發的私人機構，然其須由區域發展局及地方政府授權成

圖 2-20 英國都市再生公司(URCs)夥伴關係及功能圖 

資料來源：曾佳瑀，台灣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功能及組織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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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1.實施方式 

（1）再生策略與基礎框架(framework)的規劃和透過夥伴關係

(partnership)來促進都市再生，多不直接擔任實施者。  

（2）透過 Partnership 來推動更新 

2.退場機制 

（1）屬任務型機構，非常設單位  

（2）任務達成後，依公司法相關規定解散退場  

3.權力 

土地取得上具透過合作夥伴提供、徵收、重劃；財務上具合作夥伴

投資、政府預算、PFI等。 

(九)監督機制 

URCs 為擔保有限公司，其公司的運作及財務受其董事會和夥

伴們(如地方政府、LDA 和其他公、私部門的夥伴等)的監督。 

(十)執行成果 

URCs 是以私部門的合法公司型式成立。在推動都市再生的執

行上，有別於早期的 UDCs 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忽略地方參與及意

見，URCs 是為了落實地方自治，讓都市再生的規劃主導權重回地

方，並強調在地的社區公民參與及跨部門的合作。 

在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於 1999 年出版至今，英格

蘭、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境內共設有超過 20 個以上的

URCs。Liverpool Vision 在利物浦市政府(Liverpool City Council)和

西北區域發展局(the North West Development Agency)和中央的英

格蘭協力組織(English Partnerships)的合夥下於 1999 年率先成立，

是第一個 URCs。Liverpool Vision 協同 New East Manchester 和

Sheffield One 為 URCs 的示範單位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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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利物浦(Liverpool)、曼徹斯特(Manchester)和雪菲

爾(Sheffield)連同後來成立的數個 URCs 的城市都曾是擁有 UDCs

的城市。較為不同的是 UDCs 多著重在都市裡的「棕土地」

(Brownfield land)的活化和開發，而 URCs 的都市復興計畫則多放

在市中心的城市行銷、都市設計和商圈(high street)等的再生。 

 

表 2-13 英國成立之都市再生公司 (URCs)一覽表  

序號 公團名稱 

1 Bradford Centre Regeneration in Bradford 

2 Catalyst Corby in Corby 

3 CPR Regeneration for Camborne, Pool and Redruth in 

Cornwall 

4 Derby Cityscape in Derby 

5 Gloucester Heritage in Gloucester 

6 Hull Citybuild in Kingston upon Hull 

7 Leicester Regeneration Company in Leicester 

8 Liverpool Vision in Liverpool 

9 New East Manchester in Manchester 

10 ReBlackpool in Blackpool  

11 Sheffield One in Sheffield 

12 Sunderland Arc in Sunderland 

13 Tees Valley Regeneration for the Tees Valley 

14 The New Swindon Company in Swindon  

15 Walsall Regeneration Company in Walsall  

16 West Lakes Renaissance for the Lake District. 

17 1st East for Lowestoft and Great Yarmouth 

18 Central Salford in Salford 

19 Newport Unlimited in Newport 

20 North Northants Development Company 

21 Opportunity Peterborough in Peterborough 

22 Renaissance Southend in Southend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再發展專案調查、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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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rpool Vision（利物浦都市再生公司)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再發展專案調查 

圖 2-21 英國都市再生公司(URCs)分布示意圖 

圖 2-22 利物浦都市再生公司(URCs)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再發展專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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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展背景 

Liverpool Vision 為全英國第一個整合了公私部門的都市再生公

司，主要工作內容為負責擬定更新策略架構 (Strategic 

Regeneration Framework, SRF)以及指導利物浦市中心的再發展

計畫。英國各地之都市再生公司視實際發展需要仍陸續增加

中，且因各地方之發展脈絡、特質及都市問題、發展策略及所

涉及之相關單位均有所差異，並非一體適用，故透過 Liverpool 

Vision(以下簡稱 LV)為例來說明 URCs 的實際運作內容。 

2.開發內容：  

（1）計畫目標 

Liverpool Vision 計畫之願景是將都市塑造成首要商業與

都市中心、更新都市空間紋理及更新基礎建設，讓利物浦

在 21世紀成為歐洲地區世界級的文化資產及品牌，這些計

畫目標轉化成更新策略架構如下： 

A.建構高品質且安全的環境，以吸引投資者、工作者、住

民及觀光客，塑造都市的榮譽感。 

B.藉由當代的設計豐富都市的傳統。  

C.建立可與其他歐洲城市相競爭的 21 世紀經濟模式，並

且為利物浦的住民創建新的工作機會。  

D.建立經濟永續成長，讓社區可以分享效益。  

E.建立一個有效傳遞願景的方法。  

F.樹立下世代國際性城市中心區發展的標竿，將利物浦建立

成世界級的觀光地區，將市中心地區發展成為首要的購

物中心。 

G.創造永續及活潑的市中心地區來提昇生活品質，進而吸

引內部投資者及 未來潛在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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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創造市中心的品質，形塑開放迎接的都市體驗，提供學

習機會以吸引及 拉住年輕人的心，確認利物浦的特色成

為歐洲城市的翹楚。 

（2）開發過程 

A.由三個單位贊助組成（稱為 Partnership）  

利物浦市政廳 (Liverpool City Council)、英格蘭西北區域

發展局(NorthwestDevelopment Agency, NWDA)、英格蘭

協力組織(EP) 

B.Partnership 功能  

提供 LV 財務及運作上的支援、資產管理；同意及履行

市中心更新專案的財務及其他必要支援；使用強制徵收

及其他適切的支援力量；宣傳以及作為各項更新預算計

畫之權責單位。 

 

 

 

 

 

 

 

 

 

 

 

 

PSDA

圖 2-23 利物浦都市再生公司(URCs)開發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再發展專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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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利物浦都市再生公司(URCs)內容一覽表  

項目  說明  

成立

方式  

地方策略伙伴 LSP(Loc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與 LV建立合作關係的地方單位 

．包含 25 個公私部門、志工團體及社區單位  

．涉及各單位的協調、溝通及決策  

．認可整體發展願景及策略，設定執行優先順序，監督及檢視

計畫執行  

董事

會  

組成 

董事會 13人，來自公部門和私部門  

設有專門的團隊進行規劃、設計、項目管理和開發的工作，分

九大部門：  

．管理團隊設經理人 4人、發展團隊 5人、規劃及都市設計團

隊 1人、ROGRAMME 團隊 1人、專案經理人 1人、行銷團隊 3

人、PASupport5人、財務與管理 4人、專案管理 1 人。  

LCC(Liverpool City Council)的人員會支援 LV 的人事。 

．人事費大多用來自 LV 之獨立預算以及市政廳之預算  

．13位來自 Liverpool Vision 12位來自利物浦市政廳支援人

力、1位來自英格蘭西北區域發展機構(NWDA) 

功能  

業務  

LV的角色定位  

．領導者：推動並監測都市更新政策執行程度，並與合作夥伴

進行有效溝通 

．管理者：全面性管理經費補助和重點計畫  

．發展者：擔任各項城市發展計畫的觸媒，提高合作夥伴有效

參與率 

．推廣者：提升市中心合作夥伴和社區的重要性，並對外宣傳

城市的投資和旅遊項目。  

資金  

來源  

政府資助  

．利物浦市政廳 (LCC)、英格蘭西北區域發展局(NWDA)、英格

蘭協力組織(EP) 

．公部門提供更新預算 SRB6（SingleRegeneration Budget) 

．歐盟補助（Objective 1）  

．Merseyside 地區地方運輸計畫。  

．民間投資 

土地  

取得  

PSDA（天堂街）專案計畫  

．開發範圍內約一半的土地為公有土地  

．以協商就地安置為主；如果未能取得共識，才由利物浦市府

以強制徵收方式取得土地  

開發

方式  

PSDA（天堂街）專案計畫  

．由公部門主導，徵求開發商進行投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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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開發計畫核准後，由開發商進行土地整合事宜，未能順利協

商之土地則訴請市政廳進行強制徵收，徵收之費用由開發商

支付，並且土地所有權歸市政廳所有。  

．市政廳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交由開發商進行開發及營運管理。  

．最高設定地上權期限為 150 年。  

退場

機制  

LV 所負責監控的各計畫執行已經結束，現階段市政廳著力在

一個新的公司（EDCs）  

．LV與 LLDC(Liverpool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 以及

BL(Business Liverpool) 整併成一個新公司，依然叫 LV。  

．於 2008 年 3 月開始運作，目標為加強並加速全市經濟之發

展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再發展專案調查、本計畫整理 

（3）輔導專案 Paradise Street Development Area (PSDA) 

整體開發範圍約 17 公頃，以商業空間為主的混合使用

大型開發計畫，主要有六大使用區塊，於 2008落成，配合

舉辦歐洲文化首都活動時啟用主體建築。 

 

 

 

 

 

 

 

 

 

 

以家用品為主

設計師商店

旗艦型百貨商場

家庭導向購物空間

圖 2-24 PSDA（天堂街）專案計畫開發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再發展專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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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開發內容 

開發商(Liverpool PSDA limited)與地方政府(Liverpool 

City Council)和擔保人(Grosvenor Limited)達成三方協

議，並簽訂三方協議規範各行為人的義務。 

表 2-15 利物浦都市再生公司(URCs)內容一覽表  

開發商義務 

(Liverpool PSDA limited 

地方政府義務 

(Liverpool City Council) 

公共設施負擔  

．建設開發區內的道路及運輸系統

並捐贈管理維護費用 150 萬英鎊  

．建設捐贈 CCTV 系統  

．設置道路標示系統及捐贈管理費 

考古  

．經費捐贈  

．製作考古調查計畫送審  

商場進駐限制  

．第一期工程尚未完成前且未執行

完畢再開發計畫之前或繳交相當

於再開發計畫之契約價金給 LCC 

前，不得進駐商場使用  

土地取得  

．負責進行區內土地整合協調工作  

．未能順利協商之土地則訴請市政

廳強制徵收，並支付徵收之費用  

公共設施負擔及考古  

．提供獨立捐獻帳戶，專款專用  

．七年內，LCC 未完全支用開發商

所捐贈的款項，開發商可以請求

返還尚未支用的捐款。  

土地取得  

．公有土地參與  

．強制徵收後土地所有權歸市政廳

所有，再由市政廳以設定地上權

的方式交由開發商進行開發及營

運管理。  

．最高設定地上權之期限為 150 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再發展專案調查，本計畫整理 

B.執行成果 

Liverpool ONE（原 PSDA）的建成，成功帶動了當地的

經濟活動、利物浦成為英國的五大最受歡迎的零售目的

地、Liverpool ONE 英國最大的露天購物中心，全英第五

大購物中心。  

3.特色與借鏡： 

雖然 URCs 並無有 UDCs 的強制徵收、都市規劃等特殊權力和

具有公法人的身分，但 URCs 有效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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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伴間有集體共識的情況下透過跨部門的合作，URCs 的執行力

不亞於 UDCs，且更符合程序正義。在地化的經營使 URCs 能充

分地了解在地的問題和鼓勵更多在地的參與，這讓 URCs 的案

例更能符合在地的需求和減少都市再生過程中的衝突。 

（1）具備明確目標導向：  

有全國統一性的政策或經費作引導，提供多元的工具來執

行更新目的。  

（2）能夠獨立穩定執行更新相關業務：  

更新案所需時間甚長，甚至超過民選政府，為能夠使該更

新案有政策延續性且不易受政治干擾： 

（3）有代表性且有法定效力的執行方式：  

若該機構要發揮一定的影響力，需具有足夠的法定權利才

能有足夠的法令工具執行相關業務。 

（4）提供獨立穩定且足夠的預算: 

以英國的單一預算為例；集合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資源，

提供一專案性、沒有新一回合、跨年度的單一更新預算，

以簡化後續預算在支應上的行政程序此一預算本身也為都

市再生公司（URCs）的主要預算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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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加坡 I-建屋發展局/(HDB) 

新加坡是東南亞的一個島國，是個多元種族的移民國家，也是全球

最國際化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亞洲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 

新加坡土地面積僅七百餘平方公里，故無省市之分，而是以符合都市規

劃的方式將全國劃分為五個行政區，由相應的社區發展理事會管理。新

加坡很多地區都是填海產生，約為新加坡原有國家土地面積的 1/4。新

加坡約有 23%的國土屬於森林或自然保護區，境內共有逾 300 座公園及 

4個自然保護區，整個城市在綠化和清潔方面效果顯著，故有「花園城

市」的美稱。 

(一)成立背景 

新加坡的土地所有制主要有國有制和私有制兩種形式。其中，

國有土地又分為國有土地和公有土地，共同點是主要用於公共目

的，都可以出售或長期出租，區別在於，國有土地的所有權屬於國

家，由土地局代表國家行使所有權，包括尚未開發利用的土地，如

暫時閒置的土地、圍海造地增加的土地等；公有土地的所有權雖然

仍屬於國家，但業權已經歸屬法定局或其他社會團體，屬正在使用

的土地，而新加坡的土地資源大部分是國有性質的。 

另新加坡的住宅不動產可分為兩大類：組屋和私宅。「組屋」

是由政府建屋發展局為廣大中低收入民眾提供的廉價公共住宅，其

約有 84%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建造的組屋中，近年來新加坡更提

倡符合綠建築的綠色組屋，私宅是由民間房地產商投資興建，按照

市價出售予高中收入民眾居住的高級住宅。 

建屋發展局隸屬於國家發展部下的法定機構之一，亦是新加

坡唯一的公共住屋機構，成立目的是為了解決早期嚴重的屋荒問

題，其宗旨是通過完善的住屋計劃，為新加坡人提供高品質和符合

人民購買力的公共住宅。建屋局成立後，訂下一系列的五年建屋計

劃及城市規劃，將新加坡重新規劃，把原來之舊社區、貧民區及落

後地區全部拆除，重新興建現代化的高樓公寓式建築；由於這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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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經過精心設計，就成為新加坡人最主要的住宅，並於 1991 年獲

得聯合國頒發世界居住環境獎。 

另市區重建局原為建屋發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所屬的都市更新處（URD），是新加坡國土使用規劃和保存

的官方機構，其重於新加坡市中心的再開發，將之從擁擠不堪的貧

民窟轉變為繁榮的商業與金融中心，之後更進一步肩負起規劃全新

加坡願景與促進實質發展的重任，在都市新舊融合的都市政策計畫

中扮演主要推動的角色，不僅做為政府代理人，同時也做為規劃和

都市設計的專業者。 

 

 

 

 

 

 

 

 

 

 

 

 

 

 

 

圖 2-25 新加坡政府組織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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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 HDB 是根據建屋發展法令 The Housing & 

Development Act 於 1960 年 2 月設立，隸屬國家發展部，為半官方

法定機構，屬常設型。 

(三)功能任務 

建屋發展局成立目的為負責國家組屋的總體規劃、設計及建

造，其執行之計畫與政策為「居者有其屋」計畫、新市鎮發展計畫、

舊城改造戰略計畫，其功能任務如下： 

1.制定住宅發展計畫 

2.徵用土地 

3.組屋建造與管理 

4.外包或承包工程 

5.出租或出售房屋及房屋貸款 

(四)股份組成 

資本額為 24 億美元，初期由政府出資，其性質屬法定機構。 

(五)業務內容 

其業務內容主要分為組屋興建及管理、社區發展、建築技術服

務等方面，分述如下： 

1.RESIDENTIAL(住宅)： 

建造組屋、組屋出售及租賃、提供購屋貸款、提供維修服務。 

2.COMMUNITY(社區)： 

社區營造:如舉辦活動、提供社區設施。 

3.BUSINESS(業務)： 

商業、工業單位租售、建築技術服務、改造及維修、土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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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使用、地產代理及銷售。 

(六)組織架構 

建屋發展局隸屬國家發展部，為半官方法定機構，主席及執行

官由部長任命，並設立四個部門，分別為建築研究中心辦理建築研

究；營建署辦理營建相關事宜，如：開發與採購、研究與計畫、建

築品質、建築技術；房地產業署辦理資產管理，如：地產與房地、

房屋管理部門、房地產與土地、工業住房地產之管理；企業署辦理

公司營運，如企業發展、財務、資訊服務、法律、內部審查等事務，

其他成員皆以招聘為公職人員(非公務人員)。 

 

 

 

 

 

 

 

 

 

 圖 2-26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臺北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出國報告，考察新加坡效率政府運作及管理機制與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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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金來源與運用 

建屋發展局的資金來源主要為政府補助及貸款、房租、維修保

養費、利息、代理收費。 

1.政府補助及貸款  

（1）政府補助:每年政府向 HDB 提供補助以彌補財政赤字  

表 2-16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政府補助一覽表 

 

 

 

 

（2）政府貸款  

A.住宅發展貸款:支助發展計畫和運作  

B.抵押金融貸款:讓 HDB 可以貸款給購屋者  

2.其他業務盈餘  

3.債卷  

4.銀行貸款  

(八)運作機制 

1.實施方式 

直接擔任實施者辦理組屋總體規劃設計及建造，或由由建屋發局

主導，部分私人參與開發。 

2.「居者有其屋」計畫 

（1）執行權力  

大目標:執行「居者有其屋」計畫  

FY 13/14 FY 12/13 FY 11/12 FY 10/11

政府給HDB補貼
(新幣)(單位:百萬)

2,119 1,042 746 345

約台幣 487億 239億 171億 79億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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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型 一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五房 套房 其他 小計

出租戶數 24,301 24,743 2,131 274 - - - 51,449

出售戶數 258 8,174 220,111 354,668 213,321 2,250 65,076 865,393

A.土地徵用法  

(A)徵用私人土地發展公共住屋或其他發展計畫  

(B)居民補償方案  

a.補償金(市價) 

b.府所分配的租賃組屋或購買組屋  

B.建屋發展法令  

(A)明訂公共住宅事務的法定權利機構  

(B)有權利訂定相關條例保障住屋發展  

a.1983年之前的租賃條例 (禁止商業活動) 

b.2000年修法可利用組屋作辦公室  

c.允許出售、購買、抵押或轉讓組屋  

（2）居住組屋人口  

有 83%新加坡人口居住於組屋，其中 80 是出售的組屋；3%

是出租組屋 ，出租組屋目標對象為低收入無力購屋者  

（3）組屋類型及數量  

組屋類型分為 1-5房型、套房、其他，其中 1-3房型以出租

為主，4-5房型、套房及其他防行以出售為主。 

表 2-17 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組屋類型及數量一覽表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網站，本計畫整理 

（4）申請條件及限制  

A.新加坡公民(年齡 21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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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必需組成一個核心家庭(父母及子女)單位  

C.每月家庭總收入不得超過 8,000新幣(台幣 17萬 6,000元) 

D.不得擁有任何私人產業  

3.權力  

土地取得上具徵收權力；財務上具政府補助、貸款、發行債卷

權力，另經部長同意後可劃定都市再開發地區，經公告三年後

可由政府徵收土地。 

(九)監督機制 

審計部門每年須提送財務報告與部長，部長須提交議會報告。 

(十)執行成果 

新加坡政府在 1964 年 2 月宣布「住者有其屋計畫」。1968 年，

政府允許新加坡人動用他們中央公積金存款購買組屋，使購屋人數

急遽增 加。組屋就是政府興建的國民住宅，再以低廉合理的價格

賣給百姓居住，新加坡約有 83%人口居住於組屋。 

◆新加坡 21 世紀新鎮-榜鵝（Punggol） 

 

 

 

 

 

 

 

 

 
圖 2-27 新加坡榜鵝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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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榜鵝新鎮位於新加坡東北部，東西臨河，北面濱海，南面以快

速公路為界，總用地面積約為 9.57 平方公里。榜榜鵝新鎮通過

淡濟尼快速公路、地鐵東北線與新加坡的中心區聯繫，另榜鵝

新鎮是新加坡在二十一世紀新鎮計畫下建設的第 1 個新城鎮。 

2.開發內容及過程：  

（1）榜鵝新鎮發展目標 

A.建設『生態鎮』，總面積:9.57 平方公里  

B.希望提供 96,000 個住宅單位(目前約 16,734 個住宅單位) 

和相應的商業、社會、娛樂休閒設施，共約 30 萬人口居

住生活。. 

 

 

圖 2-28 新加坡榜鵝新鎮發展構想示意圖(1)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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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榜鵝新鎮開放空間發展構想 

A.GREEN HEART AND GREEN FINGERS 

B.河濱公園(Waterway Park) 

C.河濱步道(waterfront promenade)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網站，本計畫整理 

圖 2-29 新加坡榜鵝新鎮發展構想示意圖(2)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網站，本計畫整理 

圖 2-30 新加坡榜鵝新鎮發展構想示意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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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榜鵝新鎮土地使用發展構想 

A.新的發展目標-榜鵝市中心東北地區  

B.中心廣場  

C.購物中心  

D.學習廊道  

 

 

 

 

 

 

 

 

 

 

 

3.特色與借鏡： 

（1）政府主導開發與建設(HDB) 

A.設立統一專責機構(公司化) 

B.擬訂房屋政策（居者有其屋計畫）  

C.組屋規劃、設計、興建、分配與管理  

 

資料來源：建屋發展局/(HDB)網站，本計畫整理 

圖 2-31 新加坡榜鵝新鎮發展構想示意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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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減低人民購屋壓力 

A.中央公積金制度支持  

B.比市價低的房屋價格  

C.由專責機構提供貸款服務  

D.條件式提供住宅補貼  

（3）適時調整住宅福利政策  

A.制定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購屋政策  

B.低收入家庭購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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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加坡 II-市區重建局/(URA) 

市區重建局是新加坡土地利用規劃與舊建築保存之主管機關，隸屬

於國家發展部。其使命是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居住、工作與休閒的卓

越城市，規劃並推動新加坡的實體發展，進而落實目標。 

(一)成立背景 

原為建屋發展局（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HDB）所屬的

都市更新處（URD），從事中心區的實質、社會與經濟的再生。1974

年轉變成國家開發部（MND）所屬的獨立的法定機構，成立市區

重建局（URA），後與國家發展部部份部門合併，作為國家規劃與

歷史保存主管機關，提供一個可盡量發揮土地資源以迎合現況所需

的規劃藍圖，同時從事土地保育以順應未來發展，成為市區重建局

的首要工作。 

 

 

 

 

(二)法令依據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是根據市區重建局法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Act 於 1974年 4月設立，為山坡土地利用規劃與舊建築保

存之主管機關，隸屬國家發展部，為半官方法定機構，屬常設型。 

(三)功能任務 

市區重建局成立目的為負責國家土地規劃、發展控制、實質發

展、銷售代理、歷史建物保存，其功能任務如下： 

1.籌劃長期概念計畫與主要計畫，並結合與引導這些計畫帶來的實

質成效。  

圖 2-32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成立背景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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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過國有土地銷售吸引私人資金投資開發。  

(四)股份組成 

資本額為 2769 萬美元，初期由政府出資，其性質屬法定機構。 

(五)業務內容 

為使新加坡建設成為一個居住、工作與休閒的卓越城市，新加

坡一直採取積極主動的規劃策略。市區重建籌備長期的策略規劃與

詳細的地區規劃，以促進實際發展，同時協調相關合作單位，並指

導各方具體落實。 

1.規劃理念  

平衡經濟、社會、環境因素，永續發展  

2.規劃目標  

（1）為人民提供就業機會  

（2）提供良好生活環境與適當生活設備滿足不同需求  

（3）為後代子孫保護綠色環境  

3.業務內容  

負責國家土地規劃、發展控制、實質發展、銷售代理、歷史建

物保存。 

（1）概念計畫 Concept Plan：指導新加坡未來 40 至 50 年的戰

略性土地及交通計畫，每 10 年檢討一次。 

（2）主要計畫 Master Plan：指導未來 10 年至 15 年各法定規劃

內容，其內容包含包含允許土地使用及強度，每 5年檢討

一次。 

（3）土地銷售出讓 GLS：釋放國有土地銷售予私人開發商，每

半年一次。 

（4）歷史建物保存：對需要保護之傳統，古蹟，建築和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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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交或提出建議或提案予政府、其他法定機構或任何

人。 

(六)組織架構 

市區重建局隸屬國家發展部，為半官方法定機構，主席及局長

由部長任命，並設立八個部門，分別為實質規劃署、發展管制署、

專業開發署、保存及城市設計署、土地銷售及管理署、策略規劃署、

資訊系統及地理空間署、企業發展署，另其他成員皆以招聘為公職

人員(非公務人員)。 

 

 

 

 

 

 

 

 

 

 

另有關重建局的職責，基於公用或再發展目的，可就所有之土

地擁有出售、出租、授予使用許可之權力，且被授予代理權時，可

代理政府或其他法定機關執行出售、出租、授予使用許可之權力，

另對於重建局認為適當的土地、建物、或其他財產擁有管理權力，

對於認為需要保護之傳統，古蹟，建築和美學，可提交或提出建議

或提案予政府、其他法定機構或任何人，另可以代理機構或顧問立

場為政府、個人、公司或主管機關許可之建築項目或市區重建案提

供資訊及意見，且擁有土地規劃管控及開發權利。  

圖 2-33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URA)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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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部門業務一覽表 

組別 業務內容 

實質規劃署 概念及主要計畫制定 

發展管制署 建物容積及高度控管、實質計畫審查、銷售紀錄及法

律諮詢 

專業開發署 分享新加坡的城市規劃經驗、城市設計國際平台 

保存及城市設

計署 

城市設計規劃與保護計劃、基礎環境發展協調 

土地銷售及管

理署 

國有地銷售平台、提供房地產訊息、住房開發許可 

停車場管理 

策略規劃署 策略規劃及研究發展 

資訊系統及地

理空間署 

提供、設計 IT 系統 

企業發展署 維持 URA 企業控管機制、與 MND 溝通平台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URA)網站，本計畫整理 

(七)資金來源與運用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資金來源為政府補助及貸款、土地出讓、租

金、利息、都市控管、代理及顧問費用。 

1.財政狀況 

有關重建局之財政情形，於 20\14年收入如下表所示： 

表 2-19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財務狀況表 

 

 

 

 

 

 

 

項目 細項 千美元＄

規劃及其他服務收入 協助政府機構
-策略規劃服務（43,822）
-協助國家發展部服務費用（13,368）
-地方管理（9,390）
-促進建築和城市優秀設計（4,238）

81,749

代理及顧問費（國有土地出讓開發相關） 29,247

都市控管收入（行政規費相關） 25,046

停車場管理及相關費用（與建屋發展局合作） 67,943

租金收入 8,214

其他開發收入 1,798

合計 213,997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URA)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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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政規定 

（1）經部長批准後，重建局可不定時基於本法目的向政府借

款，或經部長指示經由其他方式籌資，包含創建債券，股

票或債券。  

（2）重建局應在部長批准的時限內償還本金及利息。  

（3）重建局可在部長的批准下，基於特定目的不定時與銀行貸

款  

(八)運作機制 

1.實施方式 

可自行實施或代理實施，也可成立其他公司或法人團體實施，

亦作為開發整合平台，可透過 Partnership 或自己直接主導更新

擔任實施者。 

2.規劃過程  

 

 

 

 

 

 

 

 

 

 

 

圖 2-34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規劃過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URA)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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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5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概要計畫/主要計畫研究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市區重建局/(URA)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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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權力  

土地取得上具徵收權力；財務上具政府補助、貸款、發行債卷

權力，另經部長同意後可劃定都市再開發地區，經公告三年後

可由政府徵收土地。 

(九)監督機制 

審計部門每年須提送財務報告與部長，部長須提交議會報告。 

(十)執行成果 

自 1965 年獨立後，新加坡在李光耀領導下迅速轉變成為富裕

的亞洲四小龍之一，是個多元文化種族的移民國家、城邦島國，有

花園城市美稱，也是全球最國際化的國家之一 

◆濱海灣整體規劃(Marina Bay) 

 

 

 

 

 

 

 

 

 

 

 

 

圖 2-36 新加坡濱海灣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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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濱海灣都市規劃整體營造，全區興建於填海土地上，目的是要

把新加坡由「花園城市」打造成「花園裡的城市」。濱海灣區是

大規模的整體規劃，近幾年陸續完成濱海灣花園、金沙酒店和

賭場，以及金沙美術館和劇院。 

2.開發內容及過程：  

（1）開發代理機構：市區重建局全權負責規劃設計、基礎建設、

行銷、整合  

（2）開發區位：新加坡南側濱海灣（緊鄰新加坡中央商務區）  

（3）開發面積：360 公頃(填海造陸）  

（4）計畫宗旨：在促進一個包括商業、住宅、酒店及娛樂的混

合區。住環境創新概念 3E、Explore─居發展願景、

Exchange─全球金融中心、Entertain─繽紛娛樂新體驗。 

（5）規劃構想  

 

  

資料來源：新加坡濱海灣網站，本計畫整理 

圖 2-37 新加坡濱海灣配置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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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濱海舫住宅大樓  

建築類型 住宅 

建築樓層 63～70 層（新加坡最高住宅大樓） 

竣工日期 2008～2009 年  

開發商 城市發展集團、美國國際集團環球房地產 

B.濱海灣金融中心 

建築類型 3棟 A 級辦公大樓、2棟住宅及商場 

建築樓層 63～70層 

總樓地板面積 約 13萬坪 

竣工日期 2010～2013 年 

開發商 長江實業、和記黃埔、香港置地、吉寶

置業共同開發 

C.濱海灣藝術中心 

建築類型 國家級藝術表演中心 

佔地面積 約 6公頃 

設施內容 劇院、音樂廳、酒店、購物中心、戶外

表演場地  

開幕日期 2002年 

土地管理 新加坡通信與藝術部 

建物管理 濱海藝術中心有限公司 

D.濱海灣金沙酒店 

設施定位 
綜合渡假村  

佔地面積 約 15.5公頃 

樓地板面積 約 17萬坪 

設施內容 酒店、會議中心與展覽設施、劇院、零

售商、餐館、賭場 

開幕日期 2010年 

開發商 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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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示意圖 

新加坡濱海灣藝術中心示意圖 

新加坡濱海灣金融中心示意圖 

圖 2-38 新加坡濱海灣更新後示意圖 

資料來源：新加坡濱海灣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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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與借鏡： 

（1）統籌規劃建設，將業務不同業務（規劃、管制、標售、研

究、公共設施改善）彙整於一局處，增加官方推動效率。 

（2）主導都市規劃構想，作為官方與民間主要開發溝通平台  

（3）依據特殊需求訂定都市設計規定（金沙酒店控管前低後

高，營造天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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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韓國 I-土地住宅公社/(LH) 

韓國政府至 1989 年才開始推動公共租賃住宅政策，從中央至地方

各單位合作推動，成立住宅公社(LH、SH)、福利服務及研究發展單位

等執行住宅事業計畫。歷經多年的發展，韓國公共租賃住宅除透過開發

興建方式，也同時進行多元供給，如政府購入民間住宅、都市更新分回

住宅等。在管理制度方面藉由入住對象混合中低所得階層，透過有效管

理與福利服務的引入，使公共租賃住宅維持良好品質。 

(一)成立背景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Korea Land & Housing Corporation,LH)於

2009年 10月 1日成立，前身為 1962年設立之大韓住宅公司及 1975

年成立開發國土之韓國土地公司組成，韓國土地住宅公社共建設住

宅、開發各地居住用地、新市鎮及產業園區，併同建設相關上下水

道設施、公園、學校 等多種基礎設施。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不是行政機構，而是由政府投資的國有企

業，社長係由韓國總統任命，透過土地開發經營獲得利益，並將開

發利益用於住宅福利事業。 

 

 

 

 

 

 

 

 

 

經濟狀況

所得↑、消費↑

住宅供給停滯→價格暴漲

政治狀況

民主化渴望↑、所得差距↑

階層隔閡↑、政權不穩↑

LH公社

160萬戶施行

建設5大新都市

地方政府

40(租賃8萬)萬戶

目標分配

中央政府
‘89住宅200萬戶計畫

‘89導入永久租賃制度

圖 2-39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 LH設立背景示意圖 

資料來源：韓國土地住宅公社 LH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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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是根據韓國土地住宅公社法於 2009 年 10

