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 108 年第 4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下午4時 

貳、 開會地點：本市市政大樓2樓西北區N214會議室 

參、 主席：彭主任委員振聲                紀錄：劉介文 

肆、 出(列)席單位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伍、 確認108年第3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會議紀錄內容確定。 

陸、 報告案： 

一、 前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本案洽悉。 

二、 容積代金基金收支情形 

主席裁示：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新工處下周前將 108 年度憑證移回都發局辦

理核銷結案事宜。 

三、 本市各類容積移轉制度及執行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本案洽悉。 

柒、 討論案 

一、 容積代金基金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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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容積代金管理運用資訊公開事宜 

主席裁示： 

依都發局提報內容辦理會議資訊公開及設置資訊專區，

並由都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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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捌、 散會(下午5時) 

 

 

 

 

 

 

 

 

 

 

 

 

 



 

附件：發言意見摘要（依發言順序紀錄） 

報告案二、容積代金基金收支情形 

（一）彭主任委員振聲 

目前標購作業有二項要檢討，第一項為檢討放寬投標

地主須持有5年以上限制，係以防止公保地價格炒作，

第二項為提高標購價格為公告現值15%上限，常有議

員反映應提高，惟應先參考其他縣市執行情形，於執

行標購作業一年後再進行檢討。 

（二）邱委員美珠 

1. 簡報說明108年度撥付新工處8.6億元，已移回3.3億

元是否為不執行額度。 

2. 新工處目前已核銷額度為232.21萬元，尚有5.32億元

尚未移回，因附屬單位預算無延長收支，必須於年底

前完成結算，請都發局促請新工處於108年底完成預

算結報事宜。 

3. 有關109年度容積代金基金預算審議情形，依主計處

同仁於議會側記結果，於一讀會審議時情形順利，提

送預算額度未刪減，請都發局後續於二讀會時繼續準

備審議相關事宜。 

（三）游委員適銘 

近日財政局曾會辦都發局有關其他基金向容積代金

基金辦理借貸公文，利率為0.2%。 

（四）賴委員宗裕 

目前容積代金收入已達60億元，惟臺北市似尚有



1,000公頃公保地未取得，是否訂定取得公保地項目

或所在地區之優先次序，以提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五）黃委員榮峰 

容積收入預算額度由108年度5億元倍增至109年度10

億元，108年度實際已執行5.38億元，惟109年度編列

預算支出額度僅為5億元，建議應隨收入增加而調高

執行額度。 

（六）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 新工處已核銷完成，惟該處會計室尚未將憑證移回，

預計下周移回都發局。 

2. 新工處將於本次會議討論案報告109年度標購作業規

劃情形，108年度第一次標購作業預算5億元，實際投

標金額僅4.5億元，尚有標餘款，108年度第二次標購

作業預算5億元，實際投標金額僅3.4億元，後續將於

報告中說明提案。 

（七）都市發展局 

1. 因住宅基金有資金需求，須向容積代金基金辦理借貸，

目前已簽辦報府核定相關事宜，包括借貸額度、年期

及利率等，因尚未辦理簽約事宜，後續將於簽約後再

向管委會報告。 

2. 依「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

規定，容積代金基金係以標購方式取得公保地，由公

保地地主自由參與投標，且標購金額目前所訂上限為

公告現值15%，標購作業相關檢討事宜將由新工處報

告。 

3. 109年度容積代金基金預算於一讀會審議情形順利，



除加班費部分請本局再酌加額度，其餘部分均已通過，

因109年度預算支出額度5億元係於108年初編列完成

後送議會審查，109年度倘須增加執行額度，將以併

決算方式辦理。 

 

報告案三、本市各類容積移轉制度及執行辦理情形 

（一）彭主任委員振聲 

1. 關於河川區土地容積移轉，本府先前已發文表示意見，

上周五至行政院與秘書長、水利署長及內政部政務次

長溝通，因為本次核定之「新店溪秀朗橋至福和橋容

積移轉實施計畫」，堤線已內移至環河快速道路，排

洪斷面已使用至臺北市土地，並有以下問題： 

(1) 堤內土地為新北市土地，造成臺北市投資興建堤防

保護新北市居民之情形，且須使用之臺北市土地包

括私有土地，徵收補償費用約30億元，故向行政院

秘書長反映依行政院89年省市共管河川函示，新北

市土地範圍取得費用由中央全額負擔，臺北市土地

範圍卻由臺北市政府自行負擔，對臺北市不公平。 
(2) 依內政部及經濟部所訂定容積移轉換算公式，送出

容積須以河川區土地及毗鄰土地公告現值比例換

算，因河川區土地公告現值遠低於毗鄰土地，經試

算結果將造成接受基地移入容積為原河川區土地

移出面積之數十倍或百倍以上，水利署在立委壓力

下已公告換算公式及實施計畫，本府多次經向經濟

部及內政部反映均無效。 

2. 已向中央反映河川區土地容積移轉相關事項如下，後



續將再與中央約定時間協商。 

(1) 因堤線內移非臺北市造成，本案屬行政院89年函示

省市共管河川，應屬中央管理，增加之徵收補償費

30億元應由中央負擔。 

(2) 因河川區非公共設施，且臺北市堤線緊鄰市區，已

向中央反映河川區土地容積移轉以毗鄰土地公告

現值換算方式不合理，惟中央表示可以折減係數

0.1至1辦理，惟考量採用折減係數無明確標準，有

執行困難。 

（二）李副主任委員得全（書面意見） 

有關報告案三，建請都發局補充各類容積移轉（移出、

移入之行政區及樓地板面積）資料統計，並於討論案

二後續辦理資訊公開。 

（三）金委員家禾 

1. 河川區土地容積移轉公式以毗鄰土地公告現值換算

不合理，因臺北市精華地區土地緊鄰堤防，且河川區

土地公告現值遠低於毗鄰土地，換算後將造成接受基

地移入容積為原河川區土地移出面積之數十倍或百

倍以上，經多次反映均不被採納，後續如有機會將再

反映。 

2. 公保地徵收補償價格，係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查估，採公保地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區段地價平

