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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在整體架構上主要分為二部分，一為針對目前容積移轉體制

及其交易市場之現有問題，提出課題與對策分析；二是針對容積交易平

臺與容積銀行的性質，提出其運作機制及建議方案。本研究將前述內容

濃縮整理後，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現行體制的問題與建議 

本研究由相關文獻、專家訪談及座談會經驗可知，目前容積移轉制

度已有優先順序、環境衝擊及行政效率等三大課題，而針對現有制度上

的問題，提出其應有相關配套計畫。 

一、 現行體制之問題 

(一一一一) 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 

依據臺北市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臺北市目前可供容積移轉之

基地包含古蹟、歷史建築及公共設施保留地，可移出總樓地板面

積約達 250～350公頃左右（包含古蹟及歷史建築約 22～43公頃、

大稻埕特定專用區25公頃與優先移轉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208～

290公頃），其供給量遠遠高於實際需求量，因此衍生了臺北市政

府是否需針對容積移轉的優先順序研擬相關策略。 

開發商選擇購買何類容積移轉基地的決定，主要是考量法令

面及市場面，法令面主要是因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接受基地的

限制條件較多，但其中有關於捷運場站週邊 500公尺內之範圍限

制，將因依臺北市持續建設或規劃的捷運路線持續擴大，使古蹟

及歷史建築在法令制度上的主要差異將逐漸拉近，而影響了古蹟

及歷史建築之競爭力；在市場面上，實際容積交易價格的計算方

式亦促使開發商可能偏向於直接購買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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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容積移轉。 

因此，在此部份本研究建議未來臺北市政府可採取二種考量

方案，一為仍尊重市場機制，維持既有制度，但就目前制度來看，

古蹟及歷史建築的競爭力將逐步下降；二是朝向提昇古蹟及歷史

建築的市場競爭力，透過縮減其容積移轉時程、簡化政府內部審

查作業，並調整目前市場交易價格等方式，促使容積及歷史建築

的容積移轉更容易進行。 

(二二二二) 環境衝擊環境衝擊環境衝擊環境衝擊 

由於目前國內可額外增加容積的相關規定繁多，包含都市更

新、停車獎勵、開放空間、空間綠化、容積移轉等措施，且都市

更新容積獎勵又與其他措施之容積上限分開計算，加上都市容積

多集中於特定地區，將造成整體公共設施不足，且都市環境品質

惡化的問題。 

目前臺北市政府雖然開始針對部份地區加強容積上限規定，

即道路服務水準在 D 以上者容積移入上限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

20%，但僅有單一指標並不足以瞭解整體都市環境之容受力，故

本研究針對環境衝擊部份，建議未來除道路服務水準之外，應增

訂其他環境衝擊衡量指標（例如：開放空間、避難空間及停車水

準等）。 

另外，容積移轉可能會對接受基地之週邊地區的景觀、採光

及住民感受產生影響，因此為加強民眾參與，建議未來可考慮利

用公聽會或公展方式，適時讓民眾表達意見。 

(三三三三) 行政效率行政效率行政效率行政效率 

由於臺北市政府在各類容積移轉之主管機關不一，且審查作

業經常橫跨各單位，審查時間較長，加上容積移轉資訊的不透明，

皆造成開發商之時間成本及風險問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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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臺北市政府可考慮統合目前審查容積