月設立，隸屬於國土海洋部，為該部住宅政策主要的推動執行機

構，屬政府投資之國有企業，屬常設型。 

(三)功能任務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成立目的為執行土地購入、開發、儲備、供

給、新市鎮開發、管理、住宅建設供給及管理，以提高國民居住生

活品質及有效利用國土資源，其功能任務如下： 

1.提供公共住宅及建立住宅福利計畫 

2.開發可提供住宅供給之土地、新市鎮 

3.開發產業及物流專區、開城工業區、自由經濟示範區等 

4.土地儲備及管理，管理出租住宅 

(四)股份組成 

資本額為 30 兆韓圜，初期由韓國政府與韓國產業銀行共同投

資約 30 兆韓圜，其性質屬公法人團體。 

(五)業務內容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業務範圍含括土地開發、住宅興建、住宅管

理等一條龍式之住宅開發模式，其業務內容如下： 

1.土地開發項目  

（1）開發住宅用地及建設新市鎮(916 個地區，10.68 萬公頃) 

（2）開發工業園區(81 個地區，1.97 萬公頃) 

（3）國家級項目(世宗市、革新城市、開城工業園區) 

2.住宅建設項目  

（1）租賃住宅(58 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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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售住宅(118 萬戶) 

3.住宅福利項目  

永久、國民租賃住宅(55 萬戶)、長期押租住宅(7 萬戶)、包租住

宅(8 萬戶) 

(六)組織架構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隸屬「國土海洋部」，非行政機構，而是由

政府投資的國有企業社長係由韓國總統任命，委員由國土海洋部部

長委任，必要時政府可調派公務員兼任特殊專業的管理階層，其餘

人員以公開招募為主約 6100 員工，其由 9 部門、47 處室、1 個研

究機構組成，如：規劃及財務部、住宅福利部、都市環境部、公共

住宅部、國家計畫部等部門，執行土地購入、開發、儲備、供給、

新市鎮開發、管理、住宅建設供給及管理。 

 

 

 

 

 

 

 

 

 

 

 

 

資料來源：韓國土地住宅公社 LH網站，本計畫整理 

圖 2-40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 LH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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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金來源與運用 

韓國住宅公社 LH 為財務獨立的單位，由韓國政府、韓國產業

銀行總投資 30 兆韓圜(約 8,600 億)，其中 15.2 萬億實收資本，允

許其使用在與公共利益有關的計畫中，雖財務獨立，但中央每年都

編列預算，彌補因興辦公宅難以自償的部分。 

1.總資產：167.7 兆韓元(約 4.8 兆台幣) 

（1）庫存資產 87.8 兆(約 2.5 兆台幣) 

（2）租賃資產 62.8 兆(1.8兆台幣) 

（3）其他 17.1 兆(4,876 億台幣) 

2.總負債：138.1 兆韓元(約 3.9 兆台幣) 

（1）金融負債 87.8 兆(約 2.5 兆台幣) 

（2）會計上的負債 50.3 兆(1.4 兆台幣) 

（3）負債比 466% 

3.資本額：30 兆韓元(約 8,440 億台幣) 

4.子公司：住宅管理公社、韓國土地信託、韓國建設管理公社 

(八)運作機制 

1.實施方式 

可直接擔任實施者或委由私人企業承辦，可透過 Partnership 或

自己直接主導更新擔任實施者。 

2.公共租賃住宅建設  

（1）土地取得  

A.依相關法令可強制徵收土地，經中央主管機關(國土交

通部)及地方政府核准。  

B.法令規定開發主體負有提供永久租賃住宅及國民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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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之義務。  

（2）住宅建設方式  

依核准計畫決定建築數量、供給對象，由 LH 直接承辦住

宅設計、施工等，委由私人企業承辦。� 

（3）建設資金來源  

將土地開發過程獲得的利益用於住宅福利項目交叉填補

住宅福利設施，政府另再編列預算補貼，亦可向國民住宅

基金貸款(年利率 3%左右)。  

3.權力 

土地取得上具徵收、購入、重劃用地、地目變更、土地分割與

合併、上述以外之使土地利用價值補充或增值之必要措施等權

力；財務上具資本金與累積金、政府與金融機關之借款、發行

公社債籌措之資金、依據總統令訂定之不動產金融方式籌措之

資金、資產運用收益金、自國外之借款、其他之收入，政府可

擔任公社向國外借款之本息金償還擔保等權力，另依相關法令

可強制徵收土地，經中央主管機關(國土交通部)及地方政府核

准。 

(九)監督機制 

主席及董監事由政府指派，年度預算及營運績效受政府監督。 

(十)執行成果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透過穩定弱勢群體的居住環境，實行居住福

利事業，為提高國民生活品質建構舒適的城市環境，為保障無房百

姓的安居擴大公共住宅建設，為推動國家經濟的發展承建國家建設

項目致力於穩定國民居住環境及國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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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社區 

1.背景： 

由 LH 公司進行開發，基地占地約 33.4 公頃，為混合出售住宅

及出租住宅的大型土地開發案，位於首爾市範圍外的近郊。 

2.開發內容：  

（1）租期：50-30年  

（2）收入水準：20-40分位，所得較低者優先入住  

（3）四種房型： 36 ㎡、46㎡、51 ㎡、59㎡ 

（4）租金： 以 15 坪住宅為例：  

A.押租金約 2,600 韓元(約 74 萬台幣) 

B.月租金約 20 萬韓元(約 5,700 元台幣)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公務出國報告書，韓國公共租賃住宅國際交流出國報告 

圖 2-41 韓國清溪社區開發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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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韓國 II-住房公司/(SH) 

首爾市住宅政策最重要的推動機構是首爾 SH 公司，其主要任務包

括首爾市大型土地開發、公共住宅建設、出租物業管理等。 

(一)成立背景 

首爾住宅公司(Seoul Housing Corporation, SH)是由首爾市政府

出資成立的法人團體，自 1989 年成立以來，其業務重點與韓國土

地住宅公社相仿，包含土地開發、公共租賃住宅之興建與管理、都

市更新等項目。 

 

 

 

 

 

 

 

 

 

(二)法令依據 

韓國住房公司是根據 Local Public Enterprise Act公社制訂條款

於 1989 年設立，隸屬於首爾市，屬政府出資成立的法人團體，屬

常設型。 

(三)功能任務 

首爾住房公司成立目的為提供首爾市民安定的居住環境，提升

市民居住福利，打造友善生態都市，其功能任務主要為推動住宅政

首爾市綜合建設總部

首爾市木洞事業所

設立首爾市SH公社
(舊 首爾都市開發公社)

1968年成立

1970~80年代 建立市營公寓(長安、可樂等)

1996年代統合為建設安全管理總部

1981年成立

吸收綜合建設部人力

專門負責木洞開發事業(建立2,5000戶)
1988.11解散

1989年2月成立

初期以綜合建設部公務員選拔招募成員

專門負責建設公共公寓
接管木洞開發事業

公開招募新員工(1991)

圖 2-42 韓國住房公司 SH設立背景示意圖 

資料來源：韓國住房公司網站，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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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執行機構 

(四)股份組成 

資本額為 5兆韓元，初期由政府出資，，其性質屬公法人團體。 

(五)業務內容 

從土地取得、住宅興建到最後住宅管理皆可由 SH 公社執行辦

理，其業務內容如下： 

1.土地取得，開發及供給  

2.住宅建設、改良、供給、租賃和管理  

3.都市再生事業、住宅環境改善、住宅再開發、再建築等業務  

4.都市基礎設施等都市計畫事業  

5.海外建設事業  

6.外資引進和外國人投資事業  

(六)組織架構 

首爾住房公司隸屬隸屬於首爾市，屬政府出資成立的法人團

體，含社長、監事、戰略行銷處、都市研究所和 5個部門、2 個室，

員工數約 1100 人，社長與董監事為政府指派，必要時政府可調派

公務員兼任特殊專業的管理階層，其組織與人力調整擴編須經過首

爾市長同意，其餘人員以公開招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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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金來源與運用 

韓國住房公司每年度預算規劃需提交市議會審查與通過，為財

務獨立的單位，但中央每年都編列預算，彌補因興辦公宅難以自償

的部分，政府的補助佔建設經費的 70%，且地方政府可以適時給

予補貼或長期貸款。 

 

 

 

 

 

 

 

 

資料來源：韓國住房公司網站，本計畫整理 

民間財源 公共財源 住戶

公
社
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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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 首爾市 SH公社

補
貼

住
宅
基
金

出
資

出
售
收
益

租
賃
保
證
金

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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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4 韓國住房公司 SH資金運用示意圖 

圖 2-43 韓國住房公司 SH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參與市長率團赴韓國首爾 考察首爾市公共住宅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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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運作機制 

1.實施方式 

可直接擔任實施者或委由私人企業承辦，亦可以代辦事業、自體

事業、受委託事業等方式參與更新。 

2.確保租賃住宅用地之開發程序 

原屬建設型：全面徵收、全面拆除，提供大規模廉價租賃住宅，

另區位非為考量重點，以容易取得的土地為優先選擇，後因首

爾住宅政策轉變且土地取得困難後，已從大量供給政策轉向配

合特定對象需求(2000 年後)，考量不同收入分位點市民需求與特

定對象，提供多樣化租賃住宅(醫療安心住宅、大學生宿舍、藝

術家共同開發住宅、女性安心住宅、高架橋下遊民住宅….等)或

民間興辦公共住宅，由 SH 公社承購後提供租賃使用、承租私人

土地興辦租賃住宅等。 

3.權力 

土地取得上具徵收、購入等權力；財務上具公社債、銀行貸款、

地方政府可以適時給予補貼或長期貸款；另外還有房租、保證

金收入等權力，有移居對策但 SH 公社與原住戶協調未果，政府

會介入，協調不成會動用強制手段。 

(九)監督機制 

首爾市長直接指導與監督公社資產、帳戶與營運狀況皆受到市

府監督；公社應公布營運狀況、財務報表、預算結算、年度目標、

經營績效等有關公社營運重要事項。 

(十)執行成果 

首爾 SH 公社主要成果如下： 

1.確保公共住宅數量  

（1）1989 年至 2014 年為止，平均每年建立 1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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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公共住宅 26 萬戶，公共住宅數量 6.9%(首爾約 354.7

萬戶) 

（3）目前租賃住宅比率 6.2%，預計 2018 年首爾租賃住宅可增

加至 8% 

2.提供低價住宅並進行租戶服務與住宅管理  

（1）對於租賃住宅給予不同所得階層，給予民間租賃時價

20%.40%.70%不同折扣；低收入戶的租賃保證金約 148.7

萬韓元(約 4.4萬台幣)，月租費約 3.4萬韓元(約 1千台幣) 

（2）目前管理租賃住宅共計 388個園區，160,998 戶；SH 公社

直營管理：47 個園區，34,119 戶，委託住宅管理業者管

理：341 個園區，126,879 戶 

◆牛眠洞社區 

 

 

 

 

 

 

 

 

 

 

 

 

地鐵站

圖 2-45 牛眠洞社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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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位於房價高貴的江南瑞草區，交通便利，距首爾市政廳 18公里

為原限制開發區的綠帶解編後釋出的土地。 

2.開發內容：  

（1）開發方式  

私有地由首爾市價購、由 SH 公社負責分期分區開發興

建、包含出售住宅與公共租賃住宅  

（2）開發規模 

土地面積 17.5萬㎡ 總樓地板 50.6萬㎡，其中出售戶數為

815 戶，出售價格 1200 萬韓元/坪(約台幣 35 萬)、出租戶

數 2322 戶，租售比：3:1。 

（3）本案特色 

A.出租與出售的住宅室內裝潢材料相同  

B.導入智慧住宅設計，居民可透過觸碰面板控制家中燈

光、空調  

C.開放空間配置街道家具、兒童遊戲設施、資源回收設

施、公共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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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參與市長率團赴韓國首爾 考察首爾市公共住宅本計畫整理 

 2005.9興辦地區指定

 2007年事業計畫核定

 2009.3動工

 2010.12完成變更許可

 2011.11部分完工開始入住

 2013全數完工

圖 2-46 韓國牛眠洞社區開發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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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色與借鏡：  

（1）中央與地方住宅政策目標一致且明確 

擴展公共住宅，多元化提供，並不應政權移轉而中止，另

租賃住宅入住對象混合中低所得階層，透過有效管理與福

利服務維持良好住宅品質。 

（2）對於住宅再開發事業強制規定設置公共住宅  

實施者可申請容積獎勵，惟必須提供總家戶數或總樓地板

面積 20%做為公共租賃住宅使用。 

（3）建議台灣應先行建構再生機構之授權法令並建立多元化經

費支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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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美國-加州都市更新機構/(RDAs) 

美國加州之地區更新法（California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Law）

於 1945 年頒布，後於 1993 年修訂，作為地方政府處理於窳陋地區之工

具。而依美國加州之地區更新法（California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Law）所受權成立之更新機構（redevelopment agency of the community）

則為更新計畫之執行者，屬加州政府轄下之公共團體，其業務聚焦於振

興都市環境及經濟窳陋地區，透過計畫、開發、重建、修建之過程，吸

引私部門投資合作，使地區之生活及工作環境、稅收、就業機會得以提

升，且擴大地區商機、改善基礎建設、提供居住之建築並降低地區犯罪

率及提升地區稅收總額，以提供生活機能完整之居住環境。 

(一)成立背景 

美國都市再發展事業，萌芽於 1930 年代，為改善地區實質環

境及經濟窳陋，促進地方及州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加州政府宣示辦

理都市更新計畫不因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婚姻狀況、國籍或

祖先而有歧視。 

1945 年制訂的「加州地方更新法 California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Law」中明定再發展必須同時符合二種窳陋（blight）

情況，才能使用再發展權。第一種窳陋情況為經濟的窳陋：包括現

有商業區空地開發能力不足、高空屋率及商業樓地板面積經常轉手

的現象。第二種窳陋情況為建物的窳陋：包括建物與土地的破敗、

及公共設施的不足。 

每個地方經過立法機關立法同意該地方有必要設立該機構可

以創設一專責機構，專責機構必須先對再發展地區進行調查與分

析，說明窳陋狀況，由市政督導委員會（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審議，經法定程序核定，對特定地區賦予採用再發展之授權。 

(二)法令依據 

加州於 1945 年制訂地方更新法(CRL)確立更新地區推動組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2-98 

織，專責機構(Redevelopment Agency)屬於社區的民選組織、市議

會或郡政委員會，都可以根據「加州地方更新法」成立專責機構。

專責機構是一個獨立的公法人團體，向社區的地方自治體、以及市

議會或郡政委員會報告。並於 1952 年 CRL 編入加州憲法，建立了

稅金增額籌資制度 Tax Increment Financing（TIF）；以及 1976 年立

法從重建項目範圍內的稅收增量提供中低收入住宅計畫。 

(三)功能任務 

都市更新機構係針對都市化地區提出並執行更新計畫，其更新

內容不僅為環境之改善，亦復甦經濟環境，經加州立法機關就窳陋

地區提出下列兩大項目： 

1.窳陋環境條件如下: 

（1）建築物可能違反建築法令或荒廢缺乏維修、毀損、設計及施

工所造成缺陷等因素，即對居住或工作環境造成安全及健康

之疑慮。 

（2）不合市場條件或不合宜之硬體設施，將阻礙經濟發展。 

（3）相鄰但不相容之土地使用產生互相干擾現象，並阻礙地區經

濟發展。 

（4）現況環境腹地不足且所有權細碎，造成現況發展衰頹。 

（5）有害廢料污染之環境。 

2.經濟環境窳陋情況如下： 

（1）不動產價值貶值、不景氣或不符投資效益。 

（2）已開發並配有各種公共設施的都市地區內，含過多被棄置的

建築及空地、商店空置率過高，租金偏低，轉換率過高。 

（3）缺乏社區具備的必要商業設施，包括雜貨店、藥局、銀行及

其他貸款金融機構等。 

（4）居住環境過於狹小，且過多迎合成人之行業，亦導致公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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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福利問題。 

（5）高犯罪率，構成了嚴重威脅市民的安全和福利。 

都市更新機構聚焦前述不良都市已開發地區，以改善開放空

間、基礎建設及重建污染土地、建設平價住宅，進而提供其

他設施，並吸引私人投資、增加就業機會，並提供小企業借

款及融資，經改善硬體環境及軟體經濟以振興及付予都市新

生命。 

(四)股份組成 

其組成多由聯邦政府市政委員會依聯邦法所創設組成，資金大

部份來自聯邦政府的地方補助金，其資本額視每個專責機構為執行

必區更新發展的施政重點而定，性質屬獨立的公法人團體。 

(五)業務內容 

依據加州地方更新法，為執行地方更新，使更新後更具吸引

力，專責機構擁有籌措財源及不動產處理的獨有業務權力。 

1.財務 

專責機構為達成再發展計畫目標，可借貸資金，此機制近年來廣

泛應用於各再發展地區，包括發行稅金增額債券、抵押歲入債

券、旅館稅債券等。專責機構因應不同計畫的需要，彈性使用各

種財務工具，其中以稅金增額債券最為特殊，讓地區可應用再發

展改善所增加的稅收，供社區再改善之用。 

2.不動產處理 

經市長、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市政督導委員會核定再發展計畫的

土地，專責機構擁有取得、改善及出售土地的權力。專責機構最

引起爭議的權力為土地徵收（eminent domain），因此規定擬運用

土地徵收權時，必須於再發展計畫中載明適用地區。以實務面而

言，徵收權的使用主要在作為談判策略的工具，但幾乎不動用該

項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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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人參與協議為最基本的再發展工具，經由協議提供了公私

合作再發展的基礎，協議書中須載明再發展計畫地區主要執行事

項、該機構協助再發展的義務或創造再發展的遠景。 

3.公共設施的改善 

專責機構經常以提供公共設施之改善，支持私部門的開發與剌激

私部門的投資。 

4.鄰里規劃程序與重點 

擬定再發展計畫過程中，須提供鄰里組織有關計畫的重點與架

構，讓地區得以共同參與，以發現問題，並對解決問題的方案及

優先順序達成共識。一個成功的再發展程序，由計畫草案到執行

階段，問題之界定並不僅限於經濟及建物開發，尚涵蓋社會、犯

罪、衛生等問題，透過地方組織的反應及該機構、市政府的引導，

進行再發展計畫。社區參與的機制實為成功再發展案中相當重要

的一環。 

(六)組織架構 

專責機構所簽訂契約生效前，或行使相關職權前，必須先提出

向州務卿報備相關法案。當立法機構接受需要成立專責機構之決議

法案，市長或是監督委員會的主席應指派五位地方選民，亦可包括

依法成立公屋當局的承租戶，擔任專責機構委員。立法機構得於接

受須要成立專責機構之決議法案之同時或往後任何時間，增加專責

機構委員人數至七人。從立法機構作成該項決議起，委員會人數即

必須保持為七人。委員可為非民選官員或非地方受雇者，並也可以

是地方的委員、官員、其他機構或當局之受雇者。  

專責機構必要時得選任、指派及雇用永久或臨時性之官員、代

理人、律師與職員，並得在不違背立法機構所定該機構之開支與預

算法規下決定其資格、職責、福利及薪酬。若因某更新計畫而有職

訓或聘雇機會，應優先考慮更新計畫範圍內之低收入居民。  

為執行公務專責機構得使用都市計畫委員會、工務局及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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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務部門之相關服務與設施。立法機關撥給專責機構營運基金之

補助，不得視專責機構為地方之公務機關，不得視其其官員、代理

人、律師及員工為市府公職人員。 

(七)資金來源與運用 

更新機構之可接受政府資金及私人投資、並可借貸、發行債

卷，並提供小企業借款及融資、收購及租賃不動產，其中重要來源

說明如下: 

1.聯邦補助 

當時美國都市再發展經費，大部份來自聯邦的地方發展補助金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該補助金，是 1974 年

住宅與地方發展法案授權設置的（Housing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ct of 1974）。此法案於 1977 年修正，為現在都市再

發展及各種都市發展方案的法令依據。 

依據 1974 年住宅法案及 1977 年之修正法案，聯邦政府所提供之

都市再發展的經費，除地方發展補助金外，尚有綜合計畫協助基

金（Comprehensive Planning Assistance）整建貸款（Rehabilitation 

Loan）都市發展行動補助金（Urban Development Action Grants）

以及財務指定基金（Financial Settlement Fund）等。在住宅法案

中已規定經費額度，所以各種計畫較能在穩定的狀況下推動。 

地方發展補助金主要用於：土地或地上物取得、土地或建築物之

處理、公共設施及改良物之取得、興建、改建、整建或維護、建

築物拆除、遷移、公共服務及實施都市再發展所需費用。整建貸

款主要用於資助都市住宅放領。都市發展行動補助金主要用於補

助嚴重蕭條的城市及都市化的地區，俾結合公、私的投資，使地

方經濟能夠復甦，重振衰敗的社區。至於財政指定基金則為協助

核准有案之計畫，主要是都市再發展計畫，解決其財政上的困

難，俾能順利完成。而綜合計畫協助基金，則是資助州或地方政

府擬定綜合計畫之補助金。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2-102 

2.稅金增額融資 

稅金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簡稱 TIF）的制度幫助

地方政府不靠上級政府的補助，推動都市再發展事業。 

（1）稅金增額融資之定義 

加州 TIF 制度（俄勒岡州亦然）的法源依據是 1952 年修正

的「地方更新法」（Community Redeveloment Law）。該法授

權各市的「專責機構」（Redevelopment Agency）以 TIF 方式

取得再發展事業的長期資金。 

當市議會核准某一再發展計畫，可立刻計算出計畫影響範圍

的原不動產價值。所謂稅金增額（Tax Increment）指的是在

再發展計畫實施之後，在計畫影響範圍之內超過原有土地及

房屋稅收的部分。計畫起始年後一段時間因計畫實施所產生

的稅金增額，大部分可由都市再發展局運用，少部分則上繳

給市府以減輕市府支出增加的負擔。 

都市再發展投資項目所產生的稅金增額可以用在下列幾個

方面：發行都市再發展公債、提供中低收入平價住宅計畫、

地價補貼、開發商的低利融資、原住戶的拆遷安置補償費

用、公共設施興闢費用、再發展區整體維護費用等。 

加州政府准許都市再發展開發基金運用在不同的再發展地

區，並授權都市再發展委員會統籌及監督；而俄勒岡州政府

則不允許資金用於其他再發展地區，若開發資金不足，再發

展局可針對該再發展地區發行公債籌資。由此可看出美國各

州立法的獨立性與特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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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IF 的優點 

TIF 的制度對於地方政府最大的貢獻為：財務自給自足，不

需上級補貼。美國在 60 至 70 年代由聯邦政府所發動的「都

市再發展計畫」（Urban Renewal Program）是以地方政府規

劃，向中央申請補助的方式為主要資金的來源。不過，聯邦

的這項計畫受到各界嚴重的批評而停止。此後各種補助逐漸

減少，各地方政府必須積極另覓財源推動都市再發展。TIF

制度因而變得越來越重要。 

(九)監督機制 

專責機構應依法保持會議記錄並公開給公眾檢視，並向地方上

的地方自治體、以及市議會或郡政委員會報告。 

(十)執行成果 

◆舊金山都市更新專責機構（ 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SFRA）為例 

1.背景： 

該機構係於 1948 年由市政委員會依聯邦法所創設。成立初期，

資料來源：赴美考察「永續發展、都

市再發展及老人住宅社區」出國報告 

圖 2-47 稅金增額融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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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市政組織之一單位。僅推動少數個案，鑽石高地（Diamond 

Heights）是第一個開發個案。1950 年代後期，該市市長將機構

獨立出去，並設置委員會及執行長。在二次大戰前，舊金山市

政府並沒有重要的再發展策略，而是強調新的發展，並在此理

念下研擬了一系列新的開發案。 

1960 年代早期至 1970 年代中葉，SFRA 制定的聯合都市發展政

策取代地方個別性開發方式。這段時間，由於聯邦政府資金的

補助及有完整之法制，SFRA 開始處理一些較具爭議個案，而爾

巴博納中心（Yerba Buena Center）即為其中之一。  

1989 年有幾項重大政策的改變。首先，專責機構開始運用稅金

增額融資（Tax Increment Financing，簡稱 TIF）作為開發基金的

主要來源。其次，市長及市政督導委員會（The Board of 

Supervisors）研擬一項新的策略，即 SFRA 稅金增額所得的一半

資金必須用於提供平價住宅，使得 SFRA 的稅金增額成為市政

府提供平價住宅主要的資金。第三，Loma Prieta 地震在第六街

所造成災害促成了南市場（South of Market）再發展計畫。在此

期間，加州議會通過之 AB1290 法案，給「衰敗」下了明確的定

義，賦予再發展合理化，且明確規定必須透過再 SFRA 委員會

選舉方式提供社區民眾參與的機會。 

專責機構 SFRA 的權責與組織法源為加州社區再發展法，為獨

立於舊金山市政府外的法定實體，經由市政府特別授權執行特

定的功能。舊金山都市再發展委員會（Urban Redevelopment 

Commission）決定 SFRA 都市再發展計畫執行之政策方向，七

名委員皆由市長提名，經由市政委員會同意後任命。執行長（The 

Executive Director）依據委員會制定的政策，負責再發展計畫及

其他特定計畫之執行。委員會同時也是市府平價住宅基金支出

的正式諮詢單位。 

SFRA 後期的工作重點與 1948 年初創時大為不同，意味著半個

世紀以來都市再發展政策與實施策略的整合。SFRA 實質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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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市的公部門開發商，為市政府扮演公有及私有土地引進

經濟發展機會的觸媒角色，以增加市政稅收、市民的就業機會

與社會收益。主要負責項目包括財務、土地取得與重劃、撮合

公私合作、促進企業開發機會、及代表市政府辦理都市再發展，

相關施政重點如下: 

(1)住宅 

SFRA 已促成 3 萬多戶住宅興建，由於聯邦與州政府補助減

少，更加重該局興建平價住宅的角色，成為該市最大平價住

宅的供應者，由於舊金山房價、房租頗高，故某些再發展地

區以提供住宅開發為主要目的。 

(2)經濟發展 

主要措施包括創造就業、協助少數族裔與劣勢產業、遷移安

置，最終目的為擴大市府稅基。由於開發基金使用之法令限

制，這些措施主要於開發計畫地區實施。 

(3)生活品質 

為使計畫地區具可居性，及提昇投資吸引力，SFRA 的投資

項目包括公園、文化與藝術設施、公用設備、交通及其他公

共設施的改善。這些與「生活品質」相關的公共投資成功地

引導私人資金投入。 

顯然這三項施政重點是相互重疊、互為因果的。以住宅為例，

可增加稅基，亦視為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增加辦公室及旅館

的就業機會，可提高社區的生活品質及增加市民參與住宅市場

的能力。為達成這三項施政目標，該機構與市府相關部門簽約

或合作，包括市長的經濟發展辦公室、社區發展與住宅局、都

市計畫局、舊金山港務局及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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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加州專責機構已崩解，主要的批評如下:  

(1)更新地區並非「窳陋(Blight)」 

(2)專責機構促進了轄區間的競爭  

(3)專責機構不勞而獲物業稅 

(4)專責機構沒有善用他們的保留基金，建立經濟實惠住宅

(affordable housing) 

(5)加州財政負擔龐大  

表 2-20 加州專責機構的解散處理原則 

法令 

依據 

 加州議會法案 ABx1 26 (2011/06/28) 

修正了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Law (CRL)的法令，解散加州州內所有依

CRL所設立的 400多個 RDAs和資產處分辦法 

 加州議會法案 AB 1484 (2012/06/27) 

補充說明 ABx1 26法案關於 RDAs的解散與處分辦法 

法定解

散日期 

 2012/02/01 (原 ABx1 26法案決議關閉日為 2011/10/01，後經加州最高

法院裁定延至隔年的 2月 1日) 

解散過

程四要

件 

 地方政府接管與監管/Local Management and Oversight  

 製作未來再開發計畫的支出清冊(含現有的支付合約、債券和貸款

等)/List of Future Redevelopment Expenditures  

 成立再開發房地稅稅收信託基金(RPTTF)/Local Distribution of Funds  

 州政府審查/State Review  

圖 2-48 舊金山市都市再發展地區及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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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 

處分 

原 RDAs所擁有的房地產、租金收入、債券收入(Bond Proceeds)、信用額度

(Line of Credit)、特定的還款、還有其他房地產相關之收入將於清算後移

交給其 RDAs所在地之縣、市政府所成立之繼任機構(Successor Agency)  

後續 

管理 

每個繼任機構設有一個監督委員會，由七名成員組成  

 

3.借鏡與特色: 

(1)都市更新應以創造就業、振興經濟、改善都市環境為目標。 

都市更新應非僅著重於再發展後帶來的金錢利益，它是具有

公益導向的，包括消除社會寙陋、提高整體環境品質、促進

產業再造等多元經濟，都市再發展共同的目標是打造一個優

質的美好城市。 

(2)財務可行是都市更新案最基本的條件 

除了運用特定的籌金措施、廣闢財源管道外，宜透過鼓勵民

間投資方式，建立政府與民間企業真正伙伴關係，並考慮民

間承擔風險應得之利潤。 

(3)公私部門合夥(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開發商在市府一開始推動都市更新案時就進入，共同計畫、

擬定規則、談判協商、分攤風險、共同投資，打破政府、開

發商分離的規定。 

都市更新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挑戰，並非立竿見影就能看到成

效，因此需要公私部門積極投入參與，並結合眾人智慧，才能

打造城市的再生與美景。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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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綜合分析 

本計畫就國外都市更新專責機構進行蒐集研析，針對各都市更新專

責機構的成立背景、組織型態、資金來源、主要任務、成員組織、監督

機制等進行相關比較，作為本案專責機構成立目標之參考。 

(一)成立背景 

為解決都市實質環境與經濟環境的窳陋，各國專責機構皆透過

政策、專法或條例新設或機構轉型成立，授予其權力與職責，如：

日本都市再生機構(UR)為日本住宅公團轉型而成立，其專法為獨

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法；香港市區重建局(URA)為土地開發公

司轉型而成立，其專法為市區重建局條例。 

 

 

 

 

 

 

 

實質
環境窳陋

經濟
環境窳陋

都市環境差
不動產價值低
產業轉型
缺乏服務設施

機構
轉型

新設立

都市環境遭遇問題 成立專責機構

日本(UR)

韓國(LH) 

香港(URA)

英國(UDCs)    
(URCs)

加州(RDAs)

新加坡(URA)

政策、專法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法

建築物不安全
住宅需求
防災功能需求

市區重建局條例

韓國土地住宅公社法

地方政府土地規劃法

都市政策白皮書2000

加州地方更新法

市區重建法

圖 2-49 國外更新專責機構成立背景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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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型態 

經分析國外都市更新專責機構性質多以公法人為主，並以第三

部門型態成立，其位階可分為全國性與地方性。全國性多為常設型

機構，以整合各個區域、執行政策任務為主，如日本都市再生機構

(UR)與香港市區重建局(URA)；地方性多為任務型機構，任務達成

後，則依法解散或轉型，如英國都市發展公團(UDCs)已成立 17個，

現存 1 個；英國都市再生公司(URCs)已成立 22個，現存 4個。 

表 2-21 國外更新專責機構組織型態比較表 

項目  

日本 英國 香港 美國 新加坡 韓國 

都市再

生機構

(UR) 

都市發

展公團

(UDCs) 

都市再

生公司

(URCs) 

市區重

建局

(URA) 

加州都

市更新

機構

(RDAs) 

市區重

建局

(URA) 

土地住

宅公社

(LH) 

