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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會事由：

            

開臨時會議來討論擬定。

五.記錄: 鄭亦翔                      (簽名)

  車位差距太大，無法繼續溝通下去，只好流會依雙方合約規定處理是否要解約。

地下室停車位規劃圖案無法讓出席理監事認同，此段時間理事長與幾
位理事為了停車位問題也找了台中市執業建築師規劃停車位，目前有

四.主席：廖家驥

七.出席率：應到：9位理事、1位監事；實到：9位理事、1位監事。

  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於臨時會議向理監事說明並討論相關後續細節。大墨人員也到場

  大問題，故不與採納。106.11.14晚上理事長與幾位理事 又找郭永增建築師事務

    書一起送件，而卻毫無所悉，懷疑其建築師之專業性。

 (4)商業區規劃住商大樓之地上1-3層必須作為商業設施，原設計只規劃設計地上1-2

    夷所思。

第九次理監事會(臨時會議)-會議記錄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2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14時00分開始

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初步規劃停車位比較符合更新會需求，故再加

                (簽名)

1.106.11.04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人員提出之地下層停車空間要152位(住變商規定)，

原設計單位提出之意見討論：

  其中平面停車位14位、機械式停車位124 位，與會理事認為與原先規劃120個平面

  (B1~B5)約131輛平面車位，地下室開挖率80%，比較符合更新會需求，故邀請大墨

  地下室機車與汽車停車位；目前初步規劃一樣是地下5層，機車 (B1)120輛、汽車

    儲式停車設備是不符業界規定的設計規劃方案，不但行不通且不利於將來會員

    自住使用及餘屋銷售問題，日後絕對產生大問題，對會員權益是一種傷害。

  經理事長與幾位理事不辭辛苦找了台中市當地的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初步規劃

三.開會地點：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650巷2弄7號(本會辦公室)。

六.出席人員：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監事及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郭永增建築師事務

  有80位採用倉儲機械式停車其餘72位為平面車位，理監事認為郭永增建築師事務

  所缺乏倉儲機械式停車實務設計經驗，且太多機械式停車對於未來餘屋銷售有很

  作簡報說明，並提出建築都市設計報價單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價單給理監事會參酌。  

    層作為商業設施，於報核事業計畫案時也沒搞清楚。              

 (2)本都更案是住變商(商三)，竟用住二法規來檢討規劃設計送件審核，另人感到匪

  所討論地下室停車空間規劃，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人員提出要138位法定停車位，

 (3)商業區規劃住商大樓地上超過19層必須要並作環境影響評估與都市設計審議報告

本會召開第九次理監事會(臨時會議)，因106.11.04召開之第九次理

監事會於原委任設計單位(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提出之修正建築設計

               所、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2.理監事會提出原設計單位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造成七項之疏失：

(1)車位設計大幅變動，平面車位減少，機械車為變多(詳第1條內容)，且規劃的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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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案都更範圍內現行私設道路是不需辦理廢道，於11/14晚上討論會中向會員說辦

    理廢道若被認定是既成道路將不得計入都更範圍。如此錯誤言論造成會員人心不

8.日後會員大會，2466地號會員則由其土地所有權人邱家淼先生負責聯絡出席。

  商規定及商業區1-3樓要用商業設施來設計，商業區樓高超過19層就要作環境影響

  會員著想，要維持地上層6452銷坪，但並無提出真正數據，在場理監事們真的聽不

  ，難道公展版計畫書建築設計部份是不對的嗎？那為何要作如此大變動(重新設計)

  懂，為何公展版計畫書就可以定120個機車位、120個平面停車位+地上層6452銷坪

    安，不知目的為何？還是要掩蓋上述(1)~(5)項過失？

    總樓地板面積：地下室5層6025m2+1樓~21樓15222.12m2+屋突404.88m2

 (5)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原設計計算分析(自辦公聽會簡報檔.事業計畫書公展版):

3.原設計單位回答如地下室開挖率80%(原65.38%)，會吃到樓上層室內容積，一切為

  設計單位真的無法再勝任下去，且在問題的溝通上也非常欠缺，為更新會及全體會

  員權益考量下，出席理監事一致同意與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解除合約。

  評估等等主要缺失，這應該不是缺失補正那麼簡單，而且整個設計案是要按本案

  基地住變商使用分區規定重新設計，重新掛件都市設計幹事會審查。

 5.本都更事業計畫案已開完聽證會及第一次大會審議(已進入專案小組審查)，目前因

4.所以在106.10.03都市設計幹事會審查，其來函會議記錄說停車空間檢討要用住變

6.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出席人員也提出同意解約，其已委任部份花費金額必須回事務

  所報告討論後再與理監事協商討論，故出席理監事一致同意其請求。至於後續要接

  手台中市當地的建築師事務所及細節，等與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解約手續完備後再

  接續討論擬定。全體理監事以不超出原共同負擔費用金額為最大原則來完成設計單

  位之銜接。等新建築師經理監事會確定後再核定召開第五次會員大會日期時間。

  依據106.10.03都市設計幹事會審查會議記錄必須更新設計後才能再開幹事會審查，

  幹事會審查過後才能進入都市設計委員會及都市更新專案小組。讓理監事覺得原設

  計單位只是為自己之前用錯法規檢討急於給更新會走都更程序，如此反而害了全體

  會員。而回答中無法回答後續如何處理，只說為了本案壓力很大，以上此等原因原

7.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依合約為本更新會幹事，因確定解約，所以幹事一職由2466

