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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重

建計畫案」申請建築物採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

標章容積獎勵協議書 

 

 

 

 

 

 

 

 

 

 

 

 

甲方立協議書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乙方立協議書人： 

 

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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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重建計畫案」申

請建築物採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標章容積獎勵協議書 

(110.12.10 修正) 

立協議書人                 

 

 

茲就乙方擔任起造人擬具之「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

(等)○筆土地重建計畫案」(以下簡稱本案)，依「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六條（下稱本容積獎勵項目）

規定，申請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標章獎勵容積，乙方保證取得

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標章，經雙方同意訂立協議書（以下簡稱

本協議書）條款如后，以茲遵守： 

第一條 本案重建計畫範圍為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等)○ 

筆土地，面積共○○平方公尺（詳附件）。 

第二條 甲方因乙方承諾取得本容積獎勵項目規定之標章，爰

核准本案之獎勵容積額度合計為樓地板面積○○平方公

尺（佔基準容積之○○%）。 

第三條 乙方應於本案第一次申報勘驗前，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及  乙方應於本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取得耐震

標章。乙方如未能依前項規定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及耐

震標章時，同意其原經甲方核准之本項獎勵容積，失

其效力，且其所繳納保證金，同意由甲方沒入，不得

請求歸還及異議。 

前項情形，乙方應另申請變更重建計畫。 

第四條 乙方應自願繳納保證金之數額、繳納時間及方式、退

還時間及方式，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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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證金數額：以本案申請耐震設計標章及耐震標章之

獎勵容積乘以○○○○(如公告現值0.45)計算，應繳納

保證金合計新臺幣____元整。 

二、保證金繳納時間及方式：乙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繳

納保證金，其繳納方式得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之本

票、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或設定質權之金融

機構定期存款單、金融機構之書面保證(但以該金融

機構營業執照有保存登記保證業務者為限)繳交。 

三、保證金退還時間及方式：乙方應於取得耐震標章後，

檢附使用執照、耐震設計標章與耐震標章、核准重建

計畫函及保證金繳交證明等相關文件，向甲方申請無

息退還保證金。 

第五條 乙方取得耐震標章後，應告知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

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管理委員會、

管理負責人、管理服務人等，確實進行後續管理維護

事宜。 

第六條 保證金處理 

乙方如未能履行第四條第三點約定，其所繳納保證金，

由甲方沒入。 

第七條 不可歸責任何一方時之處理方式 

本協議書簽訂後，因不可歸責於任何一方之事由，致

影響本協議書協議事項之執行者，應由雙方另以書面

協議之。 

第八條 爭議管轄法院 

本協議書為行政契約，其內容如有未盡事宜，適用行

政程序法等有關法令之規定，並準用民法相關規定。

契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依公平合理原則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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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本協議書之履行產生爭議或糾紛時，雙方同意以

高雄高等行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 其他約定 

一、協議書修正：本協議書簽訂後之任何修正及補充，應

由雙方協議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二、權利、義務轉讓之禁止：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均

不得將其權利、義務轉讓予任何第三人。 

三、乙方未依第三條規定於本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

取得耐震標章，甲方得將乙方未依本協議書承諾事項

之情形公布周知，乙方不得異議。 

四、乙方於重建計畫核准後，擬變更起造人者，應檢附土

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委託暨同意書向甲方申請重

建計畫之變更。 

第十條 協議書份數 

本協議書正本貳份、副本陸份，由甲方及乙方各執正

本壹份、副本參份。 

 

立合約書人： 

甲       方：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代   表  人：局長 楊欽富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 

 

 

乙       方：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地       址： 

立協議書

人簽章 

機關印鑑 



附件七 

5 

 

 

 
附件 

 

一、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十一第二項所定公式計算:

「重建計畫範圍內土地當期公告現值X零點四五X申請第六條至第九條之獎勵

容積樓地板面積。」 

 

二、 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受理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計畫作業要點」第

四點第二項「起造人依容積獎勵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繳納保證金者，

其金額之計算、繳交方式等事項，以前項協議書所載內容為依據。」及第四點

第三項「前項保證金之金額須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計算。」計算如下: 

 

⚫ 本案重建計畫應繳納之保證金金額 

=(計算公式) 

=○○元 

 

地段 地號 年期 公告土地現值 

(元/平方公尺) 

面積 

(平方公尺) 

小計 

(元) 

      

      

      

      

註：公告土地現值依土地登記謄本，及 OOO(年度)高雄市地政局-高雄市公告土地現

值(含公告地價)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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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重

建計畫案」申請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級綠

建築容積獎勵協議書 

 

 

 

 

 

 

 

 

 

 

甲方立協議書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乙方立協議書人： 

 

