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協助民辦都市更新

三之一、推動「都市更新 168 專案 2.0 版」全面加速民辦都更

• 計畫緣起

「都市更新 168專案」為鼓勵報核前已整合完竣、溝通完備之案件加速審議，有效提升民辦更

新效率，破除民眾對都市更新漫漫長路之誤解。另對於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實施後的建

築執照核發及產權登記等工作，亦應持續推動行政革新以縮短行政作業時程，故於 105年 10月 4

日推動「都市更新 168專案 2.0版」。

• 工作內容

「都市更新 168專案」都市更新申請案倘取得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100%同

意且於審議程序中全無爭議者，將協助該案於報核後 6個月（180天）更新處實際工作天內審議通

過，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併同報核者，於報核後 8個月（240天）更新處實際工作天審議通

過。（不含實施者作業時間及都市計畫審議、都市設計審議或其他都市更新審議程序外之法定程序

時間）。另有關一般案件（非 100%同意案）轉軌 168專案的機制，倘於審議過程中如果達到 100%同

意，就可以申請轉軌由臺北市政府協助加速，於申請轉軌日起計算列管審查時間，另訂定臺北市建

築管理工程處加速建照核發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執行產權登記前之建物預先測量制度，致力縮短案

件辦理時程。

都市更新 168專案程序 都市更新 168專案執行方式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變計畫）報核

公展 30日及公聽會 公展 15日及公聽會

都更幹事（及權變

小組）會議

都更審議委員、幹事 
（及權變小組）會議

幹事 
（及權變小組）複審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

一般程序 168程序

舉辦聽證 舉辦聽證

核定發佈實施 核定發佈實施

都市更新 168

•  104年 8月 1日起
執行。

•  取得 100%同意且
程序中全無爭議。

•  事業計畫案掛件
至審議限時 6個
月。

•  事業計畫與權變
計畫併送者，前

項時成為 8個月，
並需召開專案會

議及權變小組。

幹事 
（及權變小組）複審

程序簡化

原則免幹事複審，更新案涉及其

他審議內容，透過複審會議收斂

議題。

幹事會議加邀委員與會，收
斂議題，增加審議穩定性。

幹事及權變小組成員針對職掌法規

審查外，加入委員參與審查計畫內

容，直接討論及決議。

優先審理、優先排會。

1. 審理 100%案件，優先審理。

2.  審議會已訂分流排會原則與排會
順序，100%同意按優先排會。

專人每周列管催辦進度。

設置專人列管，每星期催辦案件進

度，上網公開列管資訊。

What is 都市更新 168專案？ How 執行都市更新 168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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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成果

本計畫預期能有效縮減民辦都市更新案件之辦理時程，節省民眾利息負擔。後續將建議中央

修正「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房屋稅減半徵收年限至多可延長為 4年，以及都市更新案採「協議合

