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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計畫內容主要修改部分本次計畫內容主要修改部分本次計畫內容主要修改部分本次計畫內容主要修改部分
◎獎勵容積△F3時程獎勵由5%提升至6%

本案於100 3 1申請事業計畫報核 為因應臺北市都本案於100.3.1申請事業計畫報核，為因應臺北市都
市更新自治條例於100.11.17修正，原時程獎勵僅5%，
修正為「一年內申請實施都市畫者 給予法定容積之修正為「一年內申請實施都市畫者，給予法定容積之
6%之獎勵。」

◎因配合使用分區及道路截角之逕為分割 本案◎因配合使用分區及道路截角之逕為分割，本案
由原20筆土地修改為29筆土地，面積由1,446
㎡修改為1,449 ㎡(商三1,438 ㎡；道路11
㎡)，故案名修改為「擬訂臺北市大同區市府) 故案名修改為 擬訂臺北市大同區市府
段三小段1-4地號等29筆土地都市更新事業計
畫」畫」

◎其他配合一併修正內容詳「計畫修正對照表」



本次計畫內容修改之法令依據本次計畫內容修改之法令依據

「臺北市政府處理都市更新事業程序終結前自行修正都
市更新事業計畫案件作業要點市更新事業計畫案件作業要點」(節錄)

一 臺北市政府未處理都市更新事業程序終結前因都市計畫 相關法令修正一、臺北市政府未處理都市更新事業程序終結前因都市計畫、相關法令修正，
實施者自行修正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之案件，特訂定本要點。
(本案係因臺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修正，故適用本作業要點。)

二、實施者依都市更新條例第十九條規定擬具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向本府申請
報核，其處理程序尚未終結前，自行修正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時，以本府
公告公開展覽時點為準，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申請報核後，於該計畫未依本條例第十九條規定

辦理公告公開展覽前，實施者得自行修正計畫內容，逕送修正後之辦理公告公開展覽前 實施者得自行修正計畫內容 逕送修正後之
計畫書續審。

(本案尚未辦理公開展覽，依本作業要點原可逕送修正計畫續審，惟本案
實施者為顧及各所有權人之權益，特召開本會以向各所有權人說明。)實施者為顧及各所有權人之權益，特召開本會以向各所有權人說明。)



本次計畫內容修改之法令依據本次計畫內容修改之法令依據

「臺北市政府處理都市更新事業程序終結前自行修正都
市更新事業計畫案件作業要點市更新事業計畫案件作業要點」(節錄)

(三)前款所稱相當期限及召開說明會應符合下列規定：
1 公開閱覽之相當期限不得少於二十日1.公開閱覽之相當期限不得少於二十日
2.召開說明會之日期應於公開閱覽期限內
3.通知公開閱覽與說明會方式可在自行送達或交由郵政機關以掛號
附回執方式送達，並應於公開閱覽之起始日三日前寄送。附回執方式送達，並應於公開閱覽之起始日三日前寄送。

4.通知內容須包含公開閱覽起迄時間、變更計畫書圖供公開閱覽之
場所、說明會召開時間、地點，及修正計畫對照資料表。

(本案通知依公聽會標準於開會10天前101 8 7寄送雙掛號通知 且(本案通知依公聽會標準於開會10天前101.8.7寄送雙掛號通知，且
內容均包含上述項目。)

(四)實施者於召開說明會後，應檢附送達證明文件與彙整相關意見，並
將計畫修正前後內容製作對照資料表 並修正後之計畫先送請臺北將計畫修正前後內容製作對照資料表，並修正後之計畫先送請臺北
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幹事會審查後，再提臺北市都市更新
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



事業計畫內容說明事業計畫內容說明事業計畫內容說明事業計畫內容說明



法令依據法令依據

◎都市更新條例第10條、第19條、第22◎
條、第25-1條

◎臺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臺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

◎臺北市政府處理都市更新事業程序終◎
結前自行修正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案件
作業要點作業要點