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附件七 

2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重建計畫案」

申請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級綠建築容積獎勵協議書 

(110.12.10修正) 

立協議書人                 

 

茲就乙方擔任起造人擬具之「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

號(等)○筆土地重建計畫案」(以下簡稱本案)，依「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七條(下稱本容積獎勵項

目)規定，申請○○級綠建築獎勵容積，乙方保證取得候選○

○級綠建築證書及○○級綠建築標章，經雙方同意訂立協議

書（以下簡稱本協議書）條款如后，以茲遵守： 

第一條 本案重建計畫範圍為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

(等)○筆土地，面積共○○平方公尺（詳附件）。 

第二條 甲方因乙方承諾保證取得候選○○級綠建築證書及

○○級綠建築標章，爰核准本案之獎勵容積額度合

計為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佔基準容積之○

%）。 

第三條 乙方應於本案地坪勘驗前，取得候選○○級綠建築

證書及乙方應於本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取得

○○級綠建築標章。 

 乙方如未能落實前項規定，同意其原經甲方核准之

本項獎勵容積，失其效力，且其所繳納保證金，同

意由甲方沒入，不得請求歸還及異議。 

前項情形，乙方應另申請變更重建計畫。 

第四條 乙方應自願繳納保證金之數額、繳納時間及方式、

退還時間及方式，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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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證金數額：以本案申請○○級綠建築之獎勵容積

乘以○○○○(如公告現值0.45)計算，應繳納保證金

合計新臺幣____萬元整。 

二、保證金繳納時間及方式：乙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

繳納保證金，其繳納方式得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

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或設定質權

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金融機構之書面保證(但

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照有保存登記保證業務者為

限)繳交。 

三、保證金退還時間及方式：乙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二

年內取得○○級綠建築標章，併檢附使用執照、候

選○○級綠建築證書與○○級綠建築標章、核准重

建計畫函及保證金繳交證明等相關文件，向甲方申

請無息退還保證金。 

第五條 乙方取得○○級綠建築標章後，應告知該建築物之

所有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

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管理服務人等，確實進

行後續管理維護事宜。 

第六條 保證金處理 

乙方如未能履行第四條第三點約定，其所繳納保證

金，由甲方沒入。 

第七條 不可歸責任何一方時之處理方式 

本協議書簽訂後，因不可歸責於任何一方之事由，

致影響本協議書協議事項之執行者，應由雙方另以

書面協議之。 

第八條 爭議管轄法院 

本協議書為行政契約，其內容如有未盡事宜，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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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程序法等有關法令之規定，並準用民法相關規

定。契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依公平合理原則解

釋之。 

如因本協議書之履行產生爭議或糾紛時，雙方同意

以高雄高等行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 其他約定 

一、協議書修正：本協議書簽訂後之任何修正及補充，

應由雙方協議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二、權利、義務轉讓之禁止：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

均不得將其權利、義務轉讓任何第三人。 

三、乙方未依第三條規定於本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

取得○○級綠建築標章，甲方得將乙方未依本協議

書承諾事項之情形公布周知，乙方不得異議。 

四、乙方於重建計畫核准後，擬變更起造人者，應檢附

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委託暨同意書向甲方申

請重建計畫之變更。 

 

第十條 協議書份數 

本協議書正本貳份、副本陸份，由甲方及乙方各執正

本壹份、副本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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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合約書人： 

甲       方：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代   表  人：局長 楊欽富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 

 

 

 

乙       方：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地       址： 

  

立協議書

人簽章 

機關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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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十一第二項所定公式計算:

「重建計畫範圍內土地當期公告現值 X零點四五 X申請第六條至第九條之獎

勵容積樓地板面積。」 

 

二、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受理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計畫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二項「起造人依容積獎勵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繳納保證

金者，其金額之計算、繳交方式等事項，以前項協議書所載內容為依據。」

及第四點第三項「前項保證金之金額須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計算。」計算如下: 

 

⚫ 本案重建計畫應繳納之保證金金額 

=(計算公式) 

=○○元 

 

地段 地號 年期 公告土地現值 

(元/平方公尺) 

面積 

(平方公尺) 

小計 

(元) 

      

      

      

      

註：公告土地現值依土地登記謄本，及 OOO(年度)高雄市地政局-高雄市公告土

地現值(含公告地價)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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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重

建計畫案」申請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級智

慧建築容積獎勵協議書 

 

 

 

 

 

 

 

 

 

 

甲方立協議書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乙方立協議書人： 

 

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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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等)○筆土地重建計畫案」

申請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級智慧建築容積獎勵協議書 

(110.12.10修正) 

立協議書人                 

 

