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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 年第 1 次會議」 

會議資料 

一、 會議說明 

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於 108 年 3 月 12 日正式成立，

屬府級任務編組，依本府容積代金基金運用權責分工，本府都市發

展局為基金管理機關、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為公共設施保留地標

購執行機關。 

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每年召開 4次會議，1季召開 1

次，每季會議重點事項如下： 

（一） 第 1季：容積代金基金收支情形、下年度概算編列情形及本

年度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內容。 
（二） 第 2季：容積代金基金收支情形、下年度概算編列情形及本

年度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執行情形。 
（三） 第 3季：容積代金基金收支情形、下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及本

年度上半年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執行情形。 
（四） 第 4季：容積代金基金收支情形、下年度預算編列情形、公

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本年度執行檢討及下年度執行規劃。 

前次會議於108年 12 月 9日召開，審核容積代金基金收支情形、

本市各類容積移轉制度及執行辦理情形、公保地標購作業執行情形

及容積代金管理運用資訊公開事宜。 

二、 議程 

（一）報告案 

報告案一：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 108 年第 4 次會議決議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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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單位：都市發展局） 

報告案二：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 108 年度及 109 年度收支情形 

（報告單位：都市發展局） 

（二）討論案 

討論案一：109 年度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說明 

（報告單位：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 

討論案二：臺北市容積移轉前置作業查詢線上受理系統建置及資料

管理及登錄 

（報告單位：都市發展局） 

討論案三：臺北市容積代金審議案委託協助檢核專業服務案 

（報告單位：都市發展局） 

討論案四：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 110 年度概算編列 

（報告單位：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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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一                             報告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108年第4次會議決議辦理情

形 

說明： 

一、 依108年12月9日108年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第4次會

議紀錄辦理。 

二、 辦理情形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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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108年度第4次會議 

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委員會決議 辦理情形說明 

報告案二：容積代金基金收支情形 

請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下周前將

108 年度憑證移回都市發展局

辦理核銷結案事宜。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函移回都市發展局辦理

核銷事宜，並已核銷結案。 

討論案一：容積代金基金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 

有關標購作業資格條件，依現行

規定賡續執行一年後再行檢

討，新增公保地以整合街廓路段

投標者，不論有無地上物，標購

價格上限提高為公告現值 20%。 

提報本次會議討論案一。 

討論案二：容積代金管理運用資訊公開事宜 

依都市發展局提報內容辦理會

議資訊公開及設置資訊專區，並

由都市發展局彙整外界陳情意

見於會中報告。資訊公開包括以

下項目： 

（一）會議前議題。 

（二）會議結論。 

（三）標購情況結果。 

業依會議決議於都市發展局局

網設置容積代金基金專區

（http://www.udd.gov.taipei 

/seminar/avdwckf-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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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                             報告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108年度及109年度收支情形 

說明： 

一、 容積代金收入 

至109年2月29日，容積代金收入總計73.74億元 

年度 代金金額（元） 處數 

104 年 1.03 億 1 

105 年 2.23 億 2 

106 年 9.09 億 7 

107 年 14.44 億 7 

  108 年 35.94 億 13 

109 年 1月至 2月 10.99 億 4 

合計 73.74 億 34 

 

二、 108年度收支情形 

（一） 收入： 

1. 預算編列：容積代金收入5億元。 

2. 實際收入（未編列預算部分以併決算方式辦理）：35.94億元 

(1) 容積代金收入：35.94億元， 

(2) 利息收入：455.83萬元 

①容積代金基金專戶利息收入430.25萬元 

②保管金專戶利息收入5.0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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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臺北市住宅基金調借20億元之利息收入20.55萬元。 

3. 雜項收入：標單收入1.64萬元。 

（二） 支出：「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計畫」 

1. 預算編列 

服務費用及材料及用品費：50.2萬元 

2. 實際支出（未編列預算部分以併決算方式辦理）：4.94億元 

(1) 用人費用、服務費用及材料及用品費：503.18萬元。 

(2) 捐補助費：4.89億元。 

 

三、 109年度預算 

（一） 收入： 

1. 預算編列：容積代金收入10億元。 

2. 未編列預算，擬併決算項目： 

(1) 利息收入 

① 容積代金基金專戶利息收入（109年6月21日及109年12月

21日計息）。 

② 保管金專戶利息收入（109年6月21日及109年12月21日計

息）。 

③臺北市住宅基金調借20億元之利息收入500萬元。 

(2)雜項收入：標單收入 

容積代金基金標購公共設施保留地標單收入 

 

（二） 支出：「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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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算編列：5.07億元 