移轉審查單位，由單一單位負責容積移轉作業，並建立統一的審

查機制，避免不同容積的審查時程不一；另建議將容積交易契約

標準化，研擬定型化契約，避免供給者因資訊不對稱而做出錯誤

判斷。此外，可透過容積交易平臺或容積銀行解決資訊不對稱及

整體交易效率。 

二、 容積移轉制度改善建議 

本研究將前述各項策略及相關配套措施整合後，提出容積移轉交易

改善的四大方向，藉由相關配套之間互相彌補、協助的功能，全方位解

決目前容積移轉市場、容積移轉之環境衝擊、容積移轉之行政效率等問

題。 

(一一一一) 強化審議效率強化審議效率強化審議效率強化審議效率 

政府對於相關需求市場環境的創造時應扮演壓力或誘因的重

要提供者（Hanly，Homsy，Lieberknecht and Stone1，2002），

但目前容積移轉市場當中，政府扮演角色較為消極，僅有審議與

法令制定角色，未進行撮合、搜購或釋出等積極面向制度設計。

但為促使容積交易市場的活絡，並同時控管容積移轉所造成之衝

擊，建議政府應主動進行參與容積移轉市場之運作。 

容積移轉自有市場之運作雖可倚賴一隻看不件的手，然而自

由市場之運作亦可能產生市場失靈的情況，因此，適當之公權力

涉入亦有其必要性，在此情況下政府部門應成立專責機構，於容

積移轉市場中扮演監督、協助市場運作以及維持市場秩序的角色。

此專責機構除扮演監管角色外，亦須在適當時機提供民間交易過

程中的協助，諸如公共設施保留地容積移轉中私部門無法整合之

資訊，需由政府部門整合提供。另外在交易程序之執行過程中，

                                                 
1 Hanly，Homsy，Lieberknecht and Stone（2002），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Programs Using 
the Market for Compensation and Preservation", http://government.cce.cornel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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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亦可協助流程之簡化及彈性調整，以加速容積移轉交易

過程之進行。因此，此部分建議朝以下二部分進行： 

1. 強化整體審查標準之明確性強化整體審查標準之明確性強化整體審查標準之明確性強化整體審查標準之明確性 

強化目前政府的容積移轉審查單位之角色，除了於細部計畫

規範明確之移轉上限外，亦訂定相關環境品質指標作為移轉上限

之參考；此外，在不影響容積移轉審查流程之品質下，藉由容積

銀行提供容積需求者快速之審查程序，以加快容積移轉交易。 

2. 建置臺北市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建置臺北市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建置臺北市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建置臺北市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 

為使容積銀行制度下的各機關能各盡其職，且專業分工，本

研究建議成立一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以負責監督容積銀行，同

時執行臺北市政府之相關政策。並使容積銀行負責交易買賣、容

積移轉審議委員會負責容積的審查許可，而臺北市政府主管機關

負責訂定政策、總量管制等指標。 

(二二二二) 降低環境衝擊降低環境衝擊降低環境衝擊降低環境衝擊 

目前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辦法的最重要特性，乃藉由賦予公共

設施保留地新創容積，移轉至新開發之接受基地，由政府無償取

得原財政所未能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其表面似為雙贏政策，但

實際上卻發現其可能衝擊接受基地所在地區之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與居住環境品質，所產生的外部性（如：接收基地的環境品質變

差、影響鄰棟之日照權等）是由社會大眾全體承受，但交易利益

卻由私人所獨占，產生不公之現象，故建議將部份交易利益回饋

予整體社會。 

因此，為降低開發量過度集中而影響環境品質之問題，建議

後續臺北市政府可朝以下三大方向辦理： 

1. 建立容積總量管制制度建立容積總量管制制度建立容積總量管制制度建立容積總量管制制度 

為避免各項容積獎勵與容積移轉的重複計算，且容積集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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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地區，而影響該地的居住環境品質，建議臺北市政府將獎勵

容積、移轉容積等各項可增加容積制度一同考量，調整相關法令

制度。 

2. 建立環境衝擊品質建立環境衝擊品質建立環境衝擊品質建立環境衝擊品質項目與項目與項目與項目與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為加強容積獎勵或容積移轉對於接受基地週邊之環境品質衝

擊評估，建議後續可擴大「修訂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建築及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案」之應用，將限制道路服務水準低於 D級地區，

容積上限 20%之標準應用於全臺北市；並可考量新增其他環境衝

擊衡量指標與標準，例如開放空間、避難空間、停車水準等標準，

而非僅局限於道路水準部分。 

3.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民眾參與機制民眾參與機制民眾參與機制民眾參與機制 

由於目前接受基地週邊民眾，在容積移轉過程中難有管道表

達意見，故建議後續透過審查中的公廳會機制，並參考都市計畫

中的公展方式，建立其審查後之公展制度，加強容積移轉之民眾

參與機制。 

(三三三三) 提昇市場透明提昇市場透明提昇市場透明提昇市場透明—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容積容積容積容積交易平臺交易平臺交易平臺交易平臺 

