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 施 者：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都更規劃及建築設計：朱文熙建築師事務所

擬訂新北市中和區秀山段272地號等13筆土地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案
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



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緣起
為促進土地利用、改善居住環境，
依據都更更新條例等相關規定，擬
訂新北市中和秀中山段272地號等13
筆土地申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

基地範圍
中和區大勇街以東、立人街14巷以
南、立人街14 巷以西、大勇街60巷
以北所圍街廓之西北側範圍(為秀山
市場舊址)。

實施者
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依據法令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規定申
請。



辦理情形概述

一、 101年7月25日市府城鄉發展局101年7月25日召開「本市中和區秀山段

256地號等13筆土地(市7-1市場用地範圍內)申請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併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及都市更新」 (詳附件1)。

二、 101年8月10日事業概要核定：核准「擬訂新北市中和區秀山段272地號

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

三、 101年10月18日自辦公聽會：原實施者安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依規

定舉辦(自辦)公聽會完竣。

四、 101年12月28日申請報核：原實施者安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擬具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送府報核。

五、 104年2月9日經本市中和區公所補正公告，本案申請獎勵投資辦理都市

計畫公共設施、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及都市更新之範圍相符。

六、 104年7月16日及104年8月12日市府城鄉發展局原則同意本案獎勵投資

興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詳附件2)。



辦理情形概述

七、105年1月26日自辦公聽會且於105年3月24日辦理法院公證完竣，實施者
由安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調整為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八、105年7月5日起公開展覽30日；於105年7月21日假新北市中和區秀山市
民活動中心舉辦公辦公聽會。

九、本案已依規定完成專屬網站架設，公開本案計畫相關內容，網址：
http://www. bestpsd.com.tw。



實施者（變更實施者）

原實施者：安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周俊吉
公司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五段100號
聯絡電話：(02) 2345-3377
統一編號：89458276
投資興建：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實施者：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辜耀興
公司地址：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60號4樓
聯絡電話：(02) 2711-5823
統一編號：24498079

說明:
依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民國103年11月7日新北更事字第1033421173號函
辦理，由原實施者安信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變更新實施者為誠毅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以取得開發主體一致性。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權屬

基地範圍
中和區大勇街以東、立人街14巷以
南、立人街14 巷以西、大勇街60巷
以北所圍街廓之西北側範圍(為秀山
市場舊址)。

土地 合法建築物

筆數 272地號等
13筆

849建號等
45筆

面積 2,410.55㎡ 2,653.82㎡

私有所有權人 39人(100%) 37人(100%)

註1：秀山段256地號部分納入更新單元內，
業於105年11月14日土地權狀登記面
積1,388.46㎡。

註2：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於105年
4月事業計畫(公展版)送件時調整。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變更中和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
討）（第二階段）案

土地使用分區

市場用地

容積率
240%

建蔽率

50%

住宅區 商業區

機關用地 學校用地 停車場用地

公園用地

交通用地

更新單元

圖 例 與 說 明

N

指 北

環狀線景平
站位置



2410.55





單元內同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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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55 39 2,653.82 37

公有 0.00 0 0.00 0

私有 2,410.55 39 2,653.82 37

排除總和 0.00 0 0.00 0

計算總和 2,410.55 39 2,653.82 37

同意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4(75%) ＞2/3(67%) ＞3/4(75%) ＞2/3(67%)

變更實施者同意書統計表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一)基準容積：2,410.55×240%＝5,785.32㎡
(二)容積移轉：2,314.13㎡（40.00%）
(三)都市更新容積獎勵：1,403.73㎡（24.26%）
(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容積獎勵：1,145.99㎡(19.81%)

獎勵項目 面積(㎡) 申請額度(%)

五、申請更
新 單 元
之 整 體
規 劃 設
計 之 容
積獎勵

A1：設計建蔽率 289.27 5.00

A2：立體綠化 173.56 3.00

A4：夜間照明 115.71 2.00

A7：提供基地內四公尺以上寬度之
通道供不特定公眾便利通行者 173.56 3.00

七、綠建築 462.83 8.00

十、處理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之容積獎勵 188.80 3.26

申請更新獎勵合計 1,403.73 24.26

建築技術規則-開放空間獎勵 1,145.99 19.81

容積移轉 2,314.13 40.00

總計 4,863.85 84.07



建築規劃概要
項目 公展版/第1次小組版

基地面積 2,410.55㎡

允建建築面積 2,410.55㎡×50％=1205.28㎡

基準容積 2,410.55㎡×240％=5,785.32㎡

申請項目 面積(㎡) 比例(％)

