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實施之案例與解析-以新北市為例 
地震！ 地震 ！地震  危老！ 危老！ 危老 

救救 400 萬戶 30 年老屋 

921、0206、花蓮震災慘痛經驗還可以等嗎? 

前  言 
    有鑑於中央發布「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危老)
迄今已近一年，惟全國已通過審查並動工之案例卻了了無幾，顯見成效不彰，
為加速防範潛在災害風險，提升建築安全與居住環境，本文將以新北市政府目
前已申請並通過之筆者案例，並彙整危老條例現況執行疑義就法制面、執行面
及報告書內容提出相關剖析、論述與建議供參。 
 
建築法 

      第一條 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 
              容觀瞻，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法制面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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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條例。 

 
1、"危老"條例名稱 
建議：本條例名稱建議應更名為『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2、適用土地範圍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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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制定本條例。 

建議：全國(非都市)土地皆可適用 

 

3、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

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建議：屋齡達到三十年以上即可。 

 

4、保證金 
     例如『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當初申請為 6%獎勵 但最後經評定僅能達到

2%獎勵 則保證金是否全數沒收  

建議：保證金可按比例退回。 

 

5、退縮獎勵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五條及 106.8.31 內授營更字第        

 1060812586 號解釋函，對於小基地是很難做到。 

建議：1、基地面積超過 1500 ㎡才需強制退縮 

      2、退縮獎勵應適用騎樓設置 

 

6、淨空設計 
    臨建築線退縮部份淨空設計依 107 年 1 月 19 日說明會中央表示，退縮部份連種樹都不

行，一定要淨空供人行走.........該部份已過於嚴苛，強烈建議應放寬相關規定。 

建議：依建築法第一條精神，臨建築線退縮部分建議放寬保留 2.5 公尺淨空，餘 1.5 公尺可

設置植栽綠化等有益環境之綠化或相關設施，即為符合退縮獎勵規定。 



執行面(報告書內容) 
1、建築線(8 個月內有效) 
   若因申請危老時間逾期則申請建造執照是否需重新申請建築線，若屬已取得建造執照的 

   案件免申再請建築線，目前新北市政府作業方式，僅需平會城鄉局詢問土管內容是否有改 

   變即可 

建議：危老報告書核准後 180 天內申請建造執照則建築線仍為有效。 

 
2、地籍圖、土地及建物登記簿 
   掛號申請危老時是否需檢附當日(掛號申請)的地籍圖及土地及建物登記簿(目前新北市政 

    府都更處要求要當日) 

建議：明令全國統一，3 個月內有效 

 
3、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單位 
   據悉目前全國只有"台灣建築中心"評估機構。 
建議：既有的「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共同供應契約機構(30)」也可以作 

       第六條之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 

 
4、申請基地面積、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變更 
   若危老核准後地籍重測基地面積變更、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變更 

建議：申請範圍不變，權利變更部分於申請建照時檢附同意書即可 
 
5、危老報告書圖說內容變異 
   檢附之建築設計圖說與建照申請圖說有出入時如何處理 

建議：報告書內容無須檢附建築設計圖說(全國同一避免各縣市執行不同調) 
 
6、建築物高度放寬 
   危老條例自 106 年 5 月發布實施，三年內送重建計畫書者可爭取時程獎勵 10%，惟目前 

   全國各縣市相關高度放寬規定皆未發布實施，時程獎勵時效僅剩餘兩年多，其三年之時程 

   獎勵時間已虛耗近一年。 

建議：明令全國統一，建築物高度依建築法及土管規定再加 1 倍或依建築技術規則垂直建築 

       線方向投影於面前道路之陰影面積加倍計算(避免各縣市執行不一)。 

 

 
 
 



針對新北市政府都更處自訂之危老審核表內容 
及實例分析及建議 

 
 
 
 
 
 
 
 
 
 
 
 
 
 
 
 
 
 
 
 
 
 
 
 
 
 
 
 
 
 
 
 
 
 



獎勵內容剖析 
1、危老條例第三條 
   屬早期五樓公寓無電梯較有機會(早期建蔽率 60% 所以原容積約 300%)。 

 

