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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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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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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用地全區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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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 (市民活動中心)
樓地板面積：60.34 ㎡
超級市場
樓地板面積：3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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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 (市民活動中心)
樓地板面積：169.39 ㎡
超級市場
樓地板面積：43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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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設施 (容積移轉友善方案)
樓地板面積：383.8㎡



標準層平面圖（四至十五層）

6



十六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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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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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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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平面圖

地下一層

樓層區分

地下二層

地下三層

地下四層

地下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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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層平面圖 地下二層平面圖

地下三至五層平面圖 地下六層平面圖

地下六層



建築物高度
突出物3層/9M

A棟地上十七層

1FL/4.6M
2FL/4.4M
3FL/3.4M
4～17FL/3.2M

本案依「新北市非住宅建築物樓
層高度及夾層或挑空設計施工及
管理要點」規定設置，適用本要
點之建築物高度規定如下:
(一)B-1娛樂場所、B-2商場百貨
或B-3餐飲場所地面一層不得超過
六公尺，地面二層以上各樓層不
得超過四.五公尺。本案為B-2商
場百貨類，一層樓高為4.6米，二
層樓高A棟為4.4米B棟為3.5米，
三層樓高A棟為3 4米B棟為4 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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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六層

B1FL/2.6M
B2FL-B6FL/3.0M

地下室五層

B1FL/3.6M
B2FL-B5FL/3.0M

B棟地上十七層
1FL/4.6M
2FL/3.5M
3FL/4.3M
4～17FL/3.2M

三層樓高A棟為3.4米B棟為4.3米。
四至十七層樓層高為3.2米。本案
都符合規範及技術規則之設計。



人民陳情綜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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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2.都更與協議合建的差異:

說明:(議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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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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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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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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議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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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巷位置（基地內通路）
改道位置（基地內8M通路。
車道為5.5M，人行步道為2.5M）



說明:(議題二)、 (議題四、6)

1.建築物內通路淨寬不得小於3M淨高不得小於3.5M。
2.車道寬度不得小於3.5M。
3.通路樓板活載重為550公斤/平方公尺。

104年7月9日「中和區秀山市場建築物周邊通路協調會議」之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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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通道:
1.減少開口。
2.防災通道。
3.通路的連貫。
4.通路鋪面介面的區分。
5.汙水管路配合遷移。



說明:(議題四、3)

車道出入口規劃與周邊社區及車道關係

(依據北
工務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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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字第
09700055
84號函第
三項之規
定，應維
持現況繼
續供公眾
通行使
用。)



爭取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更新獎勵項目 第二次小組版 第三次小組版 作業單
位意見

面積(㎡) 額度(%) 面積(㎡) 額度(%)

五、環境
景觀貢獻
獎勵

(一)A1：設計建蔽率 289.27 5.00 289.27 5.00

(五)A5：鄰棟間隔及消防救災 289.27 5.00 2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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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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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A1~A7≦法定容積20%) 752.10 13.00 578.54 10.00

七、綠建築(黃金級) 462.83 8.00 462.83 8.00

都市更新獎勵合計(五~十二) 1,214.93 21.00 1,041.36 18.00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容積獎勵合計 496.5 8.58 546.55 9.45

容積移轉 2,314.13 40.00 2,314.13 40.00

總計 4,025.56 69.58 3,902.04 67.45



說明:(議題三、1)

A1:設計建蔽率獎勵 基地面積:2410.55㎡
土地使用分區:市場用地
道路退縮地:121.9㎡
法定建蔽率:50%
建築面積:834.17㎡

建蔽率:
834.17/2410.55=34.60%<50.00%

法定建蔽率 設計建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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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
=50%-34.60%=15.4% > 15%
(獎勵容積5%)

實設空地面積:
2410.55-834.17-121.91-626.98=827.49㎡
實設綠覆率面積:838.36㎡
綠覆率:綠覆面積／(基地面積-建築面積-無法綠化面
積)≧60％ =838.36/827.49=101.31%  >  60%(符合)

建築面積範圍



超級市場
樓地板面積：316.36㎡

超級市場
樓地板面積：430.13 ㎡

避難空間 1F梯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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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層 原簽約面積(㎡) 本次修正面積(㎡) 增減值(㎡) 備註