建」方式者可比照「權利變換」方式享有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減免。

 都市更新 168專案 2.0配套措施

申請使用
執照

（實施者）

申請測量預審及提

供建物面積清冊

（實施者、地所）

製作釐正
權利變換
圖冊資料
（實施者）

核發使用
執照 

（建管處）

囑託建物
第一次測
量（都更
處、地所）

核發建物
測量成果
圖（地所）

釐正圖冊
結果核定

（都更處）

囑託建物
第一次登
記（地所）

*約 30-90日

 3日

12日 *15-30日

2變 4措施

建議修正「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授

權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房屋稅減半

徵收年限至多可延長為 4年。

協議合建納入減免對象

建議修正「都市更新條例」規定，採

「協議合建」者可比照「權利變換」

方式享有土地增值稅及契稅減免。

 ?
106、 107年度 108、 109年度 110、 111年度 112年度以後

標準單價折數 70% 80% 90% 100%

6年

建管處   
加速執照核發
 申請建築執照收件後採取快速
審查，協審單位將優先排定初

審，若文件未齊備通知補正，

於辦理複審時亦將優先排審

 財政局更新處  

都更案稅賦建議修正
 1.延長房屋稅減半徵收年限

2.協議合建都更案合理之稅賦

地政局   
都更建物測量預審措施及
加速產登時程
縮短都更產權登記時程，平均

約 1.5個月

財政局   
106年房屋稅調整方向
1.  取消適用新標準單價之房屋加
價項目

2.  舊高級住宅按新標準單價重行
評定房屋現值。

3.  給予 6年新標準單價緩漲機
制，後續視經濟景氣及不動產

市場狀況，決定是否調整緩漲

機制。

掛號收件 行政簽報

申請複審 複審

核發執照初審
優先排審

優先排審

擬准

資料未齊 

通知補正
擬准

*資料來源：經訪查實施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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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二、修訂「臺北市老舊公寓增設電梯作業規範」

• 計畫緣起

為積極推動本市老舊建築物更新增設電梯，符合高齡社會

之生活需求，與協助行動不便者提升生活環境品質，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自 104年 9月起推出縮短行政審查流程，以協助民眾

申請增設電梯補助作業規範，廣受民眾好評。

• 工作內容

6樓以下公寓申請電梯補助，只要該棟建築所有權人 100%

同意並領取電梯建築許可，即可提出補助申請。臺北市都市更

新處於 105年 11月 21日公告放寬申請同意門檻：「申請人如為

管理委員會者，得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及管理委員會出具

之可自行排除違建或施工阻礙切結書替代全棟建築物所有權人

同意書」。每棟建築物最高補助一座電梯，每座以新臺幣二百萬

元為上限。但設置符合臺北市居住空間通用設計指南昇降設備

規定之申請案，每座電梯補助以三百萬元為上限。每一申請案

補助額度不得超過總工程經費 50%。

• 成果效益

自修訂「臺北市老舊公寓增設電梯作業規範」降低申請同

意比例門檻後，讓法令制度更切合時宜，更符合民眾申請增設

電梯之實際需求。自 104年至 105年間共計有 4案申請，共計有

1案核准補助。

  快速通關增設電梯案例

（和平群賢華廈）

快速通關增設電梯說明

修訂申請門檻 補助項目

申請人如為管理委員會

者，得以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決議及管理委員會

出具之可自行排除違建

或施工阻礙切結書替代

全棟建築物所有權人同

意書。

每棟建築物最高補助一座電梯。

每座電梯補助金額以新臺幣二百萬元為上限。

但設置符合臺北市居住空間通用設計指南昇降

設備規定之申請案，每座電梯補助金額以新臺

幣三百萬元為上限。

每一申請案補助額度不得超過總工程經費 50%。

施工前

施工後

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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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區規劃師工作室

