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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權利變換文獻、理論與相關制度 

第一節  相關文獻回顧 

我國在建立都市更新制度之立法前後至今，產官學各界努力激盪出數

十篇之研究報告、學術論文、專文及研討，並已發展出法制、政策、公私

合作、誘因、權利變換、估價、財務等面向。 

而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目前權利變換制度對於權益分配之規定，如何

能更為可行、合理、公平；更能吸引具資金之投資者與具土地之權利者使

用。因此，本節將針對權利變換及都市更新財務分析兩個面向之相關文獻

進行回顧探討，希冀以此基礎，再予深入。 

壹、國內權利變換之相關文獻 

國內對權利變換的相關研究大體可以權變辦法頒佈為分野，區分為頒

佈前後之兩個時期。權變辦法頒佈前之研究方向主要在於對日本權利變換

制度的引介與模擬；權變辦法頒佈後之研究方向則在於對我國頒佈之權變

辦法的比較、批評與九二一震災重建案例的研究。 

一、權變辦法頒佈前之研究方向與內容 

鄭景秋（1982：46）摘譯自〈日本市街地再開發計畫指南〉之〈日

本權利變換計畫及其計畫過程〉
2-1，首次向國內介紹日本權利變換之

制度，包括：(1)權利變換計畫之決定。(2)權利變換日時權利之變換。

(3)補償金之支付。(4)土地交出。(5)竣工後之處理。此為我國權利變

換研究之濫觴。 

其後楊伯耕（1984：121）、林司、鄭吉雄（1985）、孫思俐（1987：

141）、黃國堅（1988：93）將我國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協議合建等

既有都市更新實施方式與日本權利變換制度作比較研究，並嘗試將日

本的權利變換制度套用模擬至在地的更新個案中，獲致的結論皆認為

權利變換實施都市更新不論對政府、投資人及權利關係人而言，皆有

較大之保障與利益。周世璋（1988）則提出我國權利變換法制的發展

可將日本權利變換方式與我國既有的民間合建方式結合，建立類似『立

體重劃方式』，並納入都市計畫體系。鍾正恭（1994：104）亦認為日

本權利變換制度之產權處理方法，以『等價交換』及『獨立計算收支』

的原則，符合公平與效率原則。 

                                                 
2-1 該篇譯文附錄於「台灣地區市地重劃開發新市區之檢討研究」，1982，行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住宅及都市發展處研究報告（71）307.33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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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於 1994 年起，我國各個版本的都市更新的專法草案開始出現，

而林元興、楊松齡（1995：92）於受內政部營建署委託研究之〈權利

變換實施辦法草案之研究〉中，在當時更新條例草案的基礎下，透過

研討會議及個案的模擬研究後，草擬了共 8章 56 條之權變辦法草案全

數條文，實為我國權變草案之雛形 2-2。並提出若欲落實權利變換制度，

必須將國內估價師及鑑價制度予以法制化 2-3，方為可行。而陳玉雯

（1995：108）亦以權變辦法草案所定之內容，就高雄市前金區林投里

整體開發區進行模擬，獲致可行的結論。 

簡言之，這個時期的研究主要是對日本權利變換進行瞭解，並將

國內既有之都市更新方式與其比較，並想像模擬我國仿照該制度立法

後，在許多困難的更新個案上能獲得解決。然而，我國權變辦法立法

頒佈後，針對權益分配的部分，已展發成為『土地權利人等價值比例

分配與折價抵付實施者』之分配架構，實與日本權利變換之『等價交

換』分配架構大相逕庭 2-4。因此，這段以日本權利變換之『等價交換』

分配架構作為研究基礎的時期所產生的相關文獻，已難以反映及解釋

我國目前權利變換制度對於權益分配的種種問題。（詳表 2-1） 

表 2-1 權變辦法頒佈前國內權利變換相關文獻整理表 

作者 文獻名稱 主要觀點及研究內容 

鄭景秋

（1982：46） 

日本之權利變換計畫及其

計畫過程 

主要介紹日本之權利變換制度，其內容包括：(1)

權利變換計畫之決定。(2)權利變換日時權利之

變換。(3)補償金之支付。(4)土地交出。(5)竣

工後之處理。 

楊伯耕

（1984：121） 

更新計畫中「權利變換方

式」之研究 

以「權利變換方式」進行都市更新可減輕政府財

政支出，而且能保障權利人之權利，並能充份運

用民間企業人才及資金。 

林司、鄭吉雄

（1985） 

以「權利變換」方式擬定「都

市更新實施計畫」之實例研

究 

以宮前地區為權利變換模擬地區，於研究中發

現，運用權利變換方式進行開發，對權利關係人

及政府之權益保障性高。 

孫思俐

（1987：141） 

應用「權利變換方式」以實

施都市更新之研究 

利用財務分析方法比較區段徵收及權利變換兩

種開發方式後發現，以權利變換方式進行土地開

發，不論對政府、投資人及權利關係人而言，皆

有較大之利益。 

黃國堅

（1988：93） 

以權利變換方式推行都市

更新產權處理之研究 

該研究中以日本「權利變換方式」之產權處理制

度為基礎，並參照現行相關制度，研擬適合國情

之產權處理方式，以利都市更新事業之進行。 

周世璋 我國都市更新政策之研究 主要係將日本權利變換方式與民間合建結合提

                                                 
2-2 我國現行之權利變換實施辦法之許多立法例多參考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2-3 我國不動產估價師法及其施行細則於 2000 年 10 月相繼公佈施行，而不動產估價技術

規則於 2001 年 10 月公佈施行，我國不動產鑑價制度自始進入法制化階段。 

2-4 胡英鵬（2000：2-43）、林啟達（2002：5-1）、潘俊和（2002：86）、李建佑（2004：

89），皆提出我國權利變換對於權益分配的方式為「等價值比例交換」而日本權利變

換為「等價交換」之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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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出『立體重劃方式』，並納入都市計畫體系，作

為我國都市更新土地及建物取得及處分參考。

鍾正恭

（1994：104）

舊市區更新產權處理之研

究 

認為日本「權利變換方式」之產權處理方法，以

「等價交換」及「獨立計算收支」的原則，符合

公平與效率原則。而民間辦理「合建分屋」並以

合夥方式，較能為地主與建商謀求最大之利潤。

林元興、楊松

齡（1995：92）

權利變換實施辦法草案之

研究 

除修刪現行都市更新條例草案部分條文外，並建

議應將國內估價師制度法制化及加強空間價值

之研究，以落實權利變換制度。 

陳玉雯

（1995：108）

以權利變換方式推動都市

更新之研究 

以權利變換實施辦法草案所定之內容，就高雄市

前金區林投里整體開發區進行模擬，做為此地區

未來實施權利變換時之參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權變辦法頒佈後之研究方向與內容 

在推動都市更新法制化的各方面條件逐漸成熟後，行政院於 1997

年 2 月通過了〈都市更新方案〉。且都市更新條例草案經行政院於同年

6 月函請立法院優先審議，至 1998 年 10 月三讀通過都市更新條例，

並於同年 11 月份發布實施。而其包括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的八

個相關子法於 1999 年 3 月及 5月份陸續公布施行，正式完成我國權利

變換制度的法制化。而立法後對權利變換的相關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

切入面向，其一為純粹針對法令條文進行研究與批評；其二為討論研

究權利變換的估價方法或以估價角度討論權利變換的問題；其三為九

二一震災集合式住宅的權利變換個案研究
2-5。 

首先在第一個面向，邊泰明認為更新條例及權變辦法中對權利價

值分配計算存在許多模糊空間，不若市地重劃辦法明確。甚至認為我

國權利變換制度仍為『等價分配』之觀念(邊泰明，2000：5-18~5-29)。

另一方面，該研究歸納出權利變換的分配應有下述幾項原則：(1)權利

義務負擔均衡原則：其中重要的一段提及以私部門之實施者而言，合

理利潤的之確保及投資成本之回收是參與權利變換與否的先決條件；

(2)最小領回面積處理原則；(3)權利關係單純化原則：認為對於他項

權利人應儘量以現金補償處理；(4)立體化配置原則：因更新後為立體

分配，應注意立體地價的鑑定。 

李欽漢、歐政一（2000：4~16）指出：(1)都市更新或權利變換計

畫之推動，有賴當地熱心人士或義工做第一線的溝通協調者，以兼顧

規劃理想與居民需求；(2)權利變換估價而得之估定值應尋求合理的標

準與居民之認同。(3)權利變換後之分配，應儘量事先與權利關係人協

                                                 
2-5 以此分類方式僅是便於陳述，被歸類其中一類之文獻，亦可能某種程度的涵蓋其他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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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避免演變至公開抽籤；(4)儘速建立權利變換申請、審查、同意書