性質 公法人 公法人 私法人 公法人 公法人 公法人 公法人 

位階 全國性 區域性 地方性 全國性 地方性  全國性 全國性 

營運期 常設型 任務型 任務型 常設型 常設型 常設型 常設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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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金來源 

經分析國外都市更新專責機構資金來源，初期均由政府出資成

立，供機構成立時之開發與營運使用，後續政府多僅提供財務協助

(如低率貸款補助、擔保借款)，而機構須自付盈虧。 

表 2-22 國外更新專責機構資金來源比較表 

項目  

日本 英國 香港 美國 新加坡 韓國 

都市再生

機構(UR) 
都市發展

公團

(UDCs)  

都市再生

公司

(URCs)  

市區重

建局

(URA)  

加州都

市更新

機構

(RDAs)  

市區重

建局

(URA)  

土地住宅

公社(LH)  

資 

本 

額 

約 1兆円 

(約 2700

億 元 台

幣) 

倫敦港埠

開發公團

約 95.6 億

英 鎊 ( 約

4,780 億

元台幣) 

雪菲爾市

都市再生

公司約 12

億英鎊(約

600 億元

台幣) 

250 億港

元 ( 約

1000 億

元台幣)  

-- 2769 萬

美 元

(8.8 億

元台幣) 

29兆韓元 

(約 8,440億

元台幣) 

資

金 

來

源 

初

期 

政府出資 中央政府

出資 

區域及地

方政府出

資 

政 府 出

資 

聯邦出

資 

政府出

資 

政府出資 

韓國產業

銀行投資 

收

入 

‧業務收

入及出

租收益 

‧中央政

府預算 

‧財政融

資資金 

‧地方政

府分擔

金 

‧借款  

‧中央政府

補助 

‧土地買賣 

‧融資 

‧私部門投

資 

‧中央、地

方 政 府

補助 

‧研究服務

收費 

‧私部門投

資 

巿建局為

其宗旨而

收取的所

有其他款

項 及 財

產，包括

費用、 

租金 

‧利息及

累積收

入 

‧聯邦、

州 政

府 補

助  

‧私人投

資  

‧借貸  

‧發行債

卷  

‧銷售及

租 賃

收入  

 

‧政府補

助 

‧貸款 

‧土地出

讓 

‧租金收

入 

‧利息 

‧開發回

饋 

‧開發代

理顧問 

‧資產運用

收益 

‧融資 

‧自國外借

款 

‧發行公社

債 

‧若虧損由

中央編列

預算，彌

補公宅難

自償部分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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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業務 

經分析國外都市更新專責機構業務，由專法授權其業務執行權

力，由計畫擬定、整合投資、興建執行、營運管理皆可一手包辦，

且可從事公權力程度較高之業務，如都市計畫核定、土地徵收，且

具協議、簽約談判之彈性，另其土地取得權力包含重劃、直接徵收、

建議徵收、價購等方式，而財務取得能力包含融資、借款、發行公

債與其他措施，如租稅增額融資制度 TIF（Tax Increment Financing）

民間融資提案制度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獲租稅優惠等。 

表 2-23 國外更新專責機構業務內容比較表 

工作項目 

日本 英國 香港 新加坡 美國 韓國 

都市再

生機構
(UR) 

都市發

展公團
(UDCs)  

都市再

生公司
(URCs)  

市區重

建局
(URA)  

市區重

建局
(URA)  

加州都

市更新

機構

(RDAs)  

土地住

宅公社
(LH)  

計

畫

擬

定 

先期規劃 ● ● ● ● ● ● ● 
都市計畫核

定 
 ●   ● 

 
● 

公私部門協

調 
● ● ●  ● ● ● 

招商計畫 ● ● ●  ● ● ● 
投

資

整

合 

徵收 ● ● ○建議徵收 ○建議徵收 ● ● ● 

簽約談判 ● ● ● ● ● ● ● 

價購 ● ● ● ● ● ● ● 

出資 ● ● ● ● ● ● ● 

徵求投資者 ● ● ●  ● ● ● 
興

建

執

行 

設計施工監

造 

● ● ● ● ● 
● 

● 

負擔公共設

施 

● ●  ● ● 
● 

● 

營

運

管

理 

出售 ● ● ● ● ● ● ● 

出租 ● ● ● ● ● ● ● 

管理公有資

產 
● ● ● ● ● ● 

●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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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員組織 

經分析國外都市更新專責機構成員組織，為確保政府執行政

策，使其獨立執行更新業務，減少政治干擾，其成員組織決策階層

多採官派為公務人員或專家，執行團隊多採召聘，即不具公務員身

分。 

表 2-24 國外更新專責機構資金來源比較表 

項目 

日本 英國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都市再生

機構(UR) 

都市發展

公團

(UDCs)  

都市再生

公司

(URCs)  

市區重建

局(URA)  
市區重建

局(URA)  

土地住宅

公社(LH)  

人員

編制 

‧董事會

13人  

‧執行團

隊 3200

人 

‧董事會及執行團隊

成員來自公、私部

門  

‧私部門占多數 

‧董事會

15人 

‧組織人

數約

400

人 

‧皆為公

職人

員(非

公務

員)  

‧部分為

公務

員 

組成

聘用

方式 

‧董事會

官派 

‧其他召

聘 

董事會

名單經

公職任

命委員

會檢核

後大臣

任命 

由合作

夥伴召

聘 

‧董事會

官派 

‧其他召

聘 

主席及局

長由部長

任命，其

他招聘 

‧社長由

總統任

命  

‧委員由

國土海

洋部部

長委任 

‧其餘招

聘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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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監督機制 

經分析國外都市更新專責機構監督機制，為避免圖利或不法情

事產生，其營運績效、財務報表須公開透明，必要時須向主管機關

提報，如香港市區重建局(URA)成員必須申報利害關係，設立並維

持一份登記冊，供公眾人士在任何合理時間查閱，且成員若屬利害

關係人不得參與董事會。 

表 2-25 國外更新專責機構監督機制比較表 

項目 

日本 英國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都市再生

機構(UR) 

都市發展

公團

(UDCs)  

都市再生

公司

(URCs)  

市區重建

局(URA)  
市區重建

局(URA)  

土地住宅

公社(LH)  

監督

機制 

預算、經

營計畫、

營運績效

受政府監

督 

社區及地

方政府部

(DCLG)、

董事會、

年度報告

書 

地方政府

及區域發

展局、董

事會、年

度報告書 

主席及執

行董事需

接受立法

會詢問，

且須遵從

該等要求 

，年度會

計紀錄和

財務報表

提交立法

會省覽 

審計部門

每年須提

送財務報

告與部

長，部長

須提交議

會報告。 

年度預算

及營運績

效受政府

監督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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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小結 

綜上所述，經國外都市更新專責機構之分析結果提出下列建議，以

作為本案成立專責機構之借鏡與參考。 

(一)專法授予權力和職責  

就國外專責機構之成立背景而言，多為主管機關依特定法令成

立之獨立機構，如日本都市再生機構(UR)、香港市區重建局(URA)

皆有明確法令，以規定專責機構之權責、位階、人事及財政運作方

式，且授權其可從事公權力程度較高業務與具獨立人事及財務權

力。 

(二)組織型態為公法人  

就國外專責機構之組織型態而言，多屬公部門成立之法人或機

構，屬非政府機構具第三部門公益性形象，能獨立執行更新相關業

務，具專業度、立場中立與公信力，其非以營利為目的，對於落實

政府政策及提高民眾信任度較有助益。 

(三)政府提供初期資金成立運作，爾後自付盈虧  

就國外專責機構之資金來源而言，初期資金皆由政府預算支

持，且資本額應達一定額度，供機構成立時之開發與營運使用，後

期政府僅提供財務協助，如低率貸款等，另為使其可財政獨立並自

付盈虧，建議其於執行業務時應不受受政府採購法及預算制度限

制，可具持有及處分其財產，以順利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四)決策階層人員採官派，以確保政府政策執行  

就國外專責機構之成員組織而言，為確保政府執行政策，決策

階層多採官派為公務人員，另為保有業務執行的彈性與私部門的創

新，多依組織業務需求招聘專業人員(須明確定為非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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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務、營運等受政府監督  

就國外專責機構之監督機制而言，為避免圖利或不法情事產

生，其營運績效、財務報表須公開透明，必要時須向主管機關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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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國內案例研究 

本案國內相關案例分析將針對涉及土地開發與 3 種組織型態(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行政法人)的機構作為研究對象，包含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央

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研究範疇包含成立法

源、組織架構、財務結構及重要運作機制等基本資料，做為本案專責機構設

立之參考。同時蒐集國內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包含未成功設立個案，作為後

續成立推動可能遭遇課題之對策研析。 

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一）成立背景 

民國 66 年 3 月成立「科學工業園區執行小組」中央編列 8.6

億分三期十年進行闢置科學工業園區，直至民國 68 年 7 月公布科

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作為其成立法源，遂於民國 69 年 12 月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經國家政策推動正式成立，並於民國 103 年 3 月國

科會改組升格為科技部後更名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

簡稱竹科管理局）。在科技部的領導下負責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開

發、營運與管理，涵蓋新竹科學園區、竹南科學園區、龍潭科學園

區、銅鑼科學園區、宜蘭科學園區和新竹生物醫學園區 6 個園區約

1,348 公頃。 

（二）設立法源及宗旨 

為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

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依

本條例之規定，得選擇適當地點，報請行政院核定設置科學工業園

區。有關竹科管理局業務相關法令綜整如下: 

1.組織設置方面： 

(1)科技部組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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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3)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4)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組織法 

(5)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6)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發展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2.公共設施管理維護方面： 

(1)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清潔隊設置辦法  

(2)科學工業園區勞工育樂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3)科學工業園區水電管制輔導辦法 

3.財務管理方面： 

(1)科學工業園區管理費徵收辦法 

(2)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 

(3)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處理原則 

（三）組織架構 

竹科管理局設立企劃、投資、環安、工商、營建及建管 6個組

及秘書、人事、主計、政風 4個室，為園區廠商建設優質基礎建設、

提供單一窗口服務、創新研發機制及產學研合作機制，組織架構圖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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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網站 

圖 3-1 園竹科管理局組織架構圖 

（四）資金來源與運用 

1.資金來源： 

由政府編列預算與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支應，該基金

之資金來源如下： 

(1)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2)科學工業園區管理費收入 

(3)科學工業園區廠房、住宅、宿舍、土地租金及出售廠房收入 

(4)科學工業園區作業服務收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3-4 

(5)科學工業園區公共設施建設費收入 

(6)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2.資金用途： 

依據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收支保管運用辦法規定，基

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1)科學工業園區擴建及新建之投資支出 

(2)科學工業園區作業服務支出 

(3)科學工業園區與其週邊公共設施及維護區內安全、環境衛生

之支出 

(4)徵購廠房及其有關建築物之支出 

(5)管理及總務支出 

（五）與開發相關之業務 

竹科管理局涉及土地開發相關業務之單位包含建管組下的地

政租賃科及建築審查科，故就此二科室之業務職掌概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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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竹科管理局地政租賃科及建築審查科業務職掌一覽表 

科室 業務法令依據 業務職掌 

地政租賃科 

科學工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
費徵收辦法 

1. 園區私有土地價購、徵收取得及公有土地
撥用事項。 

2. 園區土地地籍整理事項。 

3. 園區土地與廠房、住宅之產權登記、稅捐
報繳及廠房、住宅保險事項。 

4. 園區土地、廠房、住宅等租賃事項。 

5. 園區土地、廠房、住宅等之租金之研訂及
調整。 

6. 園區廠房徵購、轉讓事項。 

7. 其他園區有關土地、廠房、住宅等租賃行
政事項。 

建築審查科 

科學工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科
學工業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施行細
則、科技部科學
工業園區審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 

1. 園區籌設、實質規劃與相關計畫之擬訂及
審議。 

2. 園區都市計畫之檢討與變更、非都市土地
之檢討與變更編定。 

3. 園區都市設計審議、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
管理。 

4. 園區建築物昇降設備及機械停車設備安
檢抽驗事項。 

5. 園區建築物公共安全抽複查事項。 

6. 其他園區有關規劃及建管事項。 
資料來源：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網站、本計畫整理 

（六）園區內土地取得方式 

1.公有地 

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2 條，其原屬其他機關管理者，

管理局得申請撥用。 

2.私有地 

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2條規定，原屬私有者，得予徵收，

並按市價補償之。 

土地徵收由管理局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附具計畫開發用地綱要計畫

圖及徵收土地清冊，送由國科會轉中央地政機關核定，發交當地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依下列程序辦理徵收，並於辦理完畢後，層報

中央地政機關備查，園區內土地徵收程序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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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2 園區內土地徵收程序示意圖 

（七）園區開發方式 

園區事業得向管理局租用園區土地，並應負擔公共設施建設費

用。公民營事業或財團法人，依法在當地市鄉鎮毗鄰科學工業園區

或科學園區特定區計畫範圍內取得土地，並向科技部申請同意，報

請行政院核定後，併入科學園區。同時園區得劃定部分地區作為社

區，並由管理局開發、管理社區用地，得配售予園區內被徵收之原

所有權人、耕地承租人，供興建住宅使用。園區內之廠房及員工宿

舍，得由園區內設立之機構請准自建或由管理局或分局興建租售。 

（八）竹科園區開發及公辦都市更新案之比較 

科學園區的開發與公辦都市更新案雖同樣涉與私部門開發營

運，但兩者的基礎條件、目的與開發方式全然不相同，不過都可促

進產業活化經濟再生的成效。而竹科管理局辦理科學園區開發有其

專屬法令，可獨立辦理土地取得、都市計畫核定、建照審查核發等

事宜近乎以完全主導之姿辦理，而目前公辦更新之操作多為公有土

地管理機關公開評選委託實施更新事業辦理，更新事業計畫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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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市計畫擬定、開發量體審議、建築執照核准等均須向主關機關

申請核准，其開發程序與民間自提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並無差別，

且無論是公有土地管有機關之間的協調或私有土地整合，實務上仍

缺乏可促使產權單純化的辦理依據，兩者之比較說明如下: 

 

表 3-2 竹科園區開發及公辦都市更新比較表 

項目 竹科園區開發 公辦都市更新 

目的 

為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

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

究創新，選擇適當地點設置科學

工業園區 

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

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法源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 都市更新條例#9 

執行 

單位 

竹科管理局 

 取得土地自行開發 

 投資人申請開發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公開徵求實施者 

主導 

定位 

以主管單位之姿辦理開發與管理 以大地主之姿參與更新 

土地取

得方式 

 申請撥用 

 提出徵收計畫書，由地方政

府辦理 

 不取得土地參與更新 

 徵收、區段徵收 

 由實施者協議價購 

開發 

方式 

投資人申請開發 權利變換 

徵收及

計算法

源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 

 都市更新條例#25 

 土地徵收條例第 3 章 

主要容

積獎勵 

由竹科管理局建管組與科技部科

學工業園區審議委員會核定園區

都市設計審議、土地使用管制及

建築管理等 

由主管機關與其都市更新審議會核定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建築完

成後使

用方式 

 園區廠房、宿舍租售 

 

 公務使用 

 分得之房地出租或出售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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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一）成立背景 

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之推動開始於 1975 年，

1986 年 4 月行政院核定初期路網，同年 6 月成立籌備處，並於 1987

年 2月改制成立捷運工程局，作為臺北市政府之一級機關，負責臺

北捷運的規劃與建設機構。 

（二）設立法源及宗旨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捷運局)係依大眾捷運法第 4

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 6 條及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組織

規程所設立。其宗旨在於加強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促進

大眾捷運系統健全發展，以增進公共福利。 

有關捷運工程局及所管開發業務相關法令綜整如下: 

1.中央法令： 

(1)大眾捷運法 

(2)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 

(3)民間投資建設大眾捷運系統辦法 

2.地方法令： 

(1)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組織規程 

(2)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

辦法 

(3)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4)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自治條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6%8D%B7%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6%8D%B7%E9%81%8B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3-9 

（三）組織架構 

捷運局屬臺北市政府一級單位，下設綜合規劃處、土木建築設

計處、機電系統設計處、工務管理處、聯合開發處、品保處、技術

發展處、資產及財務管理室、路權室、公共關係室、秘書室等 14

處室，並得視需要，設施工單位及報經臺北市政府核定後設各種委

員會，組織架構圖如下。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網站 

 

圖 3-3 捷運局組織架構圖 

（四）資金來源與運用 

1.資金來源： 

由臺北市政府編列預算與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

金支應，該基金之資金來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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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售出租捷運土地開發不動產及經營管理之收入 

(2)辦理土地開發業務所取得之收益或權利金 

(3)由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4)本基金利息收入 

(6)對外舉借之款項 

(7)其他收入。 

2.資金用途： 

依據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自治條例規定，基金之資金用途如下: 

(1)有關捷運土地開發之土地及建物之投資支出 

(2)辦理捷運土地開發之規劃費、基本設計費、鑑界費、鑑價費

及其他執行業務之相關費用 

(3)捷運土地開發取得公有不動產之經營管理支出 

(4)對外舉借款項之本息支出 

(5)本基金之管理費用 

(6)本國各級政府公債、國庫券、銀行可轉讓定期存單、其他短

期票券，或經政府核准成立，具信用評等之債券型基金之投

資支出 

(7)從事與本基金業務及開發業務相關產業之投資支出 

(8)大眾捷運系統興建支出 

（五）與開發相關之業務 

捷運局執行土地開發相關業務之單位包含聯合開發處及路權

室，故就此二科室之業務職掌概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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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捷運局聯合開發處及路權室業務職掌一覽表 

科室 業務法令依據 業務職掌 

聯合開發處 

大眾捷運法、大眾

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辦法 

1. 土地開發基地規劃及評選、效益評估、細

部計畫、研訂開發計畫、建築設計 

2. 聯合開發基金管理、權益分配、投資管理 

3. 公有不動產租售及其他經營管理 

4. 代辦市有土地都市更新案 

5. 辦理臺北縣環狀線、桃園都會區捷運路

線、臺中市捷運土地開發案等有關事項。 

路權室 

大眾捷運法第 7

條、臺北市臺北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

統開發所需土地

協議價購優惠辦

法 

用地取得及地上物拆遷協調及費用發放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捷運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六）私有產權處理方式 

1.聯合開發處 

聯合開發案件如遇基地位於私有土地時，其處理方式包括書面

徵詢土地所有人投資意願，及公告徵求私人或團體參與投資二

項方式。 

2.路權室 

依大眾捷運法第 7 條規定，開發所需之土地，得依有償撥用、

協議價購、巿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之。此外，並得以臺

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

為購地價金標準，並具經市府核定之土地協議價購協議書以簽

定合約，其價購方式包括：  

(1)如建物所有權人放棄安置或補償措施，則原土地所有人得申

請以開發後之公有不動產抵付協議價購土地款，或申請優先

承購(租)開發後公有不動產。 

(2)同意協議價購之所有權人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價格，以協議當

期當地舉辦公共工程徵收補償標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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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之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開發

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協議書，是經臺北市政府核定，作為捷運

聯合開發辦理之用，為一固定之協議內容。 

（七）聯合開發辦理程序 

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依大捷法辦理土地聯合

開發，其辦理程序如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網站、本計畫整理 

圖 3-4 聯合開發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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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捷運聯合開發案及公辦都市更新案之比較 

因捷運聯合開發及公辦都市更新案同為政府單位與私部門合

作之不動產開發方式，雖其目的不盡相同，但同樣達成改善都市環

境的事實。而聯開處辦理捷運聯開案有其法源以辦理招標等事宜，

另目前公辦更新之操作是財政局委託捷運聯合開發處辦理招標評

選等作業，而專責機構主要任務亦為公辦更新，因此可借捷運聯開

處之辦理過程，以作專責機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之借鏡。 

而捷運聯合開發及都市更新雖同為開發方式，但法源依據大相

逕庭，聯開處是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辦理，而公辦更新之

法源為都市更新條例，徵選方式是依財政局訂定之公開徵選臺北市

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審查及評選要點辦理，實務上主管機關於該管

開發案中身份也有所不同，因此就兩類之比較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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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捷運聯合開發及公辦都市更新比較表 

項目 捷運聯合開發 公辦都市更新 

目的 
都市運輸效能，改善生活環境，

促進大眾捷運系統健全發展 

都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復甦都

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法源 
大眾捷運法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 

都市更新條例#9 

執行 

單位 

捷運局 

 與地主聯合開發 

 尋求投資人開發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公開徵求實施者 

主導 

定位 

以主管單位之姿辦理聯合開發 以大地主之姿參與更新 

土地取

得方式 

 有償撥用 

 協議價購巿地重劃 

 徵收 

 區段徵收方式 

 不取得土地參與更新 

 徵收、區段徵收 

 由實施者協議價購 

開發 

方式 

徵求地主或投資人協議開發 權利變換 

徵收及

計算法

源 

 土地徵收條例 

 大眾捷運法#6、#7 

 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

優惠辦法 

 都市更新條例#25 

 土地徵收條例第 3章 

 

主要容

積獎勵 

捷運獎勵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 

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以不超過提

供捷運系統場、站及相關設施使

用之土地面積，乘以地面各層可

建樓地板面積之和與基地面積之

比，乘以 1/2 為限。 

更新容積獎勵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辦法)： 

獎勵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

地 1.5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

0.3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建築完

成後使

用方式 

 捷運局分得部分主要提供政

府單位公務使用 

 以出租為原則 

 公務使用 

 分得之房地出租或出售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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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專責機構組織型態之一為股份有限公司，故參考國內政府機關成立

之公營事業，以蒐集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捷運公司)為

案例，就其設立依據、股東組成狀態、運作方式等進行研析，提供專責

機構之設立參考。 

（一）成立背景 

捷運公司於民國 79 年成立籌備處，並於 83年 7月成立，屬於

公營交通事業特許經營機構，主要經營臺北捷運城市軌道交通系

統。除了經營臺北捷運之外，亦接受臺北市政府委託負責貓空纜

車、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與臺北小巨蛋的營運。 

（二）設立法源及宗旨 

捷運公司之設置及其工作是依大眾捷運辦法第 25 條規定由地

方主管機關設立營運機構或經甄選後許可民間投資籌設營運機構

營運，並訂有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規範該公

司。地方主管機關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  

另依大眾捷運法第 26 條明定，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以依

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因此捷運公司是依公司法成立之

法人，其設置管理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 2

條規定，應優先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該條例未規定者，再依公司

法等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另依臺北市政府法規會 96年 6月 14 日函表示，捷運公司不適

用國營事業法，因該法是針對中央政府依法設置之公營企業所定之

規範，其規範對象恐不及於地方政府依法規所設立之公營企業，且

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公司

章程及董事會組織章程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不同於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10 條規定國營事業之組織，應由

主管機關呈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定之，故捷運公司非屬於國營事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7%87%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B9%E8%A8%B1%E7%B6%93%E7%87%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6%8D%B7%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3%E7%A9%BA%E7%BA%9C%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3%E7%A9%BA%E7%BA%9C%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7%AB%8B%E5%85%92%E7%AB%A5%E6%96%B0%E6%A8%82%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0%8F%E5%B7%A8%E8%9B%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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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理法規範範圍。 

捷運建設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規定之交通建設，而公共建設

(捷運)的營運，可依促參法第 8條第 5項辦理，即一般所謂公共建

設之「OT」模式，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其與採購法之適用有別。但因

依大眾捷運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建設之大眾捷運

系統，由地方主管機關設立營運機構或經甄選後許可民間投資籌設

營運機構營運。因此政府可採取由政府指定營運機構或依促參法甄

選民間營運機構兩種方式之一辦理。 

因捷運營運涉及業務龐雜且需大量資金，在考量民間企業可能

無力負擔的情形下，該公司即為臺北市政府依大眾捷運法設立並指

定之營運機構，而大捷法第 25 條規定主管機關設立營運機構經營

捷運系統之方式並無經營期限之限制，故目前持續由捷運公司負責

營運捷運事務，因此營運之勞務採購，不受採購法限制。  

有關規範捷運公司之相關法令綜整如下: 

1.中央法令： 

(1)大眾捷運法 

(2)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  

(3)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 

(4)公司法 

2.地方法令: 

(1)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 

(2)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規程 

(3)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及總經理權

責劃分要點 

(4)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獎金發給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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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醫務室醫事人員獎勵金發給要點 

(6)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薪給要點 

(7)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退休、資遣及撫卹要點 

(8)臺北大眾捷運系統附屬事業經營管理辦法 

（三）組織架構 

捷運公司依公司法設置董事會及監察人，董事會係由董事長召

集，置主任秘書處理會務，並設稽核室辦理公司稽核業務。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由董事會委任之，下轄 18 個處室，包括企

劃處、站務處、行車處、車輛處、系統處、電機處、工務處、財務

處、事業處、資訊處、人力處、供應處、工安處、中運量運輸處、

行政處、法務室、會計室、及政風室。 

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 9 條規定捷運

公司董事長、監察人及代表公股之董事，具公務員身分；總經理及

其餘董事，得不具公務員身分。捷運公司副總經理以下之從業人

員，依公司人事規章辦理，不適用公務員有關法令之規定。 

 

 

 

 

 

 

 

 

 

 

 

 

 

 

 

 
 

資料來源：臺北捷運公司網站 

圖 3-5 捷運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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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捷運公司與臺北市政府職權分工 

捷運公司屬地方主管機關設立之營運機構，因此臺北市政府參

照大眾捷運法、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及臺北市

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辦法等有關規定訂定「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大

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及總經理權責劃分要點」，以作為該公

司事業計畫及管理政策作原則性之決定事項，並監督考核其經營績

效。以下為臺北市政府及該公司間權責劃分之重點摘要。 

表 3-5 臺北市政府與捷運公司董事會及總經理權責劃分表(部分摘錄) 

業務項目 
權責劃分 

備註 
市府 董事會 總經理 

一、組織及制度：     

(一) 公司章程之訂定及修正事

項 

核定 審議 擬訂 

一、董事會審議通過提報股東會決議(依公

司法第277條第1項) 

二、報請市府核定後，依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規定辦理，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依

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第1款) 

(二) 公司組織規程訂定與修正 

 

 
核定 核轉 擬訂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依設置管理條例第11條第1款之規定，捷運

公司之組織規範由董事會核定，惟基於慣

例，故由市府予以核定。) 

(三) 轉投資事業之核准 
核定 核轉 擬訂 

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府交通局)核轉。 

(依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辦法) 

(四) 董事會組織規程訂定及修

正事項 
核定 核轉 擬訂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第1款) 

（六）董事會紀錄 備查 核定   

（八）各項重要章則 

備查 核定 擬訂 

董事會得授權總經理核定。 

若法令規定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者，應

報市府核定 

二、業務     

(一) 事業計畫之核定事項 

核定 核轉 擬訂 

並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依設置管理條例第11條第2款規定由捷運

公司董事會核定，惟基於實務運作需要，故

由市府核定。) 

(二) 運價訂定 
核定 核轉 擬訂 

(依大眾捷運法第29條第2項規定) 

(三) 運價之彈性調整 核備 

 

核定 

 

擬訂 

 

(依行政院頒訂大眾捷運系統運價率計算公

式第6點規定) 

(四) 營運有關之重要契約及委

託事項 
 備查 核定 

一、若法令規定應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者

應報市府核定。 

二、屬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者，

應依公司法規定經股東會決議。 

三、人事：     本公司自89年5月30日起，已無留用人員。 

（五） 

任免、 

董事長、總經理之任

免。 核轉 核定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依設置管理條例

第7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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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項目 
權責劃分 

備註 
市府 董事會 總經理 

遷調 副總經理及經理人員之

任免遷調。 
 

 
核定 擬定 

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同意(公司法第29條第

3項、公司章程第27條第10四款及董事會組

織規程第八條) 

副總經理

及經理人

員以外從

業人員之

任免遷調 

1.分類十二

職等以上職

務(含十二職

等) 

 

 

 

 

核定 擬定 

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同意，惟董事會休會期

得授權董事長先行核派後，補提董事會追認 

2.分類十二

職等以下職

務及評價職

務 

  核定 

四、財務：     依規定於法定預預範圍內執行 

(一）債務之舉借 

1.財產擔保之借款 

 

2.一年以上之長期借款 

 

3.一年以下之短期借款 

 

核定 

 

核定 

 

 

核轉 

 

核轉 

 

 

擬訂 

 

擬訂 

 

核定 

一、第一時項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依

置管理條例第11條第5款規定) 

二、對於主要之財產抵押，需於股東會報

告。 

（二）資本額增減 

 

 

 

 

 

核定 核轉 擬訂 

經提報股東會決議變更公司章程第五條，陳

報地方主管機關 (臺北市 政府) 核定，並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後，至經濟部辦理公

司變更登。 

(依大眾捷運法第38條第1項、公司法第270

條及設置管理條例第10條第1款) 

（三）資金運用相關作業規定 
核轉 核定 擬訂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依設置管理條例第11條第4款) 

（四）盈餘分配 
 核定 擬訂 

需股東會決議通過。  

(依公司法第184條第1項) 

（五）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三款 

1.讓與全部與主要部分財產 

2.受讓他人全部財產，對公司

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核定 擬訂 

應有2/3以上董事出席之董事會，出席董事

過半數之決議，提報股東會，經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2/3以上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

權過半數之同意，（依公司法第185條第1

項、第5項） 

（六）不動產購置營建及處分 

1.五千萬元以下 

2.逾五千萬元 
 

 

核定 

核定 

擬訂 

對於不動產之購置、營建及處分，需依股東

會之決議辦理。（限指屬公司法第185條第1

項第2款第3款之情形） 

（七）公司債發行 

 

 

核定 核轉 擬訂 

1.報經本府核定後，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 

2.需將募款原因及有關事項報告於股東會。 

（八）在章程規定資本額範圍

以內發行新股 
 

核定 

 

擬訂 

 

(依公司法第266條) 

（九）經過章程規定資本額發

行新股盈餘轉增資(公司

實際經營之需要) 核定 

核轉 

 

核定 

擬訂 

 

擬定 

1.若因而變更資本額時，需報市府核定並辦

理公司變更登記。 

2.盈餘轉增資需經東會同意(依公司法第

240條第一項) 

(十)國外借貸 

 
核定 核轉 擬訂 

並報中央主管機備查。(依設置管理條例第

10條第4款) 

五、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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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項目 
權責劃分 

備註 
市府 董事會 總經理 

(一) 會計制度之制(修)定 

核定 核轉 擬訂 

由會計機構設計，簽報所在機關長官後，呈

請市府之主計機關核定頒行。(依會計法第

18條) 

（三）預(決)算審定事項 

核轉 核轉 擬訂 

預算案及決算係經本府審核、彙編後分別提

交市議會、審計處審議及審定。 

(惟依設置管理條例第11條第3款之規定，係

由臺北捷運公司董事會通過，報請地方主管

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即可) 

（四）預算執行 

1.以法定預算為準 

(1)五千萬元以下案件 

(2)逾五千萬元案件，有技術性

或系統一貫性不能公告招

標者，改以比價或議價方式

辦理。 

2.併決算辦理部分 

3.補辦預算 

   

 

1. 