2、危老條例第四條 

    第一項第三款較易達到僅作初評即可(獎勵 6%)，第二款需做詳評有其困難度。 

 

3、危老條例第五條 
    一、基地屬沿街是有店面價值整合不易 

    二、基地狹小不易達到(200 坪以下)且離地界線皆須淨空(連車道皆不可設置) 

    三、淨空部分過於嚴苛應回歸建築技術規則 

    四、應設置騎樓之街道接不准設置騎樓，皆已無遮簷人行道取代，易造成街道騎樓之不 

        連續性 

 

4、危老條例第六條 

    依需求繳交保證金即可取得，但結構部分之成本將會提高。 

 

5、危老第四~六條簡述 
   皆須達到最低標方可申請危老第七~九項之獎勵（依辦法第 12 條） 

 

法令依據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十二條 申請第三條至第六條規定容積獎勵後，仍未達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所定上 

           限者，始得申請第七條至第十條之容積獎勵。 

 

解釋令：（依內政部 106.8.31 內授營更字第  1060812586 號函）說明 2-1 略以…另本  

       辦法第 12 條訂定意旨，為規定優先申請本辦法第 3 條至第 6 條之容積獎勵  

       項目，以落實本條例制定政策目標。故貴府所提，倘有申請人因考量經濟合  

       理性而未依本辦法第 12 條規定優先申請第 3 條至第 6 條獎勵並逕為申請第 7 

       條至第 10 條獎勵時，自當不符合本辦法第 12 條之規定。  

論述： 
    1、依辦法第 12 條並未明文規定依定要達到規定後方能申請第七條至第十條之容 

       積獎勵。 

    2、依建築法第一條的精神，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  

       衛生及 增進市容觀瞻，特制定本法….。而攸關建築物最重要的綠建築、智慧 

       建築、無障礙環境設計建築物反而予以限制人民申請，令人匪夷所思！ 

建議：危老容積獎勵項目第三~九應可由申請就基地條件自由申請不受解釋令之約束 



協議書 
【請注意本項非常重要為一般申請人最容易忽略】 
    危老容積獎勵之協議書內容部分內政部版本與新北市版本南轅北側其說明如下： 

     一、內政部版本僅對獎勵部分之要求保證金(當期之土地公告現值*0.45*獎 

        勵之容積)於使用執照前 繳交且申請人切結於使用執照取 2 年內要完 

        成協議書內容否則予以沒收。 

 

     二、新北市政府版本除要求須依內政部版本繳交保證金外另加碼以下事項： 

         1、維護費用金額：申請每一項獎勵部分要求以該建築物依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提列之公共基金乘百分之五十計算 

            之做為未來管委會之管理維護費用。 

            例如：公共基金=500 萬，申請三項獎勵則須提供 500*0.5*3=750 萬 

            (亦即公共基金=500+750=1250 萬)。 

         2、要求申請人於一樓樓版勘驗核准前取得獲准容積獎勵項目評定之規定，本容積 

            獎勵項目未履行者視同無效。 

            例如：申請項目為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獎勵，則申請人如於本案 

            申報一樓樓版勘驗核准前，應取得住宅性能評估初評報告書之初評意見確認屬 

            結構安全性能第○級，本容積獎勵項目視同無效，不得提出異議。 

            (這個部分對申請人取得容積獎勵會造成不確定性，如變更設計…) 

            本項協議內容已明顯違反中央僅要求申請人切結於使用執照取 2 年內要完成協 

            議書內容否則予以沒收保證金。 

 

法令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35 條「行政契約」 
            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  

            者，不在 此限。 

 
建議：新北市政府應就提列之公共基金乘百分之五十提出說明，否則易觸犯行政程序法 137 
       及 141 條規定，本項協議內容似有疑義，依行政程序法"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第 158 

       條"及"行政指導 165、166 條"相關規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6 條規定。 

 

 
 
 
 



新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都更處）審查流程 
 

 

