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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草屯鎮				

正興家園（水稻之歌七期）

巧遇都市更新

水稻之歌七期社區位於草屯鎮重劃區內，原有54戶住

戶，多為縣府和省府公務人員、老師、台電員工以及

醫護人員。於921大地震中，遭受嚴重損毀，一樓停

車層柱列因受到地震力破壞，致建物全棟下沈，二樓

成了地面層，並壓毀了所有停放在一樓的車輛，所幸

住戶皆獲平安。地震後一個月內水稻之歌七期就組織

了重建委員會，11月大樓拆除，住戶重建的決心更堅

定、也更積極。

朱國華建築師原本任職於台北大型建築師事務所，到

南投縣協助救災、安置，漁池鄉長寮尾社區蓋組合屋

就是朱建築師監工的。因緣際會在南投縣待了一段時

間之後，決定在南投開設建築師事務所創業，地點在

草屯，事務所附近就是震損的水稻之歌七期。當時積

極尋求重建方法的水稻之歌七期住戶王昌祥和陳瑜等

人，認識了朱建築師，於是開始了水稻之歌七期更新

重建的歷程。

經由營建署當時巡迴輔導籌設更新會的協助，朱建築

師認知集合住宅重建只有走都市更新一途，在向住戶

溝通後有了具體共識，2000年4月20日水稻之歌七期

與朱建築師簽約展開都市更新重建程序。當時南投

縣尚未有都市更新重建的申請案例，朱建築師四處奔

走，參加各種重建會議，並與縣政府討論更新重建的

程序和辦法，希望在當時各種重建辦法如何執行還不

很明確的情況下，能讓更新重建走得比較順利。

社區住戶與建築師於2000年5、6月討論重建需求，7

月13日送縣政府申請籌組更新會，8月4日獲准籌備，

8月15日召開成立大會，終於在9月27日獲准成立。

第一任理事長由王昌祥先生擔任，是南投縣第一個立

案的集合式住宅重建的更新會；同時也獲得行政院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選為重建示範社區，

曾在921地震週年回顧展中，展出建築設計模型。

更新會三劍客同心協調內外

王理事長、陳瑜理事、謝素娟總幹事堪稱是社區的三

劍客。王理事長把經商的決策經驗用在更新重建上，

擔任船長兼舵手，讓社區從一開始就選擇了適合的

路；在九二一重委會服務的陳理事，把重建相關訊息

分毫無差地傳達給住戶，阻止了不少流言散布；身為

受損狀況 受損狀況 工務會議

位在草屯鎮與中興新村間的水稻之歌七期，積極重建的住戶與從台北南下創業的建築師相

遇，點燃更新重建的火花，成就了南投縣第一個以都市更新重建的社區；同時也獲得行政院

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選為重建示範社區。和東勢的名流藝術世家社區同時通過

九二一基金會臨門方案審查，而兩個更新會的命運也頗為相似，向銀行聯貸始終無法成功，

直要等到臨門方案修改完成，得以提供百分之百融資後，這時才真正解決了重建經費問題。

主事者強調公正無私和雙贏的理念，是重建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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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婦但婚前在陶瓷廠從基層作業員升到副廠長的

