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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109年5月15日

實 施 者：益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規劃單位：弘傑城市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林秀芬建築師事務所

第二次都更暨都設聯審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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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一、事業計畫

二、建築計畫

三、意見回應

(一)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二)提案討論事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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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比較說明

項目 第一次專案小組版 第二次專案小組版 備註

計畫名稱 擬訂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 擬訂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 無變動

更新單元面積 4,329.75㎡ (住宅區) 4,329.75㎡ (住宅區) 無變動

允建容積面積

基準容積 8,659.50㎡

14,688.45㎡
(339.24%)

基準容積 8,659.50㎡

13,536.54㎡
(312.64%)

1.人行步道獎勵：配
合審查意見修正

2.消防局列管之狹小
巷道火災搶救不易
地區:新增申請獎勵
項目

3.容積移轉:依容移評
點結果修正

總允建容積：

-1,151.91㎡

都更獎勵
1. 設計建蔽率:5%
2. 人行步道:11.31%
3. 綠建築:3%
4. 規模獎勵:10.31%

2,565.15㎡

都更獎勵
1. 設計建蔽率:5%
2. 人行步道:11.54%
3. 綠建築:3%
4. 規模獎勵:10.31%
5. 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

道 火 災 搶 救 不 易 地
區:1.77%

2,738.15㎡

容積移轉
3,463.80㎡
(40.00%)

容積移轉
2,138.89㎡
(24.70%)

建築量體 地上22層、地下4層 地上20層、地下4層
地上層22層修改為20
層

總樓地板面積 28,342.09㎡ 27,980.76㎡ -1,161.80㎡

設計容積面積 14,688.39㎡ (339.24%) 13,526.59㎡ (312.41%) -205.54㎡

單元戶數
集合住宅204戶
(1F大廳、防災中心、管委會空間/2F~22F集合住宅)

集合住宅210戶
(1F大廳、防災中心、管委會空間/2F~20F集合住
宅)

+6戶住宅

停車位數量
汽車：181(法定：123、自設：58)
機車：204 (法定：169、自設：35)
自行車:74

汽車：233(法定：196、自設：37)
機車：210(法定：210)
自行車：53

汽車：+52輛
機車：+6輛
自行車:-21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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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辦理過程及計畫地區範圍

二、現況分析

三、財務計畫

四、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一、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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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辦理過程及計畫地區範圍

 本案更新單元位於和平路185巷、和平路、和平路
121巷、九芎街及光華路175巷所圍街廓範圍內，
為一非完整街廓，為一非完整街廓。

使用分區 地號 土地面積(㎡) 建蔽率(％) 容積率(％) 法定容積(㎡)

住宅區
九芎段653、654、656、
657、692、697及698地號

4,329.75 50% 200% 8,659.50

合計 7筆土地 4,329.75 8,659.50

更新單元範圍

 106年06月26日 實施者自辦本案公聽會

 106年06月29日 申請報核

 107年03月7日至107年4月5日 公展期間

 107年03月20日 公辦公聽會

 107年07月20日 召開第一次專案小組會議

 109年05月15日 召開第二次專案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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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分析

 現有巷道之廢止及改道

 本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為和平路
121巷8弄，非屬都市計畫道路，
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將
改道至本更新單元東側，並符合
改道後之新巷道至少維持原通行
寬度且不影響通行者之規定，未
來將併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送新北
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予以改道。

本更新單元範圍

申請現有巷改道範圍

改道後現有巷範圍

原現有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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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實際財務計畫及收益分析結果仍須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為準。

三、財務計畫│共同負擔(地上20層、地下4層 /鋼筋混凝土造)

項目 第一次專案小組 第二次專案小組 備註

工
程
費
用

重建費用 約11億9,206萬元 約11億3,319萬元 獎勵容積減少、樓地板面積減少

建築容積獎勵管維費 約590萬元 約613萬元

小計 約11億9,796萬元 約11億3,932萬元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都市更新規劃費 850萬元 850萬元 ─

不動產估價費 約431萬元 約440萬元 更新後戶數增加

土地鑑界費 約3萬元 約3萬元 ─

鑽探費 60萬元 60萬元 ─

鄰房鑑定費用 約198萬元 約198萬元

更新前測量費 37萬元 37萬元 ─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
及安置費

約1,209萬元 約1,178萬元 依樓層降低，調降租金補貼發放月數

地籍整理費 408萬元 420萬元 更新後戶數增加

審查費 11萬元 11萬元

小計 約3,207萬元 約3,197萬元

貸款利息 約5,839萬元 約4,698萬元 依上述成本異動修正

稅捐 約3,120萬元 約4,151萬元 依上述成本異動修正

管理費用 約3億4,594萬元 約3億2,110萬元 依上述成本異動修正

容積移轉費用 約1億1,223萬元 約6,930萬元 依容移評點結果減少容移量

本案更新成本總計 約17億7,779萬元 約16億5,018萬元 -1億2,76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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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實際財務計畫及收益分析結果仍須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為準。

三、財務計畫│收益分析(鋼筋混凝土造)

項目 第一次專案小組 第二次專案小組 差異

土地
所有權人

共同負擔 約17億7,779萬元 約16億5,018萬元 -1億2,761萬元

更新後可分配價值 約13億8,334萬元 約17億0,285萬元 +3億1,951萬元

共同負擔比例 56.24% 49.21% -7.03%

項目

第一次專案小組 第二次專案小組

備註
數量

單
位

單價(元) 總銷金額(元) 數量
單
位

單價(元) 總銷金額(元)

住宅 7,446.20 坪 38.8萬 約28億8,963萬元 6,808.05 坪 44.2萬 約13億1,995萬
銷售坪數減少
更新後價格增加

汽車位 181 個 150萬 2億7,150萬元 228 個 150萬 約3億4,200萬 車位數增加

總計 銷售總收入金額小計 約31億6,113萬元 銷售總收入金額小計 約33億5,303萬元 +1億9,1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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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所申請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均符合『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13條及『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
算基準』第十三點之規定。實際仍須以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為準。

四、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第一次專案小組 第二次專案小組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率(%)

獎勵面積
(㎡)

基準容積
比率(%)

五
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

432.97 5.00 432.97 5.00
A1：設計建蔽率

六 人行步道 979.62 11.31 999.68 11.54

七 綠建築:黃金級 259.78 3.00 259.78 3.00

九 規模獎勵 892.79 10.31 892.79 10.31

十
二

(五)更新單元位屬本府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道火災搶
救不易地區，並協助道路開闢或配合退縮設計者