更新位址更新位址 民國89年06月26日劃定
之大同區台汽客運北站之大同區台汽客運北站
西北側更新地區

更新單元更新單元



更新範圍更新範圍
本次擬訂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申

請範圍中土地包含臺北市大同

區市府段三小段1-4、1-5、17、

17-1、18、19、20、20-1、21、

21-1、22、23、24、24-1、25、21 1 22 23 24 24 1 25

25-1、26、27、28、28-1、29、

29 1 29 2 30 31 32 3329-1、29-2、30、31、32、33、

34、35地號等29筆土地，面積

共計1,449㎡(438.32坪)。

圖 例

事業計畫範圍



更新地區公告 89 06 26

都市更新實施程序都市更新實施程序--辦理進度辦理進度

更新地區公告

事業概要核准

89.06.26

96.08.23

99 08 12事業計畫自辦公聽會

事業計畫報核

更新事業計畫修正說明會

99.08.12

100.03.01

101 08 18

事業計畫自辦公聽會

更新事業計畫修正說明會

更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

101.08.18

30日

更新事業計畫公辦公聽會 1日更新事業計畫公辦公聽會

更新事業計畫幹事會

1日

約3個月

更新事業計畫幹事複審會 約3個月

更新事業計畫委員會

更新事業計畫核准公告
約6個月

更新事業計畫幹事複審會 約3個月

更新事業計畫核准公告

施工

權利變換計畫報核.核准公告 約12個月

施工

產權分配
約42個月



土地使用分區土地使用分區
使用分區 建蔽率 容積率 面積

第三種商業區 65% 560% 1,438.00㎡ (435.00坪)

道路用地 11.00㎡ (3.33坪)道路用地 11.00㎡ (3.33坪)

合計 1,449.00㎡ (438.32坪)

圖 例

第三種商業區

道路用地



土地產權分布土地產權分布

土地權屬
土地面積

比例(%)
人數

比例(%)土地權屬
土地面積

(㎡)
比例(%)

人數

(人)
比例(%)

公有土地(國有地) 7.00 0.48% 1 3.12%

私有土地 1,442.00 99.52% 31 96.88%,

合計 1,449.00 100% 32 100%



現況照片現況照片



同意參與更新事業計畫門檻同意參與更新事業計畫門檻
•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比例為93.55%，土地面積同意

比例為82.39%。

建築物所有權人人數同意比例為8 0% 合法建• 建築物所有權人人數同意比例為87.50%，合法建
築物總樓地板面積同意比例為79.10%。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所有權人
數(人)

面積(㎡)
所有權人
數(人)

全區總和全區總和
(A=a+b)

1,449.00 32 3,650.17 24

公有(a) 7.00 1 0.00 0

私有(b=A-a) 1,442.00 31 3,650.17 24

排除總和(c) 0.00 0 0.00 0

計算總和
1 442 00 31 3 650 17 24

(B=b-c)
1,442.00 31 3,650.17 24

同意數(C) 1,188.00 29 2,887.18 21

同意比例
82 39 93 55 79 10 87 50

同意比例
(%)(C/B)

82.39 93.55 79.10 87.50

註：上表之所有權人數為事業計畫報核日之資料



建築建築規劃設計規劃設計建築建築規劃設計規劃設計



廢除更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廢除更新單元內現有巷道

廢除現有巷道面積
共21.46 ㎡

更新單元範圍

廢除現有巷道範圍

圖 例



容積獎勵容積獎勵
容積
種類

項目 獎勵內容 獎勵額度

△F3 時程獎勵 6 00% 483 17㎡ (146 16坪)

都市

△F3 時程獎勵 6.00% 483.17㎡ (146.16坪)

△F4 協助開闢毗鄰基地都市計畫公共
設施

0.54% 43.39㎡ ( 13.13坪)

都市
更新
獎勵

△F5 建築物與鄰進地區相互調和、無
障礙環境及都市防災

6.00% 483.17㎡ (146.16坪)

留設無遮簷人行步道及騎樓 3 99% 321 10㎡ ( 97 13坪)留設無遮簷人行步道及騎樓 3.99% 321.10㎡ ( 97.13坪)

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綠建築設計 6.00% 483.17㎡ (146.16坪)

小計 22.53% 1,814.00㎡ (548.74坪)22.53% 1,814.00㎡ (548.74坪)