超級
市場

2F 367.55 430.13 +62.58 修正面積
大於合約
面積。

1F 275.39 316.36 +40.97
B1 28.16 5.41 -22.75
B2 0 5.41 +5.41

合計 671.1 757.31 +86.21

公益設施 (市民活動中心)
樓地板面積：169.39 ㎡

公益設施 (市民活動中心)
樓地板面積：60.34 ㎡

樓層 面積(㎡) 備註

公益
設施

3F 383.8 容積移轉友善方案

2F 169.39 面積大於合約300
平方公尺。1F 60.34

合計 613.53

垂直動線

垂直動線、防災中
心、高程緩衝空間
(必要設備空間)

自行車
停放區



說明:(議題三、2，3)

A5:鄰棟間隔及消防救災

(依據北
工務字第

距離建築線淨寬6M範圍

19

工務字第
09700055
84號函第
三項之規
定，應維
持現況繼
續供公眾
通行使
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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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88/(128.66)=6.09 M > 
6.00M ...OK

二、各戶均在消防車救災半徑範圍內。

距離境界線淨寬4M範圍

消防救災範圍



一、100年8月18日「新北市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5點規定，A5
都市防災獎勵應符合「與鄰地境界線距
離淨寬最小不得低於4公尺，且平均達6
公尺」及「與建築線距離淨寬最小不得
低於6公尺」其淨寬檢討不含造型板及
雨遮(即淨寬範圍內得設置造型板及雨
遮)，但未敘明其淨寬範圍內是否得規
劃構造物。因此，過去申請都更A5都市
防災獎勵者，其淨寬檢討會由本市都市
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淨寬範圍內將視
計畫內容可能規劃有地下停車場出入口

說明:(議題三、2，3)

A5:鄰棟間隔及消防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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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可能規劃有地下停車場出入口
及坡道等構造物。

二、103年11月個案都市更新及都市設
計專案小組聯審時，都市設計科於會中
提出，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規定，申請都市防災獎勵者，其建築物
與境界線或建築線間留設淨寬度範圍內
不得規劃構造物，申請都更A5都市防災
獎勵者是否參照前開規定檢討其淨寬。
經都市更新審議委員討論後達共識，其
淨寬參照都市設計規定檢討，故其後均
比照辦理。

本案申請事業計畫報核時間:101年12月28日
（法規適用日）

參酌100年8月18日規定
申請A5都市防災獎勵，其淨寬範圍內設置規
劃構造物，應規定可申請獎勵。



都更-建築容積獎勵 說明:(議題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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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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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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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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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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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管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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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空間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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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面積:481.86 ㎡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262.04㎡
廣場式開放空間:239.9 ㎡

開放空間獎勵面積:546.55 ㎡
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337.77 ㎡
廣場式開放空間:208.78 ㎡

開放空間有效面積為729.15 ㎡
法地空地60%檢討:
(729.15/1144.33)×100%=63.72%>60%....OK

高程緩衝空間
未計入獎勵範圍

開放空間獎勵範圍



容積移轉友善方案-1 空地回饋(未申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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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回饋



容積移轉友善方案-2 說明:(議題四、5)
三層捐贈公益設施(未申請獎勵) 

容積移轉友善方案捐贈公益設施空間

三樓捐贈公益設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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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移轉友善方案捐贈公益設施空間平面圖



說明:(議題四、5)

公益設施空間規劃及管理計畫-中和區公所接收管理

28一層及二層公益設施平面圖與家具配置示意圖



說明:(議題四、1(1))

法空分割:原69中使741號23部法車位置

原核准69中字第741號執照
法車23輛
檢討:原256地號謄本面積

1602.17㎡
分割後:
(1)基地為保留原執照通面

積430.23 ㎡
(2)基地為原執照停車空間

面積416.87 ㎡
基地分割後可供單獨建

基本資料:69中使字第741號為62中
使字第1378號之增建，故為69中使
字第741號執照檢討。
1.基地面積:7929.46 ㎡
2.建築面積:4666.08 ㎡
3.建蔽率:68.7% ㎡
4.總樓地板面積:14270.98 ㎡
5.法定空地面積:1166.52 ㎡
申請分割基地內已有建築面積:
256地號公廁及車棚面積107 2 ㎡

原核准62中字第1378號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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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地分割後可供單獨建
築之土地面積755.07 ㎡

256地號公廁及車棚面積107.2 ㎡
原核准使用執照扣除分割面積後剩
餘基地檢討:
7929.46-1602.17=6327.29㎡
(未實施容積管制，無法定建蔽率、
法定容積率)

分割面積後剩餘基地檢討:
1.分割基地為裡地，由原6M供公眾
通行道路連街建築線，臨接道路長
度6M，符合規定。
2.分割基地符合新北市畸零地使用
規則最小基地寬度3.5M、深度12M
之規定，符合規定。

