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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探討：

1、地下層公共設施面積如何提撥為公設面積?

2、基地持分之計算方式?

3、車位登記面積如何試算?

4、應用土地開發分析法之銷坪及停車位面積計算

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相關產權登記方式探討：

1.影響權利價值分配比例之產權登記?

2.條例29-1及條例19與產權登記之關係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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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壹、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貳、建物面積計算之探討

參、地政機關如何測量建物面積

肆、停車空間產權登記之方式

伍、土地開發分析法有關銷坪之解析

陸、權利變換相關產權登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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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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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  -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
共有部分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

二、民法第799條

三、區分所有部分(69.1.23土登71)

專有部分及所屬共有部分(98.7.6土登80)

四、共有部分名稱，先後有異

公共使用部分(63.10.29台內地字第600329號函)

共同使用部分(69.1.23土登69、72)

共用部分(90.9.14土登81)

共有部分(98.7.6土登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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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有部分之項目

(一)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2點，列有八項。

(二)共有部分俗稱公共設施

1.大公：所有住戶全體共同使用者。

2.小公：指當層樓的個別住戶使用者。

3.公設比：

(1)5樓約為10%至20%。

(2)7樓約為20%至25%。

(3)12樓至20樓： 25%至35%。

(4)開放空間：35%至45%。

(5)個案提供更多樣者則其比率更高。

壹-1   -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及
共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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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2【專有、共有】 示意圖(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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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有、共有】 示意圖(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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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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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3   -主建物

◆建築物各樓層、地下層，構造上與使用上具獨立性，獨立門牌、可單獨進
出並分擔基地持分，得繕發權狀。

★得登記項目：

一、室內面積：住宅、辦公室、店舖、一般零售業等。

二、騎樓：區分所有建物之騎樓，除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

專有部分者外，應以共有部分辦理登記。

三、夾層：建築同一樓層之夾層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或一百平

方公尺，並有獨立出入口與門牌者，得單獨編列建號登記。

四、無牆之鋼架建物、游泳池、加油站(亭）、高架道路下里民活動中心。

五、區分所有建物地下層依法附建之防空避難設備或停車空間(80.9.18)前

(台內營字第8071337號)

六、區分所有建物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其非屬共用部分申請單獨編列。

七、樓電梯間、門廳、通道(83.10.12)前領有建築執照。 10



壹-4     -附屬建物

◆與主建物相連之建築物。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273.3：竣工平面圖載有陽台突出部分
者，以其外緣為界，並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有關雨遮之規定為：「每
層陽臺、屋簷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柱中心線超過二．
○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過一．○公尺者，應自其外緣
分別扣除二．○公尺或一．○公尺作為中心線，計算該層
樓地板面積。每層陽臺面積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之百分
之十部分，得不計入該層樓地板面積」。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報
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條之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

之建物，其屋簷、雨遮及地下層之測繪，依本條修正前規定辦理。(地測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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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5     -共有部分

 民法799：共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
部分及不屬於專有部分之附屬物。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1.4：共用部分，指公寓大廈專有部分以外
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 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

 土地登記規則81：區分所有建物所屬共有部分，除法規另有
規定外，依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 置目的及使用性質之約定情
形，分別合併，另編建號，單獨登記為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
共有。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登記僅建立標示部及加附區
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附表，其建號、總面積及權利範圍，應
於各專有部分之建物所有權狀中記明之，不另發給所有權狀。

 土地登記規則94：區分所有建物之共有部分，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隨同各相關專有部分及 其基地權利為移轉、設定或
限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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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6      -共有部分得登記項目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2點：
區分所有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共用部分及約定專
用部分，應以共有部分辦理登記。
前項共有部分登記之項目如下：
(一)共同出入、休憩交誼區域，如走廊、樓梯、門廳、 通道、昇