都市更新獎勵 1,403.73 24.26％

土管獎勵 1,145.99 19.81%

容積移轉 2,314.13 40.00％

合計 4,863.85 84.07％

建築量體(層) RC地上24層/地下4層

戶數(戶) 1戶超級市場，1戶公益設施，128戶住宅

停車數(輛) 汽車172/機車147

允建總容積 10,649.04 441.76％

本案設計總容積 10,644.21 441.57％

總樓地板面積 19,458.47㎡

實施方式 權利變換



零售市場
獨立出入口，不妨礙
居家安寧，又能提供

生活機能

社區大廳
管制社區住戶之出入
，加強社區安寧及安全

公益設施
獨立出入口，不妨
礙居家安寧，及零
售市場之出入動線。

6公尺*12公尺緩
衝空間

6公尺基地內通路
基地留設公尺基
地內通路供公眾

通行之用

社區中庭
社區私有中庭，
提供住戶靜謐的

戶外空間

地下停車出入
車道車道出入
口規劃於現有
通路內，以期
對地區交通衝
擊降至最低



地上二層平面圖



地上三至六層平面圖



地上八至十六層平面圖



地上二十至二十四層平面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地下二-四層平面圖



3D模擬圖



18:00-21:00照明計劃 21:00-00:00照明計劃 00:00以後照明計劃

夜間建物照明模擬圖



無障礙空間引導設施系統圖



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



開放空間檢討圖 獎勵容積:856.72x240%x2/5=831.09



地上一層景觀配置



事業計畫財務計畫1/3

總項
目

項目 細項 數量 單位 單價 單位 總價(元) 備註

壹、
工程
費用
(A)

一、重
建費用

(一)建築設計費用
1.00 

式
19,525,518 

元 19,951,535 

依據新北市建築物、土地改良、雜項工
作物等工程造價標準表及新北市建築師
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表計算

(二)營建費用(含公益設施樓
地板面積) 5,968.77 

坪 155,554 萬元/坪
928,467,345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營建單價
提列基準」計算

(三)工程管理費
1.00 

式 27,854,020 元 27,854,020 
依據「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以營建費用3%計算

(四)空氣污染防制費(興建期
間) 1.00 

式 49,837 元 49,837 

依行政院環保署｢營建工程空氣汙染防制
費收費費率｣計算，興建期間空氣汙染防
制費=建築面積×費率×工期

(五)其
他必要
費用

1.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1.00 

式
2,460,645 

元 2,460,645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提列

2.外接水、電、瓦斯
管線工程費

140.00 戶 75,000 元/戶 10,500,000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提列

3.建築相關規費
1.00 

式 282,129 元 282,129 依新北市工務局建築執照規費提列標準

4.其他鄰房鑑定與鄰
房保固費 1.00 

式 788,800 元 788,800 

參考「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
定業務範圍及鑑定收費標準」的提列計
算

重建費用(A)合計： 990,354,311 

工程費用(A)合計： 990,354,311 



事業計畫財務計畫2/3

總項
目

項目 細項 數量 單位 單價 單位 總價(元) 備註

貳、
權利
變換
費用
(B)

一、調
查費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 1.00 式
7,590,550 

元
7,590,550 

依實際狀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影本佐證，且不得
高於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更新規劃費提列基準。

(二)不動產估價費（3家） 1.00 式 元
1,890,000 

依實際狀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影本佐證，且不得
高於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不動產估價提列基準。

(三)土地複丈費 13.00 筆土地
4,000 

元
58,000 

依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費用提列

(四)鑽探費用
5.00 

孔
75,000 

元
375,000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提列

二、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
58.00 

筆土+建 1379 元
80,000 

依實際狀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影本佐證。

三、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
拆遷補償費 26,538,200 

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前述金額
得比照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救
濟自治條例拆遷標準金額

