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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變更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459 地號等第三種住

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暨修訂第三種商業區(特)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別：變更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詳細說明： 

壹、計畫緣起 

本計畫區位於臺北市松山區，以南京東路四段、南京東路四

段 53 巷、健康路及健康路 7 巷所圍街廓範圍內之東南側，計畫

地區附近土地多為住宅、商業混合使用，惟現況基地內建物屋齡

老舊，建物屋齡皆超過 25 年以上，其中三棟建物中尚有二棟為

屋齡逾 40 年之四層樓公寓，耐震設計標準不符內政部建築技術

規則規定標準，不僅生活機能不佳、社區安全防災堪虞。 

本計畫區經檢討符合 104 年 1 月 20 日府都新字第

10332448100 號公告修訂「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

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行動計畫一：以都市計畫專案變更方式

協助更新重建』」之條件:1.本更新單元為都市計畫之第三種住宅

區及第三種商業區(特)(原為第二種商業區)。2.本更新單元面積為

2,005 平方公尺(面積達 2,000 平方公尺以上)3.本更新單元內之建

築有二棟為屋齡逾 40 年之四層樓公寓(更新單元內共計有三棟建

物)，戶數共計 12 戶(更新單元內共計 24 戶)，占總戶數 1/3 以上。

惟本計畫範圍屬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故業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11 條規定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並經 103 年 10 月 24 日

府都新字第 10331112800 號函核准「劃定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

小段 459 地號等 10 筆土地為更新單元」。本案實施者「家騰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配合本府政策，藉由都市計畫專案辦理細部計

畫變更，期爭取本專案相關容積獎勵，改善居住及周邊環境，促

進老舊建築社區轉型為節能減碳、環境友善的社區，提升都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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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環境品質，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

本都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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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都市計畫情形 

一、原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表 1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整理表 

編號 計畫名稱 函號 

1 臺北市都市計畫圖 45.5.4 北市工字第 14417 號 

2 敦化路附近地區細部計劃案 48.03.13 府工字第 6851 號 

3 敦化路附近住宅區案 48.11.04 府工字第 3475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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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擬定本市第 42 號之 1、2（敦化路以東、南

京東路 4、5 段以北空軍保留地以南）細部計

劃案 

58.08.27 府工二字第 40064 號 

5 
變更原轄區使用分區調整商業區、行政區及混合

區案 
65.07.07 府工二字第 25576 號 

6 
修訂撫遠街、南京東路、敦化北路、民生東路新

社區南側界限所圍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69.08.15 府工二字第 30307 號 

7 

修訂民生東路新社區南側界線撫遠街、南京東

路、敦化北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73.10.26 府工二字第 44595 號 

8 
修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

計畫（通盤檢討）案 
79.09.13 府工二字第 79049926 號 

9 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 84.09.27 府都二字第 84064377 號 

10 
變更『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

畫案』內有關商業區變更回饋相關規定案 
94.08.29 府都規字第 09420279000 號 

11 臺北市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 108.03.12 府都規字第 10800905451 號 

12 臺北市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108.04.25 府都規字第 10830178021 號 

 

二、計畫位置 

計畫地區位於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以北、南京東路

四段 53 巷以東、健康路以西及健康路 7 巷以南所圍街廓範圍

內之東南側(詳圖 1 所示)。 

三、使用分區 

本計畫範圍面積為 2,005 平方公尺，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

宅區，法定建蔽率 45%、法定容積率 225%及第三種商業區

(特)(原第二種商業區)，法定建蔽率 65%、法定容積率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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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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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基地發展現況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之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種商

業區(特)(原第二種商業區)，健康路側現況為餐飲業及住宅混

合使用；健康路三巷內多為純住宅使用；臨南京東路四段側則

為商業使用。 

本計畫區內共計有 3 棟合法建築物，健康路三巷為一棟雙

拼住宅及一棟單棟住宅(詳圖 2)，二者皆為使用年期超過 30 年

之 4 層樓加強磚造公寓，建築物現況老舊且非屬防火建築，有

消防安全之虞；臨南京東路四段側之商業區為 11 層樓鋼筋混

凝土建築，現況為旅館使用，計畫區內建築物皆已不符現代都

市機能，有待透過都市更新方式加以改善。 

二、土地權屬 

本計畫範圍內土地為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459地號

等 10 筆土地(詳圖 3)，土地面積為 2,005 平方公尺；皆為私有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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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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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土地權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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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區發展現況 

一、附近地區重大建設 

本計畫 500 公尺範圍內之重大建設有台北小巨蛋、台北體育館

及捷運台北小巨蛋站。 

二、交通系統 

(一)主要道路 

計畫地區周邊以南京東路(40 公尺)、敦化北路(70 公尺)

