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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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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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權利價值利益分配制度之改善 

在對我國權利變換制度的探討與執行現況的整理後，本章便直接切入

權利變換制度本身，探討其最初根本的制度設計目的，以及其是在何種經

濟制度背景下形塑而成。藉機制設計理論的研究方法論，分析目前權利變

換的利益分配制度設計下(分配規則部分於第五章探討)，各參與角色有何

自利考量與行為趨向，目前的制度是否仍有無效率之處，並進而提出改善

的機制設計方案，最後再輔以模擬方案予以驗證。 

第一節  制度目的與分配結構 

壹、權利變換制度設計目的 

本研究第二章中對於都市更新之定義與演進的整理，指出都市更新的

推動是有正面外部性的，在實質因素上具有實體環境的改善的效果，如違

章建築的處理、公共設施的整備、公益設施的提供、社區防災功能提升以

及更新事業案本身新建築的興建所帶來該基地建築物外觀的改善美化。 

在經濟因素部分則具有振興經濟的波及效果，例如：一、建設行為的

經濟效果，即相關營建、設備成本的投入；二、投資及消費誘發的效果，

即更新後商業活動的引入；三、雇用效果，即創造更新事業本身的就業需

求，以及建設營造的整體產業鏈的就業需求提升。四、財政效果，即都市

更新經濟活動循環後產生的稅收效益，再予進行公共投資，產生善的循環。

（中原三郎，2003：252）因此可以理解的是，政府對於個別更新事業給予

大幅的容積獎勵、租稅減免等誘因，實無圖利特定人士之嫌，因其產生的

外部效益更多。 

然而，公部門基於人力、經費的有限以及無民間企業的靈活度，經過

長時間的觀念與制度變遷，已將都市更新從政府主辦調整為公私合夥。即

政府制定遊戲規則，作為機制的設計者，希望透過機制的設計，誘使民間

投資的資本與企業化管理，以及土地權利人的財產，皆願意投入都市更新

事業的推動。綜上所述，本研究歸納都市更新及權利變換制度設計目地有

以下幾點： 

一、吸引民間資金與企業活力 

更新條例對於推動都市更新的實施主體已採多元的設計，由過去

僅由政府主辦，到目前轉向鼓勵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興辦或是

更新事業機構興辦，希冀更新事業的推動工作能引入民間資金與企業

活力。（胡俊雄，2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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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讓土地權利人能夠在原地重建繼續生活 

政府過去興辦都市更新事業，主要運用的工具僅有一般徵收、區

段徵收或是市地重劃之方式取的產權，並進而興建安置住宅及開闢公

共設施。然而前述的方法除了政府要投入大量的人力、物力外，對於

讓土地權利人能夠在原地重建繼續生活並無法有效保全。且都市更新

轉由民間興辦亦無法執行徵收或區段徵收此種公權力，因此更新條例

仿效日本創設權利變換此種新的工具。而透過都市更新及權利變換的

程序，就如同社區總體營造過程般，土地權利人能夠在都市更新推動

的過程中，對於更新事業，也是自己未來的家園規劃，有一定程度的

參與，並且未來多能重回自己的家園，並與原本的鄰居生活。 

三、用科學的技術處理分配的問題以提升效率 

在權利變換度建立前，民間興辦都市更新事業主要採協議合建方

式辦理，但是此種方式必須土地權利人全數同意，因此可能因部分權

利人拿翹，或是土地權利過於複雜難以清理，如祭祀公業、未辦繼承

產權等，以致更新事業延宕，亦無法推動大規模更新事業。(邊泰明，

2003：379~387) 

此外，更重要的是協議合建個別住戶逐一的協商參與分配條件，

且並非是公開透明的過程，因此簽約的條件端視各個住戶的談判協商

能力而定，因此並非公平。權利變換制度對於權益的分配乃是透過科

學的技術，即透過不動產估價及共同負擔費用的提列標準的規範，來

計算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以及權利人間之權益分配，再搭配多數決的

規定，權利變換制度的設計可提升都市更新整體推動的時間以及資源

配置的效率。 

貳、都市更新的開發利益 

如前文所述，政府為了振興整體經濟與環境改善的考量而推動都市更

新，而吸引民間資本投入都市更新必須要有誘因，更新條例給予的最主要

誘因即為容積獎勵及租稅減免
4-1
，因此都市更新案能夠發生與推動表示其

至少是有經濟上的開發利益 4-2。 

事實上，都市更新的開發利益並非僅來自容積獎勵及租稅減免，中元

                                                 
4-1 更新條例「第五章 獎助」為都市更新誘因的專章，包括容積獎勵、容積移轉、租稅

減免及信託制度等。 

4-2 亦有例外情形。災損建物運用都市更新重建，其重建的推力重點多在於情感因素（自

己家園重建），經濟因素（處理財產）為其次。常見九二一更新重建案例，推動當時

的理性計算並無更新開發利益（土地成本加資本的投入低於更新後總價值），但仍然

推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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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郎曾指出日本都市更新的開發利益包括：一、實質因素：土地合併利用、

公共設施整備；二、經濟要素：建物用途升級轉換、經濟環境發展；三、

行政因素：補助、補貼制度、利用法規鬆綁等(中元三郎，2003：252)。而

檢視我國都市更新的開發利益，亦可整理如下： 

一、土地合併利用的利益 

在權利變換前，權利變換範圍內有數筆宗地，可能分屬不同的土

地所有權人，每一塊宗地的大小、形狀、區位、可利用情況等個別因

素皆不同，因此會有不同的土地單價。然而都市更新會將土地合併利

用，如此合併利用的土地價值，就不再僅是權利變換前各宗土地價值

的加總，而是經過合併，大小、形狀、區位及可利用情形向最好條件

一體改善的土地價值 4-3。 

 

 

 

 

 

 

 

 

 

 

 

 

 

 

圖 4-1 土地合併利用增值概念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中元三郎（2003：254） 

假設某更新單元權利變換前有宗地 L1~L7 七筆土地，面積皆為 10

坪，總面積為 70 坪。個別估價時，因應其個別條件分別估定是 100

萬元至 10 萬元，即土地單價便為 10 萬元/坪至 1 萬元/坪，因此土地

價值加總為 370 萬元。但因為是都市更新，土地合併利用為前提的估

價會將宗地 L2~L7 一併改善，各宗地的潛在價值得以順利發揮，合併

                                                 
4-3 參照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 84 條規定。數宗土地合併利用開發，其合併利用的總土

地價值必須以合併後視為一宗土地評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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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土地單價為 10 萬元/坪，則合併利用的土地總價值為 700 萬元。(圖

4-1 A 區塊)差額 330 萬元即為土地合併利用產生的價值，或稱讓土地

的潛在價值得以順利發揮。詳圖 4-1 土地合併利用增值概念圖。 

當然，每個更新單元其土地合併利用的增值利益不儘相同，仍必

須視個案的地界、地籍、宗地筆數而定。如單棟或單幢的集合式住宅

重建更新案，其更新單元內權利變換前後皆僅為一筆土地，並無土地

合併利用利益的發生。若是權利變換前宗地筆數繁多、細碎且形狀畸

零，合併後卻是更新單元形狀方整，臨路條件佳，則此種案情土地合

併利用的增值利益極高。 

因此，無論更新案是否有容積獎勵、租稅減免或是房地一體結合

效益，單是土地合併利用，即有開發利益的產生。而依我國權利變換

的規定，此開發利益是依 L1~L7 的價值比例分享，且所謂的更新前權

利價值，或是不參與權利變換分配者的土地補償金，皆是已包含此土

地合併利益的土地價值。 

二、房地結合的利益 

經濟要素市場的「分配理論」指出四大生產要素包括土地、勞動、

資本與企業家才能。在生產過程中，是依照各要素的貢獻而分配其應

得的報酬，例如勞動者提供勞力獲取工資；資本家提供資金得到利息；

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獲取地租；而企業家才能進行管理即承擔經營

風險與不確定性獲得利潤。(張清溪、許嘉棟、劉鶯釧、吳聰敏，1993：

138(上冊))而都市更新亦同，實施者依其管理才能結合土地及資本，

並委託專業廠商作技術協助而完成都市更新推動。這樣的經濟活動之

所以發生，在理論上表示都市更新完成後產生土地開發利益，並定不

小於各生產要素不作為的情況。 

我們可從不動產估價的成本法看出這樣的理論應用 4-4，房地總價

的以成本法鑑定勘估時，除了考量營造施工費、規劃設計費、廣告銷

售費、管理費、稅捐及其他費用外，尚須考量資本利息及開發或建築

利潤。過程中，資本與勞動的投入開發成為建築物，同時獲取利息與

工資，而建築物與土地的結合利用後產生的房地結合利益，其內涵包

括了地租及企業家合理利潤。(詳圖 4-2 房地結合利益概念圖)因此，

土地開發會產生開發利益，而開發利益與個案的經營風險、建築工期

有關，一般而言，二年以上至三年者開發利潤率為 25%～35%。(林英

彥，2000：326) 

                                                 
4-4 參照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地 48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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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房地結合利益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容積獎勵的利益 

容積獎勵意味著在法定的容積外，可再增加興建樓地板面積提升

土地的單位產值，具有直接拉大租隙(Rent Gap)的效果，是最可直接

直觀的開發利益，這也是政府藉誘因理論的手法，直接給予增加開發

利益而吸引民間投入更新的重要工具。更新條例 44 條及都市更新建築

容積獎勵辦法給予辦理都市更新的基地各項的容積獎勵項目，有機會

能將法定容積增加至 1.5 倍，或是原建築容積加上法定容積的 0.3 倍

甚至更多
4-5。而容積獎勵的利益更可拉大、加強房地結合利益的效果。 

然而，容積獎勵的項目繁多，但依其申請的條件與性質，本研究

將其區分為：(一)政策鼓勵型；(二)設計誘導型；(三)成本補貼型，

以下分別敘述：(詳表 4-1  容積獎勵分類一覽表) 

（一）政策鼓勵型 

政策鼓勵型的容積獎勵的特性是申請該項目無須投入任何資金

成本，或是僅須在設計條件上加以配合即可獲得該種獎勵。例如原

建築容積的維持、原居住水準的維持，或是更新時程獎勵、更新單

元規模獎勵、建築設計獎勵及留設無遮簷人行步道等。此種類型的

容積獎勵依前述特性，所獲取的純開發利益為最高。 

（二）設計誘導型 

設計誘導型的容積獎勵的特性是申請該項目無須投入特定成

                                                 
4-5 都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13 條。依同辦法第 4、5 條規定申請之獎勵，不受 13

條上限規定之約束。 

土地

建築物

房地結合利益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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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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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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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息

土地改良費用

地租及合理利潤

生產要素 報酬分配 開發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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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但是有可能增加部分的建築成本，與所獲取的容積獎勵並無邏

