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擬訂臺北市內湖區潭美段四小段242地號1筆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自辦公聽會

民國111年5月28日

會議地點：行善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25巷13號2樓)

實施者：臺北市內湖區潭美段四小段242地號1筆土地
都市更新會

都更規劃：景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張大華建築師事務所

估價單位：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陳銘光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李林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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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議程

時程 議程

14：00至14：10 簽到

14：10至14：15 主席宣布開會、議程說明

14：15至14：20 與會人員介紹

14：20至15：05
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

內容說明

15：05至15：15 綜合討論

15：15至15：25 專家學者引言

15：25至15：30 主席結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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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介紹

主席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段四小段242地號1筆土地
都市更新會

主持人 規劃單位 景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政府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臺北市內湖區公所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里 沈里長茂松

專家學者 台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林理事長育全

規劃單位
張大華建築師事務所
景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鑑價機構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陳銘光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李林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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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地海砂屋列管及更新會成立時點

通知住戶停止使用，自行拆除重建。
90年
10月

公告列管、限期停止使用並自行拆除。
99年
7、8月

臺北市政府公告「劃定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
建築物更新地區案」

108年
8月

至111年12月24日止，申請建照掛照或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者，得依放寬容積率或
原總樓地板面積30%重建。逾期未申請者，
放寬比率仍依原列管公告日起酌減(原至
106年已酌減至15%)。

臺北市政府核准本更新會立案。

109年
5月
18日



簡報大綱

◆ 擬訂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內容說明
壹、法令依據

貳、計畫地區範圍

參、事業計畫

肆、權利變換計畫

伍、本案預定實施進度

陸、選配作業須知

◆ 建築設計簡報

◆ 權利變換估價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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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
聽取民眾意見。

▪都市更新條例第48條
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7條
實施者擬訂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依第七條規定劃定或變
更之更新地區，應經更新單元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均超過1/2，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
1/2之同意。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
實施者：指依本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構）、專責
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 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
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
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 公聽會之通知應檢附公聽會會議資料及相關資訊。
• 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於十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三日，
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公處之公告牌及專屬或專門網頁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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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聽會公告及通知方式

➢111年5月16日至111年5月18日報紙刊登。

➢111年5月16日張貼於內湖區行善里公告欄。

➢111年5月28日舉辦擬訂事業計畫及擬訂權利變換計畫公

聽會。

➢111年5月16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方式寄發通知單予

相關權利人，並以平信寄發傳單周知更新單元範圍內門

牌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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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更新單元位於潭美街以北、新明路475巷以東、新
明路451巷34弄以南、新明路451巷之西側所圍街廓內，
總面積372.00平方公尺。

▪ 屬108年8月22日臺北市政府公告「劃定臺北市高氯離
子混凝土建築物更新地區案」之更新單元。

一、基地位置

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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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基地面積372.00平方公尺，第三種住宅區，建蔽率
45%、容積率225%。

二、使用分區

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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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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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筆土地

▪面積：372.00㎡

▪產權：共計12人

◆公有土地計0人

◆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計12人

 

圖例及說明 比例尺 指北 

        更新單元範圍        私有土地          公有土地 1/500 
 

圖 3-1 更新單元內公私有土地分布圖 

 

權屬（管理機關） 面積（㎡） 比例（%） 人數 比例（%）
公有土地 中華民國 0.00 0% 0 0%

私有土地 372.00 100% 12 100%
合計 372.00 100% 12 100%

公有合法建物 中華民國 0.00 0% 0 0%
私有合法建築物 1,404.78 100% 12 100%

合計 372.00 100% 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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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棟合法建築物，10筆建號，建物總面積1,404.78㎡，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12人。
 

（正本檢附於附件冊，應以彩色列印，並標示更新單元範圍） 

圖例及說明 指北 

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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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更新單元內土地為私有土地供住宅使用。

六、更新單元使用現況

 

圖例及說明 比例尺 指北 

 更新單元範圍  1/500 
 

 

河堤外 

1 

1 

3 

3 

2 

2 

4 

4、5 

5 

6 

6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

▪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同意均超過1/2同意

▪ 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1/2同意

14

項目

土地 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數
（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
（人）

面積（㎡）

全區總和（A=a+b） 12人 372.00㎡ 12人 1,404.78㎡

公有（a） 0人 0㎡ 0人 0㎡

私有（b=A-a） 12人 372.00㎡ 12人 1,404.78㎡

排除總和（c） 0人 0㎡ 0人 0㎡

計算總和（B=b-c） 12人 372.00㎡ 12人 1,404.78㎡

法定同意門檻數（C） 12人 372.00㎡ 12人 1,404.78㎡

法定同意比例（%）
（C/B）

100% 100% 100% 100%

統計至111年3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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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