四、拆
遷安置
費

(一)佔有他人土地之舊違
章建築及其他土地改良物
拆遷補償費

2,560,900 
依實際狀況認列或比照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
上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拆遷標準金額。

(二)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
費(建築物租金補貼) 11,700,000 

依實際狀況認列，居住面積係以各戶原居住產權面
積為依據。

五、地籍整理費用
140.00 

戶
20,000 

元
2,800,000 

依內政部規定收費標準。係土地登記及建物第一次
登記等代書費、規費，以每戶20000元計算(不含信
託登記及信託塗銷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B）合計：
53,592,750 



總項目 項目 細項 數量 單位 單價 單位 總價(元) 備註

參、貸
款利息
（C）

1,043,947,061 元 2.89% 45,255,105 

貸款利息（C）合計： 45,255,105 

肆、稅
捐（D）

印花稅等 1,043,947,061 元 0.10% 1,043,947 

稅捐(D)合計： 1,043,947 

伍、管
理費用
(E)

一、行政作業費用 （E1） 元 -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辦理之更新事
業為限。

二、信託費用(E2) 1.00 式 2,000,000 2,000,000 
依實際狀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影本
佐證。

三、總務人事管理費用（E3） 1,090,246,113  元 5% 54,512,306
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
(E3)=(A+B+C+D)×管理費率
管理費率以5％為上限。

四、銷售管理費用（E4） 1,090,246,113  元 6% 65,414,767 
銷售管理費(E4)=(A+B+C+D)×銷售費
率
銷售費率以6％為上限。

五、風險管理費用（E5） 1,146,758,419 元 12% 137,611,010 
風險管理費(E5)=(A+B+C+D+E)×風險
費率
風險費率以12％為上限。

管理費用(E)合計： 259,538,083 

陸、容積移轉費(F) 移入40% 82,826,498 
預估以101年公告現值85,900元/㎡取
得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 總計： 1,432,610,694 

事業計畫財務計畫3/3

 實際金額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為準。



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一、本案住戶管理規約草約部分，請依103年4月30日發布
之「公寓大廈規約範本」製作，請修正；另下列事項請一
併載明：

1、請實施者以專章方式載明綠建築相關設備、內容、圖說、管理維護、

後續15年保用維持計畫及管理維護費用專款專用等內容，俾利後續管
委會進行相關設施之維護管理。有關綠建築專章，有效期限為5年，
請於該草約中補充到期後住戶辦理方式。

2、留供公眾使用之人行道及開放空間等應納入公寓大廈規約草約作明確
適當之規範，並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使用等相關內容，且應於銷售廣告
及買賣契約中註記，讓買受人知悉，並列入產權移轉交代，據以執行；
另不得增建及設置鐵窗規定、相關選項之勾選應明確載明。



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二、設置垃圾儲存空間，應以人行使用不穿越車道且接近
垂直動線為原則並於相關建築平面圖標示垃圾車位。

三、相關配置圖偏小，且部分標註之文數字清晰度不足。

四、提供之公益設施不申請獎勵，請另於計畫書其他章節
載明。

五、更新事業實施經費部分，依據100年11月8日公告修正
之「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
及金額基準表」規定。

六、刪除更新規劃費用提列更新可行性評估P1及發起都市
更新計畫P2。

說明：

配合審查意見辦理及修正。



提請討論議題(一)

議題(一)有關本案公展期間及公辦公聽會人民陳情意見
(詳人民陳情附件3)及公聽會紀錄(詳附件4)，請實施者就
各意見具體說明回應內容後，提請討論。

私有所有權人公聽會發表意見

建築基地僅面臨一條道路，開放空間人行步道獎勵規劃面臨3條道路計算，是否能完全爭取獎

勵面積。

都更容積獎勵項目其中立體綠化及夜間照明是否能爭取獎勵面積。

本案規劃一棟建築物，3樓以上規劃住宅，3~6層單層有10戶，其中有6戶單面採光設計，其中2

房有暗房的情況，建議是否可以規劃成兩棟。

很多住戶因需求規劃較小坪數，根據權利變換規定不符合最小46平方公尺分配單元是否可行?