— — 152.93 1.77

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2,565.15 29.62 2,738.15 31.62

其他容積獎勵-容積移轉 3,463.80 40.00 2,138.89 24.70

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6,028.96 69.62 4,877.04 56.23

 設計建蔽率獎勵 (申請432.97㎡，為全案之5%)

A5-1=法定建蔽率-設計建蔽率 [本款設計建蔽率之計算：建築面積/(基地面積-現有巷道面積)]

建築面積：1,251.80㎡

基地面積：4,329.75㎡

現有巷道面積：753.19㎡

設計建蔽率：1,251.80㎡÷(4,329.75㎡-753.19㎡)×100％=35.00％

本案設計建蔽率35%-法定建蔽率50%=15% ≧ 15％，故申請法定容積5％獎勵

獎勵額度：8,659.50㎡×5％＝4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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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

4M

2M

112.98㎡

497.23㎡

267.43㎡

光華路175巷

和平路121巷8弄

 人行步道 (申請999.68㎡，為全案之11.54%)

※面臨二條道路之基地，臨道路側均退縮者，以實際退縮面積×1.2倍核計獎勵容積，退縮淨寬超過四公尺至六公尺以內部
分則以實際退縮面積合計獎勵。

 臨光華路175巷退縮4公尺人行步道，面積為112.98㎡
 臨和平路121巷8弄退縮留設6公尺人行步道，留設4公尺面積為497.23㎡，4至6公尺面積為267.43 ㎡。
 申請人行步道獎勵容積為610.21㎡×1.2＋267.43㎡＝999.68㎡。

四、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綠建築等級(得分概率分佈) 黃金級80～95％

□ 九大指標全評估總得分RS範圍 53≦RS＜64

■ 免評估生物多樣性指標RS範圍 48≦RS＜58

分級評估歸屬級別(請勾選) ■

 綠建築，申請黃金級 (申請259.78㎡，為全案之3.00%)

本案將申請綠建築黃金級標章，故於綠建築之九項評估指標中，檢
討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CO2減量、廢棄物減量、水資源
及污水垃圾改善等7項指標，本案分級評估總得分Σrsi=51.99分，
故本案實際施工將符合綠建築標章分級評估之「黃金級」標準。

九大指標 有無 分級評估得分RSi
一﹒生物多樣性指標 □ -
二﹒綠化量指標 ■ 9.0
三﹒基地保水指標 ■ 7.26

四﹒
日常
節能
指標

外殼
節能

外殼節能 ■ 4.81
外牆隔熱 ■ 1.04
玻璃隔熱 ■ 4.00

空調節能 ■ 1.5
照明節能 ■ 1.5
固定耗能設備 ■ 4.5

五﹒CO2減量指標 ■ 4.8
六﹒廢棄物減量指標 ■ 2.02
七﹒室內環境指標 □ -
八﹒水資源指標 ■ 8.0
九﹒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 3.56

合計總分RS=ΣRSi=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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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模獎勵(申請892.79㎡，為全案之10.31%)

更新單元土地面積：4,329.75㎡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3,018.36㎡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更新單元土地面積

＝3,018.36㎡ ÷ 4,329.75㎡×100％=69.71％(≧1/3)

四、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更新單元位屬本府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道火災搶救不易地區，並協助道路開闢或配合退縮設計者

本案範圍內「和平路121巷8弄」係為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道火災搶救不易地區，並業依「新
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六點第一款配合退縮，故本項獎勵檢討說明如下:

鄰接該狹小巷道之實際退縮面積×0.2倍

獎勵額度：764.66㎡×0.2＝152.93㎡ (1.77%)

4M

2M

497.23㎡
267.43㎡

光華路175巷

和平路121巷8弄

本案更新單元規模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獎勵容積:

A2＝5％＋﹝2％×(4,329.75㎡-3,000㎡)÷500㎡﹞＝10.31％

獎勵額度：8,659.50㎡×10.31％＝892.79㎡

 容積移轉(申請2,138.89㎡，為全案之24.70%)

本案依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移入容積量體評定原則申請容積移轉，業經新北市政府核准接受基
地可移入容積，預計申請容積移轉移入面積為2,138.89㎡(24.70％)。



二、建築計畫

(由林秀芬建築師事務所專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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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分析

• 基地位置及開發規模說明

• 建築設計說明

• 景觀設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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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造型及量體計畫

+ 使用分區：住宅區。

+ 法定建蔽率：50％。

+ 法定容積率： 200％。

+ 獎勵後容積率： 339.64％

+ 一幢兩棟、地下四層、地上二十層

+ 空間用途：

地下四層至地下二層：停車空間 （H=3.2m）

地下一層：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 （H=4.2m）

地上一層：大廳、管委會空間 （H=5.0m）

地上二層至二十層：集合住宅 （H=3.2m）

屋突一層至三層：樓梯間、機房、水箱
（H=3.0m）

管委會空間

垂直動線

住宅單元

梯廳

停車空間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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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築造型及量體計畫
建築量體計畫

本案藉由都更之開發，以注入生命力與新氣象為建築設計之規劃理念，並達提昇區域生活品質之願景。
建築外觀為使本案融入周遭基地環境，呼應基地周遭之建築意象，配合建築高低錯落之量體規劃，藉由現代手法，簡潔古典元素結合現代設計手

法的新古典建築藝術風格 ，已達本建築美感歷久不衰的主調 ；色彩則主要採中明度、低彩度之色系為考量，以達與整體環境完美結合。

立面設計風格
本案立面風格以新古典建築藝術風格為設計導向。
利用古典元素的完美對稱比例以及柱列開口分割搭配簡潔線條呈現。配合色彩計畫，創造建築外觀之層次觀感。

基地全區配置圖 S：1/500

住宅大廳

地界線
6米現有巷道
4米退縮人行道
2米沿街步道式開放空間

管委會空間

高層緩衝空間

住宅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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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車行及人行動線動線計畫(外部空間) 

基地全區配置圖 S：1/500

車行動線

人行動線

住宅出入口

車道出入口

出入警示燈

凸面鏡

開放空間標示牌

6
ｍ

6 ｍ



益琦建設+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等7筆地號

17

次要車行動線

主要車行動
線

基地住宅出入
口

基地車道出入口 公車
站

靠近基地動
線

周遭建案停車出入口

周遭新建
案及使照
號碼

107蘆使字
第00257號

106蘆建字
第00421號

105蘆建字
第00483號

周遭交通系統

P

5-7 車行及人行動線計畫(外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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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5-4 建築物外觀透視模擬圖(與實景模擬)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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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色彩主要採中明度、低彩度之色系為考量，

