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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適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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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政部 106 年 11 月 7 日內授營更字第 1060817014 號函

釋：按本條例第 5 條「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

造人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之同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

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已明定重建程序，故「危老條例」公

布施行前，已完成建造執照掛件案件， 

欲適用本條例申請重建者，得按本條例 

規定之重建程序辦理建築物耐震能力評 

估﹅提具重建計畫報核。【詳 E 篇 05】 

 

可以。容積移轉並非容積獎勵，其立法精神類似補償概念，允

將公共設施保留地﹅文化資產等限制開發之土地容積移置可開發

地區使用，但仍須依循容積量體評定機制，按「臺北市容積移轉審

查許可自治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按「危老條例」第 5 條業已明定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應

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自無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適用。 

01 有關「危老條例」公布施行前，已完成建造執照掛件案件能

否適用本條例申請重建？ 

02 依「危老條例」重建，可否申請容積移轉？ 

 

03 「危老條例」重建計畫是否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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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危老條例」實施重建者，依條例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僅得

放寬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容積獎勵上限、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非

屬上開項目仍需符合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故依

「危老條例」實施重建者，仍應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

規定辦理退縮。 

按內政部 107 年 3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1070803405 號令，

依「九二一地震災區建築物危險分及評估作業規定」評估張貼紅色

或黃色標誌之合法建築物，以及評 

估列管之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均屬 

耐震不足，得依本條例第３條第１ 

項第１款規定申請重建。 

據此，目前本市列管「921 

及 331 地震黃單」及「須拆除重 

建」的海砂屋，均可逕行提具重建 

計畫申請重建，免再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惟「危老條例」第 6 條第

4 項規定「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不得同時適用其他法令

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目。」故海砂屋若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自不得再依「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

7 條第 2 項爭取依原建蔽率、原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

亦不允放寬原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之 30％。 

04 依「危老條例」重建可否免依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檢討退縮院

落﹅無遮簷人行道等相關規定？ 

05  市政府公告列管地震黃單及須拆除重建的海砂屋，能否適用

「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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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關渡﹅洲美﹅社子島等尚在規劃開發階段長期禁限建地

區（不包含保護區），主管建築機關無從指定建築線及核發建造執

照，是礙難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惟為解決該等地區範圍內建築物老舊破損﹅人口增加﹅面積

狹窄不足居住使用，考量現實狀況與居民事實需求，都市發展局特

別令頒「臺北市關渡﹅洲美﹅社子島等長期禁限建地區本府規劃

開發前違建暫行查報作業原則」，明定民國 83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既已存在之建築物，得作一定規模以下非永久性構造之臨時性加

建，但加建行為必須向建管處申請臨時建築許可，始得搭建，否則

仍視為新違建查報拆除。另為解決該等地區原有建築物老舊破損

及屋頂漏水等問題，可依「臺北市 

社子島地區原有建築物修繕暫行處 

理要點」﹅「臺北市洲美地區原有 

建築物修繕處理要點」等規定，向 

建管處辦理修繕報備手續。 

民國 68 年 2 月 12 日暨 12 月 20 日實施之「保變住」地區

尚未擬定細部計畫範圍之合法建築物，礙難依「危老條例」申請

重建。惟可依「臺北市保變住地區原有合法建築物整建及增建臨

時建築暫行作業原則」申請臨時整建及增建，及依「臺北市保護

區原有合法建築物申請整建要點」申請整建。 

06  本市社子島﹅關渡﹅洲美等尚未擬定細部計畫地區的建築

物，能否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07 本市「保變住」地區之老屋能否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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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政部營建署 107 年 3 月 6 日營署更字第 1070007182 號

