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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定臺中 

市東區練武段 1107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公聽會紀錄 

 

壹、會議時間：106年 6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會議地點：臺中州廳中山廳 

参、主持人：都市發展局蔡總工程司青宏            記錄：王薇凱 

肆、出(列)席單位、人員：(略) 

伍、介紹出席人員：(略)     

陸、說明案由及程序：(略) 

柒、實施者簡報：(略) 

捌、意見交換(依發言順序) 

一、鄭炳煌(南京二街 10號) 

本大樓先前請建築師作過 2次鑑定修繕後即可營業，何

必整棟拆除重蓋，第 1次鑑定是本大樓管理委員會請建築師

鑑定，第 2次鑑定是法院花 100萬請建築師公會鑑定，鑑定

結果花 1億多修繕即可使用，所以本棟大樓非實施者所言應

拆除重蓋，以建築物生命期 60年而言，本棟大樓才 20餘年，

應算是新的建物，實施者規劃重建每坪補償 4萬是錯誤的，

以祥和建設公司合約金額而言，實施者的補償不到 1成，實

施者應補償 5成以上才合理。 

依市府檢送的光碟片內容註明本大樓管理委員會未解

散是錯誤的，已經解散了，如果真的未解散應有證明文件，

也應說明管理委員會的費用。光碟片內容很多，今天實施者

說明的內容不夠詳細，因為我們不是專家，沒有那麼專業，

實施者應更詳細就光碟片內容逐頁說明。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幹事會議修正版)內檢具的實施

者個資資料與經濟部網站公告的實施者個資資料相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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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實施者似乎是兩對夫妻共同出資再 103年申請成立的新

公司，實施者從成立公司至今，是否具有興建房屋的實績，

足以證明實施者具有執行房屋興建的營造管理能力、營造能

力、營造技術及營造經驗，懇請都發局及參加聽證會的全體

審議委員，要求實施者將該公司以往的興建房屋實績陳報到

都發局，確認該公司確實有能力、有技術，能夠承擔辦理申

請的自辦都市更新事件，確保順利完成，絕對不是另外一件

建築案件的爛尾事件，這次如果又像祥和建設這樣我們一輩

子的財產就沒有了，所以本案應詳細處理完善。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22條第 1項後段規定：「其屬依第

11條規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均超過三分之二，並其

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均超過四分之三之

同意。但其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均超過五

分之四同意者，其所有權人數不予計算。」本更新單元範圍

內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超過五分之四以上之同

意，故不予計算所有權人同意比例。為台中市東區練武段

1107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第 5-17 頁的記載，然，

此一記載顯與同一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的綜-3 頁之記載情

形互相牴觸，對照干城第一廣場大廈原始登記的 594個全體

櫃位，除非台中地方法院 100年度司中調字第 2517號及 102

年度司中調字第 3607 號調解事件已經證明的 164 個違章建

築櫃位全部經過都發局核准辦理合法，否則已經證明的 164

個違章建築櫃位，加上聲明人受到其他的 112個櫃位所有權

人的委任，干城第一廣場大廈怎麼可能會產生本更新單元範

圍內之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面積超過五分之四以上之同

意，故不予計算所有權人同意比例之情形。據此，都發局應

限期命實施者釐清第 5-17 頁表 5-5 內的這些人之櫃位、櫃

號及所在的樓層，以昭公信。 

台中地方法院審理 102 年度司中調字地 3607 號調解事

件時，干城第一廣場管理委員會製作一份民事陳報狀陳報法

院(見本人陳報都發局聲明書附件一)，已經委託台中市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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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師公會辦理干城第一廣場大廈的鑑定，鑑定是否符合已拆

除重建方式辦理自辦都市更新事件，俟後該份鑑定報告的鑑

定結果沒有被審理調解事件的法官所採，續由法官以資產信

託標售的方式繼續努力調解(見本人陳報都發局聲明書附件

二)，法院以資產信託標售的方式來處理干城第一廣場大

廈，由於沒有人願意回應資產信託標售以致作罷。如今實施

者又委託同一位委託人(即卓越資產鑑定有限公司)，出具台

中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一份做為申請辦理自辦都市更

新事件的法定理由及事實，因為鑑定結果涉及全體區分所有

權人不動產之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懇請都發局限期命

實施者釐清該公司陳報的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幹事會議修

正版)內檢具的臺中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是該公司委託

台中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做成的鑑定報告，還是該公司借用

其他事件的鑑定報告做為申請辦理自辦都市更新事件檢具

的法定理由及事實。 

二、林志崇(南京二街 10號 6樓) 