及健康路(15 公尺)為主要道路，往北可至松山機場；往南接基

隆路可達福和橋及羅斯福路，或往西可達忠孝敦化商圈、中山

區。 

(二)次要道路 

本計畫周邊之次要道路為北寧路(15 公尺)、光復北路(20

公尺)。 

(三)大眾運輸 

1.公共汽車路線 

本計畫地區公車行經路線站牌主要設置於南京敦化路口、

南京寧安街口、市立體育場、南京新村、台視、美仁里、台北

長庚醫院等 7 處，公車共 36 條路線提供服務，班次尚屬密集，

主要服務松山區往來臺北市或新北市各區乘客。 

2.捷運系統 

鄰近之大眾捷運系統則有捷運新店松山線「台北小巨蛋

站」。 

(四)停車場 

本計畫範圍 500 公尺範圍內有多處停車場，包括台北體育

館地下停車場、嘟嘟房巨蛋站停車場、敦北停車場、長庚站停

車場、台灣聯通前瞻停車場及通聯新高停車場等。 

(五)道路服務水準 

本基地周邊主要道路交通量，經 107 年 7 月 19 日上、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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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調查分析道路現況之路段服務水準，所行經號誌化路口之

時制週期多為長達 200 秒，僅健康路/健康路 15 巷，及北寧路/

八德路三段二路口號誌週期為 100 秒，因此路段平均旅行速率

易受號誌延滯（紅燈、行人等）因素影響，致路段服務水準表

現不佳，尤以南京東路四段往西臨近敦化北路口路段最為嚴

重，其次則同為南京東路四段，其往東方向臨近光復北路路段，

服務水準均僅有 F 級。然而非臨近號誌化路口路段，則仍多可

維持 C～D 級服務水準。下午尖峰時段，因各道路路段交通環

境條件與上午尖峰時段差異不大，服務水準較差之路段仍發生

在長週期號誌化路口之臨近路段上，惟北寧路/八德路三段口下

午尖峰時段號誌週期調整為 200 秒，致北寧路往南方向平均旅

行速率稍有拖累，服務水準由上午尖峰時段之 D 級下降為 E

級，其餘路段則大致上午尖峰時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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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基地周邊交通系統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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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近公共設施現況 

本計畫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請參見圖 5 所示。 

1.學校 

調查地區範圍內共計有 2 處學校用地，分別為民生國小及

育達商業職業學校。 

2.公園與體育場 

調查地區範圍內共計有 4 處公園用地及 1 處體育場用地，

分別為美仁公園、美仁 2 號公園、寧安公園及中華公園與台北

田徑場。 

3.市場用地 

調查地區內有 1 處市場用地，為龍城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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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周邊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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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周邊都市更新辦理情形 

本案計畫範圍已於 103 年 10 月 24 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都新

字第 10331112800 號函」核准通過劃定為更新單元，周邊亦有多處

業經臺北市公告之更新單元，其分布位置詳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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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周邊都市更新案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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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區願景及目標 

一、計畫目標 

(一)改善窳陋市容，提升整體都市生活品質 

配合本府「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

大協助專案計畫」之政策目標，透過開發強度增額項目及審議

原則的訂定，改善窳陋市容及建築生活機能，誘導建物結構改

進，改善基盤設施，以促進老舊社區轉型為節能減碳、生態、

友善的社區，提升地區都市整體環境品質，融入周邊發展紋理

與自然環境，創造生態多樣化與永續友善之社區，促進土地再

利用並改善整體都市景觀。 

(二)提升老舊社區消防、防災、耐震能力 

本計畫區內建物為逾四十年以上之老舊中低層建築，消

防設施不完備，耐震設計與現行規範有所差距，期透過都市更

新重建方式，解決公共安全問題。 

(三)改善基盤公共設施，以滿足現代化需求，提升環境品質 

現況老舊建築社區內之公共設施及活動空間不足，或有

缺乏管理環境品質不佳等問題，透過基盤公共設施之改善及活

動空間的提供，提高社區環境品質，以符合現代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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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基地規劃構想 

本案基地位於南京東路四段、健康路、健康路 7 巷、南京東路

四段 53 巷等四條道路所圍街廓，所在街廓之南京東路對側為臺北

市立體育館及台北小巨蛋，臨南京東路左右二側為商業區，沿街平

均為 10 層樓建築，一樓為店面使用；街廓周邊之健康路、健康路 7

巷、南京東路四段 53 巷對側為住宅區，大多原為 4、5 層樓之公寓，

因屋齡較高不符應有都市機能，隨著都市公共設施及大眾運輸發

展，建築物老舊及街道寬度相對不足。若能配合都市更新，必能促

進當地生活環境優化。基地之主要規劃構想如下: 