 地號所有權人張瑜庭代書擔任，張代書於11月8日由總幹事帶領下完成650巷12號

 建物的補登作業，後續都更權變較無紛爭，且完成主管機關要求。張代書曾作業台

 中市各大建設公司新建大樓分戶權利登記，也有參與權利變換作業，所以總幹事向

 理監事推薦日後參與本會權利變換作業及分戶權利登記。對於未來新接手建築師規

 劃設計時可以即時討論總樓地版面積與權利登記銷坪、車位坪是否符合(因郭永增建

 築師事務所報核事業計畫書總樓地版面，分為6452銷售坪+120車位坪面積經總幹事

 請張代書核對下有出入：地上層6452坪，地下層車位只能登記4.04坪；顯然原設計

 建築師規劃上有問題，為以免此問題再次發生，一定要建築師與代書能搭配好)。

                  +陽台1279m2=22931m2(整棟建築物可銷售面積)

    預估總銷售面積及車位：6452銷售坪+120個平面車位 →21329m2+ 120個平面車位

    計算分析：22931m2- 21329m2=1602m2(120車位登記坪數)=484.61坪

    →484.61坪÷120車位=4.04坪/位(不符合平面車位登計坪數，一般至少要有8坪)

※以上經總幹事請張代書作更新後權利總登記初估計算顯見總樓地版面積規劃不夠。







二.開會事由： 一、依據106.12.29第十次理監事會訂定召開第五次會員大會。

            

法繼續推動都更故本人提理監事會將其解約，另尋大台中當地知名建築師來協助本

案建築設計解套方案。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初步提出地下層(5層，開挖率80%)

平面停車位有131位，此就可解決地下層問題，至於地上層初步提出之銷售坪及營建

面積，經總幹事會同代書試算後(依原計畫書數據)，並不會增加原計畫書編列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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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第46次幹事聯席會議會議中指出本案建築設計案有超過19層未提送環評報告、

地面1-3層須作商業設施使用(原設計為1-2層)、地下停車空間設置不足(未依住變商

相關規定檢討)等三大錯誤，依會議主席結論要重新檢討後再送幹事會審查。原設計

單位後續向理監事提出設計案不是機械停車位過多就是多挖1層符合應有的平面車位

(地下6層但地上僅能18層)，其多出營建費用及減少地上層銷售費用約3.5億元，且

提出的2個設計案只能其中選一。此影響會員權益非常大，甚至於導致更新會解散無

  本次召開第五次會員大會主要是依據第十次理監事會同意通過擬定5個案，提大會

來議決，下面有各家公司簡介報告及總幹事針對目前本案都更計畫狀況及後續辦理

情形說明，請各位會員仔細聽簡報說明。

九.理事長報告：

  今天是本會更改成30筆土地後第一次會員大會，因原設計單位(郭永增建築師事務

所)於106年10月03日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舉辦本案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預審

           (三)會員出席建物面積(私有)：1493.09m2(76%)；人數17人(77.27%)

           (四)以上會員出席率超過本會章程第二十四條會員大會之權責規定：

   第1款至第8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之會員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且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四分之三之

    出席。(出席名單詳出席簽到簿)

八.主席致詞：

四.主席：余昇峰                              (簽名)

五.記錄: 鄭亦翔                              (簽名)

六.出席人員：會員、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富駿房地地政士事務所

七.出席率：(一)應到會員40人(私有)，實到出席會員33人(私有)

           (二)會員出席土地面積(私有)：1461.74m2(79.50%)；人數33人(82.50%)

3.議決由富駿房地地政士事務所承攬更新後權利登記(含分戶登記)之

  之 (更新後地籍整理)業務及價格

4.議決由原規劃單位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承接原合約整個後續

  前期作業代墊資金及本都更案之全案管理各項事務。

5.議決與原設計單位(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解約後之須支付金額。

三.開會地點：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650巷2弄7號(本會辦公室)。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第五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7年01月13日 (星期六) 下午14時00分開始

二、 議決第十次理監事會會議擬定5個案：

1.議決由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承攬建築設計業務及價格

2.議決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承攬環境影響評估業務及價格



(3)總幹事希望今天大會能順利議決通過，整個都更計畫案才不會一直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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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核准，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部份，後續再辦理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計畫案，審議完成才可申請本案建築執照。

(2)目前整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必須 等接手建築師趕快規劃設計建築圖及搭配環

   評公司之環評報告書，向都發局掛件都市設計幹事會審查(地上21層地下5層新建

   大樓)，都更事業計畫書設計圖面才可以替換新的設計圖補正後掛件都市更新工

   程科申請進入專案小組審查。

  -會議記錄內容說明(略)。以上會議記錄內容於106年10月中旬已放置本會網站中

(本會網址：cyhurbanrenewal.com.tw)

6.綜合2個會議記錄說明：詳理事長報告部份。

7.本案後續辦理流程說明：

(1)依據2個會議記錄，後續本都更案必須先完成都市設計審議確定開放空間獎勵值

   及容積移轉等部份，再進入都更專案小組審查通過。最後再進臺中市政府都市更

  積及地下層停車位坪數面積。(2)信託登記、塗銷作業(不含銀行信託費用之繳納)

  (3)配合更新會編列地籍整理費預算，故以編列更新後120戶為上限，日後如登記

  超過120戶，還是以120戶為基準不追加。(價格經第十次理監事會通過)

4.106年09月29日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會議記錄內容說明(略)

5.106年10月03日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執照預審審議第46次幹事聯席會議

2.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報價為新台幣262.5萬含稅，議價後為新台幣238萬含稅(經第十次理監事會通過價格)

                                                (附註說明：政府規費另計)

3.富駿房地地政士事務所：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辦理

  以更新後每戶3萬元含稅(含車位登記)，實登記戶數實算。

※附註說明：(1)配合權利變換計畫更新後估價，預先計算製作地上層各單位坪數面

十三.總幹事報告：

1.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價格：第1次報價2279萬元、第2次議價後2051萬元

