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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作業程序說明 

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透過全市資料整

理，以市有土地分布、土地使用分區、建物等屬性圖層進行疊圖分析，篩選出

EOD潛力基地，並針對 7處潛力基地研擬地區發展方案，為因應本市市有建物

及用地改建、新建之需求以及後續處理不同基地特性之發展議題，逐步歸納標

的之規劃原則、考量面向、達成目標等內容。 

作業程序依標的不同，分為「學校」及「非學校（其他機關）」兩種類型，

兩種類型皆分為 4步驟，為符合府內各機關面臨改建時，提供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1於各管有建物或用地整合運用時參考，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參採本

作業流程進行檢核、評估與擬定開發計畫，俾利朝向教育、經濟、生態、公平、

進化等願景達成都市健全發展之目標。作業流程圖如下： 

 

圖1 建物或用地整合運用作業流程圖 

                                                      
註1：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係指地政登記中土地或建物之管理單位、需地機關指在某用地上有空間需求之單位。 



2 
 

此外，若由民眾、里長、民意代表或其他人士與單位提供相關市有建物或

用地之拆除重建需求及建議時，亦應由該基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此評估程

序進行，達到由下而上的檢核過程，讓民眾也能對市有建物或用地的拆除重建

提供建議，進而達成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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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作業流程步驟說明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 

1.1自行檢核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自行依「市有建物或用地拆除重建條件檢核項目表」

評估是否符合檢核項目，並得請協力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以確認檢核結果，

受檢核之建物或用地符合任一檢核項目即可啟動市有建物或用地整合運用

作業程序。 

表1 建物或用地拆除重建條件檢核項目表 

考量因素 檢核項目 
是否

符合 
內容 協力單位 

建物結構

與安全性 

5樓以下屋齡 30

年以上老舊建物 
□ 

 老舊建物面積超過基地建物總面積之

1/2 
- 

 屋齡超過 50年者應依文資法第 15條

進行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文化局 

屬立即危險建物 □ 

 屬海砂屋(指混擬土中之氯離子含量

每 1立方公尺中超過 0.3公斤者) 
建管處 

 屬輻射屋(指建築物所使用之鋼鐵建

材遭受放射性污染，達年劑量一毫西

弗以上之建築物) 

環保局 

 屬老屋健檢評估後為確有疑慮、尚有

疑慮者 
建管處 

土地使用

安全性 

高度土壤液化 □ 
 基地內 1/2以上面積位於高度土壤液

化區 
工務局 

淹水潛勢 □ 
 基地內 1/2以上面積位於淹水潛勢地

區者 
水利處 

巷弄狹小影響逃生 □ 
 面臨道路路寬不足 8m 

 基地鄰接道路屬搶救不易狹小巷道者 
消防局 

低度利用 

市有土地及建物現

況低度利用 
□ 

 建物總樓地板面積未達基準容積率之

50% 
財政局 

學校空間低度利用 □ 

 學校平均每生享有校地面積超過都市

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9條

規定之檢討基準 2倍以上者 

教育局 

備註：該表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檢核，協力單位協助辦理。 

除上述量化檢核內容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自行檢討建物或用地現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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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需求，有無改建或新建的必要性或急迫性，另亦可由需求機關自行提案

尋求使用空間，倘屬此二類，亦得依本作業程序執行。 

1.2組成工作小組 

為利確認主政機關及各參建機關間之協調，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提案機關

應報府確認主政機關，並組成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必要成員包括財政局、社

會局、衛生局、文化局、環保局，後續應視參建需求納參建機關為工作小組

成員。 

步驟 2.評估需求 

未來市有建物或用地進行拆除重建時，應透過下列步驟進行周邊市有建物

及用地之整合運用，並進行全盤規劃，可釋出市政儲備基地，以提高各基地使

用效率。 

2.1檢視周邊有無可整合之公有地 

由主政機關依下列程序盤點周邊是否有具有整合潛力之公有地： 

(1) 盤點基地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

之公有地(市有、國有、其他縣

市有)。 

(2) 篩選可納入基地整合運用規

劃之公有地(市有地優先)。 

(3) 諮詢該公有地管理機關是否

有拆除重建需求，可否一併整

合運用。 

(4) 確定計畫範圍。 

 

圖2 整合周邊公有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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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機關於盤整周邊公有地時，市有建物及用地之分布與利用情形得請財