• 計畫緣起

市府於 104年起，陸續推動「大同再生計畫」、「中正萬華

復興計畫」、「東區門戶計畫」等重大計畫，為擴大市民參與、

凝聚共識、共創城市願景，透過「駐點社區規劃師工作室」進

行地區意見蒐集和在地陪伴，並協助市政計畫和法令政策資訊

之傳遞，盼透過此一對話平臺建立，提升市民大眾參與能量，

將在地議題反饋至未來發展策略建議。

• 工作內容

每處皆至少辦理過 1場開幕活動、6場創意行動、3場工作

坊及數場社區相關行動，透過拜訪當地里長、耆老、社區、社

群組織促進溝通合作，達成社會網絡串連之效。為呼應不同地

區特性，分別有六處駐點如下：

（一）  人文脈絡型（彰顯與傳承在地人文歷史脈絡）：迪化街社

區規劃師工作室、剝皮寮社區規劃師工作室。

（二）  鄰里經營型（主動出擊拜訪社區，以小型活動事件擾動地

方）：昌吉街社區規劃師工作室、東園街社區規劃師工作室。

（三）  策略議題型（透過議題發酵，捲入民眾參與）：同德路社

區規劃師工作室、中興街社區規劃師工作室。

• 成果效益

（一）  政策資訊提供及說明會辦理，協助民眾了解政策方向、蒐

集市民意見。

（二）  盤整社區資源，透過在地持續陪伴及溝通說明，建立公私

部門對話平臺，並視需求媒介合適資源進入社區；逐步建

立共識，共創地區發展願景。

（三）  透過社區規劃師工作室臉書粉絲專頁，不受空間與時間限

制，即時性的傳遞各種活動資訊及接收民眾意見，擴大觸

及族群。

 社區規劃師工作室活動剪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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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管理

一之一、實施「正俗專案」、「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組」作業

本府為貫徹掃蕩色情、毒品及賭博電子遊戲場業，於 88年 6月 7日府警行字第 8803864700號

函訂頒「臺北市政府執行『正俗專案』停止及恢復供水供電工作方案」，針對妨害風化（俗）重大

違規案件，本局配合援引都市計畫法等相關規定進行處分。依警察局移送查報之「正俗專案」案

件進行處分。

另因應 100年 3月 6日臺中市阿拉（ALA）夜店大火造成九死慘劇，本府於 100年 5月 2日起

實施「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小組」作業，由本府消防局及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輪流當任幕僚單位，

召集本府各權管單位，針對轉運站、補習班、社福機構、護理之家、醫院、旅（賓）館、（觀光）

飯店、電影院、競技及休閒體育場館業、各行政區運動中心、餐廳、八大行業、指壓按摩業、電

玩與網咖業等公共場所為抽查對象，以強化各公共場所的安全性，保障民眾生命安全。

一之二、辦理「臺北市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裁處作業

本局自 102年 7月 25日迄今，執行檢舉違反都市計畫法之新案件，係按「臺北市各項違反都

市計畫法案件通案處理原則」第 4點作業程序規定，由本府各權責機關認定其實際營業態樣，再

依該原則判別是否需進行後續裁處。

另為權衡實情及兼顧維護市民生活品質之情、理、法立場，本府於 104年 5月 25日府都築字

第 10431043700號令發布修正「臺北市各項違反都市計畫法案件通案處理原則」增修違規裁罰前之

輔導機制，給予兩個月之行政輔導期。由本局通知使用人，說明使用事實、法令規定及文到二個

月後經權責機關查察通報有違規營業事實或行為者，由本局依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及「臺北市政

府處理建築物及其基地違反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事件查處作業程序」查處並通報權責機

關，並函請相關單位就噪音、環保、衛生、交通、消防及公安等事項依權管法令加強管理。

伍 .管理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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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三、修訂「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

因臺灣屬多山島嶼、環境敏感，由於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擠壓作用，山坡陡峭、

地質脆弱、河川湍急短促。加上颱風、強降雨、地震及不當開發等因素，引發土石流、走山肇

致重大災害越趨頻繁。

按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前於 88年 6月 7日

公告實施（原名稱為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要點），嗣經本府以 105年 11月 11日府都築字第

10501032300號公告修訂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八點，並自 106年 7月 1日起生效。

本規訂共 8點，本次修訂 4點，修訂重點如下：

（一）  修訂規定第一點：本規定發布前領有建造執照或營造執照之建築物，受限開發面積無法

申請重新建造，不利年久失修建築物繼續使用之安全，並考量領有使用執照及早年領有

建（營）造執照者，業經建築主管機關依法審查並准予開發建築，重新建造對山坡地開

發增量之影響較為有限。是基於確保上開之現存建築物建築物居住安全與所有權人權

益，爰於本規定第一點增訂第六款得不受開發面積須在 20,000平方公尺以上之例外規定

及考量舊有合法房屋地主之權益，增訂第七款得以不逾其原建築面積、高度範圍內依法

申請建築。

（二）  修訂規定第二點：為確保本市山坡地安全，降低山坡地開發負荷。爰修訂本規定第二

點，以正面表列規範除屬排水、截水溝或滯洪、沉砂及擋土安全之水土保持設施外，不

得開挖整地及作為建築使用。

（三）  修訂規定第三點：後段但書授權都審之條件尚未明確，爰修訂為「但對基地環境有影響

之虞者，其道路開闢型式及寬度等，得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

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本府核准者，得不受本項原則規定及『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標準』第 28條之限制。」。