降機間等。
(二)空調通風設施區域，如地下室機房、屋頂機房、冷氣機房、

電梯機房等。
(三)法定防空避難室。
(四)法定停車空間（含車道及其必要空間）。
(五)給水排水區域，如水箱、蓄水池、水塔等。
(六)配電場所，如變電室、配電室、受電室等。
(七)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
(八)有頂蓋開放空間。(台內地字第8285684)
(九)其他經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按其設置目的及使用 性質約
定為共有部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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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7      -共有部分登記方式
①數公設分別登記為數建號

大公

當層
公一

當層
公二

當棟
公二

當層
公三

車公

當棟
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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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8      -共有部分登記方式
②數公設合併一建號登記

公設
一

公設
二

大
公

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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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不得獨立使用供做專有部分。其為下列
各款者，並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

一、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二、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

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

三、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

之構造。

四、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

五、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

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

壹-9    -不得約定專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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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    -共有部分分配方式

民法799.4：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

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

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

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

其約定。

原則：依面積比

例外：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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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1       -停車位

一、法定停車位： 按總樓地板面積計設之停車位，有產權
但無權狀，不得與建物專有部分分別移
轉，且限同一建照。

二、增設停車位： 在法定停車位外自行設置之停車位，得
以共有部分或獨立產權登記，若與法定
停車位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具獨立性，並
取得「所在地址證明」者，亦可登記獨
立產權。

三、獎勵停車位：101.12.31前 (100.06.30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59條之2)
同步廢止84.10.30一人亦為公眾之解釋

(計施)59-1條：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基地內。但二宗以上在同
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 基地同時請領建照者，得經起造人之同意，
將停車空間集中留設。 18



壹-12   -獎勵增設停車位

車
位

法定

非法定

獎勵

增設

(一)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59條之2

規定：(100.06.30)
1.鼓勵增設營業使用之停車

空間
2.開放供公眾使用
3.獎停至101.12.31廢止
4.同步廢止供公眾使用之解釋

(二)起造人於領取使用執照後
1.3年內申領停車場登記證
2.對外開放供公眾使用
3.使照平面圖上註明為「專有

部分」
4.得單獨編列建號辦理登記
5.停車場對外開放後退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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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9.18)     法定停車位 有無權狀

(82.11.02)     一樓平台 陽台

(84.01.10)     通道、樓梯間 主建物

(85.06.04)     露台 不能登記

(85.09.07)     停車位編號 登記

(95.12.14)     入口雨遮 應計入樓地板

(100.05.01)   屋簷、雨遮 預售只登記不能計價

(100.05.01)   雨遮 應自開口兩側50公分內

(100.06.15)   法定停車位 包括車道

(103.07.01)   牆外樑、柱 不能登記

(104.12.28)   陽台(法定空地)        不能登記

(107.01.01)   屋簷、雨遮 不能登記

(107.01.01)   地下層 測繪邊界至壁中心

壹-14    -法令變動原則 (建造執照申請日)

內政部106.8.8
台內營字第1060811969號
函有關都市更新案實施者
申請建造執照所涉建築、
土地使用管制、消防、水
土保持、交通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等法令，於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報
核後至本條例第61條之1第
1項及第2項所定期限屆滿
前縱有所變更，其法規之
適用，仍應依本條例第61
條之1第1項規定，以擬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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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物的定義

一、已實施建築管理地區

(一)建造執照

各縣市實施建築管理時間之後~57.06.06以前建築完成

之建物

(二)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

57.06.07以後完成之建物

二、實施建築管理以前之建物

(一)應提出實施建築管理之時間證明文件

(二)得以水電證明或房屋稅稅籍或其他經建管機關或公所核

發之證明憑證

壹-15    合法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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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5    合法建物 (土登79)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
（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
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

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
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
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會勘作成紀錄以為合
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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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物面積計算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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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化交易資訊透明

1. 主建物面積占本房屋登記總面積之比例___％

（應記載4-2)

2. 房屋價款應標示外，尚須將主建物、附屬建物及共

有部分等三部分，分開計價。（應記載7-2）

3. 雨遮100.5.1起預售不得計價。

貳-1     -不動產交易時之建物面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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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找補原則（應記載6-2）