法定容積 8,052.80㎡(2,435.97坪)

允建容積總計 9,866.80㎡(2,984.71坪)

※獎勵辦法以臺北市都市更新條例公佈為準※獎勵辦法以臺北市都市更新條例公佈為準

※實際獎勵值以臺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審議核准之值為準



建築概要建築概要建築概要建築概要

基地面積 坪基地面積 1,449.00㎡(438.32坪) [商三:1438㎡；道路：11㎡]

允建建築面積 934.70㎡(282.75坪). ( . )

允建容積
基準容積 8,052.80㎡(2,435.97坪)

更新獎勵容積 1 814 00㎡ (548 74坪)更新獎勵容積 1,814.00㎡ (548.74坪)

合計允建容積 9,866.80㎡(2,984.71坪)

允建容積率 9,866.80/1,438.00=686.15%

樓層 地上20層地下4層樓層 地上20層地下4層



景觀設計概念景觀設計概念--壹層壹層

◎人行步道空間◎人行步道空間
創造連續性的帶狀綠廊，
替人行空間提供遮陰效果
創造舒適空間，亦降低鄰創造舒適空間 亦降低鄰
房及行車噪音之影響，藉
以舒緩都市空間的擁塞，
提升街道空間的品質。提升街道空間的品質
◎出入口緩衝空間
延續人行步道空間帶狀綠
帶的氛圍，利用建築物出
入口周邊進行點綴型的綠
化，在都會中創造舒適放
鬆的自然空間，與人行步
道帶狀綠帶相互呼應。
◎停車入口空間端景設計
以豐富的植栽做為停車入
口空間端景 增添入口意口空間端景，增添入口意
象的視覺感官效果，更提
昇整體綠化量。

景觀配置圖



景觀設計概念景觀設計概念
--屋頂平台屋頂平台&&露臺露臺

◎以多層次的植栽配置

手法，創造屋頂平台及

露台空間的層次感。露台空間的層次感。

◎鋪面運用石材及木材，

呈現出質樸自然的特色。

參層露台景觀配置平面圖

◎植栽以原生植物及誘

鳥誘蝶植物為主，強化

景觀整體與週邊環境的

貳層露台景觀配置平面圖

結合。

露台及屋頂平台意象露台及屋頂平台意象

屋突壹層景觀配置平面圖



人
行行

編號 坪

19.25

人行 17.47

23.18

23 15

人行

人行

23.15

16.52

23.19

21.45

22.54

23.53

28.94

11 97

車
行

11.97

11.92一層平面圖



編號 坪

21.74

20.11

23.81

33 3933.39

26.79

26.26

46.49

40.66

45.85

二層平面圖



編號 坪

58.04

63.86

46.84

36.65

46.01

三層平面圖



編號 坪編號 坪

58.04

63.86

46.84

36.65

46.01

四層至九層平面圖



編號 坪編號 坪

57.95

61.71

57.91

56.25

十層平面圖



編號 坪編號 坪

57.95

61.71

57.91

55.54

十一層至十五平面圖



編號 坪編號 坪

46.27

49.08

48.49

34.31

十六層平面圖



編號 坪編號 坪

29.78

62.31

56.85

34.31

十七平面圖



編號 坪編號 坪

29.78

62.31

47.47

46.82

十八層平面圖



編號 坪編號 坪

46.27

49.08

56.85

34.31

十九層平面圖



編號 坪編號 坪

43.37

45.94

47.47

46.82

二十層平面圖



屋突一、二、三層平面圖



機車位：114輛
地下一層平面圖

機車位 114輛
汽車位：9輛



汽車位 31輛
地下二層平面圖

汽車位：31輛
(大22輛，小9輛)



汽車位 32輛
地下三層平面圖

汽車位：32輛
(大24輛，小8輛)



B1~B4停車總量：B1 B4停車總量：
法定機車位：114輛
法定汽車位：102輛
自設汽車位：2輛

汽車位 32輛

自設汽車位：2輛

地下四層平面圖
汽車位：32輛
(大24輛，小8輛)