（四）  修訂規定第八點：基於山坡地開發安全考量，為有效減少山坡地建築開發，開發量體以

坵塊邊長為 10公尺計算之，另為顧及建築物之配置彈性，建築配置仍以坵塊邊長為以整

數計之 5公尺至 10公尺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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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件類型綜理

建照審查（BIM）

都市計畫特別規定

都市開發審議（BIM）

一之四、�建造執照輔助設計及送件審

查系統

• 計畫緣起

本市每年約有接近 1,700件的各類建築執照

申請案，而都計建管相關法令均比其他縣市更

為嚴謹，因此為有效率核發建照並兼顧服務品

質與廉政透明，建管處自 98年起即著手研究並

積極建構資訊應用環境及各項便民措施，落實

於建築執照審查上，在國際城市積極導入 BIM

（建築資訊模型）而發展電子化政府的趨勢下，

將進一步引入新知能、新制度及新技術，整合

本府相關都市設計審議及建照審查作業流程。

• 工作內容

（一）  政府公開資訊輔助建築設計，申請前減少

缺失更勝審查防範

將服務範圍擴大至申請執照前的資訊輔

助，透過申請管制平臺、土地使用管理資料庫

及地理資訊系統圖資（GIS），設計建築師可以

依照自己的設計方案即時了解本市土地開發之

限制條件、需會辦之單位及相關都市計畫及建

築相關法令，並依照設計建築師所選擇之檢測

項目提供行政檢測報告，在規劃設計階段就能

即時了解未來建照審查可能出現之法令問題並

修正問題，避免常見缺失發生。

建築基地輔助設計或行政檢核項目

檢測分類 行政檢測―檢測項目

建築物工程圖樣（現況實測圖）現況實測圖圖層查核 道路及現有巷寬度
建築物工程圖樣（1F平面圖） 1F平面圖圖層查核 消防車道路寬度 車道破口
套繪圖查核重複建築使用 查核鄰地使用情形
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 最小基地規模

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 申請管制區
高度限制區 
（航高、總統府天際線）

高度比限制量體

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或 
特別規定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

都市計畫管制 
（都市計畫書）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申請用途（附

條件允許）
需核備會辦、會勘事項 環境影響評估 廢巷或改道 交通影響評估
需辦理行政簽報項目 複審延長期限

  臺北市無紙化雲端服務平臺 

（TPCSS，http://www.bim.udd.gov.taipei/）

 建築基地輔助設計或行政檢核程序藍圖

建築基地輔助檢測（GIS）

• 行政審查與建築技術簽證分立

• 大量申請資訊即時整合，提昇審查效率

1. 申 請 管 制

平臺

2.本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資

料庫

3.GIS 環 境 模

型（2D+3D）

法規檢測

4. 建築執照書

圖文件電子化

系統（送件）

建築基地輔助檢測及行政檢核作業（GIS+BIM）

基地限制條件

（二）  共同標準輔助審查，縮短審查時程及提升

效率

提供申請前與審查時之輔助功能，除了

在建照申請前透過輔助設計系統減少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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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並且以輔助設計系統相同的檢核標準運用

