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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辦理緣起緣起

• 以公辦都更處份營改土地，
挹注營改基金

–本更新案係為配合中央及
地方重大建設申請劃定之

中央補助辦理都市更

新規劃招商案

土地移轉國產署管理，

處分得款挹注國軍營

舍及設施改建基金

102年

103年

地方重大建設申請劃定之
都市更新地區，基地將採
都市更新方式開發

臺南市府認屬地方重

大建設，辦理都市

更新地區劃定

都市更新計畫

發布實施

完成招商前置作業

，預計年底上網招商

104年

104年

106年



招商基地區位招商基地區位

安平區
招商基地



招商基地招商基地周邊周邊現況現況

水景公園

安平水景橋

林默娘公園安平休憩碼頭

安平小砲台

安平古堡、

安平老街
水景公園

招商基地招商基地

湖濱水鳥公園

安平老街

安平豆花、舊

聚落



招商招商基地周邊現況基地周邊現況

夕遊出張所

湖濱水鳥公園

沙灘公園

招商基地招商基地

安平豆花、舊

聚落

安平古堡、

安平老街

安平樹屋

沙灘公園

水景公園

安平水景橋

安平小砲台



招商基地與更新地區的關係招商基地與更新地區的關係

� 104年 –都市更新計畫

發布實施

– 民國104年4月13日公告發
布實施都市更新計畫

� 更新地區範圍劃定

– 範圍為特文二及古5(夕遊出張所)

之完整街廓，總面積約為7.46公頃。

招商
範圍

(1.11公頃)



土地權屬土地權屬

• 土地面積

– 11,140㎡

– 100%公地

▼ 土地權屬分佈示意圖

• 土地權屬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土地使用強度土地使用強度

• 土地使用分區

–本基地為第二
種特定文化專
用區，簡稱

▼ 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用區，簡稱
「特文二」，
建蔽率60%；
容積率240%。



土地使用管制土地使用管制

• 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特文二)：藝文創意
研發型

–以在地藝文駐站、提昇技術研發與培育創意文
化，並提供複合型觀光住宿機能之使用為主。化，並提供複合型觀光住宿機能之使用為主。

–為容積接受基地

–最小開發規模10,000m²

–受到都市設計管制

• 退縮建築

• 需配合自行車道系統規劃並應串連觀光休憩據點



更新地區發展構想更新地區發展構想

• 結合遊憩資源，提升觀

光產業環境

– 依循特文二 容許使用項
目、都市更新計畫指導

▼ 土地使用構想示意圖

目、都市更新計畫指導

– 本案先期規劃構想：朝
往觀光旅館、設計旅館
(Design Hotel) 、精品
飯店發展，並集中留設
開放空間，塑造整體開
放空間軸帶。

▼ 開放空間構想示意圖



觀光市場觀光市場現況現況

• 臺南市觀光人次成長概況

–自民國92年至102年，至大臺
南地區觀光人次由1,281萬人
次增加至2,303萬人次，成長次增加至2,303萬人次，成長
率為5.32%。

• 安平為臺南觀光重點地區

–安平古堡為國內10大旅遊到
訪據點之一，全國排名第6。

–安平小鎮為臺南市熱門觀光景
點之一，全市排名第3。

觀光遊憩區 102年觀光人次(人次)

南鯤鯓代天府 9,371,650

麻豆代天府 4,580,817

安平小鎮 1,922,398

赤崁樓 1,002,202
走馬瀨農場 875,326
七股鹽山 736,719

祀典武廟 713,115

關仔嶺 652,945

大天后宮 625,214

虎頭埤 371,559

臺南市重要遊憩景點觀光人次統計臺南市重要遊憩景點觀光人次統計
2013 2013 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 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



招商基地開發內容招商基地開發內容

• 本案更新事業主體定
位：以結合「藝文創
意研發」為主軸，型
塑多樣化的文創場域
為目標。

▼ 親水遊憩空間示意圖

為目標。

– 為提升地區觀光產業
收益，且滿足臺南市
觀光遊客食宿需求，
經旅館供需分析及評
估，本案基地適合觀
光旅館之開發。

▼ 結合古蹟庭園空間示意圖



招商量體招商量體模擬模擬

• 容積上限為法定容積
的1.5倍(含容積移入)