使本案融入基地環境，呼應基地周遭之建築意象。基座

採天然石，展現豪華大氣的穩重感，屋身部份以磚材或

塗料，耐候易維護，已達本建築美感歷久不衰的主調，

屋突以磚材搭配金屬透空材料。

米色框架搭配深褐色飾板以達

型塑色彩層次感。

利用拱心石、拱窗、簡約

線版型塑古典語彙。

建築整體配色以塑造沈穩內斂之

視覺效果為視覺導向。

玻璃採用同色系玻璃，以達

整體視覺平衡。

古典元素的完美對稱比例

以及柱列開口分割，藉由

現代手法，簡潔古典元素

結合現代設計手法的新古

典建築藝術風格，並利用

石材展現建築氣度。 正(西南)向立面

深褐色網
狀金屬隔
柵

米色石材
(框架)

灰色系色
板玻璃欄
杆

深褐色貼
磚

深褐色金
屬包板

灰色系色
板玻璃

米色系貼
磚

框架石材/磚材 (2.5Y 8/2) 窗框 (5Y 2/2) 飾板金屬/磚材 (2.5Y 4/4) 玻璃 (N5)

5-5 建築外牆材質及色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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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說明

透過照明設計手法，

將建築物優雅的古典

設計語彙於夜間呈現

出來並且用光增加建

築量體感。

為了可以從遠、中、

近不同的距離來看建

築物，分別從都市尺

度、街道尺度與人的

尺度來規劃建築物的

燈光，方能建立建築

的夜間層次。

適宜且不過亮的燈光

強調建築特色、增加

城市夜間美感，是現

今照明的趨勢。

5-6 建築物照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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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 19:00 19:00 ~ 22:00 22:00 ~ 05:00

LED 投光燈
12W / 3000K

LED埋地燈
15W / 3000K

LED 線型燈
20W / 
3000K

分時分段控制計劃

為達到節能照明之目的，除了使用LED為主要照明光源外，亦運用分時分

段的燈控計劃來配合。

夜晚，一般人活動最集中的時段為7~10時，可將大部份的燈光於此時段

開啟，用燈光表現建築物的設計語彙，並且提供良好的光環境 ; 10點過後

人潮逐漸減少，則可減少建築物垂直面的燈光，留下人行尺度的安全照明，

更能符合節能減碳的綠色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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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景觀配置圖
六、景觀計畫

1F平面圖 S:1/400

設計原則：

本案景觀設計之原則係以將開放空間做最大綠化為基準，以人親近自然為主軸，將景觀設計融入生態，形成都市綠帶生態系的一環。在景觀配置上除了配合開放空間留設足夠的

人行空間，並以雙排喬木以及連續性植栽帶、複層植栽營造綠意盎然的林蔭步道，鋪面則以暖色系跳動呈現活潑的空間基調。社區公共空間配合建築外觀風格以及室內空間機能的

延伸，以簡潔俐落的線條構成，營造協調、舒適的社區休憩空間。

陽光草坪

地景兒童遊戲
場

大樹休憩角

端景優型樹迎賓藝廣場景 散步小徑 側院藝術花園

沿街林蔭步道

可食地景

端景藝術雕塑

社區主入口 樹影廣場

半戶外休憩空間 端景雕塑消防救災活動空間 現有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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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林蔭步道 半戶外交誼休憩區

休憩平台

休憩平台 幽靜散步道

可食地景花園

入口地景
綠庭

半戶外交誼休憩區
沿街林蔭步道

可食地景花園

休憩平台

入口地景 綠庭

休憩平台

幽靜散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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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審查意見說明及回覆
 第一次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小組審查

107年7月20日會議（107年7月3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073535745號）

依107年8月3日新北府城更字第1073536880號第一次都市更新暨都市
設計聯審小組會議紀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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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修正
前

修正
後

西北側增加留設完整大面積開放空間，
無償供鄰里居民使用，並可作為串聯基
地兩側之通道。

東南側增加留設開放空間，增加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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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都市設計審查意見 說明 標示

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錯誤，請修正

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計算修正，本案申請容積獎勵之都市更新人行步道面積（a）857.6㎡，無償留設之
容積移轉環境友善方案面積（c）546.24㎡ ，合計共1403.84㎡。
依民國104年3月19日修正公告之＜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計算之：
[(a)+(b)] x 5,000元 +(c) x 1,625元=(877.64) x 5,000 + 546.24 x1,625=4,388,200+887,640=5,275,840(元)

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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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週邊道路設施及鄰房間之關係。

修正前

修正後

車行及人行動線計畫(外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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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景觀全區剖面圖D SCALE：1/80景觀全區剖面圖B SCALE：1/80

景觀全區剖面圖C SCALE：1/80景觀全區剖面圖A SCALE：1/80

AA’剖面圖 SCALE：1/80 BB’剖面圖 SCALE：1/80

CC-1C-2剖面圖 SCALE：1/80DD’剖面圖 SCALE：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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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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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益琦建設+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等7筆地號

31

修正前

正(西南)向立面

深褐色網狀金屬隔柵

米色石材(框架)

灰色系色板玻璃欄杆

深褐色貼磚

深褐色金屬包板

灰色系色板玻璃

米色系貼磚

框架石材/磚材 (2.5Y 8/2)

窗框 (5Y 2/2)飾板金屬/磚材 (2.5Y 4/4)

玻璃 (N5)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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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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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下一層汽機車動線

5-8 汽機車停車與動線計畫(建築物內部)  

5-33

和平路121巷8弄

S：1/400

往B3F

往B1F

和平路121巷8弄

往1F往1F

往B2F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凸面鏡
警示燈
行動不便車位
垃圾裝卸車位

B 地下二層汽機車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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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下三層汽機車動線

D 地下四層汽機車動線

汽車動線
機車動線
凸面鏡
警示燈
行動不便車位
垃圾裝卸車位

和平路121巷8弄

和平路121巷8弄

往B3F

往B3F

往B2F

S：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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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

