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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 80 次會議紀錄（節本） 

壹、時間：108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0 分 

貳、地點：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2 樓 N214 會議室 

參、主席：彭主任委員振聲              紀錄：袁碧鈿 

肆、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伍、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陸、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一、報告案（公開說明會民眾建議事項） 

(一) 台北市同業公會建請 109 年度公告地價

及公告土地現值予以維持穩定，不宜調漲一案，業依第

79 次會議決議辦理，並提送本次會議評議。 

(二) 建議調降或不變動(與 107 年同)之公告地價一

案，業依第 79 次會議決議辦理，並提送本次會議評議。 

(三)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建請調降大安區段小

段-地號等 4 筆土地 109 年公告地價一案，業依

第 79 次會議決議辦理，並提送本次會議評議。 

(四) 股份有限公司建請將文山區段小段地

號等 11 筆土地自目前之地價區段中移出，單獨劃設地

價區段，並恢復其與毗鄰東南側住宅區用地相同地價一

案，業依第 79 次會議決議，以本府 108 年 12 月 9 日府

授地價字第 1086032019 號函請都市發展局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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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提案：本市 4,592 個地價區段之劃分及各區段地價

查計作業，業依第 79 次會議決議辦理，並提送本次會

議評議。 

決議：洽悉。 

柒、討論提案 

第 1 案                       提案單位：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案由：為 109 年「環河北路 2 段 185 巷道路拓寬工程」土地

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案，提請評議。 

說明： 

一、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等規定辦理。 

二、 本案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業依上開法令查估完竣，查計結

果如附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議表，謹提請評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                       提案單位：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案由：為 109 年「興寧街西側道路拓寬工程」土地徵收補償

市價查估案，提請評議。 

說明： 

一、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等規定辦理。 

二、 本案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業依上開法令查估完竣，查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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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附徵收土地宗地市價評議表，謹提請評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 3 案                                提案單位：本府地政局 

案由：請評議本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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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劃分為繁榮街道

路線價區段 175 個、一般路線價區段 1,159 個及一般地

價區段 3,258 個，合計 4,592 個地價區段。 

三、 本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經依貴會第 79 次會議決議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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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查計，全市平均調幅 1.52%，各區段地價如附

各行政區公告土地現值評議表及地價區段圖，謹提請評

議。 

決議：本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區段地價評議表及地價區段

圖，照提案通過。 

第 4 案                                提案單位：本府地政局 

案由：請評議本市 109 年公告地價評議表及地價區段圖。 

說明： 

一、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第 15 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

第 64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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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9 年公告地價經依貴會第 79 次會議決議按 109 年公

告土地現值之 27.33%查計，全市平均調幅 1.34%，各區

段地價如附各行政區公告地價評議表及地價區段圖，謹

提請評議。 

決議：本市 109 年公告地價區段地價評議表及地價區段圖，

照提案通過。 

第 4-1 案                              提案單位：本府地政局 

案由：請評議本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區段地價

漲跌幅 10%以上，及區段地價與毗鄰相同使用分區差

異 50%以上之地價區段清冊。 

說明： 

一、 依據貴會第 79 次會議決議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等規定

辦理。 

二、 台北市同業公會於 108 年 10 月間向本府

建議：「區段地價調漲大於 10%，或完工坐落土地與同

分區鄰地公告地價差距大於 50%者，地價評議委員會評

定應提專案報告。」，爰將上開情形列冊提請專案評議。 

三、 本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區段地價漲跌幅 10%以上計

61 個地價區段，109 年公告地價區段地價漲跌幅 10%以

上計 151 個地價區段。 

四、 本市 109 年公告土地現值或公告地價區段地價與毗鄰

相同使用分區差異 50%以上計 32 個地價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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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第 4-2 案                               提案單位：本府地政局 

案由：請評議大安區段小段-地號等 4 筆土地

109 年地價區段劃分與區段地價。 

說明： 

一、 依據貴會第 79 次會議決議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等規定

辦理。 

二、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建請調降大安區段小

段-地號等 4 筆土地 109 年公告地價，爰提請專

案評議。 

三、 本案允建容積率 417%，約為法定容積率之 1.5 倍，考

量本案房價、土地使用強度及土地利用現況等與毗鄰地

區已有明顯差異，爰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18 條規

定，將本案土地劃屬大安區第-號地價區段。 

四、 本案於 109 年地價作業期間，有實價登錄買賣交易案

件，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以實價登錄買賣實例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土地正常單

價，估計本案區段地價。 

五、 本案土地查估結果，109 年擬評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

尺 1,015,000 元，擬評公告地價每平方公尺 277,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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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3 案                               提案單位：本府地政局 

案由：請評議文山區第-號地價區段劃分與區段地價。 

說明： 

一、 依據貴會第 79 次會議決議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等規定

辦理。 

二、 文山區第-號地價區段土地財產管理人就 103至

107 年地價稅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爰提請專案評議。 

三、 本案為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地區，允建容積率達 382.5%，

約為法定容積率之 1.7 倍，考量本案房價、土地使用強

度及土地利用現況等與毗鄰地區已有明顯差異，爰依地

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18 條規定，將本案土地劃屬文山區

第-號地價區段。 

四、 本案於 109 年地價作業期間，有實價登錄買賣交易案

件，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以實價登錄買賣實例調整至估價基準日之土地正常單

價，估計本案區段地價。 

五、 本案土地查估結果，109 年擬評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

尺 258,000 元，擬評公告地價每平方公尺 70,5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