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一 「擬訂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 地號等 3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聽證意見綜理表  

編號 
發言人/ 

產權位置 
發言意見/書面意見 實施者現場回復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備註 

1 發言人：蕭秀鑾 
產權位置：臺灣
大道650巷2之
1號 

我反對都更，我是住透天非公寓，
為什麼要我同意重建，我要跟著重
建不合理，而且結構很好不需重
建，一開始我就不同意都更了，為
什麼要我加入都更會員每個人有
自己的權利，說不用半毛錢來蓋，
卻要拿我的土地貸款，變成債務
人，我的人生要背很多債，我不
要，何況物價只會漲價相對成本跟
著提高，五年後成本會更多，我不
要背那麼多債，敬請市政府英明解
決，今天是透天房子不是公寓，請
不要用公寓重建法來處理，650巷
口的獨立透天房子。當初旁邊大樓
蓋也沒強迫它重蓋，擬請市政人員
我們是透天並不是公寓為何還要
什麼過半同意呢? 

針對蕭小姐問題不願意參與都
更為何將她列入都更範圍，本案
總土地面積已達 1000 平方公
尺，所有權同意比例 75%，同意
建物面積達 87%，是依法行事以
法有據的。 
都更後分配是以原有持有有土
地面積做分配，不是以建坪做分
配，不會有不公平的地方。 
本次基地房子屋齡已達四十
年，雖已在立面做拉皮，但結構
體並無重建若發生天災會加大
危險並會影響周遭建物。 
若要自行建屋本身沒現金也需
要貸款，所以負擔是一定有的，
任何事情都有風險，都更是有受
監督的，已將風險降至最低。 

1. 目前居住建物並非獨立
透天，是屬連棟式透天建
物，且屋齡達44年(同一
批興建)，考慮拆除後結
構絕對受損相當嚴重，故
將其劃入更新單元內。 

2. 本案為自主更新，基本精 

神原則就是自地自建，所

以在訂章程(第34條)時

是以會員要拿土地貸款

去作興建費用。因考量會

員經濟、意願問題，故於

第四會員大會(30筆)修

改第34條條文規定； 

(1) 參與都更及要貸款會 

員分配淨值為 53.46%。 

(2)參與都更不要貸款會 

  員分配淨值為 33.46%。

(3)不參與都更要賣土地 

   會員，每坪土地買賣價 

   為 80萬元。作當事人 

   後續意願協調基準。 

 
 



 

 

編號 
發言人/ 

產權位置 
發言意見/書面意見 實施者現場回復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備註 

2 發言人：黃慶權 
委託人：佘秀春 
產權位置：臺灣
大道650巷16弄
10號 

我昨天有參加公聽會，今天再次主
張本戶不同意都更。 
1.我的房子是透天厝，是否要住大
樓或透天是我的選擇。 

2.這個都更計畫並沒有整體性，理
事長說依法令成立，但前面台昌
及後段不想加入就可以排除，那
我這一戶不同意使否也要排
除，這是一個選擇性的都更，例
如一隻雞想吃雞腿或雞翅。 

3.昨天公聽會說有百分之80的同
意才進入公聽會程序，理事長說
之前開會都有資料，才有百分之
80同意參加，但我問一位同意參
加者，他說只知道(1)不用拿錢
出來，和(2)抽籤決定分配，總
幹事報告總經費11億多，但從
昨天公聽會開始卻都沒有聽到
說明風險評估，同意戶是否知道
甚麼是風險嗎?請都發局好好幫
我們把關。 

 

 

 

 

黃先生所提問題，因為同意建物
面積已達 87%，是以法有據的，
且案件資料內容、開會會議記錄
都有提報到市府的。若是建商進
來合建，則所有規劃設計都必須
聽從建商。 
本案已經有請估價師、建築師做
過風險評估，且前面的會議已經
討論過多次，若你們不為全體著
想那甚麼時候才能完成都更。 

1. 目前居住建物並非獨立
透天，是屬連棟式透天建
物，且屋齡達44年(同一
批興建)，考慮拆除後結
構絕對受損相當嚴重，故
將其劃入更新單元內。 

2. 目前為事業計畫案審議
階段，事業計畫案主要審
議就是可以有多少獎勵
容積，也就可興建之建築
量體，當然在內容也會提
列共同負擔費用之財務
計畫。當然後續還有權利
變換計畫(估價值、選
配)，此二個都更計畫都
必須經台中市政府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審議才可以通過。 