用設施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之規定設置。

本案屬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除依規定設置必要

之通路、避難層坡道及避難層出入口、昇降設備

等無障礙設施外，另於一樓梯廳設置無障礙室內

通路走廊，打造本案完善的無障礙環境。

•室外通路:本案沿街留設4-6米延續性人行步道，

此外，基地沿地界與鄰地規劃留設1.5米之人行

通道空間，退縮之人行空間之地面無高低差，並

配合整體景觀與植栽規劃設計，提供親民完善之

室外無障礙人行空間。

•避難層坡道:依規範設置大於1/12無障礙坡道。

•避難層出入口:住戶出入口經由社區大門通達室

外計畫道路。

•升降設備:本案每棟設置一處符合規範之行動不

便使用升降設備，共計2處。

•無障礙樓梯:依規定建築物直通樓梯，其一設置

為無障礙樓梯，本案每棟設置一座無障礙樓梯，

共計兩座，符合規定。

•室內通路走廊:藉由平整的梯廳空間，連結出入

口至昇降設備，創造完善的無障礙室內通路環境。

無障礙樓梯 無障礙電梯 室內通路動線 室外通路動線

無障礙昇降機車廂及車廂器具示意圖

5-9 無障礙空間引導設施系統圖

+30

±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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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設計說明:

全區排水主要以截水溝收水下筏基，已洩水坡度將地表水導引至截水溝;
並在各轉角區域及植栽曹排水較為緩慢之處，加設高腳落水頭增加排水
效率。另外，為加強人工地盤覆土區域之排水速度，於下方增設排水板
或不織布已加速排水。

註:開挖範圍內花園下方鋪設排水板。

景觀排水平面配置圖 S：1/400

5-10 基地排水及高程系統圖

圖例 名稱 規格

排水明溝 W=40cm

草溝 內埋3”HDPE管

陰井 45cm*45cm

6”PVC 6”

3”落水頭 3”

排水方向

覆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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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空調主機位置配合立面整體設計，皆設置於陽台內側，不影響建築立面之視覺美感。

正向(東北向)立面圖

空調主機位置

5-11 空調配置平、立、剖面圖

標準層平面圖 S：1/400

剖面圖 S：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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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垃圾、廚餘處理及運送系統

垃圾處理室設置原則

1.集中室垃圾儲存空間設置於地下一層，以節能式設備規劃，
便於垃圾分類並落實資源回收工作。

2.靠近垂直動線且不穿越汽機車車道，以利人行。
3.獨立裝卸車位，裝卸垃圾時不影響車行動線。
4.垃圾處理室內設置冷凍櫃儲藏生熟廚餘，並設置資源回收區，

資源再利用共同愛護地球。
5.集中式垃圾儲存空間委請清潔公司依資源回收辦法統一處理。

地下一層平面圖 S：1/400

• 本建案規劃住宅計210戶，設計一垃圾儲存室於地下一層。
• 垃圾儲存室面積檢討：24.12m2

垃圾計算基準：
1.每戶入住2-4人
2.每人每天產生垃圾0.7公斤，且垃圾1公斤容積量為4.67公升，因此得知每人每天產生垃圾量為3.27公升，其中

1/3為一般垃圾、1/3為資源回收垃圾、1/3為廚餘。
3.預估3天預存量（因應假日不收垃圾）。
4.一般垃圾與資源回收垃圾體積與重量比為3：1，廚餘為1：1，垃圾之評估量如下：一般垃圾： （210戶*4人*0.7

公斤）*1/3*3倍*3天=1764公升
資源垃圾： （210戶*4人*0.7公斤）*1/3*3倍*3天=1764公升
廚 餘： （210戶*4人*0.7公斤）*1/3*3天=588公升

• 設備規劃說明
360公升垃圾桶 5個

60公升廚餘桶 5個+60公升廚餘手推車5個
360公升資源回收垃圾桶5個+洗手台

垃圾儲存室

垃圾清運車位

垃圾清運車動線

垃圾暫存空間=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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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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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築計畫(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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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依本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容積獎勵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五）更新單元位屬本府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道火災搶救不易地區，並協助道路開闢或配合退縮設計者，得依下列規定核算獎勵容積：

1.協助開闢基地內或鄰接之計畫道路，有助於替代該狹小巷道之通行功能者：
(1)計畫道路按計畫寬度開闢，且其開闢長度達十公尺以上者，得依第三點第一款核算之獎勵容積額度，再乘以一點二倍予以核計。
(2)計畫道路按計畫寬度開闢，且其開闢全段或長度達三十公尺以上者，得依第三點第一款核算之獎勵容積額度，再乘以一點三倍予以核計。

2.鄰接該狹小巷道並依第六點第一款配合退縮者，得依該款核計之獎勵容積，再加計實際退縮面積乘以零點二倍。

依據「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第六點規定：

本案第六點第一款沿街人行步道(東北面)申請之獎勵面積為497.23+267.43=764.66 ㎡

本項申請之獎勵面積為764.66*0.2 =152.93 ㎡(法定容積之1.7%)

497.23

267.43

497.23

267.43 (6.802x4.727)/2=16.08
(7.267x4.727)/2=17.18
(18.715+18.715)x1.806=33.8

(4.686X4.686)/2=10.98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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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第一次專案小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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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第一次專案小組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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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

益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53地號等7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說
明

一、申請位置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

二、設計單位 林秀芬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林秀芬

三、申請人 益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周元琪

四、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建蔽率：50%，容積率：200%)

五、設計概要 地上20層，地下4層；鋼筋混凝土造

設
計
內
容
概
述

(一)建築使用基地
面積

4329.75㎡ 總計：210戶

(二)設計建築面積 1351.83㎡

(三)設計建蔽率 31.22%  ＜50％…OK

(四)設計開挖率 57.78%  ＜60％…OK

(五)法定空地面積 2164.88㎡

(六)法定基準容積 8659.5㎡

(七)都市更新獎勵 2735.86 ㎡ （31.57％）

(八)容積移轉 2138.91㎡ （24.7％）

(九)總容積樓地板 13534.25㎡ ≦ 13534.25㎡(允建總容積樓地板)

(十)總樓地板面積 27980.77㎡

(十一)法定停車數
量

實設 汽車233輛 （法定196輛,自設37輛）
機車210輛 （法定210輛）

自行車53輛

六、法令依據 103.01.16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105.05.27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
準

104.09.08 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102.12.31 變更蘆洲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

獎勵項目 申請容積及額度(%)

都
市
更
新
容
積
獎
勵

五、減少建蔽率15% 432.97㎡ (5.00%)

六、退縮6米、4米人行步
道

（二面道路）
999.68㎡ (11.54%)

