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下學期四技建二 建築設計(四) 第二次設計題目
題

號：1082542

題

目：危老住宅重建創新設計

作業進度：109 年 04 月 22 日至 109 年 06 月 11 日
指導老師：杜金國老師、黃國樑老師、陳薏如老師
■ 一、背景
內政部統計全台灣住宅類不動產的平均屋齡為 29.6 年，屋齡超過 30 年的有 398 萬戶，占全部住
宅量之 47％。在六都中，台北市平均屋齡最高，為 33.1 年；其次為台南市 31.2 年、高雄市 29.5
年、新北市 27.6 年、台中市 26.7 年與桃園市 24.5 年。為鼓勵危老建築都更重建，從中央到地方
政府紛祭利多，2018 年內政部發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預計 2019 年推動
危老屋重建目標為 500 案。台灣都市更新推動全國學會與華夏科技大學為鼓勵全國大專院校在學
學子，重視都市環境、學習處理都市住宅建築問題，開發同學對於空間設計之無窮想像力，寓學
習樂趣於競賽之中，特籌設本競圖。
■ 二、主旨
以現有「危老住宅」為基地，創新重建設計健康宜人的全齡者環境，以符合「安全、通用、健康、
智慧、永續」的設計目標。
■ 三、規劃設計內容
本案基地位於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基地現址為五層樓店舖公寓，屋齡 30 年以上，無電
梯，耐震性能評估未達一定標準。今屋主擬申請危老重建(詳附圖)，期望透過重建設計，將老舊
建物重新整建為符合現代安全標準、及全齡生活所需居住機能的場域。
重建設計內容如下：
1. 總層數約 10~15 層。1~2 層(或 1~3 層)為商業用途空間，其他樓層為住宅空間。
2. 每層樓高不得超過 3.6 公尺、且總樓高不超過 50 公尺。(不做超高層建築設計為原則)
3. 住宅樓層以一層 1~3 戶規劃設計為主；單戶住宅以 1~4 房設計為主。
4. 各單戶住宅坪數約 24~70 坪(含公設) ，室內面積約 14~42 坪／戶
5. 須設置地下停車場。汽車停車位至少 16 部、機車停車位 19 部。
6. 須設置台電受電室、緊急發電室、電信室
7. 為充分發揮屋頂開放空間使用功能，電梯須上至屋頂層。
8. 一樓及屋頂之公共設施與戶外私有庭院規劃設計，考量景觀、休憩、綠能。
9. 須滿足住戶在安全、通用、健康、智慧、永續等方面的需求，呈現出危老住宅設計後之優質
生活空間與樣貌。
■ 四、法規檢討
本案基地屬都市計畫商四用地；依據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及「危老條例」(註 1)，申請
重建之建築物高度放寬內容如下：
1. 法定容積率 636.5%

(未申請獎勵之原始法定容積率)

請自行參照「危老條例」獎勵辦法，計算本案透過申請危老重建設計可能達到的容積獎勵額
度，進行重建設計。
2. 建蔽率不得超過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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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建築物各部份高度不得超過自該部分起量至面前道路中心線水平距離之五倍。(註 2,3)
需退縮騎樓及無遮簷人行道之寬度，應由道路境界線起算至騎樓寬度為 3.64M。
至少設置兩座直通樓梯，其一需為無障礙樓梯。
後院深度不得小於 2.5M

註 1：「危老條例」乃「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條款」之簡稱。獎勵部分共分為時程獎勵、危老判定、
建物退縮、耐震結構、綠建築、智慧建築、無障礙等等。
註 2： 高度比之原始法規：商業區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 2.0。
註 3：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95 條之 3 放寬建築物高度、高度比、後院深度比、住宅區建蔽率
等

■ 五、基地資料
基地資料來源：
台北市歷史圖資系統 http://www.historygis.udd.taipei.gov.tw/urban/map/
地籍圖資網路便民服務系統 https://easymap.land.moi.gov.tw/R02/Index
地籍套繪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圖 https://www.zonemap.taipei.gov.tw/ZoneMapOP/

土地座落
鄰接道路
建築基地面積
使用分區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183 號、185 號
(漢中段三小段 253、254、255、256 地號)
昆明街(寬度 12.73M)、昆明街 187 巷(寬度 4M)
317 M²
第四種商業區

基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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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現況相片

■ 六、作品內容與繳交格式
作品海報： A1 格式（約寬 58cm×高 84cm），限 2 張以內，直式版面，圖紙背面右下方貼上 B 資
料表(如附表)，以黑紙覆蓋浮貼。
圖說內容：(比例自訂)
※主標題自訂、副標題為「危老住宅重建創新設計」
(1)設計構想及概念圖 (如：容積獎勵申請額度、配置構想、動線規劃、住戶設置計畫、立面造
型設計、通用設計……等）
(2)配置圖(含一樓平面圖)
(3)住宅標準層平面圖
(4)地下停車場平面圖
(5)立面圖至少 2 向(西向及南向)
(6)剖面圖至少 1 向
(7)透視圖(戶外、室內)
■七、計畫書：
一、基本資料： 1.設計需求 2.基地分析 3.空間質量表
二、建築法規與危老條例應用檢討(容積獎勵、高度比)
三、案例分析：案例一、二、三
四、設計構想：1.泡泡圖 2.空間矩陣圖 3.替選方案 4.初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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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考書目
1.<建築設計資料集成>,日本建築學會
2.<建築師>雜誌, 88 年/7,10 月, 89 年/5,11 月, 93 年/4 月
3.<空間>雜誌, 88 年/1,5 月, 87 年/1,2,6,7,8,9 月, 86 年/4,5,8,9,10,11,12 月,
4.<台灣建築>雜誌
5.<A+U>雜誌
6.<新建築>雜誌，日本住宅雜誌
7.<國民住宅建築計劃準則研究>，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81 年
8. <好宅－集合住宅設計與品質>，詹氏書局 2006 年(有新版)
9. <綠建築在台灣>，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03-2007 年
10.智慧化居住空間專屬網站 http://www.ils.org.tw
■九、進度表
週 起訖 單
次 日期

元

進 內

1 計畫書擬定

14 5/27

回家作業
修改計劃書 / 檢討法規

2 討論計畫書

擬定危老住宅重建空間需求

期中考：快速設計

草圖一:配置圖及各層平面圖

2 計劃書

1.危老條例介紹/ 檢討法規

草圖二：

草圖一

2 分組討論草圖一、計畫書

配置圖、各層平面、立面圖

課堂作業 5：案例分析

分組製作基地環境模

3 完成計劃書繳交 討論草圖二

危
老
住
宅
重
建
創
新
設
計

草圖二

4 草圖三

5 草圖四
6 正草圖

15 6/03

草圖三：

課堂作業 6：配置圖與標準

配置、平面、立面、剖面圖

層平面圖

備齊草模材料工具

討論草圖三

草圖四：

課堂作業 7：量體模製作

配置、平面、立面、剖面、透視圖

討論草圖四

正草圖：

課堂作業 8：立面、剖面圖

配置、平面、立面、剖面、透視圖

討論正草圖

排版、完成正圖/出圖
準備正模材料

16 6/10
17 6/17
18 6/24

課 堂 實 際 進 度
1.危老條例介紹

設計構想

11 5/06

13 5/20

綱

度

10 4/29

12 5/13

容 大

0

7 繳交正圖

完成正圖 製作正模

製作正模(一組一個)

8 繳交正模/評圖

學生作品發表並評圖

準備製圖工具

期末考

快速設計

成績結算

完成「危老住宅重建創新設
計」競圖報名、繳交同意
書、圖背裱貼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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