現在已經達到100%的同意比例，請問是否可以加速審查?關於上述已達100％同意比例，建議是
不是可以從權利變換變成協議合建?請問何時可以去申請，有什麼可以建議和指導的?

公展公聽會回應綜理表



公展公聽會回應綜理表

私有所有權人公聽會發表意見

都市更新與協議合建差別在哪?聽說都更條件跟協議條件是不一樣的?

可否請市府提供本案地主們互相連絡的電話，以利成立管理委員會。雖然本案同意比例達

100%，但我們僅想要重建改善生活品質，並不滿意實施者所申請的這些獎勵，如果提供更多的
公共空間給所有的人使用，是否危害到住戶安全及隱私，實施者為何要規劃那麼多的公共空間

來影響大樓住戶安全，覺得不合理。

提供之光碟資料係申請時之事業計畫書，並非公展版之事業計畫書，實施者資訊公開作業，

做得不落實、不徹底。

事業計畫書第拾參章第一節實施方式中提到共同負擔由實施者依權利變換結果負擔，且交付

彰化銀行信託管理;但附錄十信託契約書中所載信託財產內容僅為新台幣壹萬元整及建築融資貸
款，明顯不符。建議於信託契約書中，載明實施者之信託財產應包括實施本都市更新案所需之

資金(包括自有資金、銀行融資、預售承購戶所繳存入信託專戶款項等)。

又信託契約書第十三條未能完工之處理，並未約定得由受託人逕行另覓廠商續建，對於本更

新事業案之執行，風險很大。

計畫書中並未載明房屋及車位之選配原則，請實施者說明補充，以利後續選屋時有所依循

共同負擔比高達63％，遠高於當地一般合建條件：建商42%、地主58%之分屋行情，很不合理。



公展公聽會回應綜理表

秀仁里里長公聽會發表意見

(一)公益設施項目：

1、建議規劃為托育中心、日照中心及里辦公處等。
2、有關市民活動中心目前由區公所管理，本辦公處或附近周邊的里辦公處若有需求使用，可

至區公所申請。

(二)每戶所擁有機車可能不只一輛，倘規劃機車車位每戶一位明顯不夠，另要來超市的人車輛要

停放在哪？若是來逛超市車輛太多導致地下室無法容量，致未能滿足車位需求，讓汽機車往
地面上隨意停放，這些停車問題都需要考量，且未來地下室停車空間需設置排氣通風系統，

改善地下室通風不良的情況。

(三)關於地主呂惠蘭所提意見，協議合建就是大家都講好了才可以，速度較快。權利變換較為公

平，先算清楚再分配，但時間較長。

(四)稅金的部分是實施者去吸收，可以請實施者再辦一個說明會，大家多溝通，如果需要籌辦一

個監督機制，里辦公室願意協助。



公展公聽會回應綜理表

委員公聽會發表綜合意見

一、所有都更案件內容無論大小多寡，所有住戶一旦有意見，便有權利要求實施者做說明，讓

所有的住戶了解內容。

二、本案為市場用地申請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併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及

都市更新，包含市場用地多目標使用、實施者提供公益設施、住戶提出分配需求及規劃40%容積
移轉等，目前審議就容積移轉部分有要求實施者需提供環境友善方案，惟在簡報上並無記載，

請實施者後續再補充說明。

三、有關本案規劃小坪數住宅是因當地市場需求，並因此規劃機械車位，但都市更新案件希望

更新後有較好的停車品質及管理維護問題，所以不希望有機械車位，請實施者再予檢討評估。

四、有關財務計畫部分，請實施者未來補充說明地主如何選配和相關的選配原則，另後續信託

方式及續建機制也請一併說明。

五、協議合建的基本上是地主和實施者雙方講好條件與將來會獲得的項目，且地主明確知道可

以獲得幾坪、位置在哪裡，若是權利變換則是依據審查的結果去計算地主可以得到多少，兩者
並不相同。有關本案目前實施方式是採權利變換，若日後實施者要調整實施方式，請再辦說明