筆者危老報告書申請（以新北市政府為例）經驗如下： 
一、申請人委託鑑定人(如建築師…)備齊"危老"結構初評報告書項鑑定機構（如新北市建築師 

    公會早上送件下午准件一天完成目前最快之審查單位）申請危老初評審查，含現勘、 

    申請竣工圖、報告書製作、副本製作約二星期完成審查報告並函轉新北市政府。 

二、新北市工務局使用管理科收件（約二個工作天）函轉新北市政府都更處 

三、都更處審查(目前表訂約 1 個月完成)（併附新北市文化局平會公文） 

四、結論從發動"危老"申請開始到結束約五個月（含建築線申請約三個月） 

 

 

 



筆者新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內容如下： 
第壹章、基地位置 

(一) 基地位置------------------------------------1-1 

(二) 基地總面積檢討表----------------------------1-2 

二、土地及合法建築物 

(一)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清冊表----------------------1-3 

(二) 全體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清冊表 

(三) 重建計畫範圍地籍套繪圖----------------------1-4 

(四) 重建計畫範圍建築物套繪圖--------------------1-5 

(五) 重建計畫範圍地形套繪圖----------------------1-6 

三、基地及周邊使用發展現況 

(一) 重建計畫範圍周邊使用計畫--------------------1-7 

(二) 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及現況照片 

第貳章 土地使用規定       

一、使用分區------------------------------------2-1 

二、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三、申請容積獎勵項目表--------------------------2-2 

四、建築面積及容積獎勵檢討表--------------------2-3 

五、土地重建計畫案同意書------------------------2-4 

第參章 建築物配置圖說 

一、面積計算表----------------------------------3-1 

二、建築物高度及建築物高度檢討示意圖------------3-2 

三、建築線指示圖--------------------------------3-3 

    無涉法定空地重複使用及畸零地檢討------------3-6 

    同街廓相鄰土地未納入合併整體重建說明--------3-7 

    建築物渲染圖--------------------------------3-8 

    建築物配置圖--------------------------------3-9 

    建築物立面圖-------------------------------3-11 

    建築物剖面圖-------------------------------3-13 

附錄 

一、新北市文化局函文 

二、新北市工務局函文 

三、重建計畫範圍內地籍圖謄本（須掛件當日申請） 

四、重建計畫範圍內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須掛件當日申請） 

五、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須掛件當日申請） 



新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內容建議如下 
書類文件： 
   1、申請書 

   2、總面積表 (詳如新北市政府之表格)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3、地籍圖（三個月內有效） 

   4、建築線 （八個月內有效可延續至建造執照） 

   4、土地+建物同意書（比照建造執照申請） 

   5、土地及建物登記謄本（三個月內有效） 

   6、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之建築物計算圖說（若無免附） 

   7、現況照片 

   8、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原使用執照未登記建物既已取得工務局認定合法房屋公文)  

   9、公文及報告書：平會文化局及危老結構初評 

補充說明： 
    1、建築線內容已涵蓋申請基地之都市計畫內容、基地位置、土管規定、道路（現有道路）、 

      基地周邊現況地形、使用分區、容積率、建蔽率等.....。 

    2、經以上建議（扁平化報告書）希望未來報告書能控制在十頁以內（權利證明文件除外） 

    3、中央應促請地方原則上報告書全國統一 

     
結論： 
  法制面 
      一、法律之訂定應考慮整體性如危老開宗明義就應照顧到全國百姓，不是僅有都市百 

          姓故筆者強烈建議『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應做修改為『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含都市及非都市土地皆可申請)。 

      二、合法房屋證明應從寬認定，對於早期建築物未請領使用執照只要有房屋稅籍資料、 

          門牌編釘證明、自來水費收據或電費收據即可。  

      三、建築線時效，應以申請"危老"完成後自動展延半年，否則若因為老申請完畢建築 

          線也過期了，則申請建造執照時還得重新申請。 

   執行面 

     一、報告書內容應全國統一，避免疊床架屋。 

     二、協議書內容應全國統一，不得另外向申請人要求其他事項造成各縣市執行不一。 

     三、鼓勵申請人就獎勵部分多予申請，以強化未來建築物之性能。 

 
   結語：所謂"危老"防災是不能等，有為的政府當以蒼生為念!!不要在搞行政程序浪費社會 

          資源，應加速重建!!下一波的地震何時來!!不知道!!有多大!!不知道!!但有一點可以 

          知道!!只要地球存在的一天!地震永遠不會停止!!天佑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