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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 76 次會議紀錄（節本） 

壹、時間：107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0 分 

貳、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3 樓 S301 會議室 

參、主席：李委員得全代                記錄：袁碧鈿  

肆、出席委員：(略)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略)              

陸、作業單位報告： 

一、因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不克出席，依地價及標準地價評

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5 條規定，請由出席委員互推 1 人代

理主席。 

決議：由李委員得全代理主席。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公開說明會民眾建議事項，涉及公告土地現值部分，

業依第 75 次會議決議辦理，並提送貴會第 76 次會議

評議;有關都市計畫變更、地價稅核課及租金支付等

部分，經本府 107 年 12 月 3 日府授地價字第

1076021280 號函請相關機關卓處。 

（二）本市 4,542 個地價區段之劃分及各區段地價查計作

業，業依第 75 次會議決議辦理，並提送貴會第 76

次會議評議。 

（三）本市 108 年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議表（共 2 案），

經第 75 次會議決議，第 1 案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

過、第 2 案照案通過，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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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 29 條規定，於 108 年 2 月底前將徵收土地

宗地市價函送需地機關。 

決議：洽悉。 

柒、討論提案  

討論事項一：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地價評議 

提案單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案由：請評議本市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區段地價評議表及地價

區段圖。 

說明： 

一、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6 條規定辦理。 

二、 本市轄區內約 41 萬餘筆土地，108 年劃分為繁榮街道路

線價區段 175 個、一般路線價區段 1,156 個及一般地價區

段 3,211 個，合計 4,542 個地價區段。 

三、 經依貴會第 75 次會議決議以方案二(農業區、保護區、風

景區等土地按一般正常交易價格 100%查計，住宅區、商

業區、工業區等土地按一般正常交易價格 96%查計)查

計，本市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平均調幅 0.80%，各區段地

價如附各行政區土地現值區段地價評議表及地價區段

圖，謹提請評議。 

決議：本市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區段地價評議表及地價區段

圖，除人民陳情或訴訟案件等 3 案另於討論事項二評議

外，餘照提案通過。 

討論事項二：人民陳情或訴訟案件地價評議 

                              提案單位：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案由 2.1-1：請評議本市區段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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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土地 108年地價區段劃分與區段地價。 

說明： 

一、 依據貴會第 75 次會議決議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等規定辦

理。 

二、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公開說明會等 5 人建議本市

區段小段、、地號土地之地

價提高與鄰近相同，並溯及既往，且地價稅免除、變更

為工業區。 

三、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原供本府環保局堆置垃圾

使用(內湖圾垃山)，現況為內湖復育園區，本案租約、租

金訂定、訴訟過程等沿革摘要如下： 

時間 大事紀（環保局提供） 

59.08~72.11 1. 地主同意供本府環保局無償使用土地。 

2. 附帶條件：使用期間不徵收土地、免徵地價稅。 

72.11~76.06 1. 雙方簽訂協議以公告土地現值 7%支付租金。 

2. 附帶條件：使用期間不徵收土地，協助辦理免

徵地價稅、田賦及都市計畫變更為工業區。 

79.11 環保局以存證信函通知地主返還土地，不續付租

金。(嗣部分地主提起返還不當得利民事訴訟)。 

94 年 1. 法院 94.7.14 判決確定，應支付訴訟日前 5 年

土地使用補償費（以公告土地現值 7%計算）

及利息。 

2. 環保局與地主簽訂租約以公告地價 8%計算租

金。惟部分地主認租金過低再提起訴訟，要求

以公告土地現值 7%給付不當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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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大事紀（環保局提供） 

97~107 年 1. 法院 97.4.17 判決確定，應依公告土地現值 7%

計算補償費。 

2. 環保局與部分地主簽訂租約以公告土地現值

7%計算租金。惟部分地主拒絕訂約，每年以不

當得利訴訟方式取得補償費及利息。 

四、 本案土地自 58 年即為農業區，與毗鄰內湖區第 75-1 號地

價區段垃圾處理場用地及科技工業區(B 區)(容積率均為

200%)相較，二者無論土地使用強度、項目及地價等均有

明顯差異。經綜合考量各項影響地價因素，本案農業區

土地 108 年劃屬內湖區第 181-1 號地價區段，符合地價調

查估計規則規定，其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擬評區段地價

為 14,100 元/㎡，與 107 年持平，謹提請評議。 

決議： 

一、 照提案通過。 

二、 另公告土地現值法定用途為課徵土地增值稅依據，土地

租金應與公告土地現值脫鈎，內政部 106 年 10 月 16 日

函已有明示，並經地政局以同年月 23 日函請市府各一級

機關轉知所屬機關知照辦理在案，且 107 年 12 月 5 日市

長室會議結論：市府應通案研議租金與公告土地現值或

公告地價脫鈎之替代做法。本案如環保局認為地租有調

整之必要時，請另行研議租金計收標準，並與公告土地

現值脫鈎。 

案由 2.1-2：請評議本市區段小段、、

地號土地毗鄰之垃圾處理場用地(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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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108 年地價區段劃分與區段地價。 