輯性的計算公式對應。例如都市生態、智慧型建築設計、綠建築等。

此種類型的容積獎勵依前述特性，所獲取的純開發利益為中等。 

（三）成本補貼型 

成本補貼型的容積獎勵的特性是申請該項目必須投入特定的成

本，此種容積獎勵所獲取的額度具有對價關係，基本原理是投入成

本除該更新案更新後房地的單位銷售淨利，即可計算出補貼該投入

成本所需的容積，具有補貼之概念。例如協助興建公益設施、開闢

公共設施、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的安置等。此種類型的容積獎勵

依前述特性，所獲取的純開發利益為較低，目的是希望在都市更新

同時能再增加其正面的外部性。 

綜言之，都市更新案會依個案的特性與需求爭取其所需的容積

獎勵，即使經考量不欲爭取效益較低的設計誘導型或成本補貼型的

容積獎勵，仍會享有部分的政策鼓勵型的容積獎勵，此也是都市更

新最基本的開發利益。以臺北市為例，核定實施的數十件更新個案

中，以容積獎勵爭取 20%～30%區間者為最多，平均容積獎勵爭取水

準約 30.11%4-6。 

表 4-1  容積獎勵分類一覽表 
分類 項目 條文依據 利益效果 

政策鼓勵型 

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差額 更新條例 44 條 1 項 1款 

效果高 

供社區使用之公益設施免計容積 更新條例 44 條 1 項 2款 

一定時程內申請實施更新 更新條例 44 條 1 項 3款、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9條

維持當地平均居住水準 更新條例 44 條 1 項 5款、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12條 

更新單元規模或完整街廓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10條 

建築設計與環境調和、留設無遮

簷人行步道、開放空間等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7

條、北市都市更新自治條

例第 19 條 F5 

設計誘導型 

無障礙環境、都市防災、都市生

態、智慧型建築設計標準高於法

令者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7條

效果中等 

綠建築設計、取得綠建築標章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8條

成本補貼型 

興建公益設施並捐贈公有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4條

效果低 
協助開闢公共設施並捐贈公有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5條

歷史、紀念、藝術性建築物維護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6條

處理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戶 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11條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6 詳參台北市都市更新處網站(www.taipeiur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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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四、經濟成長的利益 

從更新條例頒佈施行的 1998 年至 2008 年底者 10 年期間，台北市

房價成長了約五成，平均年成長率約 5.21%。而都市更新事業的推動

是長時間的連續過程，不動產估價的價格日期是在權利變換計畫的擬

定規劃階段 4-7，經過審議核定實施及實施至產權登記，可能約需三年。

而三年的平均成長率約 16％，因此，假設權利變換價格日期對於更新

後房地估價為 50 萬/坪，至該更新案竣工、產權登記，房價已增值至

58 萬元/坪。詳（圖 4-3  北市 1998 年至 2008 年房價指數趨勢圖） 

除了整體經濟成長的因素之外，亦有可能因更新地區的劃定，市

場上對於更新地區具有容積獎勵增加的預期，而有部分刺激房價上揚

的效果。(楊艾嘉，2004：5~6)此外更新個案本身的核定實施，其對於

該案周遭公共設施、物理環境的改善，亦可能促使該個別區域的房價

成長。 

綜言之，更新事業的推動可能因價格日期與銷售日期的時間落差

或是更新地區劃定的預期增值心理甚至更新事業個案本身對於更新單

元周遭物理環境的改善等因素，使得分有更新後房地者，如有參與分

配之土地權利人、投資型實施者，其他提供資金者這些角色，享受經

濟成長帶來的利益。 

 

 

 

 

 

 

 

 

 

 

 

 

 

圖 4-3  台北市 1998 年至 2008 年房價指數趨勢圖 

資料來源：信義房屋不動產企研室(2009) 

五、小結 

                                                 
4-7 參照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8條規定，評價基準日為權利變換計畫申請報核日前 6個月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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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國都市更新制度亦有仿效日本，納入了租稅減免及相關

的補助制度。租稅減免在土地稅的部分最為優惠，包括了地價稅、土

地增值稅的減徵或免徵，另有房屋稅及契稅的減免 4-8，而就實施者資

金投入部分亦有投資抵減營利事業所得稅的相關優惠 4-9。在補助制度

方面，中央及台北市皆有對都市更新事業前置作業及後續工程施工所

需投入的資金設有補助或優惠貸款之制度 4-10。 

前段這些屬於行政因素所產生的開發利益，主要是屬於更新成本

降低的類型。此類開發利益的享受，其額度歸屬於個別參與角色，如

個別土地所有權人因其土地前次移轉現值各有差異，對於土地增值稅

的減免各有不同，與各土地權利人之權利價值比例無關。 

前小結所整理的開發利益，是屬於使都市更新效益增值的類型。

其中土地合併、容積獎勵及房地結合的開發利益，於權利變換計畫擬

定規劃時即可概估，而於計畫核定實施時便可確定，而經濟成長的開

發利益，則是在實際將獲配的土地及建築物銷售時，方得確定其開發

利益所獲取的額度。詳(圖 4-4  都市更新開發利益概念圖) 

 

 

 

 

 

 

 

 

 

 

 

 

 

圖 4-4  都市更新開發利益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8 參照更新條例第 46 條規定。 

4-9 參照更新條例第 49 條規定及另有頒布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都市更新事業機構投資於

都市更新地區適用投資抵減辦法。但目前尚無任何更新案之實施者申請該項租稅減

免，主因為前揭辦法第 3、4條規定對於投資抵減項目於實務無法執行所致。 

4-10 參都市更新事業優惠貸款要點、都市更新前置作業融資計畫貸款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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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時方知之開發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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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風險承擔與開發利益歸屬 

一般的不動產開發案件，其提供土地及資金者皆為建設公司或開發

商，因此其所享受的不動產開發利益以及其承擔的風險與面臨的不確定性

皆為同一個單位，不會有風險承擔與享受開發利益不對等的問題發生，但

協議合建的開發方式就有此部分的課題。 

協議合建的標準型態即是土地所有權人提供土地，建設公司提供重建

資金，共同享受改建後的開發利益。蔡伊聰曾指出協議合建的開發利益分

配多以貢獻比的概念來進行協商分配 4-11，因此土地所有權人與建設公司享

有相同報酬率之情況。但其亦認為建設公司因承擔較多的風險，理應享受

更多的報酬為宜。(蔡伊聰，1996：13) 

以投資型實施者所推動的權利變換，在外觀上就類似協議合建的合建

分屋，即實施者提供資金，土地權利人提供產權，共同分享更新後的開發

利益。然而在當前權利變換制度中，實施者、土地權利人分別所承擔的風

險與與享受的開發利益，亦非與協議合建相同。以下便對於都市更新的開

發風險與開發利益分配的對偶情況進行探討。 

一、都市更新開發風險 

都市更新如同一般不動產投資開發，參考張金鶚(2003：(上)55~57)

對風險的歸納，都市更新所面臨的風險大致可歸納如下： 

（一）經營風險 

投資型實施者在開發新的更新案時，可能因可行性評估不夠充

分完善，致個案選擇錯誤而全案開發失敗。更新條例頒布至 2008 年

底這 10 年間，台北縣市、進入事業概要程序後的更新案共 421 處，

扣除九二一災後重建案例，共 405 處都市更新案，目前僅 71 案核定

實施，僅占 15%，若計入事業計畫已申請報核的 61 案，亦僅佔 32%，

更遑論尚未取得事業概要核准，正在整合協調的無以計數的更新個

案。 

另外，居民自主都市更新會擔任實施者推動更新的個案，亦常

因其管理能力不足，而使更新案胎死腹中，台北市目前已有 25 個都

市更新會立案，至今除了九二一災後重建及海砂屋重建個案的案

外，其於都市更新會至今多難以推動。 

 

                                                 
4-11 市場長久運作後，為便於溝通與協商，常見轉換溝通語言為 6：4 分 55：45 分這種

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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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風險 

係指投資型實施者或其他提供資金者本身財務周轉不靈所產生

的風險。一般而言，財務風險多因公司本身財務制度運作不良或收

支無法平衡導致財務嚴重虧損；亦可能是整體經濟環境改變進而影

響營運，例如銀行採取緊縮銀根政策等。 

（三）利率風險 

利率直接影響提供資金者其資金籌措的成本，而利率高低乃受

資本市場的供需以及政策的影響。利率愈高，提供資金者賺取報酬

會相對減少。 

（四）市場風險 

整個房地產市場結構變化所產生的風險，對於提供資金換取更

新後房地並待價而沽獲取報酬的投資型實施者或其他提供資金者影

響甚鉅。例如房地產市場供需的變動、房價地價或營建原物料價格

波動、購屋貸款條件變動、空屋率過高等皆會引起市場風險。 

（五）營建風險 

營建風險係指興建建築物時，因施工安全、地質、鄰房損害、

施工管理、工期控制等各種變因所產生的風險。例如營建施工時造

成鄰房損害，除了須賠償使鄰房恢復原狀外，尚會延宕工期，進而

增加成本而降低報酬。 

二、開發利益歸屬 

然而，我國權利變換計畫書內所載的費用負擔以及分配卻僅是預

算的概念，即當權利變換計畫核定實施後，投資型實施者、其他提供

資金者以及土地權利人其所分配的房地產權面積已然固定，除了建築

物竣工並申請建築物第一次測量後，與計畫內容所載面積有差異須辦

理釐正圖冊外 4-12，並無計畫費用負擔及分配結算的機制 4-13。因此，計

畫實施後的相關風險波動，已是分配房地者各自承擔
4-14。 

前小節所說明的經營風險、財務風險、利率風險、市場風險、營

建風險等，投資型實施者或其他提供資金者皆須承擔，至於土地權利

人除了在計畫核定實施前有些許個人出席公聽會、提供陳情意見以及

                                                 
4-12 參照權利變換實施辦法定 23 條規定。 

4-13 以都市更新會擔任實施者案例除外，其依照都市更新團體設立管理及解散辦法有相

關清算解散規定 

4-14 除非有提送變更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畫，將實際的成本支出修正至變更計畫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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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協商等個人時間成本在加上些許的機會成本外，事實上風險極低。而

在計畫實施後，因將土地提供給實施者興建建築物，才承擔了部分的

營建風險，至於市場風險部分，假設土地權利人所分配房地為自住需

求，則幾無影響；若非自用而擬銷售獲取報酬，亦承擔了市場風險，

但一般而言土地權利人的屬性以前者居多。 

至於目前我國權利變換機制對於開發利益的歸屬則整理如下： 

（一）經濟成長利益歸屬有分配房地者 

經濟成長的利益在計畫未核定實施前並不確定，而是在計畫核

定實施後銷售房地時才確定其額度，在計畫核定至銷售其這段期間

亦有市場波動的風險。因此，經濟成長的利益乃歸屬於更新後分配

房地者。 

（二）土地合併利益歸屬於土地權利人 

更新前權利價值必須將權利變換範圍內土地假設為素地，且土

地的價值必須考量土地以合併利用開發為前提。(張能政，2005：3)