政局協助提供資料，公有土地清冊與分布得於臺北地政雲查詢或再請地政

局協助提供資料，以利主政機關評估。 

2.2基地水平整合並檢討釋出為其他市政儲備基地 

透過前述步驟篩選具有整合潛力之基地後，應依下列水平整合步驟，思考

基地與其他土地間，是否有設施集中配置的可能： 

(1) 分析各土地間水平整合、空間重新布局之可行性。 

(2) 整合過程中，原有市政機能應維持使用、以先建後拆為原則。並評估

採中繼、異地安置等可行性，以維持市政機能與使用者權益。 

(3) 整合後得否釋出土地或建物空間提供其他市政、公共設施、公益設施

等機能使用(作為市政儲備基地)。 

(4) 初擬基地發展期程或分期分區發展構想。 

 

圖3 水平整合釋出市政需求基地示意圖 

2.3建物垂直整合並檢討釋出樓地板空間供公眾使用可能 

除了水平的整合，為將基地做最有效利用，建物於設計規劃時，應以下列原

則為考量，創造基地複合性機能價值： 

(1) 建物以多目標複合使用為原則。 

(2) 若有餘裕空間或樓層，釋出作為市政或社區公共設施、公益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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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須採封閉保護設計之特定機能外(如失能照顧、托嬰中心)，建物應

以開放大眾使用為原則。 

     

圖4 垂直整合複合機能示意圖 

2.4蒐集地方意見，舉辦地方說明會 

主政機關除檢討納入周邊公有設施外，應蒐集地方意見，確認地方鄰里對

於公共設施的需求或想法，並舉辦地方說明會，廣納地方意見以做為後續

規劃評估之依據，亦得請民政局或各行政區區長協助與里長聯繫，以辦理

會議相關行政事宜；另主政機關得視需求請都市發展局協助說明 EOD理念。 

步驟 3.研擬基地先期規劃評估 

3.1初步先期規劃評估 

經過初步基地分析、盤整後，應由主政機關擬定基地初步先期規劃評估報

告，分析項目如下（主政機關得視需求增列）： 

(1) 興辦目的 

(2) 基地分析(基地規模、土地權屬、地上物利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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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取得可行性分析 

(4) 法令可行性分析 

(5) 市場可行性分析 

(6) 建築設計構想 

(7) 財務可行性分析 

(8) 興辦方式分析 

(9) 管理營運方式分析 

(10) 結論 

3.2確認相關單位使用需求 

(1) 主政機關應依本市「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建議優先提供公益及產業升級設施一覽表（表 2）檢視基地位置得否

設置相關設施。 

表2  建議優先提供公益及產業升級設施一覽表 

類別 
需求 

機關 
項目 更新地區編號 

最小需求

面積(m2) 
特殊要求 

家庭照

顧 

教育局 非營利幼兒園 

全市(北投

區、南港區、

松山區、大安

區優先) 

650 

1. 請依「幼兒園及其分班基本

設施設備標準」規定辦理。 

2. 應先使用地面層一樓,使用面

積不足者,始得使用二樓 

社會局 
社區公共托育

家園 

中正-8 

99 

需設置於1樓完整空間及獨立出

入口 大安-5 

松山-1 

衛生局 
住宿式長照機

構 

南港-1 

1,050 

設置於 3 樓以下為佳，2樓以上

需預留緊急避難平台，需為連續

樓層，不得為地下層，交通便利，

區塊方正 

南港區、信義

區、大安區、

松山區優先 

社會局 
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 

萬華-8 

170 

里內目前無據點，可納入評估，

一樓尤佳 大同-9 

松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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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需求 

機關 
項目 更新地區編號 

最小需求

面積(m
2
) 

特殊要求 

南港-5 

士林-5 

社會局 

失能身心障礙

者日間照顧服

務中心 

松山-4 

500 

須設置 3樓以下，不得於地下樓

層 信義-1 

大安-2 

內湖-2 

士林-5 

北投-4 

大眾運

輸友善

共享 

交通局 
公共自行車租

賃站 
全市 132 

1. 長度至少 33 公尺，寬度至少

4公尺之方正空間 

2. 須為地面層 

產業升

級 

產業發展

局 
產業支援設施 大同-5 900 

以低樓層為主，且有獨立出口 

就業服務

處 

銀髮族就業服

務 

中正-2 

500 

1、2樓層，不得為地下層 

中正-6 

中正-8 

大安區 

內湖-1 

內湖-2 

士林-5 

就業服務

處 

青年職涯發展

與就業促進 
大同-5 500 

1、2樓層，不得為地下層 

勞動力重

建運用處 

身心障礙者職

業重建中心 

萬華-5 

500 

符合建築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大安-1 

中山-3 

士林-2 

勞動力重

建運用處 

身心障礙者職

能培訓中心 
中山-6 1,000 

符合建築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勞動力重

建運用處 
庇護工場 

內湖-1 

200~300 

1樓 

內湖-2 

內湖-3 

都市更新

處 
新創產業空間 全市 500 

地面層以上 

附註：一、本府將以不定期公告方式調整各公劃更新地區內公益及產業升級設施需求項目。 

二、各項公益及產業升級設施項目規劃內容請逕洽管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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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公益及產業升級設施之捐贈請依都市更新條例、本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及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