(1)用人費用：644.6萬元 

(2)服務費用：67萬元 

(3)材料及用品費：7.5萬元 

(4)捐補助費：5億元 

2. 未編列預算，擬併決算項目： 

容積代金基金新增2人用人相關費用 

（三） 補辦預算 

「108年度容積代金建構無紙化審議環境平板採購計畫」補辦預

算63.0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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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一                 提案單位：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案由：109年度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說明 

說明： 

一、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提報標購資格、標購金額、標購期程及宣傳

方式（詳附件1）。 

二、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提報取得本市之公園、綠地、廣場、

兒童遊樂場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投標價格上限提高至公告現

值 20％案（詳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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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提案單位：新工處 

案由：109 年度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說明 

說明： 

一、 依108.12.09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第4次會議紀錄主席裁示

辦理。 

二、 投標資格如下： 

(一) 參加標購之本市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所有權人持有年

限應滿 5 年以上，持有年限之認定係以本投標案公告之日為準

推算。但因繼承或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其持有

年限得予併計(需檢具相關文件佐證，無檢具文件者視為投標無

效)。 

(二)道路用地(含人行步道用地) 

1. 投標土地位於本市都市計畫道路範圍，且土地無以下情形

者： 

(1) 查有經機關徵收或協議價購資料，尚未完成土地所有權

移轉者。 

(2) 有捷運穿越之土地並有註記者。 

(3) 有設定他項權利者。 

(4) 有欠繳稅款紀錄者。 

(5) 簽訂耕地三七五減租之租賃契約者。 

2. 經套繪臺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最新年度地形圖，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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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案：完整街廓內全部土地之所有權人一併提出申請

者。(投標底價上限為公告現值 20%) 

(2) 乙案：單筆地號土地無定著物，且現況已供公眾通行者。

(投標底價上限為公告現值 15%) 

(三)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用地資格條件如下： 

1. 已開闢之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用地，且土地無

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 

2. 未開闢之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用地，須符合條

件如下： 

(1)非坐落於山坡地，且非屬都市計畫書規定應以區段徵收、

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 

(2)土地面積達 100 ㎡以上，但都市計畫公告劃設面積未達

100 ㎡者，不受面積條件限制。 

(3)土地之所有權人須全數同意參加標購，且無土地改良物、

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 

 (4)土地需連接已通行之道路或已開闢之公園、綠地、廣場、

兒童遊樂場。 

三、 109年度標購金額依都發局所編列預算5億元執行。 

四、 109年度標購期程詳如附表。 

五、 為達宣傳效果，本處109年度宣傳方式如下： 

1.將對本市所有道路用地私地主寄送宣傳單。 

2.於每次標購案公告期間，舉辦為期一週之說明會。 

3.於府內各樓層、本市各地政、戶政機關及里辦公室張貼宣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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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及播放廣告影片。 

4.進行廣播、YouTube廣告影片及捷運燈箱影片或跑馬燈宣傳。 

5.以新聞稿方式刊登於各大報系廣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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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提案單位：公園處 

案由：以容積代金標購方式取得本市之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

樂場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擬提高投標資格條件案。 

說明： 

一、 依本市容積代金管理委員會108年第4次會議裁示：「有關標購

作業資格條件，依現行規定賡續執行一年後再行討論，新增公

保地以整合街廓路段投標者，不論有無地上物，標購價格上限

提高為公告現值20％。」，依前揭結論道路用地未取得之公保

地，符合上開條件者本年度提高投標上限至土地公告現值20%，

因目前公園、綠地、廣場未開闢之公保地標購條件雷同，惟投

標資格上限為公告現值15%，基於施政一致性，且為加速公保地

之取得，擬提高本市之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私有公

共設施保留地投標價格上限為公告現值20％。 

二、 擬提方案詳如簡報。 

辦法：為加速私有公保地取得，取得後可立即開闢，擬在原有標購

資格條件不變下，提高本市之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

場私有公保地投標上限提高至公告現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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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二                             提案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臺北市容積移轉前置作業查詢線上受理系統建置及資料管理

及登錄 

說明： 

一、 計畫緣起 

（一）本府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及「臺北市容積移轉

審查許可自治條例」受理公設保留地容積移轉申請案件，為

確認申請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徵收、補償情形，避免經辦容

積移轉造成重複補償，於97年簽准本局研訂土地開闢、補償

情形查詢程序、申請書表及各局處回覆表單等，由本局擔任

查詢申請單一窗口，統一收件後再函轉各用地機關(新工處、

公園處、消防局)及地政局提供查復資料，綜整轉送所有權

人，並執行迄今。 

（二）因應法令修正，配合修正前開書表及回復表單；且經分析，

前置作業查詢土地筆數係為實際容積移轉申請土地筆數之數

十倍，故現行前置作業查詢執行情形實已與當初本府辦理原

意及便民原則大相逕庭。 

（三）本局基於便民原則，使申請人於辦理容積移轉階段即可瞭解

該筆土地開闢及補償情形，惟查自106年6月30日修法以來，

實際辦理容積移轉審查階段之公設保留地僅占前置作業查詢

案件之土地筆數約2.9%(296筆/10,277筆)，表示有大量申請

前置作業之公設保留地未提送容積移轉審查；另需將各局處

查詢結果及相關函文進行登載，因應申請人及民意代表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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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個案相關法令及查詢結果諮詢，同時亦常有不理性之申