一、動線規劃 

(一)防災動線及避難空間規劃 

本更新單元內設計二棟高層建築並依高層建築規定於基

地東側健康路與主要出入口間，留設高層緩衝空間，並依消防

救災指導原則於健康路上設置二處長度 8M、寬度 20M 之消防

救災活動空間。 

(二)退縮留設人行步道情形 

第三種住宅區(特)臨計畫道路側退縮 4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

行道，第三種商業區(特)臨計畫道路側留設 4 公尺以上騎樓。 

(三)車行動線規劃 

本案基地車道出入口位於東側之健康路並與計畫道路路

口距離 10 公尺範圍外，不因車輛出入而影響周邊交通，且配

合鄰近道路交通系統及人行動線系統做整體規劃之考量，使人

行與車行動線互不干擾，同時基地內停車需求內部化，於基地

內自行滿足。臨街轉角處保留配置沿街人行步道，期能配合未

來捷運站、地下街、UBike 等設置，以延續此區之商業行為。 

二、活動空間規劃 

(一)與地區既有空間之串聯 

於基地西北側留設一公共空間並與西側鄰地之現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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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互相串聯，且基地中間將規劃寬度 2.5 公尺以上帶狀空間

可與東側之開放空間連通。 

(二)開放空間與既有之都市開放空間系統之串聯 

本案建築沿基地退縮配置，留設 4 公尺以上騎樓，並於基

地東側之健康路留設 4 公尺以上騎樓(商業區路段)及 4 公尺以

上無遮簷人行道(住宅區路段)且採順平處理，步道淨寬皆大於

2.5 公尺，期能提供基地開放空間與周邊地區可及性及可親性。 

(三)延續原有商業活動 

本案基地周邊沿街一樓皆為商業使用，為提升土地價值與

增進都市機能，並促進都市土地有效利用，本案延續現況商業

行為，於南京東路四段沿街留設商業空間，設計現代化、安全、

友善環境的辦公大樓，建構一健康、舒適、環保節能的生活環

境。 

三、生態環境規劃 

為減少地表逕流，本案設置滯洪槽，可分擔基地及周邊街

廓之雨水逕流量，並於基地內設置雨水回收池，以提升基地防

災機能且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基地東側及南側之人行道上栽植喬木及灌木綠化，未來建

築物規劃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期能符合綠建築候選證書

之相關規定並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取得綠建築標章。 

四、都市景觀規劃 

為提高生活品質，基地內之地面層室外通路、避難層之出

入口、各層之室內出入口、通路走廊、無障礙樓梯、無障礙升

降機及居住單元公共區域皆依無障礙設施規範設計，符合高齡

者、幼齡者及行動不便者之使用。 

建築量體以簡潔線條為主，建築物外型色彩則選用能與現

有環境融和協調之設計，利用建築物外觀量體設計、高度之變

化，創造都市優美環境之天際線，並豐富都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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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新後商業區規劃配置原則 

基地一樓沿街多為商業使用，本案未來臨南京東路側規劃

一棟商業大樓以延續周邊商業活動，且無設置圍牆以活絡商業

機能。 

圖 7 整體規劃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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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計畫內容 

一、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本計畫區內第三種住宅區，面積為 1,247 平方公尺，變更為第

三種住宅區(特)，詳表 2 及圖 8。 

表 2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說明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m2) 

臺北市松山區美

仁段一小段

463-1、464、465、

466、467、468、

469 及 470 地號 

第三種住宅

區 

第三種住宅

區(特) 

1,247 配合「修訂臺北市

老舊中低層建築

社區辦理都市更

新擴大協助專案

計畫」，變更原計

畫內容。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使用強度:第三種住宅區（特）之建蔽率 45%，容積率

225%、第三種商業區 (特 )(原第二種商業區 )之建蔽率

65%，容積率 630%。 

（二）本計畫區第三種住宅區(特)之相關規範悉依臺北市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三種住宅區規定辦理。 

（三）為符合公平原則，有關本案第三種商業區(特)(原第二種商

業區)，未來基地新建、增建、改建及變更使用時仍應依

108 年 10 月 25 日府都規字第 10830977741 號公告「修訂

『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內有關商業區變

更回饋相關規定案』(第二次修訂)」內規定之變更條件辦

理(含基本條件及回饋條件)。 

（四）本計畫區得適用 104 年 1 月 20 日公告之「修訂臺北市老

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之容

積獎勵（詳附件一）。本計畫區總容積上限不得超過建築

基地 2 倍法定容積。 

（五）本計畫區獎勵容積核給額度，依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及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

結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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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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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都市設計準則 

