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變更臺北市內湖區康寧段二小段 262地號等 2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綜-1 

「變更臺北市內湖區康寧段二小段 262地號等 2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359次會議紀錄回應綜理表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 9時 00分。 

開會地點：臺北市政府北區 2樓 N206會議室專區。 

主持人：王副主任委員玉芬
代
。 

依據臺北市政府 108年 1月 21日府授都新字第 1083000436號函辦理。 

發言單位 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與說明 修正頁次 

財政局 黃幹事宏玲 

(書面意見)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無涉本局協審事項，本局無意見。 敬悉。 -- 

地政局 李幹事汪穎 

(書面意見) 

估價報告書本局無意見。 敬悉。 --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 

(書面意見) 

本案無涉本局權管事項，無意見。 敬悉。 -- 

交通局 梁幹事筠翎 

(書面意見) 

本案提請大會討論事項無涉本局權管，爰本局無意見。 敬悉。 --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涂幹事之詠(呂書華代) 

(書面意見) 

本科無意見。 敬悉。 --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謝幹事旻成 

(書面意見) 

無意見。 敬悉。 -- 

黃委員媺雲 

(一)權利變換計畫案： 

1.請標示尺寸(第 6-6頁至第 6-16頁)，另「工作陽台」是「陽台」？若是

請標示「陽台」即可，餘請自行檢視。 

 

原建築平面圖均有標示尺寸，請參考第六章各層平面

圖。另外有關陽台部分，經與代書釐清，未來產權會

以陽台登記，並在使照竣工圖上標示為「陽台」。 

 

-- 

(二)地籍整理用語：(第 17-1頁) 

1.拾柒、地籍整理計畫，一、地界整理計畫第 5 行，--更新後「合併」為

二筆地號，請更正為地籍整理。 

2.表 17-1 地籍整理計畫表之「更新後『合併』暫編地號」欄位，請更正

為「地籍整理」。 

 

1.依委員建議調整文字。 

 

2.依委員建議調整文字。 

 

1.P17-3 

 

2.P17-3 

(三)建物登記清冊： 

1.實施者分配的車位無主建物可對應，無法登記權屬。(第17-27頁至17-32

頁) 

2.本案「大公(車公)面積」欄作為一個公設，權利範圍應合併計算。 

 

3.本案建物地下層，如經建築主管機關備查圖說標示為「專有部分」並由

戶政機關編列門牌，得依地籍測繪實施規則第 284條單獨編列建號，予

 

1.依委員建議調整，實施者分配之車位已修正對應主

建物。 

2.依委員建議調整，大公(車公)面積欄下之權利範圍

已合併計算。 

3.本案建物地下層標示為共有部分，故未另外單獨編

列門牌，已依委員第 1點意見，將車位與主建物對

 

1.P17-29、P17-31 

 

2.P17-15~P17-3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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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單位 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與說明 修正頁次 

以測量。 

4.或是 1.、2.或是 3.，請實施者自行檢視。 

應。 

4.敬悉。 

 

4.-- 

決議 

(一)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經實施者說明本案部分產權異動、原參與分配人變動原分配房屋單元與停

車位及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先審查結果修正面積與配合調整之計畫內

容，並經審議會討論後，予以同意。 

敬悉。 -- 

(二)聽證紀錄 

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內容及理由 

1.郭雲雀(林志松代) 

(1)本人母親郭雲雀女士往生，由

本人繼承(尚未辦理過戶)。 

(2)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建設公

司董事長、總經理、潘小姐與

本人及父親協議權利分配，並

經本人同意簽名，爾後建設公

司卻否認曾經有此協議。 

(3)民國 104年 3月 9日建設公司

與父親林伍仔簽立分屋協議

書，內容短缺數百萬元(本人並

未簽名同意父親林伍仔為代理

人)。 

(4)建設公司董事長於 102 年說明

會告知地主每戶贈送 15坪，在

102年 3月 20日協議時亦有此

案，爾後卻否認。 

(5)選配車位時，只提供地下一層

爾後卻變成地下二層。 

實施者：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郭建興總經理 

(1)本案目前僅作產權異動、面積

計算釐正，也已完工準備交屋。 

(2)本案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相

關程序皆依權利變換方式實

施，針對私契約部分已解決，

若所有權人仍有疑問，實施者

於會後會再與所有權人協調。 

(3)因原所有權人郭雲雀已往生，

未來繼承人可能不只林先生一

位，故待繼承人確認，會再進

行相關協商。 

請繼承人盡速完

成繼承登記事

宜，並請實施者

持續溝通協調，

予以確認。 

 

敬悉。實施者在聽證會後於 107 年 12 月 17 日有跟

林志松及其家人進行溝通協調，並已釐清林志松所提

出之相關意見。 

-- 

(三)同意本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 3個月

內檢具修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

審議會審議。 

遵照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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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更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寧 段 二 小 段 2 6 2 地 號 等 2 9 筆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案 」 聽 證 會 議 紀 錄 回 應 綜 理 表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0分。 

開會地點：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 3段 60巷 6號地下室（內湖區碧山區民活動中心）。 