會向所有住戶說明。

六、有關權利變換稅捐減免部分，請實施者再辦說明會向地主說明，因為權利變換與協議合建

兩者間的節稅方式不同，尤其是權利變換在分回後的第一次移轉時之房屋稅與地價稅皆有相關
減免規定。



自辦變更規劃設計說明會

一、105年9月10日於中和
區秀山市民活動中心召
開

二、說明內容
1.變更都更獎勵值。
2.變更建築規劃設計。
3.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差

異性。
4.選配原則。



議題(二)更新單元範圍：

有關本案更新單元範圍

已於事業概要時核准，

請實施者說明後，

提請確認。

說明:

附上更新單元地籍套繪圖

提請討論議題(二)



提請討論議題(三)

議題(三)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

有關本案中和區立人街14巷7弄 現有巷道部分，實施者依「新
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類型四(改道後之新巷道至少維持原
通行寬度且不影響通行者)規定申請廢改巷道，請實施者套疊
建築線並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基於整體開發及一宗土地之原則，本更新單元範圍內立
人街14巷7弄之現有基地內通路巷道擬廢止，以達土地開
發之經濟效益，並於本基地之東側及北側部分，留設基地
東側居民之出入動線。

新北市中和區秀山段256地號等1筆土地之部分土地，並
分割256地號東側之部分面積以及留設都更單元內之基地
內通路為基地東側居民之出入動線，其基地內通路土地面
積試算為173.78m2。



現有巷道廢止及改道計畫



提請討論議題(四)

議題(四)建築容積獎勵：

1.有關申請「設計建蔽率」獎勵部分

2.有關申請「立體綠化」獎勵部分

3.有關申請「夜間照明」獎勵部分

4.有關申請「留設4米以上人行步道」獎勵部分

5.有關申請「綠建築」獎勵部分

6.有關申請「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獎勵部分



提請討論議題(四)

議題(四)建築容積獎勵：

1.有關申請「設計建蔽率」獎勵部分

請實施者說明其計算檢討內容，並補充建築師簽證後，
請工務局協助確認本建築面積、建蔽率計算；另有關
綠覆率檢討之綠覆面積及計算公式分母不可扣除含車
道，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50%-33.21%=16.79%≧15%(OK)

獎勵面積=法定容積5785.32x獎勵額度5%=289.27m2

配合審查意見辦理及修正。



提請討論議題(四)

議題(四)建築容積獎勵：

2.有關申請「立體綠化」獎勵部分

有關申請立體綠化獎勵部分，依規定建築物之牆面及露台或屋
頂層綠覆率應達50%以上，檢附預算書、管理維護計畫、設計說
明、材料內容說明、平面設計圖、剖立面圖、細部大樣圖及單
價分析表等項目。

議題(四)建築容積獎勵：

3.有關申請「夜間照明」獎勵部分

應於計畫書內以專章載明夜間照明設備之品名、規格、設置位
置及夜間照明時間，請實施者說明其規劃內容後，提請討論。

說明：

後續自提修正部份，刪除申請「夜間照明」 以及「立體綠化」獎
勵。



提請討論議題(四)

議題(四)建築容積獎勵：

4.有關申請「留設4米以上人行步道」獎勵部分

實施者以基地東側留設6公尺寬之基地內通路申請本
項獎勵，惟該通路道為廢巷改道後之新巷道，故請實
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本案於基地東側留設六公尺寬之基地內通路供不特定
之公眾便利通行，依實際留設面積核計獎勵容積為
173.78㎡，已超過獎勵額度上限，故以上限百分之三
計，擬申請法定容積3%，獎勵容積為173.56㎡。留設
位置及計算式，下頁附上圖說。



留設六米人行道圖

6M



提請討論議題(四)

議題(四)建築容積獎勵：

5.有關申請「綠建築」獎勵部分

本案綠建築分級評估分數為40.28，綠建築獎勵之分
級評估表計算應扣除申請立體綠化獎勵面積並詳實核
算載明於計畫書，請實施者明並就各項指標評估內容
具體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後續自提修正部份，刪除申請「立體綠化」獎勵。