原核准67中字第741號執照

本案申請範圍



說明:(議題四、1(1))

原基地23部法車規劃於地下二層，配合市場及區內住戶使用

基地原有23輛法車
集中設置於地下二
層並區分使用範圍，
有利後續管理

基地原有23輛法車車位
住宅使用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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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後續管理。

住宅使用空間

1.原基地23輛法車納入公
寓大廈管理條約之規範。

2.納入市場使用或是提供
基地內住戶使用。



說明:(議題四、1(2)、 2)

議題四、1(2)有關停車位規劃:捐贈公益設施汽、機車位規劃及配置。
議題四、2住戶及市場使用機車位及動線配置及規劃。

市場使用機車位(議題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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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公益設施車位(議題四、1(2))

地下四層平面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1.獎勵投資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契約書合約內「地面二層部分規劃之
公共性空間，其登記面積為300平方公尺以上(含公共設施)，無償捐
贈新北市政府使用，並設有獨立出入口及電梯。」並無載明停車位。
2.三層公益設施為容積移轉友善方案因不計容積，依規定檢討需配
置地下一層2輛機車停車位及地下四層2輛汽車停車位。



說明:(議題四、4)

拆除保留共同壁美化

拆除範圍共同壁位置

基地概況
本基地北側立人街14巷之現況為一排3層
造連棟住宅，為配合整體規劃需予以拆
除基地內之連棟住宅，同時保留緊鄰基
地東側之共同壁。

補強工法:
頂升工法及灌漿改良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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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壁美化示意圖頂升工法示意圖

美化措施:
洗石子為主要材料，並搭配紅色磁磚色
帶處理共同壁外觀，同時保有原有連棟
住宅立面韻調，維持整體立面之和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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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

(一)建築設計費用 1 式 20,488,817 元 20,48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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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6.32 坪 148,895 萬元/坪 933,024,5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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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32 元 5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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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議題五-1)

壹、
工程
費用
(A)

一 重
建費用

(五)其
他必要
費用

1.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1 式 2,499,023 元 2,499,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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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25,000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提列

3.建築相關規費 1 式 289,805 元 289,8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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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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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費用(A)合計： 969,185,183
工程費用(A)合計： 969,185,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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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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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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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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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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議題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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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9,495 元 13,58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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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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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地籍整理費用 139 戶 20,000 元 2,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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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8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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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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43,418,088 元 43,418,088

貸款利息（C）合計： 43,418,088

肆、稅
捐（D）

印花稅等 1 式 1,004,070 元 1,004,070

稅捐(D)合計： 1,004,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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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計畫財務計畫3/3 說明:(議題五-1)

伍、管
理費用
(E)

三、總務人事管理費用（E3） 1 式 52,424,592 元 52,424,592
( ) ( )

費率
管理費率以5％為上限。

四、銷售管理費用（E4） 1 式 62,909,510 元 63,909,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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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42,986 元 66,342,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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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7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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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94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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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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2,947,472元/2,593,766,830元× 100%=4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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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符合實際。



協議合建 說明:(議題五-2)

105年09月10日召開說明會，會議中亦對所有權人說明權利變換及協議合建

實差異，並承諾實施方式變更協議合建後，實施者代所有權人支付土地增值
稅。說明如下:

審議時間較短，提早新屋的落成時間。

單元設計可以不受權利變換法令規定不得室內面積小於46㎡(室內14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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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設計可以不受權利變換法令規定不得室內面積小於46㎡(室內14坪)之

限制。可以依照地主要求小坪數。免去地主在實施權利變換下差額找補的’

負擔。

同享權利變換的稅賦減免。實施者同意補貼土地增值稅稅額。

同意書於聽證會前完成100%同意。



信託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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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信託存續期間對信託專戶資金之控管。

說明:(議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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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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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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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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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議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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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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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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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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脊裝飾物檢討

屋脊裝飾物構造說明
本案屋脊裝飾物之主構架採鋼骨
構造，外包金屬鈑，並無耐候性
、使用年限之顧慮，無需特別管
理維護。

屋脊裝飾物設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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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脊裝飾物設置位置



正向立面圖、右側立面圖

垂直柱石材

金屬玻璃
飾板

9M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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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身丁掛磚

基座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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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立面圖、背向立面圖
9M

9M

垂直柱石材

金屬玻璃
飾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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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築
物
高
度
57.4M

建
築
物
高
度
57.4M

牆身丁掛磚

基座石材



3D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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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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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修正對照表

