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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沒它可不行！北市免費輔導公寓大廈設管委會 

老房子新靈魂！結合美食美學 「CEO1950 總裁藝文空間」開幕 

台北優良公寓大廈評選！報名活動開跑 

憂日照權新規衝擊都更 危老放寬以執照掛號日為準 

建商擅挖路蓋地下室「全屬違建」 住戶怒：回填恐樓塌 

台北市府「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試辦計畫」有新措施 

社區沒它可不行！北市免費輔導公寓大廈設管委會 

包辦社區各種大小事的管委會，

猶如社區住戶的保母，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角色。為落實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之立法目的，台北市建管處辦理「台

北市109年度輔導公寓大廈成立管理

組織計畫」，將免費輔導公寓大廈設立

管委會，讓住戶共同打造安居和諧之

居住環境。 

景文物業管理機構董事長郭紀子

表示，一般人其實不太懂管委會的職

責，執著在每個月都要繳管理費，認

為很浪費錢，而忽略了它存在的重要

性。 

郭紀子分析，一個好的管委會承攬

多項功能，例如承擔社區共用部分管

理、維護、修繕責任、解決共有資產保

管使用等公共事務、方便社區進行例行

性之消防設備檢修申報與公共安全申

報、便於製訂規約及各項管理規章、第

一時間公告政府的各項新興措施及福

利補助等。 建管處指出，即日起至到

10 月 30 日止，凡是台北市 2003 年

12 月 31 日前領得使用執照而未成立

管理組織之 7 層以上公寓大廈報名申

 

http://tipm.org.tw/
http://www.jan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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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皆可接受免費輔導成立管理委

員會，項目包括「公寓大廈法律諮

詢」、「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

立管理組織」及「完成公寓大廈組

織報備」等內容。 建管處處長張明

森表示，公寓大廈除了藉由管理委

員會維護社區安全，提高附加價值

外，本次參加計畫之公寓大廈，不

僅免費成立管理組織，且市府各單

位對於公寓大廈相關補助款，均以

已成立管理組織並報備有案者列優

先補助，請符合規定之社區盡快報

名參加。 

相關資料請至臺北市建築管理

工程處下載：t.ly/FdXE 

 

2020 年 06 月 25 日 

記者呂詠柔 / 好房網 News 

t.ly/eSQN 

 

 

 

老房子新靈魂！結合美食美學 「CEO1950 總裁藝文空間」開幕 

台北市文化局辦理「老房子文化

運動計畫」，以招標的模式，找有意進

駐的業者出資修繕，並以折抵租金的

方式回饋業者，歷史建築「中央銀行

首任總裁徐柏園官邸」位於新生北路

3 段 62 巷 24 號，由話雨人文生活有

限公司經營者吳其峯、王卿夫婦得標

進駐，耗時一年多時間、斥資 3000

萬，打造結合美食、美學的生活場域

「CEO1950 總裁藝文空間」，於今天

上午正式開幕。 

中央銀行首任總裁徐柏園官邸，由

企業家丁武始興建，在 1949 年落成，

並在 1951 年賣給中央銀行，提供徐柏

園居住，2001 年還給中央銀行，台北

市文化局在 2006 年認定為歷史建築，

後續由文化局辦理老房子文化運動計

畫修護。 

吳其峯、王卿夫婦在修復老屋時，

還拜訪央行首任總裁徐柏園後代、理律

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徐小波，他們想深

入了解這棟老屋的故事，透過修繕來

訴說過去歷史，王卿表示，她常與老

屋對話，從中獲取規劃的靈感，雖然

修繕不容易，也遇到幾經挫折，但看

到成果仍相當感動，她並非以商業做

主要考量，而是希望打造成大人的學

堂，將美學文化重現在建築中。 

徐小波在致詞時表示，他在這間

屋子從 10 歲待到 20 歲，如今站在

https://dba.gov.taipei/cp.aspx?n=B33630DC1B56F597
https://dba.gov.taipei/cp.aspx?n=B33630DC1B56F597
file:///D:/電子報/t.ly/Fd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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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又回憶到當年的種種，過去很多

還有很多官員到這棟屋子開會，包含

前台灣省糧食局長李連春，這棟屋子

見證台灣金融史，未來他將成為

CEO1950 總裁藝文空間的常客，沒

事就會過來走走。 

「CEO1950 總裁藝文空間」今

上午正式開幕，台北市長柯文哲、副

市長蔡炳坤受邀出席。蔡炳坤受訪表

示，老房子文化運動計畫在台北市逐

漸成熟，陸續可看到新舊融合的文資

建築，用修繕費折抵租金的方式，業

者負擔不會太大，又能讓有故事的房

子得以修繕保留，開始有越來越多的

企業願意加入文化保存工作，成為公

私合力的典範。 

台北市文化局副局長田瑋補充

說明，台北市目前有 13 間透過「老

房子計畫」已開始營業、17 間正在修

復中，在選擇經營團隊時，主要考量

是要了解文化歷史脈絡，是否在修復

後能訴說老屋故事。 

「CEO1950 總裁藝文空間」邀

請旅法主廚嚴選在地食材，設計多款

美味饗宴，更邀請青鳥文化制作進駐

選書，不但會定期舉辦音樂會，也將

推出生活美學系列講座、公益展覽、

免費老屋導覽等。 

 