後續修正綠建築指標及相關申請獎勵



綠建築評估資料總表
2009年版

一、建築物基本資料

申 請 編 號

申 請 項 目

綠建築標
章申 請 日 期

建 築 名 稱 誠毅建設中和秀山案都更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綠建築候
選證書

■

地 址 申請人姓
名

二、基地概要
基 地 面 積 建 築 面 積 758.55m2

法 定 建 蔽 率 50％ 實際建蔽率 33.14％
建築構
造別

RC

三、各項評估結果
申請項目 指標名稱 基準值 設計值 判斷式 合

格

生物多樣性
指標

BDc＝ BD＝ BD ＞ BDc？

◎ 綠化量指標 TCO＝
446,490.00

TCO2＝
954,626.80

TCO2 ＞ TCO？■

◎ 基地保水指
標

λC＝0.44 λ＝1.28 λ ＞ λC？ ■

◎ 日常節能指
標

0.80 EEV-H＝
0.7923

EEV  ≦ 0.80？ ■

HSCc＝ HSC＝
HSC  ≦ HSCc？

0.80 EAC＝0.80EAC  ≦ 0.80？ ■

0.70 EL＝0.55 EL  ≦ 0.70？ ■

CO2減量指
標

0.82 CCO2＝CCO2 ≦ 0.82？

廢棄物減量
指標

3.3 PI＝ PI ≦ 3.3？

◎ 室內環境指
標

60 IE＝76.4 IE ≧ 60？ ■

◎ 水資源指標 2.0 WI＝9.0 WI ≧ 2.0？ ■

查表3-8.2＝ Rc＝Rc ≧規定值？■

Vs＝179.13 Vs ≧ Ns × Ws？■

◎ 污水垃圾改
善指標

污水指標(配管檢查)是否合格？ ■

10 Gi＝14.0 Gi ≧ 10分？ ■

四、填表人簽章 五、評估結果

通過 ■

不通過

分級評估等級分析
依照各項指標現階段之假
設值，其中綠化量指標、
基地保水指標皆為較佳之
假設情況下，設置了19株
喬木、透水鋪面292.55m2、
原土層上方設置植栽槽穴
232.22m2、大於180m3之
雨水貯集利用設施、設置
垃圾冷藏裝置，且基地保
水入滲值為10-7的情況下，
可將綠建築分級評估最終
等級評量值計算為40.28
分，超過黃金級標章所需
之38.0分。

綠建築指標檢討



提請討論議題(四)

議題(四)建築容積獎勵：

6.有關申請「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獎勵部分

請實施者確認有占有他人之實且應與違占戶達成協議
取得協議書，以符合本項獎勵之申請規定，請實施者
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經自行再檢討本案申請之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因舊違章
建物未符合舊違章認列條件，後續刪除相關費用提列及申
請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獎勵。



提請討論議題(五)

議題(五)建築規劃：
1.車道出入口及人車動線部分，有關本案停車出入口位

置，請實施者說明其規劃內容、與週邊道路設施及鄰
房關係，並請交通局幹事表示意見後，提請討論。

說明:
停車場出入口設置於基地西南側連接現有通路，本更新
單元基地北側為8公尺，立人街十四巷，立人街與住宅
區相鄰，為避免交通衝擊，乃將車道出入口設於基地西
側現有巷內，以及對現有交通影響最小化。

 人行出入口
更新單元之大門設於立人街十四巷，作為住戶對外的
主要通道。
更新單元臨道路部分均留設寬度6公尺的人行步道，開
放空間提供來往的行人一個舒適寬闊的人行徒步空間。



自行車動線

出入口警示燈

人車動線計畫



提請討論議題(五)

議題(五)建築規劃：

2.市場及捐贈之公益設施空間及規劃內容是否符合需求，
請市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市場處及公所表示意
見。

說明:

下頁附上一樓及二樓超級市場及公益設施圖說部分。



超級市場

公益設施

市場面積:275.389m2
公益設施面積:27.72m2

地上一層空間配置圖



地上二層空間配置圖

超級市場

公益設施

超級市場面積:633.08m2       公益設施面積:265.53m2    



提請討論議題(六)

 議題(六)財務計畫及相關費用：

本案係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依100年11月8日生效之「新北市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辦理：

1.有關本案拆遷安置費提列租金補貼費用及搬遷費用，惟本案已申請「占
有他人舊違章建物」獎勵，故請刪除。

說明:

