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更臺北市松山區美仁段一小段 459地號等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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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原都市計畫)細部計

畫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0年 4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臺北願景計畫工作室(臺北市松山區長春路 339巷 2號

B1) 

參、主持人:臺北市都市發展局 顏邦睿股長 

肆、出席單位: 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臺北市都市更新處、奇模

工程有限公司、家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伍、主席致詞: 

本案是由臺北市政府召開之變更臺北市松山區美仁

段一小段 459 地號等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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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原都市計畫 )細部計

畫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本案前於 109 年 3 月公告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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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因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調整，於 109 年 9 月

11 日本市都市更新爭議處理委員會於 434 次審議會決議

將六筆地號劃出。因調整範圍，都市更新案已不符老舊公

寓專案基本條件，故辦理回復原使用分區。 

本案由本市都市更新處提出，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

規定於公展期間舉辦說明會，接下來請實施者針對計畫

內容進行說明，若市民欲發言請至登記發言處登記，各位

所提意見會做成會議紀錄，後續將送至臺北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參考。 

陸、簡報：（略） 

 

 



柒、與會單位(人員)發言要點: 

第一輪發言 

一、民眾一 

1.我今天針對建築法法定空地，464地號、健康路 3、5、7巷，

依建築法第 11條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

轉，並不得重複使用。 

2.健康路三巷面對 464 地號建築，健康路五巷面對 470 地號建

築必須面向道路，單一規劃地面層應設道路，這應是 464、470

地號兩塊地的由來。 

3.臨接健康路 3、5、7巷四棟建築物占最大面積是 1,338m2，依

據當年建築物圖面套繪並且以各層建築物權狀加上騎樓出租

物做佐證。 

4.建築空地比也就是建蔽率依民國 34 年建築技術規則第 17 條

規定住宅建築面積不得超過基地面積 50%。 

5.全部建築物占最大面積是 1,338m2，所需土地空地 2,677.8m2，

依 50%空地比要求而來。 

6.經查單元土地 464、470地號是我們的法定空地，當初在建築

時我們這幾棟建物時土地是足夠的，建築物是符合法規的。 

7.依土地登記規則，民國 35年當無法定空地名詞，更無法定空

地登記之要求，大部分法定空地都登記在地主名下，這是通

案全新地號就要申請建築的註記。 

8.經建商表示 464、470 地號非法定空地，並於今年 1 月針對

470地號進行土地分割，損害我們地主權益，建請有關單位依

法執行。 

9.法定空地不應建築空地建築執照分割而自然消失，更不應該

因土地再分割地號不同而不存在，這也是政府存在的價值。 

10.建築物四周必須有空地，建築物不可能無空地建築，這是建

築技術規則明確規定。以上是我的報告，謝謝各位。 

二、民眾二 

1.我們四棟建築物從沒有反對都更，只是針對法定空地的問題，

政府一直沒有正面回應我們，另外之前實施者、政府單位皆