3. 當事人自本會成立大~到
第四次會員大會均沒有
出席參加(更新會均有寄
發給會議記錄及都更報
告書書圖等)表達意見，
直到聽證會才來表達。 

4. 同意戶都有出席會員大
會，當然了解自主更新的
風險評估說明情形。 

 
 



 

 

編號 
發言人/ 

產權位置 
發言意見/書面意見 實施者現場回復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備註 

3 發言人：張榮治 
委託人：張豐照 
產權位置：臺灣
大道 650巷 16
弄 9號 

我是 16弄 9號，我是他的爸爸。
授權書後補。我這間房子，是在
座最旁邊， 開闢至善路後才重
蓋的，事業計畫第 80頁註明合
法建築物補償經全部所有權人
同意不予補償，但都沒有人跟我
協調，我在開闢至善路拆除部份
房屋經過重建使用，故應補償房
屋補償費。 

針對建物補償問題，因為現在
是處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階
段故無放進計畫內容，會在後
續的第八次理監事會議提出
討論，請張先生前往參與。 

依第八次理監事會議與當事
人討論後意見再作研商。 

 
 

4 發言人：李政治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在這裡，是因
為都更案，政府要改善老舊建
築，為何要都更，是因為房子太
老舊不安全，你們住在那裏基地
內道路太小救護車消防車進不
來，萬一被縱火，怎麼辦，就房
子沒有消防設施，現在的房子都
需要防火，這就是為麼我們要贊
成都更，不是因為利益，是因為
安全，現在每天追著到垃圾車
跑，都更後有子母垃圾車後就不
用追著垃圾車跑，也有管理員幫
忙收信。我是為了繼續住在這裡
才同意參加都更。因為人會老，
都更後住在同一層樓大家隨時
都見的到面。 

 

無   
 



 

 

編號 
發言人/ 

產權位置 
發言意見/書面意見 實施者現場回復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備註 

5 發言人：孫美勤 
委託人：劉金英 
產權位置：臺
灣大道 650
巷 2 弄 9 號  

我代表我的媽媽，我有授權書。 
這次自辦都更用地主土地貸款?
不要，不同意。 
因為蓋地上 21樓，地下五樓，
我們不是財團錢財有限，所以不
接受安排。 
平民百姓沒有專業知識，無法監
督建商，政府更不可能負連帶責
任，因為我們是自辦都更，最後
那些發起人落跑，受害的我們向
誰討公道求償?因為龐大金額我
們無法去承受，相對憑甚麼買方
會要買，經過統計全台灣平均薪
資四萬多，但是高薪水是金字塔
頂端的佔少數，大多二到三萬，
如何買得起，何況少子化，甚至
上一輩留下的家產根本是空屋
多於需求，我們可怖要當一輩子
屋奴。 
十一億多 40戶有幾成把握，而
當初同意都更的住戶根本都被
洗腦不用付貸款，天下沒那麼好
的事。 
房屋 44年算中等年紀不算老，
要整理仍是很舒適的，有些人想
利用都更名稱攢得更多的錢是
無人反對，但請不要強迫別人要
與你一樣，別人有同樣權利說
NO。 

針對貸款問題，簡報第十五頁
已解釋清楚，另外北部都更成
功案例有很多可更參考，建議
多參與會議。目前本案只在事
業計畫階段，最後權利變換計
畫階段貸款措施會更詳細解
釋。 

1. 本案為自主更新，基本精 

神原則就是自地自建，所

以在訂章程(第34條)時

是以會員要拿土地貸款

去作興建費用。因考量會

員經濟、意願問題，故於

第四會員大會(30筆)修

改第34條條文規定； 

(2) 參與都更及要貸款會 

員分配淨值為 53.46%。 

(2)參與都更不要貸款會 

  員分配淨值為 33.46%。

(3)不參與都更要賣土地 

   會員，每坪土地買賣價 

   為 80萬元。 

   以上作當事人後續意 

   願協調基準。 

2. 後續於權利變換計  

畫開始時更新會會
找當事人協調當事
人的需求性來研擬
辦理方法。  

3. 當事人之房屋縣現

 
 