之相關文件書表格式。(5)各縣市主管機關應儘速成立都市更新審議委

員會。(6)協助解決居民因「自力造屋」所產生之資金壓力。(7)協調

銀行提高承受都市更新之融資貸款意願。 

楊松齡（2000：41~47）指出以權利變換方式進行都市更新，乃將

政府或民間各自進行都市更新工作加以整合，希冀透過「公私共同開

發」之理念建立制度鼓勵民間參與都市更新工作。經由政府建立規範

運用民間資力以達成都市再開發之目的。同時將政府部門傳統的平面

規劃分配理念透過權利變換制度之設計以立體規劃分配理念充分發揮

都市土地「立體空間價值」。 

胡英鵬（2000：2-43）則首次進行我國權利變換制度與日本權利

變換制度之比較研究，重點結論為：(1)權利變換制度之主要問題為民

眾共識之凝聚困難、參與嚴重不足；(2)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

計畫應一併辦理；(3)建立不動產估價師制度；(4)都市計畫、都市更

新及權利變換應加強民眾參與；(5)合建與權利變換一元化及專業人才

的養成與制度之建立。 

林啟達（2002：5-1）及李建佑（2004：89）皆提及更新條例第

31 條之條文內容已與同法第 3條對權利變換的定義有所矛盾衝突。而

前者進一步提出鑑於目前估價制度未臻健全，提供權利者與資金投入

者，不宜併同計算權利價值比例分配更新後之權利，以避免鑑價偏差

導致權利提供者與資金投入者二者之權益受損。且宜在鑑價過程中設

置一覆核機制，請具公信力之單位對鑑價結果進行覆核，以有效監控

鑑價機構之鑑價過程及結果。 

在權利變換實際案例逐漸增加後，相關研究已開始觀察實務上所

發生的問題。丁致成（2005：20）首次提出在我國現行權利變換的開

發利益為土地權利人全享受的架構下，實施者為降低風險及爭取利

潤，儘可能在權利變換計畫書中提高共同負擔費用的提列額度及促使

更新後權利價值估價趨於保守值。林美娟（2005：77）以都市政權理

論之觀點，探討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制度建置之政治經濟背景、實際執

行狀況及面臨的課題。指出由於權利變換制度係將價值分配予以檯面

化，但各權利人間對於價值的認知差異及利益的分配產生之爭議，仍

造成該制度在法令及實際執行上的困難，實需仰賴政府適時挹注公有

土地資源，以促使更新推動，而該研究亦提出相同看法。揚松齡（2006：

516）以產權結構角度來看權利變換制度，提出透過權利變換的產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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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過程中已產生失衡現象。而鍾中信（2007：5-3）亦進一步從產權結

構來看權利變換制度，進而提出現行的規定產生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

激勵不相容的情形，而權利變換應朝「合夥」的精神去修正相關規定。

許時翰（2008：33）則以合作賽局理論，認為用夏普利值（Shapley 

value）作為分配之方法，並用以認定更新前權利價值，是可行的方式。 

在估價的面向，首先是張義權（1999：15）從估價角度談及權利

變換制度，認為要做好有形資產與無形權利價值的估價，從而順利推

動都市更新制度，乃為國內估價業者所面臨的一項新的挑戰。其後潘

俊和（2002：86）藉由其對九二一震災重建個案實際參與權利變換估

價的經驗，提出權利變換前土地權利價值的評定過程問題，以及土地

權利價值的估價問題，是影響整個權利變換進度最重要的癥結所在。

在評定過程裡，有關鑑價機構的遴選、鑑價機構的評估結果採用以及

評價基準日的決定等，都產生執行上的困難。權利價值的評估過程中，

有關估價客體所引發的價格種類與立體地價的問題，更是影響整個權

利變換成敗的關鍵。另王鴻源（2003：95）認為權利變換及估價法令

或辦法的硬性規定，無法完善解決推動更新現實困難問題，仍須有協

調性、公平性及政府的強制性，同時考量權利人及投資人的立場，方

能成功。 

在九二一災後重建個案研究部分，洪貴源（2001：112）認為建商

的介入整合或買斷或合建，將瓦解原有結構，社會人文軌跡。地主自

主程度降低，忽視對土地原有文化的尊重。建議以社區住民自組都市

更新會，在專業顧問團隊以信託管理之協助控管下，逐步完成自辦更

新的工作。而羅芳琪（2005：5-1）在實際操作都市更新重建的過程，

探討經濟弱勢的住民，以都市更新及權利變換為工具自力造屋產生的

問題，其提出社區自辦都市更新對災區重建乃具正面影響，然而災區

住民實施都市更新成效之關鍵仍在政府技術及資金協助。（詳表 2-2） 

表 2-2 權變辦法頒佈後國內權利變換相關文獻整理表 

作者 文獻名稱 主要觀點及研究內容 

邊泰明 

（2000：5-18）

都市更新方針之研

究—以三峽都市計畫

為例 

對更新條例規定之徵收、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權

利變換、協議合建等實施方式進行分析評論，並對

三峽鎮進行都市更新方針之研擬。 

張義權 

（1999：15）

由估價看權利變換的

推行與實施 

談及權利變換制度，推動都市更新時，要如何做好

有形資產與無形權利價值的估價，從而順利推動都

市更新制度，也就成為國內估價業者所面臨的一項

新的挑戰。 

李欽漢、歐政

一 

（2000：4~16）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之

研究 

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的規定，得以「權利變換」

方式來推動更新工作。其研究指出：(1)都市更新或

權利變換計畫之推動，有賴當地熱心人士或義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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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線的溝通協調者，以兼顧規劃理想與居民需

求；(2)權利變換估價而得之估定值應尋求合理的標

準與居民之認同；(3)權利變換後之分配，應儘量事

先與權利關係人協調，避免演變至公開抽籤；(4)儘

速建立權利變換申請、審查、同意書之相關文件書

表格式；(5)各縣市主管機關應儘速成立都市更新審

議委員會；(6)協助解決居民因「自立造屋」所產生

之資金壓力；(7)協調銀行提高承受都市更新之融資

貸款意願。 

楊松齡 

（2000：41） 

以權利變換方式進行

都市更新之評議 

指出以權利變換方式進行都市更新，乃將政府或民

間個自進行都市更新工作加以整合，希冀透過「公

私共同開發」之理念建立制度鼓勵民間參與都市更

新工作。經由政府建立規範運用民間資力以達成都

市再開發之目的。同時將政府部門傳統的平面規劃

分配理念透過權力變換制度之設計以立體規劃分配

理念充分發揮都市土地「立體空間價值」。 

胡英鵬 

（2000：2-43） 

我國都市更新權利變

換制度改善策略之研

究 

探討目前我國都市更新中有關權利變換實施問題之

癥結所在，擬參考日本對於相關問題之處理機制，

進而研擬改善之策略。重點結論為：(1)權利變換制

度之主要問題為民眾共識之凝聚困難、參與嚴重不

足；(2)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與權利變換計畫應一併辦

理；(3)建立不動產估價師制度；(4)都市計畫、都

市更新、及權利變換應民眾參與；(5)合建與權利變

換一元化及專業人才的養成與制度之建立。 

洪貴源 

（2001：112） 

社區住民自辦都市更

新程序與權利變換之

研究 

該研究認為建商的介入整合或買斷或合建，將瓦解

原有結構，社會人文軌跡。地主自主程度降低，忽

視對土地原有文化的尊重。建議以社區住民自組都

市更新會，在專業顧問團隊以信託管理之協助控管

下，逐步完成自辦更新的工作。 

潘俊和

（2002：86）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前

權利價值評定問題與

對策之研究─以九二

一震災後集合住宅重

建為例 

提出權利變換前土地權利價值的評定過程問題，以

及土地權利價值的估價問題，是影響整個權利變換

進度最重要的癥結所在。在評定過程裡，有關鑑價

機構的遴選、鑑價機構的評估結果採用，以及評價

基準日的決定等，都產生執行上的困難。權利價值

的評估過程中，有關估價客體所引發的價格種類與

立體地價的問題，更是影響整個權利變換成敗的關

鍵。 

林啟達 

（2002：5-1） 

我國都市更新權利變

換中產權變換機制之

研究 

該研究認為我國變換機制，應朝下述幾點改善：(1)