畫、都市設計及都市更新回饋、捐贈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劃定臺北市都市更新地區暨擬定都市更新計畫案」，107年 12月 10日公告。 

(2) 主政機關依前項評估後仍有餘裕空間時，應依下表函府內相關單位洽

詢空間需求： 

表3 公共設施及其需地機關表 

公共設施與市政相關建設 需地機關 

社會福利設施(托嬰、親子館、高齡長照、身障福利、婦幼、兒少等) 社會局 

衛生醫療(市立聯合醫院、健康中心、社區復健等) 衛生局 

民眾活動(區民活動中心、里辦公室、社區教室等) 民政局 

教育體育(圖書館、幼兒園、社區大學、運動中心等) 教育局、圖書館、體育局 

警消防災(派出所、消防局、防災避難空間等) 警察局、消防局 

居民生活(市場、停車空間、公園綠地等) 市場處、停管處、公園處 

社會住宅 都發局 

水池、自來水維生設備、防災蓄水池 自來水處 

其他(庇護工場、新創空間、共同工作室等) 產發局、勞工局、都更處 

3.3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協調會，並與地區居民溝通 

(1) 需地機關協調會 

主政機關應召開需地機關間之協調會，以確認各機關參建可行性及優

先次序，並協調可供納入或必須排除之需求項目。 

(2) 辦理地區溝通工作坊進行地區溝通 

主政機關應召開地區溝通工作坊，邀集基地所在鄰里及臨接鄰里民眾

參與，紀錄民眾對於該案之看法與其他用地需求，以評估納入規劃，

關於聯繫事項，得請民政局或各行政區區長協助與里長聯繫，以辦理

會議相關行政事宜。 

3.4以機關協調會、地區溝通工作坊之意見進行分析，並調整、修正先期規

劃評估報告之結論後報府同意。 

步驟 4.開發計畫 

4.1擬定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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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府同意後，由主政機關擬定開發計畫，以供後續執行，開發計畫架構如

下： 

(1) 基礎分析 

甲、土地與建物現況 

包含土地面積、土地權屬、建蔽率、容積率、容積使用率、建物

屋齡、使用現況、樓地板面積配置等。 

乙、使用空間標準檢討評估 

依各需地機關規範其最適使用面積，例如派出所之員警享有最低

面積為 29.7平方公尺，且每派出所至少可容納 40名員警。 

(2) 法規分析 

包含需地主管機關法令、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辦法、其他開發限制等。 

(3) 考量 5E之基地發展目標 

(4) 規劃機能 

(5) 設計準則 

(6) 建築規劃(含設計圖說) 

(7) 動線規劃(步行、車輛、防災、自行車、無障礙等) 

(8) 開放空間與植栽計畫 

(9) 地區睦鄰計畫 

(10) 管理維護計畫 

(11) 分期分區期程規劃 

開發計畫完成後，主政機關應依「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發包前作業參考期

程表」辦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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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土地取得作業、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1) 土地取得作業： 

主政機關依規定取得土地。 

(2) 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主政機關依程序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4.3細部設計、監造及施工作業 

4.4先建後拆、分期分區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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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簡化之 EOD推動流程與類型 

考量 EOD 基地改建、新建之建議作業流程繁瑣，特繪製簡化後的作業流

程，俾利快速了解推動程序。 

步驟 1、市有地啟動整合，進行土地檢討，並組成工作小組。 

步驟 2、整合各局處與地區之公益與公共服務需求，檢討周邊公有地納入

整合規劃可能性，確認參建需求。 

步驟 3、先期規劃評估報告，涵蓋 5E 原則、防災及韌性城市機能，協調

需地機關，並應辦理地區溝通，將相關意見歸納修正先期規劃評

估報告後，報府同意。 

步驟 4、依報府同意之內容擬具開發計畫，續依期程推動。 

本計畫分為學校及非學校類型兩種類型，二者推動步驟相同，惟執行細節

仍有不同注意事項： 

學校用地：為保障學生之受教權，需延續教育環境不中斷，維持學校運作

之主體性，再進行分期分區之拆除重建，優先滿足教育空間需

求，並評估發展為全齡校園或教育社福園區，並納入避難、救

災與韌性城市等機能。 

非學校用地：應回歸到未來主要需地機關之獨特性與相容性，可滿足該機

關運作無虞後，再考量是否有整合其他單位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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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類型 EOD評估基地拆除重建之簡化作業流程圖 

  

非學校類型 EOD評估基地拆除重建之簡化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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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建物及用地整合運用導向之規劃開發（EOD）步驟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