 

 

編號 
發言人/ 

產權位置 
發言意見/書面意見 實施者現場回復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備註 

況 (屋齡 44 年 )非常
老舊、結構堪慮，
且也是連棟式，考慮
拆除後結構絕對受損相
當嚴重，故將其劃入更新
單元內。 

6 發言人：頼銘淇 
委託人：蕭秀鑾 
產權位置：臺
灣大道 650
巷 2 之 1 號  

1. 這次公聽會的舉行，是因為
我們社區有理想的人士四處
奔走，將不願參加都更者強
制納入。才可進入都更門
檻。 

2. 廖先生說我們有 87%的同意
戶，請問投資戶有幾個?29
戶土地 41比持分比例有多
少，這次自辦都更，市政府
接受的第一件，整個社區的
黃金地段來蓋一個大樓做都
更嗎?需要獎勵嗎?希望政府
能嚴加審核不要第一次就玩
爛了。 

3. 自辦都更我們變成跟建商合
建的不一樣，所有財務責任
都由住戶負責，我們貸款了
11億，若 41人平均每戶要
負擔 2683萬，29戶的話每
戶負擔 3793萬。若政府審查
通過，是否要負監督責任直
到交屋。 
若實施的過程錢不夠，是否

針對二十一位所有權人為何
變成四十一位，是因為道路所
有權人加入，並且不是違法買
賣道路若有違法請自行提出
告訴。 
兩年前整合時，反對戶四戶
裡，有三戶說要賣出，後續權
變計畫估價師估價後會再進
行價購協商，目前只要有參與
其中不管最後做任何選擇都
是好的。 

1. 除此四戶外，均自願同意
參加更新會，並無強制納
入情形，也符合都更條例
同意門檻及符核台中市
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
檢核規定辦理的。 

2. 目前為事業計畫案審議
階段，事業計畫案主要審
議就是可以有多少獎勵
容積，也就可興建之建築
量體，當然在內容也會提
列共同負擔費用之財務
計畫。當然後續還有權利
變換計畫(估價值、選
配)，此 2 個都更計畫都
必須經台中市政府都市
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審議才可以通過。 

3. 本案為自主更新案，不是
與建商都更合建案，所以
後續是找知名營造公司

 
 



 

 

編號 
發言人/ 

產權位置 
發言意見/書面意見 實施者現場回復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備註 

又要另外貸款二胎三胎，都
更如果願景這麼美好的話，
倒不如請市府洽談合法建商
來蓋，我們出土地，建商來
蓋，建商規畫建材跟交屋日
期會讓我們更放心，若只是
把黃金地段蓋大樓的話根本
不符合市府的都更獎勵。 

4. 你們想要發大財，我們老了
不想付貸款。 

來興建。而更新會是實施
者有主導權，才不會發生
與建商合建糾紛及不按
圖施工…等問題。 

4. 都更案的審議及後續興
建完成當然是受主管機
關監督，尤其本案是自主
更新案。目前尚在事業計
畫案審議階段，等後續完
成權變申請建照要發包
營造公司時，也可請市政
府推薦給更新來徵選。不
過希望貴會員後續能參
加會員大會表達意見(如
不出席也可用書面意見
表達)。至少都更後對會
員都是好處，更新會修正
章程 34 條用意就是更能
符合會員意願來辦理完
成自主更新案。 

 

 

 

 

 



 

 

編號 
發言人/ 

產權位置 
發言意見/書面意見 實施者現場回復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備註 

書1 發言人：何青蓉
產權位置：臺灣
大道 650巷 16
弄 1號 

衷心感謝台中市府都發局各級
長官的熱心輔導，使我們這個台
中首例地主自辦更新會得以順
利進行；也感謝舉辦本次的公辦
公聽會與聽證會，使本更新會得
以更向前邁進一步，也希望持反
對意見者，藉此有進一步溝通了
解的機會。 
本都更案座落於「朝馬」這南來
北往的交通樞紐要塞，可是屋齡
多近 50年，除了老舊、無法善
盡其用、其安全堪虞，與附近建
築新建大樓林立，相形更顯窳
陋、亦影響市容形象。 
感謝我們團隊諸多熱心成員的
大力促成，冀望本更新案能順利
推動，減少紛爭與爭議於無形，
大家合力完成社區重建，除對整
體環境、社區安全與市容形象等
均有正面效果；對個人而言，財
富價值提高，亦有效的改善生活
品質。 
本人身為地主之一，非常榮幸也
很樂意參與此次的自辦都更
案，特予聲明。不過未來仍有很
多的挑戰與難題待克服，期盼來
本更新案持續進行的過程中，市
府及各層長官亦能繼續本服務
市民的精神，再多予協助、輔導

