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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簡介基地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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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

都市更新推動計畫之審查建議都市更新推動計畫之審查建議都市更新推動計畫之審查建議都市更新推動計畫之審查建議都市更新推動計畫之審查建議都市更新推動計畫之審查建議都市更新推動計畫之審查建議都市更新推動計畫之審查建議

經建會審查本部提報「98-101年都市更新推動計畫」，建請本部主動

勘選適合地區自行實施，作為示範案例。

全面推展都市更新事業全面推展都市更新事業全面推展都市更新事業全面推展都市更新事業全面推展都市更新事業全面推展都市更新事業全面推展都市更新事業全面推展都市更新事業

依97年1月16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各級主管機關為推動都市更新

事業，得設置都市更新基金」，因此冀透過辦理本更新示範計畫充實中

央都市更新基金財源，俾利永續經營，持續協助各級政府機關(構)推動

都市更新。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作為透過都市更新，調整都市機能，健全都市發展之示範計畫。

鼎興營區鼎興營區鼎興營區透過都市更新透過都市更新透過都市更新透過都市更新透過都市更新透過都市更新透過都市更新透過都市更新 都市發展示範都市發展示範都市發展示範都市發展示範都市發展示範都市發展示範都市發展示範都市發展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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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區位
位於民權東路三段、龍江路口

鄰近松山機場、捷運中山國中站及
建國快速道路匝道

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

((((((((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60060060060060060060060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

((((((((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11111111公里公里公里公里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

((((((((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距本單元20020020020020020020020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臺北大學

榮星花園榮星花園榮星花園榮星花園

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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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現況

-10,842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25%6,079住住住住3

-1,658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841

2,264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m2)

225%
商商商商3特特特特

(住住住住3)

400%
商商商商3特特特特

(住住住住3-2)

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分區分區分區分區

優先更新單元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商商商商3333特特特特（（（（住住住住3333----2222））））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商商商商3333特特特特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住住住住3333

商商商商3333特特特特

商商商商3333特特特特（（（（住住住住3333））））

更新地區範圍更新地區範圍更新地區範圍更新地區範圍 優先更新單元優先更新單元優先更新單元優先更新單元圖例說明圖例說明圖例說明圖例說明

民權東路三段(4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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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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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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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屬分析

公有土地佔90%，為臺北市中
心難得之大面積公有土地。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其他私人其他私人其他私人其他私人
(44人人人人)

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瑠瑠瑠瑠公公公公
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農田水利會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9.92%1,076.00

88.45%9,589

100.00%10,842.0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4.73%513.00 

5.19%563.00 

私私私私
有有有有

1.63%177.00

0.11%12.00 新工處新工處新工處新工處

1.52%165.00財政局財政局財政局財政局

市市市市
有有有有

0.10%11.00 軍備局軍備局軍備局軍備局

88.35%9,578.00 國產局國產局國產局國產局

國國國國
有有有有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土地面積土地面積土地面積土地面積㎡㎡㎡㎡所有權人所有權人所有權人所有權人

臺北市中山區榮星段三小段



市場發展潛力市場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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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市場分析

基地周邊觀光旅館營運概況

平均房價約2,300~6,300元，其中

以六福皇宮平均房價6,391元最高

平均住房率7成以上，其中以美麗

信花園酒店住房率90%最高

松山機場10分鐘車行距離內，

觀光旅館數約為4家，總客房數

為1,084間，平均房價4,154元

6,39169%288六福皇宮

2,38990%203美麗信花園酒店

5,022 68%343西華大飯店

2,815 71%250兄弟大飯店

平均房價
(元/間)

住用率房間旅館名稱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仲量聯行研究整理，民國98年3月

松山機場10分鐘車型半徑內之國際觀光旅館營運概況

觀光旅館(含國際及一般) 一般旅館(規模較大) 一般旅館 本案位置

10分鐘車行半徑
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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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周圍主要辦公大樓說明

資料來源：仲量聯行研究調查，民國98年2月 註：國華人壽於98年2月主要承租戶搬遷，造成該季空置率增加

A辦本案基地 知名B辦

2
3

54

1

辦公室市場分析
辦公大樓集中於民權東路、民生東路沿線

主要辦公大樓多知名企業進駐，包括美商

奇異、諾基亞等

96~97年租金行情與出租率維持平穩

97年Q4平均租金約2,200~2,400元/坪

97年Q4空置率約5%(於合理空置率5%內)