釐清都市更新條例第 31 條之條文內容，修正第 3條

的權利變換之混淆；(2)在鑑價過程中設置一覆核機

制，請具公信力之單位對鑑價結果進行覆核，以有

效監控鑑價機構之鑑價過程及結果；(3)有鑑於目前

鑑價制度未臻健全，提供權利者與資金投入者，不

宜併同計算權利價值比例分配更新後之權利，以避

免鑑價偏差導致權利提供者與資金投入者二者之權

益受損。 

王鴻源 

（2003：95）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估

價方法之問題探討 

該研究認為權利變換及估價法令或辦法的硬性規

定，無法完善解決推動更新現實困難問題。仍須有

協調性、公平性及政府的強制性，同時考量權利人

及投資人的立場，方能成功。 

李建佑 

（2004：89） 

台灣與日本都市更新

權利變換方式之比較

研究—以「等價值比

分別探討日本權利變換制度及我國權利變換制度對

於價值分配部分之規定與操作方式，並提出更新條

例第三條對權利變換之定義與「折價抵付」概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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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及「等價交換」

之變換方式為例 

衝突，宜修法予以補充。 

丁致成

（2005：20）

我國都市更新權利變

換與權利估價關係之

探討 

研究權利估價在權利變換中所辦以的角色及影響，

並提出在各類更新案情下，宜如何遴選鑑價機構，

以作為權利變換計算之依據。 

張能政

（2005：15）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前

後權利價值評估基準

之探討 

探討權利變換前後權利價值之勘估標的的各種態

樣，實務上的衝突與疑義，以及提出不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的不足。 

羅芳琪

（2005：5-1）

都市更新及權利變換

實施之研究—以九二

一災區重建為例 

以九二一災區集合式住宅更新為研究對象，在實際

操作都市更新重建的過程，探討經濟弱勢的住民，

以都市更新及權利變換為工具自力造屋產生的問

題，進而研擬解決對策。並提出：(1)社區自辦都市

更新對災區重建的具正面影響；(2)災區住民實施都

市更新成效之關鍵在政府技術及資金之協助。 

林美娟

（2005：77）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制

度實施之研究—以臺

北市更新重建個案為

例 

以都市政權理論觀點，探討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制度

建置之政治經濟背景、實際執行狀況及面臨的課

題。指出由於權利變換制度係將價值分配予以檯面

化，各權利人間對於價值的認知差異及利益的分配

產生之爭議，仍造成該制度在法令及實際執行上的

困難。因此需仰賴政府適時挹注公有土地資源，以

促使更新推動。 

楊松齡 

（2006：516）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制

度之產權結構分析 

以產權結構觀點，指出實施者控制權高於土地權利

人，但收入權卻是土地權利人較高，顯現權利變換

讓產權重塑後產生了失衡的狀態。 

鍾中信 

（2007：5-3）

從產權結構論都市更

新之權利變換制度 

以產權結構觀點，指出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激勵不

相容，應檢討共同負擔費用提列等規定，朝向「合

夥」方向修正。 

許時翰 

（2008：33）

以合作賽局理論探討

都市更新權利變換方

式利益分配之研究 

透過合作賽局理論，以夏普利值（Shapley value）

作為分配之方法，建立土地開發興建的數學模型，

進行模擬案例的操作，分析「都市更新權利變換」

的利益分配與合作賽局理論的關係。研究結果顯

示，透過夏普利值的運作，可以解決更新前的價值

評定難題，使被高估或低估的產權價值趨於平衡，

更能估算出更新標的物更適切的原始價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都市更新財務研究之相關文獻 

權利變換制度主要在處理參與都市更新事業之各參與者權益與負擔問

題，但一個更新事業在客觀上是否可行、是否成案，仍須仰賴投資、財務

之分析技術，更新事業財務若分析可行，則該更新案在整體客觀上是可被

推動的 2-6。 

蘇英瑋（1999：6-1）在對九二一震災重建的個案研究中發現，其所研

究之更新個案事實上是屬財務不可行的，以當時的不動產市場，更新後的

效益不僅不足以吸引建商合作，就連住戶願意以自己土地抵押借款自行出

                                                 
2-6 所謂財務可行即指更新後之收益大於現況收益加上成本投入，是屬私經濟的考量。公

部門的投入，則可考量該更新事業對外部經濟環境的波及效果，不受限個案的成本效

益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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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銀行亦不願意借款。政府必須以容積獎勵及補助金等方式，增加更新

後效益方為可行 2-7。而吳秉蓁（1999：53）的研究指出：(1)更新案具選擇

權價值；(2)當總收益與總成本的比值大於最佳開發時機的決策準則時，應

立即進行開發；(3)建築容積獎勵的給予，將增加更新案的開發利潤，但對

開發時機的影響不明顯。(4)審議期間、資金成本及購地成本上升時，會提

早進行更新案開發。(5)審議通過當期的銷售價格、房價預期成長、房價標

準差增加時，會延遲開發更新案。(6)容積取得成本、建築成本預期成長、

建築成本標準差對開發時機的影響不顯著。陳全勝（2003：70）亦提出容

積獎勵將可增加更新事業之利潤，利潤增加相對使開發商投入該更新案的

意願提高，另更新多數決的規定可縮短投資者與地主溝通協調的時間，簡

化投資者的處理程序。 

張力仁（2002：161）指出不動產投資開發會受到利率、流動性與市場

三種風險較高程度的影響，都市更新事業開發由於區位可能較差以及權利

人結構可能較複雜的影響，比起一般不動產投資開發會更來的困難。謝文

娟（2004：5-1）認為，都市更新的財務計畫可分為「權利變換」及「營運

計畫」兩大類，在觀念上前者為計算資產短期財務變動之「存量」，後者係

對更新整體投資行為進行長期現金流量模式之建構與分析，兩者可搭配使

用。並提出都市更新權利變換財務可行的更新案，必須有下述兩項條件之

一成立：(1)「更新後土地權利總值」大於或等於「更新後土地權利總值＋

共同負擔費用」；(2)「更新後土地價值上漲幅度」大於或等於「共同負擔

佔更新前土地價值之比例」。若某更新案財務不可行，政府可以更新前土地

權利價值乘上土地權利單位共同負擔費用之比值與更新後土地上漲幅度之

差額作為補助，使之為可行。 

黃聖偉（2004：73）認為更新投資開發之財務風險評估分析中，時程

因子與容積獎勵因子對整個投資開發報酬率與風險影響甚鉅。而針對都市

更新財源籌措風險部分，葉家豪（2004：103）指出乃公司營運風險最高、

銀行融貸風險次之，最後是行政風險。楊靜玟（2006：5-1）在其研究結果

提出都市更新實際開發時對法令所給予的獎勵誘因依賴甚深，源於私部門

進行投資開發最直接的考量即是未來的回收報酬，進行財務評估之際，首

重法令適切投資開發的影響或助益程度。但政府僅依賴現行法令定下的誘

因獎勵，期望引導私部門遵行政府政策目標，效果令人存疑，政策機制設

計與財務誘因應用必須有效降低私部門財務負擔與投資風險，方為最優先

                                                 
2-7 九二一震災集合式住宅更新重建有九成以上之社區，乃透過申請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

會所推之「臨門方案」之無擔保無息借款，方得借入更新資金而順利推動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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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 