函釋：同一基地改（新）建涉及防空避難設備及停車位不足等疑義

部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 1 第 1 款及第 142

條第 4 款已明定「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基地內。但二宗以上在同

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基地同時請領建照者，得經起造人之同意，將

停車空間集中留設」、「同時申請建照之建築物，其應附建之防空避

難設備得集中附建。但建築物居室任一點至避難設備進出口之步行

距離不得超過三百公尺」。至「同一基地申請改（新）建，其原依規

定設置之停車空間於施工期間如需將該停車空間移置者，應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之 1 第 1 款規定辦理，不得暫免

設置，且其移置區位不得位於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以外之地點設置

以維公共交通」。 

依「危老條例」實施重建者，依條例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僅得

放寬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容積獎勵上限、建蔽率及建築物高度，非

屬上開項目仍需符合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是本

市都市計畫說明書中載明需經都市設計審議地區﹅大規模建築物，

或依都市計畫規定指定為 

土地開發許可地區之開發許可， 

均應依「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有關規 

定辦理。 

08 危老建築物之基地內有部分建築物擬拆除重建，致防空避難

設備及停車位不足，能否免檢討？ 

09  本市危老建築物申請重建，需提送都市設計審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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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危老條例」第 3 條第 1 項規定（略摘）「本條例適用範圍，

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

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築物......」，已進行都市

更新程序的案件，若符合「危老條例」之適用條件者，自可整合全體

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後，提具重建計畫申請重建。故本市

已進行「都更 168 專案」之案件，得由實施者函向都市更新處撤回

報核之申請，改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都市發展局補助都更案件，係受 

補助者推動都市更新進度已達相當成 

果，若受補助者後續撤案改依「危老 

條例」申請重建，除非涉有「臺北市 

協助民間推動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 

辦法」第 8 條各款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 

申請補助，或有重複核給補助及規避考核 

等情形，否則將不再追討相關補助費用，以鼓勵民眾推動都市更新。

另該辦法第７條規定，受補助者於都市更新會解散前或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前，至少每６個月應提供督導考核表至

都發局查核進度，受補助者如欲撤案改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應

配合都市發展局提供相關資料辦理補助後續結案事宜。 

若 A﹅Ｂ建商所整合的基地範圍相同，Ｂ建商已取得達「都市

10 已進行都市更新案件，得否撤案改依「危老條例」重建？是

否會被追討相關補助費用？ 

11  最近有Ａ建商到社區整合危老重建，但我已簽署都更事業計畫

同意書給Ｂ建商（實施者）了，可採雙軌併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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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條例」第 22 條之同意門檻，仍得申請都市更新報核並審議，都

市更新處不會拒絕受理。但若Ａ建商另已取得全體土地及建物所有

權人同意，已另向建管處申請危老重建之核准，在核發Ａ建商建照

後，Ｂ建商應自行撤回都更案之申請，或由都更處駁回Ｂ建商之申

請案。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95 條之 3 條文，係

就危老重建基地涉及該自治條例之建築物高度、高度比、後院深度

比及住宅區建蔽率等規定酌予放寬，至涉及都市計畫書規定者，仍

應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 

都市發展局於 108 年 10 月 8 日召開研商「臺北市民生東路新

社區特定專用區建築管制要點」有關結構體相連之連棟建築物執行

問題研商會議，決議略謂：民生社區規劃開發於 1960 年代，以田園

城市為規劃理念，……新建建築物在都市景觀要求整齊一致，爰於

都市計畫訂有建築管制要點第 9 點：「……同一街廓結構體相連之連

棟建築物及基地所有人同時申請，並同時施工……」規定，以形塑民

生社區都市設計風貌。然現今老屋重建整合困難，開發期程不一，難

再重現連棟公寓樣式。為老舊建築物改建需要，民生社區之建築物

若以伸縮縫與鄰棟隔離，且其住宅單元之左右非以牆體與相鄰建築

物住宅單元分隔者，可視為非連棟建築物，申請建築執照尚符合都

市計畫規定。 

12 陽明山山仔后地區第二種住宅區為特定住宅區，申請危老重

建，可否排除細部計畫有關建物高度及樓層之特別限制？ 

13 民生社區現行法令限制原有連棟建築物申請拆除新建，應就

結構體相連之連棟建築物同時申請，能否放寬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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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4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登記名義人、