表示住宅區跟商業區一起都更是沒有問題的，但在第 434 次

都市更新審議會上，主席講並無這回事，另外 470 地號原為

213m2，於今年 1月 25日分割成兩塊土地，470地號為 15m2、



470-1地號為 198m2，但在都市計畫圖面上還是一塊土地，且

都市計畫名稱還是 459 地號等土地，因我們不是土地所有權

人，所以有任何變動我們不知道，會不會後續又增加什麼土

地上去或把其他四周空地加進去，這點我們不清楚。 

2.建築應有法定空地，我們認為周邊道路是法定空地。 

3.469、470、476地號是防火巷但為圍籬包圍，前年都委會會議

時我們不清楚，而今年 1月 25日 470地號分割成 470、470-

1地號，我不認為地政單位有如此大本事可進行分割，沒有授

權就敢分割土地，我們一直強調我們是永久無償使用的住戶

也是利害關係人，但地政局認為我們不是土地所有權人所以

無法查到公文實際內容，我們擔心將來會把其他土地加入。 

4.圍籬部分則是今年 1 月 25 日建管處拆遷大隊貼公文說 2 月

30日前要自行拆除，但沒有說明逾期該如何處理，而 1月 26

日則是都市發展局貼公文至健康路三、五巷道，說必須強制

拆除，但因土地所有權人送達處不明，無法送達，結果至今圍

牆尚未拆除。涉及安全通道問題要找誰處理我們都不知道，

還有為什麼做都更土地拆遷知道土地所有權人歸屬，但拆除

時卻不清楚。 

三、民眾三 

1.首先想請教本次的範圍是否能畫出，住三特回復成住三的範

圍在哪。 

2.因為過去幾年我們有發函給機關很多問題未得到回覆，雖今

日是針對分區變更回復為原使用分區但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處

理，像剛才民眾提到的法定空地的問題我希望長官能耐心聆

聽。 

3.第一，計畫書登載的地號是否變更，本來是 470地號變成 470

和 470-1 地號，所以這部分是否要做變更，請都委會立即更

正公展網站上的資料，並且應註明何時變更，變更內容為何。 

4.第二，109年 9月 11日，臺北市都市更新爭議及處理審議會

434次會議回應經審議會審議後原則同意將 465、466、467、

468、469、470地號等 6筆土地劃出本次更新單元，惟 464地

號請實施者函詢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確認是否為法定空地，

倘是則應一併劃出更新單元。剛有得到回應，第一，提請都市

計畫委員會旨揭計畫書是否有斷章取義都更審議委員會的決

議，健康路三、五、七巷為民國 60年以前完成的巷道，依當

時的建築法規集合住宅須留設多少比例的空地跟通道應有規

定，健康路三、五、七巷為集合住宅超過使用 30年以上應保



留空地通道是否被不當分割轉移或重複使用，而建管單位是

否刻意以建築物使用執照或地籍資料法定空地文字規避實際

測量驗證，集合住宅應保留之空地及通道是否符合當初法規。

第二，健康路三、五、七巷住戶自 109 年起即向市府反映地

主將西側消防空地違法架設圍籬，如今已超過政府公告期限

110年 2月 23日圍籬仍未拆除，前述地籍的分割是否與西側

消防通道違法圍籬有關，是否有人想偷偷分割移轉讓健康路

三、五、七巷無法討回使用超過 40年以上的法定空地，旨揭

計畫書第 7 頁表二變更細部計畫內容中變更理由欄的紀載與

事實不符，本人沒有不同意參與都市更新，在文中也有特別

提到，是因為我們問很多問題，等問題得到回覆後我們再決

定是否參與，而非直接寫我們不同意。我們自 108年 1月 10

日莊字 108022 號到 110 年 4 月 20 莊字 110042 號函都有註

記。 

5.實施者所擬定更新計畫表面上以協助老舊公寓更新申請容積

獎勵，實際是將健康路三、五、七巷納入本計畫範圍，擴展商

業區使用用地，本人多次指出本計畫涉及住宅區商業使用以

及種種對三巷住戶不利因素設計，詢問北市府都市更新審議

會、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處等單位如何審理均未回應，累積

傳了 80多封函文到每個單位都沒有回應，包含上次都市更新

審議會現場都沒有給予回應，在會議結束前都更審議會主持

人才說沒有住宅區與商業區合併做都更的問題，那為何當時

都不回覆。政府打著協助老舊公寓住宅更新住宅都市更新名

義，實際上是幫商業區擴地增加商業使用範圍，同時也增加

北市府稅收，欺騙老舊公寓長期在地住戶，所以旨揭計畫說

明變更理由為住戶貼上反對都市更新標籤，應比照更新公告。 

6.政府單位還是實問虛答，市民有提到具體的法令需求，我們

發的文都沒有得到正面回覆，都是在踢皮球，所以剛才說會

幫我們尋求回覆我們不認可。請把我們的問題帶回去，但是

如果是以這種態度來回應市民問題，我們後面就走其他途徑。 

四、實施者及規劃單位回應: 