本計畫為配合「修訂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

擴大協助專案計畫」塑造良好都市景觀，並形塑街區整體建築風

貌，特定訂本準則。 

一、開放空間 

(一)基地臨接 8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退縮 4 公尺以上無遮簷人行

道或留設 4 公尺以上騎樓，如附圖。 

(二)集中留設法定空地規劃為開放空間，並加以植栽美化，提供

開放性之公共休憩空間。 

(三)都市微氣候改善 

1.本計畫區除應符合臺北市新建建築物綠化實施規則檢討外，臨

道路側以栽植台灣原生闊葉喬木為原則。 

2.為減少地表逕流，基地內設置雨水貯集回收槽，提升基地防災

機能，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二、交通動線規劃 

(一)開發後所衍生之交通需求應內部化，於基地內自行滿足。 

(二)建築基地之車道出入口，應距離道路交叉口截角 10 公尺以

上，以減少基地內車輛進出之交通影響。 

三、建築設計及無障礙環境 

(一)為提高無障礙生活品質，基地內之地面層室外通路、避難層

之出入口、各層之室內出入口、通路走廊、無障礙樓梯，無

障礙升降機以及居住單元公共區域應符合無障礙設施設計規

範。 

(二)本計畫區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內政部綠建築評估系統，取得

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並取得綠

建築標章。 

四、本都市設計準則中部份列為「原則」性之規定，如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會議通過，得不受

此「原則」性之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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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都市設計準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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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計畫效益 

一、符合地區特色現代化建築、景觀規劃，形塑臺北市新意象 

本計畫區之建築與景觀設計以現代化符合地區特色規

劃，改造都市外部視覺與景觀環境，提升居住品質，促進都市

土地有效合理開發與利用，帶動鄰近地區都市更新及景觀改

造。 

二、透過生態環境規劃設計，增加地區環境容受力 

以綠建築設計為目標，透過生態環境規劃設計手法，達到

節能減碳之效益，增加地區環境容受力，塑造為舒適、健康、

環保之環境共生居家空間。 

三、提供完善之外部公共活動空間及人行步道系統 

本計畫區於臨道路側沿街退縮建築，規劃更安全、連續、

舒適的人行活動空間，並提供足夠防救災操作空間及強化生活

環境機能。 

四、促進住宅區土地利用，提高生活品質 

改善高建蔽率之低層密集等不良使用情況，促進地區土地

有計畫之再開發利用，提升居住環境品質與生活機能。 

五、居住環境量與質的提升 

為符合「滿足現住戶更新後分回原居住面積之原則」之政

策目標，本案進行變更前，住戶無法分回原室內面積，於申請

專案獎勵後，多數住戶可滿足更新後分回原居住面積之原則，

預估更新後所有權人價值可增加，其生活環境品質更加提升，

並提升所有權人辦理都市更新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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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其它 

一、本計畫未規定之事項，悉依原都市計畫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實施者應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申請建造執

照。以權利變換計畫實施，且其權利變換計畫與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分別報核者，申請建造執照時間應自擬定權利變換計畫經

核定之日起 1 年內為之。未依前述時程辦理者，依本專案變更

之都市計畫則復原都市計畫。 

三、為維護北側居民通行權益，基地北側現有通行道路應維持適當

寬度供人車通行之用，並納入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

妥予處理。 

拾貳、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本計畫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1 月 13 日第 758

次委員會審議，決議如下：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

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同意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惟其中部分

陳情訴求係為都市更新審議會權責，以及實施者會中說明將於

基地北側留設 8 公尺寬通道供人車通行，以維護北側居民通行

權益等，請市府納入後續都市更新審議妥予處理。 

拾參、本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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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變更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459地號等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

暨修訂第三種商業區(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林○君 

位置 

健康路側第三種住宅區範圍 

 

訴求意見與

建議 

    依照 9/23公開展覽說明會，想請問市政相關單位，既是都市更

新前提考量，本案申請的區域範圍，為何不能「全面」以商三特來

申請呢？ 

    以健康路面寬度和南京東路四段銜接而言，目前一樓發展，都

是既存在商業經營的性質，土地使用分區上，以都市發展全面未來

性考量，是否可以有一次性就變更成商三特使用，更符合實際「使

用」名目呢？未來，不在此次申請範圍兩側的既有土地，若要提出

更新時，也能因較適合的法規申請到合理的容積率，而不至像現在

ㄧ直阻撓本案的發展進度。 

市府 

回應說明 

    有關變更商三特之使用強度，依 84 年 9 月 27 日府都二字第

84064377號公告「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

內規定變更後仍維持原使用分區之建蔽率及容積率，故住宅區變更

為商特區容積率不增加。 

    另住宅區變更為商業區係屬主要計畫層級，非本細部計畫案得

以辦理；另依本府今年 3 月公告實施之本市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



 

 

討(主要計畫)案內載明：「商業區變更檢討原則暨處理方式...研擬

全區適用之商業區變更申請條件，提供符合相關條件土地所有權人

經整合並取得同意書後，依規定檢具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書、圖等

相關文件，提出申請變更為商業區。」，應全部土地權利關係人同意，

始得提出申請變更商業區。 

委員會 

決議 

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

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同意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惟其中部分