請人、代辦業者及民意代表至各局處催促案件，抑或對查詢

結果不滿意進行投訴等情事。 

（四）前置作業查詢申請除就公文文書處理外，本局及相關局處同

時投入大量行政人力及時間進行便民服務及維持案件管理，

且前置作業查詢實已與原意不符。 

二、 計畫內容 

（一） 由本局建立「臺北市容積移轉前置作業查詢線上受理系統」

，以該系統鏈結各單位提供之系統，俾利民眾線上申請使用

，且能即時回覆民眾所詢項目及追蹤案件進度，減少各局處

公文文書流程及行政人力之消耗；另由系統建置資料庫，可

提升案件管理效率。 

（二） 於系統建置完成前，為因應大量申請案件及提升行政效率，

擬由廠商提供 1名駐點人員，協助容積移轉前置作業申請文

件及各局處提供資料管理及登錄，以提升案件處理效率。 

三、 計畫經費 

（一） 臺北市容積移轉前置作業查詢線上受理系統建置：預計經費

95 萬元，擬由容積代金基金支應，採併決算方式辦理。 

（二） 臺北市容積移轉前置作業資料管理及登錄：預計經費 65萬

元，擬由容積代金基金支應，採併決算方式辦理。 

四、 計畫期程 

本案辦理期程預計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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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三                             提案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臺北市容積代金審議案委託協助檢核專業服務案 

說明： 

一、 計畫緣起 

（一） 本市容積代金評定作業程序原由本局容積代金估價工作小組

(以下簡稱工作小組)檢視估價報告書後，提送本府市有財產

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財審會)評議，再由本局依程序簽府核

定。因應本府財審會已由府層級委員會調整為局層級及財審

會任務調整，本局依108年7月22日簽奉鈞長核准修訂容積代

金評定作業程序，採「機關層級任務編組」方式成立容積代

金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會)，評議容積代金，並於審議

會下設專案小組。「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容積代金審議委

員會作業要點」於108年7月24日公告實施，審議會於108年8

月22日正式成立。「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容積代金審議委

員會議事規則」於109年1月3日訂定，專案小組會議改為初複

審制度。 

（二） 考量年度容積代金估價委託案輪值估價師事務所家數已由

103年3家成長至108年51家，改制後自108年9月至12月底，已

召開13次專案小組會議及4次審議委員會，每次會議前均須檢

視估價報告書、製作相關文件及會議籌備，本局執掌非屬不

動產估價，僅能以現有人力辦理容積代金審議作業，為提升

行政審查效率，強化審議效能及品質，故委外辦理容積代金

估價案協助檢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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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目標為因應容積代金估價申請案件俱增，透過委託專業

廠商提供服務並由廠商之專業駐點人員進行協助審議服務工

作，善用民間資源及人力運用，以減輕機關人力負荷，提升本

府行政作業效率及品質，並協助民眾諮詢容積代金估價相關作

業。 

三、 計畫內容 

（一） 現場駐點人員 

1.駐點專業人員(2名) 

(1)國內外建築、都市計畫、地政、不動產估價等相關系所，研

究所以上畢業或具備前述相關專業證照，並具有擬任工作相

關工作經驗1年以上者。 

(2)工作內容 

①綜理容積代金審議案件專業審查業務及進度管控事宜。 

②辦理容積代金審議相關業務、資料登載與建置及出席相關會

議。 

③配合籌備本局容積代金審議委員會及專案小組會議之召

開，製作相關提會資料、簡報、紀錄及資料發送。 

④受理電話或現場諮詢事宜。 

⑤其他容積代金委託估價及審議相關事宜。 

2.駐點人員教育訓練 

駐點人員辦理專業審查業務，應提供職前及職中訓練，內

容應就容積移轉申請案各階段之流程、應備文件、專業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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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其他相關行政、文書處理流程之訓練。另廠商應配合