具有法律上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之利害關係人得申請

「第三類謄本」。查「核發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注意事項」並未

明定危老重建關係人得申請「第三類謄本」，惟該「注意事項」載明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得申請同一公寓大廈

所有權人之謄本，並檢附主管機關同意備查文件（註明主任委員會

管理負責人者）及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 

是危老基地申請重建，可先按「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規定之法定程序籌組管理委員會或推選 

管理負責人，並完成管理組織報備，不僅能 

申請「第三類謄本」，亦有利於加速社區 

住戶重建意願之整合。 

 

 

14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無法向地政單位申請「第三類謄本」，

致難與全體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聯絡，如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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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訂定「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特別就依「危

老條例」申請重建之案件，規定下列放寬及簡化措施： 

 

 

 

 

 

 

 

 

 

 

 

 

 

 

 

 

15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是否需檢討相鄰基地有無畸零地？

有無放寬認定或程序簡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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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非屬畸

零地之建築基地，其鄰地為畸零地且為該畸零地之唯一合併地時，

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掛號後至申報放樣勘驗前，應以書面通知該

畸零地所有權人得依畸零地調處會全體委員會議近一年度建議價

額讓售，並副知都市發展局。 

有關「臺北市畸零地調處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決議年度建議畸

零地讓售價額」之計算原則，規定如下： 

一﹅有關本自治條例建議讓售金額之原則如下： 

（一）108 年度以近三年（105~107 年）畸零地調處委員會決議之

案件倍額平均值作為讓售倍額，爾後每年以近三年讓售倍額

平均值作為當年度讓售額度依據，讓售價額公式如下： 

Ｐ1＝Ｅ╳Ｖ╳ａ 

1﹅適用條件：ａ≦使用分區最小寬度及深度乘積面積（㎡） 

2﹅Ｐ1：畸零地年度建議讓售價額 

3﹅Ｅ：近三年大會決議倍額平均值 

（住宅區 2.32；商業區 3.11） 

4﹅ａ：畸零地面積（㎡） 

5﹅Ｖ：當期公告現值（元） 

（二）考量畸零地調處係為促進土地合併使用之完整性，倘擬合併

地之畸零地土地面積大於該地土地使用分區最小寬度及深

度乘積時，讓售倍額得以該土地使用分區平均寬度及深度乘

積比值之折減公式計算之，折減讓售價額公式如下： 

Ｐ2＝Ｅ〔1-（ａ／Ａ）〕╳Ｖ╳ａ 

1﹅適用條件：ａ＞使用分區最小寬度及深度乘積面積（㎡） 

2﹅當Ｅ〔1-（ａ／Ａ）〕計算值＜1 時，以 1 計 

16 通知毗鄰畸零地的地主讓售，市政府是否有建議讓售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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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Ｐ2：畸零地年度建議讓售價額 

4﹅Ｅ：近三年大會決議倍額平均值 

（住宅區 2.32；商業區 3.11） 

5﹅ａ：畸零地面積（㎡） 

6﹅Ａ：申請地使用分區最小寬度及深度乘積面積（㎡） 

7﹅Ｖ：當期公告現值（元） 

二﹅爾後每年倍額平均值由畸零地委員會大會訂定，並依「臺北市

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定期發布公告。 

臺北市建築基地之寬度及深度限制整理如下表： 

使用分區 
寬度（公尺） 深度（公尺） 

平均 最小 平均 最小 

住一區 12.0 7.2 20.0 12.0 

住二及加級地區 10.0 6.0 20.0 12.0 

住三及加級地區  8.0 4.8 16.0  9.6 
住四及加級地區  4.8 3.0 14.0  8.4 

商一區  5.0 3.0 15.0  9.0 

商二區  5.0 3.0 18.0 10.8 

商三區  5.0 3.0 18.0 10.8 

商四區  5.0 3.0 18.0 10.8 

 