綜合上述，都市更新事業對私部門而言是一投資行為，也是一個具不

動產市場波動、成本波動、更新時程、財源籌措等風險的投資行為，政府

若欲以私部門力量推動都市更新，必須藉容積獎勵、補助金等獎勵誘因予

以誘導，部分的地區誘因甚至不足以誘導私部門投入，仍須由政府主導。

都市更新財務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2-3。 

表 2-3 都市更新財務相關文獻整理表 

作者 文獻名稱 主要觀點及研究內容 

蘇英瑋 

（1999：6-1）

民間參與都市更新災

區重建—間論容積獎

勵之迷思 

該研究藉九二一震災集合式住宅重建個案透過財務

模擬分析，已瞭解可能產生的分配與報酬狀況。並

針對財務機制面與非財務機制面做出下列建議：(1)

容積獎勵宜彈性運用，包括容積獎勵與補助金互補

的關係和容積移轉配套實施；(2)融資制度的建立、

土地價值計算方式、拆遷補償費正當性的思考；(3)

提出協商機制的建構，與更新機構的確實建立的建

議。 

吳秉蓁 

（1999：53）

都市更新容積獎勵對

開發時機之影響 

該研究結果顯示：(1)更新案具選擇權價值；(2)當

總收益與總成本的比值大於最佳開發時機的決策準

則時，應立即進行開發；(3)建築容積獎勵的給予，

將增加更新案的開發利潤，但對開發時機的影響不

明顯；(4)審議期間、資金成本及購地成本上升時，

會提早進行更新案開發。(5)審議通過當期的銷售價

格、房價預期成長、房價標準差增加時，會延遲開

發更新案。(6)容積取得成本、建築成本預期成長、

建築成本標準差對開發時機的影響不顯著。 

張力仁 

（2002：161）

民間參與都市更新事

業財務規劃與籌措方

式研究 

本研究以自有資本、公司債、資產信託證券（ABS）

3 種資本工具，依資本工具資金比例，分為 10 種資

本組合方式，依照 IRR、回收年期、NPV 三項評估指

標，探討民間在 5 種不同都市更新容積獎勵值下，

以何種資本組合方式參與都市更新籌措開發資金之

效果為最佳。 

陳全勝 

（2003：70）

論都市更新容積獎勵

對房地產投資報酬率

影響之研究 

該研究認為都市更新及容積獎勵對於房地產開發者

所產生的影響可歸納為：(1)容積獎勵將可增加利

潤，利潤增加相對顯示開發商願意投入房地產市場

的意願提高。(2)更新多數決規定可縮短投資者與地

主溝通協調的時間，簡化投資者的處理程序。 

謝文娟 

（2004：5-1）

都市更新獎助誘因財

務模擬之研究 

以私部門投資觀點，運用財務分析理念及分析工

具，經由古蹟再開發之實際案例，依現行體制下的

更新獎助規定進行財務上之分析與比較，據以瞭解

「都市更新條例」所提供的獎助誘因之適當性與合

理性。而依據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實施都市更新

之財務可行性，受地價增值差異之影響最大。 

黃聖偉 

（2004：73）

公私合夥參與都市更

新開發財務風險評估

模式之研究. 

以財務風險觀點，依據公私合夥參與都市更新開發

機制，探討公部門釋出之獎勵要項與私部門投資評

估分析之要素，分析其投資風險構面之關鍵因素，

建立開發財務風險評估模式，並運用財務風險技術

進行定量分析，建立都市更新財務風險評估模式。

葉家豪 都市更新財源籌措之 該研究透過公部門及私部門的 AHP 專家問卷，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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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3） 風險研究 其問卷分析結果可以提供業界計算都市更新資金籌

措之風險值，以及提供業界計畫後驗證的功能。 

楊靜玟 

（2006：5-1） 

以財務機制觀點評估

市中心再發展政策之

研究 

歸納美、英、日三國施行機制，接著從法制、政策、

財務三方面切入檢視國內公、私部門對於市中心再

發展的參與傾向與投資意願。並研究配合個案開發

方式差異，進行財務評估分析，實際檢測市中心再

發展問題。釐清公、私部門所扮演的政策角色與功

能，對日後市中心再發展政策遠景與財務機制設計

提出具體建議。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綜合歸納 

本節針對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及都市更新財務相關研究進行文獻回顧及

探討，對於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可歸納出下述幾項重點，以作為本研究

之研究基礎。 

一、都市更新權利變換部分 

（一）權利變換觀念及制度由日本引進，而我國都市更新立法前對於權利

變換之相關研究皆直接仿日本權利變換之規定，套用模擬於我國更

新案例上。 

（二）將權利變換制度與區段徵收、市地重劃、協議合建等我國既有都市

更新實施方式作比較研究後，認為權利變換實施都市更新不論對政

府、投資人及權利關係人而言，皆有較大之保障與利益，是政府最

應推動的都市更新實施方式。 

（三）我國權利變換立法之後，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負責查估鑑定權利價值

的不動產估價師制度及其估價技術應迫切建立，但建立之後，仍有

需多權利變換特有的評價基準疑義，仍有待釐清。 

（四）我國權利變換制度，針對權益分配的部分，已發展成為『土地權利

人等價值比例分配與折價抵付實施者』之分配架構，實與日本權利

變換之『等價交換』分配架構大相逕庭。 

（五）我國現行權利變換的開發利益為土地權利人全享受的分配架構下，

實施者為降低風險及爭取利潤，儘可能在權利變換計畫書中提高共

同負擔費用的提列額度及促使更新後權利價值估價趨於保守值。 

（六）不動產估價法制已建立 8 年，民眾仍對權利變換不信任，其關鍵原

因究竟僅是估價技術的問題，抑或是權利變換制度設計的問題，此

部分尚未解決。 

（七）土地權利人與實施者呈現利益函數不同的情況，實施者多作努力與

創造價值，則多數由土地權利人享受。而目前的法令規定缺乏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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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規則的規範，真正的權利分配仍多以協議處理，此部分過去研究

亦未觸及。 

二、都市更新財務研究部分 

（一）不動產投資開發會受到利率、流動性與市場三種風險較高程度的影

響，都市更新事業開發由於區位可能較差以及權利人結構可能較複

雜的影響，比起一般不動產投資開發會更來的困難。 

（二）都市更新事業對私部門而言是一投資行為，也是一個具不動產市場

波動、成本波動、更新時程、財源籌措等風險的投資行為，政府若

欲以私部門力量推動都市更新，必須藉容積獎勵、補助金等獎勵誘

因予以誘導，部分的地區誘因甚至不足以誘導私部門投入，仍須由

政府主導。 

（三）過去的文獻對於更新事業財務皆以整體來分析，即更新事業的推動

者同時處理、掌握土地、資金、技術，未見以個別參與者的角度來

分析更新財務的可行性。但生產要素的土地、資本、勞力（技術）、

企業家精神在不同人手上而必須透過合作方能生產時，不合理的合

作利益分配方式卻會使得更新事業無法促成，而此部分過去的文獻

從未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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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理論基礎與概念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權利變換制度對於權益分配之問題，而權利變換制

度為實施都市更新的方式之一，而推動都市更新的主體，亦由政府唯一主

導發展至「公私合夥」的型態(胡俊雄，2000：27)。因此在理論整理上，

將針對都市更新、公私合夥以及合作利益分配之內涵及理論做一整理，以

此概念及理論基礎並同時輔以對機制設計理論的理解，於後續章節用以觀

察權利變換制度之相關課題、缺失。 

壹、都市更新之定義與演進 

一、都市更新之定義 

都市更新的定義在法令上有都市計畫法第 7 條第 6 款對舊市區更

新之解釋，係指舊有建築物密集、畸零破舊、有礙觀瞻、影響公共安

全，必須拆除重建、就地整建、或特別加以維護。以及都市更新條例

第 1、3 條規定：「都市更新是為了促進都市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利

用、復甦都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利益，在都市計畫範圍

內，實施重建、整建或維護措施」。 

而國內學者對都市更新的見解部分，黃健二（1984：17）認為都

市更新係指基於都市整體的利益考量，經由公私部門持續不斷努力，

採取實質與非實質的手段，在一定地區內依都市更新計畫施行拆除重

建、整舊復新與保存維護等措施，以達到都市機能重整與生活環境改

善的整體性目標。而于明誠（1998：412）提出都市更新有廣狹兩種意

義：（1）狹義的都市更新：指實質環境之改善或配合整體發展計畫，

以為都市機能的調整。（2）廣義的都市更新：都市更新不僅解決地區

住民實質性問題，亦同時解決社會性、經濟性等非實質性問題。張隆

盛（1999：22）則認為，都市更新不只是拆老屋蓋新屋，而是要帶給

都市更新的精神與機能。都市更新應當為都市實質環境與機能帶來全

面性的改善、創造更多的工作機會改善都市經濟、建造符合永續發展

的綠建築、引入豐富的文化活動來活化都市等。 

二、推動都市更新之演進 

要檢視我國推動都市更新的演進，可從都市發展最成熟的台北市

來看，而林佑璘（2004：3-1~3-26）認為，依都市更新實施主體與法

令適用的變異性，可將台北市都市更新的發展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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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政府主動辦理時期（1973-1992） 