發表人 聽證會發表意見 意見回應與處理情形 修正頁次 

郭雲雀(林志松代) 

(一)本人母親郭雲雀女士往生，由本人繼承(尚未辦理過戶)。 

(二)民國 102 年 3 月 20 日建設公司董事長、總經理、潘小姐與本人及父

親協議權利分配，並經本人同意簽名，爾後建設公司卻否認曾經有此

協議。 

(三)民國 104年 3月 9日建設公司與父親林伍仔簽立分屋協議書，內容短

缺數百萬元(本人並未簽名同意父親林伍仔為代理人)。 

(四)建設公司董事長於 102年說明會告知地主每戶贈送 15坪，在 102年

3月 20日協議時亦有此案，爾後卻否認。 

(五)選配車位時，只提供地下一層爾後卻變成地下二層。 

實施者受任人：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郭建興

總經理 

(一)本案目前僅作產權異動、面積計算釐正，也已完

工準備交屋。 

(二)本案實施方式為權利變換，相關程序皆依權利變

換方式實施，針對私契約部分已解決，若所有權

人仍有疑問，實施者於會後會再與所有權人協調。 

(三)因原所有權人郭雲雀已往生，未來繼承人可能不

只林先生一位，故待繼承人確認，會再進行相關

協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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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內湖區康寧段二小段 262地號等 2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核定版修正章節內容對照表 

章節 項目 

變更內容 

修正原因 參考頁數 修正前 

【審議會版】 

修正後 

【核定版】 

拾柒、地籍整理計畫 

地籍整理計畫 

原為更新後合併為二筆地號 
修改為更新後地籍整理為二筆
地號 

配合審議會意見修改。 P17-2~P17-3 

表 17-1：地籍整理計畫表 
表 17-1-1：地籍整理計畫表(變
更後) 

土地、建物及他項
權利登記 

1.表 17-2：土地登記清冊表 

2.表 17-3：建物登記清冊表 

3.表 17-4：土地他項權利登記
清冊表 

4.表 17-5：建物他項權利登記
清冊 

1.表 17-2-1：土地登記清冊表
(變更後) 

2.表 17-3-1：建物登記清冊表
(變更後) 

3.表 17-4-1：土地他項權利登記
清冊表(變更後) 

4.表 17-5-1：建物他項權利登記
清冊表(變更後) 

配合審議會意見修改。 

經代書與地政機關釐清，為利於未來辦理
產權登記作業，依謄本資料載明更新前各
所有權人登記次序、權利範圍、其他登記
事項…等，以及更新後分配單元、門牌及
車位、權利範圍合併計算調整、備註增加
信託財產文字…等。 

1.P17-6~P17-12 
 
2.P17-14~P17-32 
 
3.P17-34~P17-35 
 
4.P17-36~P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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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北市內湖區康寧段二小段 262地號等 29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變更章節內容對照表 

章節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原因 參考頁數 
變更前 變更後 

壹、辦理源起 

辦理源起 說明原變更案辦理過程 增加本次變更之理由 

原案核定後，私有所有權人已全數信託予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土地所有權人之協議，部分產權異動
及變更原分配房屋單元、停車位。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修正相關權利價值。 

P1-3 

法令依據 說明原變更案之法令依據 說明本次變更之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9條之 1第 1項第 1
款規定辦理簡易變更程序。 

P1-3 

伍、更新前權利關係人
名冊 

更新前土地所有權
人名冊 

載明更新前土地所有權人之資
料 

配合土地登記謄本及協議書修
正原表 

原案核定後，私有所有權人已全數信託予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原案核定後，部分更新前土地所有權人將
不動產售予他人（陳清祥售予壕華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曾吉良售予邱照進、曾添全
售予壕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原案核定後，部分舊違章建築物所有權人
將不動產移轉他人（賴佳惠移轉予吳松
清、陳怡娟移轉予陳維臻、陳玫燕移轉予
陳柏翰、林志松移轉予邱韋盛）。 

P5-2~P5-8 
 
P5-4~P5-8 
 
 
 
P5-13 
 
 
 

玖、舊有違章建築戶處
理方案 

現地安置所需樓地
板面積表 

載明所有權人之資料 配合協議書修正原表 

原案核定後，部分舊違章建築物所有權人
將不動產移轉他人（賴佳惠移轉予吳松
清、陳怡娟移轉予陳維臻、陳玫燕移轉予
陳柏翰、林志松移轉予邱韋盛）。 

P9-2~P9-3 

違章建築戶現地安
置費用計算表 

1.表 9-2：實施成本平均單價計
算表 

2.載明所有權人之資料 

3.表 9-3：違章建築戶現地安置
費用計算表 

1.表 9-2-1：實施成本平均單價
計算表(變更後) 

2.配合協議書修正原表 

3.表 9-3-1：違章建築戶現地安
置費用計算表(變更後)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修正相關權利價值。 