陳情訴求係為都市更新審議會權責，以及實施者會中說明將於基地

北側留設8公尺寬通道供人車通行，以維護北側居民通行權益等，請

市府納入後續都市更新審議妥予處理。 

編號 2 陳情人 施○錡、余○玉 

位置 

松山區健康路 5巷 

 

訴求意見與

建議 

對於上列更新案，提出意見並陳情如下: 

一、 原則上健康路 5巷住戶不少有參加都更的意願，協商並不表示

反對都更，請提供都更案計畫內容 

(一) 美仁段一小段(464～480)17 筆土地，土地約計 2199 平方

公尺(約 665.2坪，下稱本案基地)涵蓋三大棟四樓共計 36戶近

老舊 50 年建物。最早於 2008.06.07 由中華工程公司開始協商

都更計畫，因條件坪數由原住 112平方公尺(約等 35坪)只能拿



 

 

回居住實坪約 25.6坪及 1/2車位談不攏而作罷。 

(二) 隨後 2011.01.27家騰建設公司加入就本案基地 665.2坪都

更開發預定興建地上 18-21 層，地下 5-6 層建物，也提供都市

更新合作興建契約書。住戶與建商於就合作契約書條款信託風

險、分配比例、地下六層的安全性考量......甚至於 2011.12

月底，有住戶建議能符合"綠建築"設計，及通風、採光良好..

雙方仍進行溝通中，但卻收到建商家騰公司 mail 告知如下，

從此雙方就沒有溝通了，可否請市府變更審核人員告知是何原

因。 

(1) 3巷前面皇都屬於義和堂要一齊參加都更，我們已超過 70%了 

(2) ...董事長已宣布健康路地主一律 50 坪及 1 車位。最晚過年前

要簽約....則公司承諾不變(若以後獎勵值變少的話).... 

(3) 先簽約可先選樓層，就如同先坐車，先上車先有座位可坐，後

上車只能用站意思一樣...」 

(三)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家騰公司於 2012.12.10召開「臺北市

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464地號等 17筆土地」變更自行劃定更新

單元(重建區段)說明會通知，將原都更計畫 17 筆土地

(464-480)排除健康路 5巷與 7巷住戶，另重新劃定範園為健康

路三巷與義和堂之所有土地(今現有巷道共 12筆土地) 

(四) 規矩的小市民一直在等待，相信市政府正努力修訂合理的

都更條例保護老舊社區的小老百姓，更為整個市容規劃的完整

性，及重要性與建商合作共同努力，而不是讓無法清楚整個土

地變更程序的小市民，很納悶為何政府沒到現場勘查現況，就

予以排除健康路 5 巷及 7 巷住戶的都更意願，核准都更案數次

變更範圍。 

(五) 原事業計畫是以健康路 3 巷、5 巷、7 巷 3 棟為已建造 50

年的四層樓矮舊老宅為目標，以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

增進公共利益及市容觀瞻，獎勵都更。但是，政府規劃單位允

讓建商將其中有礙市容觀瞻的健康路 5 巷及 7 巷老舊建築物予

以排除在都更外，使當地市容區塊難看且奇怪(西側是已規劃完

成前中華體育館空地，北側則是另二棟獨立的七樓建築物)。府

方審核人員應親自到現場勘查了解現況，會更進一步暸解「此

更新案整體規劃對市容及市民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二、 萬一我們還是被排除在都更案外，則反對更新案將「470地號」

劃入本次更新案。「470 地號」不只是健康路 5 巷住戶、鄰近



 

 

社區住戶、往來通行「近五十年(50)的既成道路」。在巷內的

住戶多為住在當地近 50年的退休老人家，95高齡的小市民，

家小都十分憂心，施工圍籬期間，進出護送老人車輛、救護車、

消防車無法進出時，造成人身、財務安危.....諸多不便。是

否與市府為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利益及市

容觀瞻，相違逆，且將造成諸多小市民不便。 

三、 健康路 5巷住戶更擔心將來地下開挖時，是否會影響到健康路

5 巷住戶的地基?何況是五十年老舊建物，原有結構不足以抵

擋鄰房深開挖，有可能造成建物倒塌。更擔心有危及 5巷住戶

人身安全及財產安全之虞..。 

市府 

回應說明 

    有關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範圍劃定疑義部分，經查本府於 101 年

10月 30日核准劃定「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464地號等 17筆

土地為更新單元」，因未依規定期限向本處申請報核事業概要或事業

計畫，致本案逾期失效。另本案於劃定階段依相關規定辦理調查範

圍內及鄰地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參與更新意願，爰鄰地（美

仁段一小段 471地號等 10筆土地）參與意願未高過於本案範圍內參

與意願，故無須將鄰地範圍納入。 

    至有關地下開挖恐導致建物倒塌一節，本案基地、建築規劃設

計等將由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會予以審議，另建築結構部分皆於申

請建造執照時將由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依建築相關法令檢討、審查。 

    因上開陳情建議所述係為都市更新審議程序執行疑義，無涉都

市計畫內容，爰不予採納。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編號 3 陳情人 莊○祺 



 