                   21481m2(以建照面積為主)*12100元*7%=18,194,407元

                               都市設計審查及簽證費用=1,000,000元

                               開放空間審查及簽證費用=1,000,000元

       ※ 第3次議價後經第十次理監事會通過價格：    合計=2019萬

通過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搭配環評公司-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接手本案後續都市

設計審議之作業，今提大會來議決，請各位會員能支持理監事擬定案，順利通過議

決，本案都更計畫才不致延宕下去，設計案還是維持地下5層地上21層。

十.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公司簡介說明(略)

十一.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公司簡介說明(略)

十二.富駿房地地政士事務所：公司簡介說明(略)

同負擔費用，比起原設計單位修正提出數據相差甚大，所以於第十次理監事會同意



   體部份(地上層銷售坪面積+地下層平面停車位數量)比較符合更新會需求。

(1)總銷售面積：地下室5層+地上21樓=7689.12坪

  (整棟建築物可銷售面積=地上層銷售坪+車位登記坪數)

(2)地上層銷售坪及車位坪：6641.12銷售坪+131個平面車位(每個平 面車位8坪)

    →6641.12銷售坪+ 1048坪=7689.12銷售坪→OK

(3)營建施工面積=總樓地版面積7689.12坪-陽台面積467.14坪=7221.98坪=23874m2

(4)綜合以上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數據經總幹事及張代書分析計算後，總量

   人事管理費用內的139.5萬及211.8萬由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承接整個合約

※ 配合都市更新計畫送審=85萬(納入都市更新規劃費848萬內)-不增加編列。

(2)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環評費用)：238萬(此費用原先無編列)。

   至於相關設計細節部份則由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負責規劃設計，交由總幹事

   與理監事會討論擬定後再行掛件都市設計幹事會審查。

十四.主席主持-議決事項

1.議決由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承攬建築設計業務及價格。

  ※出席會員一致通過由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承攬後續建築設計及都設審議業務

    價格詳第2、3頁，合約條文及簽約依本會章程規定交由理監事會辦理。

※說明與原計畫書編列營建施工費差距:85049萬-77133萬元(計畫書原編列金額)=約7916萬

   後將139.5萬及211.8萬共計351.3萬元吸收-不增加共同負擔費用編列。

3.議決由富駿房地地政士事務所承攬更新後權利登記(含分戶登記)之 (更新後地籍

(1)預估總銷售金額：6641.12銷售坪×35萬+131平面車位×200萬=25億8639萬

(2)預估營建費用：23874m2 × 35624元/m2(原計畫書編列營建費用單價)=約85049萬元

(3)計算分析： 銷售多出8819萬-營建多出7916萬=約還剩903萬元。

10.接手建築師.環評公司.代書及支付原設計單位之費用計算分析是否增加預算說明

(1)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2019萬(原設計費編列2117.5萬)=尚餘98.5萬。

(5)原設計單位(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解約後暫估須支付金額：256.5萬。

  ※出席會員一致通過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承攬後續大樓環境影響評估審議業

9.依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建築評效表作共同負擔費用及地主分配比試算分析

(4)富駿房地地政士事務所之更新後地籍整理費：3萬*120戶=360萬-不增加編列。

※說明：比原總銷售多出金額= 25億8639萬-24億9820萬(原計畫書銷售金額)=8819萬

(6)原都更規劃單位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則承接整個原合約部份，前期作業資

※(139.5萬納入(E3)人事管理費用內-不增加編列。

2.議決由東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承攬環境影響評估業務價格。

(7)綜合以上說明分析，事業計畫書編列共同負擔費用仍以1,162,117,350元作預算

   金代墊與全案管理，合約內唯建築設計相關業務項目除外。所以上述納入(E3)

  整理)業務。                   第3頁 共4頁

8.依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建築評效表作總量體試算分析說明

(3)環評費用238萬- 98.5萬(建築設計尚餘款金額) =139.5萬。

 ※其中已申請建築線12萬+已繳都市設計審查規費30.7萬+已繳開放空間審查規費

   2萬，均在原共同負擔費用預算表項目內-不增加編列。

  唯10%(依大臺中建築師公會給付酬金標準)設計費211.8萬納入(E3)人事管理費用

  內-不增加編列。

(4)綜合以上數據分析，與原先事業計畫書86頁預估會員更新後分配不會有減少的。

    務，價格詳第2頁，合約條文及簽約依本會章程規定交由理監事會辦理。



    之 (更新後地籍整理)業務，價格及說明詳第2頁，合約條文及簽約依本會章程

    規定交由理監事會辦理。

    作業代墊資金及本都更案之全案管理各項事務，內容依據原合約(除建築師業務

17:00散會

答覆：此項提議，根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九條理事會權責第十項規定-管理本會經費、

      設置會計簿籍及編製會計報告。經理事長裁示將此提案交第十一次理監事會

十六.其他事項：

      根據雙方原合約內容條文討論辦理，至時將結論作成會議記錄寄分發給各位

 2.關於會員提出想參觀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歷年設計作品。

  1.本會稅籍編號：490621236、統編：47564795        (106年09月25日申請)

  2. 順便告訴各位會員，106.06.24有向臺中市政府申請成立更新會補助款40萬，

     但臺中市政府回函目前無編制此費用，建議向營建署申請補助。目前已有向

5.議決與原設計單位(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解約後之支付金額。

 ※出席會員一致通過由第3頁所示價格新台幣256.5萬元，作為與原設計單位(郭永

  資金及本都更案之全案管理各項事務。

  ※出席會員一致通過由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接手總承攬原合約整個後續前期

      告理事長通知理監事參觀即可。

 增建築師事務所)解約後之支付金額。合約解除依本會章程規定交由理監事會辦理。

   大概金額數目，是否能大約提出作成報告於第六次會員大會時說明給會員了解。

    外)接手承攬，合約條文修改及簽約依本會章程理監事會辦理。

答覆：此項提議，交由總幹事及幹事與大墨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聯繫好時間地點再報