項次 決議事項 修正情形
(二) 查市場用地(市7-1)申請多目標開發由申請單位自行劃分三

期，惟開發第一期係封閉型之萬事達社區，目前已領得使照
考量鄰案未來開發之整體性，請補充說明及檢附本期市場開
發與三期之介面處理方式、現況照及通路與現有巷道之圖說。

因市場用地在都市計畫內無告知需整體開發，
且萬事達社區於10年前劃定後開發，成了多目
標開發第一期，而本案後續做開發成了多目標
開發第二期，未來開發成了多目標開發第三期，
變成這樣的概念，而非申請單位自行劃分成三
期。詳p.3-11。

(三) 為避免讀圖不易，有關都更獎勵專章檢討、都設容積移轉友
善方案及其他相關獎勵或義務規定檢討請各別專章說明，並
於圖面明確標示項目範圍。

詳第2章法規檢討內依序區分為都市計畫法新北
市施行細則、土地使用管制要點檢討、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使用多目標辦法、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檢討、獎勵專章檢討(都更/土管/容積移轉)、
容積移轉友善方案、建築技術規則法令檢討。

(四) 容積移轉

說明:(議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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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容積移轉:
1.本案申請容積移轉（40%，2,314.13平方公尺），有關本
案基地僅鄰立人街14巷是否符合容積移轉申請條件，請先向
本府城鄉發展局開發管理科釐清。

詳p.7-46。並依據「新北市政府106年1月5日新
北府城開字第1052530297號函」核准，同意辦
理。

(五) 本案係屬市場用地其地上1層至2層應以市場空間需求配置為
主。

詳p.7-59~p.7-61，依據「新北市政府104年7月
16日新北府城開字第1041281877號函」及「新
北市政府104年8月12日新北府城開字第
1041453184號函」辦理。

(六) 開放空間部分：
1.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三（一）規定，開放空間
獎勵值計算，基地內通路、高層建築緩衝空間面積不得計入
開放空間有效獎勵面積，請修正。

詳2-5獎勵專章檢討(都更/土管/容積移轉)p.2-
52、p.2-53，並無把基地內通路、高層建築緩
衝空間計入開放空間有效獎勵面積內。另依據
工務局建照業務工作手冊-105年版(開放空間類
) 第6-16條之規定檢討。

3.請增設街道傢具及告示牌，應明確標示開放空間範圍以及
說明設置位置，並將管理維護計畫納入公寓大廈管理規約中。

詳7-2住戶管理規約草約 第二十四條 特別約定
事項內載明，開放空間範圍圖例也一併納入住
戶管理規約草約內。



項次 決議事項 修正情形
(七) 交通規劃配置部分：

3.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三（一）規定，新建工程
應符合一戶設置一汽車一機車，並以平面停車設計為原則；
倘若申請小坪數單元開發，汽車折減數量以增設自行車數量
補足之，請修正。

詳p.6-8，依據「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三（一）規定之檢討。

(八) 環境保護設施配置：
4.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六(二)規定，露台綠化可
綠化面積應分別達其面積之二分之一以上，請補充相關檢討
圖說。

詳p.5-10，依據「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六(三)規定之檢討。

(九) 景觀計畫部分：
2 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七規定，請確實檢討綠化 詳p 5-8，依據「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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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七規定 請確實檢討綠化
及綠覆檢討並補充相關圖面。

詳p.5 8 依據 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七規定之檢討。

(十) 報告書部分：
1.請檢附104年7月9日召開「中和區秀山市場建築物周邊通路
協調會議」之相關文件。

詳p.7-67。

2.有關法規檢討部分，請確實逐項檢核。 詳第2章法規檢討。
3.請補充說明街道家具數量。 已於5-5鋪面材質及家具配置圖內補充。
4.請於各平面及剖立面標示正確比例說明、道路名稱及寬度、
相關退縮空間尺寸及空間名稱、樹穴寬度。

詳第三次都市設計審議報告書。

5.報告書內容有誤繕部分請一併修正。 已一併修正。



修正後

(一)1.請檢討本案申請市場多目標使用所簽訂契約書之要求事項並檢具相關資料(包含契約書、各
設施範圍及位置之相關圖說)。

(一).1本案經「新北市政府104年7月16日新北府城開字第1041281877號函」及「新北市政府104年8
月12日新北府城開字第1041453184號函」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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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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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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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一)2.本案辦理獎勵投資部分，依本府104年7月16日新北府城開字第1041281877號函說明六(略以
):「(ㄧ)本案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依規定無償捐贈公益性空間須達300平方公尺以上之
面積，其樓地板面積亦須納入容積計算…」，請補充相關文件及配置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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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一)2.詳p.7-59~p.7-66。已補充公益設施配置之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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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一)3.依「變更中和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書」第19條規定，本案
為市場用地其地下室開挖範圍不得超過建蔽率加基地面積10%，請修正；倘本案考量地下室
開挖有供公眾使用之必要性，擬依土管規定經都設會放寬，逕提大會討論。