我是櫃位 625所有權人，當初買的時候是全新的商業大

樓，建設公司用展示大樓說要蓋多好多好，當初買的時候小

小的櫃位就要 400多萬，本棟大樓管理公司都用當初買的價

格的 1 成向所有權人收購，我也有被通知要收購但我不同

意，現在已有 8成以上被收購了，之前有說過可以修繕，但

是現在都更剩不到 1成的價格要向我們收購，現在說都更規

劃有多好多好，跟當初建設公司一樣也講的很好，我們花了

400 多萬，接下來每年還要向政府繳稅，但我們從頭到尾 1

元都沒收到，本大樓蓋好後我從未進去過，看這個管理委員

會有多過份。若管委會有誠意就用 5成以上價格向我收購。 

三、張進成(南京二街 10號)之女 

我覺得大家對東采建設都不了解，我想知道當初委任東

采建設辦理都市更新之契約書、委任書及協議書，請實施者

明天聽證時將契約書、委任書及協議書帶來，讓我們知道你

們委任時是怎麼講的，裡面的詳細資料我們完全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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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你們有必要告訴我們，既然要互信就要告訴我們當初

你們和東采建設是怎樣委任，這樣大家才知道為什麼要找這

間公司，這間公司這麼新，為什麼不去找大公司或甲級營造

公司來辦都更，要找這間小公司。 

四、黃先生 

我代替太太發言，櫃位是 2 樓 15、16 號，我最近才知

道我之前被祥和建設超賣，現在又分成 15 份共同持有，所

以我無法相信本案，如果有誠意就把大家全部找來全部收

購，這才是真正有建設性的作法， 

五、梁奕婷(南京二街 10號 2樓)之夫 

上次修繕經法院協調也協調失敗，因維修費用過高，這

次欲用都更的方式，重建經費更高所有權人能否負擔?申請

人及管委會，未經開會協調報告及所有權人同意下強行辦理

都更，應先行暫緩，待經協調後有共識再行辦理。 

本人建議 1.將基地化整為零，地上建物拆除殘值變賣

後，再將基地標售給財團或建商，讓基地能讓建商財團有效

的利用，不需再辦都市更新。2.因考量所有權人過多，爭議

大，建議由建商或財團優先承購，用都更後價金收購，可避

免都更後所有權人過多，產權分配不均有糾紛上的問題。3. 

原為商場，都更後為補教大樓，使用性質已偏離，損及所有

權人，我覺得更不可行，因為現在學生越來越少，而且我們

當初購買的是櫃位，變成補教大樓已偏離問題之重心，請申

請人與管委會先與其他所有權人協調後，有共識下再行辦

理。4.擔心建商無能力施作，如建商無能力施作，請問責任

誰該負責。5.都更經費過高，感覺由申請人及建商主導，未

經公開上網開會報告的方式、所有權人同意下實有疑慮。經

費未經開會討論，所有權人會有疑慮，應有 3家以上報價或

委由公會處理。 

六、張小姐 

我有 3個櫃位當初以 800多萬購買，投資有賺有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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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越新越好(建材等)，本大樓若修繕，日後還要一再修

繕，現在要都更很好，一勞永逸，我贊成重建。 

七、張硯程(寶蓮公司股東)之代表 

當初大家投資的目的是什麼？本大樓已經荒廢 20 餘

年，今日大家的發言都很好，但大家都考量買本大樓的成本

問題，都更後大樓由 9 樓變成 14 樓，價值更高，而且本大

樓區位好，土木技師公會鑑定本大樓已下陷 2公尺，現在有

機會都更重建，我們已負債 20 年，為何大家不轉念重新興

旺本大樓。希望大家用原本投資本大樓的心情寄望都更能成

功，都更費用問題就交由專業技師處理。 

八、王永誠(南京二街 10號 2樓) 

1.2 樓櫃位超賣尚未釐清，當初祥和建設超賣我們不知

情，交屋後我才知道有防火門在我的櫃位上，請問如何經

營？2.為何此建物無法使用，因為當初不讓我們進駐。3.修

繕每人都要出錢，也上過法院，但寶蓮公司故意不繳修繕費

及裁判費，本大樓才 20 餘年，大樓鑑定未經所有人同意，

亦未找公證單位(如台中地方法院)鑑定，且鑑定為何不找結

構技師公會而找土木技師公會，希望寶蓮公司能和大家好好

談。我支持修繕。 

九、劉喜濶(南京二街 10號) 