於建照審查，提供共同的審查標準作為協審建

築師或審查承辦人建照審核參考。

（三）  線上作業流程標準的建立

仿照現行建造執照標準作業流程，未來將

逐步推動實施建造執照審查流程之簡化，相關

功能說明圖示。

 共同標準輔助建築設計

 共同標準輔助建照審查

電子化審查 檢核智慧化 電子化會辦 會辦雲端化

電子化收件

建築基地輔助設計及申請無紙化

1.  電子化收件：建築師線上填寫表單及上傳
文件。

2.電子化會辦：電子文件自動會辦相關局處。

3.  電子化檢核：線上審查及自動檢測模型是否
符合法規。

起造人　建築師

不收件

完成掛號　排定審查

會辦項目 
A組 
發展局

會勘（會議）

協審單位及建管處

設計人備齊相關文件後 10日內辦理會議

會辦項目 
B、C組 
相關局處

會辦項目 
G組 
建管處

會辦項目 
D、F組 

相關局處及外單位

審查完成（核准／駁回／撤案）並作成

紀錄送回建管處

確認收件

標準項目

收
件

委託協審單位協檢

依表格規定項目檢視書件是否齊全

協
審

委託協審單位審查

（收件後 5日內辦理初次審查）
依約定項目完成審查建管處輪值

人員協助

6個月內向

協審單位

完成補正

符合

不符合

（7日內函復協審單位）

（水土保持一個月內函

復起造人、副知建管處）

 建照線上審查流程

（掛號且核准收件後採平行分會―設計人備齊相關文件

後協審單位 3日內辦理分會）

• 成果效益

本案平臺擬創造新價值將建築資訊整合與標準化作業輔助建築設計及減少開發成本，公開之

資訊輔助建築設計使申請前減少缺失更勝審查防範，以共同標準輔助審查，將提昇審查效率及縮

短核發執照時間及大數據迴歸分析，建構建築履歷管理基礎並邁向智慧城市。

不
合
規
定
之
處
一
次
通
知
改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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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之五、�105 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暨成功案例及法令說

明會

 臺北市都市發展局局長林洲民致詞   建管處公寓大廈科學進隆科長演講公寓大

廈管理法令宣導

 都市計畫樁位圖

 樁位公告圖• 計畫緣起

為透過居民自主積極參與社區管理維護工作，發揮公寓大廈規劃及設計功

能，維護良好的居住環境，美化生活空間。希望藉由評選表揚其「用心維護管

理」的方式，喚起全體市民之共鳴，大家一起為將臺北打造為世界級都市，成為

臺灣的驕傲來共同努力。

• 工作內容

105年度成功案例及法令說明會於 105年 6月 22日假本市松山區民生社區集

會堂熱鬧舉辦，廣邀社區管理委員和總幹事與會，並邀請律師講解法律及管理實

務可能遇到問題的解決方案。

• 成果效益

在每年的評選活動結束後，都會製作成果書籍及頒獎典禮成果展示會，也會

邀請媒體記者朋友們做本次活動的介紹及採訪。評選委員會依評選標準評分，每

年組評選出前三名各一名，優等獎及主題特色獎並獲得獎金及獎牌一面等。這項

活動不論評選成績如何都對社區有正面的意義，對於社區榮譽及社區價值都能有

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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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測量

二之一、�配合「西區門戶計畫」都市計

畫變更－辦理樁位公告

• 計畫緣起

過去 30年來臺北車站周邊被大型公共工程持續

施工擾動著，變成臺北市民難以親近的大工地，配

合機場捷運 A1站即將通車，為了讓旅客進入臺北城

的第一印象深刻，創造令人耳目一新的首都門戶意

象，本府積極規劃西區門戶計畫，並於 105年 7月 11

日發布實施「變更臺北市中正區公園段一小段 192-7

地號等土地交通廣場用地及道路用地為廣場用地、

道路用地及交通廣場用地主要計畫案」，而為落實該

計畫案內容之執行，依程序辦理都市計畫樁測定及

公告作業，作為後續地籍分割測量及相關工程建設

之依據。

• 工作內容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及相關作業

規定，除詳閱都市計畫書圖內容，蒐集現行都市計

畫樁位圖、地籍圖、建築線指定（示）資料及已知

樁位等相關資訊綜整研判，於都市計畫圖上圈選樁

位，並經規劃單位確認後，實地測釘樁位並依法辦

理樁位公告。

• 成果效益

本案都市計畫樁之測定及公告程序，將作為後

續地籍辦理分割測量，及相關公共工程及都市建設

之基準，進而落實本府「西區門戶計畫」，以期創

造車站周邊舒適公共開放空間及健全人車動線，同

時重現北門城廣場及鐵道博物館等舊城區紋理與歷

史記憶，創造車站地區文化產業自明性，以達歷史

重現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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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二、�行動裝置版土地使用分區查

