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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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業 計 畫 案
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第2次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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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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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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4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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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細部計畫

本案依據「變更中和都市計本案依據「變更中和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
盤檢討(第二階):100 01 17盤檢討(第二階):100.01.17
北府城審字第0991226944號
函」

土地使用分區
市場用地市場用地

容積率
240%

建蔽率建蔽率
50% 環狀線景平

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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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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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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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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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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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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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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內同意比例

同意比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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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2 6 3 8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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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5%) ＞2/3(67%) ＞3/4(75%) ＞2/3(67%)

實施方式:權利變換。因同意比例已達到100%，實施方式由權利變換變更為協
議合建提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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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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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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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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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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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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市府城鄉發展局104年7月16日及104年8月12日原則同意本案獎勵投資五、 市府城鄉發展局104年7月16日及104年8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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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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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概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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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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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活動中心舉辦公辦公聽會。

八、 105年12月2日召開第1次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席審查專案小組會議。

並於105年9月10日邀集所有權人召開變更設計說明會。

九、 106年5月3日新北市政府同意依「獎勵投資興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

申請獎勵投資公共設施用地，並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 捐贈地上1 2樓公益設施 總面積約306平方公尺 並交由中用辦法」捐贈地上1、2樓公益設施，總面積約306平方公尺，並交由中

和區公所設置市民活動中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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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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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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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項目調整
申請更新獎勵項目 公開展覽與第一次小組版 第二次小組版 作業單

位意見
面積(㎡) 額度(%) 面積(㎡) 額度(%)

五、環境
景觀貢獻

(一)A1：設計建蔽率 287.27 5.00 289.27 5.00
景觀貢獻
獎勵 (二)A2：立體綠化 173.56 3.00 -- -- 已刪除

(四)A4：夜間照明 115.71 2.00 -- -- 已刪除

(五)A5：鄰棟間隔及消防救災 289 27 5 00(五)A5：鄰棟間隔及消防救災 -- -- 289.27 5.00

(七)A7:提供基地內4公尺以上寬度之通
道供不特定公眾便利通行者

173.56 3.00 173.56 3.00

小計(A1 A7≦法定容積20%) 752 10 13 00 752 10 13 00小計(A1~A7≦法定容積20%) 752.10 13.00 752.10 13.00

七、綠建築(黃金級) 462.83 8.00 462.83 8.00

十、處理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 188.8 3.26 -- -- 已刪除

都市更新獎勵合計(五~十二) 1,403.73 24.26 1,214.93 21.00

為鼓勵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益性設施 856.72 14.81 -- --

都市防災 289.27 5.00 -- -- 已刪除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容積獎勵合計 1,145.99 19.81 496.5 8.58

容積移轉 2,314.13 40.00 2,314.13 40.00

總計 4,863.85 84.07 4,025.56 69.58

有關政府指定額外提供公益設施係依101年8月9日本案事業概要核准函及市場用地土地(市7-1第二期
)獎勵投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案契約書，應無償作為公益或公共使用並不得併入更新獎勵值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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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獎勵
A1 設計建蔽率獎勵

說明:(作業單位初審意見一、(五)-2及三)(議題五、1)

A1:設計建蔽率獎勵

扣除道路退縮範圍

2F以上建築投影範圍
(作業單位初審意見一、
(五)-2及議題五、1)

上方陽台投影範圍，1F不計
建築面積並標示法定空地。
(作業單位初審意見三)

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
50%-34.75%=15.25%>15%....獎勵容積5%

綠覆面積≧60%
959.81/959.7×100%=100.01%≧60%...OK
(作業單位初審意見一、(五)-2及議題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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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鄰棟間隔及消防救災

都更獎勵 說明:(議題五、3-(1).(3))

A5:鄰棟間隔及消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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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
消防救災範圍 與建築線距離淨寬不得

低於6M 實設6 99M低於6M，實設6.99M
(議題五、3-(1))

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4M

建築物範圍(含陽台、
雨遮)(議題五、3-(1))

(議題五、3-(1))

與鄰地境界線距
離淨寬>4M
(議題五 3 (1))

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低於4M，且平均達6公尺。
平均寬度:1478.85/(165.06)=8.96M>6.00M…OK(議題五、3-(1))

4M基地內通路範
圍供不特定之公
眾便利通行者(議
題五、3-(3))

(議題五、3-(1))

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4M
(議題五、3-(1)) 11



都更獎勵 說明:(議題五、2)