容積代金審議相關法令、政策、作業程序之調整，適時提供

駐點人員教育訓練。 

（二） 建立專業審查制度並提出檢討建議 

1.依據本局受理容積移轉委託估價案件，於個案案件進入審議

階段時，提供實質審查意見，作為委員審查參考資料。 

2.就109年度容積代金審議實際執行情況，進行資料整理及統計

分析，定期召開工作會議，提出檢討報告及建議（如：案件

審查流程檢討及建議等）。 

3.本案履約期間，應指派估價專業人員列席審議委員會及專案

小組會議進行旁聽並記錄審查意見，並依記錄內容及機關發

佈之相關會議記錄彙整審議要點或原則。 

三、計畫經費 

（一）本案預計經費為 225 萬元整，擬由容積代金基金支應，採併

決算方式辦理。 

（二）經費說明 

1.駐點人員2人費用約108萬元(8個月，含薪資、勞健保、加班

費等) 

2.委託辦理費用約117萬元(人事費用、業務費用、管理費及營

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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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期程 

本案工作期程自 109 年 5 月 1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並於

爾後年度續辦，已納入 110 年度概算項目。 

五、預算效益評估 

倘本局自聘人力，所需經費約 233 萬 7,478 元整，委外人事費

用約 149 萬 1,964 元整，節餘經費約 84萬 5,322 元整。 

 

 

 

 

本局自聘人力預算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一、薪資 人×月 4×8 46,887 1,500,384  376 薪點 

二、分攤勞健保費用 人×月 4×8 5,742 183,744 

 
三、勞工退休金 人×月 4×8 2,892 92,544 

四、加班費 人×時×月 4×20×8 185 118,400 

五、年終獎金 人×月 4×1.5    46,881 281,286 

六、國內旅遊補助 人 4 16,000 64,000  

七、不休假加班費 人 4 10,940 43,760  

八、文康活動 人 4 2,000 8,000  

九、交通費 人 4 11,340 45,360  

總計 2,337,478 元 

 

 

 

 

 

 

 

 



20 
 

臺北市容積代金審議案委託協助檢核專業服務案預估經費表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一、駐點人員費用         

（一）固定費用 式 1   808,304  

專業人員   2×8 50,519 808,304 

（1）薪資 人×月 2×8 42,500 680,000 

（2）全民健康保險 人×月 2×8 1,952 31,232 

（3）勞工保險 人×月 2×8 3,433 54,928 

（4）勞工退休金 人×月 2×8 2,634 42,144 

（二）非固定費用 式 1  203,660  

1.加班費及未休假工

資 
式 1  76,160 

 

專業人員 人×時×月 2×20×8 238 76,160 

2.年終獎金 式 1  127,500  

專業人員 人×月 2×1.5    42,500 127,500 

(三)管理費 式 1 70,837 70,837  

(四)營業稅 式 1 51,610 51,610  

本項小計=(一)+(二)+(三)+(四) 1,083,813  

二、委託辦理費用        

（一）人事費用 式 1  480,000 

1.專案主持人 人×月 1×8 20,000 160,000 

2.估價專業人員 人×月 1×8 40,000 320,000 

（二）業務費用 式 1  556,000 

1.製作會議相關文件 月 8     10,000 80,000 

2.出具實質審查意見 式 1    300,000 300,000 

3.資料整理、統計分析

及建檔作業 
月 8     18,000 144,000 

4.各期報告書 期 4 8,000 32,000 

(三)管理費 式 1   75,240 75,240   

(四)營業稅 式 1   54,947 54,947   

 本項小計=(一)+(二)+(三)+(四) 1,166,187   

總計 2,250,000 新台幣元(駐點人員費用+委託辦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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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四                             提案單位：都市發展局 

案由：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110年度概算編列 

說明： 

一、 收入：35.1億元 

（一）容積代金收入：35億元。 

（二）利息收入：1000.86萬元。 

1.容積代金基金專戶收入：483.1萬元 

2.容積代金基金保管金專戶利息收入：17.76萬元 

3.臺北市住宅基金調借20億元之利息收入：500萬元 

（三）雜項收入：3.8萬元。 

容積代金基金標購公共設施保留地標單收入：3.8萬元 

二、支出：「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計畫」15.13 億元（備註） 

（一）用人費用：896.37萬元（支援工務局新建工程處10名及本局2

名約聘雇人力薪資等費用） 

（二）服務費用：418.43萬元（印刷裝訂與廣告費、一般服務費、專

業服務費等費用） 

（三）材料及用品費：25.23萬元（用品消耗費用） 

（四）捐補助費：15億元（補助新工處辦理標購作業費用） 

 

備註：包含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提供概算編列資料 

1.支援10名約僱人員費用 

(1)用人費用：617.06萬元 

(2)服務費用：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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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材料及用品費：1.44萬元 

2.捐補助費：5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