(1)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2)依政府採購法辦理 

 

 

 

2.依預算法及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辦理 

3.依預算法及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辦理 

資料來源：臺北捷運公司網站、本計畫整理 

 

（五）財務運作 

捷運公司屬地方主管機關設立之營運機構，其持有股份多寡是

依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第 5條規定，政府投資

捷運公司之資本額及股東持股比例，由路網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協商定之。股東除臺北市政府、交通部、新北市政府外，

因市府為符合公司法第 128 條規定，於成立公司前公告徵求發起

人，而唐榮公司及臺北富邦、兆豐、合作金庫等三家銀行即符資格

之發起人，故股東合計七位法人，其中臺北市政府股份 73.75%為

最大股東，各股東共出資達 93 億。依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理監

督自治條例規定，該公司因臺北市政府股份超過 50%，故比照獨

資事業處理，因此該會計制度，應依會計法有關規定辦理。 

該公司於成立後之財源，含政府預算、大眾捷運系統所得運價

及經營附屬事業所得，維持其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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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捷運公司投資分配表 

股東名稱 總投資金額(元) 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 6,898,247,860 73.75% 

交通部 1,603,560,000 17.14% 

新北市政府 818,483,750 8.75% 

唐榮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33,407,500 

  0.36%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133,630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133,630 

合作金庫銀行 133,630 

合計 9,354,100,000 100.00% 
資料來源：臺北捷運公司網站、本計畫整理 

 

（六）監督方式 

臺北市為監督轄下投資事業因此特別訂定臺北市政府投資事

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而捷運公司之股份，因臺北市政府於捷運公

司所占股分達 73.75%，因此按前揭自治條例第規定，市政府資本

額超過百分之 50 以上之投資事業，準用獨資事業規定，因此總經

理應列席市議會備詢；董事長經市議會之邀請亦應列席備詢，受議

會監督。 

而就政府預算部分，捷運公司應依各該年度臺北市地方總預算

編製要點之規定編製附屬單位預算，送經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執行，

並依決算法及有關規定辦理決算。 

而若市府對該公司財務等事項有所疑慮時，依規定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主計處得隨時派員查核獨資事業之一切收支及財物。 

（七）債務清償事宜 

捷運公司依法得以債務舉借，但以自償為原則，因依臺北市政

府投資事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規定市政府對公司事業之投資，應以

對公司債務不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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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專責機構組織型態之一為財團法人，故參考國內政府捐助籌資成立

之財團法人，以蒐集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以下簡稱中央

營建社)為案例，就其設立依據、組織架構狀態、監督方式等進行研析，

提供專責機構之設立參考。 

（一）成立背景 

民國 72 創社係由「建華工程顧問(股)公司」、「中國瓦斯水道(股)

公司」、「三冠工程顧問(股)公司」、「集美工程顧問(股)公司」4 個

捐助單位各自捐助新臺幣 12 萬 5 千元，合計創社基金新臺幣 50

萬元。其後自民國 73 年起至 80年止，再由內政部營建署每年捐助

新臺幣 20 萬元，8 年共捐助新臺幣 160 萬元，總計本社捐助基金

為新臺幣 210 萬元。至 84 年董事會決議，由歷年累積賸餘提撥新

臺幣 800 萬元，列為公積金以提高財產總額，將原登記財產總額新

臺幣 210 萬元，提高至新臺幣 1,010 萬元，並向台北地方法院完成

登記。期以財團法人組織彈性制度的特色及以服務為目的之宗旨，

配合政府與民間推動都市建設與各項開發規劃設計等工作。 

（二）設立法源及宗旨 

中央營建社為財團法人組織之公益事業，以服務為目的，結合

國內外專業人才，研究發展營建技術，提升營建品質，以協助促進

區域及都市之健全發展。 

另因 92 年 7 月 2 日公布實施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

例」，其第 37 條規定意旨，財團法人不宜從事工程技術方面之工

作，中央營建社爰以新台幣 1,000 萬元轉投資成立「中泱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其規劃設計之專技人員皆由本社人員轉任，並概

括繼受原研究社之工程技術服務業務與業績，原中央營建社之任務

及服務項目，轉為相關工程技術之研究發展及推廣，與協助督導轉

投資公司之業務執行及技術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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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規範中央營建社之相關法令綜整如下: 

1.成立與監督方面： 

(1)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捐助章程 

(2)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3)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機制作業要點 

(4)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 

(5)內政部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小組設置要點 

(6)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 

(7)內政部營建署督考轄管財團法人具體績效計畫及考評評分標

準 

2.組織與人事方面： 

(1)內政部主管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獎金發給原則 

(2)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 

(3)內政部派任或推薦至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轉投資或再轉投資機

構董事長及總經理薪資標準規範 

(4)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作業規定 

(5)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績效評估作業原則 

(6)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產登記董監事任期及退場注意事項 

（三）組織架構 

1.董事會及監察人成員： 

依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第 5 點規

定捐助機關應指派若干董事，其所占全體董事名額之比例，依

捐助機關捐助基金占第一次登記財產總額時之基金總額比例為

之，並不得少於全體董事名額二分之一。另依據財團法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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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捐助章程第 8條規定設置董事 7 至 11人。

目前第 12屆董事會成員共 9 人，含政府派兼代表 5人與民間單

位派兼代表 4人；監察人 1人，由捐助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指派。 

2.組織編制及員額： 

中央營建社組織編制係由董事會授權及督導下設置董事長室負

責經營管理，並得聘請顧問協助業務推展及諮詢研發等工作，

董事長室之下依業務需要及業務性質分設行政企劃部及研究發

展部。 

中央營建社研究推廣工程技術及推動相關公益活動外，並督導

及協助轉（再轉）投資「中泱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冠

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之各項業務。組織架構圖如下：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105 年預算 

 

圖 3-6 中央營建社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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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運作 

中央營建社之基金，由下表 5 個捐助人以現金捐助之，成立時

期合計為新台幣貳佰壹拾萬元整，其中內政部營建署占 76.19%，

成立後併累積賸餘轉列公積金新台幣捌佰萬元整，總計基金總額為

新台幣壹仟壹拾萬元整。該基金應定存於金融機構，不得動支。基

金孳息、捐贈及其他收入除零用金外，均應存放於金融機構，並運

用於中央營建社捐助章程所訂服務公益事務之任務項目開支。 

表 3-7 中央營建社基金捐助比例表 

捐助人/單位 捐助金額(元) 百分比 

民間 建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 5.95% 

中國瓦斯水道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 5.95% 

三冠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 5.95% 

集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 5.95% 

政府 內政部營建署 1,600,000 76.19% 

合計 2,100,000 100.0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105 年預算、本計畫整理 

 

（六）監督方式 

1.政府指派監察人: 

中央營建社設監察人一至三人，由捐助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指派，負責監督社務、查核財務收支，得列席董事會議，必要

時得請求董事會提出報告。 

2.受監督事項: 

(1)年度業務計畫書提經董事會審議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2)決算書提經董事會通過，報主管機關審核後送立法院審議。 

(3)執行業務報告書、財產清冊及基金存款證明文件，提經董事

會審議後，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4)年度預算書提經董事會通過，報主管機關審核後送立法院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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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專責機構組織型態之一為行政法人，故參考國內由政府單位防災國

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轉型成立的行政法人，以蒐集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為案例，就其設立依據、組織架構狀態、監

督方式等進行研析，提供專責機構之設立參考。 

（一）成立背景 

災防科技中心前身為 1997年 11月國科會成立之「防災國家型

科技計畫辦公室」，其目的乃針對第五次全國科技會議之建議「加

強防災科技研究及相關之基礎究，特別是跨領域任務導向之整合研

究，以國家型計畫推動之」提出回應。 

行政院遂於 2003 年 5 月函頒「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要

點」，故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正式成立。此中心負責防災國家型

科技計畫作，並加強技術移轉與落實應用相關工作，對我國災害防

救工作推動，具有關鍵性之影響。 

之後依據災防法部份修定之內容，以及基於政府組織精簡與再

造原則，同時考量災防科技中心之科技任務屬性，經行政院、科技

部(原國科會)與相關災害主管機關討論共識後，將於行政院組改後

之科技部下成立為行政法人，以順利執行各項任務。並於 2014 年

1 月行政院正式頒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同年 4

月正式施行。 

（二）設立法源及宗旨 

災防科技中心因應其中心屬性與組織特色，並衡量國內外單位

對整體防災工作推動之需求，將朝向學術界與實務應用的重要平台

努力，於科技部(原國科會)學術、科研整合優勢下，規劃、推動災

防科技之落實應用，提升國家抗災力。業務範圍有:推動與執行防

救災科技之研發整合加值事宜、推動防救災科技研發成果之落實與

應用、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協助、支援災害防救工作、促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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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防救科技之國際合作及交流、協助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參與災害防

救科技之研究發展及其應用等。 

有關規範災防科技中心之相關法令綜整如下: 

1.設立與監督方面： 

(1)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 

(2)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績效評鑑辦法 

2.其他： 

(1)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公有財產管理使用收益辦法 

（三）組織架構 

1.董事會及監察人成員: 

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第 9 條規定設置董事長 1

人，由監督機關就董事中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 

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第 6 條規定設置董事會 11

至 15 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1)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2)災害防救研究相關之學者、專家 

(3)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或對災害防救有重大貢獻之社會人

士，惟不得逾董事總人數三分之一 

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第 8條規定設置監事 3至 5

人，由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1)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2)災害防救研究相關之學者、專家 

(3)法律、會計或財務有關之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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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組織編制及員額： 

災防科技中心設有董事會，並置監事 3 人，分別行使監督與查

核等職權。置有主任 1人，由董事會聘任之，綜理災防科技中心業

務，另設副主任 2人，輔佐主任襄理。 

因業務需要設有氣象組、坡地與洪旱組、體系與社經組、地震

與人為災害組、災防資訊組、企劃組、行政組及主計組等共 8 組本

中心組織圖如下： 

災防科技中心進用之人員，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義務關

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預算 104 年預算 

圖 3-7 災防科技中心組織架構圖 

（四）財務運作 

1.災防科技中心經費來源如下： 

(1)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 

(2)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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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勞務收入) 

(4)其他收入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

督。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者，

應由監督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另災防科技中心成

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監督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

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有關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應先送監督機關核

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

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2.民國 104 年度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概述: 

104 年度政府機關補助經費計 1.6 億元(經常門 1.45 億元、資

本門 0.15 億元)，主要執行項目為：(1)災害技術整合與減災研究計

畫 8,800 萬元、(2)防災科技支援與服務平台計畫 7,200萬元。 

（五）監督方式 

1.政府指派董監事人員: 

災防科技中心監督機關為科技部，且災防科技中心董事長、董

事及監事，均為無給職。 

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

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時之

處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 

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本中心為買賣、租賃、承攬等

交易行為。但有正當理由，經董事會特別決議者，不在此限。 

2.受監督事項: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3-30 

(1)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2)年度業務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

備查。 

(3)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

事會審議，並經全體監事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

審計機關。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為必要之

處理。 

(4)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辦理績效評鑑。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

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

率同本中心之董事長、主任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

況並備詢。 

(5)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財務

報表、年度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6)採購作業應本公開、公正之原則，除符合我國締結之條約、

協定或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各該規定辦理外，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其採購作業實施規章，應報請監

督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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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內都市更新專責機構 

90 年代後都市更新的重要性逐漸提升，朝向透過更新達成全面提

升都市機能，促進產業發展並強化地方競爭力，期間有「大眾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辦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等法案鼓勵私部門參與更新，當行政院通過都市更新條例草案的

同時，政府開始了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的計畫構想。 

（一）國內推動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歷程 

首次推動為經建會提出的「巨眾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型

態為依據公司法成立之私營公司，由公、私部門共同出資，以都市

窳陋地區開發為主要目的，在合作夥伴、資金都到位的情況下，卻

因與論認為有官商勾結之疑慮，而宣告停止設立。 

直至 2007 年，配合中央都市更新政策以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

案之目標等，經建會及臺北市分別提出成立臺灣都市更新股份有限

公司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仍因民意機構之否決而失

敗。 

近年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為了加強審議品質及提升效率，尋求民

間資源進行都市更新法令宣導與教育訓練等工作，因應民眾期望公

部門能提更新專業協助供協助等，由臺北市政府全額出資於 2012

年成立「財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提供教育、諮詢、

協助民間辦理都市更新為其主要業務，並朝向具擔任實施者方面的

角色發展，以強化協助推動市府都市更新政策之職能。 

國內 4 次推動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之時程及組織型態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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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國內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彙整表 

案例 

中央 地方 民間 

巨眾都市更新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都市更新 

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都市更

新開發公司 

財團法人臺北市 

都市更新推動中

心 

財團法人都市

更新研究發展

基金會 

時間 1998(未成立) 2007(未成立) 2007(未成立) 2012 1998 

法源 公司法 公司法 公司法 

民法、內政部審

查內政業務財團

法人設立許可及

監督要點 

民法、內政部審

查內政業務財

團法人設立許

可及監督要點 

推動 

單位 
經建會 經建會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經建會輔導成

立 

組織 

性質 
公私合夥公司 公私合夥公司 公私合夥公司 公設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 

資本

額 
5億元 60億元 2億元 1.9億元 0.1億元 

經費 

來源 

公部門 25% 

私部門 75% 

公部門 49% 

私部門 51% 

公部門 40% 

私部門 60% 

市政府 100%補

助 

太子建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等捌家公司共

同捐助 

股權 

結構 

 公股 25%: 

中美基金
12.5% 

開發基金
12.5% 

 民股 75%  

6間民間建

設公司 

 公股 49%： 

國發基金

40%公股銀

行 9% 

 民股 51%： 

民投公司 

 公股 40%： 

臺北市政府 

 民股 60%： 

更新專業相

關公司 

--  100%民股 

主要 

業務 

 更新開發可

行性研究  

 委辦招標作

業  

 監督計畫執

行  

 顧問業務  

 協助甄選實

施者 

 投資、資金

協助 

 顧問服務 

 擔任實施者 

 協助老舊社

區等具更新

急迫性之地

區意願整合 

 自力更新團體

技術服務  

 協助民眾更新

基本認知  

 協助徵選專業

團隊參與 

 配合市府公辦

更新政策，研

議個案開發規

劃內容、政府

主導方式、擔

任實施者角色

等功能 

 都市更新理

念與學術推

廣 

 都市更新建

設之實踐 

 協助公辦更

新 

 政策法令研

究 

 協助災後重

建更新 

 協助民間推

動更新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3-33 
 

結果 

因民意機關反

對，改採財團

法人方式籌

設，由原本欲

投資都市更新

公司之八家企

業捐款設立財

團法人都市更

新研究發展基

金會。 

因立法院反

對，最終由原

本投資商自行

成立完全私營

公司。 

因議會反對，

設立失敗。 

2012年設立，目

前配合市府都市

更新政策、協助

成立更新會、徵

選實施者、教

育、諮詢等功

能。 

1998年設立，配

合政府推動都

市更新政策，營

造有利環境，促

進民間投資都

市土地之再發

展利用，提昇生

活品質，增進公

共利益為宗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二）遭遇問題與本案因應建議 

以下彙整過去推動歷程中所遭遇到的外界質疑與批評，並參考

國內相關案例提出可能因應之對策，作為本案後續機構成立、立

法、業務功能與組織架構設定等之重要參考前車之鑑。 

【遭遇問題一】民間入股公司組織如何落實公益? 

 說明:成立目的包括都市更新開發及協助老舊窳陋地區弱勢團

體協助推動更新，但由民間股份占比較高的都市更新公

司擔任公益團體之邏輯有所質疑。 

 對策:若本案後續採股份有限公司型態成立，除官股比例、官

派董監事席位，以利執行政府政策與受政府監督外，另

應針對業務項目建置監督機關、公司決策層級(董事會)

與業務執行層級之間的權責劃分，明定各業務之擬定、

轉核、核定之權責歸屬，以利監督把關公司之業務執行

與政府政策一致，符合公益性質。 

【遭遇問題二】民間入股公司性質與推動業務立場如何一致? 

 說明:成立之公司若含民間股份，其公司主要目的應包含爭取

最大利益，而所推動之更新案若屬有利潤者，是否變成

與民爭利；若為公益性質無利潤時，財務無法運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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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則不具可行性。 

 對策:無論本案未來成立的專責機構屬於何種組織型態，必然

非以營利為目的，故對於該機構參與出資的更新事業計

畫案件必須有所條件限制或目的規範，例如具急迫性更

新地區、收益性低之開發個案或價購影響推案產權等。 

【遭遇問題三】資訊壟斷不公開，違反公平競爭原則? 

 說明:質疑民間出資入股公司會優先取得核心資訊，占盡公開

評選競標優勢，造成壟斷公有土地開發、公辦更新案。 

 對策:應設置招商相關之公開資訊平臺，同時執行評選實施者

招商作業時應本公開、公正之原則，包含協助公有土地

管理機關辦理評選實施者程序時，其法令之適用，參依

內政部營建署政府為主都市更新招商手冊(草案)之內

容，訂定都市更新專責機構辦理公開評選實施者之作業

辦法，並經監督機關核定，以茲遵循並減少爭議。 

【遭遇問題四】：不法利益輸送，獨厚入股民間公司? 

 說明:質疑專責機構決策監督層易於隱藏進行不法利益輸送，

協助民間出資入股公司獲取不當利益，或機構內部人員

執行業務可能產生之利害關係，如：同時為協助推動案

件中之所有權人或相關權利人。 

 對策: 針對專責機構之董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

利益；其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時之處置，由監督機關定

之。且董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關係。同時董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專

責機構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同時建立專責

機構內部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並訂定利害關係人之相關

規範，於個案之推動程序中，就直接或間接利害關係人

應避免參與之決策、會議等相關規則予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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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小結 

綜上所述，經國內相關機構之分析結果提出下列建議，以作為本案

成立專責機構之借鏡與參考。 

（一）專法授權，賦予彈性之運作機制 

有關捷運之開闢及捷運公司之設立及營運，已有大眾捷運法給

明確的法令授權，而捷運工程局雖為政府機關，但依法能辦理捷運

土地取得之協議價購，但因其協議書之內容為經市府核定之固定版

本，因此對協議內容較不具彈性。都市更新案土地問題眾多，故可

參考捷運土地取得之協議內容及辦理方式，或類似竹科管理局建議

徵收的作法，授權專責機構有運作之彈性，以解決都市更新之產權

問題。 

（二）專法設立，建構完整監督機制 

捷運公司為依大眾捷運法及公司法成立之營運機構，該公司與

市府之權責事項也經法令明定，故主管機關可確實監督，另因官股

占絕大多數，使該公司於議會會期，公司總經理須至議會備詢，受

臺北市議會之監督。因此專責機構必需有其完善之監督機制，才有

其營運之正當性，以符合社會期待與觀感。 

（三）組織體質須能授予必要之公權力，獨立發揮功效 

從國內成立專責機構歷程與結果可見，政府希望引進民間投資

且不受政府部門僵化營運限制，而選擇公司型態，卻一直無法擺脫

此型態的根本營利所帶來的爭議，另一方面私部門投入的比例影響

機構決定權，也一直是輿論民意機關在意的關鍵。在歷經三個公私

合夥公司皆失敗狀況下，2012 年臺北市政府選擇財團法人的型

態，並且由完全公部門投資成立，擺脫公、私資金比例的問題，並

以非營利身分取得認同，但以財團法人的型態擔任實施者角色，如

何授予其必要之公權力，如何避免操作範疇受限縮，如何突破資金

運用的限制等，將可作為本案持續觀察與借鏡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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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相關法令研究 

有關中央設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相關法令分析部分，本案擬就行政法

人法、公司法及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等進行討論，作為後續專責機

構設立目標及權責之參考。 

一、 行政法人法 

我國為提升政府施政效能而進行政府組織改造，於 100 年 4 月制定

公布行政法人法，基於專業經營與成本等考量，將不適合由行政機關辦

理、也不宜交由民間辦理，以及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的公共任務，

改由行政法人辦理，引進企業精神；如此也可引進非公務員，不受政府

採購法限制。 

(一)立法精神 

1.建構合理的政府職能及組織規模，提昇政府施政效率，並確保公

共任務之妥善實施。 

2.打破政府、民間體制上之二分法，讓不適合或無需由行政機關推

動之公共任務由行政法人來處理，俾使政府在政策執行方式之選

擇更具彈性。 

3.適當縮減政府組織規模，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業務推動更專業

並講究效能，不受行政機關人事、會計制度之束縛。 

(二)制度內涵 

1.鬆綁現行人事、會計等法令限制，並透過適當監督機制及績效評

鑑制度，達到專業化及提昇效能之目的。 

2.參採企業化經營理念，提昇經營績效，透過制度之設計，使政府

對於行政法人之補助、行政法人財產之管理及舉借債務，能正當

化、制度化及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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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令定位 

1.屬基準法，僅就行政法人共通性事項作原則性規範，以提供個別

行政法人立法時之導引。 

2.個別行政法人仍應有其個別性或通用性法律，作為組織設立之法

源依據。 

(四)適用對象 

本法於行政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設立行政法人時，準用

之。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特定公共事務，直轄市、縣(市)

得準用本法之規定制定自治條例，設立行政法人。 

(五)法令摘要 

有關於行政法人之設立，將行政法人法分別就組織、運作、監

督及解散等相關規定摘要如下表。 

表 4-1 行政法人法令摘要表 

定

義 

行政

法人 

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

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 

公共

事務 

 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 

 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 

 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 

設

立 

組織

法律 

 應制定個別組織法律設立之。 

 目的及業務性質相近者，得制定該類型之通用性法律設立之。 

組

織 

董事

會 

 原則應設董(理)事會。但得視實際需要，置首長一人。 

 董(理)事由監督機關聘任及解聘，且專任者不得逾總人數 1/3。 

監事

(會) 

 應置監事或設監事會，採任期制，由監督機關聘任及解聘。 

 董（理）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務任免改聘。 

人事

規則 

 應訂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章，提

經董(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進用之人員依其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權利

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運

作 

公務

執行 
 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內，得訂定規章。 

經費

來源 

 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原機關（構）或其上級機關在原

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 62條及第 63條規定之限制。 

 核撥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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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撥經費超過行政法人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 50%者，應由監督機

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自籌財源。 

財產

管理

及處

分 

 因業務需要得價購公有不動產。 

 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行政法人取得之

財產為自有財產。 

 公有財產由行政法人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行政法人

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之限制。 

 受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機關，不得任意處分。 

債務 
 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 

 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採購 

 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所定情形時(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

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該規定辦理。 

 其他情形不適用該採購法之規定。 

法律

責任 

 對於行政法人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

關提起訴願。 

 至如屬私經濟行為發生爭訟時，則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 

監

督 

機關  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事項 

 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規章、年度營運(業務)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 

 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營運(業務)

績效之評鑑。 

 董(理)事、監事之聘任及解聘，及其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為必

要之處分。 

 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

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資訊

公開 

 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資訊。 

 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

動公開。 

 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

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行政法人之董（理）

事長、首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並備詢。 

解

散 

原由 
 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其設立目的時，由監督機關

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處理 

 繼續任用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法令

辦理退休、資遣；其餘人員，終止其契約。 

 賸餘財產繳庫，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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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應用於成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分析 

有關行政法人法於成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適用情形，本計畫

分別就下列項目進行說明。 

1.立法精神及制度內涵 

就行政法人法之立法精神而言，對應於專責機構成立之目標，

可符合確保公共任務之妥善實施之目的，且符合都市更新條例

第 9 條立法意旨，打破政府與民間體制上之二分法，將行政機

關難以推動之公共任務由行政法人來處理，使政策執行之方式

更具彈性；此外，行政法人之設立係為使業務推動更專業並講

究效能，亦可反映都市更新條例第 17條成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

之概念。 

而一般將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設立之組織型態定位為第三部門，

除因政府同時擔任實施者之角色可能引起爭議外，另一部分則

在於公部門受採購法、人事、會計等法令規範，對於專責機構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涉及專業委託、協議訂定、資金運用及專業

人才進用等事項將產生諸多限制，恐影響公辦更新之成效，而

行政法人法可鬆綁現行人事、會計等法令限制，並透過適當監

督機制及績效評鑑制度，達到專業化及提昇效能之目的，可與

專責機構組織運作之期望相互契合。 

2.適用對象 

都市更新之推動目的雖為改善都市環境及增進公共利益，然更

新事業之實施難免涉及私權與協議之行為，且於我國目前推動

都市之現況而言，有關私權分配之爭議層出不窮，即便為政府

公辦案件，亦難全然不涉及私有地主參與之協調，故實務上公

辦都市更新並非全為公務之執行，又應以政府政策及公共利為

主要考量，不宜全部交由私部門執行之，而行政法人之設立目

的即是處理不適由行政機關辦理、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之公共

任務，與專責機構所需處理之業務性質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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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行政法人法屬基準法，僅就行政法人共通性事項作原則

性規範，以提供個別行政法人立法時之導引，個別行政法人仍

應有其個別性或通用性法律，作為組織設立之法源依據，且直

轄市、縣(市)得準用本法規定制定自治條例設立行政法人，與日

本 UR再生機構設立之法源架構相似，可針對專責機構之設立制

定明確之法源，相關規範亦可依實際需求訂定之。 

3.財務能力 

(1)經費來源 

期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原機關（構）或其上級機關

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 62 條及第 63 條規定

之限制。核撥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督。核

撥經費超過行政法人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 50%者，應由監督機

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亦可自籌財源，

包含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營運收入、受託

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等。 

(2)資產處分規定 

依據行政法人法第 34條規定，因業務需要得價購公有不動產。

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公

有財產由行政法人登記為管理人，所生之收益，列為行政法人

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之限制。受贈之公

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機關，不得任意處分。即原

使用的國有財產、與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士

地、設施與設備，應為國有財產，該行政法人僅具管理權責；

至就以自籌經費購置之自有財產，則具自行管理、處分及運用

權責，例如協議價購私有資產，但依法主管機關仍可針對管理、

使用、收益部分透過訂定嚴謹合理規章辦法而為監督，故具有

財產持有、處分及設定負擔之彈性，同時受監督機關之監督。

而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則受公有財產相關法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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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債務部分 

應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有不能自償之

虞時，應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4.監督方式與法律責任 

監督機關可就行政法人之規章、年度營運(業務)計畫與預算、年

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並邀集有關

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營運(業務)績效之評

鑑，故行政法人之業務與財務運作，監督機關皆可有一定之掌

握。此外，行政法人仍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資訊，

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

主動公開。至年度績效評鑑報告部分，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

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

同行政法人之董（理）事長、首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並

備詢，故受一定程度之民意監督，且資訊公開透明，較易獲得

社會大眾之信任。 

而在法律責任部分，行政法人如有私經濟行為發生爭訟時，則

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故私經濟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原則不

涉及監督機關；但對行政法人所為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向監

督機關提起訴願，故專責機構若為行政法人團體，則是否具有

行政處分之權限，應視機構業務之需求、法令授權及實際情況

是否適當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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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 

中央成立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係為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所設，因此具

備需持有財產之特性，故若以法人方式成立，應設立為財團法人，屬財

產的結合，以民法為主要法源，另因都市更新之實施屬營建類業務，故

應屬內政業務，其財團法人之設立應參考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

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本案節錄與都市更新實施之相關法令規定並說明

如下。 

(一)定義 

以推動內政相關業務為目的，從事營建業務或其他有關內政業

務等服務之財團法人。 

(二)財團法人之設立 

財團法人之設立，應依捐助章程規定設置董事，由董事依民法

第 59 條規定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後，向主事務所所在地之法院聲請

登記。 

(三)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政府捐助基金 

由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設置之相關規定

如下： 

1.成員指派 

由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應設置董事及監察

人，並得設置董事長、秘書長、執行長或總幹事等，派任方式

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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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政府捐助基金之財團法人設置方式 

職務 指派方式 比例 

董事 

捐助機關 

指派 

占全體董事名額之比例，依捐助機

關捐助基金占第一次登記財產總

額時之基金總額比例為之，並不得

少於全體董事名額 1/2。 

監察人 

占全體監察人名額之比例，依捐助

機關捐助基金占第一次登記財產

總額時之基金總額比例為之，並不

得少於全體監察人名額 1/2。 

董事長 

捐助機關得報

請行政院核定

後指派 

1人 

秘書長、執行長、

總幹事或經理人 

捐助機關得推

派人選報請行

政院核定擔任

之 

-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財務規定 

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其預算、決算依法報

主管機關時，涉及財產總額之變更者，應同時報請主管機關許

可或核備後，向該管法院為變更登記。另並應依預算法第 41 條

第 4項、決算法第 22條第 2 項及相關法令規定，編製年度預算

書及決算書，提經董(監)事會通過，並報由內政部審核後送立法

院審議。 

(四)非屬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財務規定 

有關非屬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其財務之

相關規定如下： 

1.財團法人僅得動支捐助財產孳息，不得動支本金。 

2.內政部於審查財團法人之申請設立時，應審酌其捐助財產總額是

否足以達成設立目的及業務宗旨，其最低總額，由內政部另行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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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團法人就當年各項收入，得視業務實際需要，經董事會決議，

報請內政部核准後，提撥收入總額 20%以下之業務發展基金或準

備金，並列為提列(撥)年度之支出。其業務發展基金或準備金應

專戶存儲，非經董事會通過，報請內政部核准，不得動支。 

(五)捐助章程 

設立財團法人之捐助章程應記載事項如下： 

1.目的、名稱、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2.捐助財產之種類、總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3.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法。 

4.董事及置有董事長、監察人者，其姓名、住所、名額、產生方式、

任期與選(解)聘事項及任期屆滿董事長不辦理改選(聘)之處理方

式。 

5.董事會之組織、職權及決議方法。 

(六)設立後之監督 

財團法人經許可設立後，內政部依民法第 32 條等規定監督下

列事項： 

1.應報內政部備查事項 

財團法人設立後，應每年度於下表所彙整之規定之時間內提送

相關報告送內政部備查。 

表 4-3 財團法人應報內政部備查事項 

時間 項目 

每年一月底前 年度業務計畫書及經費預算書 

年度結束五個月

內 

前一年度之執行業務報告書、經費決算

書、財產清冊及基金存款證明文件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內政部得派員檢查財團法人之組織及其管理方法、有無違反許可

條件、財產保存、保管運用情形、財務狀況、公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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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財團法人辦理各種業務，應依法令運用所捐財產及各項收入，並

不得有分配盈餘之行為。 

4.如有違反法令、捐助章程、管理或運作方式不當，或與設立目的

不符，內政部得予糾正並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內政部得依

民法第 34 條規定廢止其許可，並通知法人登記之法院。 

5.董事或監察人，不遵守內政部監督之命令，或妨礙檢查者，內政

部得依民法第 33 條第 1 項規定處以 5000 元以下之罰鍰；違反法

令或章程，足以危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

務，並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七)解散 

1.原由 

財團法人經董事會依捐助章程決議解散、經內政部撤銷、廢止

許可或經該管法院宣告解散者，應即依民法及非訟事件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解散及清算終結登記。 

2.賸餘財產之歸屬 

財團法人解散後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民法第 44 條規定應依其

章程之規定。但不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體。章程未規定

者，其賸餘財產應歸屬其住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八)其他規定 

1.財團法人設立之目的需符合公益，且設立之目的或業務項目不得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2.捐助財產應依承諾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 

3.業務項目應與設立目的符合，且經辦之業務不應以營利為目的。 

(九)財務、會計問題 

1.適用商業會計法及有關規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等，且支出應逾

收入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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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適用之租稅優惠 

財團法人可依其交易及營運活動與公益活動的相關性，而享有

全免或減徵優惠。另若財產所有權人為財團法人、且使用該財

產的目的為從事公益，則可享有租稅優惠。目前對公益團體及

公益活動贊助者，依其課稅標的有許多租稅優惠，茲彙總如下： 

所得相關稅負：如所得稅、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等稅。 

交易營運相關稅負：如營業稅、娛樂稅、關稅、印花稅、貨物

稅、菸酒稅。 

持有財產相關稅負：如地價稅、房屋稅、使用牌照稅。 

(十)應用於成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分析 

中央成立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係為推動都市更新事業，其目的

為改善環境並增進公共之利益，可符合財團法人需符合公益，且不

以營利為目的、不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規定。而因屬

營建業務之性質，故應以內政部為主管機關，相關事項並應向所在

地之法院聲請登記，並允許由政府捐助基金協助營運。 

就政策方向掌握度而言，若中央捐贈基金之額度累計超過

50%，則可由主管機關派任董事及監察人，比例上原則不少於 1/2，

並可指派董事長及秘書長、執行長、總幹事或經理人等，擔任組織

成員，以掌握決策方向與市府政策相符， 

1.經費來源 

財團法人成立基金受捐助，可由政府捐助。如政府捐助基金累

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應依預算法、決算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編製年度預算書及決算書，提經董監事會通過，並報由內政部