整體而言，目前臺北市容積移轉市場資訊不夠透明，賣方不

知買方在何處，買方不知哪裡有容積可收購，而容積移轉的行政

程序相當繁複，是整體交易市場最大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建議

短期應加速建置臺北市容積交易平臺，初步以提供容積移轉相關

資訊為主，結合地政、建設、都市計畫及容積移轉等相關都市地

理資訊系統資料，整合與建置容積移轉資訊系統，作為動態規劃

之基礎，除了定期更新現階段之送出基地圖冊外，進行相關資料

的核對、圖層套繪、以及核准案件記錄、統計報表製作等功能。 

當容積需求者透過此系統進行登錄後，得知土地出售價格、

得標者資料、得標金額、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基本資料等，使需



容積移轉制度－容積銀行操作機制可行性研究 

六-6 

求者可依自身需求選擇其願意出價金額。而政府亦可透過此平臺

以了解容積移轉市場中之動態以及改善容積移轉交易問題的參考

依據。 

(四四四四) 改善交易體制改善交易體制改善交易體制改善交易體制—成立容積銀行成立容積銀行成立容積銀行成立容積銀行 

成立容積銀行是為改變目前政府所採被動式的管理方式，而

由政府主動協助容積交易，以加速容積交易速度、平穩市場交易

價格以及改善目前容積市場運作，並可加強政策目的之執行。而

另一方面容積銀行亦可利用容積移轉之效益用於歷史建築之保存、

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以提高全市之公共設施水準及古蹟保存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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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容積交易平臺與容積銀行機制建議 

本研究期望透過容積交易平臺與容積銀行之建立，解決現行制度上

的缺陷，並達到執行政府政策的功能。 

一、 容積交易平臺機制建議 

本研究將容積交易平臺定位為以資訊流通功能為主，另以協助交易、

確認資料及蒐集交易價格之功能為輔，本身不直接涉及容積交易行為。

而針對未來臺北市政府若希望建置容積交易平臺，本研究建議其配套措

施如下： 

(一一一一) 委託容積交易平臺網站建置暨管理維護計畫委託容積交易平臺網站建置暨管理維護計畫委託容積交易平臺網站建置暨管理維護計畫委託容積交易平臺網站建置暨管理維護計畫 

該計畫內容包含容積交易平臺之網站建置以及網站建立後之

管理維護，建議網站提供資訊應至少包含相關規定、交易程序、

容積換算、辦理狀況、圖籍查詢及統計資訊等功能；並建議委託

公正第三人或仲介業者，協助提供媒合買賣雙方及確定商品資訊

的正確性。 

(二二二二) 研訂委託公正第三人（如非營利機構）協助容積交易計畫研訂委託公正第三人（如非營利機構）協助容積交易計畫研訂委託公正第三人（如非營利機構）協助容積交易計畫研訂委託公正第三人（如非營利機構）協助容積交易計畫 

在容積交易平臺之協助交易功能，本研究建議採用仲介發展

形式，因此本計畫建議臺北市政府未來可委託一項研訂「委託公

正第三人協助容積交易計畫」，確定在契約內容及相關應辦事項

（例如：保密協定、是否協助臺北市政府確定商品資訊、提供交

易價格之義務等），以釐清該公正第三人的權責。 

(三三三三) 加強容積交易平臺宣導，提供地主及開發商相關資訊加強容積交易平臺宣導，提供地主及開發商相關資訊加強容積交易平臺宣導，提供地主及開發商相關資訊加強容積交易平臺宣導，提供地主及開發商相關資訊 

由於土地所有權人經常處於資訊弱勢的情況下，而不瞭解自

己的權利與實際市場價格，而參考國外相關案例，本研究建議在

建立容積交易平臺之同時，亦應加強該網站及相關功能之宣導，

提供土地所有權人及開發商正確的資訊，推廣容積交易平臺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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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 容積銀行機制建議 