因此，土地權利人不論是否參與權利變換分配，皆享受了土地合併

的利益，因更新前權利價值已內含了該項的開發利益。 

（三）容積獎勵利益歸屬於參與分配之土地權利人 

容積獎勵的利益在定義上是已扣除實現容積獎勵所需投入資本

的「淨利益」，投入資本包括實現該容獎額度的營建成本、其間接成

本投入、舊違章補償現金、綠建築成本等，土地的功能是提供作為

容積獎勵實現的載體。因此，此部分利益仍歸屬於土地權利人，至

於容積獎勵額度的高低，則有放大房地結合的利益的效果 4-15。 

然而對於不參與分配領取現金補償的土地權利人以目前的估價

方式是無法享受此部份的利益，而是發放現金補償後，取代成為土

地權利人的實施者而享受。(張能政，2005：9) 

（四）房地結合利益由參與分配之土地權利人與提供資金者共享 

房地結合開發利益才是權利變換分配所需討論的分配標的，因

為它的發生即是藉由實施者的籌劃管理，自行帶入資金或引入其他

資金並承擔風險與不確定性，與提供土地產權的土地權利人共同創

                                                 
4-15 容積獎勵的效用主要在放大房地結合的開發利益，更新案若有產生房地結合的開發

利益，容積獎勵將其利益放大部分已透過貢獻比的計算依比例分得該利益了。至於

更新案無房地結合的開發利益時，容積獎勵並無放大該利益之效果，實施者無法量

化的創意投入部分應無由獲取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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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來的。然而目前台北縣、市的制度對於投資型實施者或是其他

提供資金者其所分享此部分的利益，卻是採成本固定比例的方式計

算，即房地結合利益無論因共同合作創造多寡，出資者的部分皆是

取回投入資本額度 12%為上限的報酬。 

肆、小結 

本節對於權利變換此一機制的設計目的、制度激勵的標的—開發利益

的產生與分配、風險的承擔等制度的經濟環境加以整理說明，可歸結以下

三個重點： 

一、權利變換制度是讓都市更新更有效率推動的工具 

政府因財力、物力不足或是都市治理觀念以及制度的變遷，已將

都市更新的推動工作由政府完全主導轉變為「公私合夥」的方式，即

政府建立法令制度及負責審查，吸引民間資源來投入。但是，民間企

業並無公權力，僅僅是一般住宅的改建，亦須協議至百分之百同意才

能進行。若都市更新靠民間一般傳統的合建行為推動，因其交易成本

極高，不僅取得訊息的成本極高，時間也冗長，以此方式推動更新實

無經濟效率。 

規範的霍布斯定理（Normative Hobbes Theorem）明確指出，國

家可透過建立法律制度，以消除合作障礙，使機制參與者的權利明確，

使合作活動效率提昇，私人協議難以達成社會目標所造成的經濟損失

最小。我們因此建立了權利變換制度。在機制設計上，權利變換制度

的確減少了訊息傳遞的成本，如多數決、有限的法定公聽會、30 日法

定陳情期限、公開展覽等，使都市更新推動更有效率。 

二、開發利益有多種，房地結合利益是合作分配的標的 

都市更新的開發利益有土地合併的利益、容積獎勵的利益、房地

結合的利益、經濟成長的利益以及行政措施的利益。本研究第三章圖

3-5 中的 A1、A2、A3、A4 區塊之總和為容積獎勵的利益及房地結合的

利益，然而房地結合利益才是因資本與土地結合產生的利益，方是合

作利益分配的標的。 

三、目前利益分配方式與風險承擔不對等 

一個有效率的投資環境，其投資風險與預期利潤應有連動關係，

即當投資風險性越大，平均預期利潤就越高，當投資風險越小，平均

預期利潤就越低，風險與利潤乃具有對偶性。(張金鶚，2003：(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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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權利變換制度中，投資型實施者或其他提供資金者需承擔

經營風險、財務風險、利率風險、市場風險、營建風險等，但在承擔

這些風險與不確定性之下，卻無法依其貢獻獲得對等的開發利益。其

所獲得的報酬乃依其投入成本的額度以固定比例計算，而非與其所創

造、貢獻的開發利益連動、相關，在機制設計上呈現與土地權利人同

為機制參與者，但卻有激勵不相容的情況。 

若財務預估準確，投資型實施者或提供資金者所實際支出的更新

費用所換得的資金報酬是由成本成以一定額比例計算。而這些更新費

用的計算是基於更新案所產生的營建樓地板面積或可銷售面積，因

此，無論因為都市更新產生的不動產開發利益高或低，皆與出資者無

關，極端的情形例如某更新案可能其容積獎勵及房地結合之開發利益

是零，但投資型實施者或提供資金者仍可獲依該計算公式所獲取的投

資資金利益，此種制度設計將導致並無法敦促實施者更努力創造都市

更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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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參與角色的行為趨向 

從第三章圖 3-1 可看出，在權利變換制度中的機制參與者，將以投資

型實施者最先行動(而其同時可能洽商其他提供資金者)，緊接著是行使同

意權的土地權利人，最後是受理計畫申請報核的主管機關，然後再予循環。 

本節主要是透過利益分配制度本身的觀察與對更新事業執行熟稔的學

者專家、主管機關、專業規劃者、實施者及曾經參與權利變換經驗的土地

所有權人進行深入訪談，以歸納在第一節所描述的制度經濟環境下，各個

權利變換參與角色有何自利行為的趨向，進而發掘制度設計的缺失與課題。 

壹、實施者的行為趨向 

身為都市更新推動核心的實施者若擬採用權利變換制度辦理更新，則

應意識到該制度利益分配與其他諸如協議合建、購地自建方式的報酬差

異，雖權利變換有多數決、權利轉載等機制設計上的優勢，但在明白該機

制的運作原理後，在自利心理的前提下將會有一些行為趨向，產生無效率

的問題。以下便對自治型實施者、投資型實施者以及管理型實施者分別探

討說明： 

一、自治型實施者 

從過去的案例得知，會由自治型實施者即居民自組的都市更新會

來推動的更新事業，其多半無市場性、投資性。此種案情其更新事業

所需資金多權利人所自籌，因此資金的投資利益已非此更新事業的重

點。但是，以住戶的心態仍是希望從自己口袋拿出的錢愈少愈好，要

投入在此更新事業的資金必須皆用在刀口上，在會員大會上仍會對計

畫書所載的相關費用支出錙銖必較。 

然而，都市更新會的理事會因身負更新事業成敗之責，因此其所

關心的是預算是否足夠，寧可預算較為寬鬆，於清算時再予找補退還
4-16，但傾向避免追加預算問題。因此，基本上不會考量資金報酬率的

問題，若有提列風險管理費，也僅是預備金的概念。如受訪者所言： 

「更新會推動的案子雖然沒有建商出錢來與住戶分房地的問題，但是因為是住戶

自己掏錢重建，仍然是十分計較，有時理事會跟規劃單位要花很大的力氣說服住

戶為何要花這麼多錢，並且還要預想可能追加的預算」（受訪者 A-2） 

二、投資型實施者 

投資型實施者同時掌握資金及技術，在面對如此的權利變換利益

                                                 
4-16 參照都市更新團體成立解散辦法第 31、34、35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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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制度，其行為將會有以下幾種趨向： 

（一）使更新後估價趨於保守 

若全案之資金報酬為 12%，先不論前期整合協調及規劃審議的期

程，一般都市更新案從施工致產權登記的實施期程大約三年，如此

一來年報酬率僅 4%，甚至比一般風險較低的股票型基金的年平均報

酬率還低。從投資者角度而言，都市更新是不動產開發的一種態樣，

而不動產開發是屬於高風險的投資部門，如此帳面上的報酬率何以

滿足投資者？誠如實施者類型受訪者 E-1、E-2 所表示： 

「現在的規定地主仍享受大部分的利益，建商只拿那 12％，風險跟一些隱藏成本

就吃掉了，何來利潤可言，又不是作公益。而建商卻又承擔了大部分風險，錢會

燒掉，土地又不會燒掉」（受訪者 E-1） 

「若說是不考慮也可購地或銷售價差的獲利，光是 12%是不可能的，比買基金的

報酬率還低，更何況現在所謂權利變換共同負擔的提列項目我們很多都不能列，

像是中人費、地主的慰問費用，對店面或違章的額外補貼等等，都會把 12%吃掉。」

（受訪者 E-2） 

因此林美娟（2005：77）及丁致成（2005：20）皆指出在這樣

的制度下，投資型實施者為降低未來資金回收風險，將可能給予不

動產估價師施壓，使之將更新後房地估價趨於保守，以降低房地取

得成本、銷售變現風險以及增加銷售溢價的可能，以符合不動產開

發行業的預期報酬水準。 

（二）寬鬆的共同負擔提列額度 

另一種方式是儘可能讓共同負擔費用提列額度能夠寬鬆。以現

行台北縣、市的提列規定，人事行政管理費、銷售費用以及風險管

理費的計算，都是以工程費用、權利變換費用、稅捐及利息這些成

本項目的額度作為計算基數，充裕寬鬆的成本提列除了可以增加未

來產生發包差價的可能，亦直接促使人事行政管理費、銷售費用，

甚至帳面報酬的風險管理費額度一併提高。如此，不僅可降低營建

原物料波動的風險，亦可增加獲利空間。 

（三）依景氣脈動控制更新推動時程 

都市更新事業推動時間冗長、風險極高，從評價基準日至更新

完成產權登記，至少也需要 3～4年，這段時間房價以及營建原物料

接會波動，若是房價上揚，則會有銷售溢價；若是房價下跌，有可

能不僅沒有獲利，甚至到實質虧損的地步。詳（圖 4-5  房價波動對



第四章  權利價值利益分配制度之改善 

4-16 

實施者分配影響概念圖）如實施者類型的受訪者所言： 

「現在比較不景氣，很多建商都縮手了，有些正在審議的案子也只是頭洗下去，

抽不了身。跟之前期待銷售溢價作為主要獲利來源的情況已經不一樣了，所以景

氣持平或未明，我看權利變換很難作，除非土地很多是建商自己的」（受訪者 E-1） 

「景氣好時進行權變估價分配，地主們因房價拉高而分回較多價值，但房子蓋好

時如果房地產景氣不好，房子賣不掉的風險又豈是 12％的風險管理費能夠攤平?」

（受訪者 E-3） 

因此，投資型實施者為了降低風險以及增加銷售溢價的可能，可

能會不顧及土地權利人更新的迫切需求，而是以房地產市場的景氣脈

動安排更新事業推動的進度，將圖 3-11 及圖 4-3 予以對照，可以發現

台北市更新事業核定案量的波動，正好與其房價相應。其中民國 87

年至 90 年間平均房價年成長率為-3.90％，案量少且案情以災後重建

的為主，而民國 90 年至 97 年間平均房價年成長率為 10.32％，案量

亦隨之成長，因此，這段時間辦理的權利變換案件，其可能會有二成

以上的銷售溢價。 

 