七、綠建築設計（黃金級
指標）

259.78㎡ (3.00%)

九、基地規模 892.79㎡ (10.31%)

十二、列管救災通道 152.93㎡ (1.77%)

合計 2735.86㎡ (31.57%)

容 積 移 轉 2138.90㎡ (24.7%)

允建額外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4874.75㎡ (56.27%)

基地興建規模說明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三、專章檢討
3-1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益琦建設+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修正後



案
名

益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53地號等7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說
明

一、申請位置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

二、設計單位 林秀芬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林秀芬

三、申請人 益琦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周元琪

四、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 (建蔽率：50%，容積率：200%)

五、設計概要 地上20層，地下4層；鋼筋混凝土造

設
計
內
容
概
述

(一)建築使用基地面
積

4329.75㎡ 總計：210戶

(二)設計建築面積 1351.83㎡

(三)設計建蔽率 37.80%  ＜50％…OK

(四)設計開挖率 57.78%  ＜60％…OK

(五)法定空地面積 2164.88㎡

(六)法定基準容積 8659.5㎡

(七)都市更新獎勵 2738.15 ㎡ （31.62％）

(八)容積移轉 2398.76㎡ （27.7％）

(九)總容積樓地板 13526.94㎡ ≦ 13796.33㎡(允建總容積樓地板)

(十)總樓地板面積 27980.76㎡

(十一)法定停車數量 實設 汽車233輛 （法定186輛,自設47輛）
機車210輛 （法定210輛）

自行車53輛

六、法令依據 103.01.16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105.05.27 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
基準

104.09.08 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102.12.31 變更蘆洲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

獎勵項目 申請容積及額度(%)

都
市
更
新
容
積
獎
勵

五、減少建蔽率15% 432.97㎡ (5.00%)

六、退縮6米、4米人行
步道

（二面道路）
999.68㎡ (11.54%)

七、綠建築設計（黃金級
指標）

259.78㎡ (3.00%)

九、基地規模 892.79㎡ (10.31%)

十二、列管救災通道 152.93㎡ (1.77%)

合計 2738.15㎡ (31.62%)

容 積 移 轉 2398.68㎡ (27.7%)

允建額外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4877.05㎡ (56.32%)

基地興建規模說明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三、專章檢討
3-1 建築基地綜合設計

申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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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4

5 使用基地面積 ( = )

6 * =

7 * =

31.62%

減少法定建蔽率15% * 5.00% = 5.00%

綠建築黃金級設計 * 3.00% = 3.00%

基地規模 * 10.31% = 10.31%

568.94(㎡) * 1.2 + 316.96(㎡) = 11.54%

* 0.2 = 1.77%

小計 31.62%

24.70% (A2)= * 24.70% =

9 (ΣFA)= + + =

10 < ok!

11 * (1-建蔽率) 50.00% =

12 使用基地面積 - = > OK!

建築法規檢討 / * 100% = 28.91% < (法定建蔽率) 50% OK!

都更獎勵檢討 / ( 4329.75(㎡) - 753.19(㎡) )* 100% = 35.00% < (法定建蔽率-10%) 35% OK!

14 / = 312.41% < 13536.54(㎡) / 4329.75(㎡) = 312.64% OK!

安全梯間

+機房面積
梯廳面積(㎡) 陽台(㎡) 計入容積(㎡)

防災中心

(㎡)

高層緩衝

空間(㎡)

一般零售業

(㎡)

一般事務所

(㎡)
車道(㎡) 夾層(㎡) 管委會(㎡)

容積樓地

板(㎡)
樓層高度(M) 戶數

3.2

3.2

3.2

4.5

14.1

113.3 81.29 0 0.00 0.00 72 149.84 396.49 5

A棟 46.5 46.09 22.63 0.00 368.32 3.2 6

B棟 46.5 46.09 22.63 0.00 368.32 3.2 6

小計 93 92.18 45.26 0.00 736.64 3.2 12

A棟 46.5 46.09 22.63 0.00 368.32 3.2 6

B棟 46.5 46.09 22.63 0.00 368.32 3.2 6

小計 93 92.18 45.26 0.00 736.64 3.2 12

A棟 46.5 39.25 19.63 0.00 306.79 3.2 5

B棟 46.5 39.25 19.63 0.00 306.79 3.2 5

小計 93 78.5 39.26 0.00 613.58 3.2 10

A棟 265.46 46.5 35.66 16.09 3.48 2

(夾層) 56.33 4.62*7.2 33.26

B棟 265.46 5.86*7.8 45.71

(夾層) 56.33 46.5 35.66 16.09 3.48 33.26+45.71 78.97 2

小計 93 71.32 32.18 6.96 486.22 6 4

1880.3 1743.45 816.86 6.96 0 72 0 0 0 0 149.84 13526.93 68.6 210

3

3

3 電梯機房、水箱

9

1880.3 1743.45 816.86 6.96 0 72 0 149.84 13526.93 77.6 210

16 總樓地板面積

17 總容積樓地板面積檢討 + 機電計入容積 -0.34(㎡) = 13526.59(㎡) < OK!

+ 0.00(㎡) = 10006.88(㎡) < 233 * 40 + 210 * 4 = OK!

19 總工程造價 * =

汽車停車數量檢討 ( - 500 ) / 150 = 112.44 取 112 輛

72 取 72*0.8=58 部

138 取 138 部

合計 196 部

(實設車位) 196 輛 自設車位 37 輛 合計: 233 輛

機車停車數量檢討 + ( 47.85*2 * 34 )/ 100.00 = 168.54 取 169 輛 210  輛

(實設車位) 210 輛 自設車位 0 輛 合計: 210 輛

22 210 / 4 = 52.5 輛 取 53 輛

23 地下室開挖率檢討 ÷ 4329.75(㎡) = 57.78% < OK!