原案核定後，部分舊違章建築物所有權人
將不動產移轉他人（賴佳惠移轉予吳松
清、陳怡娟移轉予陳維臻、陳玫燕移轉予
陳柏翰、林志松移轉予邱韋盛）。 

P9-2~P9-6 

拾、權利變換所需費用 

權利變換地區範圍
成本說明 

更新收入原為 22,810,319，總
成本原為 813,950,696元 

更新收入修改為 22,593,700
元，總成本修改為 814,167,315
元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及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修正相關內容。 

P10-2~P10-3 

更新收入 
更新收入原為 22,810,319，總
成本原為 813,950,696元 

更新收入修改為 22,593,700
元，總成本修改為 814,167,315
元 

P10-10~P10-11 

拾壹、更新前後權利價
值鑑價 

鑑價結果比較 
表 11-1：三家鑑價機構鑑價結
果比較表 

表 11-1-1：三家鑑價機構鑑價
結果比較表(變更後) 

原案核定後，私有所有權人已全數信託予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P11-2~P11-3 

更新前鑑價結果 表 11-3：更新前各土地所有權 表 11-3-1：更新前各土地所有 P11-4~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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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原因 參考頁數 
變更前 變更後 

人權利價值表 權人權利價值表(變更後) 及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修正相關內容。 

更新後鑑價結果 
表 11-4：更新後各分配單元價
值表 

表 11-4-1：更新後各分配單元
價值表(變更後) 

P11-10~P11-19 

拾貳、共同負擔 費用負擔 

1.共同負擔原為 813,950,696
元，更新後房屋總價值原為
1,875,363,495 元，更新後違
章 現 地 安 置 價 值 原 為
75,743,144 元，更新後總價
值原為 1,947,020,351元 

 
2.表 12-1：各土地所有權人費
用共同負擔表 

1. 共 同 負 擔 修 改 為
814,167,315元，更新後房屋
總價值修改為 1,875,818,350
元，更新後違章現地安置價值
修改為 75,515,040 元，更新
後 總 價 值 修 改 為
1,947,703,310元 

2.表 12-1-1：各土地所有權人費
用共同負擔表(變更後)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及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修正相關內容。 

P12-1~P12-2 

拾參、更新後分配面積
及位置 

更新後分配之建築
物及其土地應有部
分 

1.表 13-1：更新後土地及建築
物分配面積表 

2.表 13-2：更新後建築物分配
單元及位置對照表 

1.表 13-1-1：更新後土地及建築
物之分配面積表(變更後) 

2.表 13-2-1：更新後建築物分配
單元及位置對照表(變更後)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及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修正相關內容。 

配合土地所有權人之協議，部分產權異動
及變更原分配房屋單元、停車位。 

1.P13-3~P13-7 
 
2.P13-8~P13-13 

拾伍、不參與分配清冊 
未達最小分配面
積，不能參與權利
變換者 

1.單元 4F-A5，總面積原為
97.83平方公尺，評估價值原
為 12,754,831元。 

2.表 15-1：不能分配之所有權
人名冊 

1.單元 4F-A5，總面積修改為
97.66平方公尺，評估價值修
改為 12,731,740元。 

2.表 15-1-1：不能分配之所有權
人名冊(變更後) 

原案核定後，私有所有權人已全數信託予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及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修正相關內容。 

P15-2 

拾陸、土地及建築物分
配清冊 

申請分配結果 

1.表 16-1：土地及建築物分配
清冊(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
換關係人) 

2.表 16-2：土地及建築物分配
清冊(實施者) 

3.表 16-3：土地及建築物分配
清冊(現地安置戶) 

1.表 16-1-1：土地及建築物分配
清冊(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
換關係人)(變更後) 

2.表 16-2-1：土地及建築物分配
清冊(實施者)(變更後) 

3.表 16-3-1：土地及建築物分配
清冊(現地安置戶)(變更後) 

原案核定後，私有所有權人已全數信託予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修正相關權利價值。 

配合土地所有權人之協議，部分產權異動
及變更原分配房屋單元、停車位。 

1.P16-3~P16-9 
 
 
2.P16-10~P16-14 
 
3.P16-16~P16-17 

拾柒、地籍整理計畫 
土地、建物及他項
權利登記 

1.表 17-2：土地登記清冊表 

2.表 17-3：建物登記清冊表 

3.表 17-4：土地他項權利登記
清冊表 

4.表 17-5：建物他項權利登記
清冊 

1.表 17-2-1：土地登記清冊表
(變更後) 

2.表 17-3-1：建物登記清冊表
(變更後) 

3.表 17-4-1：土地他項權利登記
清冊表(變更後) 

4.表 17-5-1：建物他項權利登記
清冊表(變更後) 

原案核定後，私有所有權人已全數信託予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配合中山地政事務所預審之建物面積清冊
修正相關權利價值。 

配合土地所有權人之協議，部分產權異動
及變更原分配房屋單元、停車位。 

1.P17-4~P17-10 
 
2.P17-12~P17-32 
 
3.P17-34~P17-35 
 
4.P17-36~P17-37 
 

拾捌、實施進度 實施進度 說明原核定之內容 配合本次變更調整 配合本次變更調整實施進度表。 P18-1~P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