謝總幹事，則聯繫住戶，打理社區的行政瑣事。三人

同心，其力斷金，為重建立下了非常好的基礎。

王理事長表示，剛開始住戶討論重建方案時，都沒有

人能提出真正解決的辦法，因而時起爭執，所以要感

謝該位住戶輾轉介紹了朱建築師，雖然那位住戶總是

意見最多、也最難溝通，但卻對社區重建起步貢獻最

大。了解都市更新條例和相關法規後，王理事長知道

只有都市更新的途徑能解決重建面臨的問題。當2000

年8月九二一基金會推出更新重建輔導方案時，水稻之

歌七期是少數幾個跟東勢名流藝術世家一樣，早就篤

定循都市更新重建的社區了。

住戶內部的協商總是一大問題。更新會理監事除了要

對外爭取相關機構協助外，對內也面臨住戶的各種疑

問，甚至不友善的眼光。因此，王理事長等人認為，

主事者必須公正無私，讓住戶信賴，一定要讓參與和

不參與重建者都能信任重建團隊，大家才會雙贏：參

與者取得房屋，不重建者取得土地補償金。因此對於

抱持懷疑態度，或對更新過程不盡明瞭而曲解的住

戶，更新會都秉持「雙贏」的理念，不斷溝通、協

商，解決鄰居之間的誤會或爭議，認為無論將來是否

繼續做鄰居，其實大家都是出於善意，不需要因此而

翻臉。

都市更新過程艱辛

水稻之歌七期更新重建起步時是摸著石頭過河，王理

事長等人明白都市更新條例是新的法規，在地震發生

前10個月才立法完成，地震前4個月才完成施行細則，

行政機關、規劃團隊、更新會對如何實際操作都不熟

悉，增添實施時的困難，運作起來總是左支右絀，不

太順暢。只有邊做邊學，逢山開路，遇河搭橋。透過

營建署的種子營和九二一基金會的講習，有了諮詢對

象和輔導團隊協助，漸漸地，路通了，橋也搭好了，

更新重建的道路通暢許多。

本更新單元有54位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合法建築物壹

棟計54戶，建物所有權人54人，土地面積為1,134平方

公尺，登記總樓地板面積為7,702.64平方公尺。其中有

48位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本事業計劃，同意人數比例高

達88.88%，土地持分面積同意比例為88.97%。由於參

與重建分配的住戶減少，規劃團隊了解住戶希望安全

並改善原來住宅的使用缺失，經討論後更新會決定減

戶重建。

在大樓結構安全方面，結構系統整齊單純化，加強抗

震能力，規劃興建9層雙併大樓3棟，每層6戶，其中地

下一層及地面一層作停車使用，2至9層為住宅使用，

共計48戶。為了給住戶有更好的生活空間，內部格局

能更有效運用，設計時打破原建築的規劃，也申請了

少量容積獎勵，讓每戶空間都增加，經過住戶協商重

新指配房屋位置。而且還拓展公共空間，藉此機會增

加原有生活機能，提升環境品質，要在滿足實際使用

需求及合理營建費用的條件下，創造最好的居住環

境。

更新會與規劃團隊充分合作，終於在2000年12月13日

舉辦事業計畫和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2001年2月22

日事業及權更計畫書送縣政府審議，歷經5個月，7月

9日縣政府公布實施，7月20日取得建造執照。更新重

建規劃告一段落，經過8月二次公開評選也選出營造

廠，要開始興建的工程了，可是重建經費卻還沒有著

落。

等待「臨門」一腳

王理事長等人都明白，沒有經費重建終究還是只能停

留在紙上作業，2000年底就曾經與銀行團舉行融資

會議，結果與大多數社區一樣鎩羽而歸，無法取得社

區重建的全部融資。直到取得建照，建設經費已是迫

在眉睫。而當時九二一基金會董事會剛通過「臨門方

案」，這個方案就像及時雨，可以申請九二一基金會

的自備款融資和價購餘屋，其餘的重建經費則擬向銀

行辦理聯貸。

水稻之歌七期於2001年10月22日和名流藝術世家同時

通過九二一基金會臨門方案審查，而兩個更新會的命

運也頗為相似，向銀行聯貸始終無法成功，要等到臨

門方案修改完成後，得以提供百分之百融資，這時才

真正解決了重建經費問題，成為臨門家族第2號，重建

工程可以動工了。和名流藝術世家一起，2002年3月

22日，水稻之歌七期通過臨門方案修訂後的第一次審

查，重建經費終於全部到位，理監事和住戶放下了心

裡懸著已久的石頭。

正興家園

2003年4月18日水稻之歌七期取得使用執照，5月24

日，雖然正值SARS橫行，住戶還是高興地舉辦落成

典禮，社區更名為「正興家園」，結束了水稻之歌七

期時代。社區住戶對居住品質要求很高，而朱建築師

也有意把台北的經驗融入更新重建，因此正興家園的

設計與設備就有不同的考量，例如住家的採光、通

風、收納空間等設計時都特別注意，而且還規畫了屋

頂花園；設備方面經過溝通，住戶同意採用比較貴的

無機房電梯，這在當時是個創舉。正因住戶和團隊高

品質的要求，打造了全新的優質生活空間，重建過程

中就已經有人購買餘屋，最後所有餘屋一間不剩，十

分搶手。大家都很滿意重建後的正興家園，住戶不只

珍惜，而且愛護，像王理事長雖然經商忙碌，時常出

國，但都還是把握回到這兒的短暫休息時光。正興家

園的重建，在南投縣所起的示範作用，正如同名流藝

術世家在台中縣所扮演的角色一樣，鼓勵了不少南投

縣的受災社區努力走向更新重建之路。(文 張劭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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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期間住戶焢窯 舉辦公聽會 朱國華建築師 王昌祥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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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草屯鎮水稻之歌七期都市更新事業