機電設備面積檢討 防災中心 管委會

0.00(㎡) 149.84(㎡) *15%

- =  

25 建築物高度 + 0.3 = M

18 地下室容積檢討

15

392.54

二十層

643.58

二併住宅

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

10006.88

812.93

電梯機房、通排風機房、消防水箱、水表室

六併住宅

六併住宅

六併住宅

六併住宅

五併住宅

二併住宅

五併住宅

10160.00(㎡)

單元面積大於66㎡

通排風機房、消防泵浦室

$416,913,324

單元面積小於66㎡

27980.76

樓地板面積

27980.76(㎡)

608.31

17365.57

13526.93(㎡)

27980.76(㎡)

建蔽率

三~十四層(12)

地下四層

地下二層

4329.75(㎡)

460.91

460.91

13526.59(㎡)

二層

地下三層

4329.75(㎡)

設計建築面積

4329.75(㎡)

各

層

樓

地

板

面

積

小計

202.77

17365.57

10006.88

2501.72

2501.72

基地使用面積

1251.80(㎡)

設計建築面積

樓地板面積  (㎡)

2501.72

2501.72

13536.54(㎡)

785.08

392.54

大廳、防災中心、管委會空間

921.82

小計

屋突二層

合計

小計

屋突一層

屋突三層

202.77

地下一層

2138.89(㎡)

999.68(㎡)

2138.89(㎡)

2738.15(㎡)

停車空間

停車空間

用途

4329.75(㎡)

2164.88(㎡)

68.6 68.9

法定車位

10006.88(㎡)

202.77

-0.34(㎡)

) =

60.00%

+ <

50.00%

2030.48(㎡)

申請地點 蘆洲區九芎段653、654、656、657、692、697、698地號

2 謄本面積
基地面積

4329.75(㎡)

8659.50(㎡)

200.00%

259.78(㎡)8659.50(㎡)

8659.50(㎡)

50.00%

4329.75(㎡)

13 設計建蔽率

432.97(㎡)

1251.80(㎡)

2164.88(㎡)

2738.15(㎡)

1251.80(㎡) 3077.95(㎡)

基地面積

2164.88(㎡)

8

允建額外之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設計容積率

實設法定空地面積

允建總容積

(A2)容積移轉

(A1)都市更新獎勵

允建基準樓地板面積 8659.50(㎡)

2164.88(㎡)

8659.50(㎡)

8659.50(㎡)

法定空地面積

8659.50(㎡)

13536.54(㎡)

2164.88(㎡)

753.19(㎡)

4329.75(㎡)

住宅區

實測基地面積

沿街退縮6米、4米人行道(二面道路)

使用分區

4329.75(㎡) 基地內現有巷道面積

允建建築面積 4329.75(㎡)

892.79(㎡)

1251.80(㎡)

2030.14(㎡)

2501.72(㎡)

安全梯間+機房面積
+

1880.30(㎡)

設計建築面積

設計容積樓地板面積

152.93(㎡)

= 2030.48(㎡)
允建總容積

都更、都審需求每戶一部

13536.54(㎡)

21

24

2030.14(㎡)計入容積=

法定車位

(

136

自行車數輛檢討

20

200.00%容積率=

小計

十五~十九層(5)

一層

(  建蔽率=

$14,900

都更、都審需求

460.91

460.91

921.82

允建總樓地板面積=

321.79

321.79

新北市消防局巷道狹小

救災不易地區
764.66m

益琦建設‧蘆洲和平路都更案 面積檢討表2019.07.29

6

6243.11

2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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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見回應說明

(一)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二)提案討論事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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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審查意見 實施者回應

一
有關申請設計建蔽率獎勵部分，P.10-4 頁計算內容
公式結算表示有誤，請修正。其計算式及結果應由
建築師簽證檢討負責。

遵照辦理，依審查意見修正。

二
有關申請人行步道獎勵部分，請套繪說明景觀配置
圖與人行步道獎勵範圍之關係，以利審議。

遵照辦理，後續配合補充。

三

計畫書內容部分：
(一)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信託及續建機制草約內

容「丁方」為誰，請補充說明。
(二)有關本案僅以前次小組回應綜理表說明，本案

係以雨遮登記方式辦理，故請補充後續雨遮登
記及計價部分於計畫書內載明，以利權利變換
計畫執行。

(一)遵照辦理，後續配合補充。

(二)本案係於106年6月29日申請事業計畫報核，係
適用修正前之規定，故本案雨遮係有登記並計價，
後續配合補充於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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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意見回應說明

(一)作業單位初核意見

(二)提案討論事項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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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陳情意見：
1. 本案歷次人民陳情意見詳附件─人民陳情綜理表，本案尚有數位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有關溝通協調
情形，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編號 所有權人 地號/建號 持分面積(㎡) 備註 溝通協調情形

1

張正坤
697地號

7.58

已簽署事業計畫同意書
張勝凱 7.58
張景德 7.58
張施碧 698地號 10.40

張明蝦 697地號 68.23 未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
繼承人已辦理買賣過戶給楊文棋、邱羽彰，新所有權人已簽署事業計畫同
意書。

楊新典 15建號 16.00 繼承人已辦理買賣過戶給楊文棋，新所有權人已簽署事業計畫同意書

2

林羽卿

657地號

3.23

僅持有土地，欲轉賣土地，尚與實施者洽談中。

林祺偉 32.29
邵格位 12.92
陳春米 6.46
黃連財 25.83
黃劍輝 22.60
廖素卿 64.58
戴詩倩 64.58
鐘海水 25.83

3
張春男

698地號
10.40

僅持有土地，條件尚無法與實施者達成共識，尚在洽談中。陳永輝 6.93
張家棟 697地號 113.71

4 林春章 697地號 22.74 未辦繼承登記，列冊管理
僅持有土地，所有權人已死亡並已列冊管理，繼承人不願辦理財產繼承，
未來將依權利變換結果辦理。

5 張阿杲 19建號 40.00
僅持有建物，所有權人已死亡，107年8月1日已列冊管理，未來將依權利
變換結果辦理。

項次 陳情人 陳情意見 辦理情形

一 楊文棋

本人為「擬訂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基地範圍
內土地所有權人，我對於本案有下列意見表達:
1. 本案談好久了，好不容易公展了，我希望之後可以盡速完成審查案，趕快拿到建照，

我可以趕快住到新房子。
2. 關於建築物的外觀造型，我們許多地主都覺得看起來太像辦公室，而且顏色黑漆漆

的配上白色對比，牆壁又一格一格，看起來怪怪的，不夠大氣，希望實施者跟建築
師要檢討修正，符合我們蘆洲這邊的環境，跟居民的喜好。

1.-

2.已修正本案立面。

二

鄰 地 670 、
671 、 675 地
號 黃 穎 翰 等 7
人、柯竣中等
16人

107年5月31陳情
針對目前執行都更案「新北市蘆洲區九芎段697地號等7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鄰房地號675/670/671委請代為向該建商陳情表達鄰房協商之 意願，特此通知。