「CEO1950 總裁藝文空間」外觀。（記者簡榮豐攝） 

 

「CEO1950 總裁藝文空間」今上午正式開幕，台北市長柯文哲、副市長蔡炳

坤受邀出席。（記者楊心慧攝） 

2020 年 06 月 20 日 

記者楊心慧 / 自由時報 

t.ly/pISE  

 

台北優良公寓大廈評選！報名活動開跑 

為透過居民自主積極參與社區

管理維護工作，發揮公寓大廈規劃及

設計功能，透過良好的居住環境，美

化生活空間。台北市建管處希望藉由

評選表揚其「用心維護管理」的社區，

喚起全體市民之共鳴，大家一起為台北

打造為世界級都市。 

 建管處處長張明森指出，本活動

為了使民眾能善用社會資源，為社區創

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外，首次邀請

2019 年得獎社區進行心得分享，希

望能將成功的社區經驗傳承分享給

其他社區。市民只需至「台北市建築

管理工程處網站」(業務綜合查詢>宣

導專區>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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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日照權新規衝擊都更 危老放寬以執照掛號日為準 

內政部日前宣布日照權新規將

於今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超過 21

公尺、約 7層樓的鄰近住宅區建築物，

必須留給鄰近區域冬至日 1 小時以上

的有效日照。對於新建築法規是否會

造成危老重建案適用疑義，內政部也

發文釋疑，放寬以建造執照掛號日為

建築法規的適用日。 

 為促使台灣各地老舊建築物加

速重建，提升建築安全與生活品質，

106 年 5 月 10 日訂頒「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期望能藉

由各項獎勵與補助機制，讓小規模基

地、有重建需求的建築物可透過簡便的

審查程序完成重建。 

另外 106 年 12 月 21 日增修的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39 條之 1，則修訂建築物應檢討冬至

日照陰影的範圍及採光等相關規範，不

過考量減緩對於市場上整合中的建案，

以及都市更新案件所帶來的衝擊，也給

予緩衝實施時間，訂於今年 7 月 1 日

施行。 

內政部指出，為保障危老申請案

權益，針對在今年 6 月 30 日前已申

請危老重建計畫者，放寬於同日前，

得以另外依據建築法掛號申請建造

執照，並以申請案的建造執照掛號

日，為建築法規的適用日。 

 

2020 年 06 月 29 日 

記者王惠琳 / 好房 News 

t.ly/G7uR  

 

>2020 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

動)，即可透過線上平台點閱相關影

片，歡迎市民、社區及相關從業人員

自行上網觀看。 

 此外，2020 年度優良公寓大廈

評選活動評選類組分為小型住宅社

區組、中型住宅社區組、大型住宅社

區組、商務大樓組、風華再現組及社

會住宅組等 6 類組，另設有 12 項主

題特色獎，總獎金高達 60 萬元，歡

迎有興趣社區於 7 月 10 日前親送或

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台北市信義

區市府路 1 號市政大樓南區 1 樓公寓

大廈科，或桃園市桃園區廈門街 6 號

2 樓宜展公關顧問公司武炳昌先生

收。若採掛號郵寄，請於外箱或外信

封註明「台北市 2020 年度優良公寓

大廈評選活動報名小組」收。若有相

關問題，請撥打洽詢專線 0986-103-

683 或 03-3366-127 分機 31，或參

見建管處網站「宣導專區」>「優良公

寓大廈評選活動」，可下載報名相關資

訊。 

相關資料請至臺北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下載：t.ly/FdXE 

 

 

2020 年 06 月 29 日 

記者林湘慈 / MyGoNews 

t.ly/zywO  

 

 

台北市 2020 年優良公寓大廈評選活動總獎金 60 萬元！報名活動開跑 

 

https://dba.gov.taipei/News.aspx?n=3600C45A7D4EAE87&sms=98A332DE284619B4
https://dba.gov.taipei/News.aspx?n=3600C45A7D4EAE87&sms=98A332DE284619B4
https://dba.gov.taipei/News.aspx?n=3600C45A7D4EAE87&sms=98A332DE28461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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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商擅挖路蓋地下室「全屬違建」 住戶怒：回填恐樓塌 

