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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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實施方式說明會

實 施 者：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議程 內容 時間

進場／簽到 09：50～10：00 

主席致詞與出席者介紹 10：00～10：10 

簡報說明 10：10～10：40

來賓致詞 10：40～10：50

問題討論 10：50～11：20

散會 11：20

與會人員

政府單位：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代表
新北市中和區秀仁里里長 陳慶章先生

實 施 者：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一、更新單元範圍

更新單元位於大勇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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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單元包含新北市中和
區秀山段256部分、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277、278地號等13筆
土地，面積 2,410.55 ㎡
（約729.19坪）

註：秀山段256地號部分的確切登記面積，待法定空地分
割後之土地面積為準



二、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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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者：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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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現況分析-權屬

土地權屬

• 中和區秀山段272地號等13

筆土地，面積2,410.55㎡，
土地皆為私有，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人數共39人

建物權屬

• 中和區秀山段849建號等45

筆，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為2,653.82㎡，權屬皆為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人數共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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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 2,410.55 39 2,653.82 37

公有(a) 0 0 0 0

私有(b=A-a) 2,410.55 39 2,653.82 37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A-c) 2,410.55 39 2,653.82 37

私有同意數(C) 2,410.55 39 2,653.82 37

同意比例(C/B)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變更實施者同意書統計表

四、現況分析-同意事業計畫比例



五、本案重大事記
都市計畫市場用地（市7-1）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案興辦事業計畫（獎勵投資）申請

日 期 事 項

民國99年10月11日 多目標申請

民國99年12月22日 中和市公所公告

民國100年11月18日 檢送定稿本計畫書乙式八份

民國101年2月15日 都更諮詢會，開發科股長言，待都更範圍確認後，即可核准本案

民國101年2月20日 股長言法空分割完成後，需由都更處告知其範圍確認後，才可續行多目標程序

民國101年5月09日 開發科科長，已簽核本案，並送局本部簽核

民國101年6月05日
承辦言，本案有二問題：
一、補正函文(說明我方主張之法規)
二、本案走獎投多目標+都市更新之競合問題

民國101年6月19日 城鄉局 開發科諮詢會議

民國101年6月21日 諮詢會議 決議詢問營建署 有關獎投多目標+都更 是否可併行

民國101年7月09日 內政部營建署回函新北市府-有關獎投多目標+都更

民國101年7月25日 城鄉局內部會議 討論並決議有關營建署回函內容

民國101年7月26日 0725會議決議 .都更+獎投+多目標 可行

民國103年6月06日
會議討論:1.實施者與起造人一致性2.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書之時效性3.都市更
新案與公告獎勵投資範圍不一致4.都市更新獎勵應回饋公益性設施之適當比例

民國104年3月16日 中和區公所完成更新範圍重新公告一個月期滿

民國104年7月16日 城鄉局開發科核准依『獎勵投資興建都市計劃公共設施辦法』申請辦理

民國104年8月12日 城鄉局開發科核准依『都市計劃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申請辦理

民國104年10月13日 與新北市政府市場處簽訂『獎勵投資興建都市計劃公共設施案』契約書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

日 期 事 項

民國99年10月01日 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乙案申請

民國100年12月02日
安信建經送事業概要核定版內容，並經承辦確認無誤。
待法空檢討無虞以及多目標核准

民國101年2月09日 第一次鄰地協調會

民國101年2月15日
都更諮詢會。更新處：法空檢討無虞後，待都更範圍確認，即可核准。

開發科：待更新事業概要案範圍確定後，即可同意多目標申請。
民國101年4月11日 第二次鄰地協調會
民國101年4月16日 工務局回覆更新處，法空確認無虞
民國101年5月11日 更新處言概要核准前，須待多目標先行核准
民國101年6月19日 城鄉局 開發科諮詢會議
民國101年6月21日 諮詢會議 決議詢問營建署 有關獎投多目標+都更 是否可併行
民國101年7月09日 內政部營建署回函新北市府-有關獎投多目標+都更
民國101年7月25日 城鄉局內部會議 討論並決議有關營建署回函內容
民國101年7月26日 0725會議決議 .都更+獎投+多目標 可行
民國101年8月09日 更新事業概要案核准
民國101年12月28日 更新事業計畫案送件
民國103年1月06日 更新事業計畫案(第一次審查補正版)送件
民國104年3月11日 變更實施者暨信託說明會
民國104年5月28日 信託說明會
民國104年10月3日 建經公司續建完工說明會
民國105年1月26日 自辦公聽會
民國105年4月12日 更新事業計畫案(公開展覽版)送件
民國105年7月5日 更新事業計畫案公開展覽
民國105年7月21日 更新事業計畫案公辦公聽會