(七)1.停車位數量計算請依「建築技術規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北市都市設計審
議原則」分別檢討汽機車法定停車數量及自行車數量並於面積計算表載明清楚；另法規檢討
說明有誤，請修正。

(七)6.考量停車動線安全與合理性，地下一層機車動線應避免與汽車車道重疊或交錯規劃，請設計
單位修正。

(一)3.

(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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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



修正後

(一)3.本案地下室開挖率已用60%檢討。
(七)1.本案已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之規定檢討，自行車車位數輛於面積計算表載明。另外法規檢討也一併修正。
(七)6.本案因基地受現，在加上需提供原基地法車23輛，所已有少部分機車動線會跟汽車車道重疊，

但多數機車動線是與汽車車道做區分規劃。

(一)3.

(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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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

(一)3.



修正前

(四)2.考量環境容受力及建築量體對周邊環境之影響，申請單位所提出捐贈公益空間、通學步道及
沿街式步道開放空間，其上述友善方案與獎勵投資義務及其他申請獎勵部分重複，不得作為
友善方案。

(四)3.請再另提並加強友善方案，以20%之容移量為最高上限規劃；倘擬再增加容移量，
另提逕大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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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四)2.本案獎勵投資義務及其他申請獎勵部分已無計入友善方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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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回饋



修正後

(四)2.本案獎勵投資義務及其他申請獎勵部分已無計入友善方案內。

(四)3.本案已於三樓增加公益設施作於友善方案使用，並增加容積移轉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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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捐贈公益設施範圍



修正前

(六)2.開放空間獎勵範圍，應具有公共性、開放性與可及性，且供非特定民眾休憩與使用為原則，
其範圍內不得設置阻隔物（如花台），請設計單位取消設置。

(七)4.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三（二）規定，建築基地以設置一處車道出入口為原則，請
修正。

(七)5.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三（二）規定，供住戶內部使用之自行車停放空間，以設置
於地面層室內或地下一層為原則，並應規劃合理之出入動線。倘若設置於戶外以頂蓋型空間
方式設置，並依相關規定應計入容積。

(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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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5.

(七)4.



修正後

(六)2.本案開放空間範圍內已取消設置阻隔物。
(七)4.本案已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三（二）規定之檢討。車道出入口已由同一處進出規

劃。
(七)5.本案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三（三）規定之檢討。

(六)2.

(七)5.

(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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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七) 2.有關會中相關單位說明本案因辦理法定空地分割需提供留設法定汽車位23輛，請補充說明

後續維護管理及與三期多目標使用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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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七)2.本案依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101年11月9日新北更事字第1015233049號函」辦理，已提

供車位23輛，設置地下二層已集中規劃，有利於後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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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八)1.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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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要點檢討表」第18點規定，無遮簷人行道、裝卸位、現有道路及車道可列為不可綠化面積，
圖面及計算檢討有誤，請修正。

(八)2.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六規定，基地排水設施以排入樹穴、草溝或降低高度等遲滯
地表雨水逕流之方式，以避免降水直接排入地區公共排水溝，請補充及說明。

退縮2M

基地內通路

車道

消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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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八)1.本案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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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檢討表」第18點、「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及「建築技術規則 施工篇 第十
七章 綠建築基準」第299條規定綠化有困難之面積檢討。

(八)2.本案基地內設有排水溝，並且收集基地內地表上的雨水至筏基層的雨水儲留設施內，達到減
緩對公共排水溝的衝擊。

消防救
災空間

消防救
車道及
基地內通路

消防救
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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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
災空間

(八)2.

基地內通路



修正前
(八)3.依「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六(二)規定，法定空地80%透水面積部分，地下室開挖範圍

之覆土深度應達60公分以上，請設計單位修正並補充剖面及透水磚斷面示意圖。

A

A”

B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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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A”剖面圖

B-B”剖面圖C-C”剖面圖



修正後

(八)3.本案已檢討基地保水80%，開挖範圍之覆土深度也達60公分以上檢討，並補充透水磚大樣示
意圖。

B-B”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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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八) 1.考量夜間人行安全，照明設備請於開放空間範圍增設景觀高燈加強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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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九)1.本案已增設景觀高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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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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