多為外商所租用，包含台灣諾基亞、美
商團智科技等

0%13約4.2米約5,000約300
2,300～
2,500

漢德民生
大樓

5

多為外商所租用，包含美商奇異、新加
坡商惠普等

3.40%14約4米約14,000約620
2,300～
2,500

新光民生
大樓

4

多為國內知名企業，包含澎湖灣開發建
設、理成營造、甲桂林廣告等

0%20約2.9米約10,000約460
2,000～
2,200

美孚時代
大樓

3

外商及國內知名企業為主，包含德國萊
因、愛迪達、美商安邁科技等

25%16約3.8米約15,000約630
2,200～
2,400

國華人壽
大樓

2

全球人壽自用為主15%15約3.6米約11,000約610
2,300～
2,500

全球人壽
總部大樓

1

承租戶空置率樓層數
標準層
高度

總樓地板
面積(坪)

標準層
面積(坪)

租金
(元/坪) 

大樓名稱
編
號

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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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市場分析

基地周邊為鄰里型小型商

店，供居民及學生需要

以餐飲、超市等為主

集中於合江街、龍江路、

錦州街

店面租金行情

主要道路沿街租金約2,500

元/坪～3,500元/坪

巷內租金約1,500元/坪～

2,500元/坪

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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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市場分析
住宅行情住宅行情住宅行情住宅行情住宅行情住宅行情住宅行情住宅行情

基地周圍預售行情約為60~70

萬元/ 坪

南京東路至市民大道間約為
50~60萬元/坪

產品型態產品型態產品型態產品型態產品型態產品型態產品型態產品型態

周邊住宅開發案多定位為換屋產品

文華苑因鄰近松山機場、面林蔭大
道等條件，規劃為豪宅產品

60 坪1870崇源機構戀戀長安12

單層單戶4房1155中央建路工程御藏11

套房2060永登建設TOWN HOUSE10

11-15坪小套房2853耀達建設達永APPLE9

3房及樓中樓1155葉財記建設長安樂府8

4米2樓中樓未定55金展建設美立方7

22%建蔽4房2055宏築建設星光大道6

1-2房產品6050皇翔建設皇翔Rich5

260坪酒店管理46150達欣開發文華苑4

單層單戶663上輝建設上輝合江街案3

4房規劃5270興富發建設松江敦華2

2～3房產品19765遠雄建設遠雄首府1

規劃戶數行情價(萬元/坪)建商建案名編號

基地周圍主要住宅概述

資料來源：租售報導、仲量聯行調查
1212

66

22

11

55

44444444
99

88
1010

33

77

1111 區域推案以小套房區域推案以小套房區域推案以小套房區域推案以小套房區域推案以小套房區域推案以小套房區域推案以小套房區域推案以小套房

及一般產品為主及一般產品為主及一般產品為主及一般產品為主及一般產品為主及一般產品為主及一般產品為主及一般產品為主

區域推案多為換屋產品區域推案多為換屋產品區域推案多為換屋產品區域推案多為換屋產品區域推案多為換屋產品區域推案多為換屋產品區域推案多為換屋產品區域推案多為換屋產品

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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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發展潛力

本案具區位及交通優勢本案具區位及交通優勢本案具區位及交通優勢本案具區位及交通優勢，，，，利於利於利於利於本案具區位及交通優勢本案具區位及交通優勢本案具區位及交通優勢本案具區位及交通優勢，，，，利於利於利於利於

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吸引商務及觀光客駐留

來臺觀光旅客持續成長，且70%住

宿臺北市。

松山機場將為商務機場，未來開啟

東京、上海、首爾等航線，預期帶

動臺北市商務住宿及觀光需求

距松山機場十分鐘車行內，本案較

周邊旅館具相對區位之優勢

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聚集主要區域之一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聚集主要區域之一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聚集主要區域之一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聚集主要區域之一，，，，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聚集主要區域之一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聚集主要區域之一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聚集主要區域之一基地周邊辦公大樓為外商聚集主要區域之一，，，，AA級辦公大樓空置級辦公大樓空置級辦公大樓空置級辦公大樓空置級辦公大樓空置級辦公大樓空置級辦公大樓空置級辦公大樓空置

率低率低率低率低，，，，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具開發辦公及具開發辦公及具開發辦公及具開發辦公及率低率低率低率低，，，，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加上區位及交通優勢及整體生活機能優勢，，，，具開發辦公及具開發辦公及具開發辦公及具開發辦公及