五、本案重大事記



六、實施進度

由地主（或

預定實施者）

提出申請

檢附1/10以上

概要同意書

送件前依法

辦理公聽會

送市府審核

由實施者提出
申請

檢附 2/3人數
&3/4 面 積 事
業同意書

送件前依法辦
理公聽會

公展30日間公
辦公聽會

小組會議審查

委員會審查

成果備查
及產權登
記

由實施者提出
申請

送件前須完成
選屋意願調查
及選屋分配說
明會

送件前依法辦
理公聽會

公展 30日間公
辦公聽會

小組會議審查

委員會審查

101.8.9核准 14個月 12個月

建照申請及發
放補償金

拆屋

由實施者委託
營建團隊發包
及施工

施工期

完工

使照申請

依實際發生時程

更新事
業概要

更新事
業計畫

權利變
換計畫

成果
備查

申請建照
及施工

兩者可併案辦理



六、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條例第三條 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

權利變換：係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
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及提供資
金比例，分配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應有部分或權利金。

第二十五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重建區段之土地，以權利變換方
式實施之。但由主管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者，得以徵收、區段徵收或市
地重劃方式實施之；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經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同意者，得以協議合建或其他方式實施之。



六、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
第二十九條 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十九條規定程序辦理審
議、公開展覽、核定及發布實施等事項；變更時，亦同。但必要時，權
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第四十六條 更新地區內之土地及建築物，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
一、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者，免徵地價稅；其仍可繼續使用者，減半徵收。
但未依計畫進度完成更新且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二、更新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二年。
三、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及建築物，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減徵土地增值稅
及契稅百分之四十。
四、不願參加權利變換而領取現金補償者，減徵土地增值稅百分之四十。
五、實施權利變換應分配之土地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改領現金者，免徵土
地增值稅。
六、實施權利變換，以土地及建築物抵付權利變換負擔者，免徵土地增值稅及契
稅。



第六條 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
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
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前項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
。

六、協議合建與權利變換

第八條 第六條及第七條之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
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前六個月內。但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
八日修正施行前已核定發佈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者於修正施
行日起六個月內申請權利變換計畫報核者，其評價基準日，得以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核定發佈日為準。



七、協議合建協議書



七、協議合建協議書
增值稅計算範利:

假設:地主土地持份面積10坪，協議分配比例為地主60%，交
屋當年計算之地主土地全部移轉增值稅為100萬。

依說明1計算:
地主取回土地60%，未來移轉時增值稅為100萬*60%=60萬(
尚未移轉)
未來第一次移轉時可減徵40% 即60萬*40%=24萬…由誠毅建
設先給付地主

依說明2計算:
地主過給誠毅建設之土地為40%，需繳交增值稅為100萬
*40%=40萬

合計應給付地主金額為24萬+40萬=64萬



七、協議合建協議書

契稅計算範利:

假設:新建屋未來政府評定房屋現值為4萬元/坪，房屋面積設為30坪。
依說明1計算:

未來移轉時契稅申報金額(契價)為4萬元/坪*30坪=120萬
契稅金額為契價 × 稅率=120萬*6%(契稅種類--買賣為6%)=7.2萬
地主依權利變換可減徵契稅40%即7.2萬*40%=28800元..由誠毅建設先
給付地主

合計

依上述假設條件計算，如實施方式變更為協議合建，合計增值稅及
契稅於交屋同時，共需給付地主金額為640000元+28800元=668800元
經甲、乙雙方協議同意於新建房屋交屋時，誠毅建設依前述說明計
算實際過戶之土地面積增值稅及契稅，並交付地主實施方式由權利
變換變更為協議合建後，地主原依法可享有之增值稅及契稅減免金
額。



後續配合事項

誠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711-5823

•住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260號4樓

http://www.bestpsd.com.tw/ 網頁提供民眾查詢進度及內容

http://www.uro.ntpc.gov.tw/web/Home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http://www.bestpsd.com.tw/
http://www.uro.ntpc.gov.tw/web/Home


簡報結束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