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 地號等 30 筆土地都市更新會-第 10 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01月 18日 (星期六) 下午 14:00開始。 

二.開會事由：(一)2444地號、2466地號土地合併分割作業進度說明。 

             (二)本案適用都更法令修正前後辦理都更計畫作業說明(含本案送都市設計審議及建 

                 造預審聯席會審議作業說明)。 

             (三)與前設計單位(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民事訴訟案進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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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主席：余昇峰                 (簽章) 

五.記錄: 鄭亦翔                 (簽章) 

六.出席人員：本會會員、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蘇戊衍建築師事務所 

七.會員出席率：(一)應到土地會員人數 45人，實到出席土地人數 35人(77.78%) 

               (二)應到土地面積：1843m2；實到土地面積：1438.95m2 (78.08%) 

               (三)應到合法建物會員人數 22人：實到出席會員 16人(72.73%) 

               (四)應到合法建物面積：1965.46m2；實到合法建物面積：1394.89m2 (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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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款)。 

八、討論議題； 

  (一)2444地號與 2466地號分割合併繳交證件執行情形，2444地號已全部完成交件作業；2466地 

      號(127m2)至開大會前已完成 9人交件作業(61.83m2)；剩下黃鈺茹(61.08m2)、張瑜庭(4.09m2)尚 

未完成交件。剩下 2466地號 2位會員如至 1/31前未完成交件將 2466地號劃出更新單元外 

      (2466 地號涉及臺中市建築自治條例 20-3 條規定，如無法與 2444 地號合併，即無法計入法定空地計算-謂無法 

        定容積計算值，後續容獎、容移均無法計算之…)。 

      代理黃鈺茹出席者，表態願意於 1/31日前完成交件作業(同意 122.91m2約占 96.78%)；張瑜 

      庭則無出席也無委託代理者(2466地號會議也無出席，無法得知其意願)。故大會議決 2466 

      地號於 1/31日如能完成交件達 96.78%，就不用劃出更新單元外，但 2466地號地主必須自行 

      處理上述未同意者問題(於 2 月中旬前向更新會提出符合上述法規之配套辦法)；同時大會議決對 2466 

      地號參加更新會時所簽署之參考數據比例廢止，後續一律按權利變換估價原則來辦理。 

  (二)如採用修正前法(依 108.04.15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記錄)，其容獎依目前圖說只到 59.04%(含 

      容移 30%)，而目前設計量體約為 61.18%((含容移 30%)，差 2.14%(可能要修正樓高)。 

      如採用修正後法令，其獎勵預估可以爭取到 80%上限(含容移 30%)，而目前設計量 61.18%(含 

      容移 30%)，多約 18.82%，容移量就少買 18.82%(買 11.18%)。 

      台中市都更獎勵法令修訂△F1~△F13(108年 11月版已訂出中央容獎部分)，而△F14部分要 

      等修訂後才能真正計算出其容獎。 

      以下為規劃單位、設計單位針對修正後容獎作分析說明: 

1. △F1~△F13獎勵:△F2建物堪慮容獎 8%(已完成耐震初評，符合獎勵值)+ 

               △F6綠建築銀級容獎 6%(設計圖說符合) 

               △F7智慧型建築銀級容獎 6%(設計圖說符合) 

                        △F8無障礙環境設計第二級容獎 3%(設計圖說符合) 

                        △F10更新時程未劃定單元容獎 7%(發布 5年內) 

                        以上共計容獎值 30%。 

2. 開放空間 10.04%(都市設計暨建造預審幹事會已審查通過，等都設聯席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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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預估△F14部份修法建築獎勵:(本案建築設計、景觀設計預估可申請部份初步計算值) 