 

 

 

 

 

 

 

 

 

 

圖 4-5  房價波動對實施者分配影響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先買斷產權，破壞原生活紋理 

投資型實施者亦可能預期或無把握對更新後價格的施壓或對共

同負擔額度的超額提列仍過不了更新審議這一關，所以乾脆直接讓

自己成為土地權利人的身分，若該投資型實施者銀彈充足且有一定

把握，在進入都市更新程序前運用資訊不對稱的情勢，將會先行逐

戶買斷產權，能先行取得土地產權越多越好，如此一來，無論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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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會對於更新後預估房價及共同負擔提列額度如何砍殺，其殺傷

力已大幅銳減。但是，此種作法卻破壞了原有的生活紋理，形成了

原居住者因都市更新反被趕離家園的景況。如受訪者所言： 

「現在的規定有哪個建商敢投入大量的資金，利潤幾乎被地主拿走了，逼我們儘

可能先買土地而已。所以現在你可以看現在更新案規模大不起來，沒有利潤，不

可能像日本一樣，誰要投資嘛。建商把錢拿去作外幣定存的報酬率都比作都更來

的高。」（受訪者 E-1） 

三、管理型實施者 

管理型實施者由其生成原因可再區分為二類，各有其不同的行為

趨向： 

（一）無投資效益更新事業 

在無投資效益的更新事業，管理型實施者為自治型實施者的一

種變型，是都市更新市場可彌補都市更新會的某些缺點 4-17而產生的

一種實施者型態 4-18。因此，面對這樣的權利變換分配制度，資金報

酬亦非更新推動的課題，如同都市更新會理事會的思考邏輯，應是

將重點放在核實提列預算，並安排有適當的預備金之規劃方向。 

（二）有投資效益更新事業 

在有投資效益的更新事業中，並非所有的案子都會由建商、開

發商此種投資型實施者推動。管理型實施者扮演公正第三人、專業

管理人的角色進行資金與土地的媒合工作。 

此種實施者的報酬來自於在更新事業能夠推動成功後收取服務費

用，因此它必須同時顧及土地權利人與資金投資人，即其他提供資金

者的權益問題。對土地權利人而言，必須被滿足更新後所分得房地的

品質與面積；對提供資金者而言，必須被給予足夠的資金報酬。 

如此案情的管理型實施者面對這樣的權利變換分配制度，資金報

酬便成為更新推動的課題，沒有足夠的資金報酬，更新資金便無法籌

措，因此，為了塑造足以吸引市場上資金的投資環境，管理型實施者

亦會有類似投資型實施者的行為趨向，即在土地權利人可接受的底線

上，儘可能將更新後估價及共同負擔提列額度的數額，往有利於提供

資金者的方向調整。 

                                                 
4-17 更新會理事會成員亦為居民，其缺點有：專業性不足、專注力不足、公正性不足等。 

4-18 台北國際金融中心更新案、審議通過的修德國宅重建案皆為此種案例，前者實施者

為建築經理公司、後者實施者則為資產管理公司，皆僅收取服務費用而不分配更新

後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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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其他提供資金者的行為趨向 

前述已提，提供資金者若是土地權利人本身，且屬自治型實施者的都

市更新事業，則資金報酬不會被關注的課題，開發利益多給資金或是土地

都沒關係，因僅是左手交右手的問題。若提供資金者同時是實施者，則行

為趨向前文已述。至於非土地權利人亦非實施者的其他提供資金者，將會

以資金投資人角度思考。資金投資人的思考相當明確，其會比較目前市場

上得各種投資標的，如股票、基金、收益型不動產等，比較標的之報酬與

風險，再依其偏好予以投資，另外會考量其本身對投資標的的管理成本，

交易資訊的愈不透明，愈影響投資意願。 

因此，法令雖允許其他提供資金者身分參與權利變換，但因其帳面上

的投資效益並無優於其他投資標的，且更新案案情複雜，交易資訊不透明，

使得擁有資金的單純投資人對於更新事業的投資仍望之卻步，至今仍無此

種案例發生 4-19
。 

參、土地權利人的行為趨向 

若更新事業所需之費用為土地權利人自行支應，則屬自治型或管理型

實施者來推動，提供資金與提供土地者相同，利益一致，所以出資者與出

土地者如何分配開發利益不會是此種更新事業的推動課題。土地權利人在

面對投資型實施者或非自行出資並由管理型實施者推動的更新事業，方會

對權益分配事宜有所反應與行動。 

土地權利人在專業知識及資訊結構上相對於實施者處於弱勢，雖權利

變換制度對於權益分配已予以科學化的計算，但如本研究第三章及前段內

容對於投資型實施者的行為描述，土地權利人仍無法確知公開展覽、公聽

會所看到的計畫書的內容，是否為對土地權利人最有利的條件。雖計畫進

入法定程序表示已該更新案已過法定門檻
4-20，但積極的土地權利人，仍可

能會有以下的行動： 

一、同意書的控制 

即使投資型實施者基於利己的考量，對於更新後價值與共同負擔

提列額度有所操控，但已可申請報核的更新事業，表示滿足土地權利

人的分配條件仍是已多數人的所同意的。 

然而行使同意權是土地權利人控制都市更新事業最重要的環節，

                                                 
4-19 更新條例第 50 條、都市更新投資信託公司設置監督及管理辦法及都市更新投資信託

基金募集運用及管理辦法頒布至今，仍未被應用。 

4-20 參都市更新條例 2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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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更新事業過了門檻，程序或快或慢皆可往前進行。因此土地權

利人仍會持續對其觀察，在公開展覽結束前，若發現權利義務與其簽

具同意書時有出入，則仍可撤銷其同意，而土地權利人也以此權利作

為與實施者協商談判的籌碼 4-21。 

二、持續陳情抗議-爭取同情 

對於分配條件不滿意的土地權利人，他不僅在計畫擬定規劃期間

陳情抗議，至計畫申請報核後、審議時以及核定後，甚至權利變換工

程實施時，都會持續陳情抗議，尤其是在更新審議會審議前，儘可能

項主管機關傳遞對於計畫內容不滿的資訊 4-22，以爭取不論是在主管機

關承辦單位的初審或是更新審議會的審查有更多的討論機會與空間
4-23。誠如土地權利人受訪者所言： 

「我自己有一套算法，參考鄰居朋友等等的意見或者是相關案子成交的經驗，來

跟建商磨，爭取我最好的條件，建商要嘛就照我的算法，或者照建商的算法來加

成，不然就拉倒、不簽、跟政府長官告狀，我倒看看你是不是真的沒有我就能走

下去，不要說我啦，我想大家都差不多啦，最後還是會回來找我好好談的啦」（受

訪者 C-1） 

陳情抗議有兩個情況，其一是對分配條件不滿意，另一個是對實

施者計畫內容不信任。無論實施者是否有操弄影響權利價值分配得變

因，或是基於何種情況，土地權利人都會藉由陳情抗議的行動，爭取

主動發言的機會與主管機關或更新審議會的同情。 

三、儘可能參與分配 

依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7 條規定，不參與分配者之現金補償金額

即為鑑價機構估定之更新前權利價值，然而估價勘估的價格日期相距

補償金實際發放領取日期可能相距達兩年，若這兩年房地產景氣是穩

定成長，則可能會發生土地補償金額不符合發放當時的不動產市場行

情，產生了懲罰性的效果。如圖 4-6 所示，2004 年到 2008 年間土地

價格有每年有 3.93％的穩定成長率，這段期間所核定的權利變換案

件，不參與分配者領取的不補償金會被認知低估了 8％以上。 

因此土地權利人盡可能會參與權利變換分配，以享受土地合併的

利益外，尚可享受容積獎勵與房地結合的利益。若是主動表達不願參

                                                 
4-21 參都市更新條例 22 條第 3項規定。 

4-22 雖更新條例施行細則 11 條規定，權利人意見以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提出，但實務上

以台北縣、市政府而言，任何一階段都會受理。 

4-23參臺北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設置要點第 10 點規定，陳情人可列席陳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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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分配者可能無異議，但因為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屬不能參與分配

者，將可能產生抗爭。因為在外觀上，實施者運用此制度以低於市場

行情的土地價格趕走了小地主。 

 

 

 

 

 

 

 

 

 

 

圖 4-6  台北市都市地價波動圖 

資料來源：內政部主計處 

肆、主管機關的行為趨向 

主管機關不論是負責初審的承辦單位或是正式賦有權責的更新審議

會，在受理實施者所提送的權利變換計畫後，除了建築設計、容積獎勵等

內容外，最主要就是審查權利變換計畫中的權益分配問題，而審議資料除

了計畫書外亦同時附了陳請人的陳情意見，因此主管機關的審查通常是同

時接受了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所傳遞的資訊。 

以台北市而言，雖於 2003 年 9 月後有了權利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列

標準，在審查尚有所依據
4-24
，其中多屬原則性規定，如工程造價超過基準

得補充證明資料討提會討論；銷售費用、風險管理費的費率是上限，仍可

依個案調整。另外，權利價值的估價，尤其是可左右利益分配的更新後權

利價值估價，雖有不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予以規範，但價格的估定仍有估價

師心證的成份，並無審查標準，因此在更新審議會仍可能見到「喊價式」

的審議方式，而以台北縣、市政府以過去的審查經驗，逐漸知道投資型實

施者的行為趨向；此外亦會考量行政的壓力、同情弱者、協調對象（實施

者）簡單明確等因素，多會朝有利於土地權利人的方向審議 4-25。如受訪者

所言： 

                                                 
4-24 該標準於 2004、2005 年又有所增修，另於 2007 年針對工程造價頒布了「臺北市都

市更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基準」。 

4-25 台北市歷次更新審議會審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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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建商投入作更新的投資報酬率並不像審議會委員們所認知的那麼好，委員