 

 

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非屬

畸零地之建築基地，如鄰接唯一合併地之公有畸零地，土地所有權

人“應”取得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逕向公產管理機關辦

理申購公有畸零地。市政府出售畸零地主要著眼於促進窳陋地區早

17  危老基地範圍若涉及市有畸零地時，可否請求市政府依土地

公告現值辦理讓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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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整合開發，藉以改善市容。但市政府不會主動出售畸零地，必須

由鄰地所有權人方能提出申請。並須先取得都市發展局核發公私有

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至於讓售價額係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

價，再提報市府「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後報府核定，並非公

告現值。此外，個案須經市議會通過，循程序報行政院核定後，再

辦理讓售。相關讓售事宜，可洽詢市政府財政局非公用財產管理科

（2720－8889 分機 6310） 

 

 

 

 

 

 

 

 

 

 

 

 

 

 

 

危老基地涉及市有畸零地 

報請行政院核准 

按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定價格讓售 

函請市議會同意 

危老基地所有權人向財政局申請讓售 

財政局審查符合畸零地讓售規定 

向都發局申請核發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 

財政局提市政會議討論通過 

畸零地面積≦150 ㎡ 畸零地面積＞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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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原基地範圍重建，若該基地為鄰接畸零地之唯一合併地且

該畸零地為公有者，參照臺北市政府 109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臺

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 10 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免向都發

局申請核發公私有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書，即可按原建築基地範圍

申請重建。 

 

 

 

按內政部 103 年 5 月 19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30805282 號

函示略以：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應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

執照。另按「......一、「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生效日（75

年 2 月 3 日）前已完成地籍分割之一宗建築基地，倘基地內各筆地

號已按行為當時建築法之規定，將各筆地號土地分割為可各自單獨

建築使用之建築基地者，其部分地號土地合併鄰地申請建築時，免

經原執照基地內之其他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此外，依「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圍內部分土地申請

建築處理原則」規定，建築基地於 75 年 2 月 3 日以前已完成地籍

分割者，且符合部分地號土地單獨申請建築時, 剩餘 

建築基地可獨立建築並有獨立出入口或因逕為 

分割、判決分割、和解分割、調解分割 

或調處分割等由地政機關完成分割登記 

者，免再辦理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19  同一使用執照之連棟式公寓，能否就單棟範圍依「危老條例」

申請重建？有無放寬認定或程序簡化措施？ 

 

18  危老原基地範圍重建，若涉及公有畸零地時，可否免依臺北市

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向市政府申購公有畸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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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併同建築物之分割，應符合「建築基地法

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惟依「臺北市領有使用執照建築基地範

圍內部分土地申請建築處理原則」第四點規定，基地內部分地號土

地申請建築時，其範圍內建築物地上層各自獨立，使用互不影響，

地下室（含未辦理產權登記）現況有隔牆分隔，且分屬各幢﹅ 棟使

用並與地籍分割線一致者，經檢討均符合該建築物建造行為時相關

建築法規定（如防空避難設備﹅停車空間﹅構造安全等），其部分地

號土地建築物拆除﹅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時，免經原建築基地

其他地號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 

 

按「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則」第 1 點規

定：山坡地應整體開發，其面積須在 2 萬平方公尺以上，但具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不受上述面積之限制： 

（一）計畫圖內所示之山坡地範圍其面積不足 2 萬平方公尺者。 

（二）計畫圖內所劃定之山坡範圍，其中部份經整體開發後，所剩

餘未開發之土地面積不足 2 萬平方公尺者，但應配合已開發

部份整體規劃。 

（三）為應都市發展需要，所開闢之各類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四）以整個都市計畫街廓為開發單元或同一街廓內適用本規定之