        (1)縮減建蔽率容獎+(2)建築量體與環境調合容獎+(3)夜間照明+街道家具+公共藝術容獎 

等，預估容獎值約 10%左右，但△F14部份必須等修訂後才可真正計算出。 

           ※以上如採用修正後都更法令辦理必須先自行撤回事業計畫書，再依修正後相關都更法令來辦理。 

  (三)以上(二)項之採用，必須先完成(一)項部分才可以，後續本案才能送都市設計審議及建造預 

      審聯席會審議(目前建築設計相關圖說，均已按照都市設計幹事會意見修正完成，剩 2筆土地 

      合併分割作業辦理而已)。 

  (四)經出席全體會員一致議決同意採用修正後都更法令來辦理本會都更計畫案，並議決採用事業 

      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辦理(規劃單位答應不另加收費用，仍以合約金額為準)。 

  (五)採用修正後法令辦理都更計畫(事業計畫與權變計畫併送)，依據法令實施者自選一家估價 

      師(其於 2家估價師抽籤選出)，此估價師須由臺中市政府建議估價師名單選出。至於實施者 

      自選的 1家估價師，經出席全體會員一致議決同意交由理監事會選任。 

  (六)本會與前設計單位民事訴訟案，於 108.12.10第一審裁定本會須給付 5,684,625元。本會不 

      服第一審裁定判決，故提二審上訴，也於 108.12.13繳交裁判費 85,996元。第二審律師費為 

80,000元含稅(於 109.01.07匯款)，後續上訴事宜交由總幹事配辦(辦理事項向理事長報告)。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 17:00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 30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理事長:廖家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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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西屯區西屯段2439地號等30筆土地
都市更新會-第十會員大會簡報

109年01月18日

都更規劃單位:
鄭亦翔自主更新有限公司

簡報說明單位

建築設計單位:
蘇戊衍建築師事務所

1

擬定臺中市西
屯區西屯段
2439地號等30
筆土地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案



會員大會會議事項 2

前言、本案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大事記說明(107年以後)

一、2444地號與2466地號分割合併作業說明

二、本案更新單元因應都更條例修正前後獎勵值比較說明

三、本案更新單元適用都更條例修正後都更獎值預估說明

四、本案更新單元適用都更條例修正後辦理都更計畫程序說明

五、修正後法令權變估價原則及同意書樣式(共同負擔費用提列表)說明

六、權利變換案例說明

七、更新會與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民事訴訟案說明



前言:本案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大事記說明(107年以後) 3

一、107年03月02日建築設計單位與都更規劃單位與更新會簽約。
二、107年11月20日都市設計暨建造預審幹事會審查(第85次)。
三、108年01月08日依幹事會議記錄修正建築設計圖說提供給都更規劃單位

(剩2466地號檢討是否為法定空地部分未完成而已)。

四、108年03月22日都更事業計畫專案小組報告書申請審查，4月15日召開第一
次專案小組委員審查(重點:本案容積獎勵建議可依內政部未來修法版本，加
上本市容獎辦法爭取更多容積獎勵........)，出席建管單位有提到第三項問題。

五、108年9月19日建築設計單位發函更新會協助處理2466地號與2444地號須合併
後再分割(符合30筆土地)，此建築設計單位已與建管單位討論過這樣2466地
號才不會視為空地(無法定容積)；108年11月9日召開2筆土地合併分割會議。

六、108年10月9日建築設計圖說提供給都更規劃單位(依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記
錄建築設計圖說應修正部分)；10月25日將第2次專案小組版報告書送承辦檢查。

七、108年11月10日與承辦討論，13日會建管科長(有與都更承辦知會)，必須先
合併分割作業，否則2466無法計入法定空地檢討(無法容)，所以要先辦理2
筆土地合併分割作業完成後，才能送第2次專案小組版(故專2版退回)。

八、109年1月4日召開2466地號會議(2466地號尚有2位所有權人未完成交件辦理)
九、訂109年1月18日召開第十次會員大會來討論以下一~五項內容。



一、2466與2444地號合併說明-依據臺中市建築自治條例20-3條規定 4

未合併分割前2466地號無法計入法定空地計算
就沒有法定容積、獎勵容積、容移購買量

基地面積計算
=1716m2

允建容積計算
=1716*420%
7207.2m2

基地面積計算
=1843m2

允建容積計算
=1843*420%
7740.6m2

合併分割2466地號可計入法定空地計算
就會有法定容積、獎勵容積、容移購買量

設計建
築基地

設計建
築基地

無
直
通
設
計
建
築
基
地

有
直
通
設
計
建
築
基
地



一、2466與2444地號合併分割作業交件執行說明5

以下依109.01.04由理監事召開2466地號會員會議記錄

1.2444地號與2466地號分割合併繳交證件執行情形，目前剩2466地
號尚未完成全部交件辦理作業。

2. 2466地號尚未交件者交件時間最遲至109年01.31日，如超過時間
未完成交件則決定將2466地號劃出本案更新單元(回歸29筆土地辦
理都更重建案)，提本次會員大會由會員表決。
(※2466地號已交件辦理者如超過1/2以上可向大會提出方案)