1. 本次的範圍是 495 至 470 地號，主要是 463-1 至 470 地號範

圍由上次變更為住三(特)現在回復為住三。 

2. 針對三位市民朋友的問題最主要著重於法定空地以及原來都

市更新案涉及到法定空地的問題，再次向住戶說明本案都市

更新已撤案，以後也不會有都市更新開發的案件，所以包括

商業區住宅區透過更新開發是否有重複使用的問題都已不存



在因為都市更新已撤案。 

3. 土地分割部分經詢問代書了解，土地所有權人有權逕行土地

分割的動作，無論是否為法定空地都可執行分割，至於是否

為法定空地則要回歸建管單位認定，即便是法定空地作分割

後也不能做其他使用。 

五、都市更新處回應: 

1. 這邊補充如同實施者所說更新案已撤案，回歸本次主題都市

計畫，我知道民眾有多次發函給都發局、建管處、更新處等，

請求針對你們的問題做回覆，後續我們會針對陳情人意見請

各單位回覆。 

2. 感謝各位踴躍發言，更新處與都發局都有收到各位意見，因

為實施者都市更新案撤件，而剛才提及建管有關問題，像是

法定空地等問題，因為機關之間傳達意見可能沒有這麼清楚

回覆，建議聚焦於建管問題，無須再提都更問題，因為都更已

撤件，無須再探討前面的事情，並不會影響您們的權益，像是

都市計畫也已回復，建管的問題建議回至建管處討論，以上

謝謝。 

六、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回應: 

1. 請聚焦於今日的變更都市計畫案，法定空地認定及分割爭議

與回復原都市計畫案似無直接關係。本案是回復原分區管制

內容，所以原來申請的老舊公寓獎勵值基準容積 50%就不適

用。未來的管制回歸住三及商業區的規定。而市民提到法定

空地及建築技術規則的部分，我們收到陳情會轉相關單位協

助查明回覆。 

2. 有關市民二提出通知程序問題，依本府舉行都市計畫說明會

作業要點，會依土地登記簿所載資訊，書面掛號通知變更範

圍之土地所有權人。 

3. 關於法定空地的陳情問題不是現場可以確定，但承諾我們會

儘快轉給建管單位回覆。關於法定空地的陳情問題我相信都

發局與更新處已多次轉給建管處處理回覆，關於市民提到都

發局圍籬拆除公告涉及到建築管理的內容，後續收到相關陳

情我們會轉給相關單位處理。 

4. 有關市民提及地籍資料更動部分，會請實施者於都市計畫審

議之前再送修正補充的資料，並依最新地籍謄本資料做更正。

更新單元範圍調整變動已在都市更新爭議處理大會決議確認，

而本案是針對都更大會決議續辦都市計畫事宜。 



5. 關於法定空地陳情如未認同行政機關回覆說明，建議住戶檢

具其他更具體的事證，再循其他途徑提出救濟。 

6. 至於市民二提到都發局公告圍籬拆除函文資料我們會通知相

關單位處理，此與本都市計畫案無直接關聯。 

7. 回復之後就是依住三的管制，跟現在都市計畫的差異有兩個，

一個是基準容積不動，原 50%容積獎勵不適用，再來就是當時

申請老舊公寓專案有擬都市設計準則，因為量體的增加，在

設計上有特別要求。如現在回復之後 50%容積獎勵不適用，重

建時都市設計準則也無須適用。 

第二輪發言 

一、民眾二(第二次發言) 