審核後送立法院審議。亦可自籌財源，包含營運收入、受託研

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等。 

2.資產處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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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如欲處分財產，主管機關依照規定自得本於職權行使

監督權，主管機關並得詳審其董事會處分財產之決議與計晝，

如有違反設立財團宗旨之行為者，應予核駁，如其處分財產之

行為並不違反設立財團之宗旨且合於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者，

自可照准。至於主管機關對之行使監督權，應採許可制抑或核

備制，宜由主管機關審酌財團法人之性質、設立之目的及相關

法令之規定等，本於職權決定之。 

設立財團法人應訂立捐助章程，訂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財產，財

團設立時，並應將財產之總額登記之。嗣後財團之財產如果有

所增加，應依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規定，請主管機關許

可變更後，向該管法院辦理財產變更登記，併將登記證書影本

送請主管機關備查。 

3.其他規定 

財團法人之支出，應依捐助章程之規定以使用於其目的範圍內

者為限。章程規定為基金者，只得動用其孳息，不得動用本金。 

財務能力整體而言，財產總額變更需向法院辦理登記外，財產

處分屬主管機關監督權行使之範圍，故增加本案專責機構業務

執行資金運用上限制或行政程序。另其受贈財產部份僅得動支

捐助財產之孳息，不得動支本金，故資金運用極為受限，不符

合本專責機構角色與業務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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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法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設立，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4條規定設立為都

市更新事業機構，則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並以公司法為母法，故本案

就公司法相關內容摘要說明如下。 

(一)定義、種類及主管機關 

公司係指以營利為目的，依公司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

人。公司之種類依股東人數與債務清償責任分為無限公司、有限公

司、兩合公司及股份有限公司等四類，其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二)發起人 

依公司法之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設立應有二人以上為發起

人，且政府或法人均得為發起人。法人以公司、以其自行研發之專

門技術或智慧財產權作價投資之法人、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與

其創設目的相關而予核准之法人為限。 

(三)政府或法人為股東 

依公司法之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

人。但須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

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代表人得依其職務關係，隨

時改派補足原任期，其代表權所加之限制，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四)經理人 

股份有限公司得依章程規定置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

應由董事會以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但公司章程有較高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解散 

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續 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0%

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聲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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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府投資事業相關法令 

參考國營事業管理法、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及臺北市政府投

資事業管理監督自治條例三項法令對其投資事業之規定及監督門

檻，如下表。 

關於投資比例部分，有鑒於市政府所設立之組織其投資比例之

高低，而有寬嚴不同程度之限制及管理規範。惟都市再生專責機構

並非政府獨資經營者、亦非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

民合資經營者、也非依公司法之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政

府資本超過 50%之事業，故不得謂國營事業管法第 2 條所謂之國

營事業。再者，都市再生專責機之其投資之資本總額合計超過 50%

以上，按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 3 條第 3款之規定為公營事業，

較為妥適。 

表 4-4 政府投資事業相關法令彙整表 

項目 國營事業管理法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

理監督自治條例 

簡稱 國營事業 公營事業 市府投資事業 

適用

對象 

 政府獨資經營者。 

 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

規定，由政府與人民

合資經營者。 

 依公司法之規定，由

政府與人民合資經

營，政府資本超過 50%

者。 

 各級政府獨資或合

營者。 

 政府與人民合資經

營，且政府資本超過

50%者。 

 政府與前二款公營

事業或前二款公營

事業投資於其他事

業，其投資之資本合

計超過該投資事業

資本 50%者。 

 市政府獨資經營者

（ 以 下 簡 稱 獨 資

業）。但具有機關組織

型態之事業單位，不

在此限。 

 市政府投資依公司法

之規定，以公司組織

型態經營者。 

監督  政 府 資 本 未 超 過

50%，但由政府指派公

股代表擔任董事長或

總經理者，立法院得

要求該公司董事長或

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

股東大會通過之預算

及營運狀況，並備

詢。 

-  市政府資本額超過

50%以上之投資事

業，其總經理應列席

市議會備詢；董事長

經市議會之邀請亦應

列席備詢。 

 市政府資本額未超過

50%之投資事業，其總

經理或董事長如係本

府股權代表，經市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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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國營事業管理法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臺北市政府投資事業管

理監督自治條例 

會邀請應列席報告；

如二者均非市政府股

權代表，由市政府指

派股權代表 1 人列席

報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應用於成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分析 

本計畫所研究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依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屬

實施者之角色，如依公司法成立則應設立為股份有限公司，其主管

機關於經濟部商業司。若以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設置專責機構，

雖可使專責機構具備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之條件，但公司之型態屬營

利組織，是否符合成立專責機構之意旨，如何強化公益性目的、維

護社會觀感仍有待討論；組織之主管機關與都市事業個案上都市更

新之主管機關不同，在監督管理方面仍需考量。此外，公司之資本、

股份、增資方式等，以及董事會之成員指派方式與員額，皆須有詳

細之設計，以避免造成官股比例被稀釋或官派董事成員不足，致董

事會決策無法與中央都市更新政策契合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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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令分析綜整 

綜上所述，本計畫就都市再生專責機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或行政法人等組型態之相關事項比較彙整如下表，惟就現有組織之

法源觀之，專責機構之成立，必定需訂定明確之法源，就該機構組織、

權責、監督管理及解散方式予以明定，以使該機構之成立與運作於法有

據。 

表 4-5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設立組織型態比較表 

組 織

型態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 行政法人 

法源 公司法 

民法、內政部審查內政業

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

監督要點 

行政法人法 

(需另訂自治條例) 

精神 以營利事業為目的 非營利且為公益之目的 

打破政府、民間體制，鬆

綁採購及人事等規定，增

加政策執行彈性與效能 

主 管

機關 
經濟部 內政部 內政部營建署 

監 督

機關 
- - 主管機關及立法機關 

成立  無最低資本額 
 有捐助財產最低總額

限制 

 無籌設最低財產總額

限制 

監 督

機制 

 由股東會選任監察人

監督之 

 業務計畫、經費、財

產等報內政部備查 

 政府捐助超過 50%者

需送立法機關審議 

 受審計監督 

 需訂定監督機制及績

效評鑑制度 

 依所定個別組織法令

執行 

經 費

來源 

 政府出資 

 招募投資人 

 受捐助，並可由政府

捐助。 

 成立年由政府核撥 

 後續可自籌財源 

 可舉借債務(須審核) 

財 產

持有 
 無特殊限制 

 財產需向法院登記 

 可受捐助財產 (僅得

動用孳息) 

 可以收入提撥業務發

展基金、準備金 

 得價購公有不動產 

 可為公有財產之管理

人 

 可持有自有財產 

制 度

彈性 

 可能不受採購、人事

限制 

 不可為行政處分 

 可能不受採購、人事

限制 

 不可為行政處分 

 鬆綁採購、人事、會

計等法令限制 

 經授權可做為行政處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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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型態 
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 行政法人 

 行使公權力來自法律

授權，而非行政機關

委託。 

法 律

責任 

 無行政處分責任問題 

 私經濟行為爭訟循民

事訴訟途徑 

 法律責任可完全與機

關切割 

 無行政處分責任問題 

 私經濟行為爭訟循民

事訴訟途徑 

 法律責任可完全與機

關切割 

 不服行政處分者，得

向監督機關提起訴願 

 私經濟行為爭訟應循

民事訴訟途徑 

 部分法律責任可切割 

人 事

聘派 
 得指定董事及監察人 

 市府捐贈基金超過

50%時可派任 
 可由監督機關派任 

配 套

措施 

 訂定公司章程 

 設計入、持股方式及

董事、監事選派方式 

 訂定捐助章程  訂定個別組織自治條

例、組織章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由本結針對都市更新條例及組織設立相關規定所進行之分析，可歸

納出以下幾項重點，做為後續專責機構成立之參考： 

(一)專責機構可為公營事業、行政法人或財團法人型態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可以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等

組型態成立，然各組織型態之成立目的不同，亦受不同之法令規

範，故後續業務運行將各有其利弊，本計畫將於後章節續就其所需

之功能與辦理業務進行討論，就功能需求及法令規定進行綜合分析

後提出建議方案。 

(二)專責機構需有明確之組織設立法源 

就現有之相關法令觀之，僅都市更新條例第 17 條規定提及都

市再生專責機構之成立，然後續未有其他規定及相關細節，專責機

構組織之設立依據與後續營運、監督及管理等方式尚無依據，需訂

定明確之法源，就該機構組織、權責、監督管理及解散方式予以明

定，使該機構之成立與運作於法有據。 

(三)可受同意實施、經公開評選受託實施 

政府辦理更新之主體原則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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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專責機構為何種組織型態，皆可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規定，以

「同意其他機關(構)擔任實施者」方式同意由專責機構擔任實施

者。 

此外，若專責機構為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則主管機

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9條規定辦理公開評選之程序時，專責機構亦

可參與評選，以受委託擔任實施者；並可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第 5條之 1 規定，受委託辦理公開評選程序及相關事宜，後續並應

釐清該委託程序否涉及行政委託契約之簽訂或相關規定之補充訂

定，及以其他組織型態設立時是否適用。 

(四)業務範疇為已劃定更新地區及公有土地辦理都市更新相關業

務 

政府辦理都市更新之實施對象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或第 7

條劃定之更新地區，以及公有土地之積極更新與有效利用，而可由

專責機構辦理之都市更新相關業務包括：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受主

管機關委託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之公開評選程序及委託作業、都

市更新事業之監管或代管業務、公辦更新事業開發及推動、更新開

發地區不動產經營、管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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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後續立法程序策略建議 

(一)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定性，應類推適用「行政法人」，並另定

專法以利機構運作之順利 

有鑑於上述「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定性之討論，分別針對「股

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及「行政法人」之類型加以比較研究，

其組織及運作各有優缺，本研究針對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目的、內

容及範圍予以考量，並參考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行

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第一項)前項特定公

共事務須符合下列規定：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

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

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第二項)行政法人應制定個別組

織法律設立之；其目的及業務性質相近，可歸為同一類型者，得制

定該類型之通用性法律設立之。」 

再者，參考法務部法律字第 10303506900 號函釋：「行政程序

法第 2 條、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參照，行政法人為依法律設立

之公法人，具有單獨法定地位組織，如執行特定公共任務，涉及公

權力行使，屬行政程序法所稱行政機關，所為公權力行使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自應適用該法相關規定‧」是以，行政法人具有獨立法定

地位，關於執行特定公共任務所為之行使公權力，自得以專法規範

之。 

基此，本研究將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以「行政法人」之概念為基

準，惟行政法人法第 2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行政法人執行特定公

共事務時，其執行對象僅限於「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尚

不包含「徵收、區段徵收」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高之公共事務。

是以，若將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直接定性為行政法人，將無法有效執

行都市再生之目的，故考量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運作範圍涉及高度

公權利之行使，應將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定性為「類推適用行政法

人」，並另制定專法以利機構順利運作。以下，就針對都市再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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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機構立法程序策略建議，茲分述如下。 

(二)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立法程序策略建議 

為使「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運作順利，應制定專法以規範其目

的、內容及範圍，以下針對制定專法之立法程序流程說明如下： 

1.提案 

提案是立法的第一個步驟。提案的來源為：行政院、司法院、

考試院、監察院、立法委員及符合立法院組織法規定之黨團，

其中，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部院之提案，應限

於該部院所屬之職權範圍事項，並符合下列立法程序要件，始

得為之。 

（1）行政院 

憲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行政院設行政院會議，由行政院院

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組織之，

以院長為主席。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行提出

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

之事項，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之。」足見行政院的提案

權是屬於行政全體，至於行政院院長或各部會首長則無單

獨提案權。 

（2）司法院 

根據釋字第一七五號解釋可知，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

關，基於五權分治彼此相維之憲政體制，就其所掌有關司

法機關之組織及司法權行使之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

案。 

（3）考試院 

根據憲法第八十七條可知，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

法院提出法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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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監察院 

根據釋字第三號解釋可知，考試院關於所掌事項，依憲法

第八十七條既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基於五權分治、平

等相維之體制，參以該條及第七十一條之制訂經過，監察

院關於所掌事項得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實與憲法之精神

相符。 

（5）立法委員 

根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八條規定，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

案，應有三十人以上之連署；其他提案，除另有規定外，

應有二十人以上之連署。連署人不得發表反對原提案之意

見；提案人撤回提案時，應先徵得連署人之同意。 

（6）符合組織法規定之黨團 

根據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立法委員依其所屬政

黨參加黨團，每一黨團至少須有八人以上，但於立法委員

選舉得票比率已達百分之五以上之政黨不在此限。符合立

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團，除憲法另有規定外，

得以黨團名義提案，不受本法有關連署或附議人數之限制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五條）。因此，此等黨團亦具有

提案權。 

基此，相關獨立政府部門於其權限範圍內，得將其所執掌之政

策於立法院提出法律案；除此之外，在政黨政治運作下，朝野各黨

亦可將其政黨決議之決策，透過行政部門或立法院立法委員、黨團

在立法院提出法律案。套用於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其受內政部營建

署職掌，其專法之制定應由營建署草擬並由行政院送交立法院提

案，亦或是由符合組織法規定之黨團將提案送交至立法院，兩種立

法程序可擇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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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序委員會1
 

（1）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立法委員提出之法律案，應先送程

序委員會（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第二項前段）。提案

先送程序委員會，由秘書長編擬議事日程，經程序委員會

審定後付印。程序委員會置委員三十六人，由各政黨（團）

依其在院會席次之比例分配，每一政黨（團）至少一人。

院會審議法案的先後順序，由程序委員會決定。程序委員

會應依各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及經院會議決交由黨團協

商之順序，依序將議案交由黨團協商。議案有時效性者，

負責召集之黨團及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應優先處理（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四條）。 

（2）至於委員會審查法案之方式，有「單獨交由一委員會審查」

者；有「交由有關委員會聯席審查」者（參照「立法院各

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三條）。審查時，有須經「初步審查」

者，則由委員若干人輪流審查，或由委員會召集委員推定

委員若干人審查（「委員會組織法」第七條），然後再將審

查結果提報委員會或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委員會審查修

正之法案，稱之為「審查修正案」其審查經過及決議，應

以書面提報立法院院會討論。 

3.院會一讀 

第一讀會，由主席將議案宣付朗讀行之。政府提案或委員所提

法律案列入議程報告事項，於院會中朗讀標題（一讀）後，即

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但有出席委員提議，四十人以上連署

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逕付二讀。立法委員提出之其他議案，

於朗讀標題後，得由提案人說明其旨趣，經大體討論，議決交

付審查或逕付二讀，或不予審議（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八條）。 

                                                 

 

 
1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為中華民國立法院下設一特種委員會，在委員會中是法律或預算提案要通過的

第一關，必須先經過程序委員會的審定，才會付印並在議事堂中進行討論。程序委員會的成員是依

照各個政黨的席次比例所分配，因此每一個政黨至少都會有一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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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委員會 

（1）委員會審查議案時，可以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列

席就所詢事項說明事實或發表意見，以供委員參考。議案審查

完竣後，提報院會討論。審查會出席委員若不同意審查會之決

議時，得當場聲明保留院會發言權，否則即不得在院會中提出

相反之意見。法律案交付審查後，性質相同者可以併案審查；

但已逐條討論通過之條文，不能因併案而再行討論。 

（2）各項提案若於該屆委員任滿時，尚未完成委員會審查程序者，

下屆委員不予繼續審議。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得

依規定舉行公聽會，邀請相當比例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

人事表達正、反意見，並將其意見提出報告，送交本院全體委

員及出席者，作為審查該案之參考。委員對於法律案、預算案

部分或全案之決議有異議時，得依法於原案表決後，下次院會

散會前，提出復議動議。復議動議經表決後，不得再為復議之

動議。 

5.政黨協商 

（1）黨團協商之啟動時機有以下幾種情形：第一，為協商議案

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行黨團

協商。第二，立法院院會於審議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

如有出席委員提出異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該議案

即交黨團協商。第三，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

席得裁決進行協商。第四，臨時提案如具有時效性之重大

事項，得由會議主席召開黨團協商會議，協商同意者，應

即以書面提交院會處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及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九條第四項）。 

（2）黨團協商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各黨團負責人或黨鞭出

席參加；並由院長主持，院長因故不能主持時，由副院長

主持。前項會議原則上於每週星期三舉行，在休會或停會

期間，如有必要時，亦得舉行，其協商日期由主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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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由該議案之院會說明人所屬黨團負

責召集，通知各黨團書面簽名指派代表二人參加，該院會

說明人為當然代表，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各黨團指派之

代表，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審

查會委員時，不在此限。依第六十八條第二項提出異議之

委員，得向負責召集之黨團，以書面簽名推派二人列席協

商說明。議案進行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重點記錄。

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識後，應即簽名，作成協商

結論，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於院會宣讀後，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四個月無法達成共識者，

由院會定期處理。 

（3）黨團協商結論於院會宣讀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

以上之連署或附議，得對其全部或一部提出異議，並由院

會就異議部分表決。黨團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通過，或依

前項異議議決結果，出席委員不得再提出異議；逐條宣讀

時，亦不得反對。經協商之議案於廣泛討論時，除經黨團

要求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外，其他委員不得請求發言。經

協商留待院會表決之條文，得依政黨比例派員發言後，逕

行處理。前二項議案在逐條討論時，出席委員不得請求發

言（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九條至第七十三條）。  

6.院會二讀  

（1）第二讀會，於討論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院會議決不

經審查逕付二讀之議案時行之。第二讀會，應將議案朗

讀，依次或逐條提付討論。第二讀會，得就審查意見或原

案要旨，先作廣泛討論。廣泛討論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

三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重付審查或撤銷

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九條）。法律案在第二讀會逐條

討論，有一部分已經通過，其餘仍在進行中時，如對本案

立法之原旨有異議，由出席委員提議，五十人以上連署或

附議，經表決通過，得將全案重付審查。但以一次為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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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條）。 

（2）第二讀會討論各委員會議決不須黨團協商之議案，得經院

會同意，不須討論，逕依審查意見處理（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第十條之一條）。議案於完成二讀前，原提案者得經院

會同意後撤回原案。法律案交付審查後，性質相同者，得

為併案審查。法律案付委經逐條討論後，院會再為併案審

查之交付時，審查會對已通過之條文，不再討論（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第十二條）。經過二讀之議案，應於下次會議

進行三讀；但出席委員如無異議，也可以繼續三讀。 

7.法制局審查 

立法院組織法第二十條規定：「法制局掌理下列事項：一、關於

立法政策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二、關於法律案之

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三、關於外國立法例及制度之

研究、編譯及整理事項。四、關於法學之研究事項。五、其他

有關法制諮詢事項。」法制局可於此時發揮專業品質把關作用，

惟目前多半略過此程序而逕付三讀。  

8.院會三讀   

第三讀會，應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如有出席委員提

議，三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於二讀後繼續進

行三讀。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

其他法律相牴觸者外，祗得為文字之修正。第三讀會，應將議

案全案付表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立法院依憲法第

六十三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

決外，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條）。  

9.總統公布   

法案經立法機關通過者，經國家元首簽署、公布，便成為法律。

內閣制國家的元首一般不會否決法案，然而總統制國家的元首

一般有權否決法案。中華民國也有覆議的規定，如經全體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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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覆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長應接受決議；立法

院通過的法案，如無覆議，則由總統在十日之內公布實施2。 

 

 

 

 

 

 

 

 

                                                 

 

 
2
 立法院網站，資料來源：http://www.ly.gov.tw/02_introduce/0201_intro/introView.action?id=9，最後流覽

日：2015/11/05。 

圖 4-1 我國立法程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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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為制定專法以利於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立法程序，應以

「提案」為首要任務，有鑒於考量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性質隸屬於行政

院之範疇，而提案內容又限於所屬之部院單位，故建議可交由行政院負

責提案，將其專法之制定由營建署草擬，並由行政院送交立法院提出法

律案；亦或是由符合組織法規定之黨團將提案送交至立法院，採政策行

銷的方式，以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草案為主體，集中資源、聯合向立法院

各政黨黨團進行政策行銷，爭取通過本法律案。此一作法，一方面宣示

行政院對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的重視，另方面也比較能夠引發社會各界的

注意和關注，進而爭取立法院將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草案排入優先審議法

案，兩種立法程序可擇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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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組織型態分析 

一、 我國都市更新推動歷程 

我國都市更新推動歷程從最初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到戰後，國民

政府播遷來台以進行更新來清除違建。接著在 1983 年由臺北市發布臺

灣第一個都市更新的法令-「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但直到 1998

年立法院通過「都市更新條例」後，都市更新事業才更加蓬勃發展。 

自都市更新條例立法後，在推動思維上，開始將都市更新視為政府

重大的經濟建設。2009 年的愛臺十二項建設開始以健全都市機能的目

標來推動都市更新，隔年的政策中開始重視除重建以外其他的都市更新

手段如整建及維護納入規劃，並嘗試連結相關產業來帶動產業發展。 

在推動策略上，政府部門積極辦理公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由政府

主導指認大型公有土地完成先期規劃及前置作業，然後再辦理招商投

資，或委託民間機構來整合實施，以展示對推動都市更新的決心。在推

動公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的策略上，政府也透過組織調整來彌補其主管

機關之功能的不足。組織的調整包含增設置任務型編組的單位來負責跨

部門協調，或委外來協助規劃、招商、整合服務等。 

在促進私部門辦理都市更新的政策，主要是透過放寬容積獎勵標

準、擴大獎勵範圍、簡化辦理和行政的流程、補助、低利貸款等以期加

速和增加都市更新的辦理。然而政策仍是以容積獎勵為誘因來吸引私部

門辦理和投資。但此策略仍是被動的誘導和鼓勵，且獎勵對象仍為重建

為主，對於都更條例中的整建和維護除提供補助外仍沒有足夠的配套措

施。 

政府政策雖重視公有地參與都市更新及私部門參與，但現實狀況公

部門在推動公有地參與都市更新尚未能有效地統籌公有土地的參與，並

也未有專責單位來處理推動過程中最耗時的地上物處理及土地取得等

問題；而私部門也因政策的不完善變成只專注在容積獎勵的多寡而忽視

都更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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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的「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政策中，即提出成立都市

更新行政法人或半官方組織，負責統籌公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協助處

理地上物及整併私有土地、甄選實施者等，惟在相關第三部門組織設置

上，仍未完成政策中所指相關法令之研議，而未能真正設置與執行。 

表 5-1 歷年都市更新政策綜合比較 

更新

政策 
都市更新方案 

加速推動都市

更新方案 

愛臺拾二建設

都市更新推動

計畫 

都市更新產業

行動計畫 

都市更新發展計

畫 

時間 1997 2005 2009 2010 2014 

目標 都市更新啟動 重大經濟建設計畫 健全都市機能，提升都市競爭力 

整合型都市更新示

範計畫，實現都市再

生願景 

計畫

概述 

指認公有土地及

眷村做為優先辦

理更新地區。 

 

擴大指認大型公

有土地，如大型交

通設施周邊做為

優先更新地區，目

標為 2 年內完成

先期規劃，3 年內

完成招商。 

1.針對已完成先

期規劃及前置作

業的公有地為主

要的都市更新案

辦理選商投資，或

委託民間機構整

合實施。 

2.持續辦理公有

土地及重要發展

軸帶之先期規劃

及前置作業。 

延續前期對公有

土地推動、輔導民

間部門推動及自

力更新之目標。都

市 更 新 執 行政

策、策略及推動都

市老舊合法建築

物機能改善執行

策略。 

 

推動整合型都市

更新，達成促進產

業振興、環境永續

發展、社會工程闢

建、文化資產活化

利用、公有資產再

開發，以及都市防

災之區域再發展

之整體目標 

重大

法令

變革 

都市更新條例及

相關子法完成立

法。 

修正都市更新條

例： 

簡化申請、作業流

程放寬容積獎勵

時程、上限、公有

土地參與更新。 

修正「都市更新建

築 容 積獎 勵 辦

法」，擴大容積獎

勵範圍、簡化審合

流程。 

研議設置都市更

新行政法人或半

官方組織之相關

法令規定(尚未有

成果)。 

1.研議設置中央都

市更新開發專責

機構  

2.協助地方政府成

立專責機構 

(尚未有成果) 

已設

置之

推動

組織 

行政院都市更新

指導小組做跨部

會協調。 

(1)政策小組、推

動小組 

(2)都市更新任務

編組 

(1)專案推動小組 

(2)都市更新推動

辦公室 

(3)成立中央都市

更新基金。 

-- -- 

未設

置之

推動

組織 

都市更新專責機

構-巨眾都市更新

公司。 

都市更新專責機

構「臺灣都市更新

公司」。 

-- 

建議設立行政法

人型態都市更新

專責機構 

建議設立行政法

人型態都市再生

專責機構 

資料來源：張隆盛(2009)、國家發展委員會(2005)、國家發展委員會(2009)、國家發展委員會(2010)、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曾佳瑀，臺灣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功能及組織之研究(2015)、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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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內都市更新專責機構推動分析 

90 年代後都市更新的重要性逐漸顯著，期望透過都市更新來達到

全面性都市機的提升，促進產業發展並強化地方競爭力，期間有「大眾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等法案鼓勵私部門參與更新，當行政院通過都市更新條

例草案的同時，政府開始了成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的計畫構想。 

首次推動為經建會提出的「巨眾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型態為

依據公司法成立之私營公司，由公、私部門共同出資，以都市窳陋地區

開發為主要目的，在合作夥伴、資金都到位的情況下，卻因輿論認為有

官商勾結之疑慮，而宣告終止。 

直至 2007 年，配合中央都市更新政策以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之

目標，經建會及臺北市分別提出成立臺灣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及臺北

市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但仍因民意機構之否決而終告失敗。 

近年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為了加強審議品質及提升效率，尋求民間資

源進行都市更新法令宣導與教育訓練等工作，因應民眾期望公部門能提

更新專業協助供協助等，由臺北市政府全額出資於 2012 年成立「財團

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推動中心」，都更中心成立初期雖為提供諮詢服務

及輔導民更新角色，但自 2015年已轉型協助北市府公辦都更，並由 2015

年 3 月 23 日營建署函釋可擔任公辦都更實施者；並經本市議會同意，

可為弱勢整宅社區、海砂屋災損建築、配合市府再生計畫、提供中繼公

共住宅等公辦都更案件之實施者。 

臺灣自 1998 年至今四次推動設立都市更新專責機構，直到 2012 年

在改變組織型態及目的後，臺北市終於成功設立ㄧ專責機構，但已與前

幾次之目標大相逕庭，過去以推動對象從以公有土地、窳陋地區整體開

發為目標，在此目標下需具備實施者之功能及較多資金，而目前則以顧

問的身分協助民間自力更新為目標，目標範疇縮小許多，權力、功能及

資金的需求相對也縮小，當然推動速率也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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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國內都市更新專責機構彙整表 

案例 

中央 地方 

巨眾都市更新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都市更新 

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都市更新

開發公司 

財團法人臺北市 

都市更新推動中心 

時間 1998(未成立) 2007(未成立) 2007(未成立) 2012 

法源 公司法 公司法 公司法 

民法、內政部審查內

政業務財團法人設

立許可及監督要點 

推動 

單位 
經建會 經建會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 

組織 

性質 
公私合夥公司 公私合夥公司 公私合夥公司 公設財團法人 

資本

額 
5億元 60億元 2億元 1.9億元 

經費 

來源 

公部門 25% 

私部門 75% 

公部門 49% 

私部門 51% 

公部門 40% 

私部門 60% 

市政府 100%補助 

股權 

結構 

 公股 25%: 

中美基金 12.5% 

開發基金 12.5% 

 民股 75%  

6間民間建設公

司 

 公股 49%： 

國發基金 40%

公股銀行 9% 

 民股 51%： 

民投公司 

 公股 40%： 

臺北市政府 

 民股 60%： 

更新專業相關

公司 

-- 

主要 

業務 

 更新開發可行性

研究  

 委辦招標作業  

 監督計畫執行  

 顧問業務  

 協助甄選實施

者 

 投資、資金協助 

 顧問服務 

 擔任實施者 

 協助老舊社區

等具更新急迫

性之地區意願

整合 

 自力更新團體技

術服務  

 協助民眾更新基

本認知  

 協助徵選專業團

隊參與 

 配合市府公辦更

新政策，研議個案

開發規劃內容、政

府主導方式、擔任

實施者角色等功

能 

結果 

因民意機關反對，改

採財團法人方式籌

設，由原本欲投資都

市更新公司之八家

企業捐款設立財團

法人都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因立法院反對，最

終由原本投資商

自行成立完全私

營公司。 

因議會反對，設立

失敗。 

2012年設立。2015

年已轉型協助北市

府公辦都更。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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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外都市更新專責機構推動分析 

本研究案針對 6 個國家的 11 個都市更新相關之專責機構進行調查

分析，這 11 個機構分別是：英國的都市發展公團/UDCs、都市再生公

司/URCs、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香港的市區重建局

/URA、美國的加州都市更新機構、新加坡的市區重建局/URA、建屋發

展局/HDB、韓國的土地住宅公社/LH、住房公司/SH。 

回顧近代的都市更新歷史主要追溯到二戰後的大規模重建與安

置。戰後的歐洲，城市因戰爭造成建築、道路和公共及民生設施大規模

的毀損，百業蕭條，迫切地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更新；在美國，為因應都

市的發展也進行大規模的重建(reconstruction)。 

戰後的美國頂著戰勝國的光環，投資與開發在全國各城市遍地開

花。為改善都市環境的窳陋、振興經濟及提升都市居民的生活品質，如

加州於 1945 年制訂了「加州地方更新法 California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Law 」，並授權城市及地區成立專責更新機構

（redevelopment agency）。 

從 60 到 80 年代間，歐美國家的都市更新圍繞在振興

(re-vitalisation)、更新(renewal)、再開發(re-development)等策略，主要仍

是強調解決都市窳陋和新市鎮的開闢等。英國的都市發展公團/UDCs 就

是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下，為了進行大規模的都市窳陋整治和新市鎮的建

設於 1980 年立法產生。其他亞洲國家的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漸面臨

到窳陋和公共設施不敷使用因而限縮了城市與經濟的發展，也紛紛開始

投入成立符合其國情需求的都市更生專責機構(如日本的住宅公團、住

宅、都市整備公團、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市區重建局等)來加速推動

其都市的更新與再開發。 

在 90 年代以前英、美的都市更新著重在如戰後的重建、窳陋、都

市貧民區(urban slums)的清除及新市鎮的建置等，這些更新都是強調都

市裡社會秩序的重建、空間與環境秩序的整治再造。到了 90年代後英、

美對都市更新的思維也開始進化轉變，從原先的強調硬體建築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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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al)、再開發(redevelopment)轉化成為以全方位的都市政策規劃為

著眼的再生(regeneration)和復興(renaissance)。 

1992 年的洛杉磯暴動(1992 Los Angeles riots)讓英、美開始從新思考

他們的都市政策，讓都市裡長期被壓抑的文化種族、社會及經濟失衡等

問題浮上政治檯面。在美國都市政策開始強調人材的培養與投資，創造

就業機會，解決種族及社會對立與經濟的分配不均等議題的關注；在英

國東尼 布萊爾(Tony Blair)也在1997年於首相府辦公室的編制下成立了

社會排除解決小組(Social Exclusion Unit)致力於解決多重剝奪(multiple 

deprivation)的問題和成立 Urban Task Force 發表了 Towards an Urban 

Renainssance 的政策白皮書。 

從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到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進化讓

