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4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68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0月6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03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等 17 人，有鑒於全球極端氣候變遷，與短延
時強降雨之趨勢，將為世界各國帶來嚴峻洪患挑戰且日趨嚴
峻，因此都市淹水與防洪議題對維護國人生命安全至關重要
。然相關趨勢嚴重
稀缺，且防洪工程與土地成本高昂，故急需仰賴都市更新手
洪患
地區，提供都市更新誘因，以強化都市防洪能力，保障國人
生命安全，爰擬具「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
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保護標準仍具淹水或洪水災害風險者，應予以改善，並保留主管機關之劃設彈性，以因應
潛在洪患災害風險，加速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為我國創造更安全之居住環境。
（新增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參酌國際防洪經驗，應以低衝擊開發（Low Impact Development, LID）及承洪韌性（Flood
Resilience）措施，於因氣候變遷或地層下陷等易受淹水洪患影響地區，採取可承受洪患之
建築或相當功能之防洪措施重建，以利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保障國人生命安全並提升
城市安全。（新增第三條第七項）
三、為避免重複獎勵，故依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重建者，不得同時適用有關排水改良或雨水相
關之都市防災容積獎勵。（新增第六條第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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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三條

本條例適用範圍，為

條

文

第三條

本條例適用範圍，為

一、為促進老舊市區提升防洪

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

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

水準，明定主管機關於一定
防洪保護基準下仍有淹水風

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
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

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
符合下列各款之一之合法建

險者應予以重建改善，以減
少洪水危害。並保留由主管

築物：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

築物：
一、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

機關指定之彈性，爰增列第
一項第四款。

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
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

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
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

二、為落實提升都市防洪目標
，故明定依第一項第四款重

，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
期補強或拆除者。

，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
期補強或拆除者。

建者，重建後應符合防範第
四款相應洪水之規範，如建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
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
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四條或相關防洪措施，以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
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

三、屋齡三十年以上，經結
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

實踐防洪目標，相關措施由
主管機關定之，爰新增第七

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
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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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屋齡十年以上，於主管

設置昇降設備者。
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

機關指定之一定降雨強度
，或因地層下陷地勢低窪

，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
或土地辦理。

護標準或防洪設施下，仍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建築
法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

具淹水或洪水災害風險者
，或其他因素經主管機關

拆除之危險建築物，其基地
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條例

評定具淹水風險，且其他
改善措施不具效益者。

施行日起三年內，依本條例
規定申請重建。

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
，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由建築

或土地辦理。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建築

物所有權人委託經中央主管
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

法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
拆除之危險建築物，其基地

構辦理。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條例
施行日起三年內，依本條例

機構及其人員不得為不實之
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

規定申請重建。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書。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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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由建築
物所有權人委託經中央主管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
申請方式、評估項目、權重

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
構辦理。

、等級、評估基準、評估方
式、評估報告書、經中央主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機構及其人員不得為不實之

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
機構與其人員之資格、管理

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
書。

、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
申請方式、評估項目、權重
、等級、評估基準、評估方
式、評估報告書、經中央主
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
機構與其人員之資格、管理
、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依第一項第四款重建時
，應符合防範該淹水風險相
當功能之必要防洪措施，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

第六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

為避免重複獎勵，故依據第三

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
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

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
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

條第一項第四款重建者，不得
適用排水改良或雨水相關之都

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
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三倍之

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
過各該建築基地一點三倍之

市防災容積獎勵，爰新增第七
項。

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一
點一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

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一
點一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

受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
定施行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

受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五條所
定施行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

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
制。

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
制。

本條例施行後一定期間
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依下

本條例施行後一定期間
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依下

列規定再給予獎勵，不受前
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

列規定再給予獎勵，不受前
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

限之限制：
一、施行後三年內：各該建

限之限制：
一、施行後三年內：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十
。

二、施行後第四年：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二、施行後第四年：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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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施行後第五年：各該建

。
三、施行後第五年：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

四、施行後第六年：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四、施行後第六年：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
五、施行後第七年：各該建

。
五、施行後第七年：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
。

六、施行後第八年：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一

六、施行後第八年：各該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一

。

。
重建計畫範圍內符合第

重建計畫範圍內符合第

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地或
加計同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

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地或
加計同條第二項合併鄰接之

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達二百平
方公尺者，再給予各該建築

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達二百平
方公尺者，再給予各該建築

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之獎
勵，每增加一百平方公尺，

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二之獎
勵，每增加一百平方公尺，

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點
五之獎勵，不受第一項獎勵

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點
五之獎勵，不受第一項獎勵

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
制。

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
制。

前二項獎勵合計不得超
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

前二項獎勵合計不得超
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

百分之十。
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鄰

百分之十。
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鄰

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適
用第一項至第三項建築容積

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適
用第一項至第三項建築容積

獎勵規定時，其面積不得超
過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

獎勵規定時，其面積不得超
過第三條第一項之建築物基

地面積，且最高以一千平方
公尺為限。

地面積，且最高以一千平方
公尺為限。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
獎勵者，不得同時適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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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獎勵項
目。

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第四款重建者，不得同時適

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之
項目、計算方式、額度、申

用排水改良或雨水相關之都
市防災容積獎勵。

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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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建築容積獎勵之
項目、計算方式、額度、申

。

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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