實施者已於107年7月6日召開鄰地
協調會，意願調查期間結束後，無
人回覆願意參與本案，且鄰地所有
權人於107年7年18日簽妥撤回納
入本案之陳情書。

107年7月20日第1次專案小組
675、670 及 671 地號曾於地號曾於 107年5月23日陳情希望能納入本更新案，經實
施者於 107 年 7月 6日召開鄰地協調會後陳情人表示不願納入本更新案，提出撤回
107年5月23日陳情之書面資料 。

陳
情
意
見

尚
未
同
意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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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
1. 有關本案範圍內之現有巷道(和平路121巷8弄)擬辦理部分巷道廢改道，因本案未將整段巷道納入範圍，故請實施者依前

次小組所提意見，說明其申請改道之依據、鄰地出入、5大管線及排水等相關管線設施埋設處理情形及改道後留設範圍
後，提請討論。

2. 本案廢改巷計畫檢討內容，請確實依建築線指示圖標明原現有巷道及改道後之範圍，並補充與鄰地周邊之關係；另請本
府城鄉發展局計畫測量科幹事協助檢視。

 擬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第13點第2項第4款
申請改道，經整體規劃為可供建築用地，將改道
至本更新單元東側，並符合改道後之新巷道至少
維持原通行寬度且不影響通行者之規定。

 本案申請現有巷道改道範圍主要係供範圍內住戶
使用，改道至東側後與原現有巷道連接並予以整
體規劃，且維持現有巷道寬度為6公尺。

 現有巷道改道後皆維持寬度為6公尺，且於與鄰地
交接處(和平路121巷8弄28號~34號)設置迴車空
間，使交通動線更為順

 本案業已完成電力、電信、自來水、污水下水道
、雨水及瓦斯相關主管機關之管線查詢作業，已
知廢除巷道內瓦斯及雨水無管線埋設，電力管線
屬架空佈設，其餘電信、自來水、污水下水道於
廢除巷道內皆有管線鋪設，待本基地範圍內建築
物之拆除申請完成拆除完成後，申請各管線主管
機關現勘作業，釐清是否供本基地以外之住戶使
用，配合各主管機關辦理管路廢除或管路遷移之
作業並同時辦理新闢道路設施埋設申請。

本更新單元範圍

申請現有巷改道範圍

改道後現有巷範圍

原現有巷範圍

出入口方向

12號

10號
8號

2號

3號

12號
14號

12號

28號

30號32號

34號

33號

35號

37號

39號

41號

43號

迴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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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
1. 有關本案範圍內之現有巷道(和平路121巷8弄)擬辦理部分巷道廢改道，因本案未將整段巷道納入範圍，故請實施者依前

次小組所提意見，說明其申請改道之依據、鄰地出入、5大管線及排水等相關管線設施埋設處理情形及改道後留設範圍
後，提請討論。

2. 本案廢改巷計畫檢討內容，請確實依建築線指示圖標明原現有巷道及改道後之範圍，並補充與鄰地周邊之關係；另請本
府城鄉發展局計畫測量科幹事協助檢視。

排水設計說明:

全區排水主要以截水溝收水下筏基，以洩水坡度將地表水導引至截水溝
；並在各轉角區域及植栽槽排水較為緩慢之處，加設高腳落水頭增加排
水效率。另外，為加強人工地盤覆土區域之排水速度，於下方增設排水
板或不織布已加速排水。

註:開挖範圍內花園下方鋪設排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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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容積獎勵：
1. A1設計建蔽率：請實施者依規定說明計算式內容後，提請討論。另有關本案建蔽率計算，請市府工務局協
助提供意見。

2. 人行步道：植栽及街道家具等須順平且不突出地面層阻礙通行，請實施者分別說明位置、範圍、內容及告
示牌設置位置後，提請討論；此外，有關人行步道規劃之串聯性，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詳簡報P.9、事業P10-1。

 本案人行步道告示牌共設置兩處。
 植栽及街道家具部分皆以順平且不凸出地面阻礙通行。

景觀全區剖面圖A

景觀全區剖面圖B 景觀全區剖面圖D

人行步道告示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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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步道告示牌位置

2. 人行步道：植栽及街道家具等須順平且不突出地面層阻礙通行，請實施者分別說明位置、範圍、內容及告
示牌設置位置後，提請討論；此外，有關人行步道規劃之串聯性，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本案人行步道告示牌共設置兩處。
 植栽及街道家具部分皆以順平且不凸出地面阻礙通行。

景觀全區剖面圖C

景觀全區剖面圖C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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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黃金級綠建築：
(1)本案採2015版免評估生物多樣性指標(黃金級綠建築分數48至58分範圍內)，請實施者說明指標得分情形

(51.99分)、各項指標檢討評估結果，並請台灣建築中心提供意見後，提請討論。
(2)綠建築保證金涉及估價部分(2樓以上均價442,275元/坪)，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1)詳簡報P.10、事業P10-11~P10-31。

(2)二樓以上更新後平均單價評估說明如下：

 估價條件

 更新後估價條件：

1、本案更新後二樓以上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依價格日期當時之市場資訊及實施者
提供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樓層別效用比關聯性等因素，以新
成屋價格查估之。

2、更新後二樓以上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選定第四層B2戶作為住家標的比準單元。

 更新後二樓以上權利價值評估：

更新後
二樓以上總權利價值（元）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元/坪）

30億1,103萬0,547 44萬2,275

 價格日期：民國106年6月29日

4. 規模獎勵：有關申請規模獎勵部分，請載明適用本點之該項依據並詳列本獎勵面積計算式，俾利查核。

詳簡報P.11、事業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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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屬本府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道火災搶救不易地區，並協助開闢或配合退縮部分，以下意見說明後提請討論:
(1)本案範圍內和平路 121巷 8弄屬本府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道火災搶救不易地區，惟本案涉及辦理申請部份
現有巷道廢止或改道情形，應綜合評估檢討更新前後消防救災及動線通行之貢獻度，請實施者通說明後
提請討論。

 和平路121巷8弄係屬消防局列管之狹小巷道火
災搶救不易地區，現有巷道改道後皆維持寬度
至少6公尺，且於與鄰地交接處(和平路121巷8
弄28號~34號)設置迴車空間，使交通動線更為
順暢。

 消防救災車輛亦可由和平路駛進，銜接和平路
121巷8弄進行消防救災作業，並可由該巷道順
向駛離。

6
M

6
M

迴車
空間

56

更新單元範圍

改道後現有巷寬度6M

原現有巷寬度6M，總長度為92.41M

消防救災車輛動線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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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本案防災避難計畫，請實施者說明並請消防局表示意見。