旅館之潛力旅館之潛力旅館之潛力旅館之潛力旅館之潛力旅館之潛力旅館之潛力旅館之潛力

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捷運中山國中站
（（（（距本案距本案距本案距本案20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快速道路匝道

（（（（距本案距本案距本案距本案60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
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松山機場

（（（（距本案距本案距本案距本案1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台北
大學

榮星
公園

五常
國小

五常
國中

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基地位置
中山
國中



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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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區位環境優勢，引進複合商業設施，塑造優質住宅區。

結合捷運通廊與榮星公園之聯通，創造步行綠廊，成為地區重要綠軸。

榮星公園榮星公園榮星公園榮星公園

商業商業商業商業/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中山國中中山國中中山國中中山國中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辦公辦公辦公辦公
大樓大樓大樓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辦公辦公辦公辦公
大樓大樓大樓大樓

商業商業商業商業/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捷捷捷捷
運運運運
中中中中
山山山山
國國國國
中中中中
站站站站

捷運生活步廊捷運生活步廊捷運生活步廊捷運生活步廊

步
行

綠
廊

步
行

綠
廊

步
行

綠
廊

步
行

綠
廊

辦公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

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商業商業商業商業/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住宅區

優質住宅區優質住宅區優質住宅區優質住宅區

商務設施區商務設施區商務設施區商務設施區

廣場廣場廣場廣場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更新地區範圍
資料來源：依「臺北市大面積公有土地地區更新計畫案總結報告書」再製

更新地區整體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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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定位

定位定位定位定位：：：：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定位定位定位定位：：：：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 (依臺北市政府先期規劃報告)

「優質住商複合型區域」，以商辦、商務旅館為主體，並引入優

質住宅區。

複合式商務設施複合式商務設施 捷運步行綠廊捷運步行綠廊 優質住宅社區優質住宅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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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構想

優質複合型社區示範優質複合型社區示範優質複合型社區示範優質複合型社區示範優質複合型社區示範優質複合型社區示範優質複合型社區示範優質複合型社區示範

住商複合機能可提升地區居住品質。

樂活生活廊道樂活生活廊道樂活生活廊道樂活生活廊道樂活生活廊道樂活生活廊道樂活生活廊道樂活生活廊道

提供開放空間連接捷運中山國中站及

榮星公園，打造悠活步行綠廊。

公園用地位置後續可由實施者整體規

劃調整。

綠建築設計綠建築設計綠建築設計綠建築設計綠建築設計綠建築設計綠建築設計綠建築設計

規劃銀級綠建築。



投資內容及招商條件投資內容及招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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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要項
規劃興建規劃興建規劃興建規劃興建「「「「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規劃興建規劃興建規劃興建規劃興建「「「「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臺北市北區地區商業中心」」」」

更新後規劃商業之樓地板面積比例以不低於50%為原則，其中做辦公使用之樓地板

面積不得超過25%。

可依都市更新條例及其他法律規定申請容積獎勵、享有稅捐減免。

需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

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公共設施用地調整公共設施用地調整

計畫道路變更後應留設等面積之公園用地，由實施者負責規劃興闢。變更後仍應留

設通路供公眾通行。

實施者可主張擴大更新單元範圍並整合相鄰私有土地實施者可主張擴大更新單元範圍並整合相鄰私有土地實施者可主張擴大更新單元範圍並整合相鄰私有土地實施者可主張擴大更新單元範圍並整合相鄰私有土地實施者可主張擴大更新單元範圍並整合相鄰私有土地實施者可主張擴大更新單元範圍並整合相鄰私有土地實施者可主張擴大更新單元範圍並整合相鄰私有土地實施者可主張擴大更新單元範圍並整合相鄰私有土地。

預估共同負擔金額約預估共同負擔金額約預估共同負擔金額約預估共同負擔金額約預估共同負擔金額約預估共同負擔金額約預估共同負擔金額約預估共同負擔金額約4747億元億元億元億元，，，，更新後可創造約更新後可創造約更新後可創造約更新後可創造約億元億元億元億元，，，，更新後可創造約更新後可創造約更新後可創造約更新後可創造約107107億之不動產價值億之不動產價值億之不動產價值億之不動產價值。。。。億之不動產價值億之不動產價值億之不動產價值億之不動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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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速都市計畫變更審議時程加速都市計畫變更審議時程加速都市計畫變更審議時程加速都市計畫變更審議時程