說明： 

一、 依據貴會第 75 次會議委員建議事項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等規定辦理。 

二、 本案垃圾處理場用地是否單獨劃分地價區段，因涉本市

通案原則，分析調整方案如下： 

（一） 方案一：不單獨劃分地價區段 

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18 條規定，斟酌地價之差異、

土地使用管制、土地利用現況、發展趨勢等相關影響

地價因素，本案垃圾處理場用地併同毗鄰科工 B 土地

劃為第 75-1 號地價區段，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擬評區

段地價為 47,500 元/㎡，與 107 年持平。 

（二） 方案二：單獨劃分地價區段 

依使用分區不同，將垃圾處理場用地自原第 75-1 號地

價區段(科工 B 區)細分，單獨劃屬第 75-4 號地價區段。

垃圾處理場用地所屬第 75-4號地價區段於地價調查期

間內無買賣實例，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1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選取 2 個基準區段地價為基準，修正估

計其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擬評區段地價為 55,900 元/

㎡，較 107 年上漲 17.68%。 

決議：地價區段劃分依本市通案原則（即公共設施用地原則不

單獨劃分地價區段）採方案一，區段地價依作業單位查

計結果通過。 

案由 2.2：請評議本市區第-號地價區段 108 年地

價區段劃分與區段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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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等規定辦理。 

二、 本案所有權人等於 107 年公開說明會中建議，開發

興建期間之建案基地，不應以建築執照範圍劃為同一地

價區段。 

三、 嗣經貴會第 69 次會議決議：｢（一）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得依其土地利用現況合併為單一地價區段…（二）全市

現有跨不同使用分區之整體開發新建案基地，尚未取得

使用執照且已劃為單一地價區段者計 3 案（大安區第

176-7 號、信義區第 59-11 號及 62-6 號地價區段），自 107

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作業年度，至取得使用執照

前，依不同使用分區，劃為不同地價區段。」 

四、 107 年公告地價及公告土地現值作業依貴會第 69 次會議

決議，將本案建築基地細分為第 176-7（住 3-2）、176-19

（住 3）號地價區段。 

五、 嗣所有權人不服案內段小段-、-地

號等 2 筆土地 107 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向內政

部提起訴願，經內政部 107 年 9 月 25 日訴願駁回，所有

權人不服訴願決定，於 107 年 12 月再提行政訴訟，案由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 

六、 本案於 107 年 8 月 2 日取得使用執照，108 年擬依貴會第

69 次會議決議將 176-7、176-19 號區段合併為單一地價區

段(第 176-20 號)，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區段地價依法查估

並依貴會第 75 次會議決議，按一般正常交易價格 96%查

計，擬評區段地價為 1,026,000*96%=985,000 元/㎡，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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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評議。 

決議：照提案通過。 

案由 2.3：請評議本市區段小段地號等 11 筆土

地 108 年地價區段劃分與區段地價。 

說明： 

一、 依據地價調查估計規則及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等規定

辦理。 

二、 本案所有權人於 107年 12月 5日檢送書面意

見，建議調整區段小段地號等 11 筆土地

107 年公告土地現值與毗鄰住二用地相同，並反映於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 

三、 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原為第二種住宅區，地價區

段原劃屬第 152 號地價區段，辦理 95 年公告土地現值作

業時，考量本案土地地形、坡度等自然條件及土地利用

現況，與第 129 號地價區段較為相近，故檢討調整至第

129 號地價區段。 

四、 98 年 5 月 4 日都市計畫變更為公園用地，故辦理 99 年公

告土地現值作業時，與周邊尚未依法取得之綠地用地，

共同劃設為第 129-1 號公共設施保留地地價區段。 

五、 貴會第 43 次會議決議調整本案土地毗鄰地價區段範圍，

將原屬第 129 號地價區段內之隧道用地併入第 152 號地

價區段。 

六、 嗣所有權人再次申請調高 101 年公告土地現值，因不服

本府查處結果，向內政部提起訴願，經內政部 101 年 10

月 26 日訴願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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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自 102 年起本案地價區段劃分方式提貴會第 46、50、56、

58、62、69 次會議討論，均維持貴會第 43 次會議決議，

108 年地價區段劃分建議維持第 43 次會議決議，另本案

土地 108 年公告土地現值擬評區段地價，依平均地權條

例施行細則第 63 條規定計算結果為 61,987 元/m2，謹提

請評議。 

決議：照提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