1. 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補

2. 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2％為限(至多找補不超過2％)

3. 分別找補：分別以土地、主建物、附屬建物、共有

部分價款除以各面積所計算之單價（應扣除車位價

款及面積）

二、主建物或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超過3％

時，買方亦得選擇解除契約。

貳-2     -不動產交易時之建物面積
誤差找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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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3  -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增加，房屋
（虛坪）高比率原因

一、建築設計彈性化運用，節能減碳，落實綠建築概念，活化建築

設計。

二、建物面積計算方式與法規規定相互矛盾，提供灌虛坪之機會。

三、民眾對公共設施之迷思，誤認建物公設比高表示房屋品質優，

將中庭花園誤為公共設施。

四、當層樓梯（小公面積）登記在主建物面積，銷售時訴求低公設

比。(83年10月17日修正前)

五、地下層及車道面積由全體住戶分擔。

六、相關建築法令訂定。

(94年7月1日修正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5條)

七、營建機關免計入建管面積及總樓地板面積、而地政機關依不同
法令受理建物測量登記。(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 95、96、162條，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27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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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分所有建物所屬各共有部分，除法規另有規定外

，依其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之約定情形，分別合併

，另編建號，單獨登記為各相關區分所有權人共有

(土登81Ⅰ)。

二、共用部分之使用應依其設置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為

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公寓9Ⅱ)

貳-4  -公設可依設置目的及使用性質
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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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5     監察院糾正案
-「虛坪」

一、放任建築法規不斷放寬不計入容積項目及地政法令

常即配合修正予以測量登記，造成許多附屬建物、公

共設施灌入坪數計算，增加消費者負擔。

二.建物公共設施之計算標準、房屋買賣發生誤差之相互

找補尚乏合理妥適之規範等事宜，放任不管。

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6條第3項於建物產權登記

，建物登記面積多於建管執照面積，給予建商「灌虛

坪」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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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容積總量管控機制，各式獎勵容積之累加無上限規定，

致基準容積率（法定容積）制度名不符實未能發揮成效。

二. 縣市增設各種獎勵容積等方式以滿足各方需求，中央主管控

管工具顯然不足，難以有效管理。

三. 容積移轉之移出土地多屬道路用地，執行面存有偏差，另交

易面缺乏公開透明之資訊平台，致真正地主未獲公平待遇；

又容積移轉及都市更新之相關機制亦有闕漏。

四. 各縣市公、體、綠、廣及兒遊五種用地面積，均不符都計法

45條規定，開闢率亦不足，各縣市均漠視，仍持續採行各項

獎勵容積政策或容積移轉，放任容積累加無上限之情事發生

，嚴重影響都市均衡發展。

貳-6    監察院糾正案
-「容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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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上除車位規格長× 寬外，尚應另含車道及其他必要
空間之面積

➢ 其他空間面積，在實務上有不同作法：

✓有採固定面積法(即車位每位 ㎡，其餘面積，即

為大公)

✓有採扣除大公(如蓄水池、配電室及梯間)後，其餘面

積由車位攤分

✓ 有採浮動制(依公設比反推)

熟高?熟低?

貳-7     監察院糾正案
-「停車位產權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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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計入總樓地板面積之機電設備空間，設於地面層時，
應符合下列規定(92.7.15內授營建管0920087944)

➢ 各層機電設備空間面積之和應小於當層居室樓地板面積
1/10；除淨寬度在2m以下者外，應位於公寓大廈共用
部分且不得約定專用。但建築物有設置「機電設備空間」
之特殊需求，於建築圖說明確標示設備項目及位置，由
相關專業工業技師簽證，經市縣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核定
者，不在此限。

貳-8   -機電設備空間是否為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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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管理層面而言，騎樓與走廊相當，為當然共用部分

(公寓7②)

二.以交通法規而言，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

方，均屬於道路之範圍(道路交通處罰條例2①)