們多半是僅考量地主的權益有無受損，反而忽略了建商進場應有的投資利潤，最

後變成建商才是最大的受災戶」（受訪者 E-3） 

伍、綜合分析 

本節所歸納出的重點是，在這樣的權利變換利益分配制度下，權利變

換的參與角色依序會有何種的自利行為，而主管機關在接收到這樣的訊息

後，會傾向做出何種反應，當提供資金與提供土地的是不同人時，各種行

為趨向更為明顯，而終究可以發現目前權利變換制度在各個制度參與者的

自利行為之下，仍產生了不經濟、無效率的制度運作狀態，其課題重點如

下： 

一、投資型實施者傳遞不實的更新後價值與不實的更新成本訊息 

投資型實施者可能為了降低日後銷售風險、營建原物料波動風險

以及增加發包差價及銷售溢價的空間，再加上預期提送的權利變換計

畫書所載內容數額，將可能被主管機關往有利於土地權利人的方向審

查調動，因此，投資型實施者會傾向壓低更新後的預估房價、共同負

擔費用額度提列充裕寬鬆而載入計畫書中，以此為訊息傳遞給土地權

利人與主管機關。如受訪者所言： 

「以現在權變的規定，實施者只拿走 12％利潤是不合理的，這樣的規定只是逼實

施者去操作估價及成本提列而已。」（受訪者 D-3） 

二、土地權利人可能傳遞假需求、假委屈以戰逼和 

通常土地權利人根本不清楚權利變換計畫中他應該分多少權利價

值才是合理，他只知道目前分配的面積不令他滿意。因此在接獲實施

者所傳遞的訊息後，若不滿意，則會向實施者及主管機關同時傳的其

不滿的訊息，而訊息的內容不一定是真的、合理的需求，目的在向實

施者宣戰；向主管表示委屈，一方面以戰逼和，一方面期待法定程序

總能偏向保障土地權利人一方。如土地權利人受訪者所言： 

「其實都更的容積獎勵等等或房價多少都是建商在弄，我就算大致了解狀況，也

不知道到底建商有沒有做假或弄錯，反正就看政府審查計畫書的結果，我知道權

利變換有一個共同負擔比例，只要那個比例跟我跟建商談的合建比例一比較，我

就選比較有利的就好了，其他的我也無從了解，如果約還沒簽，當然就跟政府抗

議啊，條件一定有機會變好的啦。」（受訪者 C-2） 

三、主管機關仍需搜尋真實資訊，但偏向保護土地權利人 

主管機關開始審查計畫書與陳情意見，同時接收實施者與土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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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人所傳遞的訊息，仍無法完全信任估價師與仰賴所謂的共同負擔費

用提列標準，因此仍須搜尋真實的資訊，即合理的分配結果。如主管

機關的受訪者所言： 

「以主管機關的立場是推動都市更新政策，我們能做的是把法規環境整理好，提

升審議的效率，這部份仍在持續努力。但實施者製作的計畫書良莠不齊或是內容

不實，地主有些因無知而無理取鬧，這些都是會耽擱審議時程但主管機關無法直

接使力的部份」（受訪者 B-1） 

然而審議會的會場中，權利變換利益分配的審查結果往土地權利

人有利的偏向程度如何，仍需視實施者的答辯能力與陳情人的表達能

力而有影響。因此真實資訊的搜尋成本仍高或根本不可測。例如，實

施者可能核實的提列費用，亦從未對刻意壓低更新後估價，但由於該

更新案本身效益之故，陳情人可能始終不滿而強烈抗議，未來還有拆

屋問題。主關機關接收此訊息後，可能就朝有利於土地權利人的方向

審查，造成所謂「乖乖牌實施者」虧損而無法生存於權利變換市場之

中，而提供資金者的權益又如何受到保障?誠如受訪者所言： 

「當地上物無法拆除時，政府不介入，還不是要建商自行處理協商，講白了還不

是有簽私契，多放一些條件給這些釘子戶，會吵的小孩有糖吃，養大了地主胃口，

政府給再多獎勵都沒用，因為建商覺得利潤都分給了地主，居然還有釘子戶，更

新恐怕難發揚光大……。」（受訪者 E-2） 

綜言之，無論實施者是否僅為了滿足其真實合理報酬，在目前的制度

下，有自利行為的實施者都會儘可能影響估價或操弄費用負擔提列額度。

主關機關對此種分配制度所產生的實施者資訊，在接收土地權利人的陳情

後，僅有往有利於土地權利人方向調整一途，即使審議的結果或許貼近最

適的分配狀態，但此種過程與循環實無效率。因此，目前的制度實有調整

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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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制度改善方案 

本節將以機制設計理論檢視目前權利變換利益分配制度設計的缺失，

並於第一部分提出機制的改善方案，再於第二部份論述於各類行實施者推

動的權利變換案件其適用情形及如何解釋，而第三部分進行案例的模擬計

算，透過財務分析與敏感度分析，驗證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對於機制效率

的提升以及參與機制者的行為影響效果。 

壹、機制設計 

一個良好的機制設計，必須解決兩個課題：即一、訊息取得成本的降

低；二、參與者激勵相容。 

對於降低訊息取得成本最佳的設計方式，即是透過機制設計，使機制

參與者自願性的揭露本身的真實訊息，而自願性的誘發，就必須考慮其揭

露所獲得的利益是否與設計目標的利益一致。以下便對權利變換利益分配

制度的改善策略加以說明，進而提出改善方案。 

一、利益分配模式建構 

利益分配模式建構必須考慮下述幾點： 

（一）以資金與土地來源不同做為討論基礎 

由先前的分析可知，權利變換利益分配發生衝突、無效率行為

產生的情形主要在投資型實施者推動的或是有其他提供資金者出現

的更新案，意即當資金與土地的來源不同時，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

對力作為強烈，因此本研究將先以此種情形進行討論研究，當此種

案情的權利變換利益分配問題能加以改善，其他類型的權利變換案

亦將迎刃而解。 

（二）制度參與者的激勵必須相容 

必須改善投資型實施者，其參與權利變換的報酬以成本定額比

例的計算方式，而與其所創造的更新後價值無關的情況，甚至在分

配比例上，居然呈現更新後價值越高，實施者分配比例越低的此種

方向變動的荒謬情況。改善方案必須讓更新後價值的創造，與實施

者與土地權利人同時都是正向變動的關係，務必使實施者無對更新

後價值壓低的誘因，而主動要求適當的更新後價值。 

此外，設計的方向應以不論是提供資金或是提供土地，其所獲

得的報酬率皆相同，以降低實施者先行買斷土地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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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貢獻比分配合作利益 

若將土地開發視為賽局，則傳統協議合建的開發方式為一非合

作賽局，因其在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的利益分配上並無約束與規

範，而權利變換制度則相反，是一種合作賽局(許時翰，2008：26)。 

而在合作賽局理論架構下，對於利益分配之計算無論是夏普利

值(The Shapley Value)或核仁值(Nucleolus)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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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了使權利變換制度更有效的被使用與參

與者的合作狀態穩定，對於其利益分配制度的設計應以參與者的貢

獻度來計算，此種方式亦符合理想的利益分配方式的幾項特質，如

效率性（Efficiency）、個人理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利

益增添原則及單調性（Monotonicity）4-27。另外也更符合都市更新

條例第 3條權利變換定義的精神。 

綜上所述，權利變換的利益分配應依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的貢獻

額度比例來分配其投入此更新事業所產生的淨利益。(詳圖 4-7 權利變

換利益分配制度改善概念圖)而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的貢獻應以權利

變換核定發布實施的時點做為投入時點為概念 4-28；但額度應以權利變

換的評價基準日作為計算基準 4-29。 

 

 

 
 
 
 
 
 
 
 
 

 
 

圖 4-7  權利變換利益分配制度改善概念圖(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6 同註 2-3。 

4-27 同盟理性（Coaliation Rationality）、虛位賽局者原則（Dummy Player Principle）

等特性因基於權利變換法令制度的規定本就無需分析討論。該等特性之定義詳見本

論文第二章第二節。 

4-28 有論點指出資金投入的時間點會承受不同風險(尤其計畫核定前風險高)，應有不同

報酬。但反觀即使是土地權利人，每個人購置他現在所居住的房地的時間、價格、

購買方式亦不同。僅有權利變換計畫核定時，資金與土地合作的關係方得確認，因

此前述的各項成本與報酬皆應各自內部化，無需列入考量。 

4-29 土地的價格因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6 條的規定訂有評價基準日，為計算公平，資金

投入所對應的原物料成本其計價時點亦應以前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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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利人貢獻額計算 

土地權利人所擁有的土地其依階段共有三種價值，首先是無考慮

權利變換的現況價值；接著是評價基準日時，考慮權利變換合併開發，

有內含土地合併利益的價值；最後是權利變換計畫核定時，容積獎勵

額度確定，土地容積提升後的土地價值。而作為合作利益分配的貢獻

額度，則因當權利變換計畫核定時，方確定土地與資金的合作關係，

應以內含容積獎勵的價值作為土地權利人的貢獻額度。 

（一）以容積獎勵後的土地價值作為貢獻額 

有人提出部份的容積獎勵必須藉由實施者的資金投入方得以產

生 4-30，此種容積獎勵的利益應歸屬與實施者，但事實上該為了容積

獎勵所作的資金投入已列入實施者的貢獻額度，而土地則是作為該

容積獎勵的載體，使之得以實現，因此容積獎勵利益應歸屬於土地

權利權人。而此種觀點將因利益分配方式採貢獻比的計算而得到緩

解 4-31。 

而目前權利變換的估價內容並無針對有包含容積獎勵的土地價

值進行估價，因此未來權利變換必須要求估價師於其權利變換估價

報告中再對於考慮容積獎勵的土地價值進行估價，以供權利變換計

畫對於利益分配計算的參考依據。 

（二）不參與者補償金應考量地價波動 

以現行更新前權利價值的估價規定，僅包含土地合併利益的價

值，不包含容積獎勵的利益，除了鼓勵土地權利人參與權利變換分

配以享受的理由外，最主要是我國容積獎勵必須藉由更新事業的確

實實施完成方得實現，實施過程中，容積獎勵額度尚可能變動
4-32，

與日本藉由都市計畫變更直接提高容積率的情形不同，而不參與者

的補償金卻是在實施之初便已發放，因此其補償金發放的額度不宜

計入容積獎勵的利益。 

但是必須改善的是，因我國評價基準日無變動調整機制，而該

日期至補償金發放日期該期間可能長達兩年以上，是已有地價大幅

波動的時間尺度，因此為保障不參與者的權益，以及發放補償金取

而代之的實施者的合理取代成本，宜參考日本權利變換的制度，納

                                                 
4-30 如本章第一節所指的成本補貼型容積獎勵。 

4-31 以台北縣市目前的權利變換共同負擔提列標準，出資者的任一分資金投入，其對全

案所產生的報酬，亦多數為土地權利人享受。 

4-32 可能因變更設計，至人行步道寬度、色彩調整等變動，致容積獎勵額度調整，甚至

更新事業因故停擺，容積獎勵利益無法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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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物價波動的考量，即評價基準日所估定並經主管機關審定的土地