 

位置 

 

訴求意見與

建議 

主旨:家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松山區

美仁段一小段 459地號等 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導

致所有權人莊○祺、莊李○連、林○珍等權益受損，也不利同

區塊、同時期興建健康路 3、5、7巷老舊公寓更新。並復臺北

市都市更新處協調會函後續及土地分區變更。 

說明： 

一、 復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108 年 8 月 28 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0830193221號函(本人收文日為 108年 8月 30日)，及 108年

9月 10日收到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變更臺北市松山區美仁

段一小段 459 地號等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暨修訂

第三種商業區(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第二次說明

會傳單。 

二、 有關都更處 108年 8用 28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0830193221

號函，仍未回答 108年 8月 5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083018569號

更正簽到簿函之相關問題: 

1. 都更處此更正簽到簿函，新增董○均、蕭○福簽名(見附件 1)，

可見前發 108 年 6 月 17 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083006547 號函之

協調會議紀錄登載不實。 

2. 108 年 2 月 26 日協調會簽到簿(附件 1)，第四項三位列席人員

郭○豪、黃○南、蕭○福，都更處同意讓這三位出席「地主協

調會」發言，並參與協調，都更處認定此三位出席本案「地主



 

 

協調會」的「身分」是什麼?都更處有負起主管機關審核的職責

嗎? 

3. 此更正簽到簿函，故意在頁 1 附件項稱「第二次協調會會議紀

錄」，本人之前已聲明 108 年 2 月 1 日並無協調會召開(詳附件

2:108年 3月 25日莊字(108)013號函),更不可能「產生」會議

紀錄，主管機關讓不符合幹事會結論的資料送審，是在誤導本

案相關審查委員。政風處 108 年 3 月 28 日北市政一字第

1083002489 號回覆莊字(108)013 號函，稱不影響本人權益;本

人請問政風處，這不就是在以不實紀錄影響本案審查，影響本

人權益嗎?至本函發函日也未得到政風處回答。 

三、 有關都更處 108年 8月 28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0830193221

號函之說明: 

1. 此函說明三針對本人 108年 8月 19日莊字(108)019號函指出，

旨揭計畫將商三大樓與住三住宅混合開發，造成住三原公寓住

戶權益受損;都更處以都發局 107 年 12 月 24 日北市都規字第

1076065966 號函，稱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9

條，商業區及住宅區合併建築尚非所不許。原來主管機關審核

都更案標準這麼低，只要建築技術規則沒有不允許就核可實施

者的規劃。 

2. 由此可見，都更處、都發局等主管機關審核本案早已預設立場，

只注重幫實施者計畫通過各階段程序，完全不在乎健康路 3 巷

原住宅區住戶於都市計畫法中應保障的住宅區居住權益。難怪

本人歷次發函指出本案住商混合對住宅戶種種不利，主管機關

都不回答。 

3. 本案當初劃定更新單元時，主管機關就沒有通知健康路 3 巷住

三區原住戶，政府要進行審決、改變小市民之私有財產狀態，

負責的主管機關都不通知所有權人的嗎? 

四、 本人於 108年 9月 10日收到裝在都更處公文封，由臺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舉辦「變更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459 地

號等第三種住宅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暨修訂第三種商業區

(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第二次說明會通知: 

1. 本人沒有收到 108年 8月 15日第一次說明會通知，本人周圍鄰

居也未收到。都發局第一次說明會通知發給哪些單位?哪些權利

人?為何漏掉本人及莊李○連、林○珍等健康路 3巷住戶? 

2. 本人於第一次公告期間 8月 2日至 31日兩度發函(108年 8月 1



 

 

日莊字(108)018號函、108年 8月 19日莊字(108)019號函)，

受文者包括: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北

市政府、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臺

北市政府政風處。本人 8 月兩次發函都提及，有關本案的任何

審議應通知本人，都更處兩次回函(8/12、8/28)均未通知本人，

本案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已於 8月 2日起進行公展並於 8月 15日

舉行說明會，主管機關是想讓說明會上不要出現所有權人的不

同意見，讓會議紀錄顯現所有權人均無異議嗎? 