3.105年7月30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議題一(五)就針對2466
加入更新單元之問題，需要臺中市政府都更審議委員會及相關單
位核准為核。此為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意見，建築設計單位也替
2466地號找到解決之途徑(讓2466土地可以活化使用及增值)。



6 6二、本案更新單元因應都更條例修正前後獎勵值比較說明

一.如採用修正前法(依108.04.15專案小組審查會議記錄)，其獎勵依目前圖說只能59.04%
(含容移30%)，而目前設計量體約為61.18%((含容移30%)，尚差2.14%獎勵。

二.如採用修正後法令，其獎勵預估可以到80%上限(含容移30%)，而目前設計量61.18%
(含容移30%)，多約18.82%，容移量就少買18.82%(買11.18%)。
台中市都更獎勵法令修訂△F1~△F13(108年11月已訂出，僅中央獎勵值部分)，

市府獎勵值: △F14部分要等修訂後才能真正計算(以下為依草案先分析)。
1.△F1~△F13獎勵:△F2建物堪慮8%+△F6綠建築銀級6%+△F7智慧型建築銀級6%+

△F8無障礙環境設計第二級3%+△F10更新時程未劃定單元7%，共計獎勵值30%
2.開放空間10.04%(都市設計暨建造預審幹事會已審查通過，等都設聯席會審議通過)。
3.預估△F14部份修法建築獎勵:(本案建築設計預估可申請部份)

(1)△F14-3縮減建蔽率獎勵預估值約4%(本案縮減建蔽率約23%，4%獎勵值)。

(2)△F14-4建築量體與環境調合SVR≧30%獎勵預估值約5%(本案SVR≧30%，5%獎勵值)。

(3)△F14-5夜間照明+街道家具+公共藝術獎勵預估值約1.5%(本案均有設計，1.5%獎勵值)。

1+2+3總計預估約50.54%(上限50%)，△F14部份必須等修訂後才可真正計算出。
※以上如採用新法必須先自行撤回事業計畫書，再依修正後相關都更法令來辦理。
※以上 一、二項之採用也必須完成2466與2444地號合併分割完成才能作業。
※提第十次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來討論選擇。

三、假設變回29筆土地，上述獎勵值均無變動，只是基地面積減少，要檢討地下開挖率
及車道出入口位置(臺中市規定面臨2條計畫道路時，次要計劃道路為車道出入口)，
此部分由建築設計單位作全盤來檢討。更新單元自行劃定規定及環境指標均符合規定要求。



7三、本更新單元預估都市更新獎勵預估(台中市108.11.19修)

△F2建築物原建築基地容積獎勵(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獎勵值8%
(已委由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施作耐震初評，檢測為符合未達最低等級建物耐震標準)

△F6綠建築設計之獎勵(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銀級)=獎勵值6%(已委由專業廠商撰寫候選證書)

△F7智慧建築設計之獎勵(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銀級)=獎勵值6% (已委由專業廠商撰寫候選證書)

△F8無障礙環境設計之獎勵(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第二級=獎勵值3%
(已委由建築設計單位依規定修正圖面符合之)

△F10更新時程獎勵(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 =獎勵值7%
預估合計約獎勵值30%(中央獎勵部分)→已修訂

※都市設計審議之開放空間獎勵=10.04%(第85次台中市都市設計暨建造預審幹事會審查通過)

△F14部份(臺中市政府地方獎勵) →尚未修訂(以下為草案預估獎勵值)
△F14-3縮減建蔽率≧20%=預估獎勵值4%(本案實設建蔽率約46%，小於法定建蔽率23%)

△F14-4建築量體與環境調合(基地通風率(SVR)大於30%)=預估獎勵值5%
(此項需搭配建築師設計興建量體後才可真正計算)

△F14-5規劃夜間照明設施或公共藝術、街道家具(都市設計案不可超過1/2)=預估獎勵值
1.5%(原建築設計圖說已有)