新北市汐止區有戶社區，有住

戶不滿建商在其中兩棟建築物間的

道路下方，擅自開挖作為社區地下

室使用。新北市政府表示，已要求開

發商依規定恢復道路原狀，並依結

構技師鑑定施工，以維護社區建築

物安全；另外，工務局也要求建商須

與住戶充分溝通後才能動工。 

 據了解，該社區為新台五路上

的活力 Double，社區內的中庭屬國

家道路，但開發商三圓建設竟在道

路下方自行挖掘地下室，擬蓋游泳

池等公設，且該建商還將該道路以

容積移轉方式捐贈給市府。 

在這些地下公設被認定是違建

後，建商計畫將挖空的部分全數回

填，但住戶表示，社區已請結構技師

做專業評估，指出回填可能會有房

屋倒塌的風險，建議做結構補強。但

建商卻在近日告知住戶，將舉行回

填的說明會，讓住戶氣炸，直呼根本

罔顧住戶的生命安全。 

 對此工務局表示，去年 6 月時

就接獲民眾舉報，市府嚴正要求該

建設公司，必須將道路下方被挖空

部分回填，恢復道路使用，取消容積

移轉獎勵，並呼籲建商善盡社會責

任、顧及企業形象。 

 工務局進一步說明，該計畫道

路補強鑑定，已由業者提送專業技師

公會審查在案，且道路回填施工計畫

書，也須經專業技師公會審查，完工

後必須經專業技師公會確認才能使

用。 

 最後工務局也強調，維護公共

交通係建築法明定，要求三圓建設在

充分和住戶說明溝通後，儘速將計畫

道路恢復原狀還路於民。 

 

2020 年 06 月 28 日 

記者呂詠柔 / 好房 News 

t.ly/F0dN  

 

位於汐止新台五路的活力 Double。圖／翻攝 Google Maps 

 

社區兩棟建築物間計畫道路被建設公司

做容積移轉。圖／新北市政府提供 

台北市府「關渡平原輔導納管試辦計畫」有新措施 

台北市政府於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受理關渡平原違建及違規使用業

者申請「台北市政府關渡平原輔導納管

試辦計畫」，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決

議將修正試辦計畫內容，包含延長申

請期限及納管期限、取消收取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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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以及修正納管對象等內容，

將於修正後另案公布。  

台北市政府表示，試辦計畫申

請期限原為 2020 年 6 月 30 日，關

渡平原違建及違規使用業者經市府

清查約為 355 家，目前已有 164 家

業者提出申請。市府於試辦計畫公

布後，民眾及民意代表多次反應試

辦計畫申請時程及納管時程過短希

望延期、收取保證金不合理，以及改

善消防及建築公共安全需付出成本

及改善時間等意見；市府也因應肺

炎疫情趨緩，辦理大型說明會解禁，

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於北投區公所

辦理座談會聽取民眾意見，經綜合

考量民眾意見及市府團隊評估討論

後，將作出延長申請及期限、申請業

者免繳納保證金等相關修正。 

 都市發展局表示，原訂於

2020 年 2 月 4 日舉辦地區說明會

因疫情因素取消，市府於大型說明

會解禁後，於 2020 年 6 月 24 日至

當地召開大型座談會，故考量因疫情

影響之間隔，延長計畫申請期限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延長 6 個月。 

 而納管期限部分，原為配合國

土功能分區檢討至 2022年 12月 31

日，惟因中央修正國土計畫法後，國

土功能分區延長至 2025 年公告，故

配合國土功能分區公告期程，調整納

管期限自 2022 年 12 月 31 日展延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延長 3 年。 

 另民眾反應繳納保證金造成納

管負擔意見，市府也考量業者申請納

管尚需支付其他成本，如污水處理設

備、公安、消防安全簽證等費用，故

為減低業者納管成本，提高納管誘

因，擬修正試辦計畫免收保證金。原

收取保證金是為了作為改善業者造

成污染未於期限改善，得動用保證金

改善，經評估該部分亦可由相關法令

處理，似無須透過保證金重複規範。

至於已經繳納保證金取得納管資格的

業者，市府將於公布修正計畫內容後全

額退還。 

 此外，民眾反應於關渡平原作農

藝及園藝業、溫室、農業倉庫等使用，

不清楚是否需申請納管部分，都市發展

局表示，試辦計畫原要求屬於違建及違

規使用皆需辦理納管，經研議農藝及園

藝業等使用已符合台北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例規定，其違建部分則可

回歸「台北市關渡、洲美、社子島等長

期禁限建地區本府規劃開發前違建暫

行查報作業原則」辦理，故後續將修正

試辦計畫，將符合土管的農藝、園藝業

違建免申請納管。 

 至有關民眾反映建築公共安全簽

證及改善費用過高部分，經檢討後將修

正營業場所屬(B 類以外)需辦理違章建

築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惟執行有

困難者，得提出替代方案報請建管處並

召集相關專家學者或專業檢查機構審

查通過者，准予納管。 

 都市發展局表示，市府將於 2020

年 7 月底擇期再至地區召開說明會，並

預計於 2020年 8月將試辦計畫內容修

正後公告。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市府仍將持續受理業者申請試辦計畫

內容，請符合資格之業者於 2020 年 12

月 31 前向台北市府申請掛件。 

 

相關資料請至臺北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下載：t.ly/0GDg 

 

2020 年 07 月 01 日 

記者林湘慈 / MyG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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