臺北市自 1973 年都市計畫法修正，訂定舊市區專章，由政府主

動辦理始，歷經近 20 年的時間，僅完成四處公辦都市更新案 2-8，平

均一件更新案從公告實施到興建完工約需五年時間，不僅步調緩

慢、造成人力、經費耗費難以估計，且更新完成之後，整體更新效

益並不理想。 

（二）第二階段—獎勵民間投資辦理時期（1993-2001） 

臺北市為促使都市更新作業能有效推動，因此於1991年公布「臺

北市獎勵民間投資興辦都市更新申請須知」，並於 1993 年 1 月 1 日

生效實施，該須知主要內容係鼓勵私人訂定個別更新計畫。將獎勵

措施納入「更新計畫書」，依都市計畫程序送交二級都委會審議完成

後，依都市計畫的授權地方發布實施。但因其辦理程序仍須透過都

市計畫程序，送交二級都委會審議通過後核定實施，民間參與投資

意願不高，當時並未有具體個案實施。而後，市政府隨即於 1993 年

9 月 27 日修訂「臺北市都市更新實施辦法」，增訂「獎勵私人或團體

投資興辦都市更新建設事業」專章，改採提高建築容積獎勵方式鼓

勵民間投資辦理。自此臺北市推動都市更新策略開始由政府主導改

由獎勵私人投資辦理，政府的角色由主動辦理逐漸轉而擔任協調、

監督的角色。 

（三）第三階段—公私合夥辦理時期（1998 年 11 月迄今） 

中央於 1998 年 11 月 11 日公布「都市更新條例」，並陸續公布

八大子法後，臺北市政府基於更新單元劃定基準、權利變換最小分

配單元面積及建築容積獎勵等，都市更新條例及其子法係授權地方

主管機關訂定，或僅有原則性之規定，仍有必要訂定相關評定基準，

作為民間申請都市更新事業之依循。另並考量臺北市都市發展與地

方特性，因此在不抵觸相關法令原則下，分別於 2001 年 4 月 20 日

及 2001 年 4 月 30 日分別修正發佈「臺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例」與

「臺北市都市更新基金收支保管運用自治條例」；其補充內容包括整

宅都市更新利息補貼、簡化更新範圍現有巷道之廢止改道程序、放

寬更新高度限制等規定，至此，臺北市相關都市更新法令終臻完備。

而在此法令架構下，推動都市更新的主體，即實施者，已明確規範

有三大類：(1)地方主管機關或其他政府機關；(2)民間股份有限公

                                                 
2-8 該四個更新案分別為柳鄉社區更新計畫（1981-1985）、八德路及饒河街口更新計畫

（1982-1988）、大龍段更新計畫（1983-1987）以及台北工專北側更新計畫（1083-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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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3)完全由土地權利人組成的都市更新會。從附錄一可看出，這

段時期完全無政府主動推動都市更新的案例，71 個更新個案中，除

了 2 件搭配眷村改建政策由臺北市同意國防部擔任實施者的更新案

外，其餘 61 件為民間股份有限公司推動，有 8件為災損重建案例，

由都市更新會推動，完全無臺北市政府主動推動辦理的都市更新案。 

由上述更新沿革得知，早期更新計畫係由公部門主導，然政府

的財力、人力有限，更新工作屢遭困難，以致更新速度緩慢。自 1993

年後，政府的角色由主動辦理逐漸轉而擔任協調、監督的角色。而

自 1998 年更新條例立法後，對於都市更新推動的主體作了彈性的規

範，並確立了「公私合夥」的都市更新推動型態。 

貳、都市更新與公私合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一、公私合夥之定義 

在探討以公私合夥方式參與推動都市更新事業之前，首先必須針

對「公部門」、「私部門」及「公私合夥」做定義；在此所謂之「公部

門」，是指具有行使公權力之不同階級的政府單位，廣義來說包括都市

更新業務之主管及執行機關、公有土地管理機關以及公營事業或組

織；「私部門」則包括企業、非營利組織、市民團體以及個人等，視參

與合作經營更新各種執行模式之不同而有不同。 

依據翁樹陽（1998：45~55）對夥伴關係（Partnership）在都市

政策的定義，其乃指在一定地區一個部門以上利益群體的動態結合，

以利準備或執行彼此同意之再開發策略，各合夥夥伴（Partner）從計

畫執行的成果，獲得利益分享、投資回收、再開發利用與其他社經利

益等；而金家禾（1997：291~340）認為，公私合夥開發方式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pproach）乃廣泛地指公部門（尤

其是包括都市政府）與握有都市發展所需資金與技術之私部門間，透

過正式或非正式之過程建立某種合夥的關係，進行都市發展有關之開

發建設方式。 

二、誘因理論 

公私合夥理念主要起因於政府財政、人力上之困境，而運用於都

市更新發展上，乃是由於政府部門為挽救都市之衰頹，唯本身卻無力

獨自承擔都市更新之鉅額經費，因而別無選擇地鼓勵私人投資參與都

市再發展，有時政府本身尚須提供財源補助、容積獎勵、稅賦減免等

誘因，並與開發者共同分擔開發風險，否則私部門開發者不願或無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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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承擔此風險，因而地方政府乃不得不採行此合夥開發方案，企圖