綠建築標章綠建築標章
•生物多樣性指標

•綠化量指標綠化量指標

•基地保水指標

•日常節能指標

•室內環境指標

•水資源指標

•污水垃圾指標

•溫室氣體（CO2減量）指標

•廢棄物減量指標

綠建築評量等 合格級 銅級 銀級 黃金級 鑽石級

等級分部

綠建築評量等
級

(得分概率分佈
)

合格級
0～30％

銅級
30～60％

銀級
60～80％

黃金級
80～95％

鑽石級
95％以上

38

九大指標全評
估時總得分RS

範圍
12≦RS＜26 26≦RS＜34 34≦RS＜42 42≦RS＜53 　 53≦RS 



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處理方式• 處理方式

– 本案全區採「重建方式」處理。」

• 實施方式

本案將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25條規定 本案– 本案將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25條規定，本案
採權利變換方式實施。

有關費用分擔• 有關費用分擔：

– 按其權利價值比例共同分擔



拆遷安置計畫拆遷安置計畫拆遷安置計畫拆遷安置計畫

由實施者統一代為拆除• 由實施者統一代為拆除。

• 拆遷補償費依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對拆遷補償費依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對
合法建築及農作改良物拆遷補償暨違
章建築處理第10條及第11條規定。章建築處理第10條及第11條規定。

40



財務計畫財務計畫--((一一))工程費用工程費用
項目 金額（元） 說明

建築物拆除費用 2 028 944
1~3層5(加強)磚造400元/㎡，4~5層
(加強)磚造500元/㎡，5層RC造800建築物拆除費用 2,028,944 (加強)磚造500元/㎡ 5層RC造800
元/㎡計。

營建費用 838,029,947 以第三級營建工程標準單價認列。

工
程

建築設計費用 16,303,500 依建築師酬金標準中級提列。

鑑界費 116,000 以每筆土地4,000元提列。
程
費
用

鑽探費 225,000 每600㎡鑽探一孔，每孔75,000元計。

建築相關規費 249,110 依法定總工程造價千分之一計算。

公寓大廈公共基金 2 295 550 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編列公寓大廈公共基金 2,295,550 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編列。

外接水電瓦斯工程費 7,350,000 依75,000元/戶編列。

鄰房鑑定費 1 872 000 依4 000元/戶編列 約360戶鄰房鑑定費 1,872,000 依4,000元/戶編列，約360戶。

小計 8億6千8百萬元 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



財務計畫財務計畫--((二二))權利變換費用權利變換費用

項目 金額（元） 說明

財務計畫財務計畫 ((二二))權利變換費用權利變換費用

都市更新事業規劃費(含
調查費用)

4,770,000 依委辦合約編列。

不動產估價費用 0 本項費用已包含於都市更

權利

不動產估價費用 0 本項費用已包含於都市更
新事業規劃費中。更新前測量費 0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依「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

權利
變換
費用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61,517,065
依 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自治條例」提列

依「臺北市舉辦公共工程
拆遷補償自治條例 提列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 35,260,554
拆遷補償自治條例」提列
及鑑價機構查估更新單元
現地租金水準

地籍整理費 1,960,000 依20,000元/戶編列。

小計 1億零3百萬元 權利變換費用(C)



項目 金額（元） 說明

財務計畫財務計畫--((三三))稅捐、利息、管理費用及容積移轉費用稅捐、利息、管理費用及容積移轉費用

貸款利息 57,464,075

稅捐
印花稅

9 719 777
本案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分別申請報核，
稅捐暫以(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利稅捐 9,719,777 稅捐暫以(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利
變換費用C+容積移轉費用G)×1%計列。營業稅

人事行政管理費用 51,472,087 依規範以費率5%編列。

管理

費用

營建工程管理費用 0

銷售管理費用 62,346,691 依規範以費率6%編列。

風險管理費 122 696 281 依規範以費率11 25%編列風險管理費 122,696,281 依規範以費率11.25%編列。

小計 2億3千6百萬元 管理費用(E)

本案更新總成本(A)+(B)+(C)+(D)+(E)+(F)總計 1,273,650,637元

共同負擔總計 12億7千4百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