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0 7 年 度 新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更 新 推 動 師 培 訓 計 畫 
【進階課程表】 

上課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603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5、6樓)、台灣金融研

訓院(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62號) 

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內容 時數 備註 

10/13 

(六) 

507會議室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更新事業 
都市更新可行性評估作業/ 

弘傑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辜永奇 總經理 
3 

領有建築師、都市計畫

技師、地政士、不動產

估價師、土木技師、不

動產經紀人、結構工程

技師等國家考試及格證

書者，得免訓。 

1200-1330 中午休息   

1330-1530 開發概論 
國內土地開發概論/ 

育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簡文彥 總經理 
2  

1540-1740 更新事業 
建築規劃實務/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汪俊男 建築師 
2 

領有建築師國家考試及

格證書者，得免訓。 

10/14 

(日) 

507會議室 

0830-0900 報到 
 

  

0900-1100 更新事業 

都更暨建築規劃相關注意事項/ 

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 蔡仁捷 理事

長 
2 

領有建築師國家考試及

格證書者，得免訓。 

1110-1210 更新事業 

新北市政府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案件申請

作業規範/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 謝宗育 股長 
1  

1210-1330 中午休息   

1330-1430 更新事業 

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移入

容積量體評定原則/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 張記恩 科長 
1  

1440-1640 更新事業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實務/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郭建興 總經理 
2   

10/21 

(日) 

507會議室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多元重建 
簡易都更政策及案例分享/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易德明 股長 
1.5  

1040-1210 溝通協調 

更新常見問題/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麥怡安 

主任 
1.5  

1210-1330 中午休息   

1330-1630 權利變換 
權利變換機制、流程與常見問題/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鄧涵瑛 股長 
3   

11/4 

(日) 

507會議室 

0830-0900 報到 
 

  

0900-1200 權利變換 
都市更新估價概論及常見問題/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陳玉霖 所長 
3 

領有不動產估價師、不

動產經紀人國家考試及

格證書，得免訓。 

1200-1330 中午休息   

1330-1630 權利變換 

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操作

及案例/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周俊宏 

副主任 

3 
 

 



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內容 時數 備註 

11/11 

(日) 

507會議室 

0900-0930 報到 
 

  

0930-1230 權利變換 

選配機制操作實務/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張志湧 

主任 
3  

1230-1330 中午休息   

1330-1530 自力更新 

都市更新信託及續建機制/ 

東亞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唐惠群 副總經

理 
2   

1530-1730 自力更新 

都市更新會財務運作模式及常見問題/ 

逢達不動產開發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明達 

總經理 
2  

11/25  

(日) 

507會議室 

0900-0930 報到 
 

  

0930-1030 整建維護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建築管理法令/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詹世偉 股長 
1  

1040-1140 整建維護 

公寓大廈組織與管理淺談/ 

台北市公寓大廈爭議事件調處委員會 饒後

樂 調處委員 
1  

1140-1330 中午休息   

1330-1500 整建維護 
整建維護實務案例分享及溝通技巧/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洪宜萍 科長 
1.5  

1510-1640 防災都更 

新北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法

令及實務說明/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洪宜萍 科長 
1.5  

12/8 

(六) 

507會議室 

0900-0930 報到 
 

  

0930-1030 防災都更 

新北市房屋健檢與耐震初評作業流程及補助

說明/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林兆鴻 技士 

1  

1040-1210 防災都更 

新北市推動都市計畫內防災建築再生自治條

例說明/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鄧涵瑛 股長 
1.5  

1210-1330 中午休息   

1330-1500 溝通協調 

都市更新溝通實務/ 

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林育全 副理

事長 
1.5 

 

1510-1710 溝通協調 
都市更新案例分析/ 

城林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陳美華 總經理 
2  

12/9 

(日) 

507會議室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自力更新 

都市更新稅捐實務(一)土地篇/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土地稅科 邱美玲 

科長 

1.5  

1040-1210 自力更新 

都市更新稅捐實務(二)房屋篇/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房屋稅科 陳世榮 

科長 

1.5  

1210-1330 中午休息   

1330-1530 自力更新 

自主更新財務挹注案例/ 

中國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謝慧鶯 副總經

理 
2  

1540-1740 更新事業 
都市更新相關會議及程序/ 

新北市都市更新處 徐子宏 科長 
2  



日期 授課時間 課程類別 課程內容 時數 備註 

12/23 

(日) 

台灣金融研

訓院 

0815-0830 報到   

0830-1230 實作模擬 

案例操作-分組討論/ 

弘傑不動產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辜永奇 總經

理 

4  

1230-1400 中午休息   

1400-1800 實作模擬 

案例操作-分組討論/ 

弘傑不動產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辜永奇 總經

理 

4  

【進階課程總計 58小時】 

108年 

01/12 

(六) 

603大禮堂 

1300-1330 

進階結訓測驗 

(筆試) 

報到   

1330-1530 第一節測驗 
4 

 

1600-1800 第二節測驗  

※結訓門檻(修滿下列時數始得參與進階班結訓測驗)： 

1. 未具抵減時數資格者，結訓門檻為 46小時。 

2. 具抵減時數資格者，結訓門檻為 40小時，下列抵減資格擇一認列： 

(1)曾參與 103年、104年、105、106年推動師培訓符合進階測驗資格者。 

(2)領有國家考試及格證書者【包含建築師、都市計畫技師、地政士、不動產估價師、土木

技師、不動產經紀人、結構工程技師】，並得再扣除部分課程時數（請詳見進階課程表備註

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