     營建署申請自主更新事業計畫案補助款150萬，但尚未收到核准函。

4.議決由原規劃單位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承接原合約整個後續前期作業代墊

 1.會員提出目前本案都市更新計畫走到此程序，希望能知道到目前已經花費代墊之

十五.臨時動議事項：

 第4頁 共4頁

      會員了解。

  ※出席會員一致通過由富駿房地地政士事務所承攬更新後權利登記(含分戶登記)



合約附件：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29 筆土地 

都市更新會 

委任辦理實施都市更新服務內容企劃書 

(立案後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版.第二次理事會審查通過版) 

 

實施者：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 地號等 2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委任專業服務團隊：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 

                  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 

聯絡電話：02-29130368  0933-419145  0938-775241 

聯絡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寶宏路 11 號 2 樓 

  E-MAIL：chun.bon@msa.hinet.net 

中華民國 105 年 0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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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都市更新事業案計畫書摘要 

                                         

計畫

名稱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29筆土地 

都市更新會實施事業計畫重建全案委任管理企劃案 

一、實施者資料 

實施者 

名稱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29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核准證號：府授都更字第 1050059272號 

選擇實

施計畫

名稱 

(一).以都市更新會為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計畫案 

(二).委任專業團隊全案管理服務(含代墊前置作業費用資金) 

聯絡地

址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0巷 2弄 1號 

連絡人 理事長-廖家驥 連絡電話 04-27079142‧0920-687755 

預定委

任期程 

更新會籌組立案：自 104年 3月 31日起至 105年 04月 30日止約 1.1年 

更新事業計畫實施：自 105年 6月 1日起至 111年 6月 30日止約 6.2年 

二、基本資料 

基地範圍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29筆土地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三種商業區 

建蔽率：70% 

容積率：420% 

基地面積 1716平方公尺 

建物門牌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650巷 2弄 1、3、5、7、9、11號，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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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2之 1號，650巷 6、8、10、12、14號及 650巷 16 弄 1、3、4、5、

6、7、8、9、10號共 21棟，21戶。 

土地會員 共 33人 建物會員 共 23人 

預估總經費 105171萬 申請補助經費 

(台中市政府規

定) 

(一)更新會立案：40萬元上限 

(二)事業計畫案核准：100萬上限 

(三)權利變換案核准：100萬上限 

(四)綠建築評分銀牌以上：25萬上

限 

自籌款比例 0%(前置作業費用先由

委託單位代墊) 

住宅使用比例 100% 

目前屋況說明 62年建造完成，構造為鋼筋加強磚造 2層建築物 

位於重點再發展

地區 
無 

是否為地震或

高氯離子建物 
無 

1.依立案後第一次

會員大會議決結果) 

(會員同意%) 

2.依第二次理事會    

審查通過結果 

(理事同意%) 

(一)土地所有權人 78.79% 

(二)土地面積 85.29% 

(三)建物所有權人 86.96% 

(四)建物面積 85.15% 

(五)9位理事出席 100% 

預定之建築

設計及都更

規劃單位 

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 

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 

預定建築量體 地下 4層地上 18-19層建築物(都更獎勵 36%、容積移轉 30%) 

預定地下層 100平面汽車位 

預定地上層 18-19層建築物，預估約 6008銷售坪 

預定採用構造

建材設備級數 

 

結構體：鋼筋混凝土；建材設備：中高級(以㊣國產品為核) 

混凝土: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混凝土使用之強度不可小於 3000PSI(210kg/cm2), 

       本案規定混凝土使用之強度為 4000PSI(280kg/cm2). 

鋼  筋:∮16以上(含∮16)採用材料強度SD420, ∮16以下採用材料強度SD280. 

       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大樓住宅樓地板活載重要求則是每平方公尺鋼筋用 

       量為 200公斤(200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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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5 月 14日立案後第一會員大會議決通過版： 

105 年 5 月 28日第二次理事會審查通過版： 

單元範圍圖、預估申請建築評效、預估共同負擔費用預算表、試算分配表 

一、單元範圍圖：面積 1716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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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估都市更新獎勵值： 

(土地面積=1716m2、基準容積率(商三)=420% 、基準容積=7,207.20 m2) 

項次 獎勵項目名稱 獎勵% 獎勵面積/m2 說明 

(一) 台中市都市更新自治條

例容積獎勵項目 

20% 1441.44 

 

 

1 整體規劃設計-富有地方特色

之設計 

4% 288.29 
 

2 整體規劃設計-設計建蔽率

(縮小 15%) 

5% 360.36 
 

3 整體規劃設計-立體綠化、夜

間照明 

5% 360.36 
 

4 整體規劃設計-開挖率 6% 432.43 
85%-10%=75% 

(二)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

辦法獎勵項目 

10% 720.72  

1 綠建築設計獎勵 10% 720.72 
 

(三)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上限

檢討 
30% 

2,162.16  

 
無超過上限 50% 

二 容積移轉 30% 
2,162.16  

 
 

1 依據台中市容積移轉作業要

點(面臨 20米以上道路 30%) 

30% 2,162.16  

 

至善路寬 28米 

三 其他容積獎勵 6% 
432.43 

最大退 6米估算 

1 
建築技術規則開放空間獎勵

(沿街步道式及廣場式開放空

間 

6% 432.43 
 

更 新 容 積 獎 勵合計 66% 4,756.75  

備註 1：上述獎勵應視台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委員會及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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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估建築評效表： 