茲就乙方擔任起造人擬具之「擬訂高雄市○○區○段○小段○地

號(等)○筆土地重建計畫案」(以下簡稱本案)，依「都市危險

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八條(下稱本容積獎勵項

目)規定，申請○○級智慧建築獎勵容積，乙方保證取得候選

○○級智慧建築證書及○○級智慧建築標章，經雙方同意訂

立協議書（以下簡稱本協議書）條款如后，以茲遵守： 

第一條 本案重建計畫範圍為高雄市○○區○段○小段○地號

(等)○筆土地，面積共○○平方公尺（詳附件）。 

第二條 甲方因乙方承諾保證取得候選○○級智慧建築證書

及○○級智慧建築標章，爰核准本案之獎勵容積額

度合計為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佔基準容積之

○%）。 

第三條 乙方應於本案地坪勘驗前，取得候選○○級智慧建

築證書及乙方應於本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取

得○○級智慧建築標章。 

 乙方如未能落實前項規定，同意其原經甲方核准之

本項獎勵容積，失其效力，且其所繳納保證金，同

意由甲方沒入，不得請求歸還及異議。 

前項情形，乙方應另申請變更重建計畫。 

第四條 乙方應自願繳納保證金之數額、繳納時間及方式、

退還時間及方式，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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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證金數額：以本案申請○○級智慧建築之獎勵容

積乘以○○○○(如公告現值0.45)計算，應繳納保證

金合計新臺幣____萬元整。 

二、保證金繳納時間及方式：乙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前

繳納保證金，其繳納方式得以現金、金融機構簽發

之本票、支票、保付支票、郵政匯票，或設定質權

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金融機構之書面保證(但

以該金融機構營業執照有保存登記保證業務者為

限)繳交。 

三、保證金退還時間及方式：乙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二

年內取得○○級智慧建築標章，併檢附使用執照、

候選○○級智慧建築證書與建築標章、核准重建計

畫函及保證金繳交證明等相關文件，向甲方申請無

息退還保證金。 

第五條 乙方取得○○級智慧建築標章後，應告知該建築物

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

之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管理服務人等，確實

進行後續管理維護事宜。 

第六條 保證金處理 

乙方如未能履行第四條第三點約定，其所繳納保證

金，由甲方沒入。 

第七條 不可歸責任何一方時之處理方式 

本協議書簽訂後，因不可歸責於任何一方之事由，

致影響本協議書協議事項之執行者，應由雙方另以

書面協議之。 

第八條 爭議管轄法院 

本協議書為行政契約，其內容如有未盡事宜，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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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程序法等有關法令之規定，並準用民法相關規

定。契約內容如生疑義，由甲方依公平合理原則解

釋之。 

如因本協議書之履行產生爭議或糾紛時，雙方同意

以高雄高等行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 其他約定 

一、協議書修正：本協議書簽訂後之任何修正及補充均

經雙方協議同意並以書面為之。 

二、權利、義務轉讓之禁止：非經雙方之事先書面同意，

任何一方均不得將其權利、義務轉讓任何第三人。

經雙方之事先書面同意乙方將其權利、義務轉讓予

第三人時，第三人須與甲方重新簽訂本協議書。 

三、乙方未依第三條規定於本案使用執照核發後二年內，

取得○○級智慧建築標章，甲方得將乙方未依本協

議書承諾事項之情形公布周知，乙方不得異議。 

四、乙方於重建計畫核准後，擬變更起造人者，應檢附

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委託暨同意書向甲方申

請重建計畫之變更。 

第十條 協議書份數 

本協議書正本貳份、副本陸份，由甲方及乙方各執正

本壹份、副本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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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合約書人： 

甲       方：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代   表  人：局長 楊欽富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5樓 

 

 

 

乙       方： 

統 一 編 號： 

負   責  人： 

地       址： 

  

立協議書

人簽章 

機關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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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十一第二項所定公式計算:

「重建計畫範圍內土地當期公告現值 X零點四五 X申請第六條至第九條之獎

勵容積樓地板面積。」 

 

二、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受理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計畫作業要點」

第四點第二項「起造人依容積獎勵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繳納保證

金者，其金額之計算、繳交方式等事項，以前項協議書所載內容為依據。」

及第四點第三項「前項保證金之金額須經開業建築師簽證計算。」計算如下: 

 

⚫ 本案重建計畫應繳納之保證金金額 

=(計算公式) 

=○○元 

 

地段 地號 年期 公告土地現值 

(元/平方公尺) 

面積 

(平方公尺) 

小計 

(元) 

      

      

      

      

註：公告土地現值依土地登記謄本，及 OOO(年度)高雄市地政局-高雄市公告土

地現值(含公告地價)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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