➢全部拆除重建方式。

▪區段劃分

➢全部劃分為重建區段。

▪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本案無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

▪實施方式

➢採「權利變換」方式進行重建。

▪費用分攤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9
條、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計算。

➢更新事業各項程序由實施者辦理。

➢更新後由土地所有權人按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
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物折價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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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申請容積獎勵項目
獎勵面積
（㎡）

基準容積比率
(%)

中央容積獎勵
#5高於基準容積部分核計之獎勵 350.11 41.83%

#14時程獎勵 83.70 10%

中央容積獎勵合計（A） 433.81 51.83％

臺北市容積獎勵 無申請臺北市容積獎勵 0 0%

臺北市容積獎勵合計（B） 0 0%

申請容積獎勵總計（A+B） 433.81 51.83％

上限檢討（以都更獎勵上限50%申請） 418.50 50%

其他獎勵（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 301.61 36.03%

更新容積獎勵合計 720.11 86.03%



17

四、拆遷安置計畫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
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
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拆遷補償費=合法建物殘餘價值-拆除費用

本案補償面積1,404.78㎡，拆遷補償費約27,813,387元。

➢拆遷安置費=居住面積×住宅租金水準×安置期間

=居住面積×500元/坪/月×29.1個月
=6,182,966元。※住宅租金水準參考現地行情。

◼ 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規定辦理，惟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
移之其他土地改良物，其應補償之價值或殘餘價值，本案不
列入共同負擔，故未委託專業估價者評定並不給予補償。

註：最終依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實施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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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務計畫-共同負擔

總項目 項目 費用（元）

工程費用
重建費
用(A)

營建費用、建築設計費用、鑽探費
用、建築相關規費、公共及公益設
施費用…等。

138,584,099元

權利變換費用(D)
更新規劃費、不動產估價費、更新
前測量費、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安置費、地籍整理費…等。

39,674,486元

貸款利息(G) 71,243,144元

稅捐(H) 印花稅、營業稅。 5,524,600元

管理費用(I)

廣告銷售管理費 15,301,580元

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12,475,086元

風險管理費 28,087,649元

合計： 310,890,644元

註：上表提列之費用會再以實際選配內容計算調整，最終依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實施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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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利變換基本原則

◆ 分配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抵付共同負擔

後，其餘土地及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
之權利價值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 鑑價

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鑑價機構查估後評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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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操作步驟

實
施
者

3.地主選配

A B C D

E

F

G H

I
K

M

J

2-2分算地主分回價值

工程費用

稅捐權利變換費用

貸款利息管理費

E…權利關係人
D地主

B地主

A地主

C地主

2-1更新成本
(共同負擔)
抵付實施者

◆步驟3

◆步驟2

估價：
1.確定更新前價值比例
(土地、合法建物、地上權)

◆步驟1

更新前 更新後

權利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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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更新後土地、建築物及權利變換

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

任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前項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無法共

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定一家，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

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

本案共同指定之專業估價者

連邦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陳銘光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李林國際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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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新前後總價值
◼ 本案評價基準日：111年2月28日(於送件前六個月內)

◼ 本案委託估價師估價後，以更新前土地總價值及更新後
房地總價值最高，對地主最有利者為選定估價。

◼ 估價結果以連邦對地主最有利。

項目 連邦 陳銘光 李林

更新前
土地總價

1.68億元 1.64億元 1.64億元

更
新
後

建物
平均單價

70.78萬元/坪 69.03萬元/坪 69.46萬元/坪

車位單價 148.75萬元/坪

更新後房
地總價值

6.155億元 5.876億元 5.910億元

優

註：上表價值，最終依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實施內容為準。



23

備註：上表實施進度係由本案預估，需依計畫核定實施日期調整，實際進度
應以實際執行內容為準。

伍、本案預定實施進度

4-6月 7-9月 10-12月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1-3月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7-9月 10-12月 1-3月 4-6月 7-9月

116年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更新成果備查

地上物騰空拆除

工程施工

申請使用執照

送水送電

申請測量

接管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土地補償金發放作業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產權登記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

進度

◼ 預計112年7月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 預計116年7月更新成果備查。



一、參與或不願參與或不能參與權利變換之處理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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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7-1條。

參與
權利變換者

◆依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參與分配房地，並依
實際分配與應分配價值差額找補價金。

不願參與
權利變換者

◆依其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

◆現金補償數額，應以評定之權利變換前價值扣
除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田賦、地價稅及房屋稅
後計算。土地增值稅依條例第46條規定減徵40%。