更新不再侷限於窳陋的拆除與重建，而是更俱全方位性的都市規劃

(urban planning)和都市政策(urban policy)的重新思考，均衡並重社會

(social)、經濟(economy)和環境(environment)的三大領域的發展，重視都

市設計和策略性的都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強調跨部門合作與夥伴

關係(partnership)的建立與運用。 

表 5-3 國外都市更新型態比較表 

都市更新的

思維 

推動及管理的型

態 
規劃與決策 夥伴關係 

都市更新 

urban 

renewal 

制度導向的管理 

system-led 

management 

上而下 

Top-down 

approach 

分工型 

垂直或平行的分工 

都市再生 

urban 

regeneration 

政策導向的治理 

policy-led 

governance 

下而上 

Bottom-up 

approach 

合作型 

垂直與平行的整合 

(本研究整理) 

在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的思維下，更新是放置在整體都市發

展的永續經營的脈絡裏來進行的規劃。其開發的模式、涉及的議題及發

展的領域也相較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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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分析都市再生(urban regeneration)是屬於策略型(strategic)的

政策導向(policy-led)的治理(governance)；而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則

重在系統化(systematic)的制度導向(system-led)的管理(management)。這

樣的差異也反應在各國的都市更新推廣機構的營運型態，強調政策導向

的治理(policy-led governance)的英、美其機構的型態則多屬於任務型的

編組，其成立及解散皆較有彈性和多元；而亞洲國家所推行的制度導向

的管理(system-led management)則多是常設型的單位，相較之下是屬於

獨佔型的組織機構，其發展管理上雖較無彈性但相對性穩定，其執行上

也比較單一。(詳表 5-3) 

在組織的性質上，可粗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兩種。都市發展公團

/UDCs(英國)、加州都市更新機構 (美國)、住房公司/SH(韓國)、獨立行

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日本)、市區重建局/URA(香港)、市區重建局

/URA(新加坡)、建屋發展局/HDB(新加坡)、土地住宅公社/LH(韓國)等

在性質上皆屬於公法人；而都市再生公司/URCs(英國)則是屬於私法

人。(詳表 5-4) 

表 5-4 國外都市更新機構性質分析比較表 

性質 機構 組織類別 

公法人 

都市發展公團/UDCs(英國) 
非 部 會 公 共 機 構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加州都市更新機構(美國) 獨立的公法人團體 

住房公司/SH(韓國) 公法人團體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

/UR(日本) 
行政法人 

市區重建局/URA(香港) 法人團體 

市區重建局/URA(新加坡) 法定機構 
建屋發展局/HDB(新加坡) 

土地住宅公社/LH(韓國) 公法人團體 

私法人 都市再生公司/URCs(英國) 擔保責任有限公司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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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法人的範疇中，因應各國的政治法律制度的不同，每個機構的

組織類別和權利義務也有相當的差異。如英國的都市發展公團/UDCs 是

屬於在英國政府組織架構中 46個中央部會1之外的三百多個機構及其他

公共團體(agencies and other public bodies)之一，稱為非部會公共機構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所為的非部會公共機構係指享有高度

自治，但仍需向所屬部會的大臣(Secrtories)或部長(Ministers)負責的公共

機構。其在授權下其享有行政權，但較無政府內閣部會所受之如人事、

財務等限制。 

美國的加州都市更新機構為獨立的公法人團體，其性質與英國的非

部會公共機構相似，但所依循的法律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加州。加州都市

更新機構仍需向上屬機關單位負責，在授權下和英國的非部會公共機構

一樣享有行政權(如徵收等)。 

日本的 UR 都市再生機構是屬於獨立行政法人，其沿革則是從 50

年代所成立的日本住宅公團經過數次轉型而成為今日之模式。UR 都市

再生機構的獨立行政法人與前述兩種機構之性質十分接近，但其同英國

的都市發展公團/UDCs 都是屬中央政府管轄，但都擁有相對的自治權。 

在韓國其住房公司/SH 和土地住宅公社/LH 皆屬於韓國的公法人團

體，也有相同於上述機構的性質，只不過土地住宅公社/LH 係由中央成

立，而住房公司/SH 則是由首爾市政府出資成立。 

香港的市區重建局/URA 是法人團體與新加坡的市區重建局/URA

和建屋發展局/HDB 

在私部門範疇中的都市再生公司/URCs(英國)則是屬於擔保有限公

司(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是政策導向的治理下為強化跨部門和

領域夥伴關係所發展出來的產物。Towards an Urban Renainssance 的政

策白皮書提出為了領導和整合推動都市更生建議成立都市再生公司。之

所以採公司法人的身分是因為公司比起政府機關更俱獨立性、享有更多
                                                 

 

 
1
 資料來源：https://www.gov.uk/government/how-government-works <搜尋日期 2016/03/0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how-governmen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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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運作權和只須擔負有限責任等優勢2。 

因國情和制度的差異，各國公法人的權力義務亦也多有不同。但為

了能有效推動都市更新事業，各國在機制上亦多有共同點，如上列之公

法人雖程度上因國情和制度而有差異但都受公部門的監督；多享有充分

的自治，如在人事、決策及財務等享有較多的獨立自主權；在授權下或

透過夥伴合作關係多享有行政公權力(如徵收)以利其業務推動與執行。 

在社會住宅的議題上，各國在政策上和定義亦有相當的差異。在研

究的 11 個專責機構中，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HDB、韓國的土地住宅公

社/LH 和住房公司/SH 是少數仍還有從事社會住宅的興建。日本的獨立

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 則是承接管理其前身日本住宅公團等機構

所遺留下來的出租社會住宅的管理。 

在英國從 70 年代後期開始社會住宅的政策有很大的變革，從原先

的大量興建社會住宅轉為 right to buy 的開放社會住宅使用者可以購買

的政策。後期的都市發展公團/UDCs(英國)和都市再生公司/URCs(英國)

則多著重在 mixing uses 的住宅興建3，藉以滿足原社會住宅的需求。在

2010 年後政府則提出 affordable housing 政策，以鼓勵私部門興建

affordable houses，再交由地方的 Housing Association 管理租售。 

在美國的加州都市更新機構亦有住宅興建的政策，如舊金山都市更

新專責機構(SFRA)已促成 3萬多戶住宅興建，該局所興建平價住宅已成

為該市最大平價住宅的供應者，有平定房價之作用。 

 

 

                                                 

 

 
2
 Urban Task Force (1999)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 Final Report of the Urban Task Force Chaired 

by Lord Rogers of Riverside, London: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 
3
 Urban Task Force (1999) Towards an Urban Renaissance – Final Report of the Urban Task Force Chaired 

by Lord Rogers of Riverside, London: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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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的 11 個專責機構中，有 3 個是經過轉型而來的機構，

分別是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香港的市區重建局/URA

和韓國的土地住宅公社/LH。 

表 5-5 國外專責機構轉型分析表 

現行機構 前身機構 轉型的原因 

獨立行政法

人都市再生

機構 /UR( 日

本)  

 日本住宅公團(1955-1981) 

 住宅、都市整備公團(1981-1999) 

 都市基盤整備公團(1999-2004) 

 法令的修訂  

 功能的調整  

 法人身份的改變  

市區重建局

/URA(香港)  
 土地發展公司(1988-2000)  

 因應大環境的變革  

 業務執行效能的提升  

 法人身份的改變 

土地住宅公

社/LH(韓國)  

 大韓住宅公司(1962) 

 韓國土地公司(1975)  
 法人身份的改變 

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 的前身是 50 年代中所設立

的日本住宅公團，其後在分別在 1981 年轉型為住宅、都市整備公團和

1999 年轉型為都市基盤整備公團。從日本住宅公團、住宅、都市整備

公團到都市基盤整備公團的轉型主要是功能定位的轉換，它們的法人身

分仍都還是屬於特殊法人。在 2004 轉型成為都市再生機構/UR 則是屬

於行政法人。 

香港的市區重建局/URA 的前身則是依據土地發展公司條例成立於

1988 年的土地發展公司。因 1997 年遭遇金融風暴，無機構願意替土發

公司安置受影響的租戶/業主，另徵收土地的程序需時甚久、官商勾結(土

地發展公司與大地產商合作重建)等問題浮現，在土發公司執行成果不

如預期之情況下，立法會於 2000 年 6 月通過《市區重建局》條例，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亦於 2001 年 3 月通過政府收回土地的補償政策，並由

「巿區重建局」以取代土發公司。 

韓國的土地住宅公社/LH 的前身則是 1962 年設立的大韓住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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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975 年成立的韓國土地公司。在 2009 年轉型成為韓國土地住宅公社

/LH。 

這三個轉型之專責機構雖轉型的理由迥異然主要變革是在法人身

份的改變轉型，如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 係由特殊法人

變成行政法人；香港的市區重建局/URA 由公司法人變成公法人，韓國

的土地住宅公社/LH 亦是從公司法人變成公法人團體。另外此三個機構

的主要業務在轉型前和轉型後仍保有相當大的連結，其專業亦未有大幅

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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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國成立專責機構組織型態分析 

本案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主要功能應為推動政府都市更新政策為

主，透過其更新專業技術與專法授權之職能，解決與突破個案執行上的

問題，為民間創造更多投資機會。 

本計畫就都市再生專責機構成立為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或行政

法人等三種組織型態分析，惟就現有組織之法源觀之，專責機構之成立

必須訂定明確法源。就該機構的組織、權責、監督管理及解散方式等皆

需予以明定，以使該機構之成立與運作於法有據。 

綜上第四章中之分析與回應臺灣過去推動專責機構之歷程，均希望

透過如私部門的營運方式藉以提升管理與執行的效率。依本研究針對都

市再生專責機構之目的、內容及範圍予以考量，若以行政法人或股份有

限公司之型態來推動業務，其運作的彈性則較政府機關佳。惟股份有公

司因明定為「以營利為主的之社團法人」，擔憂以營利事業組織擔任執

行公益性業務之角色的適任性較易受質疑。 

考量本專責機構成立需經立法院同意，組織人員含官派，為可確保

未來政策的推動，本研究建議都市再生專責機構應以行政法人的型式為

優先考量，其次才是財團法人，而股份有限公司則居末。 

惟因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行政法人執行特定公共

事務時，其執行對象僅限於「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尚不包含「徵

收、區段徵收、市政重劃」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高之公共事務，是

以為考量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運作範圍涉及高度公權利之行使，建議將

另制定專法以利機構能順利運作。 

若是考量現有機構轉型之可能性，參考國外的三個經轉型而來的日

本的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香港的市區重建局/URA 和韓國的

土地住宅公社/LH 的經驗，發現此三個機構在轉型前後之業務多有極大

程度的連結和重疊。針對國內如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財團法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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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財團法人建築中心、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

顧問研究社等四個較相關之機構來進行分析，它們的專業與業務則多著

重在工程、建築和國土規劃(詳表 5-6)與都市更新業務多有落差。其中財

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的城鄉規劃部雖有參與基隆市都市更新

方案的規劃，但仍只是佔其研究社眾多業務比重中的少部分。綜合分析

(詳表 5-7)，若是推動轉型可能因其原機構之業務及專業的落差太大而造

成未來轉型整合的困難。考量整合上的困難與如何發揮各自的專業，本

研究建議未來可採策略性的合作，讓各自機構的專業能極大化，也藉以

提升彼此業務執行的效能。 

表 5-6 國內可能轉型之財團法人分析表 

機構名稱 成立宗旨 業務編組 

財團法人臺灣營建

研究院(1981-) 

推動有關營建產業與經營管理之

研究與服務為宗旨，並致力於聚

合產業界、政府與學術界之  力

量，從事改善國內營建環境及提

昇國內營建技術水準之研究發

展，開創營建業新的局面，俾進

一步加強對世界營建市場之競爭

能力。 

 兩岸營建合作交流

中心  

 工程法務與鑑識中

心  

 公共工程技術資料

庫整合中心  

 產業資訊與推廣處  

 工程技術與管理研

究所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

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2002-) 

台灣國土規劃及不動產政策智

庫，其任務在以永續發展的觀點

進行前瞻性、整合性及長期性的

國土規劃研究工作，支援政策研

擬，並提昇不動產資訊透明化、

促進不動產之市場機制。 

 國土規劃群 

 不動產群 

 資訊技術室 

財團法人建築中心
(1999-) 

在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督導之下，

承接政府及民間交付之相關建築

材料、工程技術、檢測、評定等

業務，期以提升建築 工程品質及

生活環境 

 建築防災推廣中心 

 智慧建築推廣中心 

 建築環控推廣中心 

 建築技術推廣中心 

 建築新知推廣中心 

 建材檢測驗證中心 

 住宅整建咨詢中心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

技術顧問研究社
(1990-) 

期許以配合政府與民間，推動都

市建設、都市開發、城鄉規劃、

生態環境等，工程與設計工作 

 工程設計部 

 城鄉規劃部 

 營建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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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轉型與新設比較分析表 

項目 
(公股) 財團法人轉型為 

專責機構 
新設專責機構 

優點 
 公產資源多重利用，如辦公室、

器材設備等。 

 設置條例或組織章程為都市再

生專責機構功能角色量身訂作。 

 專法設置條例，專門授權執行都

市更新相關業務。 

 不受原有人員編制限制，可獨立

運作。 

 組織型態不受限於財團法人。 

缺點 
 都市再生業務與目前辦理業務

無關連，轉型不具優勢。 

 組織型態受限僅為財團法人。 

 原組織章程與轉型業務不一

致，修訂比新訂更廢時廢事。 

 須循立法程序增訂設置條例。 

 新增業務龐大，原有業務恐受影

響。 

 組織編制須擴大，人事管理、人

員進用方式、薪資條件須重新考

量，且原機構人員須配合。 

 器材設備須購置，無共用機會。 

 須循立法程序設置。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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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及任務界定分析 

一、 角色功能任務界定 

本案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主要功能應為推動政府都市更新政策為主，

透過其更新專業技術與專法授權之職能，解決與突破個案執行上的問

題，為民間創造更多投資機會，核心價值以供給導向之開發，透過供給

來創造需求，非屬於一般建商市場導向獲利目的，案件標的原則包含:經

政府指定辦理都市再生、都市更新或公共工程，或與公共建設、港灣、

交通轉運場站、產業轉型相關之都市更新事業，或重大災難或重大事故

損害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防災需求迫切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具

歷史文化保存需求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或為大面積公有土地，以及確

有公共利益惟民間實施有困難之都市更新事業。  

另各角色功能界定說明如下：  

(一)角色一、策略規劃者 

主要功能為研究與開發策略規劃都市再生、都市更新綱要計

畫、上位計畫、都市計畫等，作為都市更新事業的指導原則。包含

就大規模都市再生、產業活化、創造就業機會等考量規劃，增加公

共利益，或提供個案整體規劃可行性分析、諮詢顧問，透過規劃者

量身訂做個案的推動策略與問題解決途徑，尤其可針對個案周邊環

境與社經需求，強化個案公益性貢獻的導入，並確保開發方向與政

府政策一致。 

(二)角色二、整合投資者 

本角色整合工作主要功能著重在公辦更新案件中之人、事、

權、政策與資源等統整與合作。工作執行包含公辦更新案發起階

段，對所權人詳實說明都市更新程序、權利與義務、都更效益、參

與意願調查等；另於公辦更新案確定後之整合，則包含各相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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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之釐清與協調，如租權、抵押權等，或視個案需求協議價購私

有土地、提請政府協助弱勢救助、協助安置等，其具體功能為取得

所有權人參與意願書，作為後續執行公辦更新案招商重建的基礎。 

另投資方面，主要功能係為促成確有公共利益之更新事業推動

實施，強調非以獲利為投資考量，投資方式包含合組公司、購買股

權、合資、價購取得更新前後不動產，投資對象以公辦都更案、自

組更新會為主。 

(三)角色三、招商管理者 

主要功能為支援公辦更新案辦理公開徵選實施者，以豐富執行

經驗使公開評選作業流程化，加速公辦更新效率。亦可配合更新事

業計畫審議程序與實施期間，延續協助監督簽約後之履約管理、營

建工程專案管理等工作，以公正第三方的角色避免更新過程中所有

權人與實施者資訊不對等誤會爭議產生。 

另配合政府政策，支援政府單位所管有之公有不動產運用與管

理，包括更新前的短期利用與更新後取得具收益性不動產的營運管

理，或者是為公辦更新個案中涉及的多數公有土地、國營事業用地

管有機關接受代管的委託，有助於節省公有機關之間協調所耗費的

行政資源，統一代管形成單一窗口簽約代管，將可避免更新事業受

公有機關決策變動而干擾。 

(四)角色四、實施者 

主要功能為援政策指定之公辦更新案實施，以及協助民間無

法自行實施之個案，本專責機構雖賦予其擔任都市更新事業實施

角色，但其目的絕非以獲利導向，參與更新個案應有限制，除須

符合專中所述之標的範圍外，尚須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或評估諮

詢委員會討論通過等程序。其亦可視其個案之必要性向主管機關

提出建議徵收計畫以順利推動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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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業務職掌與營運項目 

依前述本案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主要角色之功能界定，為後續設置條

例條例規範、業務項目、組織編制更為明確，擬就個角色業務職掌與營

運項目逐一說明如下： 

(一)角色一、策略規劃者工作項目 

本角色主要將都市再生規劃工作以具策略性的執行框架導

引，項目分成有三個階段，包含調查、分析及規劃，各項工作包含:

環境資料調查、提出都市再生、都市更新更新構想與定位、實質再

發展計畫、都市更新可行性評估等。 

 

 

 

 

 

 

 

 

 

 

 

 

 

 

 
圖 6-1 角色一、策略規劃者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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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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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公辦更新案意願調查

公辦更新案範圍確立後

(二)角色二、整合投資者工作項目 

1整合部分 

土地整合者工作項目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屬於公辦更新案

發起之整合，工作相目包含向所權人詳實說明都市更新程序、權利

與義務、都更效益等必要的溝通，以及所有權人參與公辦更新案意

願調查。當政策確定個案由政府主導後，則進入整合投資階段，主

要工作項目包含各相關所有權利之釐清與協調，如租權、抵押權

等、協議價購私有土地、提請政府協助弱勢救助、取得私地主簽署

之參與意願書。 

 

 

 

 

 

 

 

 

 

 

 

 

 

 

 圖 6-2 角色二、整合投資者-整合部份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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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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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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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籌措

投資條件約定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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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約取得不動產項目

政
府
擔
保
借
款

自
有
資
產

處
分
盈
餘

2投資部分 

投資者工作項目包含針對公辦都更案、自主更新會進行投資必

要性與可行性評估，投資方式則有合組公司、購買股權、合資、價

購取得更新前後不動產，其他工作尚有資金籌措、約定投資條件、

更新期間財務稽核、更新後依約取得房地等。 

 

 

 

 

 

 

 

 

 

 

 

 

 

 

 

 

圖 6-3 角色二、整合投資者-投資部份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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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三、招商管理者工作項目 

1.招商部分 

招商部分之工作項目包含研擬招商文件、辦理公告招商、公

開評選施者作業，經過資格審查與綜合評審選出最優申請人，直

至與實施者完成簽約。若無廠商投標或投標廠商均未能通過審查

造成流標時，則須重新檢討招商內容，並視實際情況調整招商文

件後再行辦理第二次公開招商作業。 

檢討招商內容

第二次公告招商

未選出

與實施者完成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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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評選作業

資格審查

評選委員會綜合評審

選出最優申請人

 

 

 

 

圖 6-4 角色三、招商管理者-招商部分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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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點交接管

2.監督部分 

監督部分之工作項目自與實施者簽約後開始，包含事業計

畫、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報核期間的履約管理、更新期間施工督導

與品質監督、協助竣工驗收、初驗與缺失複驗等工作，直至完成

點交接管。 

 

 

 

 

 

 

 

 

 

 

 

 

 

 

 

 

 

 

 

圖 6-5 角色三、招商管理者-監督部分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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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部分 

營運管理者工作項目自接受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用地管理機

關委託後開始，依據管理機關委託協助代為管理營運更新前房地、

同時約定各公有機關權利價值比例等為更新後分回達成共識，參與

更新之土地無論是參與一般民間更新案或由政府主導之公辦更新

案，均可於實施者完成都市更新點交後，依更新前合約約定將更新

後分回之房地移轉至原委託機關，或依約代為營運管理更新後房

地，並將其收益交還原委託機關，包含租賃申請、維護管理、營運

管理等。 

 

 

 

 

 

 

 

 

 

 

 

 圖 6-6 角色三、招商管理者-更新前後營運管理部份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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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色四、實施者 

1.擔任實施者部分 

實施者工作項目包含整合更新範圍內所有權人參與意願、完成

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之申請報核、獲准實施、施工興建、成果

配備查等之相關法定行政程序，並負擔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

新事業所需之費用。 

 

 

 

 

 

 

 

 

 

 

 

 

 

 

 

 

 

圖 6-7 角色四、實施者-實施者部分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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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指示辦理更新作
為公共使用設施案件

同意機構擔任實施者

優先協議價購

送交監督機關
轉中央地政機關核定

徵收計畫核定公告

價購失敗

提出建議徵收計畫書

由中央地政機關交地方政
府辦理徵收

確認事業計畫範圍內
必須取得之私有土地

2.視後續條文討論進度斟酌建議徵收部分 

當機構擔任實施者時，具建議徵收能力，其工作項目由配合政

策經主管機關指示辦理之更新案開始，確認須取得之私有土地範圍

後，經本機構協議方式收購仍無法取得土地時，則提出詳細建議徵

收計畫書、送交監督機關轉中央地政機關核定與公告，並由中央地

政機關交由地方政府辦理徵收，其所徵收土地須作為更新後興建供

公眾使用之公共設施或公益性設施。 

 

 

 

 

 

 

 

 

 

 

 

 

 

圖 6-8 角色四、實施者-建議徵收部分工作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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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興辦社會住宅業務 

(一)配合政府住宅政策 

為落實社會住宅政策，中央規劃 8 年內興辦 20 萬戶社會住宅，其

中以興建方式興辦 12 萬戶，包租代管方式興辦 8 萬戶以及容積獎勵補

充。社會住宅之興辦具有專業需求，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低，需強化成

本效益及經營效能，不適合由政府機關直接推動，同時為確保社會住宅

公益性，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行政法人之人事、組織、財務及採購制

度較具彈性，得導入企業化經營管理模式，提升營運績效，中央住宅行

政法人可輔助中央主管機關執行住宅業務，更可協助能量不足之縣（市）

政府興辦社會住宅，加速 8 年內興辦 20 萬戶社會住宅，成立行政法人

型式的中央住宅專責機構有其必要性及急迫性。 

(二)主要業務內容 

1.配合中央政府住宅政策辦理社會住宅之興辦，包含規劃設計、興

建(新建或修繕)、營運、管理維護及包租代管相關事務。 

2.接受地方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委託興辦社會住宅。 

3.為獎勵民間釋出空屋，減輕政府興建社會住宅之土地取得及財務

壓力，主管機關得依住宅法第八條委託中心，辦理該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五款，承租民間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即由本中心承租民間住宅並

轉租予符合資格者及代為管理；另考量善用民間現有資源，亦得依該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由本中心再委託租屋服務事業以包租(以業者承

租民間住宅並轉租)或代管（業者代為管理，或媒合承、出租）方式辦

理，以作為社會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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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授與之權利義務分析 

(一)授權相關法令分析 

1.行政委託 

針對「本專責機構」之定性而有所不同，個別說明如下： 

(1)如專責機構定性為「公司」、「財團法人」： 

行政程序法第 2 條第 3 項：「受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或團

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

或個人辦理。」等條文適用參考。 

(2)如專責機構定性為「行政法人」： 

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行政機關得依法規

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級機關執行之。行政機關

因業務上之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

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之。」等條文適用參考。 

2.擔任招商者 

依據都更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之１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

例第九條所定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

者，其委託作業，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

機構辦理。」故擔任招商者之法源依據應視本再生機構之性質

是否為本條規範之「所屬機關、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

而論，分述如下： 

(1)定性為「行政法人」： 

參考法務部字號第 10303506900 號函：「不拘泥於機關之形

式外觀，亦即不限於行政院暨其所屬各機關，其他具單獨

法定地位，實際上行使行政權具行政作用之組織，於從事

公共事務、行使公權力時，亦屬本法之行政機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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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函釋見解，本專責機構如受執行公共事務，其性質上

仍屬行使公權力之範疇，而屬行政程序法之行政機關，於

本條有適用之參考依據。 

(2)定性為「公司」： 

依據國（公）營事業機構係指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 3條第 1

項規定：「一、政府獨資經營者。二、依事業組織特別法之

規定，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三、依公司法之規定，

由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政府資本超過 50%者。」及公

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 3條規定：「一、各級政府獨資或合

營者。二、政府與人民合資經營者，且政府資本超過 50%

者。三、政府與前 2 款公營事業或前 2 款公營事業投資於

其他事業，其投資之資本合計超過該投資事業資本 50%

者。」並依公司法規定訂定公司章程規範組織者，包含資

本為政府(含部會及其所屬機關、國營事業機構)直接或間接

投資達 50%以上者。 

參考上述條文，本專責機構如符合上述投資要件者，即定

性為本條之國（公）營事業機構，於本條有適用之參考依

據。 

(3)定性為「財團法人」： 

參考法務部函法政決字第 0970037116 號指出：「按民法第

60條規定：設立財團者，應訂立捐助章程，並訂明法人目

的及所捐財產。準此，財團法人本無資本或營利之性質，

而與公營事業機構迥然有別，貴局來文提及各財團法人董

事長等相關人員，均非屬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公營

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之主管」之適用範圍。至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雖由財

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持有股權達 71.16%，然政

府或公營事業持股未超過 50%，亦非屬公營事業機構，併

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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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函令分析，如本專責機構其政府或公營事業持股

未超過 50%，及非屬公營事業機構，自無都更條例施行細

則第 5條之１之適用，而不得作為公開評選程序。 

3.擔任實施者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9 條前段規定：「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

區，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自行實

施或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同意其他機關 (構) 

為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由本條觀察可知，依據本再

生機構定性而有所不同。原則上除都更條例另有其他條文明文

外，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得同意其他機關 (構) 為實施者，

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然而，值得注意者，「其他機關 (構)」雖未

如同條中的「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一樣，必須限於「依公司法

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都更條例第 14條參考），但仍有討論的

空間。另，都市更新事業係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者，則不以

股份有限公司為限，本專責機構即可為之，此部份較無爭議。 

(二)權責分析 

本專責機構主要將依據都市更新條例、行政程序法，以及本專

責機構組織型態設立法源作為辦理依據。專法授權成立後，本專責

機構原則上可接受政府行政委託執行都市更新相關業務，各類型委

託事務之權責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 6-1 專責機構業務權責分析表 

角色業務 

權責 

中央政府 專責機構 
事業目的 

主管機關 

角色一、策略規劃者  行政委託 
受託執行 

自行辦理 
涉及行政處分項目之核定 

角色二、整合投資者 

行政委託 受託執行 

自行辦理(一定金額之投

資經監督機關同意) 

-- 

角色三、招商管理者  行政委託 
受託執行 

自行辦理(一定價值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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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業務 

權責 

中央政府 專責機構 
事業目的 

主管機關 

分須經監督機關同意) 

角色四、實施者  行政委託 受託執行 核定事業計畫 

專責機構的角色乃是作為協助政府來推行都市再生和藉以補

足政府在當前都市更新之執行上之不足，如土地整合等，另外亦可

在接受委託之情況下協助政府執行如營運管理、擔任實施者及招商

等工作。其角色不應被視為是政府單位之競爭對手亦或是取代者，

而是一專業之協助者與合作夥伴，依本案所建議之專責機構角色任

務，其與政府單位業務分工關係如下表: 

表 6-2 政府與專責機構業務分工分析表 

都市更新工作項目 
業務執行者 

政府 專責機構 

都市再生、都市更新政策法令研擬  ●  

都市再生、都市更新機制研究  ● ◎ 

個案計畫發起  ● ● 

都市再生規劃  ● ◎ 

招商作業 ● ◎ 

更新期間監督工作  ◎ 

整合   ◎ 

更新前後營運管理(公有資產部分)  ● ◎ 

投資  ● ● 

擔任實施者  ● ◎ 

審議核定  ●  

更新事業計畫結果監督管理  ●  

經費補助民間個案 ●  

建議徵收   ● 

辦理徵收  ●  

註:直接執行者●；經行政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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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後續營運項目與自償性分析 

(一)專責機構成立資金 

專責機構成立資金規劃由中央的住宅基金及新市鎮基金分兩

年提撥到位。住宅基金規劃提撥 14 億，新市鎮基金提撥 16億，共

計 30 億作為住都中心辦理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業務使用(未來將

以實際成立後資金投入為準)。 

(二)後續營運項目 

專責機構規劃於成立 10 年內承作業務和營運項目，包括有擔

任實施者 2 案(目前規劃為臺北市信義區兒童福利中心 A 基地、新

北市新店榮工場地周邊地區更新單元一)、公開評選實施者 1案(新

北市板橋浮洲商業區)、接受中央指示及地方政府或中央機關(構)

委託公開評選實施者 12案(如中山女中地區、臺銀捷運圓山西側地

區...等共 12 案)、輔導民間都市更新個案約 20案，以及 林口世大

運之社會住宅和更新後分回房地等營運管理。(未來將以實際成立

後規劃執行為準) 

(三)營運收入 

專責機構營運主要的收入來源分為租金收入、銷售收入和規劃

招商顧問費用，其中租金收入就包括社會住宅的租金收入和更新後

分回房地的租金收入；而銷售收入則是更新後分回的住宅作一般出

售所獲得的收入來源；而規劃顧問費用就包括有接受中央指示及地

方政府或中央機關(構)委託公開評選實施者和輔導民間都市更新

個案的費用收入。 

(四)營運支出 

1.開辦費用 

規劃於設立時無償使用中央機關提供之辦公室，該地初步估計

得容納 100 人，開辦費用包括有裝修和設備器材等費用，並預

計於第 3 年(後續依實際營運情況調整)承租第 2 辦公室(將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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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人)以做營業調度使用。 

2.人事支出 

規劃於 6 年逐年增編人力，並於第 6 年達完整編制 200 人。考

量住都中心將逐年擴張，初期招募以培養未來管理人才及具豐

富實務經驗之專業人士為主，規劃依照前章人力薪資計算，初

步採該職位之最低薪資水準，且年人事成本以薪資*1.3(執行獎

金、津貼、勞健保等)*12 個月+2個月年終估算人事支出。 

3.業務及管理支出 

依照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

製注意事項」，本中心將服務費用、材料及用品費、交流活動費

等，依行政部門及業務部門分列為管理及業務兩項支出。 

4.開發成本 

由專責機構任實施者之業務，規劃有臺北市信義區兒童福利中

心 A 基地及新北市新店榮工厰地周邊地區更新單元 1 共 2 案。

該 2 案由專責機構投入規劃、籌備、開發、興建和營運，其開

發成本有包括土地整合費用、權利變換更新規畫費用、工程興

建費用等。 

5.複委託支出 

包括招商作業過程中縮須要與其他專業顧問(如建築師、估價師)

合作的複委託費用。 

(五)自償性分析 

依照前述資金、收入來源與營運支出預估，本專責機構成立初

期的 10 年期間，可透過計畫的收益與資金的借貸和償還，初步估

計是具有自償性且於第 10 年仍保有約 32 億元的資金可以運用(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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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組織成員分析 