山坡地做整體開發使用者，但應同時配合開闢臨接計畫道路

及排水系統。 

20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是否需要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21 住二「山限區」的危老基地申請重建，若依危老條例規定將

鄰地納入重建計畫範圍，能否不受「臺北市都市計畫劃定山

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則」有關開發規模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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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接已開闢完成之都市計畫道路，或併同於申請案開闢都市

計畫道路者，其面臨該道路進深 30 公尺範圍內面積在 2 萬

平方公尺以上，且不影響整體開發者。 

（六）計畫圖內（不含保變住地區）所示之山坡地範圍，領有使用執

照或於民國 60 年 12 月 22 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領有建造

或營造執照並興建完成之現存建築物於原建築基地範圍申請

建造者。 

（七）屬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所稱之舊有合法建築物者，以不

逾其原建築面積、高度範圍內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申請建造。 

據此，危老建築物本身若符合上開法條第（六）款規定，於原

建築基地範圍申請重建，得不受開發規模之限制。但若合併鄰地申

請重建時，仍須檢討符合上開法條各款規定。 

依內政部 108 年 5 月 31 日台內營字第 1080808886 號令規

定（略以），按「危老條例」之訂定意旨，係為因應潛在災害風

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改善居住

環境，提升建築安全與國民生活品質，且行政院 108 年 4 月 26 日

已核定「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都市計畫工業區得依該方

案申請容積獎勵，強化產業用地使用效能並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為避免本條例與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產

生政策排擠，並重申杜絕違規工業住宅政策方

向，使本條例正確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不得

依該條例申請重建。但主管機關已受理尚未准

駁，或已核准之重建計畫，得不受限制。 

22  都市計畫內的「工業區」可以適用危老條例申請重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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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內政部營建署 108 年 5 月 20 日營署更字第 1080027623 號

函釋（略以）：「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獎勵後之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

省（市）施行細則（或自治條例）與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容積獎勵規

定之限制，為本署 107 年 3 月 30 日營署更字第 1071159777 號函

明釋在案。故申請危老重建時，如以原建築容積加計本條例之獎勵

後，致有超出都市計畫書所定之容積管制上限，應不屬牴觸都市計

畫書之情形。」是以，於本市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之建築基地依危

老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該基地依危老條例申請容積獎勵之總容積

上限已逾二倍者，則得不受旨揭細部計畫案內二倍容積上限規定。

但依「危老條例」申請容積獎勵之總容積已逾二倍者，不得核准容積

移轉或增額容積。（參見都市發展局 108 年 6 月 10 日北市都規字第

1080125725 號函） 

 

 

 

 

 

 

 

 

 

  

●申請危老重建時，如以原建築容

積加計危老條例之獎勵後，致有

超出都市計畫書所定之容積管

制上限，尚非法令所不許。 

●依危老條例申請容積獎勵及容積

移轉之總容積，不得超過細部計

畫案內二倍法定容積上限之規

定。 

23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之建築容積，得否不受「臺北市松

山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規定之各項容積

獎勵上限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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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危老條例」規定實施重建，「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第 95 條之 3 第２項規定，住宅區內之建築基地，其原建蔽

率高於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建蔽率者，始得放寬建蔽率。故本案原

建蔽率為 42%，僅能依第三種住宅區法定建蔽率 45%申請重建。 

按都市發展局 108 年 11 月 1 日北市都規字第 1083104203 號

函釋略以：臺北市政府 108 年 10 月 25 日公告「修訂『臺北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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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修訂）」配合修訂原屬住宅區之商特區，倘依「危老條

例」規定實施重建者，得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第 95 條之 3 申請放寬建蔽率，其放寬標準可準用原屬分區之規定