本大樓原朝修繕方向，但許多人不繳修繕費請法院調

解，法院調解後才發現有 2次施工問題，修繕後 2次施工的

櫃位就沒有了，也沒人敢承諾修繕後再 2次施工將櫃位還給

那些人，法院因為考量修繕將影響權利義務作罷。當時如果

大家願意一起賣，法院將協助調解，但有人不簽同意書，後

來法院調解希望公辦都更，但市府說明不在公辦都更範圍，

所以才申請自辦都更。 

十、蔡進銘(寶蓮公司股東) 

我的櫃位在地下 2樓，這件事已經拖了很久，投資本來

就有風險，我們現在只想把損失降到最低，有些人想要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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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費用，但是修繕後不知能否再使用，再拖下去也沒有

意義，再拖下去對市府而言也是環境問題，大家為何不把握

都更的機會。 

十一、楊祥銘(實施者-東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本大樓從蓋好到現在從未營運過，大家從未收到租金，

大樓需要修繕或重建才有辦法恢復經濟價值，本案於 100年

法院調解給付修繕費結論，有部分建商二次施工後所增建之

面積(共有 164 個增建櫃位)，若修繕完成需恢復至原一次施

工之設計，屆時該 164 個櫃位將部份或完全滅失。承辦法官

最後認為本案修繕結果有侵害 164 櫃位權利之危險，如以修

繕為手段整合營運應屬不可行。後續於 100年至 104年又提

出公辦都更評估，並調解共有物處理之適法性、共有物使用

收益之適法性、標的全棟出租、標的部份樓層出租、提高出

租金額、標的全棟公開標售、不動產投資財務可行性、以百

貨商行恢復營業之經濟可行性等議題，調解庭亦請專家諮

詢。對於 164 個增建櫃位或許後續於權利變換能走出另一條

路，只有都更能保障這 164 個增建櫃位，法院調解結果最終

於 104 年 9月 30 日經法院調解庭以「調解不成立」結案，

所以各位剛才所提問題在過去已討論過。 

本案原管委會於 101 年 3 月 24 日委託台中市建築師公

會出具之「干城第一廣場第一期公共設施之修繕工程」鑑定

報告書，修繕費用約 1億多，鑑定項目包含清除大樓廢棄物、

高壓及低壓之控制箱、相關線路、電錶及各樓層的控制箱、

殘障用電梯、汙廢水系統、消防系統、空調系統、變電系統、

水塔、不鏽鋼鐵捲門修繕、衛浴設備、蓄水池、強化四周玻

璃帷幕、圍牆等，但當時鑑定內容未含結構體是否有基礎下

陷、樑柱及牆壁等腐朽破損等。本案於 104 年委託台中市土

木技師公會鑑定係以安全結構為考量，判定耐震係數不符現

行標準，且建築物已傾斜、下陷。 

本案非由管委會委託實施者，係由地主出具同意書給東

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東采建設非祥和建設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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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東采建設無法解決各位與祥和建設的爭議，各位考量當

初投資的成本，現在東采建設擔任本案實施者亦考量本身的

成本，當時法院調解時也有請大家自己找實施者或建商，大

家可以自己找實施者，不要東采或卓越都沒問題，大家也可

以找建商或財團來承租或其他使用。現在建物越來越舊，本

大樓的使用執照為百貨公司，不知大家覺得本大樓現在的樣

式或建築物規劃還適合當百貨公司嗎？作的下去嗎？經濟

收益有辦法負擔嗎？ 

本案人數同意比例較低，但面積同意比例已餘 8成，依

法令規定得免計人數同意比例。寶蓮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共 183 人皆原為本案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若將此

183 人列入本案同意比例，本案同意比例已達 64.5%，已超

過法定門檻，這是成立這間公司時，他們去收購成為這間公

司的股東，變成股東後就不是你賣多少錢的問題，是你佔的

比例問題，已經不是你賣 1成或 2成，例如以後寶蓮分 3層

樓的補習班，補習班出租收益就由 183人分。 

十二、未具名先生 

我想問實施者針對補償部分，若我今天不參與分配，純

粹拿現金會如何處理？ 

十三、楊祥銘(實施者-東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依據法規規定要找 3 家估價師針對土地及房屋價值估