綠建築(黃金級)獎勵

本案適用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2009年版)」

依據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2009年版)合格指標數依據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2009年版)合格指標數
為38≦RS＜47，本案RS為41.27並符合綠建築黃金級
規定。(議題五、2)

12

綠建築後續管理維護為綠化量指標、基地保水指標、日常節能指標、CO2減量指標、廢棄物減量指標、室
內環境指標、水資源指標、 污水及垃圾指標等八項，已納入綠建築管理維護計劃中。(說明:議題五、2)



開放空間獎勵(一)

土管獎勵 說明:(作業單位初審意見二、議題五、3-(2))

開放空間獎勵(一)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施工篇第十五章及100.01.17土地管制要點相關法令檢討

未計開放空間
獎勵範圍獎勵範圍

開放空間獎勵範圍

高程緩衝空間
未計入獎勵範圍
(作業單位初審意見二)

開放空間面積 489 09 ㎡

開放空間有效面積為700.83 ㎡
法地空地60%檢討:
(700.83/1144.33)×100%=61.24%>60%....OK
(議題五、3 (2))開放空間面積:489.09 ㎡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242.61㎡
廣場式開放空間:246.48 ㎡

開放空間獎勵面積 496 5 ㎡

(議題五、3-(2))

開放空間獎勵面積:496.5 ㎡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291.804 ㎡
廣場式開放空間:204.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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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友善方案
開放空間回饋範圍(未申請獎勵) 通學步道(未申請獎勵)開放空間回饋範圍(未申請獎勵)、通學步道(未申請獎勵)

通學步道範圍開放空間告
示牌位置示牌位置

通學步道動線圖 申請基地 秀山國小 通學步道

開放空間回饋範圍

通學步道動線圖 申請基地 秀山國小 通學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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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友善方案
公益設施範圍圖(計入容積)

說明:(議題六、1)

公益設施範圍圖(計入容積)

1F及2F公益設施範圍
(議題六-1) 15



106.05.03捐贈公益設施使用方向核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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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陳情綜合內容 說明:(議題一)

陳情人:張嘉峰、呂惠蘭、楊慶傳

1.降低公共設施比例，取消公益設施項目:
(1)本案無設計多餘的管委會空間，已精簡公共設施比例。
(2)公益設施為多目標使用之要求，無法取消。並由中和區公所接管，非里長(2)公益設施為多目標使用之要求 無法取消 並由中和區公所接管 非里長

使用。
2.都更與協議合建的差異:

目前所有地主都簽協議合建(含都更的獎勵值)並已充分說明，皆同意由權利目前所有地主都簽協議合建(含都更的獎勵值)並已充分說明，皆同意由權利
變換改為協議合建。

3.資訊公開作業:
有架設網站 即時更新審議內容有架設網站，即時更新審議內容。

4.信託及選配原則:
地主已全部完成信託作業，已說明告知，信託相關義務及內容，補充選配原
則並已完成說明會。

5.共同負擔比過高:
送件版為建商63%地主37%，本次已調整為建商48.03%地主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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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議題二、2)更新單原範圍(二)

有關本案東側建物僅部
分納入更新範圍 於第分納入更新範圍，於第
一次小組審查意見請實
施者補充說明與鄰屋共

共同壁位置

施者補充說明與鄰屋共
同壁分割方式及施工階
段處理方式，請實施者
說明後提請討論。

說明:

申請基地

說明:
保留共同壁，基礎補強
打CCP做地質結構補強，打CCP做地質結構補強
且 納入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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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議題二、1)更新單原範圍(一)

256地號完成分割後分割後土地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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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議題四)

廢巷位置（基地內通路） 改道位置（基地內4M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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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用地(市7-1)申請多目標開發分期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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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用地全區發展構想 說明:(議題三)

街角廣場街角廣場

萬事達社區
封閉社區

活動廣場

萬事達社區

萬事達社區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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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分期分區興建交通規劃構想
說明 (議題六 4)說明:(議題六、4)

鄰地與基地內通路
供公眾使用範圍

本案申請基地

鄰地基地範圍

人車行進動線

車道出入口位置
供公眾使用範圍

鄰地基地內通路供公眾使用範圍

申請基地 第三期開發
第二期開發

封閉社區

第一期開發

萬事達社區範圍

封閉社區

增加防災道路

23

增加防災道路



本基地交通規劃
說明 (議題六 4)

550
不增加車道破口寬度說明:(議題六、4)