• 容積獎勵引導開發

–公益性設施相關獎勵

▼ 臺南市容積獎勵核算基準摘要表

–公益性設施相關獎勵
作為優先申請項目，
合計申請獎勵額度不
得少於15%。



更新更新公益公益性性設施設施

• 由實施者提供公共停車位，並移轉登記為
主管機關所有

–基於地區發展觀光，具有外來車輛臨停需求，
本案公益性設施以提供「公共停車位」為優先。本案公益性設施以提供「公共停車位」為優先。

▼ 公益性設施產權關係示意



開發模擬開發模擬



招商方式及各招商文件簽署對象招商方式及各招商文件簽署對象

• 招商方式：設定地上權

• 招商文件(申請須知+委託契約+設定地上權契約)

–由市府與最優申請人簽訂都市更新委託實施契
約。約。

–由國產署與最優申請人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
（臺南（臺南市市政府）政府）

最優申請人
（投資廠商）

委託實施契約

土地管理機關土地管理機關
（國有財產署）（國有財產署）

最優申請人
（投資廠商）

設定地上權契約



評選評選程序程序

• 一次投標，三階段審查及決標



廠商資格廠商資格

條文編號條文編號 條文內容條文內容

3.4.1
(一般資格)

1.申請人以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第14條規定依中華民國公司法設立之單一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不得由2家(含)以上之公司共同申請。

2.財務一般資格：申請人在申請期限截止日前3年內，須無不良票據信用暨金融機構授信信用

紀錄，並已完成繳納營業稅與營利事業所得稅。

3.申請人所組之團隊成員(含協力廠商)須至少具備開業建築師、執業都市計畫技師之資格。

1.於申請期限截止日前5年內，申請人及其協力廠商曾擔任起造人或承造人，並完成住宅或商

3.4.2
(開發能力)

1.於申請期限截止日前5年內，申請人及其協力廠商曾擔任起造人或承造人，並完成住宅或商

業使用建築開發實績，累計建築總樓地板面積達50,000平方公尺(含)以上。

2.申請人未能符合前項規定資格者，得尋求符合該規定資格之1家協力廠商，由申請人及該協

力廠商簽署「協力廠商合作同意書」後，取得前項規定之資格。

3.申請人或協力廠商任一成員應具有一般旅館、觀光旅館或國際觀光旅館之現正經營實績。

3.4.3
(財務能力)

1.申請人實收資本額為新臺幣 1億元(含)以上。

2.申請人淨值不低於實收資本額。

3.申請人之流動資產不低於流動負債。



投資經費預估投資經費預估
• 民間投資(含開發權利金)約21億元

• 綜整申請人/實施者投資過程應繳費用

• 預定106年底上網招商



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招商招商基地現況基地現況

夕遊出張所

安平水景橋安平樹屋、

德記洋行

水景公園

安平豆花、舊

聚落

招商基地招商基地

州平路



更新更新地區發展地區發展構想構想

• 打造文化
創意發展
核心

• 以公有地• 以公有地
開發做為
啟動引擎

• 公園化整
體規劃



旅館供需旅館供需分析分析

• 安平區旅館房間供給(833間)
– 一般旅館數計8家總房間數390間

– 籌備中及興建中之國際觀光旅館

計2家，預計增加443間房間數

• 安平區旅館房間需求(目標年106年)• 安平區旅館房間需求(目標年106年)
– 國內：假日1,251間，非假日226間

– 國外：假日132間，非假日143間

– 推計假日需求數為1,383間、平日房
間需求數為369間

• 安平仍有旅館供給市場(不足550間)
– 旅館房間最大需求數為假日1,383間



招商基地開發內容招商基地開發內容

• 依都市計畫指導，做為親水文化休憩使用

–結合水景公園之景觀設計，營造親水、遊憩空間

歷史水景公園歷史水景公園

招招商商基地基地

遊艇碼頭遊艇碼頭



開發模擬開發模擬



開發模擬開發模擬



契約簽契約簽屬屬關係關係

• 由臺南市政府擔任主辦機關，準用「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公開評選實施者



招商作業流程招商作業流程

• 文件遞送

• 資格審查

• 綜合評審

– 80分合格– 80分合格

• 開標決標

• 議約簽約



更新事業建議書內容重點更新事業建議書內容重點



評選項目及配分評選項目及配分



申請人承諾事項申請人承諾事項函函

• 申請人填寫承諾事項

– 容積率之使用額度
• 承諾提送審議容積率

– 客房占容積總樓地板– 客房占容積總樓地板
面積比例(不得低於
60%)

– 公共停車位席次(不
得低於100席)

– 其他承諾事項
• 由申請人自行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