項目  內容  單位  單位/m2 

基地面積 

         
519.09   坪 1716 

使用分區  第三種商業區    
 建蔽率 363.36  70% 1,201.20 

基準容積率 2180.18  420% 7,207.20 
實設建蔽率 285.50  55% 943.80 
面前道路寬度   28m 與 8m 至善路與臺灣大道 3 段 650 巷 

容積移轉樓地板面積(最大上限值 40%*基準容積) 654.05 坪 30% 2,162.16 
都市更新奬勵面積(最大上限值 50%*基準容積) 784.86 坪 36% 2,594.59 
(一)允建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3,619.10   坪 11,963.95 

(二)機電及樓電梯間面積 (1)*15% 
          

542.86   坪 1,794.59 

(三)梯廳面積 [(1)+(2)]*5% 
          

208.10   坪 1444.65 

(四)陽台面積 [(1)+(2)+(3)]*10% 
         

437.01   坪 728.14 
(五)屋頂突出面積  (建築面積*1/8*3)        107.06   坪 353.93 
(六)地上層合計(一)+(二)+(三)+(四)+(五)       4,914.13  坪 16,245.04 
(七)地下室面積(基地)* 開挖率 75%*(4 層)       1,557.27  坪 5,148.00 
(八)總樓地板面積(六)+(七)       6,471.40   坪 21,393.04 

層數 

           
18-19  層 

 停車空間                      法定停車數 94  輛 

 增設停車數(其他類) 6  輛 

 總計停車數量 100  輛 

 
地上層銷售面積  (一)*1.66 

           
6,008  坪 19,860.16 

總規劃樓層  約地上 18-19 層，地下 4 層 GL 抬高 0.3M    1F：4.2M 標準層 3.2M 

※以上為建築師公會試算值，實際須由郭永增建築師專業設計並經台中市政府審議核准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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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估共同負擔表： 

擬訂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 地號等 29筆土地自主都更案-共同負擔費用表(依營建署標準編列) 

土地面積/m2 1716 總樓地版面積/m2 19948 

項次 費用名稱 費用金額 計算說明-有購容移 30%+開挖 75% 

壹  工程費用(A)      762,902,697    

一  重建費用      762,902,697    

(一) 

  

  

  

  

建築設計費用       17,570,345    

建築設計費 0~300萬(300萬(6%+9%)*0.5          225,000  

法定造價 12100*21393m2(含陽台)=258855300 

300萬~1500 萬=1200萬(5%+9%)*0.5          840,000  

1500萬~6000萬=4500萬(4.5%+9%)*0.5        3,037,500  

6000萬以上=(24816萬-6000 萬)*13%*0.5       12,925,595  

景觀設計+燈光設計          542,250 

(二) 營建費用(含公益設施樓地板面積)      712,043,860  施工坪 

  營建費用(總樓地板面積)      712,043,860  RC二級 18-19層以上地下 4層-11.8萬/坪 

(三) 工程管理費      21,361,316  工程專案管理及續建機制(營建費用*3%) 

(四) 空氣污染防制費       1,824,045  總樓地板面積*2.54*36 月 

(五) 其他必要費用      13,772,353    

 
1.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2,344,277  200000+1350000+(158855300*0.5%) 

 
2.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       7,500,000  100戶(預估更新後每戶平均 50坪)*75000 

 
3.建築相關規費         258,855  法定造價*0.1% 

貳  權利變換費用(B)       31,090,200    

一、 調查費       11,727,000    

(一) 

都市更新規劃費用-擬定事業計畫=150萬        1,500,000    

事業計畫案與權利變換案核定=200萬+(X+Y)        4,996,000  (200萬+(1716*0.1 萬)+(32人*4萬)) 

權利變換案實施=150萬        1,500,000    

小計        7,996,000    

(二) 不動產估價費用(含技師簽證費)        2,190,000  3*(40 萬+32*0.25萬+100*0.25萬) 

(三) 土地鑑界費          116,000  更新前 29筆地號*4000 元 

(四) 鑽探費用          225,000  每孔 75000元(1716-600)/600=2+1=3孔 

(五) 鄰房鑑定費用        1,200,000  預估 200 戶*6000元 

  二、 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           84,000  21 筆建物*4000 

  三、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1,260,000    

 
(一)合法建築物        1,260,000  21 戶*3萬*2 趟 

 
(二)非法建築物   實際調查再作預算 

  四、 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拆遷補償費 

  五、 拆遷安置費(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       15,019,200  596坪*700元*36月 

  六、 地籍整理費用        3,000,000  更新後 100戶*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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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貸款利息(C)=(1)+(2) 

      

50,782,485  
  

 貸款利息(1)利率採 3.5%        10,009,440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容積移轉費用)*貸款年利率*年數 

 貸款利息(2)利率採 3.5%        41,773,045  ((A)-公寓大廈基金+(B)-拆遷補償費)*貸款年利率*年數*0.5 

肆 

 稅捐(D)          961,000 

  印花稅           961000 承攬金額*0.1% 

 營業稅                0 自地自建案暫定銷售與支出成本一樣 

伍  管理費用(E)       125,667,045    

一 行政作業費用(E1)              -    公辦都更才有 

二  信託費用(E2)         4,135,972  (A+B)*0.4%+32人*3萬) 

三 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E3)一般提列 5%       41,672,033  ((A)+(B)+(C)+(D)+(G))*4.5% 