萬
事事
達
社
區區
圍
牆 萬

事
達

車道警示燈

汽車出入口動線

達
社
區
圍

萬事達社區圍牆

機車出入口動線

萬事達社區停車場入口

圍
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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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車動線示意圖 說明:(議題六、5)

供人車通行
(作業單位初
審意見四)

自行車以集中設置
(議題六、5) 25



汽機車停車與動線計畫 議題(六)

地下一層汽機車停車與動線圖

市場專用車位

裝卸車位

垃圾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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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植栽配置(地上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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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植栽配置(屋頂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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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鋪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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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概要

獎勵項目 公開展覽與第一次小組版 本次小組版

基地面積 2,410.55㎡

允建建築面積 2,410.55×50%=1,144.33㎡

基準容積 2,410.55×240%=5,785.32㎡

申請項目 面積(㎡) 比例(%) 面積(㎡) 比例(%)申請項目 面積(㎡) 比例(%) 面積(㎡) 比例(%)

都市更新獎勵 1,403.73 24.26 1,214.96 21.00

容積移轉 2,314.13 40 2,314.13 40.00容積移轉 2,314.13 40 2,314.13 40.00

土管獎勵 1,145.99 19.81 496.50 8.58

合計 4,863.85 84.07 4,025.56 69.58

建築物量體(層) RC地上24/地下4層 RC地上17/地下5層

戶數(戶) 128住宅單元
超級市場、公益設施

142住宅單元
超級市場、公益設施超級市場 公益設施 超級市場 公益設施

停車數(輛) 汽車172/機車147 汽車166/機車159

法定容積面積 10,649.04 441.77 9,810.88 407.00

設計容積面積 10,649.04 441.77 9,810.67 406.99

總樓地板面積 19,458.4730㎡ 20,585.74㎡ 30



公益設施 (市民活動中心)
樓地板面積：59.53 ㎡
超級市場
樓地板面積 230 99 ㎡樓地板面積：230.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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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地上二層平面圖

公益設施 (市民活動中心)
樓地板面積：170.70 ㎡
超級市場
樓地板面積 42 03 ㎡樓地板面積：54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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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標準層平面圖（三至十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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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地上十六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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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地上十七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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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屋頂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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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平面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地下二層平面圖

地下三、四層平面圖 地下五層平面圖 37



建築物
高度

9

高度

M

突出物3層/9M

建建
築
物
高

度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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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立面圖、右側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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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立面圖、背向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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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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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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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財務計畫1/3 說明:(議題七、1)

總項
目

項目 細項 數量 單位 單價 單位 總價(元) 備註

依據新北市建築物 土地改良 雜項工
(一)建築設計費用 1 式 20,362,115 元 20,36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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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753 萬元/坪 913,860,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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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四)空氣污染防制費(興建期
間) 1 式 50,060 元 5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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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工程
費用
(A)

一、重
建費用

1.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1 式 2,489,973 元 2,489,973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提列

2.外接水、電、瓦斯
管線工程費

144 戶 75,000 元/戶 10,800,000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提列

3 建築相關規費 1 式 287 995 元 287 995依新北市工務局建築執照規費提列標準
(五)其
他必要
費用

3.建築相關規費 1 式 287,995 元 287,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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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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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綠建築設備管理 1 式 1 618 748 元 1 618 748 依105年6月28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
提列維護費用

1 式 1,618,748 元 1,618,748
提列

6. 開放空間管理維
護基金

1 式 2,680,604 元 2,680,604 依104年3月19日發布之「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
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提列

重建費用(A)合計： 952,938,366
工程費用(A)合計： 952 938 366工程費用(A)合計： 952,93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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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財務計畫2/3 說明:(議題七、1)

總項
目

項目 細項 數量 單位 單價 單位 總價(元) 備註

一、調
查費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 1 式 4,900,000 元 4,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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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規劃費提列基準

(二)不動產估價費（3家） 1 式 1,927,500 元 1,9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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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費
(三)土地複丈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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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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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 42 000 元 42 000依實際狀況認列 並應檢具契約影本佐證貳、
權利
變換
費用
(B)

二、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 1 式 42,000 元 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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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 26,538,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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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佔有他人土地之舊違
依實際狀況認列或比照新北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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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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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 13,140,000 元 13,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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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內政部規定收費標準 係土地登記及建物第一次
五、地籍整理費用 144 戶 20,000 元 2,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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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6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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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財務計畫3/3 說明:(議題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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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 43,471,340 元 43,471,340