價格，與補償金發放時，應加入地價指數波動的調整，如主計處所

公布的都市地價波動指數。 

三、實施者貢獻額計算 

實施者的貢獻額應以實施者實際投入的額度計算，以現行法令對

於權利變換所需費用的項目有工程費用、權利變換費用、利息、稅捐

及管理費用。而我們必須將其再予歸類何者是屬於實際支出的科目；

何者是屬於利潤的科目類型，而實際支出的科目方是實施者的貢獻額。 

（一）實際支出科目 

工程費用、權利變換費用項目是權利變換案必須支出的項目類

型，實無庸置疑。也因此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2項已規定該

費用額度以權利變換計畫書所載為準。至於稅捐若被限制僅指印花

稅，則印花稅的發生主要來自實施者為執行更新事業而進行相關工

程、規劃設計的承攬發包以及將折價抵付取得的房地出賣換得投資

欲獲得之價金，此印花稅自然為實施者實際支出的科目。 

然而管理費用亦是實際支出的一種類型，如人事行政管理費，

其是實施者推動更新事業所花費的所有行政人力、委外顧問(律師、

會計師等)、土地仲介整合費用、庶務雜支費用等。 

銷售管理費則是出資者分得更新後房地變現的成本，曾有論點

指出資者分的更新後房地已為完整資產，其分得出售的費用應內部

化，不宜列為成本(鍾中信，2007：3-43)。而本研究認為這必須視

投資行實施者或提供資金者參與更新事業在原本的規劃上，是要銷

售亦或是做為經營不動產，若為後者自然無銷售費用發生，但若為

前者自應列為成本，就如銀行貸款給建商興建房屋，其想獲取的是

利息而非房屋，一般而言，實施者投資參與權利變換，無非是想獲

取資金報酬，因此廣告銷售費用可視為房地的變現成本，亦為實施

者的實際支出項目之一。 

綜言之，實施者的貢獻額應以工程費用、權利變換費用、稅捐

以及實際支出的管理費用即人事行政管理費、廣告銷售費用等，作

為計算額度。 

（二）利潤科目 

目前台北縣、市對於實施者的利潤科目定名為風險管理費，該

費用非實際支出，自然不在實施者的貢獻額內。而亦為法令所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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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共同負擔費用的利息，雖描述為工程費用及權利變換費用的貸款

利息，但本研究認為資金的取的管道非常多樣，不僅是貸款，宜彈

性解釋為「資金取得成本」。在權利變換利益分配的架構中，實施者

究竟全額以自有資金投入權利變換亦或以高槓桿的投資，以高額的

資金取得成本取得其他資金投入，實屬實施者的內部成本考量，不

應計為實施者的貢獻 4-33。 

四、開發利益計算與分配 

權利變換因資金與土地的結合所產生的合作開發利益，應以更新

後總權利價值，扣除內含容積獎勵的土地價值以及實施者實際支出的

費用科目後的餘額計算。 

而土地權利人對於所能分配的額度為該合作開發利益乘以內含容

積獎勵的土地價值佔總投入的比例計算；至於實施者對於所能分配的

額度為該合作開發利益乘以實際支出的費用科目佔總投入的比例計

算。 

在得出實施者所分配得的合作開發利益額度後，再扣除其資金取

得成本及後，即為實施者推動都市更新事業的淨利益，若對應現行台

北縣、市的規定項目，其即是風險管理費。資金取得成本愈低，實施

的淨利益愈高，改善了實施者以其信用或資產以降低利息額度，其效

益卻反由土地權利人享受的荒謬情形。 

五、小結 

綜上所述，對於權利變換制度利益分配的機制設計方案為： 

(一)除台北縣、市外，其他縣市亦宜頒訂權利變換共同負擔提列標準，使

各參與角色如土地權利人、實施者甚至更新審議會的審議委員有所依

循，並加強宣導。 

(二)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的合作開發利益分配以總利益乘以其貢獻額佔總

支出的比例計算。使分配比例以貢獻額為依據，更新後的利益與其貢

獻為正相關，並依貢獻比例共享。 

(三)實施者的貢獻額應以不包括利息的實際支出項目計算；土地權利人的

貢獻額應以內含容積獎勵利益的土地價值計算。 

(四)實施者所分得的淨合理利潤，即台北縣、市提列標準所稱之「風險管

                                                 
4-33 例如土地權利人亦可提出其購置土地其購地貸款亦有利息發生，何以不計入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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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費」，應以前述第二點計算分配的合作開發利益，再扣除利息計算。 

貳、各類型的權利變換適用情況 

前述的機制設計方案讓實施者與土的權利人的利益分配皆與更新後

的價值有了正相關，即激勵相容。實施者已無隱匿真正更新後價值的誘

因，而會請估價師如實的估價，此部分的資訊在審議會相對降低了重要

性，將會降低搜尋真實資訊的成本，提升審議效率。 

然而，改善方案在各種權利變換案情是否皆適用，有何特殊的解釋

情形，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自治型實施者 

自治型實施者，也就是居民自組的都市更新會，其行事不能形成

自己的意思，更新事業推動及相關會務的決定皆必須透過理事會及會

員大會決議方得執行，而會員大會更是最高決策單位 4-34。 

因此對於利息應是理事會以儘量不會發生追加預算的情況為前提

作合理額度的提列，至於實施者淨利益（風險管理費）部份因實施者

為居民自行組成，其若有盈餘亦會依權利價值比例回歸會員
4-35，為避

免有盈餘需納稅的情況，除了考量留有追加預算的額度空間外之預備

金概念外，實可免提列該項費用。 

綜言之，不同的權利變換案件會有不同的資金與土地權利結合的

態樣，可能會由不同類型的實施者來推動。也隨權利變換案情的不同，

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關係的性質屬「合夥」或「承攬」或其他性質亦

有不同。更何況，單一權利變換案件，其資金來源亦可能有實施者、

其他提供資金者、土地權利人的同時挹注，因此無須對權利變換制度

直接加以定論其是屬於何種性質。詳表 4-2 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性質

一覽表。 

無論如何，本研究所提對於合作開發利益分配的制度設計方案，

皆可是用於各類的權利變換案情，僅各項目額度如利息及風險管理費

可在此架構中，再依個案情的不同予以調整增減。 

二、投資型實施者 

投資型實施者所推動的權利變換是前述機制設計方案所描述的典

型案情，如建設公司、土地開發公司所推動的更新事業，皆可透過此

                                                 
4-34 參照都市更新團體設立管理與解散辦法第 10 條規定。 

4-35 參照都市更新團體設立管理與解散辦法第 6 條規定，會員為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合法

建築物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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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的原型，與土的權利人共同分得合理的開發利益。而出資者與出

土地權利者在計畫核定後，共同參與開發，共同承擔風險，再依其貢

獻比例分配合作利益，由此精神分析投資型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的關

係是屬於「合夥」的性質(鍾中信，2007：3-8)。 

特殊的情況是假如由主管機關依更新條例第 9 條自行擔任實施者

時，對於合作開發利益的分配是否僅需滿足其自償性即可 4-36，亦可依

各主關機關都市更新政策而定，而將更新開發的利益多留給土地權利

人 4-37。例如政府擔任實施者所分得的合作開發利益在扣除合理的利息

後，其淨利益或折現後的淨利益設為零，無須提列滿額的風險管理費。 

三、管理型實施者 

管理型實施者的精神在於本身不投資資金於該更新事業，其不分

配更新後房地，原則上不承擔銷售、物價波動的風險，僅扮演專業管

理人的角色推動更新事業使其完成，因此管理型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

的關係較接近為「承攬」性質 4-38。至於合作開發利益的分配機制依更

新事業是否有投資效益區分如下： 

（一）有投資效益更新事業 

管理型實施者執行更新事業推動之管理業務，因此人事行政管

理費可為其服務費用（承攬報酬）的支付項，而其服務費與其他提

供資金者的報酬可以如同投資型實施者所分得的合作開發利益計算

額度與人事行政管理費之合計作為上限。但該額度內含了利息（資

金報酬）
4-39與實施者的承攬報酬。至於利息與實施者的承攬報酬或

為增減的情形，則端看管理型實施者本身的企劃管理能力，是否能

引進要求報酬率較低或較高的資金，如開發型不動產證券化的資金

或其他私募投資基金等，而增加或降低其本身的承攬報酬。 

（二）無投資效益更新事業 

在無投資效益的更新事業，管理型實施者為自治型實施者的一

種變型，資金的來源為土地權利人，會委託管理型實施者來推動都

                                                 
4-36 自償率定義為：「營運評估年期內各年現金淨流入現值總額，占公共建設計畫工程興

建評估年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年現金流出現值總額之比值」，至於是否需 100％

則可一個主關機關都市更新政策訂定。 

4-37 尤其是更新內部投資效益低但卻又有更新必要的更新事業。 

4-38 民法第 490 條：「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

作完成，給付報酬之契約。」 

4-39 利息對於實施者或土地權利人而言是資金取得成本，對提供資金者本身而言則是資

金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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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更事業目的僅在仰賴其專案管理專業，因此既然無投資效益，資

金又是自己提供，便無所謂合作開發利益的分配，對於實施者的承

攬報酬額度將可以不超過投資型實施者利益分配計算方式的結果為

上限，直接與居民意見領袖或住戶大會予以談判敲定。 

而利息則是以儘量不會發生追加預算的情況為前提，作合理的

額度提列。各土地權利人自身的資金取得成本越低，便可替自己爭

取更多的效益。綜合上述，人事行政管理費仍可為管理型實施者服

務費用（承攬報酬）的支付項。另可同時加計如同投資型實施者淨

利益（風險管理費）之額度作為其承攬報酬與預備金合計的提列上

限。 

表 4-2  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性質一覽表 

實施者類型 資金來源 
實施者與土地

權利人之性質
備註 

自治型實施者 土地權利人 -- 
與理事會有委任性

質 

投資型實施者 實施者 合夥 -- 

管理型實施者 
其他提供資金者或

土地權利人 
承攬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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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案例模擬 

本小節希望藉由真實案例的模擬，觀察各項變數的變化，並進而驗證

改善方案是否如制度設計目的所預想的能夠使制度更容易達到有效率且穩

定的狀態。 

一、基礎資料 

（一）基地背景 

本更新事業基礎資料如下 4-40： 

 基地位置：台北市中正區永昌段 

 實施者型態：投資型實施者，由建設公司推動 

 實施方式：基地全區劃為重建區段，採權利變換方式實施 

 用地負擔：本權利變換無七項公共設施之用地負擔 

 使用分區：住 3；住 3-1 

 容積率：225%；300% 

 建蔽率：45% 

 住 3面積：1,408.00 ㎡(452.92 坪) 

 住 3-1 面積：2,447.00 ㎡(740.22 坪) 

 基地總面積：3,855.00 ㎡(1,166.14 坪) 

 基準容積：10,509.00 ㎡(3,178.97 坪) 

 更新前合法建築物面積：2,216.05 ㎡(670.36 坪) 

 需租金補貼面積：387.59 ㎡(117.25 坪) 

 更新前舊違章建築戶面積：1735.81 ㎡(525.08 坪) 

（二）更新後建築計畫 

更新後建築計畫如下： 

 更新容積獎勵：28.91%；3,038.10 ㎡(919.03 坪) 

 增設室內停車位獎勵：20.00%；2,101.80 ㎡(635.79 坪) 

 容積獎勵總計：5,139.00 ㎡(1,554.82 坪) 

 允建容積總計：15,648.90 ㎡(4,733.79 坪) 