引入私部門資源，藉由決策分享、風險承擔及合夥參與推動都市更新，

透過彼此優勢資源的整合來創造都市整體利益。 

Bruno Stein（1973）認為：「鼓勵能夠促使人們更積極、更努力

的從事活動或工作；是故，只要透過行為的改變便能得到更高的代價，

人們是會願意改變其預定或原有的行為」，Deborah A.Stone（1988）

認為誘因的目的主要是讓個體在面對障礙與機會時，會自動改變追求

目標的過程，達到給予者設定的目標，亦即人是「理性的」，會以功利

主義(Utilitarian)作為其決定與行動的基礎，來追求設定之目標。 

而誘因理論在運用上有幾點假設條件：（1）接受者對於本身的行

為有足夠的自主性，他們會隨所面臨的懲罰或獎勵而調整自己的行

為；（2）給予者與接受者對於誘因所產生影響，他們的行動將是一致

的；（3）誘因接受者對於未來有既定的態度，因此他們會隨所面對的

懲罰或報酬而調整行為以達預定目的或取得更佳的結果。 

當上述三條件能夠符合當時之時空環境條件，政府便可透過「誘

因」引導民間團體表現出符合政策目標之行為，以達成政府之目的。

但制定誘因政策時仍要符合「必須了解接受者的觀點與期望」以及「對

於懲罰與獎賞的概念並非是相通的，因此不能直接以懲罰取代獎賞使

民間團體屈服」兩大原則，原因在於誘因理論的應用過程，公部門與

私部門之地位應屬平行，甚至私部門優於公部門，因此，公私部門間

的微妙關係是需要靠雙方面主動互相協調維持的。而實際上誘因理論

的運用普遍存在下列幾點困難：（1）誘因可能會破壞工作環境與社會

關係。透過獎賞與懲罰可能會改變某些個體之行為。因而造成原本處

於均衡狀態的群體工作環境產生失衡，亦可能會破壞原本的社會關

係；（2）誘因在運作過程中將增加給予者的成本負擔（如協商過程中

的交易成本）。（3）給予者與接受者可能會對誘因目標認知的落差，而

導致誘因政策被扭曲或無法落實；（4）接受者在熟悉誘因政策的操作

機制後，可能會運用各種策略讓自己的行為改變最小（或不改變）來

獲得獎勵及逃避懲罰；（5）接受者企圖改變規則，控制給予誘因的結

構，會以討價還價方式，甚至行賄手段，企圖改變誘因政策之操作機

制。接受者更可能透過政治、經濟等手段來控制給予誘因之結構；（6）

設計者重視可量化的、物質性的誘因，但非物質性的誘因會對抗與破

壞物質性誘因。 

因此，政府部門如何針對上述困難點而提出因應對策或良好的執



第二章  權利變換文獻、理論與相關制度 

2-16 

行機制，對於誘因理論應用的成效將具決定性的影響。整體而言，獎

勵性都市政策即是公私部門間透過誘因的撮合而進行協商合作的方

案。因此推動獎勵性政策的首要工作便是公部門必須了解私部門（誘

因接受者）的觀點與期望，以縮小彼此間認知的差異，應用至現實層

面，公部門不僅對於私部門的觀點與其真正所需有所了解外，認識私

部門的整體開發運作過程更是重要的一環，由實務層面透過財務分析

模擬，可更進一步的協助公部門了解誘因對於私部門開發所造成的可

能影響以及私部門所面臨的困境，藉由此，可使公私雙方能夠建立真

正的協商共識與達成政策成效。（謝文娟，2004：2-2~2-3） 

政府提供吸引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或提供公共服務之理由為：（1）

自償性不強或是利潤獲取不足之公共建設，必須提供一些獎勵的誘因

來刺激民間投資以補利潤之不足，甚至保障其獲利，這樣才能吸引民

間參與；（2）有些公共建設會對週遭之社會環境產生可觀的外部經濟

效益，這些效益常反映在附近的土地價值增值上，可藉由課稅（如土

地稅或房屋稅）手段使之歸公共享有。但由民間主導之公共建設所產

生之外部經濟效益，卻無法由民間業者取得，若完全由政府以課稅方

式取走，在公共建設自償性不足或投資報酬率不高之情況下，勢將很

難引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投資，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部門就有提供

獎勵誘因的義務，讓民間業者也能享受參與公共建設產生之外部經濟

的部分利益（外部經濟內部化）。（謝靜琪，2000：48~55） 

參、權利變換與合作利益分配 

當眾人合作以創造共同利益時，其所創造出來的利益該如何分配給每

一個參與者，是人們非常關心也極重要的課題；因為共同合作時，每個成

員都要提供各自的資源以創造共同的利益，這時分配的結果或影響到每個

成員合作的意願；而如何經由合作成果的分配而使得所有參與者能處於穩

定的合作狀態，進而創造出共同的最大利益，為合作行為中非常重要的課

題。（吳浚郁，1992：7） 

由更新條例對權利變換的定義：「更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

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利人或實施者，提供土地、建築物、他

項權利或資金，參與或實施都市更新事業，於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

後，按其更新前權利價值及提供資金比例，分配更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之

應有部分或權利金。」，即可知權利變換就是一種合作利益分配之制度，然

而為檢視目前的權利變換分配架構是否公平、合理，本研究整理「合作賽

局理論」對於合作行為後產生利益應如何分配的相關論點，以作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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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論述參考。 

一、合作賽局理論（Coperative Game Theory） 

賽局理論(Game Theory)或稱為博奕理論、遊戲理論、競局理論或

談判理論等，其由匈裔美籍數學家馮諾曼(Von Neumann，1944)首次確

立。其目的在於研究決策主體的行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

決策的均衡問題；並以數學模型模擬理性決策者之間的衝突與合作，

同時明確的將賽局者的策略思考方式建構在數學模型之中，並透過對

各種策略之推估，尋求可能獲得最大報酬之最佳策略。賽局理論在

1960 年代以後成為計量經濟學門的一個重要研究領域，如今更成具有

科學理論基礎的重要管理決策工具。（陳淑如，2004：13） 

所謂賽局（Game），即指二個或二個以上的參與者（Player），在

合一定規則（Rules）的行動（Actions）次序下，有意識的追求各自

相互衝突之目標，而每個參與者所得的結果（Outcome）則視其他對手

的行動而定，所進行的一種過程。而賽局理論就是研究參與者在做決

策時考慮其行為對另一參與者行為之影響；賽局中的參與者在互動期

間，雙方根據情境的變化及對方的行動，來修正己方原定目標，即賽

局理論的主要特色，在於分析相互依賴行為者之間的互動模式。因此，

賽局理論如今成為具有數學架構的科學管理決策工具，主要研究參與

者間策略行為（Strategic Behavior）之互動（Interaction）關係，

即不同賽局類型產生不同之結果（沈靜悅，2006：13）。 

賽局可依訊息、參與人數、謀略形式、報酬等方式來分類，在非

零和賽局中，最為普遍且經常為研究分類所採納之分類乃依據目標特

性以及參賽者是否有協議之行為，將之分為「合作賽局 Co-operative 

Game 」以及「非合作賽局 Non-cooperative Game」以討論賽局之競

爭或合作模式(Curiel，1997)。非合作賽局中每個參賽者都是獨立運

作的，強調個人理性以及個人最適決策；參賽者根據既定的參賽規則

儘可能尋找最利於己的做法，也就是參賽者無先前之協議。合作賽局

則將參與成員視為一決策群體，一起或獨立行動以共同執行專案，強

調集體理性、效率、公平與公正。 

二、合作賽局理論的利益分配 

許時翰（2008：32）指出權利變換即為一種合作賽局，而在合作

賽局理論架構下，對於利益分配之計算最常見的是夏普利值(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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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ley Value)以及核仁值(Nucleolus) 2-9，其皆為依據參賽者對於結

盟的貢獻度，基於公平的概念且將結盟所得的所有報酬全數分派的合

理方法。 

吳浚郁(1992：8）在其對合作利益分配的研究中，認為合理的分

配原則，除了要求分配方法要公平外，同時也要考慮到誘因的問題，

使同盟成員能夠為整合作利益而貢獻，理想的利益分配方式，應該滿

足下面幾個特質： 

（一）效率性（Efficiency） 

對於利益分配的方式，其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夠把全體所創造的

利益完全分配完畢；這個性質是非常直覺的，也是任何分配的基本

要求；出於成員追求自利的動機，所以對任何因合作所創造的利益，

不論其大小都應該完全分配給合作參與者。 

（二）個人理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 

當經濟個體合作以創造共同利益時，其最初的本意是希望透過

共同合作以增加本身的利益。因此共同利益分配完後，必須使自己

所得到的利益比獨自行動時所得到的利益為大，否則此經濟個體就

不願參與此合作的協議。所以對任何一個合作參與者而言，其合作

後的利益分配結果，要能夠比不參與合作協議時，獨自行動所得到

的利益為大。此為合作利益分配的基本特性。 

（三）利益增添原則 

當合作團體願意讓某一個成員加入此合作團體時，則表示此成

員的加入對此合作團體其他成員的利益有所幫助，否則此合作團體

不會同意這個成員加入。所以對於合作團體的任何一個成員而言，

為了不讓此成員的分配損及其他成員所組成合作團體的利益，而有

交叉補助的現象，所以每個參與者的分配不得大於此成員加入此合

作團體時，所產生的邊際貢獻。 

（四）同盟理性（Coaliation Rationality） 

適當的分配方法，除了不使個別參與合作的經濟個體脫離合作

群體外，也不希望群體中的成員，經由協議形成較小的合作同盟，

而能片面的增加小同盟利益，以破壞合作的大同盟狀態；因此對於

                                                 
2-9 除夏普利值(The Shapley Value)以及核仁值(Nucleolus)外，合作賽局理論對利益分

配的討論尚有特徵函數(Characteristic Function)、核心解(Core)等。(陳淑如，

2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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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團體中的小同盟而言，該參與者所得的利益總和，不得小於這