本案已通過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書面圖說審查。

一層平面圖 二層平面圖

三至十四層平面圖 十五層平面圖 十六至十九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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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規劃設計：
車道出入口及人車動線部分，請實施者說明本案停車出入口位置、規劃內容、交通動線、與周邊道路設施及鄰
房間之關係，並請交通局表示意見後，提請討論。

6. 容積移轉：請實施者說明所提容積移轉評點機制內容及目前申辦進度，並提請都市設計委員討論。

光華路175巷

 本案人行及車行動線已分開設置，人行出入口設置於和平路121巷8弄，汽機車出入口設置於光華路175巷，且
汽機車車道皆退縮至少2M緩衝空間，並設置警示設施管理進出。可藉由光華路175巷通達中華街、光華路及永
安南路。

 人行動線強化和平路及光華路串聯效果，並留設寬度達2.5公尺之人行空間。

本案依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移入容積量體評定原則申請容積移轉，業經新北市政府
109年4月10日核准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預計申請容積移轉移入面積為2,138.89㎡(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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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維護計畫：
1. 有關開放空間管理維護事項及管理維護費用，請實施者說明內容後，提請確認。另請城鄉發展局協助檢視。
2. 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依綠建築保證金之 5%計算，經查金額有誤，請修正。

1.本案退縮留設人行步道面積877.64㎡，無償留設之容積移轉環境友善方案面積303.16㎡，合計共1,180.80㎡，係無償提供予不
特定公眾使用，未來將由本大樓進行管理維護，人行步道之位置與空間需維持淨空以順平處理，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

2.依「新北市公共開放空間管理維護基金計算管理運用要點」計算提供管理維護基金488萬0,835元(877.64㎡×5,000元/㎡
+303.16㎡×1,625元/㎡=4,880,835元)供未來管理委員會使用。

開放空間管理維護事項及管理維護費用

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

項目 修正前 修正後 計算式

綠建築
保證金

2,503萬6,346元
2,503萬6,342元

(-4元)

＝申請綠建築設計所增加容積樓地板面積乘以銷售淨利之保證金

＝(259.78㎡×0.3025㎡/坪)×1.2×(442,275元/坪-128,116元/坪－26,537元/坪－
22,114元/坪) ＝25,036,346元 應修正為 25,036,342元

綠建築
管理維
護經費

125萬1,817元
125萬1,817元

(維持不變)

＝綠建築保證金×5％

＝25,036,346元 應修正為 25,036,342元×5％ ＝1,251,817元

原二樓以上均價未整數化，以致費用造成誤差，修正說明下:

六、 財務計畫及共同負擔（依104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基準提列）：
1. 人事行政管理費用：提列5.5%，經查符合規定，提請確認。
2. 銷售管理費用：提列6%，經查符合規定，提請確認。
3. 風險管理費用：以上限12%提列，請實施者就提列理由說明後，提請討論。
4.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請實施者說明其計算基準後，提請討論。

有關人事行政管理費用及銷售管理費為本案實施者執行案件確
實須實際支付之成本，而風險管理費目前房地產市場景氣低迷、
投資形勢不明，實施者承擔風險提高，懇請委員同意以上限提
列，以利本案後續進行。本案均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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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規定提列

項目 提列費率 提列金額

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5.5% 7,309萬9,216元

銷售管理費用 6% 7,974萬4,600元

風險管理費用 12% 1億6,826萬1,105元

 本案預計申請容積移轉移入面積為2,138.89㎡(24.70％)

 本案接受基地之106年1月平均公告現值為108,000元/㎡，應
負擔之容積取得成本約為移入容積×接收基地當年度土地平均
公告現值÷接收基地平均容積率×市值調整率＝2,138.89㎡
×108,000元/㎡÷200％×60％＝6,930萬0,036元

人事行政管理費、銷售管理費、風險管理費 容積移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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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託及續建機制：本案續建機制採信託方式處理，有關本案資金及產權控管機制，續建機制之內容、啟動時
點、變更實施者方式，及若啟動續建機制後仍未能順完工或交屋的處理方式等，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為使本案工程能順利進行至完工，實施者將委託信託銀行及建築經理公司辦理資金信託及續建機制，各項內
容分述如下，將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與受託銀行及建築經理公司簽訂之信託契約中載入。

序號 項目 內容

1 資金

實施者將以受託銀行名義開立信託專戶於受託銀行中，專款專用於營建工程所需資金，信託之資金
包括：
銀行融資貸款：實施者原向金融機構申請核准之建築融資款，應通知核貸銀行依融資契約，逕將
融資款存入信託專戶。
實施者應備之營建款自有資金：本更新案實施者應備之營建款自有資金，依實際施工期程匯入信
託專戶。

2
產 權 控 管
機制

信託目的完成:不動產之分配及交付：信託銀行應即依本更新案權利變換分配清冊分配，配合辦理塗
銷信託登記並將土地、建物返還受益人或歸屬權利人。

3
續 建 機 制
之 內 容 、
啟動時點

本更新案工程於施工期間，非因不可抗力原因連續停止興建達二個月或累積停工達三個月以上，經
建築經理公司催告實施者於三十日內復工興建，逾期仍未復工興建，且實施者未能提出具體解決方
案或所提方案不為信託銀行所認可時，得由信託銀行啟動續建機制。

4
續 建 機 制
之 變 更 實
施者方式

為落實續建機制，本案實施者承諾事項如下：
 為配合建築經理公司協助辦理本更新案工程續建需要，實施者同意建築經理公司得以信託財產

向金融機構融資，以取得興建資金，相關資金成本得於完工後以實施者信託財產處分之收入清
償銀行融資之餘額抵償之。

 續建期間本更新案信託專戶內資金應優先用於支付工程款及續建相關費用，續建所產生之工程
款及相關費用，均仍實施者負擔，不足部分，實施者同意授權建築經理公司得繼續銷售本更新
案實施者原分得之房地，以取得續建所需資金，惟不得影響融資銀行債權。

 於續建完工後，實施者同意信託專戶之資金先用於清償信託費用、信託報酬、工程費用、續建
相關費用、及所有實施者於本更新案應負擔之費用後，剩餘房地及款項則依本契約相關約定辦
理。

5

若 啟 動 續
建 機 制 後
仍 未 能 順
完 工 或 交
屋 的 處 理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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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