三.以物權登記而言，區分所有建物之騎樓，除依主管建

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部分者外，應以共有部

分辦理登記。

貳-9     -騎樓是專有或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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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27以前開放空間（含具頂蓋）應常時開放供公眾
通行或休憩，性質與建築物之走廊、樓梯等為主建物之
共用設施，建築物所有人對其管理具自主性不同，不宜
辦理該幢主建物之共同設施測量登記。

（82.5.18營署建字第○五八八二號）

➢ 85.6.28以後具頂蓋之開放空間，屬合法建築物且執照
竣工平面圖內有計入總樓地板面積者，准予以共用部分
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及登記。
（85.11.26台內地字第八五八二四八八號）

貳-10     -頂蓋型開放空間可否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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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
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
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貳-11 –基地與共有部分持分比例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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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地政機關如何測量建物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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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    -地政機關如何測量建物面積
(地測273)修法前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二、兩建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所有權範圍為界。

三、前二款之建物，除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者外，其竣

工平面圖載有陽台、屋簷或雨遮等突出部分者，以

其外緣為界，並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

四、地下街之建物，無隔牆設置者，以建物使用執照竣

工平面圖區分範圍測繪其位置圖及平面圖。

五、建物地下室之面積，包括室內面積及建物設計圖內

所載地下室四周牆壁厚度之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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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    -地政機關如何測量建物面積
(地測273)修法後 106.1.9

建物平面圖測繪邊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物以其外牆之外緣為界。
二、兩建物之間有牆壁區隔者，以共用牆壁之中心為界；

無牆壁區隔者，以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界。
三、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有陽臺之突出部分者，以其外緣為

界，並以附屬建物辦理測量。
四、地下層依建物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所載樓層面積之範圍為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前已申請建造執照者，或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已報核，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六十一條之一第一項
及第二項規定期限申請建造執照之建物，其屋簷、雨遮及地下
層之測繪，依本條修正前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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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於申請建造執照時，應檢附專有部分、共
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標示之詳細圖說及規
約草約…。

公寓大廈之起造人或區分所有權人應依使用執照所記載之用
途及下列測繪規定，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一、獨立建築物所有權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二、建築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中心為界。

三、附屬建物以其外緣為界辦理登記。

四、有隔牆之共用牆壁，依第二款之規定，無隔牆設置者

，以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區分範圍為界，其面積應包

括四周牆壁之厚度。

參-2    -地政機關如何測量建物面積
(公寓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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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   -建築法規VS地政法規之面積差異
 建築技術規則1-3：建築面積：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 其代

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
 建築技術規則1-5：樓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樓地板或其一

部分，在該區劃中心線以內之水平投影
面積。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273：獨立建物所有之牆壁，以牆之外
緣為界。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56：
一、獨立建築物所有權之牆壁，以牆之外緣為界。
二、建築物共用之牆壁，以牆壁之中心為界。
三、附屬建物以其外緣為界辦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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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3   -竣工平面圖 (劃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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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4   -建築師面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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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5   -尺寸標註

尺
寸
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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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6   -登記面積計算

登
記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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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分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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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物測量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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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停車空間產權登記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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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1   -法定停車位登記方式

(一)併入「大公」中，登記為一個建號不登記車位編號，分
擔於全體住戶。

(二)併入「大公」中，登記為一個建號，登記車位編號，未
購車位者不含車位編號及車位分攤權利範圍，有購買車
位則另含車位編號及車位分攤權利範圍。

(三)登記成小公建號(車公)，分配於「特定住戶」(即只登

記給有購買車位者)，可登記車位編號及分攤權利範圍

(四)登記成小公建號(車公)，未分擔車道。

(五)登記成小公建號(車公)，有分擔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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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2   -自行增設停車位登記方式

(一)併入「大公」中，登記為一個建號不登記車位編號，分

擔於全體住戶。

(二)併入「大公」中，登記為一個建號，登記車位編號，

有購買車位者另含車位編號及車位分攤權利範圍。

(三)登記成小公建號(車公)，分配於「特定住戶」(即只登

記給有購買車位者)，可登記車位編號及分攤權利範圍。

(四)以主建物面積登記(可外賣)，(停車位含車道合併登記

面積)可登記車位編號及車位分攤權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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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廳
排煙室