些參與者直接結成同盟，所創造出來的利益，此性質稱為同盟理性。 

（五）虛位賽局者原則（Dummy Player Principle） 

對於任何合作的參與者而言，有時可能很難分辨個人對此合作

貢獻的大小，但有一個很明顯的利益分配原則：如果對於合作成果

沒有額外貢獻的參與者，則應該只分享其獨自行動所能得到的利益。 

（六）單調性（Monotonicity） 

對於每一個合作參與者而言，由於能控制自己所創造出來的利

益部分，因此如果某個合作參與者的營運效率提高，而使共同利益

應加時，這時候該參與者應該分得的利益應該增加或不變，否則將

會打擊參與者對於增加合作績效的意願，所以單調性的意義是指如

果合作成員對於團體的貢獻增加時，則分配給每一個合作參與者利

益不應該減少。 

肆、機制設計理論(Mechanism Design Theory） 

所謂機制設計理論就是研究對於任意給定的一個社會目標或經濟目

標，在自由選擇、自願交換的分散化決策條件下，如何設計一個經濟機制，

即制定什麼樣的方式、法則、政策條令、資源配置等規則，使得經濟活動

的參與者的個人利益和設計者的既定目標相一致。 

該理論的創立以 2007 年諾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之一赫爾維茨

（Leonid Hurwicz）於 1959 年發表的論文《資源配置中的最優化與資訊效

率》為啟蒙，後經維克裏（Vickrey）、莫里斯（Mirrless）、拉豐（Jean-Jacques 

Laffont）、馬斯金（Eric S. Maskin）、邁葉森（Rojer Myerson）等一批

著名經濟學家的豐富與完善，現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引起

廣泛關注。(王妍、易守寬，2007：1) 

一、理論概念 

機制設計理論指出機制設計者沒有也不可能瞭解所有的訊息，問

題在於訊息不完全，不具備可觀察性（Observable）、可測度性

(Measurable)或可確認性(Verifiable)的情況下，如何設計出有效的

制度。機制設計者的尺度可以大到整個經濟社會的制度設計者，其目

標是社會目標，亦可小到只具有兩個參與者的經濟組織治理的委託

人，其目標是自己的最優利益。(席恒，2006：38) 

機制設計涉及到兩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資訊成本問題，即所制

定的機制是否只需要較少的資訊運行成本，較少的關於消費者、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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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及其他經濟參與者的資訊。第二，就是機制的激勵問題，即在所

制定的機制下，每個制度參與者即使追求個人目標，其客觀效果是否

也能正好達到設計者所需要實現的目標。一般而言，制度參與人給予

真實資訊（講真話）都不滿足激勵相容約束，在別人都講真話的時候

必然會有人可以通過說謊而得到什麼好處。也就是說，通常情況下，

在個人經濟環境中，在參與性約束條件下並不存在一個有效的分散化

的經濟機制，能夠導致柏拉圖(Pareto)最優配置，並使人們有動力去

顯示自己的真實資訊，即真實顯示偏好和資源的柏拉圖(Pareto)最優

配置不可能同時達到。 

因此在機制設計上需要以分散化決策的方式來進行資源的配置或

做出其他的社會經濟決策。如此在機制設計者不可能瞭解所有個人資

訊的情況下，其所要掌握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所制定的機制能夠給每

一個參與者一種激勵，使得參與者在追求個人利益的同時也達到了所

制定的目標，即所謂激勵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2-10。 

二、理論模型 

以機制設計理論來論述一個經濟活動或制度時，其研究模型是主

要由四部分組成： 

（一）經濟環境 

若是對一個政策或法令制度進行研究，必須先對該制度在經濟

邏輯上的背景環境進行理解與描述。 

（二）自利行為描述 

必須研究制度參與者的屬性，而這些參與者在面對這樣的經濟

環境背景以及遊戲規則，其各位有何種自利行為趨向，並進而整理

相關無效率的課題。 

（三）機制設計目標 

同時我們也要回頭審視在這個政策或法令制度最初的制定目標

究竟為何，以其相關的子目標為何。並檢視機制參與者的行為是否

與設計目標一致，及是否有效率。 

（四）配置機制 

必須深入剖析被研究機制的整個架構，包括資訊空間和配置規

                                                 
2- 10  The Prize Committee of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2007,

“Mechanism Design Theory＂,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 

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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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綜合探討現行的配置架構中，參與者的自利行為、機制設計目

標其是否有產生衝突或仍無效率，進而修正資訊空間和配置規則，

提升整體機制的運作效率。 

伍、綜合歸納 

一個都市環境基於環境窳陋或是經濟窳陋之因素而辦理都市更新，而

都市更新本為實施都市計畫的一種工具，辦理都市更新原為政府的職責。

但是晚近都市財政、人力的困窘、政府的失靈、民眾參與意識提升等因素，

而促使都市治理的典範遞移，發展成公私合夥的型態。 

政府仍可將資源投入都市更新事業，但可能僅為重點式、示範性的執

行，更新事業本身或許不具備投資利潤，但是政府著重於都市更新事業推

動後所帶動的外部波及效果。但若欲仰賴民間力量，欲將民間資源吸引至

推動都市更新事業上，必須明確給予「誘因」，讓推動更新事業的投資報酬，

高於其他的投資標的、部門，資本才能流動至此，進而達到政府政策目的，

並享受到波及效果帶來的經濟效益。然而，一個環境現實是我們必須注意

的，即資金、技術、土地往往是掌握在不同人手中，這些握有不同生產要

素的角色，必須透過「合作」共同更新開發後，才能共同享受分配到政府

所提供的誘因，屬於「合作賽局」的態樣。 

「權利變換」及「協議合建」為現行常見的都市更新合作及分配的運

用方式，而「協議合建」純屬各參與角色達成協議後即可執行，分配方式

並無法規規定，但仍有一定的模式；「權利變換」各參與角色對於更新後的

權益分配，有相關的法制規定，但尚有模糊空間。而「權利變換」是更新

條例立法所主要推動的更新實施方式，因此權利變換的權益分配制度的設

計，理應儘可能引導到「理性均衡」的狀態，進而較具制度優勢，而非脫

離理論上、甚至民間習慣的分配方式。 

本研究後續各章節，將試著依據合作賽局理論的重要觀點，即「以各

參與者貢獻比例作為合作利益分配此合作方為穩定」的概念，再透過「機

制設計理論」對於制度的解構與分析方法，檢視權利變換中各參與角色的

投入、貢獻與分配以及在此制度中的各種行為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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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都市更新權益分配制度探討 

在探討深入權利變換制度這個都市更新實施方式之前，於本節先橫向

分析其他私部門可辦理的都市更新實施方式，分析各種實施方式的利益分

配及選配規則，另外亦整理權利變換的始祖，即日本的第一種市街地再開

發的相關規定。透過其他國內外都市更新權益分配制度的探討，作為研究

我國權利變換制度的借鏡，以下分別對協議合建、聯合開發、市地重劃以

及日本權利變換制度進行探討。 

壹、協議合建 

一、基本概念 

所謂協議合建指的是民間雙方互為約定一起合作興建，兩造當事

人一方為建商一方為地主，互相約定建築房屋，並按照約定比例分受

建築完成後房屋及土地的價值。換言之，即為互補雙方之不足，一方

提供土地，一方提供資金、勞力及技術，共謀利潤或效益之意。雙方

之約定會透過議定簽署的合建契約規範，基於契約自由的原則，約定

內容如建築物設計方案、分配與選屋等細節皆由各土地所有權人與建

商雙方合意即可。而協議合建亦為更新條例所明列私部門可辦的實施

方式之一，正常情況需土地權利人全體同意方可採行，以至於常有個

案胎死腹中或整合時間非常冗長
2-11。 

二、利益分配 

協議合建中建商與土地權利人的利益分配以自行合意為之，個別

土地權利人的分配比例除了其本身改建前的條件外，將會隨著談判能

力不同而有差異。在實務上，建商在進行個別土地權利人協商整合前

仍會依合理的估算方式，先行概算建商本身與地主間的總體分配比

例，然後再計算各別地主的差異性，若財務可行便會進場整合。而前

述所謂的合理的分配估算方式最基本的方式是以建商投入的成本(工

程管銷費用)與土地權利人的成本(土地價格)的比例來考量，也就是依

貢獻比進行分配。(馮先勉，1997：101~108)當然實務上協議合建行為

已盛行多年，因此也有所謂的依一般性行情作為談判依據，如台北市

住三土地以地主 55 對建商 45 起談等說法。在外觀上，典型的權利變

換較類似協議合建各種分類中的「合建分屋」。(余明賢，2002：7~9) 