●●●●●●●●3.向私地主召開說明會向私地主召開說明會向私地主召開說明會向私地主召開說明會

○○○○○○○○●●●●●●●●2.完成更新地區劃定完成更新地區劃定完成更新地區劃定完成更新地區劃定

●●●●●●●●○○○○○○○○1.完成國有土地撥入完成國有土地撥入完成國有土地撥入完成國有土地撥入、、、、地上物騰空地上物騰空地上物騰空地上物騰空應應應應

辦辦辦辦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4.配合辦理土地鑑界及其他必要事項配合辦理土地鑑界及其他必要事項配合辦理土地鑑界及其他必要事項配合辦理土地鑑界及其他必要事項

●●●●●●●●○○○○○○○○○○○○○○○○3.地上物拆除作業地上物拆除作業地上物拆除作業地上物拆除作業

●●●●●●●●○○○○○○○○1.加速都市更新審議時程加速都市更新審議時程加速都市更新審議時程加速都市更新審議時程

協協協協

助助助助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
((國產局國產局國產局國產局、、、、軍備局軍備局軍備局軍備局國產局國產局國產局國產局、、、、軍備局軍備局軍備局軍備局))

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註：各政府機關實際應辦及協助事項，以公告招標文件所載為準。

政府提供協助
●●●●●●●●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協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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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權利實施者權利實施者權利實施者權利實施者權利實施者權利實施者權利實施者權利

更新後可取得權利變換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房地價值。

國有土地原更新後應分配之價值。

實施者義務實施者義務實施者義務實施者義務實施者義務實施者義務實施者義務實施者義務

負責本更新單元整體規劃設計及興建。

負擔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所需費用，並辦理各項審議及申請作業。

規劃設計時，應考量周邊私有土地後續開發之權益，避免造成周邊

建物配置之不便。

指定本案信託銀行並負擔信託費用。

應分期繳付權利金予主辦機關。

實施者權利與義務

65%第五期:產權登記

20%第四期:取得使照

5%第三期:取得建照

5%第二期: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5%第一期:簽約完成

繳付權利金繳付權利金繳付權利金繳付權利金
之金額比例之金額比例之金額比例之金額比例

分期方式分期方式分期方式分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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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方式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營建署

辦理公開評選實施者、簽約、監督執行及履約管理，並受

理申訴、協調等有關事宜。

全區劃為重建區段，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國有土地將撥入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更新後中央都市更新

基金以領取權利金為原則。

招商方式招商方式招商方式招商方式招商方式招商方式招商方式招商方式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第5條之1

評選方式：依促參法之申請及審核程序辦理，並以價格加

權法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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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程序

依促參法辦理評審

作業。

價格加權法決標。

公告更新地區公告更新地區公告更新地區公告更新地區

訂定開發辦理原則訂定開發辦理原則訂定開發辦理原則訂定開發辦理原則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公開招標公開招標

流標流標流標流標
招商準備作業招商準備作業招商準備作業招商準備作業

公告招商文件公告招商文件公告招商文件公告招商文件

資格審查資格審查資格審查資格審查

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

擬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擬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擬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擬定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合法建築拆遷補償作業合法建築拆遷補償作業合法建築拆遷補償作業合法建築拆遷補償作業

工程施工工程施工工程施工工程施工

接管及差額價金找補接管及差額價金找補接管及差額價金找補接管及差額價金找補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分回權利金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分回權利金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分回權利金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分回權利金))))

產權登記產權登記產權登記產權登記

都市更新事業及權變計畫公告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及權變計畫公告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及權變計畫公告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及權變計畫公告實施

更新成果備查更新成果備查更新成果備查更新成果備查

議約議約議約議約、、、、簽約簽約簽約簽約
通知私地主舉辦說明會通知私地主舉辦說明會通知私地主舉辦說明會通知私地主舉辦說明會

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營建署

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

實施者實施者實施者實施者

完成土地撥入完成土地撥入完成土地撥入完成土地撥入

前置作業階段前置作業階段前置作業階段前置作業階段

評選階段評選階段評選階段評選階段

規劃興建階段規劃興建階段規劃興建階段規劃興建階段

辦理信託辦理信託辦理信託辦理信託



後續作業時間後續作業時間



24

未來預計招商時程

公告招商：民國99年3月公告

截標：民國99年6月

評選：民國99年7月

都市更新事業及權變計畫送件：民國100年4月

都市更新事業及權變計畫公告實施：民國100年12月

開工：民國101年7月

取得使照：民國104年7月

產權登記：民國104年12月

都更成果備查：民國105年2月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歡迎各界踴躍投資歡迎各界踴躍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