   
 



 

 

編號 
發言人/ 

產權位置 
發言意見/書面意見 實施者現場回復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

意見 
備註 

與支持，希望更本新會能圓滿結
案，同時也能成為「台中的榮
耀」。 

書2 發言人：石多壽 
產權位置：臺灣
大道 650巷 16
弄 8號 

本人願意積極參加都市更新，更
新單元內之房屋絕大多數為 40
年以上之老舊建築，且巷道非常
狹窄居住環境惡劣，如遇強烈地
震、火災，或豪大雨均易造成居
民的生命財產嚴重損失。 

   
 

書3 發言人：廖美津
產權位置：臺灣
大道 650巷 10
號 

都更乃將老屋重建，不僅改善居
家品質，將更為市容美奐加分，
係屬政府前瞻建設之一環。 

   
 

書4 發言人：廖家驥
產權位置：臺灣
大道650巷 2弄
1號 

請儘速審核事業計畫案以利都
更後續作業，謝謝各位參與審議
的幹事及委員。 
都更是現在進行式及未來趨
勢，都更可以改善居住環境增進
百姓福祉，更可帶動經濟發展，
百利而無一害，應請大力推廣造
福全民。 

   
 

書5 發言人：徐福源 
產權位置： 
臺灣大道 650
巷 16弄 4號 

本社區房子已是 40~50年的老
舊建築，都更正是重建的最佳選
擇，也能改善生活環境。 

   
 

 



 

 

表二 「擬訂臺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 地號等 30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逾公開展覽期間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陳情人/產權位置 陳情意見 實施者研析意見 專案小組審查意見 備註 

陳1 陳情人：佘秀春 
產權位置：臺灣大
道650巷16弄 10
號 

1. 我已因公家辦理道路拓寬遭土地徵收過一
次。房子歷經貸款投入人力、物力、整修，
一路走來艱辛坎坷，才十年有餘不想再參與
都更，我想住頂天立地的房子。 

2. 因家中有一自閉症兒子，常會大哭大鬧，生
氣起來一直跳，地板就會有砰砰的震動聲，
住在目前的房子在角落，影響別人較小，如
住集合式住宅恐會深切影響別人的安寧
等，自己住起來壓力也會很大。 

3. 集合式住宅，日後每月要繳一筆為數可觀的
管理費，先生即將退休，女兒終要嫁人，家
中已無經濟來源，恐無力分擔。 

4. 此案由地主百分之百承擔風險，如施工過程
中，建商發生財務困難，或因它不可抗力之
因素，須增加工程款項時，務必增貸等無力
承擔，也承擔不起。  

1. 目前居住建物並非獨立透天，是屬

連棟式透天建物，且屋齡達 44 年

(同一批興建)，考慮拆除後結構絕

對受損相當嚴重，故將其劃入更新

單元內。當事人雖經整修只是外

表，結構並無改善(加強磚造)，屋

齡 44 年了，耐震能力非常薄弱，

是符合都更重建的條件。如當事人

是單獨之建築物(沒有與隔壁結構

連結)，更新會當初就會排除的。 

2. 更新後分配比原有價值高及坪數

也大，建議分配選配時不要全選，

留一些賣出就可以繳管理費很

久，也可全部出售(當事人非只有

此房屋而已)，到郊區買真正獨棟

房子，如此可一次解決自閉症兒子

影響別人問題及繳交管理費問題。 

3. 當事人怕風險可以依章程第 34 條

辦法來選擇。 

4. 更新會目前專業團隊及後續興建

團隊(包含信託銀行、建經公司、

營造公司)都會提供符合會員需求

作搭配，且北部自主更新興建完成

案例已越來越多，請勿心生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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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2 郭永增建築師事
務所 