價，將來估價師所估金額要經過委員會同意，依本大樓附近

行情素地而言約 70 萬左右，將來估價後不是每個人都拿 70

萬，而是以立體估價，當初樓上買 200-300 萬元，1 樓店面

可能買 500-600 萬，所以不參加分配的人，1 樓可領較高的

金額，我建議大家都參加分配，因為重建後面積比重建前大

許多，大家可以組成 1家公司，大家可以共同持分一定面積，

現在共有 105個單位，你們可以共同分 1層樓租給補習班，

所以地價補償是立體的，房價補償是以 3家估價師所估之建

築物殘餘價值補償給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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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鄭炳煌(南京二街 10號) 

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論是危險不符現行耐震係數標

準，非危樓，實施者剛說有建築物基礎下陷、樑柱及牆壁破

損等，為何實施者未提供相關照片，若要依 100年耐震係數

標準而言，本市府大樓已蓋多久，依此而言，全台灣要拆除

重蓋的建築物應該很多，連總統府也要拆除，所以實施者說

明太含糊，應提供詳細鑑定報告給我們看，他說有下陷和傾

斜，我看 921地震迄今並沒有下陷和傾斜，鑑定報告亦未註

明傾斜幾度、下陷幾公分。 

依據中市都字第 10600782291號函的通知，中市東區練

武段 1107 地號土地辦理自辦都市更新的過程已經進行到都

發局舉辦自辦事業計畫公聽會及自辦事業計畫聽證會的皆

段，雖然「實施者」以『表 5-3』呈報更新單元土地權屬清

冊記載土地所有權人為 175 人，其中有 44 人的合法持有面

積為至 0.02平方米至 0.05 平方米，再以『表 5-4』呈報更

新單元合法建築物權屬清冊記載建築物所有權人為 266人，

其中有 96人的合法持有面積為 0.15平方米，此種土地所有

權人及建築物所有權人之登載，都發局應限期命「實施者」

釐清這些人的櫃位、櫃號及所在的樓層，以昭公信。 

十五、楊祥銘(實施者-東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都市更新案能否立案因素有許多，如空地比是否過大、

基地面積、臨路等問題，法規如下：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有基

礎下陷、主要樑柱及牆壁等腐朽破損或變形有危險之虞者，

就符合了，沒有寫危樓，這與土木技師公會專業鑑定有危險

之虞相符。 

十六、黃委員郁文 

委員會的立場不會站在任何一方，善良是委員會在共同

決策時最終的目標，不論公聽會或聽證會情況如何，委員會

審查將公平合理，例如大家所提價金問題(工程造價或費

用)，委員會審查過程將以公平合理之立場協助大家，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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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邁進。委員會亦不會輕忽任何權利，如櫃位使用權和所

有權權利之關係，2者皆應重視。 

十七、林委員宗敏 

都市更新目的是將土地及老舊建築物更合理再利用，此

再利用方式非拘限於特定方式，修繕及重建皆可，本案要以

何種方式處理對大家較具優勢，要由大家共同思考，於明日

聽證會提出。若大家已決定再利用之方式，大家要團結支持

此方式，若部分人支持、部分人反對，屆時本棟大樓將繼續

閒置。建物是否為危樓部分，建築物使用年限為一般標準，

建築物亦需實地鑑定，若鑑定結果結構無變型或僅需結構補

強即可，若鑑定結果已變型無法修復就要重建較具經濟效

益。本人為「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委員會」

之委員，藉由出席公聽會及聽證會聽取大家意見，瞭解本案

之緣由，將有助於委員會審議本案時，作公正合理之決定。 

十八、臺中市都市再生及更新總顧問-朱南玉 

本案目前非於最有效使用狀態，影響價值甚鉅，從臺中

市都市規劃角度思考，目前週遭地區許多建設及計畫持續推

動，利用此時機得透過相關方式提高本案基地之不動產價

值，惟仍需各位溝通、理解、使各位權利充分保障，本案始

具可行性。 

十九、蔡總工程司青宏 

今天 106年 6 月 28 日下午 2 時之公聽會議紀錄，將於

106年 7月 12日起至 7月 20日止(不含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置於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供發言代表閱覽、簽名

或蓋章，公聽會議紀錄將由本府併同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送交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委員會做為審

議之參考。 

玖、散會(下午 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