實施。 

按臺北市政府 108 年 5 月 7 日府授都規字第 1083038895 號

函規定，有關「特定專用區」之建築物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

其建築物高度及建蔽率放寬認定原則如下： 

一﹅建築物建蔽率放寬部分，屬都市計畫法劃設之特定專用區，分

區名稱含「住宅」文字（如ＯＯ住宅特定專用區），且都市計畫

書載明建蔽率規定與「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24 某建築基地位於住三區，原建蔽率僅為 42%（法定建蔽率

為 45%），若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可否享有放寬建蔽率

優惠？ 

25  危老建築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位於「商二特（原屬住三區）」，

申請重建可否放寬建蔽率？ 

26  臺北市「特定專用區」之建築物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其建蔽

率及高度放寬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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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條規定之第二種住宅區至第四種住宅區、住宅加級地區相同，

視同該自治條例第 95 條之 3 第 2 項第 3 款「都市計畫書內載

明建蔽率比照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住宅區之其他住宅區」，而

得依該款後段規定放寬建築物建蔽率。但依本市商業區通盤檢

討案所變更劃設之商特區，因主要計畫已屬商業區，無法適用。 

二﹅建築物高度放寬部分，都市計畫書載明高度規定與該自治條例

第 11 條之 1 第一種住宅區、第二種住宅區相同，或敘明比照

者，視同「第一種住宅區」或「第二種住宅區」，而得依該款規

放寬建築物高度。 

 

本市土地使用分區標示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者，容積率得

提高至 400%。但建築基地面臨 40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之面寬，應在

16 公尺以上為原則，否則其容積率仍應依「第三種住宅區」（容積率

225%）之規定辦理。 

 

 

 

 

 

 

 

 

 

27  危老建築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二種住宅區」，其容

積率得提高至 400%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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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14 條規定：「都市計畫之商

業區內建築物，其依法申請可供住宅或集合住宅使用部分之主              

要構造強度、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及附設之停車空間、防空避

難室等除應符合住宅或集合住宅之規定外， 

並應依商業使用類別之最低標準規定

設計及施工。」是依「臺北市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86 條之 1 檢討

停車空間即可，免依第 86 條之 2 檢討

設置裝卸位。 

 

查臺北市政府 106 年 12 月９日府法二字第 10634799300 號

函送（提）交臺北市議會審議之修正「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第 95 條 3」案，條文「說明欄」已敘明農業區係為保持農

業生產所劃定；保護區係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及

保護生態功能所劃定，兩者為本市 

農業生產或極具環境敏感地區， 

依其性質不宜大量、過度開發，

為符合其劃定目的且避免對環

境景觀過度衝擊，故維持「自治

條例」第 72 條、第 76 條規定限

制，不予放寬高度。 

29 本市「農業區」及「保護區」危老重建，能否適用「臺北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95 條 3 放寬建築物高度？ 

 

28  危老建築基地位於商業區，若設計重建供集合住宅使用，是否

須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檢討設置「裝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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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都市更新條例」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符合「危老條

例」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規定之建築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或變更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

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據此，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

低等級者（即初步評估未達乙級之建築物），若申請危老重建無法取

得 100％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得提請都市更新處視實際情

況，專案報府迅行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以利重建。 

臺北市政府為積極促進危險老舊建物更新，改善市民居住環境

狀況並促進公共安全，特於 108 年 12 月 19 日修正發布「臺北市自

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 

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新訂 

自行劃定單元範圍內所有達到年 

限之合法建築物，倘皆經專業機 

構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 

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理評估結 

果未達最低等級者，即免指標檢討，強化都更與危老之連結。 

 

為鼓勵本市危險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臺北市政府特訂定「臺

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明定原建築基地範圍內依危老條例申請

重建者，非屬畸零地，免檢討「最小建築基地」規模。另危老基地若

鄰接兩條道路者，其次要道路之高度比仍應依規定檢討。 

30 申請危老重建，若無法取得 100％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同

意，可轉軌改以「都市更新條例」辦理嗎？ 

31  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是否要檢討「最小建築基地」規模？

另次要道路是否仍要檢討高度比？有無放寬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