肆-3   -停車位配置圖

梯廳

車格

車道

電信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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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算車格總面積

二、計算公設總面積

三、計算車道總面積

四、分算車道面積

五、計算大小車位占(車格+車道)面積並求單位

持分

六、計算每單位面積占總公設之持分比

肆-4   -停車位持分面積分算(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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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於104年7月31日召開「研商精進建物測繪
登記相關業務第2次會議」，決議以建造執照及其
平面圖說記載停車位總面積1.8倍為基準

範例：

(1)建造執照上停車位總面積(㎡) 1097.75

(2)出售之停車位總面積(㎡) 2531.49

(3)參考原則基準1097.75× 1.8=1975.95

面積比較2531.49>1975.95...OK

肆-5   -停車位持分面積配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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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3-2   -停車位登記方式-獨立權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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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3-3   -停車位登記方式-大公及車公分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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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3 -4  -停車位登記方式-大公及車公合併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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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土地開發分析法有關銷坪
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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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1 基地基本資料分析

 土地面積

 土地使用分區

 法定容積率

 法定建蔽率

 土地地下層開挖率

 土地之法定容積率、建蔽率及地下層開挖率之規定
係依據各縣市政府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規定。



伍-2 設定基地產品類別-地上層

 預計建物產品型態(2房、3房)

 預計單戶面積

 預計總樓層高度

 預計每層戶數

推估之「實設建蔽率」應小於「法定建蔽率」

「設定產品之總銷售面積」應符合「依相關法規(建築技
術規則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所推估之總銷售面積」



伍-3 設定基地產品類別-地下層
➢ 車位面積之相關規定

(一)內政部於104年7月31日召開「研商精進建物測繪登記相關業務第2次
會議」，決議以建造執照及其平面圖說記載停車位總面積1.8倍為基準

(二)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60條規定：

每輛停車位寬2.5公尺、長5.5公尺。但停車位角度在30度以下者，停車位
長度為6公尺。

故法定平面車位最小登記面積為

2.5  5.5  1.8 (倍) = 24.75平方公尺( 約7.49坪)

(三)現行車位登記面積免計容積之規定

➢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60條規定：

實施容積管制地區，每輛停車空間（不含機械式停車空間）換算容積

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 40 平方公尺( 約12.1坪 )。

➢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0年11月4日營署建管字第1000065483號函載明，每
輛機車停車空間以 4 平方公尺(約1.21坪)計算。



伍-4 設定基地產品類別-地下層
➢ 停車位數量之規定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59條規定如下：

第二類-住宅、集合住宅等居住用途建築物

總樓地板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下部分免設，超過500平方公尺部分每150平
方公尺設置一輛。

註：第二類所列停車空間之數量為最低設置標準，實施容積管制地區起
造人得依實際需要增設至每一居住單元一輛。

依據「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86條之1規定如下：

第二類-多戶住宅

➢ 應附設小汽車位數為每滿120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 應附設機車位數為每滿100平方公尺設置一輛

註：已設置之法定機車停車位無實際使用需求時，得申請將該部分改置
為汽車停車位。



伍-5 推算合理性-地上層
 計算設計之每層面積(坪) = 建物型態(坪) 每層戶數

 計算實設建蔽率(%) = 設計之每層面積 ÷ 土地基地面積(坪)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計算可建總樓地板面積推估：

➢ 容積地板面積(坪) = 基地面積(坪) 容積率 (%)

➢ 機電設施面積(坪) =

容積樓地板面積×(樓層數≥8,15%；樓層數<8,10%)