該都市更新地區中「臺灣大道三段650巷 12
號建築物」在106年11月前尚未取得該址建
築物之合法房屋權利證明文件，不得計入同意
比例，更新會對於同意比例計算不實在，因此
原舉辦之公聽會、聽證會及相關會議均不合
法。 

1. 本案事業計畫報核時，「臺灣大道
三段 650 巷 12 號建築物」合法房
屋權利證明文件部分是採用門
牌、水電單、房屋稅單及現況測量
面積計入合法建物面積計算，測量
面積97.86m2（如附件 1）。 

2. 報核時同意比（計入臺灣大道三段
650巷 12號建築物面積97.86m2）
私有土地面積85.58%、人數87.50%
私有合法建物面積 80.11%、人數
81.82%（如附件2、3）。 

3. 報核時同意比（不計入臺灣大道三
段 650 巷 12 號建築物面積
97.86m2） 

   私有土地面積85.58%、人數 87.50% 
   私有合法建物面積 79.06%、人數

80.95%（如附件4）。 
4. 臺灣大道三段 650 巷 12 號建築物

於 106 年 11 月 9 日辦理完成建物
登記，建號：西屯區西屯段13150，
建物登記面積 106.88m2（如附件
5）。 

5. 以上於報核有計入或不計入650巷
12號建物面積，均符合都市更新條
例22條規定之同意比例。 

  

陳3 陳情人1：佘秀春 
產權位置：臺灣大
道三段650巷16
弄10號 

1.陳情人等為不同意參加台中市西屯區西屯
段2439地號等 30筆土地都市更新，如有不
法或費用之產生與陳情人無關。 

2.依據「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

1.都市更新的過程只有走向最好不會  
到最壞的，所以更新會更換設計單
位，絕對是為全體會員找最好的、最
符合的建築設計圖說，所以才會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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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2：劉金英 
產權位置：臺灣大
道三段650巷2弄
9號 

陳情人3：蕭秀鑾 
產權位置：臺灣大
道三段650巷2之
1號 

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第 17次理監事會會議
紀錄：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民事訴訟案，請
求給付款變更追加至 26,431,681元（如附
件）。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為此都更會找來
之顧問公司，今產生訴訟顯然此都更會無力
自理，都發局應站在監督的立場，...，是
否應給都更會糾正、或撤銷都更會的成立？
此訴訟案若都更會敗訴需賠償費用與陳情
人無關。 

3.上述都更會 30 筆土地更新，為選擇性之更
新，並未考量本區之完整性，此地段之後半
段（近上安路）後續若也要都更將更困難，
都發局站在都市整體發展的角度上，更應全
盤規劃，避免產生社會新問題。 

4.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就都市之發展狀況、居民意願、
原有社會、經濟關係、人文特色及整體景
觀，進行全面調查及評估，並視實際情況劃
定更新地區、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懇
請都發局規劃本區有更好的發展。 

設計單位(建築師)，此完全依據本會
章程條文(符合都更條例 22 條規定辦
理)。 

2.目前更新會已聘請律師來抗訴訟
(第一審第四庭)，前三庭之言詞辯
論，更新會完全在佐證各方面均有勝
面，且根據第五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有提新台幣 256.5 萬元來補貼原告費
用。原告要提告及提告金額多寡，更
新會無法去阻止的，不過法律是講證
據的，更新會將請聘任律師維護應有
的權益。以上費用也已列入共同負擔
費用之管理費用項目內(詳第五次會
員大會會議記錄)，不會影響或損及陳
情人更新前之應有價值，更新會特在
此說明之。 

2-1.後續更新會實施權利變換計畫
時，將依據會員願意分配、不願意分
配、不能分配等及更新會章程第 34條
三種選擇來調查會員意願，來完成本
案多元化自主更新案之完成。 

3.更新會30筆土地更新之劃定原則，
完全符合「臺中市都市更新單元
劃定基準」及「臺中市自行劃
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等來
辦理都更新更，且都市更新事
業 計 畫 案 報核 時 均 符合 都 市
更新條例 22 條規定辦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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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為主管機關
劃定更新地區權責，更新會不做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