四 銷售管理費(E4)一般提列 6%       55,562,711  ((A)+(B)+C+(D)+(G))*6% 

五 風險管理費用(E5)一般提列 12%       24,296,330  ((A)+(B)+(C)+(D)+(E1)+(E2)+(E3)+(G))*2.5% 

  合計；A+B+C+D+E      971,403,427    

陸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 

  柒 容移購買費用(G) 80,308,800  514.8m2*120000*130%(105 年度) 

捌 總計；A+B+C+D+E+F+G 1,051,712,227 10 億 5171 萬元(預算金額) 

附註說明：(一).綠色欄為承攬作業部份(專業廠商承攬作業) 

          (二).橘色欄為全案管理部份(代墊資金報酬及替實施者都市更新會管理) 

          (三). 上述預估編列共同負擔費用以台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準。 

 

五、預估地主分配表： 

(一).預估更新後總產值：約 23億 280萬元(100車位*200萬+6008權狀坪*35萬) 

(二).預估共同負擔費用：10億 5171萬元  

(三).預估地主分回：23億 280萬元-10 億 5171萬元=12億 5109萬元  

房屋：約 3260權狀坪(公設比約±32%內)、 車位：約 55位 

※預估以土地換算→3260坪/519.09坪=約 6.28倍計算 上限值                                   

 (四).每坪土地更新後價值概估→12億 5171萬/519.09坪=約 241萬元/坪 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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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攬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流程作業服務內容 

  一、承攬規劃作業內容 

   (一)、都市更新會輔導籌組及申請立案規劃及作業，按台中市申請都市 

更新會立案補助款新台幣 40 萬元，故此部份承攬金額則為新台

幣 40 萬元整。 

   (二)、建築設計費用：工程費用(A)一、重建費用(一)建築設計費用 

         1、按台中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表計算(附錄五)。 

         2、特殊必要設計費用，得予提列(景觀設計、燈光設計等)，並 

經台中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3、建築設計費用按(附錄五)中等編列金額如下： 

             法定造價：12100元*21393m2=258855300元(25885萬元) 

             0~300 萬元(300萬元*(6%+9%))*0.5=225000元 

             300 萬元~1500 萬元(1200萬元*(5%+9%))*0.5=840000 元 

           4500 萬元~6000萬元((4500元萬*(4.5%+9%))*0.5=3037500元 

           6000 萬元以上((25885萬元-6000萬*(4%+9%))*0.5=12925250元 

            小計 17027750 元。景觀設計+燈光設計編列 542250元 

           本案建築設計費合計=17027750元+542250 元=1757萬元 

 

  (三)、建築執照規費：工程費用(A)一、重建費用(五)其他必要費用 3、建築執照相關規費 

         法定造價*0.1%=258855300元*0.1%=25900 元=25.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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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都市更新規劃費用：權利變換費用(B)一、調查費(一)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P1(擬定事業計畫案)=150 萬元 

       P2(事業計畫案及權利變換案申請報核審議核定) 

=200萬元+(1716m2*0.1 萬元)+(32*4 萬元)=499.6萬元 

        P3(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150萬元 

        故 P1+ P2+ P3=150萬元+499.6 萬元+150萬元=799.6萬元 

  (五)、土地鑑界費(建築線)：權利變換費用(B)一、調查費(三)土地鑑界費用 

        29筆土地*4000元=120000 元=11.6萬元 

  (六)、鑽探費：權利變換費用(B)一、調查費(四)鑽探費用 

           (1716m2-600m2)/600m2=3孔；3孔*75000 元=22.5萬元 

  (七)、更新前建物測量費：權利變換費用(B)二、更新前建物測量費 

           21戶*4000 元=84000元=8.4 萬元 

合計 1+2+3+4+5+6+7=40 萬元+1757 萬元+25.8 萬元+799.6 萬元 

+11.6萬元+22.5萬元+8.4萬元=約 2664萬 9000元(稅金內含) 

        ※以上金額以台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核准金額內容 

以實際發生金額按百分比法計算為準為準。 

以上編列標準之法源依據： 

附錄一、營建署更都市更新作業手冊「表 7-14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 

附錄二、104 年 2月 1日發布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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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四、台中市建築物造價標準表 

附錄五、台中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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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代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前期作業費用資金服務內容 

一、代墊前期作業費用資金內容說明： 

     以都市更新重建銀行信託融資貸款動第一次撥條件為建築執照核准

後才會動撥，其動撥項目為共同負擔費用表(附錄二)已完成都市更新

程序項目： 

(一).建築設計費(70%至執照核准)=1757萬元*70%=1230萬元 

(二).建築執照規費(100%)=25.8萬元 

(三).都市更新規劃費用(55%)=799.6 萬元*55%=440萬元 

(四).權利變換案 3 家估價費用(100%)=200 萬元 

(五). 土地鑑界費(建築線)100%：11.6 萬元 

(六). 鑽探費(100%)：22.5 萬元 

(七). 更新前建物測量費：8.4萬元 

(八).權利變換案地政士權狀坪及車位坪預算(5%)=18 萬元 

(九).信託費用(25%)=100萬元 

(十).事業計畫案與權利變換案審查費=4 萬元 

以上合計 1+2+3+4+5+6+7+8+9+10=2060 萬 3000元(預估費用) 

二、代墊前期作業費用資金風險管理報酬說明： 

2060.3 萬元(預估費用)為本案代墊金額，代墊時間最快 2 年、最慢 

3~5 年不等且一定需完成至建築執照核准，更新會信託融資貸款銀行 

才會動撥完成都更程序項目金額，如此才回本金，所以風險係數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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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在投資報酬金額編列部份以管理費用(E)風險管理費(E5)2.5% 