一、 專責機構人員編組建議 

本案專責機構採行政法人或類似組織之目的，即希望擁有民營企業

的運作彈性，達到營運效能提升的目標，因此在管理階層係透過設置董

事會進行。董事會負責組織營運決策、管理及監督，並由董事會向上級

主管機關負責，董事會所形成之合議，由機構內的執行部門推動。 

本專責機構依業務性質編組為三大部門，共 9個部門，初步建議規

模人數約 180~200 人，其業務性質分工分述如下：屬行政單位的有行政

部，行政部轄下單位有財會組主要執掌資金控管與財務政策、會計與內

部控制、年度財務規劃、申報稅務；行政管理組主要執掌一般行政、人

事管理、秘書、總務和採購業務；法律事務室主要執掌法律諮詢、涉及

訴訟法律問題處理和合約、招商文件審閱與其相關事務；公關室主要職

掌為資訊發佈、公共事務宣傳溝通、機構形象建立等相關事務；資訊室主要

業務職掌為網路建置與維護、資訊與資料庫建置和管理、資訊媒介技術提供、

網路宣傳等相關事務；故行政部其人員招聘資格以公共行政、管理、會計、

法律、政治等相關人才。 

綜合業務單位的研展規劃部主要執掌業務接洽窗口、先期規劃、都

市更新可行性評估、都市計畫相關事務、財務評估等其他規劃研究事務

事務；各專案部門主要執掌：整合相關業務、駐點工作站管理、公開資

訊平台網站管理、價購土地、投資評估、招商作業、產品開發設計、更

新開發相關審議作業、建築設計請照相關事務、年度業務計畫等。工務

部與工務所主要執掌營建管理、施工監督主。除了上述常設專案部門

外，面對特殊情形或緊急狀況(如因地震房屋大規模毀損等)時得設置特

殊任務專案部門來因應特殊需求。而資產管理單位分為銷售租賃部及社

會住宅部，銷售租賃部主要執掌更新後分回的不動產營運管理、不動產

出售或出租、公產管理機關窗口等；社會住宅部則是以負責處理社會住

宅之租賃、管理和包租代管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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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章節所規劃之組織架構亦可採用於行政法人外如財團法人

或公司法人等型態。 

 

 
 

圖 7-1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組織編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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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業務性質分工與人才招聘說明表 

組別 部門 業務 人才招聘建議 

行政管理

單位 

財會組  

財務-營運資金管理、資金調度運

作、籌資活動 

會計-確定收支及盈餘狀況、收支認

列、申報稅務 

出納-處理收款、請款發放等作業 

以公共行政、管理、

會計、法律、政治等

相關人才為主 

行政 

管理組 

一般行政和秘書作業-公文收發規劃

及管理、檔案管理、電信

郵務、行程管理 

人事管理-人員出勤差假管理 

總務-採購作業和維護辦公空間設備

及庶物用品、公務車管理 

法律事務室 
涉及訴訟法律問題處理 

合約、招商文件審閱 

公關室 
資訊發佈、公共事務宣傳溝通、機構

形象建立 

以管理、行銷、設計

等相關人才為主 

資訊室 

網路建置與維護、資訊與資料庫建置

和管理、資訊媒介技術提供、網路宣

傳等 

以資訊管理、網頁和

設計等相關人才為主 

綜合業務 

單位 

研展規劃部  

業務窗口 

政策法規法制研究 

都市更新與社會住宅相關教育訓練 

基地調查可行性分析 

研擬都市更新規劃 

研擬劃定更新地區或單元 

研擬都市更新計畫 

研擬變更或擬訂都市計畫 

以建築、營建工程、

都市計畫、都市設

計、資訊、財務、土

地開發、景觀、室內

設計等相關人才為主 

專案一部  
 地權整合  

 與所有權人協調溝通相關

事務  

 相關所有權釐清整理  

 駐點工作站管理  

 公開資訊平台網站管理  

 技術整合  

 產品開發定位  

 規劃與設置社會住宅 

 委託技術顧問作業(建築

師、估價師、交通等) 

專案二部  

專案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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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部門 業務 人才招聘建議 

 履約管理 PCM/PM 

 研擬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

計畫  

 投資整合  

 公開甄選招商作業(投資

人、實施者、營運者等) 

 投資事務與其財務風險評

估  

 價購土地  

工務部 

工程發包 

成立工務所 

營建管理 PCM/CM 

施工監督 

資產管理 

單位 

銷售租賃部  

訂約  

行銷  

發包委託仲介  

更新前後不動產出售出租、管理維護  

以不動產估價等相關

人才為主 

社會住宅部 社會住宅之租賃、管理和包租代管 

地方分支

單位 
協助地方政府及個案執行 

以管理、都市計畫、

都市設計、資訊、財

務、土地開發等相關

人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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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責機構董事會人員建議 

本案專責機構董事由監督機關鄰選推鑑，其中董事長為監督機關自

董事人選中聘任，對內綜理業務，對外代表本組織，另設執行長 1 人，

受董事會督導負責綜理人事、營運及管理之執行，並設副執行長 1至 2

人以襄助執行長處理業務，並得聘任專家學者為顧問或技術人員，另董

事會負責：(1)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2)年度營運業務計畫之審議。(3)

執行長之任免。(4)經費之籌措。(5)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之審議。(6)自

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7)規章之審議。(8)其他重大事項

之審議、董(理)事會應定期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理)

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監事負責：(1)年度營運(業務)決算之審核、(2)

營運(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3)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4)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另其董事、監事任期 4年，期滿得續聘

1次，而董事長、董事及監事，若為兼職情形則為無給職，另董事、常

務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 

表 7-2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董事會人員說明表 

項目 職權 人員規則建議 

董事會  

1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2.年度營運業務計畫之審議。 

3.執行長之任免。 

4.經費之籌措。 

5.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之審議。 

6.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7.規章之審議。 

8.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董事 11~15人  

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

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

聘任與解聘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不得逾總人數 1/3)  

二、都市更新相關之學

者、專家 

監事 

1.年度業務決算之審核。 

2.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 

3.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4.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監事 3~5人  

監督機關就下列人員

遴選提請行政院院長

聘任與解聘 

一、政府相關機關代表 

二、都市更新相關之學

者專家 

三、法律、會計或財務

有關之學者專家 

監事應互選一人為常

務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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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諮詢或審議委員建議 

為積極推動都市更新，強化所有權人與實施者間互信基礎，應設置

諮詢或審議委員並以公正立場，提供專業諮詢，不介入雙方契約之私權

爭議，其協調或諮詢結論將提供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之參考。 

其相關諮詢或審議委員建議如下： 

（一）執行機關及工務機關之代表。  

（二）各縣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委員。  

（三）具都市更新專門學識經驗之學者、專家或熱心公益人士等代表。 

必要時得視案件必要性及特殊性邀請相關人員參加擔任成員。協調

或諮詢會議由執行機關召集並派員擔任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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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責機構與地方政府合作參與機制 

每個城市皆有其獨特性，即便它們之中可能都有著類似的都市問

題，但在看似相同的表徵之下都可能因其在地的經濟、社會、環境和文

化等條件差異而需要有不同辨證論治。規劃中的專責機構是模擬設置於

中央政府位格下的一獨立機構或法人來推動地方的都市再生與更新，然

長期來常被質疑的從臺北看天下，重北輕南的疑慮，則可能成為未來案

件推行的阻力。成功的都市再生需要充分和積極的在地參與及跨部門、

跨領域的合作，因此專責機構在推動不同城市地方的都市再生時如何有

效的整合串聯則深深地影響著每個案子的執行推動及其最後的成果產

出。 

(一) 合作參與機制的組織面分析： 

(1) 日本-UR都市機構的支社及支部 

依本案的國際案例研究收集，專責機構與在地合作參與的

組織模式有兩種。在日本，UR都市機構在接受各地市政府的都

市再生事業推動的委託後，視其業務的需求則在部分案件集中

的地區成立有支社和本部。支社其性質像是設置在各區域的分

公司，主要是統籌其區域內的各種業務執行；而本部則較像是

為特別任務或專門業務而設立的辦公室。目前 UR 都市機構共

設三個支社(中部支社、西日本支社和九州支社)與 5個本部。

在各本部和支社的組織運作上，每個本部和支社皆有其獨立運

作的管理及業務部門。 

在日本的案例中，其地方政府與支社間是種委託與被委託

的關係，是兩個獨立的個體間在業務、權利及責任的彼此授權

與託付，是建立合約關係上。 

(2) 英國-區域管理局與英格蘭夥伴組織的夥伴關係 

相較於日本是以委託交辦業務的執行需求來分配設置支

社，英國的案例則是直接採區域發展的概念，將英格蘭分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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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區域(North East, North West, Yorkshire and the Humber, 

East Midlands, West Midlands, East of England, South West, 

South East 和 the Greater London)成立了 9 個區域管理局

(regional development agencies)。這 9 個區域管理局和另

一個中央所成立的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英格蘭夥伴組織

(English Partberships)與地方政府以夥伴關係(partnership)

的方式再組成都市再生公司(URCs)推動都市再生。 

(3) 日、英兩種模式的優劣分析 

有別於日本 UR 都市機構的支社模式是建立在委託的合約

關係上，是一種以工作外包的思考來進行交辦式的垂直整合模

式；英國的夥伴關係則是採較開放的合作聯盟模式，建立在平

等的夥伴關係上採策略式的平行整合。 

然而相較於英國的型式在一起頭就將均衡區域發展和發

展在地特色立為重點前題，遍設區域發展局的專責機構；日本

的型式則在這方面處於一較被動的狀態，是以案來領導支社的

設置。在日本的模式下，其優勢是分支單位(支社)與特殊任務

單位(本部)的設置是具靈活與彈性，可以因應實際的需求而來

因時、地、勢和人等情況而活用調配。 

另外這兩個國家的專責機構的功能與目標也有相當大的

差異。日本的 UR 都市機構是屬於專案導向的直接執行與管理

機構，其與地方政府是建立在一以合約為聯結的委託關係。而

英國的區域管理局與英格蘭夥伴組織則是屬於目標與政策導

向的策略型推動機構，透過專業、技術和資源的支援與分配與

在地政府組成一策略型的夥伴關係。 

(二) 合作參與機制的執行面分析： 

在上述的比較分析中，本研究初步將日本 UR 都市機構的

支社設置體制與英國的區域管理局與英格蘭夥伴組織的體制

在其各自與地方政府執行整合的方式區分成兩種類型以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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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的分析討論。 

(1) 日本-交辦式垂直整合模式的優劣分析 

其中日本的交辦式的垂直整合模式，因為其與地方政府間

的關係是建立在委託合約的法律關係上，其兩造雙方各自的權

利與義務也是在關係的起始就透過契約的協商訂定來對彼此

進行授權及約束。其優勢是甲、乙雙方能明確的知曉彼此的權

限和需完成的任務及工作，其關係是被明文化規範。但其優勢

也可能在面對複雜的都市再生的推動工作中反成為其包袱或

甚至是阻礙，或者是極可能限縮了在推動都市再生中為因應其

如外在環境的轉變所需要的彈性或創新等。因為每個城市都是

一個活的有機體，而都市再生絕不是一個一次性的或是可以被

標準化的工作，所以在交辦式的垂直整合模式的合作關係雖可

能可以有效率的在合約期限內完成目標，但是其較無彈性的制

式契約方式對需要開放的創意和長期的經營等的都市再生工

作反而限縮其永續發展的目標追求。 

另外在交辦式的垂直整合模式中，甲方下包予以委託乙方

辦理。在這個關係裡，甲方對案子的參與亦容易陷入簡化成對

乙方的監督，合約變成了甲、乙雙方對彼此的工作檢查表，對

契約項目的完成度成為了最高指導原則，結果是都市再生變成

工廠裡的標準化作業生產線，任何對於那工作作業檢查表上以

外的創新或對檢查表的質疑都是不被允許的。 

(2) 英國-策略式平行整合模式的優劣分析 

沒有任何一個機關、機構或單位能單獨解決日益複檢的都

市問題，所以在英國的策略式的平行整合模式中，跨部門、跨

領域的夥件關係成為了推動都市再生的一個重要手段。在英

國，受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和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掘起的影響，協調/整合(coordination)、全方位

/全觀(holistic)、整合思考(joined up thinking)、跨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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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的 合 作 (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 、 夥 伴 關 係

(partnership)等關鍵字從 90年代起開始被廣泛的引用。 

在策略式的平行整合模式中，夥伴關係強調的是網絡的治

理 (networked governance) 而 不 再 只 是 層 級 體 系

(hierarchy)。專責機構、地方政府與其他跨部門的單位、團

體或公司等在其一起創建的平臺上合作及分享資源等。相較於

日本的交辦式垂直整合是透過契約來約束各個單位，英國的夥

伴關係的整合與連結除了其申請的預算補助、政策的指導外，

剩下來的就是如共同擔負的利害關係或對地方發展有共同的

目標等不具強制約束力的主、客觀條件。夥伴們間對案件的貢

獻及參與並不是如日本那般的較被動，而是每個夥伴都依其專

業與能力積極參與。在決策過程中也不似日本的封閉式決策

圈，而是透過集體溝通參與討論後的較開放決策模式。 

然而英國的夥伴關係也常被詬病，例如大量的夥伴間可能

會因利益的分配或妥協而使得計畫停擺或失敗。在跨部門的資

源預算共享下，有些案例也被批評以大欺小，小部門的預算反

被移作大部門的業務。另外在夥伴關係裡領導工作也是影響其

夥伴關係能否順利整合及順利合作推動其共同目標，在英國對

多個夥伴關係的研究檢討裡發理地方政府及市長的參與和承

擔是都市再生能否順利推動的關鍵。 

(三) 綜合建議： 

現行本案所研擬中的專責機構係以與臺灣在政治、社會、

經濟和環境上較相近的日本為範本，在初步的組織架構規劃中

設有地方分支單位與特殊任務單位兩種任務型編組。之於地方

分支單位之設置未來仍可參考日本採依案件執行需求來設

置，亦或可引用英國的區域發展規劃之模式將臺灣劃分成北、

中、南、東等四大區域來分別設置分支單位。 

另外，為了能充分發揮支社的執行力及影響力，英、日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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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案例中都對於分支機構給予相當多的獨立執行權，使其能有

在地化的常設辦公室、預算及組織。 

本研究分析指出兩種模式皆有其優劣，建議臺灣的專責機

構應學習日本的模式裡的穩定性及英國模式中的重視與地方

合作及區域發展的理念。在分支單位與本社間的關係架構係可

參考日本 UR 都市機構的支社設置模式。並且結合英國夥伴關

係的模式，透過與地方政府合資及合作，依個案之需求來設置

分支單位推動都市更新業務。 

在英國的夥伴關係合作經驗裡亦有許多是能為我們的專

責機構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都市再生提供思考如： 

a. 地方政府應在夥伴關係中扮演積極的領導角色； 

b. 廣納各方的資源及意見，與規劃共享的願景(shared 

vision)來擴大夥伴關係的基礎及參與； 

c. 真正的授權讓在地社團、人民能有效參與，才能真正

符合在地需求和永續經營； 

d. 整合思考(joined up thinking)和整合行動(joined 

up action)； 

e. 全觀的(holistic)和同步的(coherent)區域發展綱

要架構以支持在地的均衡發展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8-1 

捌、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設置條例 

一、 設置條例架構與條文草案 

為界定本專責機構之權利、義務、公有土地利用授權及資產運用等

機制，後續立法提案應提出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設置條例，條例名稱暫定

為都市再生中心設置條例，以建立專責機構推動都市更新相關業務之運

作架構及機制。 

本案就行政法人、財團法人、股份有限公司之三種組織型態的設置

條例，擬提出各組織之條文草案於附錄四，以下將就各組織型態之條文

參考對象章節架構進行說明： 

(一)設置條例章節架構 

採行政法人組織型態所設置之機構，其主要參考條文包含國家

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並針對業務執行相關條文部分，擬參考國

外都市更新相關支專責機構法令規範，如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

生專責機構法、韓國土地住宅公社法、香港-市區重建局條例等，

章節架構如下表，條文與說明詳附錄四-1。 

表 8-1 行政法人設置條例章節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目的) 

第二條(監督機關) 

第三條(業務範圍) 

第四條(經費來源) 

第五條(自訂規章) 

第二章 組織 

第六條(董事會之設置) 

第七條(監事會之設置) 

第八條(董事、監事之聘任) 

第九條(董事、監事之解聘) 

第十條(董事長之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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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董事、監事無給職) 

第十二條(董事會之職權) 

第十三條(召開董事會規定) 

第十四條(監事之職權) 

第十五條(召開董事會其他規定) 

第十六條(利益迴避原則) 

第十七條(不當利益禁止) 

第十八條(執行長、副執行長之聘任) 

第十九條(人員進用) 

第二十條(公務人員借調) 

第三章 業務及監督 

第二十一條(發展目標及計畫之訂定) 

第二十二條(監督機關之監督權限) 

第二十三條(績效評鑑及內容) 

第五章 會計及財務 

第二十四條(會計年度等相關規定) 

第二十五條(成立年度政府核撥經費規定) 

第二十六條(送審計規定) 

第二十七條(政府預算核撥規定) 

第二十八條(接受政府捐贈不動產) 

第二十九條(舉債) 

第三十條(不受政府採購法規定) 

第三十一條(資訊公開)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二條(資料申請) 

第三十三條(救濟) 

第三十四條(解散) 

第三十五條(施行日) 

 

採財團法人組織型態所設置之機構，其主要參考條文包含財團

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設置條例、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設

置條例、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設置辦法、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設置條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等，章節架構如

下表，條文與說明詳附錄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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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財團法人設置條例章節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設立目的) 

第二條(設立依據與法律適用) 

第三條(業務範疇) 

第四條(主管機關) 

第五條(創立基金之來源) 

第六條(經費來源) 

第二章 組織 

第七條(董事之人數、資格、任期及選聘) 

第八條(監事之人數、資格、任期及選聘) 

第九條(執行長、副執行長之聘任及任務) 

第十條(組織編制及專任人員之人事管理) 

第三章 業務及財務 

第十一條(標的範圍) 

第十二條(資料申請) 

第十三條(規劃業務) 

第十四條(整合業務) 

第十五條(擔任實施者) 

第十六條(投資)  

第十七條(公開評選實施者業務) 

第十八條(營運管理業務) 

第十九條(會計年度規定) 

第二十條(決預算編審之程序)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捐助章程) 

第二十二條(解散事由、程序及賸餘財產人員之處置) 

第二十三條(施行日) 

 

採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所設置之機構，其主要參考條文包含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設置自

治條例、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 、國營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公營

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理條例等，架構如下表，條文與說明

詳附錄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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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架構草案 

 

 

 

 

 

 

 

 

 

 

 

 

 

 

 

 

 

 

 

 

 

架構 

第一條(設立目的) 

第二條(設立依據與法律適用) 

第三條(業務範疇) 

第四條(標的範圍) 

第五條(資料申請) 

第六條(規劃業務) 

第七條(整合業務) 

第八條(擔任實施者) 

第九條(投資)  

第十條(公開評選實施者業務) 

第十一條(營運管理業務) 

第十二條(設置董事會及監察會) 

第十三條(報請主管機關核定事項) 

第十四條(董事會職權) 

第十五條(監察人職權) 

第十六條(執行長、副執行長之聘任及任務) 

第十七條(相關基金投資設立) 

第十八條(創業預算) 

第十九條(人事管理) 

第二十條(施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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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薪資水準與聘用方式 

為確立專責機構健全之人事制度、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建立和諧

的關係，後續應特訂人事管理規則以茲遵行。 

(一)員工分類 

本機構除執行長依設置條例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

任，其他依職務性質及管理之需要，本機構員工概分為三類： 

1.職員 

依職務體系正式編制之員工，又分全職及部份工時等。自任

職日起至離職日止享有勞工健康保險、各項福利、年終獎金、全

勤獎金等項目，並適用各項加給之給付、休假、加班及出勤等之

相關規定。 

2.約聘雇員 

為因應特定性工作需求，以定期工作契約約聘者，自契約簽定

日起至離職日止享有勞工保險及依勞動契約明訂之其他給付，並得

適用本會有關休假、加班及出勤等之相關規定。 

3.臨時人員 

為因應特殊工作需求，以臨時工作契約約聘者，自契約簽定

日起至離職日止依勞動契約明訂規定辦理。 

(二)職位分類與部門薪資預估 

本機構依照人員組織架構就各部門所職掌之以其專長聘任職

務，並依其職責，按照職位分類以八職等劃分相當職位。每一職位

則依其職務性質及權責負擔，給予相當的職稱。 

依人員組織架構中屬於主管層級分別為執行長、副執行長、各

部門主任、各部門副主任、資深規劃師/資深專員、規劃師/專員、

工程員、助理規劃師、雇員。其薪資水準擬參酌一般業界、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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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人員職務等級與月支數額、公務人員俸額標準，以及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等，各部門初步建議如下: 

表 8-4 各職位薪資建議表 

      *年人事成本=薪資*1.3(執行獎金、津貼、勞健保等)*12個月+2個月年終 

 

三、 各層級主管分層負責 

為劃分本機構工作權責，以期充分授權提高行政效率，後續可訂「分

層負責明細表」作為各層人員處理業務之依據，初步就以本機構組織各

部門建議之分層負責項目如下表: 

表 8-5 分層負責明細表 

部門 工作項目 

權責劃分 

承辦人 資深規劃師
/資深專員 

部門 
主任 執行長 董事會 

財會組  

資金控管與財務政策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會計與內部控制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年度財務規劃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申報稅務 擬辦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行政管理
組 

一般行政  擬辦 審核 核定   

人事管理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備查 

法律 
事務室 法律諮詢相關事務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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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工作項目 

權責劃分 

承辦人 資深規劃師
/資深專員 

部門 
主任 執行長 董事會 

涉及訴訟法律問題處理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備查 

公關室 

記者會及媒體接待 擬辦 審核 核定   

重大活動之規劃與宣傳 擬辦 審核 核定   

外賓參訪接待相關事項 擬辦 審核 核定   

資訊室 網路和資料庫建置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研展 
規劃部 

業務接洽事務 逕行辦理     

先期規劃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都市更新可行性評估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都市計畫相關事務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其他規劃研究事務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財務評估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其他規劃研究事務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專案部 

整合相關業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駐點工作站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公開資訊平台網站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價購土地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投資評估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招商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產品開發設計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更新開發相關審議作業 擬辦 審核 核定   

建築設計請照相關事務  擬辦 審核 核定   

年度業務計畫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備查 

工務部/
工務所 

營建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施工監督  擬辦 審核 核定   

銷售租賃
部 

不動產營運管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不動產出售或出租 擬辦 審核 核定   

公產管理機關窗口 擬辦 審核 核定   

社會住宅
部 

社會住宅之租賃、銷售
與管理 擬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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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本額與資金來源 

建議本機構成立主要資金來源係由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提撥。參見中

央都市更新基金管理會編列之 104 年度決算報告，其 104 度基金之淨值

總額為 22 億 7,486 萬 6,165 元，其中包括基金 10 億 9,999 萬 9,915 元，

資本公積 3億 8,260 萬 1,316 元，及累積賸餘 7億 9,226 萬 4,934 元。 

另參考目前國內前十大建設公司的平均實收資本額約為 86 億元，且

前三大的建設公司國泰、潤泰及興富發之實收資本額皆在 110 億元以

上，其三家之實收資本額的平均值也約 140 億元。綜合考量本專責機構

作為未來政府所倚重之推動大型公辦都更的要角，為了要能使專責機構

能充分發揮其專業協助政府推動重大都更案或擔任實施者，其合理之資

本額不應低於國內前三大建設公司之實收資本額，建議資本規劃應落在

約 110~140 億元間。另外，參酌其研究中之組織編制及業務項目，初步

評估建議成立資金約需 120 億元，分 6 年到位，後續視實際情況、組織

編制、業務內容狀況調整增資，由公務預算或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提撥。 

表 8-6 國內前十大建設公司資本資料表 

 公司 資本總額(億元) 實收資本額 
(億元) 

1 國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00  165  

2 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0  139  

3 興富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50  116  

4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5  89  

5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83  

6 力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90  75  

7 國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0  57  

8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65  50  

9 昇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50  35  

10 大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48  47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 

本機構資金來源尚包括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經政府專案指定之公

有土地計價撥入、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由本機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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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或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收入、土地建築物及其他服務設施處分與收益

等收入、以及其他有關收入。 

為了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的成立能順利推動，本研究建議可先行設置

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籌備處，由籌備處所招聘之執行長及未來各部門之種

子幹部開始進行研擬如營運計畫、開辦準備、財務預估與人才招募等籌

備工作，包含費用預估成本項目與政府補助預估，以俾利未來專責機構從推

動立法到後續的開辦成立程序能夠無縫接軌。 

 

五、 立法技術建議與分析 

(一)業務執行部分 

1.立法技術一、直接於條文內明定業務執行方式 

參考外國立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專責機構法第三章業

務第一節業務範圍，內容包含「與民間業者合作」、「國土交通大臣

之要求」、「相關地方公共團體提出之要求等」、「都市計畫之決定等

提案特例」等等依據不同對口單位設立不同實施方式；相同立法技

術亦可參考韓國土地住宅公社法第 8 條以下、香港市區重建局條例

第 22 條以下。 

2.立法技術二、先於本法明定「年度業務計畫」，再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 

為賦業務執行彈性運作且立法程序順利通過，我國目前多先以

訂定「年度業務計畫」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方式為之。可參考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第 20 條：「本中心應擬訂發展目標及計

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並視環境與災害種類之變遷，適時修訂及

報核。本中心應訂定年度業務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事會通過後，

報請監督機關備查。」等條例再再以「年度業務計畫」為執行方式。 

以此立法技術優點在於業務執行面可隨時間彈性且年度業務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8-10 

計畫可不經由立法院議會程序，僅由主管機關備查，門檻相對寬鬆。 

(二)不受政府採購法規定部分 

1.立法技術一、全面性排除政府採購法適用 

可參考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5 條：「政府機關辦理古蹟、歷史建

築及聚落之修復或再利用有關之採購，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採

購辦法辦理，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及

協定。」將政府採購法作全面性排除適用。然應注意者，文化資產

保存法具有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等高度公益性質之目的，本設置條

例如仿照文化資產保存法制定時，應與「本設置條例第 3 條業務範

圍」相互配合。 

2.立法技術二、部份排除政府採購法適用 

如本設置條例未同文化資產保存法一般具有高度公益性質

時，全面性排除政府採購法適用之規定，於立法院三讀恐無法順利

通過。因此，可備案參考交通部基隆港務局呆廢料標售作業要點第

11 點：「開標時須注意事項如下：（一）開標作業不受政府採購法

第四十八條規定有關投標廠商家數之限制。」為部份排除政府採購

法適用。此立法技術在於分析本設置條例涉及政府採購法部份，逐

一說理排除適用，我國目前多以此立法技術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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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辦理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專家學者座談會 4場 

一、 專家學者座談會籌備 

為進一步廣納各方專業意見以形成未來專責機構立法推動之共識，

規劃單位依約將辦理 4 場座談會，分別邀請政府單位及相關產業業界等

專業人士進行 4 個半天之國內都市更新案件經驗分享及針對中央成立國

內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的計畫進行座談討論。 

4 場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學者專家座談會，每場預計為時半天，並於

會中穿插茶敘時間，提供茶點以便與會來賓進行交流。依邀請對象的性

質座談會將分成以政府單位座談會兩場每場各邀請 50人，和業界座談會

兩場每場各邀請 100 人。 

依據合約 4場專家學者座談會應於簽約次日起 10個月內配合都市再

生專責機構各階段成果分次辦理，惟於內政部營建署 2016 年 4 月 15 日

所召開之「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

專業服務案第 3 期成果審查會，其會議結論指示規劃單位先依合約規定

時間內提出 4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工作計畫書，俟營建署確認政策方向後

再決定座談會討論的內容及舉辦時間。 

依上述之會議結論，規劃單位已於 2016 年 5 月 13 日提交 4 場都市

再生專責機構專家學者座談會工作計畫書；並於 2016年 7月 13日及 2016

年 9 月 5 日分別再次提交 4 場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專家學者座談會工作計

畫書修正版供營建署審查(詳本報告書附錄五)。 

二、 4場座談會的議程規劃 

本案座談會共分成政府單位座談會 2 場及業界座談會 2 場，於座談

會中均邀請5位以上之專家學者參與。政府單位的2場座談會分別於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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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9 日與 2016 年 8 月 30 日下午 2 時至 5 時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103會議室舉行。 

 

圖 9-1 政府單位座談會會場照片 

第一場政府單位座談會係由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開場致詞並擔任

當天座談會之主持人。首先由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進行引

言簡報，再由中國文化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研究所兼任副教授何芳子進

行日本 UR 都市再生機構經驗分享。綜合談論的部份則是邀請交通部臺

灣鐵路管理局主任秘書朱來順、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主任秘書高鎮

遠、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事業開發室土地開發組組長吳珍妮、中國

文化大學副教授何芳子以及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丁

致成進行都市再生專責機構核心業務及與地方政府合作方向的討論。 

 

圖 9-2 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致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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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政府單位座談會係由營建署副署長王榮進開場致詞，由營建

署王組長武聰擔任座談會主持人。在基金會的引言簡報之後由朱宗慶打

擊樂團隊創辦人兼總監朱宗慶分享行政法人的核心價值與營運經驗。綜

合座談的部分則是邀請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處長黃新雛、

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主任秘書楊蕙菁、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主任秘書李維森、台灣法學基金會董事長謝哲勝、財團法人都市

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丁致成共同討論討論中央成立行政法人都市

再生專責機構的監督、人事與財務。 

業界座談會 2 場則分別於 2016 年 10 月 17 日與 2016 年 10 月 19 日

上午 9時至 12 時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14樓貴賓聽舉行。 

 

圖 9-3 業界座談會會場照片 

第一場業界座談會由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開場致詞，由營建署王

組長武聰擔任座談會主持人。在引言簡報後由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

展基金會麥怡安主任分享國內公辦更新案推動成果與遭遇困境。座談會

邀請新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張溫德、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秘書長于俊明、香港商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策略

顧問部總監林宗憲、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丁致成討

論專責機構促進公辦都更與民間共創都市更新投資機會機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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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業界座談會綜合座談照片 

第二場業界座談會係由營建署副署長王榮進開場致詞，由營建署王

組長武聰擔任座談會主持人。由英屬維爾京群島商高力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劉學龍分享民間企業投資政府公辦都市更新評析。

綜合座談則是邀請到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處長方定安、 冠德建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馬玉山、仲量聯行總經理趙正義、高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總經理劉學龍、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丁致

成討論投資人對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的期許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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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座談與談人發言摘要紀錄 

政府單位座談會第一場綜合座談的主題是「都市再生專責機構核心

業務及與地方政府合作方向」，與談人主要是來自地方政府與國營企業，

他們皆分享了其單位所面對在推動更新上之挑戰，並期待專責機構的成

立能帶動大型公辦都更的整合以彌補公部門受限於如採購及人事上的不

足。 

第二場是討論「中央成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的監督、人事

與財務」，本次邀請到國內的行政法人與中央政府的人事主管單位對行政

法人專責機構的成立給予第一手的經驗分享及指教，對於本研究案提供

了更多對於行政法人的思考。 

兩場政府單位座談會與談人之發言摘要整理如下： 

 與談人 發言摘要 

政

府

單

位

座

談

會

第

一

場 

8 

月 

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

主任秘書朱

來順 

就臺鐵推動公辦更新經驗分享中談到順利與地方政府共

生合作、地方政府的角色為何、如何提高彼此信任度，以

及鬆綁與突破採購法，應以行政委託方式執行個案，將是

專責機構成功的關鍵。 

高雄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

主任秘書高

鎮遠 

高雄市正面臨港灣轉型，其中涉及多個公有土地管理機

關，經驗上，各主管機關有其財產管理利用原則，或參與

都市更新開發自己的規定，對於各自法令上的競合與衝突

已造成更新上的阻礙無法整合。個人觀察，公務人員並適

合作都市再生整合工作? 