均計算之原因，係考量減少公保地地主損失，惟現行

已有實價登錄案例，卻仍採用毗鄰土地計算，並不合

理，因此仍須由內政部修法解決。 

（四）游委員適銘 



1. 內政部曾研議公保地容積移轉公式將公告現值改為

市價，公會亦建議改採毗鄰土地換算，先前與會時已

表達不宜。 

2. 內政部亦檢討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公保地徵收

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平均市價之補償規定，因

實價登錄實施後，公保地已有成交案例可供參考，惟

因採現行規定價格較高，至今尚未修法。倘河川區容

積移轉仍採毗鄰土地公告現值換算，將導致中央政策

不一致之情形。 

（五）都市發展局 

內政部研議修正公保地容積移轉公式改以估價後價

值換算，已辦理結案但並未實施。 

討論案一、容積代金基金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標購作業 

（一）彭主任委員振聲 

1. 可考量依公保地持有年限越長，標購價格上限提高越

多，或考量以整合街廓路段投標者，提高標購價格上

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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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金委員家禾 

1. 建議以整合街廓路段投標者，優先提高標購價格上限，

較為公平。 

2. 分級提高標購價格上限對先前以公告現值15%上限投

標者不公平，且反而增加土地掮客利潤，應再考量。 

3. 徵收公保地之費用，因涉剝奪私有權，仍應經議會審



議通過，與標購作業費用性質不同。 

（三）賴委員宗裕 

1. 同意依公保地持有年限越長，標購價格上限提高越多，
以及考量以整合街廓路段投標者，提高標購價格上限

之方式。 

2. 建議公保地取得應有優先順序，指定優先取得項目及

區位，並可取消標購方式，因標購作業受限太多，或

考量加入市場機制，由仲介整合，如整合一定範圍給

予佣金及標購價格上限彈性，提高投標意願。 

（四）黃委員榮峰 

建議再執行一年後再檢討是否提高標購價格上限。 

（五）林委員健智 

建議以整合街廓路段投標者，依整合路段長度分級訂

定標購價格上限。 

（六）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 容積收入已達60億元，惟投標意願不高，建議後續不

採標購方式取得，或已研擬另一方案，採用依持有年

限分級，給予不同價格上限。 

2. 目前業者以信託方式突破現行投標資格須持有5年以

上限制規定。 

3. 現行開闢道路須經由預算程序辦理徵收及開闢，期程

較長，如鼓勵整合街廓路段投標，可加速公保地取得

及道路開闢。 

4. 建議可修法取消標購方式，改依持有年限排序申請辦

理徵收，經費來源不使用公務預算，由容積代金基金



支應。 

討論案二、容積代金管理運用資訊公開事宜 

（一）彭主任委員振聲 

1. 依都發局提報內容執行，並公開以下三項： 

(1) 會議前議題公開。 

(2) 會議結論公開。 

(3) 標購情況結果公開。 

2. 標購程序為民法行為，由雙方合意後達成交易，應適

時回應監察院。 

3. 有關公保地地主自救會要求參與本會會議是否會影

響政府決策，因政府依法行政，本會係透過外界委員

參與，使得政府決策更為公允及妥適。 

（二）金委員家禾 

1. 同意資訊公開。 

2. 標購作業為雙方合意，無涉影響人民權益，應再向監

察院說明。 

3. 公保地地主自救會來函所稱標購作業成效不佳並非

事實，所陳述意見並不正確，且其為當事人不宜代表

民眾參與本會會議，應適時回應。 

（三）邱委員美珠 

有關提案開放民眾於會議前提供意見並於會中宣讀

及討論。是否符合本會作業規則。 

（四）都市發展局 

各界經常對於容積代金運用事宜，向本局陳情反映及

提供意見，因此擬於彙整後於會上報告。 



「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108年第4次

會議」簽到簿 

一、 時間：108年12月9日(星期一)下午4時 

二、 地點：本市市政大樓2樓西北區N214會議室 

三、 主席：彭主任委員振聲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簽   名  

臺北市政府副市

長辦公室                    

副市長                    彭振聲                    

 

臺北市政府副秘

書長辦公室                    

副秘書長                    李得全                     

臺北市政府財政

局副局長室                    

副局長                    游適銘                    

 

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                    林昆虎                    

 

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副局長室                    

副局長                    王玉芬                    

代 

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                    林健智                    

 

臺北市政府主計

處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                    邱美珠                    

 

國立臺北大學不

動產與城鄉環境

學系                    

教授                    金家禾                    

 

前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                    

局長                    黃榮峰                    

 

前臺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                    

總工程司                    劉惠雯                     



國立臺北大學不

動產與城鄉環境

學系                    

副教授                    林秋綿                     

國立政治大學地

政學系                    

教授                    賴宗裕                    

 

有澤法律事務所                    主持律師                    黃馨慧                     

 






	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第4次會議會議紀錄 (草案)
	臺北市容積代金基金管理委員會108年第4次會議-簽到表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