 營建樓地板面積：33,888.70 ㎡(10,251.33 坪) 

 總銷售面積：26,592.61 ㎡(8,044.26 坪) 

 總停車位數：300 部 

 更新實施期間：36 個月(準備期 4；施工期 28；產權登記 4) 

 

                                                 
4-40 因僅討論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之間的分配問題，不再贅述個別土地權利人詳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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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利變換計算 

（一）更新前、後估價 

 評價基準日：2009 年 5 月 

 更新前個別土地總值：107,298 萬元；均價 93.22 萬元/坪 

 考量土地合併利用之價值：126,611 萬元；均價 120.00 萬元/坪 

 考量容積獎勵之土地價值：188,787 萬元；均價 164.02 萬元/坪 

 更新後房地價值：353,155 萬元；均價 44.00 萬元/坪 

 更新後停車位價值：5,700 萬元；均價 190.00 萬元/部 

 更新後總價值：410,155 萬元 

（二）更新事業整體財務分析 

本更新事業之工程費用、權利變換費用、人事行政管理費及銷

售費用等實際費用支出共計約 155,285 萬元。詳表 4-3。 

表 4-3  權利變換實際費用支出估算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因此，本更新事業案的投資報酬率為 51.70%，屬有投資效益的

更新事業，計算式如下： 

 更新總支出(A) 

工程費用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費率 單位 複價 單位 百分比

1 建築設計費 1                           式 31,134,164    元 31,134,164                 元 1.71%
2 營建費用 10,251.33             坪 120,000         元/坪 1,230,159,810            元 67.74%
3 鑑界費用 1 式 184,000         元 184,000                      元 0.01%
4 鑽探費用 1 式 300,000         元 300,000                      元 0.02%
5 空氣污染防制費 1,451.73               ㎡ 2.82 元/㎡/月 114,629                      元 0.01%
6 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1                           式 3,225,655      元 3,225,655                   元 0.18%
7 外接瓦斯、水電費 1                           式 6,720,000      元 6,720,000                   元 0.37%
8 建照執照相關規費 435,130,908         元 0.10               % 435,131                      元 0.02%
9 鄰房鑑定 1                           式 6,720,000      元 6,720,000                   元 0.37%

工程費用合計 1,278,993,389            元 70.43%

權利變換費用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費率 單位 複價 單位 百分比

10 都市更新規劃費 1 式 6,600,000      元 6,600,000                   元 0.36%
11 不動產估價費 1 式 2,000,000      元 2,000,000                   元 0.11%
12 地上物地形測量費用 1 式 220,000         元 220,000                      元 0.01%
13 合法建物殘餘價值補償 2,216.05               ㎡ 14,475           元/㎡ 32,076,539                 元 1.77%
14 舊違章建築補償費 1,735.81               ㎡ 36,668           元/㎡ 63,648,086                 元 3.50%
15 合法建物租金補貼 387.59 ㎡ 296                元/㎡月 3,211,100                   元 0.18%
16 地籍整理費 112 戶 25,000           元/戶 2,800,000                   元 0.15%

權利變換費用合計 110,555,725               元 6.09%
17 稅捐 1,685,997,974      元 1.00               %o 1,685,998                   元 0.09%

管理費用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費率 單位 複價 單位 百分比

18 人事行政管理費 1,469,215,807      元 5.0 % 73,460,790                 元 4.05%
19 銷售管理費 1,469,215,807      元 6.0 % 88,152,948                 元 4.85%

實際支出管理費用合計 161,613,73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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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新前個別土地總值 + 實際費用支出 

= 107,298 萬元 + 155,285 萬元 

= 262,583 萬元 

 利息(B)：7,798 萬元(年利率 3.75%) 

 更新開發利益(C)  

= 更新後總價值 - 更新總支出(A) - 利息支出(B) 

= 410,155 萬元 - 262,583 萬元 - 7,798 萬元 

= 139,774 萬元 

(內含土地合併利益、容積獎勵利益、房地結合利益) 

 更新事業全案投資報酬率(D)  

= 更新開發利益(B) / (更新總支出(A)+利息支出(B)) 

= 139,774 萬元 / (262,583 萬元 + 7,798 萬元) 

= 51.70% 

（三）權利變換分配 

1.台北縣、市現行規定 

以現行台北縣市對於更新開發利益的實施者分配規定，不去判

別土地合併利益、容積獎勵利益、房地結合利益應如何歸屬及分配，

僅以實際費用支出加計稅捐及利息成以 12%計算 4-41，本案共計

18,512 萬元，並將之列為風險管理費科目，計算式如下 

 現行規定之風險管理費(E)  

= [實際費用支出 – 銷售管理費 + 利息支出(B)] * 12% 

= [155,285 萬元 -8,815 萬元 + 7,798 萬元] * 12% 

= 18,512 萬元 

因此我們計算出以現行的規定，實施者所投資分得的淨利益為

18,512 萬元，即風險管理費。而土地權利人應分配權利價值部分則

是由更新後總價值扣除共同負擔費用後計算，而其淨利益為 121,263

萬元，而全案的權利變換共同負擔比例為 44.27%。計算式如下： 

 現行規定實施者貢獻額報酬率(F)  

= 風險管理費(E) / 實際費用支出 

= 18,512 萬元 / 155,285 萬元 

= 11.92% 

 現行規定之共同負擔費用(G) 

= 實際費用支出 +利息支出(B) +風險管理費(E) 

                                                 
4-41 現行規定 12%風險管理費之計算基數尚須扣除銷售管理費的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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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85 萬元 + 7,798 萬元 + 18,512 萬元 

= 181,595 萬元 

 現行規定之土地權利人應分配權利價值(H) 

= 更新後總價值 – 共同負擔費用(G) 

= 410,155 萬元 - 181,595 萬元 

= 228,560 萬元 

 現行規定之權利變換共同負擔比例(K)  

= 共同負擔費用(G) /更新後總價值 

= 181,595 萬元 / 410,155 萬元 

= 44.27% 

2.改善方案 

本研究對於權利變換利益分配的改善方案，將先分別計算實施

者與土地權利人的貢獻額，再針對房地結合利益，亦即合作開發利

益依貢獻比例分算個別的利益分配額度。 

經計算後實施者的貢獻額為 155,285 萬元；土地權利人的貢獻

額為 188,787 萬元，合作開發利益為 66,083 萬元。而實施者分配額

度為 29,824 萬元；土地權利人分配額度為 36,259 萬元。計算式如

下： 

 實施者貢獻額度(L)  

= 實際費用支出 = 155,285 萬元 

 土地權利人貢獻額度(M)  

= 考量容積獎勵之土地價值 = 188,787 萬元 

(土地合併利益、容積獎勵利益直接歸屬土地權利人) 

 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總投入(N)  

= 實施者貢獻額度(L) +土地權利人貢獻額度(M) 

= 155,285 萬元 + 188,787 萬元 

= 344,072 萬元 

 合作開發利益(O)  

= 更新後總價值 -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總投入(N) 

= 410,155 萬元- 344,072 萬元 

= 66,083 萬元 

 合作開發利益實施者分配額度(O)  

=合作開發利益(N) × [實施者貢獻額度(L)/實施者與土地權利

人總投入(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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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83 萬元× (155,285 萬元 / 344,072 萬元) 

= 66,083 萬元 × 45.13% 

= 29,824 萬元 

 合作開發利益土地權利人分配額度(P)  

=合作開發利益(N) × [土地權利人貢獻額度(M)/實施者與土地

權利人總投入(N)] 

= 66,083 萬元 × (188,787 萬元 / 344,072 萬元) 

= 66,083 萬元 × 54.87% 

= 36,259 萬元 

依改善方案的設計，利息為實施者的內部成本，因此實施者的

淨利益，即風險管理費，為合作開發利益實施者分配額度(O)再扣除

利息計算，共計為 22,026 萬元，而全案的權利變換共同負擔比例為

45.13%。 

 改善方案之風險管理費(Q)  

=合作開發利益實施者分配額度(O) -利息支出(B) 

= 29,824 萬元 - 7,798 萬元 

= 22,026 萬元 

 改善方案之共同負擔費用(R) 

= 實際費用支出 +利息支出(B) +風險管理費(Q) 

= 155,285 萬元 + 7,798 萬元 + 22,026 萬元 

= 185,109 萬元 

 改善方案之土地權利人應分配權利價值(S) 

= 更新後總價值 – 共同負擔費用(R) 

= 410,155 萬元 - 185,019 萬元 

= 225,046 萬元 

 改善方案之權利變換共同負擔比例(T)  

= 共同負擔費用(R) /更新後總價值 

= 185,109 萬元 / 410,155 萬元 

= 45.13% 

3.綜合分析 

以此案例模擬計算，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之共同負擔比例差異

不大，分別是 44.27%及 45.13%，差距尚不及 1%。而以實施者實際報

酬率而言，前者為 11.35%而後者為 13.51%；以土地權利人實際報酬

率而言，前者為 113.02%；後者為 109.74%，此消彼長，已較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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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共同投資的角度來看，改善方案的實施者稅前息前貢獻額

報酬率與土地權利人貢獻額報酬率相同，皆為 19.21%。是本研究所

期待的結果。反觀現行規定的 16.94%與 21.07%的差距，改善方案對

利益分配的設計顯然公平。詳表 4-4  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權利變換

結果比較表。圖 4-8、圖 4-9。 

表 4-4  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權利變換結果比較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備註
410,155    萬元 同左 萬元

土地合併前價值(A) 107,298    萬元 同左 萬元

土地合併後價值(B) 138,122    萬元 同左 萬元

容積獎勵後土地價值(C) 188,787    萬元 同左 萬元

實際費用支出(D) 155,285    萬元 同左 萬元

利息支出(E) 7,798      萬元 同左 萬元

風險管理費(實施者淨利益)(F) 18,512     萬元 22,026      萬元
改善方案風險管理費費率相

當於原規定之14.42%

共同負擔費用(實施者分配)(G) 181,595    萬元 185,109     萬元 (G)=(D)+(E)+(F)

土地權利人應分配價值(H) 228,560    萬元 225,046     萬元 (H)=(X)-(G)

共同負擔比例(I) 44.27      % 45.13       % (I)=(G)/(X)

實施者貢獻額 同右 萬元 155,285     萬元 (D)

土地權利人貢獻額 同右 萬元 188,787     萬元 (C)

合作開發利益(Y) 同右 萬元 66,084      萬元 (Y)=(X)-(D)-(C)

土地權利人合作開發淨利益(Z) 39,773     萬元 36,259      萬元 (Z)=(H)-(C)

實施者貢獻額報酬率(J) 11.92      % 14.18       % (J)=(F)/(D)

實施者息前稅前貢獻額報酬率(K) 16.94      % 19.21       % (K)=[(E)+(F)]/(D)

土地權利人貢獻額報酬率(L) 21.07      % 19.21       % (L)=(Z)/(C)