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新事業開發

室土地開發

組組長吳珍

妮 

台電與台鐵就成立專責機構想法一致樂觀其成，若未來成

功設置，對於就臺電資產活化公辦都更，會有很大的幫

助，由其是協助處理促成土地整合的，可較有執行彈性與

談判籌碼，同時，公務人員採購行為須要遵循政府採購

法，實務上不容易更機動、有效率的處理。更新後的公有

建物管理部份，公部門普遍沒有專責的物業管理單位，以

台電經驗，雖然有人員處理，但受限於採購法、機關行政

程序規定等，實難以負擔物業管理須即時處理的事物。 

中國文化大 參考日本經驗，為了避免各事業單位法令的競合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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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 發言摘要 

29 

日 

學建築與都

市計畫研究

所兼任副教

授何芳子 

法定制訂技術本身就須考慮到其他法令的內容，若有涉及

其他法令產生競合時，就會在制訂內中有所引入做好交

代，未來是否適用就會有所依循有利執行協調。 

財團法人都

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丁致

成 

過去政府成立都市更新失敗主要原因來自於社會質疑機

構有與民爭利或圖利他人之虞，以及專責機構的設置缺乏

專法授權監督。另外建議後續應有籌備期，由內政部主導

成立籌備單位，以種子人員去完整處理決策機構會面臨到

的問題。我們期許都市再生機構服務的範圍遠超過更新事

業計畫，包含更新前的管理，更新後的長期經營管理，甚

至含括到創造就業機會、活化產業等。 

 

政

府

單

位

座

談

會

第

二

場 

8 

月 

30 

日 

日 

朱宗慶打擊

樂團隊創辦

人兼總監朱

宗慶 

行政法人是一個很良善的制度，制度的推動的確為公共事

務的發展帶來許多可能性，而大家也都對於這個制度的實

施充滿期待。然而，如何才能落實行政法人的目的：以專

業目標為導向、以提升營運績效為目標、以重塑組織架構

為方針，則是該制度未來能否順利推動的重要課題。 

如何為行政法人機構找到一個適切的定位，鋪陳出一條對

的軌道，讓專業能揮灑無阻，是主事者應具有的首要核心

思維。 

台灣法學基

金會董事長

謝哲勝 

建議法人名稱可為都市再生研究院或促進都市再生研究

院。監督的密度應為合目的性監督與合法性監督。待遇部

分應分為二部分，一為比照同級職公務員敘薪的固定薪

資，二為績效獎金。 

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組

編人力處處

長黃新雛 

行政法人制度目前評估績效觀察，目前國內 4個行政法人

確實都順利以企業化經營與適度鬆綁行政程序在運作

中，都符合行政法人制訂的意旨與規範。剛剛談到人事採

購鬆綁等認定，實務上就權責分屬於四個主管機關(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如財務、採購鬆綁部分，要回到

行政院主計總處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有關成立籌備

處部分，建議由內政部採任務編組的方式，由所屬機關現

職人員借調過來，等機構成立了再回到原所屬單位。 

行政法人國 我們從中正文化藝術中心 1法人 1場館，轉型成國表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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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 發言摘要 

家表演藝術

中心主任秘

書楊蕙菁 

心 1法人多場館的經營型態，也沿用的中正文化藝術中心

所用的 126 套規章制度，也配合實務執行持續進行修訂。

中心內部監督是指董監事會，而政府監督含括立法院、文

化部、審計部、績效評估小組。依據設置條列規定，文化

部在中心成立後則須籌組績效評估小組，成員也包含政府

單位的長官。 

行政法人國

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主

任秘書李維

森 

我們是 4 個行政法人中規模做最小、財產最少、人員最少

的單位，成立的法源依據是依據災害防制法明定要成立一

個中心國家災害防救中心，中心成立目的主要要去協助政

府執行防災工作，必須取得很多政府資料。 

第一場業界座談會之綜合座談的主題是「專責機構促進公辦都更與

民間共創都市更新投資機會機制建議」，邀請到不動產開發和經營管理的

業界專家及地方政府來分享他們對專責機構成立的意見。他們也都期待

專責機構能獲得政府充分的授權，發揮其專業來協助推動都更的整合與

投資。 

第二場業界的綜合座談主題是「投資人對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的期許

與建議」，在第一線的民間建築業主及不動產專業從實務面來給予專責機

構建議，點出除了專責機構外，我國的都市更新所面臨的種種法令制度

及整合規劃面向上等問題。 

兩場業界座談會與談人之發言摘要整理如下： 

 與談人 發言摘要 

業

界

座

談

會

中華民國不

動產開發商

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

秘書長于俊

明 

除了推動專責機構進行公辦都更的推動外，政府仍需持續

協助民辦都更的推動，並在未來都更的修法上也應追求法

律的明確性、安定性和效率性。 

如何在行政法人法的框架下讓專責機構能有效率的執行

都市更新需要集思廣益。 

用都市再生的專責機構來協助推動大規模的公辦都更，讓

都市可以再生，帶動民間的投資；營利可產生稅收，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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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 發言摘要 

第

一

場 

10 

月 

17 

日 

政府不應將營利等同於一定屬非公益，且專責未來亦必須

創造營收、自負盈虧；未來專責機構擔任實施者應避免妨

礙到已在整合中的都更案件。 

專責機構整合工具中的協議價購很好，但應考量經費是否

能支持，其他如土地增值稅、協議價購的訂價機制、公有

土地在法制上價購的可能性、以及土地法第 25 條是否能

排除等課題。 

都更上的爭議多來自於因審議上時間的冗長且審議的事

項又不確定，建議都更的審議的事項能夠量化，以加快審

議的時間，以減少爭議的發生。 

新北市都市

更新處處長

張溫德 

未來專責機構能讓公辦都更是整體有計畫的去發展，去整

合公、私有的產權，提昇招商實施的管控與品質，和協助

政府辦理急難防災的都更。但如果接案上沒有任何機制或

控管，那所有機關單位都想把案子交給它去辦，將嚴重影

響它的功能與執行效果。 

專責機構的策略規劃者的角色應發揮功能協助實踐都市

計畫中的規畫去引導民間資金投資和資源的整合推動都

市的再生。期待它能夠成為政府另一個趨動的力量，當政

府的計畫出來後，它能去引導關鍵的投入，然後引進民間

的合作，化被動地以往只能等待和任由市場擺布，變成主

導整體的開發及發展。 

行政法人仍是公法人，行政法人法依然有諸多限制，以至

是否能有效的整合協調和面對產權處理等課題取決於政

府要給予它多少的授權。 

對專責機構的成立有著高度的期待，但對於專責機構的授

權能夠明確化。除了組織的專法外，都更條例和其他的配

套也需完備相互調配。 

香港商世邦

魏理仕有限

公司台灣分

公司策略顧

問部總監林

宗憲 

過去公辦都更案常忽略市場的需求，重商用空間的開發多

過住宅的規劃。 

專責機構需要具備一定的經營能力。 

在大型的公辦都更案中投資人最想知道出場機制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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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 發言摘要 

應善用如 REITs/不動產投資信託等工具來增加都更市場

的投資。 

財團法人都

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丁致

成 

圖利他人和與民爭利的質疑是過往成立都更專責機構失

敗的原因。 

專責機構在規劃上是以一個務實化開發者的角度，而不是

理想化的計劃者。 

專責機構將以公辦為主，民辦為輔。而在民辦案上亦是站

在輔導的角色為主。 

專責機構不會輕易將不易整合的私有土地排除，只求公有

地主的最大利益，提升都更的整體性。 

由於行政法人法規定僅能施行低度公權力的任務，所以如

徵收、強制拆除等工作仍須政府來執行。 

專責機構需要資源和籌碼才能有能力完成整合的工作。 

業

界

座

談

會

第

二

場 

10 

月 

19 

日 

臺北市都市

更新處處長

方定安 

臺北市將強化公辦都更的資訊(如需求、招商條件等)透明

化增加公辦都更執行的穩定性與招商的誘因。 

臺北市希望透過公辦都更來創造都市更新的典範。公辦都

更並不會與民爭利，而是透過公、私合作推動都市更新。 

跟產權單純的個案好好去談一個符合公益性、合理性和必

要性都更計畫，利用先期規劃將細節和需求確立，以加速

後期的執行與審議的速度。 

強調都市更新的價值與目標，不使其淪為建築的改建而

已。 

除了成立專責外，政府亦要給與更多的支持和扮演主導的

角色。 

除了公辦都更外，政府更要支持民辦的都更案。 

透過 168 專案，加速較沒爭議的案件加速審議的速度。 

人力的培養應列為政府推動都市更新的重點功作之一。 

冠德建設股 對於政府成立強而有力的專責機構協助都市更新的整合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9-10 

 與談人 發言摘要 

日 
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馬玉

山 

表示支持。 

辦法中缺少了強制執行的策略以因應都更中權力的整合。 

為了激勵都市更新的推動應勇敢的給予奬勵。 

都市再生是日本的名詞，應考慮使用大家熟悉的都市更新

一詞。 

各地方政府的都市更新處升格為都市更新局，以增加推動

都更的能量。 

168 專案對於單一產權和較無爭議的案件給予加速審議是

個良好的政策，與新店行政園區案以 2年 1個月的快速速

度開工應成為日後都市更新推動的典範。 

以新店案為例，都市更新應透過例行的會議來加速與實施

者的溝通，並設定分期目標定期檢討來提升審議效率。 

仲量聯行總

經理趙正義 

對於成立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表示贊成，但應知道都市再生

專責機構不是萬靈丹。 

專責機構的成立仍需要專法授權才能讓其執行上更完備。 

專責機構的人力資源的部份是否要全包，在專業分工的年

代裡，部份專業的工作應透過委託的方式委託專業來執

行。 

專責機構的案子應是一些需要公權力而一般民間機構較

無法執行(如都市計畫變更)，專責機構的功能涵蓋可以廣

一些，規劃上可以從都市發展的角度出發。 

未來都更的規劃上應更重視產品的規劃以符合市場的需

求。 

從南港調車廠案的經驗中得出，任何案子在規劃的階段就

應先與相關單位進行協調了解其需求以確保案件的推動

能夠順利。 

另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配合要盡早來執行。 

乎應馬董對於強制執行的課題。 

其他如整合、政策說明、資訊公開、容積獎勵、符合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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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 發言摘要 

需求等課題仍待政府提出對策。 

英屬維爾京

群島商高力

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總經

理劉學龍 

政府內部應執行跨部門的溝通協調，以整合公部門裡的需

求，以確保都市更新規劃及政策的穩定性。 

國營企業的整合，以避免影響都市更新的推動。 

對於市場及其他大環境的變化因納入考量給予包容。 

財團法人都

市更新研究

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丁致

成 

專責機構是為了提升公辦更新的質量，但它不是要和地方

政府搶案子，並非是要承攬所有的公辦都更。 

對民辦案是以輔導為主，非要與民爭利。 

專責機構的角色之一是前期的整合規劃以加速後期的招

商與實施的進度。 

專責機構的人力不可能涵蓋所有的專業，仍需要透過委託

以提高執行的效率。 

4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的與談人多對專責機構的成立給予高度的支

持，特別是公部門皆對專責機構可以協助公辦都更的推動抱持著高度的

期待。在政府單位座談會的第二場中，所邀請的國內行政法人亦以它們

的經驗點出行政法人成立的挑戰及實務執行上的困難，他們的意見及建

言點出了行政法人的制度雖在人事、採購有些許鬆綁，但制度上仍依其

不同的業務執行狀況有許多監督考核管理上的限制，所以必須檢討初衷

設置行政法人之目的，並再一一檢示行政法人的形式是否符合其目的性

與功能性。 

業界單位的發言則較著重在都更推動的程序法規上及冗長的審議過

程的評析建議。專責機構如何被賦與更多整合上的工具和權力，如何能

在規劃時融入更多專業更符合市場的需求，以及政府的政策與法規如何

的調整修改以加速都更的執行等都市業界所關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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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說，與談人對於專責機構的成立皆給與高度的支持，對專責

機構也有高度的期待，甚至有多位與談人對專責機構的功能希望其可以

被賦與更多的權力和運作的彈性。本研究感謝各位與會專家的建言，必

將各位專家的意見納入研究參考，於後續推動設置專責機構中做為推動

修正的依據。 

四、 其他現場記錄 

為協助完整紀錄執行過程，本案 4 場次專家學者座談會之邀請出

席、簽到、錄影、錄音、照片拍攝、會議紀錄、簡報等相關資料詳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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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協助成立專責機構協調事宜 

一、 提供成立專責機構概述資料 

配合 105 年 5 月底向內政部與相關內閣單位說明本案專責機構成立

必要性、功能角色、組織型態定位等概述，本案擬於 105 年 5 月 18日協

助準備相關說明資料，並提供研擬本案說明之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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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提供專責機構採公股公司方式成立之分析資料 

配合 105 年 9 月回應內閣單位研析本案專責機構採公股公司方式成

立之設立法源、業務範疇、行政院主導各部會合作成立方式等說明，並

於 105年 9 月 21日協助準備相關說明資料，並提供研擬本案說明之簡報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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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供專責機構成立說帖相關 

（一）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說帖 

配合營建署後續向中央單位與政黨協商之需，已於 105 年

11 月 7 日提供中央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的說帖，並配合設置

條例條文之研擬更新說帖內容。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 

中央住宅及都市再生推動中心 

(說帖) 

 

壹、 背景說明 

    都市更新為都市綜合發展之一部分，亦為實施都

市計畫理想工具，主要目的在於改善居住環境，復甦

都市機能。自民國 87年都市更新條例公布後，陸續提

出都市更新方案、都市更新示範計畫、加速推動都市

更新方案及都市更新推動計畫等，推動至今，都市更

新儼然成為促進經濟景氣及帶動經濟發展之重要政

策。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及政府主導都市更新成果紀錄」委託專業服務案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10-6 

為強化國內都市土地運用效益，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

市區內大面積公有土地、國營事業土地、港口、車站

等周邊地區之更新，以及 4、5層老舊公寓重建更新，

個案執行過程中，由於普遍缺乏整體都市更新計畫、

更新發展策略定位不明、以及公部門人力與授權不足

等，導致更新整合協調之前置作業相當冗長，且以現

有公部門資源難以加速更新個案之推動，再者，公有

地管理機關一般缺乏開發經驗，難與更新政策配合，

故亟需成立專責機構協助政府推動，且行政院 104年

核定之「都市更新發展計畫（104-107年）」已明確將

「籌組都市更新開發專責機構」納為執行策略。 

    同時為落實社會住宅政策，輔助中央主管機關執

行住宅業務，協助能量不足之縣市政府推動社會住宅

之建設，加速 8年內興辦 20萬戶社會住宅之目標，成

立行政法人型式的中央住宅專責機構有其必要性及急

迫性。 

    中央所設置的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其出發點係為

國內創設個具有都市更新專業與公信力的公法人組

織，以第三部門的角色，支援政府公辦更新案為主，

輔以協助民間推動具公共利益之更新案，其主要任務

包含執行政府都市更新政策、整合地主領導計畫實

施、協助招商履約管理、創造民間投資機會等。政府

過去雖已有三次嘗試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型態成立都市

更新相關的專責機構，但皆因社會上對於機構營業內

容公益性有所疑慮，與機構缺乏專法授權等因素失

敗，有鑑於此，內政部為利本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籌

組與推動，將採行政法人組織型態設置依法創設專法

授權，擬具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設置條例草案，規範其

業務內容與法令授權事項，循立法程序送請立法院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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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採行政法人組織型態之理由 
 

一、 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 

    就行政法人法之立法精神而言，對應於本專責機

構成立目標，確實符合其確保公共任務妥善實施之目

的，行政法人可說是以第三部門形象，打破政府、民

間體制二分法，以較行政機關更具有彈性的組織及經

營管理方式，以企業化的管理執行都市更新各階段專

業事務；並將行政機關難以推動之公共任務由行政法

人來處理，使政策執行之方式更具彈性。另外行政法

人則具有獨立的法人人格，僅受適法性監督（範圍由

個別組織法律決定，如本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設置條

例），對於具特殊性質或有特別需求者，例如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涉及專業委託、協議訂定、資金運用及專

業人才進用等，可藉此鬆綁現行行政機關有關人事、

會計等制度的束縛，並依專業化等需求量身裁製設置

之法源依據。 

 

二、 增加用人彈性： 

    我國行政機關的組織形態是以公務人員為主

力，並定有考試法、公務人員任用法、陞遷法、考績

法、俸給法、保障法、保險法、退休法、撫卹法等完

整之法制體制加以規範。但都市更新涉及各類專業，

現有公務體系職系規定過於僵化，無法滿足對於都市

更新規劃、整合地主、溝通工作、實質開發等部分需

要特殊出勤時段、相當專業性及技術性人才的需求。

同時，受限於公務人員相關現行法制之規定，形成進

用管理上的窒礙，無法延攬留用適當都更人才。行政

法人制度之設計，可以提供較有彈性、更符合都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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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業務特性需要之組織架構、人事進用、薪資結構及

管理機制。 

 

三、 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  

    行政法人在獨立自主運作及績效評估方面，可以

透過相關績效評鑑機制的建立及內部、外部適當監督

機制之健全，以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 

 

四、 開放多元參與公共服務： 

    都市更新之推動目的雖為改善都市環境及增進

公共利益，但在更新事業之實施上，難免涉及私權與

協議行為，目前推動都市之現況在私權分配之爭議層

出不窮，即便為政府公辦案件，亦難全然不涉及私有

地主參與之協調，故實務上公辦都市更新並非全為公

務之執行，又應以政府政策及公共利為主要考量，不

宜全部交由私部門執行之，而行政法人之設立目的即

是處理不適由行政機關辦理、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之

公共任務，也就是將公共服務之執行由行政機關轉移

至行政法人，藉由制度設計制定與業務執行權限的分

離，可以避免球員兼裁判的爭議。 

 

五、 採財團法人可能衍生問題： 

    財團法人是一種捐助財產的集合體，此種行政機關

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並將自身任務委託執行，常產生財團

法人依附於行政機關的現象，法人成立目的既僅侷限於

完成行政機關委託之任務，一旦缺乏行政機關的奧援，

即無法獨立存在。另就其財務能力而言，財產總額變更

需向法院辦理登記外，財產處分屬主管機關監督權行使

之範圍，故增加本案專責機構業務執行資金運用上限制

或行政程序。另其受贈財產部份僅得動支捐助財產之孳

息，不得動支本金，故資金運用極為受限，不符合都市

再生專責機構執行業務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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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採公股公司可能衍生問題： 

    公司之型態屬營利組織，是否符合成立專責機構

之意旨，如何強化公益性目的、維護社會觀感、得到

民眾認同等其實已有三次失敗的經驗。此外，公司之

資本、股份、增資方式等，以及董事會之成員指派方

式與員額部分，若官股比例被稀釋或官派董事成員不

足，致董事會決策無法與中央都市更新政策契合之情

形。再者無論是純公股公司或公部門出資比例超過

50%之股份有限公司，均受審計法與政府採購法限制，

不利於執行都市更新土地整合、協議訂定等相關工作。 

 

參、 其他先進國家都市再生相關專責機構概

述 
 

一、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UR都市機構」: 

    日本於 2004年 7月 1日，依循行政內閣議決之「特

殊法人整理合理化計畫」，正式成立「獨立行政法人都

市再生機構」，隸屬於國土交通省，為全國性再生機

構，屬常設型。UR都市機構之業務內容，主要分為四

大領域： 

1.都市再生領域-與民間、地方政府合作，推動都市

再生工作以統籌策劃者之角色，協助並參與民間

企業及地方政府共同推動政策必要性高的都市再

生事業。該機構在此業務領域的政策性任務在於

執行國家指定的專案計畫，因應社會經濟情勢變

化轉換都市空間，振興地方城市推動居民集中居

住於核心地區，以及從防災觀點改善建築及人口

密集市區，確保國民生命財產安全。 

2.居住環境領域-維持管理租賃住宅，提供充足生活

空間承接公團時代的租賃住宅，經營非營利性政

策住宅出租與相關設施維護與管理業務，同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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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住宅內外部空間與設施之更新改善，並對於綜

合住宅區進行重編與改建，增設社會福利設施及

住宅。該機構在此業務領域之政策性任務，在於

提供市場不足或社會必要的良質租賃住宅（如面

積較大的家庭住宅、高齡者無障礙住宅等），確保

居住者生活安全、安定與便利。 

3.災害復興領域-復興受災地區和支援強化都市防災

功能協助災區調查建物與住宅受災情形與判斷危

險程度、興建臨時應急住宅、支援災區重建與都

市防災機能之強化等。 

4.郊外環境領域-致力創造安全舒適的郊外生活環

境。因應少子高齡化社會趨勢，以共生安全、安

心的街道建設環境為主題有效地利用地區的特

性，提升郊區及地方城鎮的居住環境，但目前已

不再開發新的郊區城鎮。 

 

二、 香港-市區重建局: 

    香港如同多數已發展的城市，正面臨嚴重的建築

物和市區老化問題。許多市民生活在這些極需更新及

改善環境之窳陋地區。政府於 2001年根據香港「市區

重建局條例」成立市區重建局（Urban Renewal 

Authority，簡稱市建局），具有條例授予的權力和職

責的法人團體，但必須從事行政長官命令以及執行該

等命令指派予市建局的其他職責，屬常設型，其使命

即是為香港締造優質及充滿活力之居住環境，並在這

個世界級都市建設更美好的家園。政府亦同時發表了

「市區重建策略」，對市建局的工作提供整體的政策指

引。市建局為依法設立之法人團體，取代土發公司作

為進行、鼓勵、推廣及促進香港市區更新的法定機構，

採用「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的工作方針。

兼顧社會上各方人士的利益與需要，以改善市區居民

生活質素為主要目標，其宗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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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進市區重建，改善香港的住屋水平及已建設環

境。 

2.將老舊地區重建成有足夠交通、基礎建設的新發展

區。 

3.騰出和利用已建設環境中失修地區土地，以應付各

種發展需要。 

4.個別建築物的結構、外部修飾以及消防安全的保養

和改善。 

5.保存有歷史、文化或建築學價值的建築物、地點及

構築物。 

6.從事行政長官命令以及執行該等命令指派予市建

局的其他職責。 

 

肆、 本都市再生專責機構設置構想 
 
    本案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主要功能應為推動政府都

市更新政策為主，透過其更新專業技術與專法授權之

職能，解決與突破個案執行上的問題，為民間創造更

多投資機會，核心價值以供給導向之開發，透過供給

來創造需求，非屬於一般建商市場導向獲利目的。 

 

一、 哪些範圍是由專責機構來處理: 

    為將強化機構公益性與非營利目的，其業務優先

領域以支援公辦更新招商為主為民間創造投資機會為

主，即具高度公益性、公共性案件；以及協助民間條

件特殊個案之資金或實施為輔，案件標的原則包含: 

1.指定辦理都市再生、都市更新或公共工程者。 

2.與公共建設、港灣、交通轉運場站相關之都市更新

事業。 

3.重大災害或重大事故損害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4.舊市區更新或防災需求迫切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5.歷史文化保存地區之都市更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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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有或公營事業機構土地面積達零點五公頃或占

該範圍總面積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 

7.確有公共利益但民間實施有困難之都市更新事

業，例如 4、5層老舊公寓重建都市更新事業。 

 

二、 專責機構四大功能角色: 

1.角色一、策略規劃者 

主要功能為研究與規劃都市再生、都市更新綱要

計畫、上位計畫、都市計畫等，作為都市更新事

業的指導原則。包含就大規模都市再生、產業活

化、創造就業機會等考量規劃，增加公共利益，

或提供個案整體規劃可行性分析、諮詢顧問，透

過規劃者量身訂做個案的推動策略與問題解決途

徑，尤其可針對個案周邊環境與社經需求，強化

個案公益性貢獻的導入，並確保開發方向與政府

政策一致。 

2.角色二、整合投資者 

本角色整合工作主要功能著重在公辦更新案件中

之人、事、權、政策與資源等統整與合作。工作

執行包含公辦更新案發起階段，對所權人詳實說

明都市更新程序、權利與義務、都更效益、參與

意願調查等；另於公辦更新案確定後之整合，則

包含各相關所有權利之釐清與協調，如地上權、

租權、抵押權等，或視個案需求協議價購私有土

地、提請政府協助弱勢救助、協助安置等，其具

體功能為取得所有權人參與意願，作為後續執行

公辦更新案招商重建的基礎。另投資方面，主要

功能係為促成確有公共利益之更新事業推動實

施，強調非以獲利為投資考量，投資方式包含合

組公司、購買股權、合資、價購取得更新前後不

動產，投資對象以公辦都更案、自組更新會為主。 

3.角色三、招商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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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為支援公辦更新案辦理公開徵選實施

者，以豐富執行經驗使公開評選作業流程化，加

速公辦更新效率。亦可配合更新事業計畫審議程

序與實施期間，延續協助監督簽約後之履約管

理、營建工程專案管理等工作，以公正第三方的

角色避免更新過程中所有權人與實施者資訊不對

等誤會爭議產生。另配合政府政策，支援政府單

位所管有之公有不動產運用與管理，包括更新前

的短期利用與更新後取得具收益性不動產的營運

管理，或者是為公辦更新個案中涉及的多數公有

土地、國營事業用地管有機關接受代管的委託，

有助於節省公有機關之間協調所耗費的行政資

源，統一代管形成單一窗口簽約代管，將可避免

更新事業受公有機關決策變動而干擾。 

4.角色四、實施者 

主要功能為援政策指定之公辦更新案實施，以及

協助民間有急迫性卻無法自行實施之個案，本專

責機構雖賦予其擔任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角色，但

其目的絕非以獲利導向，參與更新個案應有限

制，除須符合案件標的原則外，均須由都市更新

中央主管機關同意或指定。 

 

三、 專責機構人員編組建議: 

    本案專責機構在管理階層係透過設置董事會進

行。董事會負責組織營運決策、管理及監督，並由董

事會向上級主管機關負責，董事會所形成之合議，由

機構內的執行部門推動。 

    本專責機構依業務性質編組 9個部門，規模人數

以 180~200人為最終目標，人員逐年到位計畫如下表: 

專責機構人員逐年到位計畫表 

時間 組織建置 目標人數 

成立第一年   先成立核心 6個部門: 約 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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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部、行政部、法律事務部、研

展規劃部、專案一部、工務部  

成立第二年  

 增加社會住宅部、公關室、銷售租

賃部與專案二部  

 擴充各部門人力  

約 110人 

成立第三年  
 增加專案三部與地方分支單位  

 擴充各部門人力  

約 150人 

成立第四年   擴充各部門人力  約 180人 

成立第五年   擴充各部門人力  約 200人 

 

    其業務性質分工分述如下：屬內控單位的財務部

主要執掌資金控管與財務政策、會計與內部控制、年

度財務規劃、申報稅務；行政部主要執掌一般行政、

人事管理；業務部主要執掌年度業務計畫、業務接洽

窗口；法律事務部主要執掌法律諮詢與其相關事務，

其人員招聘資格以公共行政、管理、會計、法律、政

治等相關人才。綜合業務單位的研展規劃部主要執掌

業務接洽窗口、先期規劃、都市更新可行性評估、都

市計畫相關事務、財務評估等其他規劃研究事務事

務；各專案部門主要執掌：整合相關業務、駐點工作

站管理、公開資訊平台網站管理、價購土地、投資評

估、招商作業、產品開發設計、更新開發相關審議作

業、建築設計請照相關事務、年度業務計畫等。工務

部與工務所主要執掌營建管理、施工監督主。除了上

述常設專案部門外，面對特殊情形或緊急狀況(如因地

震房屋大規模毀損等)時得設置特殊任務專案部門來

因應特殊需求。而資產管理單位的銷售租賃部主要執

掌不動產營運管理、不動產出售或出租、公產管理機

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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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組織編制示意圖 

 

四、 專責機構資金來源: 

    本機構成立主要資金來源係由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提撥。而參考目前國內前十大建設公司的平均實收資

本額約為 86億元，且前三大的建設公司國泰、潤泰及

興富發之實收資本額皆在 110億元以上，其三家之實

收資本額的平均值也約 140億元。綜合考量本專責機

構作為未來政府所倚重之推動大型公辦都更的要角，

為了要能使專責機構能充分發揮其專業協助政府推動

重大都更案或擔任實施者，其合理之資本額不應低於

國內前三大建設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故建議成立資金

約需 120億元，分 6年到位，後續視實際情況、組織

編制、業務內容狀況調整增資。另營運期間資金來源

包括政府之核撥及捐(補)助、經政府專案指定之公有

土地計價撥入、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之捐

贈、由本機構實施或參與都市更新事業之收入、土地

建築物及其他服務設施處分與收益等收入、以及其他

有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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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本專責機構設置構想係參酌先進國家都市再生相

關之機構案例並考量我國都市更新推動現況經驗成果

困境等因素後研析，除多次與有關機關研商外，並充

分諮詢學者專家意見，以提供中央籌組與成立都市再

生專責機構之推動方向。 

    本專責機構應具特性為: 

1.獨立執行更新相關業務之公法人，非以營利為目

的，具第三部門公益性形象，具獨立人事及財務

權力。 

2.須具有業務運作上彈性，鬆綁採購、人事、會計等

法令限制，增加業務執行彈性與效能，可持有、

處分不動產及設定負擔之彈性，須引入企業專業

技術，依業務需求招聘專業人員 

3.專法授予權力和職責，須經立法機關同意，受權機

構執行業務範圍，其預算、財務報表、營運績效

公開透明受政府與全民監督。 

    本專責機構使命與理念為: 

1.專法授權以行政法人型態推動都市再生。 

2.因應個案需求以四大角色協助都更整合提升都更

公益性。 

3.協助政府公辦都更招商與管理創造民間投資機會

不與民爭利。 

4.整合政府都市再生政策、公私有土地地權及專業技

術資源，扮演政府與民間的媒介，加速都更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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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懶人包文宣資料 

配合營建署後續對外說明與宣傳之需，已於 106 年 3 月 3

日提供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的懶人包文宣資料，並配合設

置條例條文之研擬更新懶人包文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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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助出席立法相關諮詢、協調會 

配合內政部立法推動程序，協助出席立法相關諮詢、協調會，並準

備相關說明資料之階段成果如下:  

重要日期 重要立法工作會議 

104年 8月 26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計畫書審查會

議 

104年 9月 21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會議 

104年 11月 25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第二期成果報告審

查會議 

105年 1月 12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責機構設置條例架構草案 

105年 1月 25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會議 

105年 2月 17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會議 

105年 3月 9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會議 

105年 3月 29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人員組織和型態設定 

105年 4月 15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第三期成果報告審

查會議 

105年 5月 11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會議 

105年 7月 28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四場座談會籌備內容 

105年 7月 29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第四期成果報告審

查會議 

105年 8月 29日 舉辦 2場針對「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政

府及公法人單位座談會。 
105年 8月 30日 

105年 9月 14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股份有限公司型態的專責機構 

105年 9月 30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會議 

105年 10月 14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關於業務的條文草案 

105年 10月 17日 
舉辦 2場針對「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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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 重要立法工作會議 

105年 10月 19日 界人士座談會 

105年 11月 18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關於修正後業務的條文草案 

105年 12月 9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的條文草案 

105年 12月 23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的條文草案 

106年 1月 11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的條文草案 

106年 1月 13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第五期成果報告審

查會議 

106年 2月 2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的條文草案 

106年 2月 6日 
中央住宅及都市再生推動中心設置條例工作

會議 

106年 2月 7日(上午) 
中央住宅及都市再生推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

暨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公聽會 

106年 2月 7日(下午) 
與各部會協商「中央住宅及都市再生推動中心

設置條例」(草案)。  

106年 2月 10日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工作會議 

106年 2月 20日 
內政部法規會審查「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設置條例」，修正後通過。 

106年 2月 23日 
於內政部 106年第 4次部務會報，照案通過「國

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 

106年 3月 3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的條文草案 

106年 3月 7日 訪談花敬群政次專責機構意見交流  

106年 3月 10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3月 15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3月 22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3月 31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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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日期 重要立法工作會議 

106年 4月 17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4月 19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4月 26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召會研商「國家住宅及都

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草案」會議。 

106年 5月 2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5月 5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5月 8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5月 24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第六期成果報告審

查會議 

106年 6月 1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6月 3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6月 7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6月 20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6月 22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6月 23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7月 14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非正式工作會議-

討論專責機構籌設營運計畫內容 

106年 7月 31日 
「設置都市再生專責機構」第七期成果報告審

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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