我們建築物於民國 56年興建當時地段是頂東勢段 508、508-

1地號，當初早期蓋的是六棟四層樓建築物，之後改成 15公

尺道路面臨四棟四層樓，法定空地是照當時民國 33年建築技

術規則延伸下來，現在土地面積計算下來就算實施者已經配

到南側商業區的辦公大樓，施作時也應考量四周建築空地夠

不夠，如果現在土地面積沒有了就應回歸，因為當時是一張

建築執照，後來是同時登記，所有地號是連續的頂東勢段 508、

508-1、508-2至 508-27地號，每塊都是延續的序號，但地主

就是分割土地成目前看到 481地號是計畫道路 464、470地號

這兩塊道路不是本來就是 464和 470地號的，是經民國 66年

重測才把它變成現在的美仁段，可是早期如果改成美仁段，

地主就把它分割成三張建築使用執照，我們發了多少公文及

時間，但我們的資料完全沒有得到實質的回應，我們得到的

建管處回應都是不是我們的法定空地。我們明白我們沒有產

權，但它就是法定空地，是我們住戶因為不懂沒有在時效內

登記，所以就回歸到最原始的建築執照，可是建管處也不回

覆，那這個東西我們將來要自己都更的話土地也不見了，所

以希望能重視這個問題。很欣慰這次還有機會發言，之前在

都更爭議處理會議外怎麼敲玻璃都無法進去，明明看到建管

處幹事出席並說 470 地號不是法定空地根本是睜眼說瞎話，

那法定空地是哪幾筆地號？還有圍籬的事情拜託因為這些是

涉及到生命安全。 

法定空地就是法定空地，建築商要蓋建築戳印，481地號

是計畫道路，但 470、464地號是法定空地。 



二、里長: 

各位長官各位鄉親大家好其實我們中華里像這樣類似的

問題總共有三個點到現在都沒有突破，民生國小圍籬進不去，

還有健康路七巷底汽車過不了，然後南京東路七巷 4 弄底，

總共三個點無法打通，為什麼無法打通，因為早期都市計畫

房子蓋好的時候，馬路沒有徵收，都是私人土地，那如果都是

私人土地就會要市府徵收才給予通行，早期到現在何況現在

地價高，政府無法徵收，所以這三個點對消防分秒必爭的時

候真的很重要，但是沒有錢徵收土地，中華里裡就有三個點，

臺北市裡不知道有多少這種地要徵收。其中一個點可能是為

了節稅用，子女就捐給政府，之後就可以打通了。舉例像中華

公園敦化北路 145 巷 71 號轉角處有一家幼兒園，145 巷 155

巷有許多私人土地，包含斜坡上去也是私人土地，人行道要

請地主蓋無償同意書才能做，包括健康路三、五、七巷當初要

更新也是要找地主才能做，所以政府當初的法令沒有規定，

所以變成現在有許多難處理的問題，像是剛才幼兒園是既成

道路現在圍起來不讓人停車，導致許多里民抗議，如果認定

是消防防災通道當然是可以拆除圍籬，但如果是私人土地不

是消防通道或防火巷就無法這要請都發局判定。 

三、市民三(第二次發言) 

當時我們將住三變成住三特的說明會時候，我有現場徵詢

過住三變成住三特會改甚麼，當時實施者回覆除容積率外申

請的事項例如甚麼產業可以進駐開甚麼店變動，可是在後面

審議會建築師說的又跟當時說的不同，那現在又要從住三特

變成住三，有容積率下降恢復成原來的都市計畫而已，還是

有其他的東西。 

四、市民四(第二次發言) 

針對都市計畫說明會所公開的資訊不得作假不得欺騙，本

案地號有分割，但本次公展的計畫圖卻沒有。 

捌、會議決議： 

此次說明會市民發言完畢且已適當回應。後續會召開細部

計畫審議，請提出正式書面意見，都委會當天才會通知各位

參與出席發言，後續陳情意見可以到臺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平台提出，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說明會到此為止。 



玖、散會(下午 3時 30分) 

  



附件:說明會照片 110年 4月 26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