經自行再檢討本案申請之占有他人舊違章建物，因舊違章建物未符合舊違
章認列條件，後續刪除相關租金補貼、搬遷費用提列及申請占有他人舊違
章建物獎勵。

 議題(六)財務計畫及相關費用：

2.有關管理費用部分，本案提列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為5%、銷售管理費6%、
風險管理費12%，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表」規定
提列。



提請討論議題(六)

 議題(六)財務計畫及相關費用：
3.有關本案申請容積移轉部分，容積移轉購地成本達8,282萬6,498元，請

實施者就該數值資料來源及推估方式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本案土地2,410.55㎡以當年度(101年)公告現值85,900元/㎡計算，需移
入容積40%。
暫估移轉費用為:2,410.55㎡×40%×85,900元=82,826,498元。
實際經審議核定可移轉容積後依實際取得成本及費用提列。

 議題(六)財務計畫及相關費用：
4.請補充本案續建機制並載明於計畫書，另有關本案之信託內容及信託費

用合理性，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1.後續補充本案續建機制、選配原則等，載明於更新計畫書第13章實施方
式及有關費用分擔乙章節。

2.信託費用原暫依市場行情200萬元估之，待後續以實際合約提列並檢附
契約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自提修正

一、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刪除不符標準之項目：
因檢討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不符申請標準，
故自提修正，刪除不符申請標準之項目。

二、因建築線的關係，需調整開放空間留設方式。

三、變更建築設計
1.獎勵後總允建容積因獎勵值變更而變動，故重新檢討規劃

容積。
2.依本案公展公聽會，所有權人對於建築設計、坪數、平面

及採光等問題，對本案建築設計重新檢討，以符合所有權
人需求。

3.允建容積因獎勵值變更，建築樓層高度由24樓變更為17樓。
4.地下層數由地下四層變更為地下五層，全部留設平面車位。



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中和
區秀山段272地號

自提修正設計圖說內容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項
次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舊版 新版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率（%）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率（%）

五

（一）A1：設計建蔽率（綠覆率達60%以上） 289.27 5.00 289.27 5.00

（二）A2：立體綠化：法定容積5%為上限 173.56 3.00 - -

（四）A4：夜間照明，3%為上限 115.71 2.00 - -

（七）A7：提供基地內四公尺以上寬度之通
道，3%為上限

173.56 3.00 161.38 2.79

七 綠建築 462.83 8.00 462.83 8.00

十 處理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之容積獎勵 188.80 3.26 - -

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1,403.73 24.26 913.48 15.79

都市更新獎勵

註：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容積獎勵

項
次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舊版 新版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率（%）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率（%）

1
設置公益性設施：建築基地設置沿
街式步道開放空間

856.72 14.81 - -

2
綜合設計放寬規定:開放空間有效
面積

- - 525.01 9.07

3 提升都市防災性能 289.27 5.00 289.27 5.00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容積獎勵合計 1,145.99 19.81 814.28 14.07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註：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申請容積獎勵總額度

項
次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舊版 新版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率（%）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率（%）

1 都市更新 1,403.73 24.26 913.48 15.79

2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

1,145.99 19.81 814.28 14.07

3 容積移轉 2,314.13 40.00 2,314.13 40.00

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4,863.85 84.07 4,041.89 69.86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註：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規劃設計-地上一層平面圖(新圖說)

59

立人街14巷8M

基地內通路

5.5M車道出入口

現有巷道
現有巷道

現有巷道

基地內通路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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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地上二層平面圖(新圖說)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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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地上三~十五層平面圖(新圖說)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62

規劃設計-地上十六-十七層平面圖(新圖說)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63

突出二層平面圖 突出三層平面圖

規劃設計-屋突層平面圖
(新圖說)

突出一層平面圖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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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地下一層平面圖(新圖說)

機車停車位：160位 無障礙機車停車位：4位

無障礙汽車停車位：3位

地下一層

汽車停車位：13位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規劃設計-地下二-四層平面圖(新圖說)

地下二層

汽車停車位：42位
65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規劃設計-地下五層平面圖(新圖說)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一般汽車停車位：38位

地下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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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樓層由24F變更17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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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萬事達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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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

註：最後圖說應以相關審議核准結果為準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