3. 本人之前函文便已舉出旨揭計畫諸多問題，理應審核把關的主

管機關均未答覆:A.本案將商三大樓與住三公寓混合開發，變成

住商混合使用，造成住三原住戶權益受損;B.本案商三財團任意

切取健康路 3 巷公寓與其合建，讓商三財團利益極大化，將造

成健康路 3 巷公寓，無法與 5 巷、7 巷同時期興建、立足點相

同的老舊公寓共同都更，並且讓 5、7巷區塊變小，未來更難都

更;c.本案違反 108 年 3 月 12 日公告的臺北市松山區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案，己劃設住宅區仍維持住宅使用(詳附件 3:108年 3

月 21日莊字(108)012號函)。 

4. 如果主管機關認為健康路 3 巷周邊住三區有需要變更為住三

特，為何在進行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不提出討論?如今都

市計畫公告還不到半年，就申請變更分區，科學調查依據在哪

裡?還是之前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是做假的? 

5. 北市府做了所屬行政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呈報給中央內政部核

准，然後又在民間個案申請對於擴大商業使用給予各種彈性變

更、放寬，本區域人均綠地、醫療、交通等等公共設施品質惡

化，造成住民居住的壓迫與負擔，北市府的區域總量管制、風

險評估在哪裡?我們的都市，其實是交給建商財團在「計畫」嗎? 

6. 南京東路、民生東路上的商業大樓，部分店面因租金高而閒置，

有些店家只好被迫轉進住宅巷弄。北市府的因應之道，就是讓

住三區變更為住三特，讓「民生優質住宅區」，變成「民生優質

住商混合區」嗎?老舊公寓更新是要帶給住民更舒適安寧的住宅

環境，還是要製造更多吵雜、擁擠的住商混合大樓呢? 

7. 本案申請的臺北市老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

專案計畫，並未規定申請此專案須變更土地分區;也就是說，健

康路 3 巷老舊公寓要進行都市更新，要提升防災能力，要提升

現代都市生活與環境晶質，並沒有需要把原土地分區「住三區」



 

 

變更成商業用途更多的「住三特」，這個變更案的目的只是犧牲

原住三住戶的住宅區居住權(造成健康路 5 巷住民居住困擾)，

讓建商財團可擴大更新單元經濟利用效益。 

五、 本案規劃處分本人私有財產，本人有權即時知道實施者檢

送「主管機關」計畫內容有何修改、變動。「主管機關」對本案

要進行任何審議，或本案要進行任何變更，都應同時函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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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市府 

回應說明 

    有關都市計畫說明會通知部分，本案係本府 108年 8月 1日府

都規字第 10830533761號公告公開展覽，展覽期間自 108年 8月 2

日起至 8月 31日止共計 30天，並於 108年 8月 15日辦理公展說明

會在案。因本案涉及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應通知應辦理書面通知，惟本案 108年 8月 15日說明會漏未通知更

新單元內所有權人，續於 108年 8月 30日府都規字第 10830816781

號辦理延長公告 30日(公展期間自 108年 8月 2日起至 9月 30日止

共計 60天)，再於 108年 9月 23日召開第二次都市計畫說明會，並

以掛號通知第二次說明會資訊予土地所有權人知悉；俾使程序完

備，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19條及臺北市政府舉行都市計畫說明會作業

要點等規定。 

    另涉及跨不同分區共同開發一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 29條規定跨越使用分區合併建築尚非法所不許，且本案所跨

不同分區皆得允許作「第一組：獨立、雙併住宅」及「第二組：多

戶住宅」使用，並無損及住宅區住戶權益之情事。另查本府今年 3

月公告實施之本市松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各土地

使用分區檢討原則所載：「己劃設住宅區仍維持住宅使用」，係該主

要計畫案就全松山區之各類土地使用分區辦理通盤檢討予以檢討變

更之依據，而本案都市計畫變更無涉主要計畫變更事宜，故松山區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內之住宅區「仍維持住宅使用」，並

無不合。 

    且本案第三種住宅區變更為第三種住宅區(特)僅為適用老舊公

寓更新專案計畫其獎勵容積上限為法定容積 2倍，爰依都市更新條

例第 35條配合都市更新計畫併同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而第三種住宅

區(特)之使用項目仍依本市土地使用區分管制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至有關陳情意見所述人均綠地、醫療、交通、提升防災能力等公共

設施品質及居住環境品質、區域總量管制、風險評估等，將由都市

更新與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就其基地、建築規劃設計等予以審議，

以維持環境品質。 

  有關本市都市更新處召開協調會會議紀錄登載不實疑義，經本市

都市更新處檢視確疏失該會議簽到簿缺漏出席人簽名，並於 108年

8月 5日北市都新事字第 1083018569號函檢送更正後簽到簿予陳情

人參考。至有關 108年 2月 1日本市都市更新處召開之協調會，係

寄送開會通知單通知陳情人出席，惟陳情人未能出席，故該次協調

會會議紀錄決議擇日再開，故 108年 2月 26日為第 2次召開協調無

誤。另陳情人所詢 108年 2月 26日協調會參加人員郭君、黃君係屬

實施者偕同與會人員，蕭君為本案建築師事務所代表，故本市都市

更新處一併邀請出席協調會說明。因上開陳情建議所述係為都市更

新審議程序執行疑義，無涉都市計畫內容。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編號 4 陳情人 

余○觀、林○琴、方○恩、施○錡、 

余○玉、林○庭、許○雄、許○萍、王○

男、劉○仁、廖○娥、方○維、嚴○志、

嚴○婷 

(以上，所有5巷住戶都同意參加都更) 