預估合計約獎勵值10.5%(地方獎勵部分) →尚未修訂完成

※根據修正後都更條例65條規定辦理:中央獎勵50%或中央獎勵30%+地方20%(上限法容50%獎勵)

※本更新單元採用中央獎勵30%+10.5%+10.04% →約50.54%獎勵(申請上限值50%不含容移30%)

※預估50%+30%=約80%，本案設計量(飽和)61.18%；故80%-61.18%=約18.82%(容移減少購買量)



8三、本更新單元預估都市更新獎勵預估(新修訂作業手冊)



9 9四、本更新單元因應都更條例修正後建議辦理都更計畫說明(新修訂作業手冊)

一、採用修正後法令，建議事業計畫與權變計畫併送。(預估109年要施作權利變換計畫)
二、依修正後法令規定都更計畫必須先有估價師先行估價，於同意書才能載明地主分配比

率，所以就按新規定辦理事業計畫書與權變計畫書，如此也讓會員知道更新後價值。
三、對於4戶尚未同意戶也可提早調解處理(因有價值金額了)。
四、目前因臺中市都更獎勵地方法尚未修訂及中央營建署之都更作業手冊修正也尚未發布

(都更作業手冊為撰寫事業計畫書及權變估價、選配作業參考)，故等全部修定後即可作業。
五、併送估價與選配時間預估約6-8月，整理撰寫、送件、審議預估約12月左右(原權變計畫時間)

，而事業計畫報告書撰寫時間則在上述時間內可完成的，所以是將權變計畫提前施作。
六、以下附上修正後同意書格式樣本及估價作業原則程序:是對住戶相當保障外更公開透明化。

(附錄簡要部分，後續都更作業手冊發布後，再行於後續理監事會及會員大會議作詳細說明)



1010五、都更條例修正後同意書樣式及估價分配原則說明(新修訂作業手冊)



1111五、都更條例修正後同意書樣式及估價分配原則說明(新修訂作業手冊)

會員簽署同意書時間要作業更新前、後估價完成
才會有上述權利變換分配比率、更新後分配之權
利價值比率值，並依此參與選配更新後房地。

(同意書門檻私有土地面積4/5以上、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數4/5以上；私有合法建物面積4/5以上、

私有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數4/5以上)



1212五、都更條例修正後共同負擔費用提列表說明(新修訂作業手冊)

採用權利變換計畫案使用



1

3

六、權利變換案例說明(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都更案-更新後新建大樓總銷估價) 13



1

4

14六、權利變換案例說明(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都更案-更新後新建大樓總銷估價)



1

5

1.更新後總銷金額=2,626,863,801元+129,300,000元=2,756,163,801元(100%)
(房屋均價:626,703元/坪；車位均價: 1,361,053元/車)

2.共同負擔費用金額=9,64,657,330元(佔35%)

3.地主分配金額=1,791,506,471元(佔65%)

15六、權利變換案例說明(新北市土城區樂利段都更案-更新後新建大樓總銷估價)



1

6

更新前價值/
元

更新前價值
%

更新後價值/
元

更新後價值試算(92巷27弄2號1樓):
總銷金額-共同負擔費用X更新前價值

(2,756,163,801-964,657,330=1791,506,471元)
1,791,506,471元*2.47%=44,100,000元

本案估價由遠見估價、宏大估價、麗業估價
等3家估價；遠見估價選定報核權變計畫案

六、權利變換案例說明(如何選配說明) 16

選配差額找補

44,100,000元-26,480,727元=17,619,273元(找回給會員)

27,900,000元-30,162,854元=-2,262,854元(會員補差額)



1717七、本會與郭永增建築師事務所民事訴訟案說明

1.本會與前設計單位民事訴訟案，於108.12.10第一審裁定
本會須給付新台幣5,684,625元(原訴訟給付金額新台幣26,431,681元)。
本會不服第一審裁定判決，故提二審上訴，也108年12月
13日繳交第二審裁判費新台幣85,996元。
第二審律師費為新台幣80,000元，此經出席理監事一致
同意通過，後續事宜交由總幹事配辦(辦理事項向理事長報告)。

2.總幹事已依沈律師要求提供新事證讓沈律師撰寫二審
上訴狀初稿，等初稿完成會通知理監事審閱是否可行，
各位理監事也可與委託沈律師商量討論上訴狀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