南投縣草屯鎮正興街102巷17、19號

草屯水稻之歌七期都市更新會

1,134.00㎡

住宅區

產權：全為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54人 概況：54戶   建物面積：7,702.64㎡    921地震後判為全倒建築物

集合住宅    建築面積：664.30㎡    實設建蔽率：58.58%    法定容積率：200%    更新獎勵容積：3,561.77㎡

總樓地板面積：7,314.53㎡     構造樓層：RC地下1層/地上9層     停車位數：汽車48輛   戶數：48戶

參與分配：34戶

權利變換

116,122,717元

184,172,640元

朱國華建築師事務所、宏大不動產鑑定公司

朱國華建築師事務所

中華民國企業技術鑑定委員會、宏大不動產鑑定公司、環宇不動產鑑定公司

成中恒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銀行南投分行

中國建築經理公司

張耀宗地政士事務所

實施方式

更新實施費用

總銷金額

都市更新規劃單位

建築設計

不動產估價

施工

管理銀行

建築經理公司

產權登記

案名

基地位置

實施者

基地面積

使用分區

更新後

更新前

事業內容摘要

推動歷程

1999.10∼   組成重建委員會

2000.09.21   震災週年重建示範社區

2000.09.27   取得都市更新會立案許可

2000.12.20   第一次融資會議

2001.07.09   縣府核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劃

2001.07.20   取得建築執照

2001.12.05   正式動工

│南投縣 正興家園│

2002.01.19   與營造廠簽訂合約

2002.12.25   興建工程完成

2003.04.18   取得使用執照

2003.04.30   都市更新事業計劃及權利變換計劃

                  修正版發布實施

2003.05.24   社區舉辦落成典禮

2003.11.24   完成房屋稅籍申報

南投縣草屯鎮				

新豐社區

新豐都市更新單元位在草屯都市計畫外，屬鄉村區乙

種建築用地，921地震後原來的三合院倒塌拆除，因

單元內共有30筆地號分屬45人持有，無法進行個別重

建，而「九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十九條明訂，

災區鄉村區也可以依都市更新辦理重建，因此解決了

住戶重建的難題。

「新豐都市更新會」於2003年8月20日縣政府核准立

案，基地內有18戶二、三層樓RC構造或磚造房屋受損

輕微，故劃為維護區段，其餘劃則為重建區段。土地

所有權人共44位，24位同意事業計畫，比例過半；建

物所有權人有11位，8位同意事業計畫，比例為72%。

規劃更新為戶數共11戶、4層樓透天厝，總樓地板面積

增加不少，居住品質因此獲得改善。

本更新單元內也規劃了6公尺的社區道路，並且把電

力、電信等管線都地下化，營造更合宜的社區環境。

2006年8月10日事業計畫和權利變換計畫公告實施，但

因招商過程不順利，所以重建工程並未全部展開。

(文  張劭農)

事業內容摘要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都市更新事業

南投縣草屯鎮稻香路109、110、111號等

新豐都市更新會

7,130.62㎡

鄉村區

產權：公有290.90㎡   私有6,839.72㎡                               

所有權人44人    概況：6戶

建物面積：329.90㎡

921地震後判為全倒建築物

透天住宅       建築面積：580.94㎡

實設建蔽率：44.23%

法定容積率：240%

總樓地板面積：2,249.43㎡

構造樓層：RC地上4層

戶數：11戶   參與分配：5戶

權利變換

36,304,625元

99,124,037元

陳人忠建築師事務所

陳人忠建築師事務所

歐亞不動產鑑定公司、產經不動產鑑定公司、環

宇不動產鑑定公司

實施方式

更新實施費用

總銷金額

都市更新規劃單位

建築設計

案名

基地位置

實施者

基地面積

使用分區

更新後

更新前

不動產估價

推動歷程

2003.04.08   都市更新會核准籌設

2003.08.20   都市更新會核准立案

2006.07.17   事業計畫審查及權利變換審查審竣

2006.08.10   公告實施

公聽會

2003
?

翰宇設計顧問有限公司提供

2006年5月24日落成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