來編列，此最高提列為 12%。業界在代墊資金報酬一般為(E5) 10%~12% 

收取報酬，本團隊因為是全案作業及管理服務，所以只收(E5)2.5%費 

用。 

      上述費用實際金額以台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核(E5)2.5% 

      實際金額為準，內容以實際發生金額按百分比法計算為準為準。 

費用金額計算公式：(A+B+C+D+E1+E2+E3 +G)*2.5% 

三、 (E5)2.5%費用報酬金額給付時程說明：(稅金內含) 

      (一)動工給付 30%。 

     (二)地下室完成給付 20%。 

(三)結構體完成給付 20%。 

(四)外觀拆架給付 20%。 

(五)使用執照核發給付 10%。 

※以上款項均由甲方融資貸款銀行動撥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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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都市更新會委任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全案管理服務內容 

   一、管理服務酬金計算方式： 

(一)管理服務酬金編列項目：管理費用(E)人事行政管理費用(E3) 

          按(附錄二)計算(E3)方式說明： 

           本案基地面積為 1500m2~2500m2間、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數 

=(23+32)/2=27.5(未滿 30 筆)，依(附錄二)採用 4.5%編列。 

          費用金額計算公式：(A+B+C+D+G)*4.5% 

     (二)實際金額以台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核准(E3)4.5% 

其實際金額，內容以實際發生金額按百分比法計算為準(稅金內含)。 

   二、管理服務內容：都市更新會部份(替實施者應負之職責) 

     (一)輔導協助籌組更新團體、成立大會及申請更新團體立案取得證書。 

     (二)設立都市更新會辦公室場所於更新範圍單元內，並提供辦公室設 

備供都市更新會開會運作。成立網站讓會員了解都更進度及程序。 

     (三)辦理每月理事會及 6個月內需要召開之會員大會之通知信函、提 

供開會場所設備、開會文件等等。會議後之會議記錄整理、寄發 

會員及公告會址門首等事務。 

     (四)每季辦理都市更新會向主管機關申報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及 

預算等執行情形文件及洽理。 

     (五)替都市更新會辦理重建完成後解散清算更新團體事務，及主管機 

關要求之都市更新成果報核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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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服務內容：事業計畫案部份(替實施者應負之職責) 

(一)替實施者辦理擬定事業計畫案，協調以下業務：建築線申請、範 

圍內實地鑽探、土地建物調查測量及初步建築設計規劃等、事業 

計畫案同意書編寫列印給更新會會員簽署報核事業計畫案使用。 

     (二)替實施者辦理擬定事業計畫案之理監事會討論及會員大會討論。 

     (三)替實施者舉辦擬定事業計畫案之自辦公聽會前置要務；主管機關 

及會員雙掛號通知、公告、各戶門牌派發通知單、場地租借、邀 

請專家學者出席等事項。 

(四)替實施者主持自辦公聽會會議流程、會議錄影及拍照、會議記錄 

撰寫、會議記錄寄發及會址門首公告等事務。 

(五)替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報核至主管機關之作業；審閱 

規劃單位出具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報核版報告書，再送達主管 

機關。 

(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報核後替實施者辦理與主管機關討論內容釐 

訂、補正及會同整理建管單位應注意問題一併釐清。 

     (七)主管機關辦理公展、公辦公聽會時，代表實施者與主管機關討論 

協調細節及審閱規劃單位出具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公展版報告 

書，再送達主管機關。 

     (八)公展完畢替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聽證會各項聽證申請

文件與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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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聽證會完畢替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進入都市更新審 

查會應準備各項事務及審閱規劃單位出具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審議版報告書，再送達給主管機關。 

      (十)替實施者列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審議會參與審查至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案審議通過。及審閱規劃單位出具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案核准版報告書，再送達給主管機關發布實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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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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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審核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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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服務內容：權利變換案部份(替實施者應負之職責) 

(一)替實施者辦理擬定權利變換案，協調以下業務：權利變換意願調 

查、土地相關權利協調處理、舊違章建築戶處理方案及更新前價 

值評估等)，及寄發意願調查表給更新會會員。 

     (二)替實施者辦理擬定權利變換案之理監事會討論及會員大會討論。 

     (三)以事業計畫案核准之設計規劃單元圖說替實施者辦理三家估價公 

司作更新後價值評估。 

     (四)替實施者辦理計算不參與分配者之補償費。 

     (五)替實施者舉辦擬定權利變換案之自辦公聽會前置要務；主管機關 

及會員雙掛號通知、公告、各戶門牌派發通知單、場地租借、邀 

請專家學者出席等事項。 

(六)替實施者主持自辦公聽會會議流程、會議錄影及拍照、會議記錄 

撰寫、會議記錄寄發及會址門首公告等事務。 

(七)替實施者辦理會員選配房屋及車位及計算差額找補金額。 

(八)替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報核至主管機關之作業；審閱 

規劃單位出具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報核版報告書，再送達主管 

機關。 

(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報核後替實施者辦理與主管機關討論內容釐 

訂補正及會同整理建管單位應注意問題一併釐清。 

     (十)主管機關辦理公展、公辦公聽會時，代表實施者與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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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協調細節及審閱規劃單位出具之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公展版 

報告書，再送達主管機關。 

     (十一)公展完畢替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聽證會各項聽證 

申請文件與事務。 

     (十二)聽證會完畢替實施者辦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進入都市更新 

審查會應準備各項事務及審閱規劃單位出具之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案審議版報告書，再送達給主管機關。 

     (十三)替實施者列席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審議會參與審查至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案審議通過。及審閱規劃單位出具之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案核准版報告書，再送達給主管機關發布實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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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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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審查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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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管理服務內容：權利變換案核定發布實施興建前部份(替實施者應負

之職責) 