                                                 
2-11 參照更新條例 25 條之 1有特別規定，達八成以上同意亦可採協議合建方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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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配規則 

實務上仍多以原位次為原則，而其中原為店面者及原為頂樓者，

可於新大樓中分配對應之位置，改建前無建物僅土地者，則是由地面

層往上自由選屋，重複者則抽籤。而協議合建亦有找補的機制，例如

會約定誤差值內互不找補，若超過部分的面積，其找補價格以建商公

開銷售單價再約定折扣數來計算。(余明賢，2002：71~73) 

貳、聯合開發 

一、基本概念 

聯合開發係指捷運建設當局與公營或民間投資業者合作開發捷運

路線、場站或鄰近不動產，藉由實質上結合運輸設施與其他公共或私

人土地使用，使建築物內部動線及空間安排構成一個單一複合體，使

捷運建設當局以及公營事業與私人投資開發業者，均能分享開發利

益，也共同承擔開發風險，對捷運主管機關而言，可透過聯合開發制

度同時解決了土地取得與開發資金籌措兩大課題。(張耀仁，1992：3) 

聯合開發除了相關法令約束外，亦以協議為基礎。有關容積獎勵，

除了主管機關配合與分配等事項，若土地為私地主，仍仰賴投資人與

土地權利人達成全體合意。 

二、利益分配 

聯合開發利益分配的部分，捷運主管機關依法先分得捷運設計獎

勵的 1/2 樓地板面積。扣除此部分後，其於部分由投資人提送相關圖

說、預算書及權益分配協議書等，其內容包含分配比例及建議分配方

式。若無約定，則以土地及建物貢獻成本比例分配其於更新效益。 

在地主之間利益分配部分，亦依土地所有權人間先有之約定，若

無約定，則各土地所有權人分配比例以公告現值比例加容積比例之平

均值為分配依據。因此聯合開發中有關利益分配事宜若無另有約定，

則仍以貢獻比作為分配的基礎。 

三、選配規則 

有關樓層區位及停車位的選擇，除了捷運設施外，以捷運主管機

關先行由頂樓之次一層逐層往下選至足額。其於部分的優先順序最先

為私地主、公地主次之、最後是投資人。停車位數部分則以各單位所

分得主建物面積佔總主建物面積之比例分配
2-12。 

                                                 
2-12 詳參台北市捷運工程局網站，技術文獻中聯合開發有關權益分配講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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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市地重劃 

一、基本概念 

市地重劃的目的在於透過科學的方法將都市中原有畸零狹小、凌

亂不整之土地施以重新交換分合、調整地籍，並由土地所有權人依一

定比例支付重劃費用。而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可獲得提前進行土地開

發利用及地價增長的利益，而政府亦可無償取得公共設施所需用地，

可謂公私部門互蒙其利(陳明燦，1998：57~80)，其不僅是政府推動都

市計畫的工具之一，也是最早開發放私部門辦理的方式。 

我國權利變換制度許多立法例來自於市地重劃 2-13，學者亦指出權

利變換制度為立體式的市地重劃。而過去市地重劃主要用在發展未成

熟的都市區塊，在促進都市發展，權利變換則是處理已成熟甚至老化

的都市區塊，在促進都市再生。因此在負擔部分雖皆有用地負擔及費

用負擔，但前者用地負擔居多，後者則相反。 

二、利益分配 

市地重劃的利益分配關乎於重劃前後的地價查估結果，例如當重

劃前地價固定時，重劃後地價越高分回土地的比率越低，反之則越高；

當重劃後地價固定時，重劃前地價越高分回土地的比率越高，反之則

越低。(黃文鳳，1998：12~14)在用地負擔部分，市地重劃實施辦法有

45%之負擔規定，而費用負擔部分則多以抵費地處理，而地主間的負擔

比例則是以受益比例負擔，在扣除負擔後按各宗土地地價數額比例分

配。 

三、選配規則 

市地重劃對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是在考量公共設施與抵費地之

後，以原位次規劃及分配。對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之規定相較於

權利變換有較細節性之規定：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

應分配之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

之一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

外，應以現金補償之；其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

得於深度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廓按最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

調合併分配之 2-14。而應分配土地面積與實分配土地面積有差額時，則

                                                                                                                                   
(http://www.dorts.gov.tw/tech/rightdist1)。 

2-13 如更新條例第 30、33、36 條與其所對應的施行細則及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等條文皆可

於市地重劃實施辦法找到類似的文字規定。 

2-14 參照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規。 



我國都市更新權利變換制度之研究—以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間權益分配問題為中心 

2-25 

以差額地價處理。 

肆、日本權利變換制度 

一、基本概念 

日本彙整「市街地改造法」及「防災建築街區造成法」，於 1969

年頒布「都市再開發法」，早於我國都市更新條例 30 年。而該法將市

街地再開發事業分為兩種：第一種為權利變換方式；第二種為全面徵

收方式。而日本的權利變換有原則型及特則型，原則型為設定地上權

方式給與新建物坐落土地的權源。特則型又可分全體同意型與非設定

地上權型。前者可自由協議權利變換的方式，後者是以給予持分土地

所有權替代設定地上權的方式。全體同意型較類似我國的協議合建，

而非設定地上權型則較類似我國的權利變換 2-15。 

二、利益分配 

日本的權利變換為地區內土地或建築物各項權利人提供區內之土

地或建築物各項權利、投資者提供資金合作參加重建，於更新工作完

成後，各按所提供之資產額大小，「等價交換」更新後基地或建築物有

關之權利(或補償)。(孫思俐，1987：10)更新事業完工後事業費與資

產價額等逐一確定，而多與擬定計畫當時之概算額有差異，實施者則

會透過清算程序予以處理
2-16。而日本實施者種類多為由土地權利人、

投資人（參加組合員）合組的再開發組合 2-17，類似台灣都市更新會，

因此利益的分配為內部化，較無對立關係 2-18。 

三、選配規則 

除了分配單元價值與應分配價值無顯著之差別外，亦有所謂「位

置之對照」，即接近市地重劃的原位次設計分配原則。因此日本的權利

變換在等價交換的原則下進行「價值對照」以及「位置對照」的分配

設計。不參與者須自行向實施者提出，而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有分為住

宅及店舖二類，單元設計上皆不得低於標準。若總樓地板面積不足以

補足時，則零碎權利的權利人會成為不能參與者，以現金補償，反之

                                                 
2-15 參日本建設省都市局市街地建築課，1991，「圖解市街地再開發事業」，日本社團法

人全國市街地再開發協會，頁 5,68-75。 

2-16 參日本都市再開發法第 103～105 條。 

2-17 組合類型的實施者數量佔日本以完成更新事業實施者總數約 57％。(高橋惠子，

2007：2) 

2-18 我國都市更新會無參加組合員制度，所有會員皆為更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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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於清算時繳納差額價金 2-19。 

伍、小結 

綜合本節之分析，我國其他都市更新的實施方式，如協議合建、

聯合開發，其開發推動主體與土地權利人間之分配，多以貢獻比例作

為協調談判的基礎，來分配開發利益，但其方式原則皆須全體土地權

利人同意。而市地重劃方式則是我國行之有年的土地開發方式之一，

不過其僅是將地形畸零、交雜及缺乏公共設施之低度利用地區進行地

籍、地界整理，開闢公共設施，規劃出可立即開發的建築用地，僅是

平面式的，尚未進行建築物興建，但是可看出我國現行的權利變換制

度有諸多立法例是參考了市地重劃制度。 

而日本的權利變換制度是全球首次創設，其都市再開發法亦為我

國都市更新條例立法的參考基準與借鏡，只是我國土地管理、登記估

價制度與國情，皆與日本不盡相同，因此我國權利變換亦非同於日本

的「等價交換」方式，反倒接近立體式的市地重劃。然而權利變換終

究不是市地重劃，除了會直接興闢開發建築物外，推動發生的地點也

與市地重劃不同，相關規定亦不如日本都市開發法般細緻。足證我國

現行權利變換制度融合日本權利變換及我國既有的市地重劃制度後，

卻產生了部分的疏漏，本研究四、五章將深入陳述。 

 

                                                 
2-19 參日本都市再開發法第 77、78、79 條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