實施者實際報酬率(M) 11.35      % 13.51       % (M)=(F)/[(D)+(E)]

土地權利人實際報酬率(O) 113.02     % 109.74      % (O)=[(H)-(A)]/(A)

現行規定 改善方案

分

析

值

項目
更新後總價值(X)

土

地

資

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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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現行規定權利變換利益分配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圖 4-9  改善方案權利變換利益分配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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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敏感度分析 

影響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分配的影響最大的兩個變數為營建費

用的單價以及更新後房地的平均售價。以下便以此兩個變數分別對

於現行規定的實施者行為趨向、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之間的差異進

行敏感度分析。 

（一）現行規定的實施者行為趨向 

假設實施者對本更新事業案的實施方式採協議合建進行，依照

過去的經驗，其估計本案合理的分配為實施者分配 46%，而土地權利

人分配 54%，即所謂 54：46 分。但可能考量租稅減免或土地有未辦

繼承者無法解決，只好改以權利變換實施。 

如前文所分析，正常情形下以營建造價 12 萬元/坪及更新後房

地平均房價 44 萬元/坪的權利變換計算，實施者所分得的比例卻僅

有 44.27%。而實施者以此情形與其過去協議合建經驗比較而無法接

受此結果，因此會有如本章第二節所描述的行為趨向： 

1. 若預估房價不變動，為分得至 46%以上，其會虛灌造價至少約

125,443 元/坪，虛灌比例 4.54%可達效果。 

2. 若造價不變動，為分得至 46%以上，其會壓低預估房價至少約

419,653 元/坪，壓低比例 4.62%可達效果。 

3. 若兩個變數同時操控，則有多種組合可達效果，如造價提高至

122,400 元/坪(上調 2%)；更新後預估房價壓低至 426,800 元/坪

(下壓 3%)，其實施者分配比例可達 46.20%。詳表 4-5  現行規定

營建單價與預估房價變動之實施者分配比例敏感度分析表。 

表 4-5  現行規定下營建單價與預估房價變動之實施者分配比例敏感度分

析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變動率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1% 2% 3% 4% 5% 6%

變動率 預估房價\造價 112,800  114,000  115,200  116,400  117,600  118,800  120,000  121,200  122,400  123,600  124,800  126,000  127,200  

-10.00% 396,000         45.82% 46.25% 46.68% 47.11% 47.53% 47.96% 48.39% 48.82% 49.25% 49.68% 50.10% 50.53% 50.96%

-9.00% 400,400         45.39% 45.82% 46.24% 46.67% 47.09% 47.51% 47.94% 48.36% 48.79% 49.21% 49.64% 50.06% 50.49%

-8.00% 404,800         44.97% 45.39% 45.81% 46.23% 46.65% 47.07% 47.50% 47.92% 48.34% 48.76% 49.18% 49.60% 50.02%

-7.00% 409,200         44.56% 44.98% 45.39% 45.81% 46.23% 46.64% 47.06% 47.48% 47.89% 48.31% 48.73% 49.14% 49.56%

-6.00% 413,600         44.16% 44.57% 44.98% 45.39% 45.81% 46.22% 46.63% 47.05% 47.46% 47.87% 48.28% 48.70% 49.11%

-5.00% 418,000         43.76% 44.17% 44.58% 44.99% 45.40% 45.80% 46.21% 46.62% 47.03% 47.44% 47.85% 48.26% 48.67%

-4.00% 422,400         43.37% 43.77% 44.18% 44.58% 44.99% 45.40% 45.80% 46.21% 46.61% 47.02% 47.42% 47.83% 48.23%

-3.00% 426,800         42.98% 43.39% 43.79% 44.19% 44.59% 44.99% 45.40% 45.80% 46.20% 46.60% 47.00% 47.41% 47.81%

-2.00% 431,200         42.61% 43.01% 43.41% 43.80% 44.20% 44.60% 45.00% 45.40% 45.80% 46.19% 46.59% 46.99% 47.39%

-1.00% 435,600         42.24% 42.63% 43.03% 43.42% 43.82% 44.21% 44.61% 45.00% 45.40% 45.79% 46.19% 46.58% 46.98%

0% 440,000         41.87% 42.27% 42.66% 43.05% 43.44% 43.83% 44.22% 44.62% 45.01% 45.40% 45.79% 46.18% 46.57%

1.00% 444,400         41.52% 41.91% 42.29% 42.68% 43.07% 43.46% 43.85% 44.23% 44.62% 45.01% 45.40% 45.79% 46.18%

2.00% 448,800         41.17% 41.55% 41.94% 42.32% 42.71% 43.09% 43.48% 43.86% 44.25% 44.63% 45.01% 45.40% 45.78%

3.00% 453,200         40.82% 41.20% 41.58% 41.97% 42.35% 42.73% 43.11% 43.49% 43.87% 44.26% 44.64% 45.02% 45.40%

4.00% 457,600         40.48% 40.86% 41.24% 41.62% 41.99% 42.37% 42.75% 43.13% 43.51% 43.89% 44.27% 44.64% 45.02%

5.00% 462,000         40.15% 40.52% 40.90% 41.27% 41.65% 42.02% 42.40% 42.77% 43.15% 43.52% 43.90% 44.28% 44.65%

6.00% 466,400         39.82% 40.19% 40.56% 40.93% 41.31% 41.68% 42.05% 42.42% 42.80% 43.17% 43.54% 43.91% 44.29%

7.00% 470,800         39.49% 39.86% 40.23% 40.60% 40.97% 41.34% 41.71% 42.08% 42.45% 42.82% 43.19% 43.56% 43.93%

8.00% 475,200         39.18% 39.54% 39.91% 40.27% 40.64% 41.01% 41.37% 41.74% 42.11% 42.47% 42.84% 43.21% 43.57%

9.00% 479,600         38.86% 39.23% 39.59% 39.95% 40.32% 40.68% 41.04% 41.41% 41.77% 42.13% 42.50% 42.86% 43.22%

10.00% 484,000         38.55% 38.92% 39.28% 39.64% 40.00% 40.36% 40.72% 41.08% 41.44% 41.80% 42.16% 42.52% 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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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更新後房價變動敏感度分析 

依現行的分配規定，更新後預估房價愈高，實施者分配比例越

低，而土地權人分配比例越高；在分配額度部分，實施者毫無干係，

土地權人分配額度亦隨之變高。反之，亦隨之為線性變動。此即所

謂實施者利益函數與土地權利人利益函數不一致的情形 4-42，極不合

理。但改善方案的設計，已使更新後的房價與分配比例無關，在額

度上，已呈現房價愈高，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共同獲益的情形。詳

圖 4-10 及圖 4-11。 

 

 

 

 

 

 

 

 

 

 

 

 

 

圖 4-10  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之分配比例敏感度分析圖(房價變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1  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之分配額度敏感度分析圖(房價變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4-42 同前揭註 4-38，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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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建費用單價變動敏感度分析 

依現行的分配規定，更營建單價愈高，實施者分配比例越高，

而土地權人分配比例越低，在分配額度部分亦然，反之亦隨之為線

性變動。此種變化本屬合理，因此種變動即使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

貢獻比例的變動，自當影響更新後的利益分配。 

然而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的差異在，於改善方案的利益分配設

計讓造價的變動對於分配比例或額度的變化，相較於現行規定其變

化率較低較緩，主因在於成本的增減所反應至合作開發利益的增

減，皆會反饋至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使此變數的對於分配比例或

額度的影響敏感性降低。詳圖 4-12 及圖 4-13。 

 

 

 

 

 

 

 

 

 

 

 

 

 

圖 4-12  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之分配比例敏感度分析圖(造價變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圖 4-13  現行規定與改善方案之分配額度敏感度分析圖(造價變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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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綜合本小結所進行的案例模擬試算結果，相關重要結論可歸納

為以下幾點： 

（一）土地權利人仍享有最大增值利益 

無論是現行規定或是改善方案，土地權利人應直接享有土地合

併利益及容積獎勵利益，再加上部份的房地結合利益，在這個案例，

其他依報酬率皆高達現行規定的 113.02%及改善方案的 109.74%。因

此原住戶參與更新是極有利的，若是投資角度先行購地成為地主參

與更新，則尚需承受是否成案及土地脫手變現的風險才能享受如此

高的報酬率。 

（二）改善方案使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貢獻報酬率相同 

改善方案的設計使合作開發利益由實施者實際的支出額度以及

土地權利人提供土地容積額度作為貢獻比例來分配，因此以貢獻額

度的報酬率而言，雙方與全案皆同為 19.21%，造價及房價變動亦然。 

（三）現行規定實施者的確可透過造價即更新後房價的操控達到目的 

透過敏感度分析證實了時在現行的規定中，實施者可能有意或

被迫與協議合建比較、考量營建原物料或考量房價波動的風險，的

確可以透過對營建造價及更新後房地的預估售價進行操控而達到其

目的。 

（四）改善方案使更新後增值變動實施者與地主分配比例仍始終會相同 

改善方案讓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的分配比例，回歸至雙方對於

此更新事業效益創造的貢獻比例，使更新後房價的變動與分配比例

無關。如此設計可鼓勵資金往土地價值較低的方向流動，在其他條

件相同的前提下 4-43，實施者努力創造價值，將會獲得較多報酬，此

亦符合都市更新的目的之一，即希望民間資金能投入都市老舊寙陋

但增值效益幅度大的地區
4-44。 

此外，如此設計亦要讓審查標的除了實施者實際投入費用的提

列額度外，更應側重在土地權利人的貢獻值，即有容積獎勵的地價

以及隨之連動的未含容積獎勵的地價(即更新前權利價值)，因為其

                                                 
4-43 誠然，土地價值較低的區位往往伴隨著較高的投資風險，例如房屋不易銷售、地區

的周遭環境品質較差、公共設施提供不足等背景，因此，此部份論述僅在其他條件

相同前提下，透過如此的利益分配計算方式改善，可達成該效果。 

4-44 即租隙理論所指的租隙越大，越易誘發都市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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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關乎與補償金發放的額度。 

（五）改善方案使更新後增值變動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皆可同等享受 

改善方案使更新後增值變動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皆可同等享受，

成正向變動。另一角度來看，當實施者無法創造較高的更新效益(房價

僅約 37 萬元/坪時)，而僅使此報酬率與資金成本佔貢獻額的比率

(5.02%)相同時，則實施者淨利益，即風險管理費為零，自無資格分配

合作開發利益。可促使實施者努力創造價值或檢討資本投入的額度。 

（六）改善方案使營建造價的變動對分配影響趨緩 

透過敏感度分析，亦可發現改善方案相較於現行規定，其營建

造價變動對於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的分配比例或額度影響變動的趨

勢斜率緩和許多。主因在於成本的增減所反應至合作開發利益的增

減，皆會反饋至實施者與土地權利人，使此變數的對於分配比例或

額度的影響敏感性降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