(一)替實施者辦理申請建築執照及拆除執照核發作業。 

(二)替實施者辦理找信託融資銀行，洽談信託合約機制履約保證內 

容融資貸款額度、利率及日後需要轉房貸等配辦措施。 

(三)由信託融資銀行提供配合建經公司，提出營建管理、信託專款 

專用機制、續建機制啟動綱領條文內容等，並報價營建管理費用。 

(四)會同銀行、建經公司替實施者辦理製定發包營造工程之建築設計 

圖、工程預算數量表、建材規格、施工規範、請領款程序期數(含 

保證金、每期請款之保留款及保固款)、續建機制啟動條件等圖說 

文件，並邀約多家營造公司來估價。 

(五)替實施者辦理找房屋銷售公司，洽談餘屋車位如何銷售，並請建築 

師、銀行、建經公司、列席開會討論，定位使用之建材搭配及預售 

成數、新成屋銷售成數比例原則與如何定價等，大原則是以售出餘 

屋車位盡快還清銀行貸款為主要目標，請其提出報價單。 

(六)替實施者辦理發包地政士作業，以便先計算出更新後每單位之權狀 

坪數(主建物+附屬建物+公設)及車位坪數，以利銷售公司預售及新 

成屋銷售參考使用。 

(七)以上(1)-(6)項由本委任團隊替實施者作好企劃詳細內容，報請理 

監事會研議，再由會員大會決議發包廠商及價格。轉由理事長與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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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簽約用印(簽約文件均由本委任團隊負責印製)。 

(八)替實施者辦理房屋拆遷之安置作業(銀行搬遷及房租費請領作業)。 

※以下為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案實施流程與步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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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管理服務內容：興建前不願參與地主協商部份(替實施者應負之職責) 

   (一)替實施者辦理依權利變換案核准發布實施之更新前後價值金額作依 

據，計算出不參與分配者之補償費用金額。 

   (二)替實施者通知不參與分配者地主與理事會召開協調會(須 2次以上) 

並作成會議記錄。  

   (三)如不參與分配者之地主，經協調後同意者，則領補償費用，可由實 

施者來承接價購之。如實施者無意願，本委任團隊替實施者介入價 

購。 

   (四)如不參與分配者地主經協調後仍不同意領補償費走人，替實施者辦 

理申請主管機關介入調處(核定補償費金額)，調處不成(2 次以上) 

實施者則依條例 25-1條規定將核定補償費金額提存法院，並將其所 

有權移轉登記實施者名下。 

   (五)依據上述處理不參與分配者地主後，可依拆除執照執行拆除舊屋(依 

都更條例 36 條辦理，如有需要時，委任團隊會替實施者向主管機關 

申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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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服務內容：興建中管理部份(替實施者應負之職責) 

    (一)代表實施者(業主)執行施工應有之三級品管作業規範，按圖施工，

專款專用，才能達到如質、如量、如期完成建築工程。 

          業主(委任團隊)   ←  建經公司(銀行代表)   ←  營造公司 

               ↑                   ↓                    ↓ 

          建築師(法定監造) ←監核營造施工自主檢核←營造施工自主檢核 

    (二)施工期間本委任團隊採用遠端監看系統，並以 APP 軟體系統建構，

只要會員持智慧型手機下載該 APP，即可隨時監看施工過程。本委

任團隊並全部錄影存檔，與採用之 BIM建模系統(附錄七)製作成生

產履歷表供後續管理委員會使用。 

    (三)本委任團隊不惜重金採用目前知名建設公司之建築 BIM建模系統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能於建築設計至完工準 

確的將建築物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三維立體視圖、透視圖 

及材料表精確計算出。於規劃設計自施工到完工均能利用 BIM建 

模系統精確計算出是否符合施工要求(客變需求亦可行帶入)。配 

合遠端監看系統及現場施工各項檢驗拍照或錄影，全部建構存檔 

作為本案建築物生產履歷表(包含各建材供料廠商檢驗及製程檔 

案)，不管是會員自住的或出售的新大樓房屋，對於價值提高有相 

當大幫助。至於在大樓日後管理與維修方面也有相當大之助益性。 

    (四)替實施者辦理提供會員或購買戶施工前客變服務(以不影響結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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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者及建築法令規範之)。 

    (五)免費提供各戶住宅單元室內裝修樣圖，並邀請室內裝修廠商進駐 

工地作樣品室之建購，讓會員自住或購屋者有多樣選擇室內裝修實 

際 樣品參考(室內裝修為住戶自已付款施作，本委任團隊僅提供室 

內裝修圖及介紹優良室內裝修廠商給住戶之免費服務)。 

八、管理服務內容：完工交屋管理服務部份(替實施者應負之職責) 

   (一)替實施者製作更新後成果報核主管機關、解散及清算都市更新會作 

業程序及向所屬機關申請報核。 

   (二)替實施者辦理交屋驗收作業手續(協同營造公司、銀行建經公司)，

並協助營造公司取得使用執照。 

   (三)替實施者辦理各會員及購買戶之土地建物謄本登記作業。 

   (四)替實施者辦理組織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選舉主任委員、財委、 

監委及代表委員等作業。並申請公共基金移入管理委員會帳戶。輔 

導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運作 1年時間。 

   (五)替實施者辦理營造公司保固事項等作業(依更新會合約保固規定移

轉交給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六)替實施者辦理信託融資貸款銀行還清貸款結算作業事項及協助後續 

會員有房貸需求作業事項。 

   (七)替實施者辦理請會計師清算都市更新會稅務及各會員稅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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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管理服務收費期數說明：(稅金內含) 

   (一)銀行第一次核准動撥：給付 20% 

   (二)使照申請核准：給付 60% 

   (三)都市更新會解散及清算完畢：給付 20% 

 

附圖、銀行信託機制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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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都市更新計畫預定時程表： 

 

 

更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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