詢系統正式上線

• 計畫緣起

鑑於民眾申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書及查閱地籍套繪都市計畫圖是本局提供的重

要資訊項目，本系統已陸續提供完整的線上作

業（網路申請、繳款及下載證明書）、櫃臺自

動化服務系統及查詢土地使用分區資訊等各種

便民服務項目，本計畫目標依循市府共通發展

平臺建置行動裝置版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申請

及下載功能，提供使用者最即時之服務。

• 工作內容

土地使用分區查詢系統已陸續提供完整的

線上作業（網路申請、繳款及下載證明書）、

櫃臺自動化服務系統及查詢土地使用分區資訊

等各種便民服務項目，能提供即時及安全的管

理機制，使業務能符合使用者需求，目前資料

庫架構已重新調整，以簡化管理者維護及更新

複雜的土地使用分區資料庫，依市府共通發展

平臺建置行動裝置版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申請

及下載功能，並於 105年 12月 30日系統正式

上線，提供使用者最即時之服務。

• 成果效益

（一） 提供更即時的業務相關圖資。

（二） 提供更便民的網頁操作功能。

（三） 引導管理者安全的審核管理機制。

（四）  減少後端管理作業程序，提昇業務的處

理速度，建立資訊化服務的目標。

 櫃臺自動化服務系統

 查詢土地使用分區資訊等各種便民服務

 行動裝置版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申請及查詢系統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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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之三、�領取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推動服

務獎

• 計畫緣起

因應市政規劃及建設需求，本局歷年來產製並收整豐富

基礎圖資，為資料開放及推廣應用，本局開發以網際網路為

基礎的地理資訊系統「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http://www.

historygis.udd.gov.taipei/），將各式基礎圖資整合在單一平臺進行

展示，包含歷年數值地形圖、航測影像圖、數值地形模型及

歷史類比圖等資料，透過系統可完整瞭解臺北市歷史變遷及

發展歷程，系統豐富的圖資及便捷的功能廣受各界好評，並

榮獲第十二屆臺灣地理資訊學會金圖獎之最佳推動服務獎。

• 工作內容

系統提供本局歷年建置之數值地形圖、航測影像圖、歷

史類比圖等圖資查詢瀏覽及套疊分析，可利用地籍、道路與

門牌及地標等功能，定位至查詢位置，並運用WebGIS最常見

的發布地圖圖磚（Map Tile）方式，有效率且高品質的傳輸方

式，提供各界開放的圖資標準介接使用，以增加資料流通性及

價值性。系統並建置了融合基礎圖資、土地使用分區及門牌道

路資訊之臺北市電子地圖，使本市有精細美觀且同步最新圖

資之底圖資訊，作為各界發展應用參考地理資訊的最佳利器。

• 成果效益

（一）  提供多時期歷史圖資展示、套疊及比對應用，方便各

項查詢及比對城市變遷情形，以輔助各項市政建設參

考運用。

（二）  遵循本府資料開放政策，提供地圖圖磚服務供各界介接

使用，減少資料重複建置耗費資源。

（三）  同步介接相關單位圖資，提供單一平臺多元豐富圖資

資訊。

（四）  電子地圖提供精細、美觀且高更新頻率的底圖服務。 

提供更便民的網頁操作功能。

  榮獲第十二屆臺灣地理資訊學

會金圖獎之最佳推動服務獎

 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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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頁設計    四點設計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