本研究建議容積銀行是以土地儲備為概念，主動協助容積交易。其

除了可加速容積交易速度、平穩市場交易價格、改善目前容積市場運作

之外，另可配合臺北市政府之政策，優先購置特定區域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或保存特定古蹟與歷史建築，強化政府政策執行力。 

(一一一一) 折繳代金之應用折繳代金之應用折繳代金之應用折繳代金之應用 

日前都市計畫法第 83條之 1的修法，促使容積移轉可採用折

繳代金方式辦理，即可考慮應用於容積銀行機制。 

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9 條之 1，訂定折繳代金之

金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

估後評定之；其所需費用，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負擔。而代金用

途應專款專用於取得與接受基地同一細部計畫區之第 6條第 1項

第 3款土地為限。 

因此，未來容積銀行之初期資金來源，本研究建議可優先由

折繳代金的收益取得，但依現行法規限制，其僅能應用於公共設

施保留地的取得。而在出售容積金額部份，因受限於上開法令規

定，需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但法令並未明訂取得公共

設施保留地之方式，故本研究建議可參考「中央補助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取得既成道路試辦計畫」，以公開標購方式進行。 

(二二二二) 容積銀行試辦計畫容積銀行試辦計畫容積銀行試辦計畫容積銀行試辦計畫 

由於容積銀行辦理之複雜性較高，本研究建議未來臺北市政

府可參考「中央補助直轄市及縣（市）取得既成道路試辦計畫」

之辦理方式，研訂「臺北市容積銀行試辦計畫」。其內容建議包含： 



容積移轉制度－容積銀行操作機制可行性研究 

六-9 

1. 辦理時間：設定一定時間。辦理時間：設定一定時間。辦理時間：設定一定時間。辦理時間：設定一定時間。 

2. 試辦範圍：建議初步配合折繳代金規定，以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試辦範圍：建議初步配合折繳代金規定，以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試辦範圍：建議初步配合折繳代金規定，以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試辦範圍：建議初步配合折繳代金規定，以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

優先辦理。優先辦理。優先辦理。優先辦理。 

3. 容積計價：容積計價：容積計價：容積計價：說明計算公式說明計算公式說明計算公式說明計算公式 

(1) 容積出售金額：建議採折繳代金之估價方式 

(2) 容積購入金額：建議參考既成道路之標購方式 

4. 執行方式：執行方式：執行方式：執行方式： 

建議採成立財團法人方式，並明確規範其人事權、契約、章

程及相關權責等事項。其優點為財團法人可受臺北市政府監督，

確實達到政策目的，且在相關規定上亦有其彈性空間。 

而在本研究所舉辦之各座談會及審查會議中，多數委員對於

容積「銀行」之意義有所疑慮，因此本研究建議該財團法人之名

稱可採用「財團法人臺北市取得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基金會」，避

免社會大眾對於容積銀行的誤解。 

5. 總量限制：明定總量限制：明定總量限制：明定總量限制：明定購入及出售的總量計算方式購入及出售的總量計算方式購入及出售的總量計算方式購入及出售的總量計算方式。。。。 

(三三三三) 建立監督建立監督建立監督建立監督單位單位單位單位：：：：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容積移轉審議委員會 

1. 成立目的成立目的成立目的成立目的 

為使容積銀行能達成政策性的功能，本研究建議設置一專業

組織負責處理發展權移轉等事宜，作為連接政府與容積銀行之橋

樑，並審核容積移轉之送出與接收地區，提高政府獲得公共設施

保留地與保存古蹟及歷史建築之可能性，以及降低容積移轉所造

成之環境衝擊等。 

2. 成員組成成員組成成員組成成員組成 

此委員會建議是由其主管機關與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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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之成員所組成。 

3. 主要功能主要功能主要功能主要功能 

其除了可負責監督容積銀行外，同時也是容積移轉資訊的提

供者及都市發展政策的執行者等角色，故建議功能如下： 

(1) 決定容積總量的儲存與釋出。 

(2) 審核容積存入與移出之區位與移轉上限。 

(3) 審核容積投標底價。 

(4) 容積銀行之監督與管理。 

(5) 執行臺北市政府的政策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