不能參與
權利變換者

◆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
元，不能分配者，得以「更新前權利價值」計
算補償金。

◆現金補償數額，應以評定之權利變換前價值扣
除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田賦、地價稅及房屋稅
後計算。土地增值稅依條例第46條規定免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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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配文件

25

•寄送方式及時間：
以雙掛號方式寄送。

1.載明申請分配期間

2.應執還選配表單之期限

3.預定公開抽籤日期、
時間、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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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說明
編號 附件名稱 說明 備註

附件一 本案分配方式說明 本案之選配原則 書面資料。

附件二
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更
新前、後權利價值表

表列實際應分配權利價值 數據資料。

附件三
更新後各分配單元權利價值及位置
對照表

申請分配位置之表達
各單元編號、面積及總價
停車位編號、尺寸及價值

書面表單資
料。

附件四 更新後停車位價值表

附件五 更新後分配單元建築規劃參考圖集 建物各單元及停車位平面圖 圖面資料。

附件六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表達是否參與權利變換之意願 填寫簽名用
印後，於選
配期限內，
請掛號回寄
或交予實施
者。

附件七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申請分配位置之表達

附件八 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如有數人欲申請合併分配同一
戶者，須表明意願及權利範圍
（無合併分配者免填）

註：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附件四、附件五皆為提供參與意願調查與申請
分配參考，實際圖面及數據最終將以經臺北市政府發布實施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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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申請分配期間：111年5月29日起至111年6月28日止。

▪交回方式：親送或掛號郵寄至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段四小段242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432號4樓之3

▪交回之文件：

1.附件六：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2.附件七：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3.附件八：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無合併者免交回）

（下午5：00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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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配方式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七條規
定辦理。

2. 一戶最多以選配一個機械車位為原則。

3.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
元面積時得合併選配之或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
辨法第9條之規定辦理，本案最小分配單元為2F-A
戶（20,597,640元）。

4. 本案土地所有權人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價值與
應分配價值有差異時，依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30、
31條規定辦理找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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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超過最小分配單
元，而未於約定時限內提出選配時，由實施者擇期
委託公正第三人代為抽籤決定。且以抽選房地及車
位價值不超過該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為
原則，但剩餘尚未被選配之戶別均超過其應分配價
值時，則以價值較接近者優先抽選。

6. 土地所有權人間選屋有重複時，由實施者居中協調，
協調不成時，併同公開抽籤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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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確認所有
權人姓名

2.更新前權利價
值

3.更新後權利
價值及臺端應
分配權利價值

依此金額選取價
值相當之單元及
車位

權利人未參與分
配，領取之現金
補償金額

圖表內數值為假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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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案最小分配單元為2F-A戶。

圖例

樓層-單元編號 6F-A

產權面積（坪） 35.56坪

每坪單價（元/坪） 700,000元/坪

該戶總價（元） 24,89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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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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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分配單元及停車位與各層建築設計平面之

座落方位與大小。

◆含各層平面圖、立面圖與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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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確認所有權人姓名

3.請確認個人更新前土
地及建物產權是否正
確，若有錯誤，請聯
絡規劃單位修正。

2.請勾選是否願意參與
權利變換分配。

4.請親自簽名並蓋章，
填具資料及日期（若
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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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填寫申請分配之單元編
號及汽車位編號。

2.建物：依可選配價值範圍
內選1戶。

3.汽車停車位部分：1個機械
車位。

4.請親自簽名並蓋章，填
具資料及日期（若有塗改
請於修改處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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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合併之全部所有權人共同填寫並繳1份）

1.請填上全部所有權人
姓名。

2.請全部所有權人填寫
姓名及權利範圍（持
分比例），房屋單元
及停車位持分一致。

3.請全部所有權人填寫
個人資料及日期，並
親自簽名及蓋章（若
有塗改請於修改處蓋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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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以公

開抽籤方式辦理：

1. 已達本案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之價值，且未於期

限前提出分配位置申請。

2. 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

◼辦理公開抽籤時間(預定)

◆日期：111年7月1日上午10時

◆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432號4樓之3

註：倘在選配期間，權利人選配結果均無前項情形，則另行通知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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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諮詢聯絡方式

◼本案專屬網頁：http://www.ching-shin.com

◼實施者：臺北市內湖區潭美段四小段242地號1筆

土地都市更新會

臺北市內湖區潭美街127號1樓

◼規劃單位：景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基隆路一段432號4樓之3

電話：(02)2729-2326

◼主管機關：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68號17樓

電話：(02)2781-5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