➢ 梯廳設施面積(坪) =

( 容積地板面積+機電設施面積 ) × 5%

➢ 陽台面積(坪) =

( 容積樓地板面積+機電設施面積+梯廳設施面積 ) × 10%

➢ 雨遮面積(坪) =

(容積樓地板面積+機電設施面積+梯廳設施面積+陽台面積) × 3%

➢ 屋頂突出物面積(坪) =實設建蔽率×基地面積×屋頂突出物層數÷ 8

➢ 停車空間及防空避難室面積(坪) =基地面積×地下層×地下層開挖率



伍-6 推算合理性-地上層
 可建總樓地板面積 =

容積地板面積+機電設備面積+梯廳設施面積+陽台面積+

雨遮面積+屋頂突出物面積+停車空間及防空避難室面積

 實際銷售面積 =

( 可建總樓地板面積 － 汽車車位總面積 ) 銷坪比

 銷坪比之推估

(一)計算單層樓地板面積＝二樓以上總樓地板面積 ÷ (總樓層-1) 

(二)計算單層樓地板之長寬(以正方形為基礎) = 單層樓地板面積

(三)計算銷售樓地板面積 = ( 長度+ 0.15公尺)  (寬度 + 0.15公尺 )

(四)計算銷坪比 = 銷售樓地板面積 ÷ 二樓以上總樓地板面積

註：0.15公尺為建築技術規則所規定外牆之最小厚度，而建物登記

面積為牆心至牆心計算，故等於0.075 + 0.075 = 0.15公尺



伍-7 推算合理性-地下層

 地下層總樓地板面積 = 土地面積(坪) 地下室開挖率地下層層數

 地下層汽車停車位空間 = 預計停車位輛數停車位面積(坪)

 地下層機車停車位空間 = 預計停車位輛數機車停車位面積(1.21坪)

 地下層梯廳空間 = 地上層單層梯廳空間地下層層數

 地下層機電空間 = 地上層單層機電空間地下層層數

地下層總樓地板面積－(地下層汽車停車位空間＋地下層機車停車位空間
＋地下層梯廳空間＋地下層機電空間) ＞ 0 .00坪



陸、權利變換相關產權登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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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計畫之變更，得採下列簡化作業程序辦理：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辦理變更者，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

施之，免依第十九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公聽會及審議：

（一）計畫內容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之更正。

（二）參與分配人或實施者，其分配單元或停車位變動，經變動雙方同意。

（三）依第十三條辦理時之信託登記。

（四）權利變換期間辦理土地及建築物之移轉、分割、設定負擔及抵押權

、典權、限制登記之塗銷。

（五）依地政機關地籍測量或建築物測量結果釐正圖冊。

（六）第二十一條第二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原實施者與新實施者辦理公

證。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辦理變更者，得逕由各級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之

，免依第十九條規定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

（一）原參與分配人表明不願繼續參與分配，或原不願意參與分配者表明

參與分配，經主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其他權利人之權益。

（二）第二十一條第七款至第十款所定事項之變更，經各級主管機關認定

不影響原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

陸-1   權利變換產權登記-釐正圖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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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於壁外之樑柱

屬裝飾牆之樑柱

上方雨遮

入口雨遮

雨遮投影線

公設面積

主建物面積

車位登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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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2條例29-1及條例19與產權登記之關係



陸-3   權利變換產權登記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實施者應檢附下列文件，送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同時辦理土地及
建物權利變換登記：
（一）登記申請書。
（二）權利變換分配結果清冊（須經稽徵機關審核並已完納

相關稅費）。
（三）權利書狀（無法檢附者，實施者應敘明理由，登記機

關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之）。
（四）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前項土地權利變換登記，應以都市更新登記為申請登記事由，
權利變換為登記原因，分配結果確定之日為原因發生日期。
第一項建物權利變換登記，應以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申請登
記事由，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原因，使用執照核發之日為原因
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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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4   權利變換產權登記

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條及本辦法第七
條之二至第七條之四規定，塗銷都市更新前已設定之他項權
利、限制登記或耕地三七五租約註記者，應檢附下列文件送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塗銷登記：
（一）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二）塗銷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三）權利書狀（無法檢附者，實施者應敘明理由，登記

機關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之）。
（四）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前項登記，應以塗銷登記為申請登記事由，囑託塗銷為登記
原因，以補償、提存或權利金發放日期為原因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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