位置 

松山區健康路 5巷 

 

訴求意見與

建議 

對於上列更新案，提出意見並陳情如下: 

一、 相鄰本變更案之健康路 5巷與 7巷房屋均屬近 50年的危老

公寓，住戶均有參加都更的意願，請提供都更案計畫內容。 

(一) 美仁段一小段(464～480)17 筆土地，土地約計 2199 平方

公尺(約 665.2坪，下稱本案基地)涵蓋三大棟四樓公寓共計 36

戶，為 50年老舊建物。 

(二) 2011.01.27家騰建設公司提出就本案基地 665.2坪都更開

發預定興建地上 18-21 層，地下 5-6 層建物，也提供都市更新

合作興建契約書。住戶與建商於是就合作契約書條款、信託風

險、分配比例等事項進入協商過程。家騰負責人曾提出給予參

與都更的公寓每戶 50坪加一車位的承諾，後來卻不了了之。 

(三) 5 巷住戶卻在最近收到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家騰公司召開

「台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464地號等 17筆土地」變更自行



 

 

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說明會通知，將原都更計畫 17 筆土

地(464-480)排除健康路 5巷與 7巷住戶，另重新劃定只包括健

康路三巷與義和堂所有土地的小範圍(含既有巷道共 12 筆土

地)。 

(四) 規矩的小市民一直在等待，相信市政府正努力修訂合理的

都更條例，相信政府將顧及老舊社區小老百姓的合理權益與居

住安全。 

5 巷與 7 巷住戶很納悶何以市府同意建商排除健康路 5 巷及 7

巷住戶的都更意願，核准建商變更都更範圍。 

(五) 原事業計畫是以健康路 3 巷、5 巷、7 巷 3 棟已 50 年的四

層樓老舊公寓為目標，以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

公共利益及市容觀瞻而給予都更獎勵。如今市府卻允讓建商將

同屬老舊危樓的健康路 5 巷及 7 巷建藥物排除在都更計畫內，

更將原屬既有的 5 巷巷道土地亦列為都更範圍。此舉將使 5 巷

與 7 巷的老舊建築未來難以都更，甚至連平常出入都是問題。

府方審核人員是否應更進一步瞭解「此更新案整體規劃對市容

及市民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二、 如果建商將 5 巷排除在都更案外，吾等將反對更新案將

「470地號」劃入本次更新案。「470」地號是健康路 5 巷住戶、

使用通行近五十年的既成道路。巷內的住戶很多退休八、九十

歲高齡的老人家，大家都十分憂心，施工期間的進出，老人家

的出入、救護車、消防車無法進出時，將造成諸多人身、財務

安危。此與市府為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利

益及市容觀瞻之宗旨違背。 

更何況此既成巷道存在 50 年，當年因銷售的業主義和堂承諾

住戶有永久使用權利，並且申請劃成公共巷道，不以任何方式

收回，住戶才願意購買，50 年後義和堂憑什麼法律收回並作

為都更的權益條件? 

三、 健康路 5 巷住戶更擔心將來地基開挖時是否會影響到健康

路 5巷住戶的安全?五十年老舊建物，原有結構不足以抵擋鄰房

深開挖，有可能造成建物倒塌，危及 5 巷住戶人身安全及財產

安全之虞..。 

市府 

回應說明 
同編號 2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臺 北 市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459地號等第三種住宅

區為第三種住宅區(特)暨修訂第三種商業區(特)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都市計畫 

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申請單位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辦理單位 臺北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起訖日期 

自 108 年 8 月 2 日至 108 年 9 月 30 日止共計 60 天(刊

登於 108 年 8 月 2 日聯合報、108 年 8 月 3 日自由時報、

108 年 8 月 31 日聯合報、108 年 9 月 1 日自由時報、108

年 9 月 2 日中國時報)  

本案說明會 

舉辦日期 

108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以及 10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 

下午 2 時 30 分台北市松基區民活動中心(臺北市長春路

339 巷 2 號地下 1 樓) 

公民團體對本案 

之反映意見 
詳公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綜理表 

臺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結果 

本計畫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8 年 11 月 13 日

第 758 次委員會審議，決議如下：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

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同意依市府回應說明辦

理。惟其中部分陳情訴求係為都市更新審議會權

責，以及實施者會中說明將於基地北側留設 8 公尺

寬通道供人車通行，以維護北側居民通行權益等，

請市府納入後續都市更新審議妥予處理。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人 員 

 

繪 圖 員 

 

校 對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