（C） 貸款利息（C）合計： 43,471,340

肆、稅
捐（D）

印花稅等 1 式 1,002,799 元 1,002,799

稅捐(D)合計： 1,00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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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4,800,000 元 4,800,000依實際狀況認列，並應檢具契約影本佐證。

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E3)=(A+B+C+D)×管理
伍、管
理費用
(E)

三、總務人事管理費用（E3） 1 式 52,363,660 元 52,363,660
( ) ( )

費率
管理費率以5％為上限。

四、銷售管理費用（E4） 1 式 62,836,392 元 63,836,3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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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66 266 212 元 66 266 212風險管理費(E5)=(A+B+C+D+E)×風險費率
五、風險管理費用（E5） 1 式 66,266,212 元 66,266,212

風險費率以12％為上限。

管理費用(E)合計： 186,266,264

陸、容積移轉費(F) 1 式 57,978,549 元 57,978,5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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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91 518 018共同負擔費用（A）+（B）+（C）+（D）＋（E）＋（F） 總計： 1,291,518,018

 本案自98年整合都更已歷經8年相關人事行政費已超出規定金額，建議維持原5％比例。

 銷售管理費因目前房市景氣較弱，會延長銷售期會增加銷售成本，建議維持原6％比例。

 本案設計為防災型設計，僅需強化未拆鄰房之基礎安全，因此風險管理費由12％調降至6％符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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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負擔費用平均負擔比例=共同負擔費用/更新後總價值×100%

=1,291,518,018元/2,688,876,000元× 100%=48.03%

 本案設計為防災型設計 僅需強化未拆鄰房之基礎安全 因此風險管理費由12％調降至6％符合實際



信託機制 說明:(議題七、1)

實施者、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為就提供土地、建築物及資金，藉由信託

機制，使本案工程能順利興建至完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及辦妥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並將信託財產返還予受益人之目的，委託彰化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為信託銀行辦理下列事項：有限公司為信託銀行辦理下列事項：

(一)信託存續期間對信託專戶資金之控管。( )

(二)配合辦理本專案土地原有建築物拆除所需文件之用印事宜。

(三)本專案不動產所有權管理、處分。

(四)辦理本專案不動產物權相關之登記及移轉事宜。

(五)與本專案相關費、稅捐之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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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建機制 說明:(議題七、2)

續建機制

實施者(甲方)無故施工中斷達6個月，且逾期未提出解決方案時，由中國建築經理實施者(甲方)無故施工中斷達6個月 且逾期未提出解決方案時 由中國建築經理
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共商各單位協辦理續建完工及清理處分。

辦理變更實施者

乙方變理變更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 變更為實施者乙方變理變更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變更為實施者。

專案信託專戶資金運用及籌措

資金優先用於支付工程款及續建相關費用。

乙方得依市場價格引進資金、以甲方分配之信託財產舉債或銷售甲方分得之房地。

另設甲方信託專戶

申請稅籍收受已售客戶繳交自備款 開立發票 於實質接管理地與承攬廠商簽訂協申請稅籍收受已售客戶繳交自備款、開立發票，於實質接管理地與承攬廠商簽訂協
議後執行營建管理，與原承購戶換約並委託代銷公司辦理餘屋銷售後執行銷售業務
管理、客戶變更及交屋作業。

續建完工後續建完工後

辨理原地主分回房地及塗銷信託。

信託專戶之資金清償本專案融資本息、信託費用等相關費用後，如有餘額或餘屋
再交付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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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原則 說明:(議題八)

住宅選配原則

所有權人選配所有權人選配

所有權人選配價值以不得超過應分配價值為原則，如因個人需求致實際分配價值超
過應分配價值5%，應經實施者同意。

重複選配處理原則重複選配處理原則

1.選配價值未超過應分配價值者，優於選配價值超過應分配價值者。

2.選配價值皆超過應分配價值者，以應繳差額價金佔應分配價值之比例較低者優先
選配選配。

3.選配會公開抽籤。

所有權人分配價值已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價值者，未提出位置處理原則

就該所有權人應分配價值範圍內，就無人選配之更新單元，以公開抽籤方式代為選
定，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1條辦理差額價金找補。

所有權人可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處理原則所有權人可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處理原則

1.得與其他所有人協議合併分配。

2.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七條之一規定，以發放更新前權利價值之現金補
償方式辦理償方式辦理。

超級市場已由誠新國際公司分配經營，有獨立出入口與住宅做區別，納入管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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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進度 說明:(作業單位初審意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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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