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報單位：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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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更新單元更新單元更新單元更新單元1及單元及單元及單元及單元2））））都市更新實施者案都市更新實施者案都市更新實施者案都市更新實施者案

基隆市政府公開評選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基隆市政府公開評選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基隆市政府公開評選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基隆市政府公開評選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

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都市更新計畫（（（（更新單元更新單元更新單元更新單元1及單元及單元及單元及單元2））））都市更新實施者案都市更新實施者案都市更新實施者案都市更新實施者案

招商說明會簡報



簡報內容

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

市場發展潛力市場發展潛力市場發展潛力市場發展潛力

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

開發內容要項開發內容要項開發內容要項開發內容要項

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

後續作業時間後續作業時間後續作業時間後續作業時間

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



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



基地區位

位於基隆市東北方

和平島東南側水岸
之單元1、2



污水處理廠聯外道路

� 已爭取到生活圈道路經費

� 將跨海接至台二線

基地區位

聯外交通 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污水處理廠

和平橋和平橋

和平島和平島

基隆市基隆市

正濱漁港正濱漁港正濱漁港正濱漁港
八尺門港八尺門港八尺門港八尺門港 貯貯貯貯木木木木池池池池

北寧路北寧路北寧路北寧路

中 正 路
中 正 路
中 正 路
中 正 路

正正正正
濱濱濱濱
路路路路

唯一聯絡道路唯一聯絡道路唯一聯絡道路唯一聯絡道路唯一聯絡道路唯一聯絡道路唯一聯絡道路唯一聯絡道路

計計計計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畫畫畫畫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線線線線線線線線

計計計計計計計計
畫畫畫畫畫畫畫畫

路路路路路路路路

線線線線線線線線海濱國宅海濱國宅海濱國宅海濱國宅 中油廠區中油廠區中油廠區中油廠區
海濱國宅
連絡道

海洋大學海洋大學海洋大學海洋大學

� 基地以和平橋聯外
� 接至台二線(濱海公路)

經中正路往市中心
經北寧路往海科館



基地基本資料
單元1：12,916.65 m2

單元2： 6,247.52 m2
招商範圍
� 面積：19,164.17m2

� 權屬：公有



基地基本資料

使用現況

台船鑄造廠已拆除

漁市大街

景觀步道

退員宿舍

和平街建物

單元1、2交界



基地基本資料

內政部都委會第內政部都委會第內政部都委會第內政部都委會第682682682682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審審審審

定由甲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定由甲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定由甲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定由甲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

區區區區，，，，回饋比例為回饋比例為回饋比例為回饋比例為回饋比例為回饋比例為回饋比例為回饋比例為22.5%22.5%22.5%22.5%22.5%22.5%22.5%22.5%。。。。

發展強度為發展強度為發展強度為發展強度為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60%60%60%60%60%60%60%60%，，，，容積容積容積容積，，，，容積容積容積容積

率率率率率率率率250%250%250%250%250%250%250%250%（（（（依審定後之細部計依審定後之細部計依審定後之細部計依審定後之細部計

畫書規定為準畫書規定為準畫書規定為準畫書規定為準）。）。）。）。

目前尚未發布實施目前尚未發布實施目前尚未發布實施目前尚未發布實施目前尚未發布實施目前尚未發布實施目前尚未發布實施目前尚未發布實施，，，，應俟實應俟實應俟實應俟實

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後，，，，再再再再

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圖報圖報圖報

內政部核定後實施內政部核定後實施內政部核定後實施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mmmm222262,283.662,283.662,283.662,283.6允建容積允建容積允建容積允建容積

%325獎勵後容積率

假設值1.3都更獎勵係數

%250法定容積率

%60法定建蔽率

m219,164.17單元1+單元2總面積允建容積試算

都市計畫內容



市場發展潛力市場發展潛力市場發展潛力市場發展潛力



開發潛力
位於基隆觀光發展軸帶

和平島地質公園與濱海遊憩區和平島地質公園與濱海遊憩區

和平島東南側水岸更新和平島東南側水岸更新

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更新
及海洋廣場計畫

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更新
及海洋廣場計畫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

觀光發展軸

輕軌預定路線
（尚未核定）

污水處理廠聯外
道路預定路線

與本基地有關
之輕軌車站



開發潛力

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更新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更新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更新基隆火車站暨西二西三碼頭更新

輕軌建設輕軌建設輕軌建設輕軌建設

海洋廣場海洋廣場海洋廣場海洋廣場

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海洋教育與觀光休閒園區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區域建設支撐



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



更新地區整體發展構想

住宅住宅住宅住宅2棟棟棟棟

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
遊艇港遊樂區遊艇港遊樂區遊艇港遊樂區遊艇港遊樂區

休閒渡假區休閒渡假區休閒渡假區休閒渡假區 行政與地行政與地行政與地行政與地標空間區標空間區標空間區標空間區

住宅住宅住宅住宅2棟棟棟棟
主題及遊主題及遊主題及遊主題及遊憩產業館憩產業館憩產業館憩產業館

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觀光漁市大街

行政與地行政與地行政與地行政與地行政與地行政與地行政與地行政與地

標空間區標空間區標空間區標空間區標空間區標空間區標空間區標空間區

主題及遊主題及遊主題及遊主題及遊

憩產業館憩產業館憩產業館憩產業館

住宅住宅住宅住宅

遊艇遊樂區遊艇遊樂區遊艇遊樂區遊艇遊樂區

休閒渡假區休閒渡假區休閒渡假區休閒渡假區

和平島東南側水和平島東南側水和平島東南側水和平島東南側水
岸更新地區之整岸更新地區之整岸更新地區之整岸更新地區之整
體發展構想內容體發展構想內容體發展構想內容體發展構想內容
包括包括包括包括主題遊憩產主題遊憩產主題遊憩產主題遊憩產
業館業館業館業館、、、、觀光漁觀光漁觀光漁觀光漁
市市市市、、、、遊艇港遊樂遊艇港遊樂遊艇港遊樂遊艇港遊樂
區區區區、、、、海景廣場海景廣場海景廣場海景廣場
區區區區、、、、住宅以及商住宅以及商住宅以及商住宅以及商
業大樓等業大樓等業大樓等業大樓等，，，，期以期以期以期以
引進民間投資之引進民間投資之引進民間投資之引進民間投資之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達成發揮達成發揮達成發揮達成發揮
帶動周邊商圈帶動周邊商圈帶動周邊商圈帶動周邊商圈、、、、
振興地區觀光與振興地區觀光與振興地區觀光與振興地區觀光與
產業再發展之目產業再發展之目產業再發展之目產業再發展之目
標標標標



本案定位

以現有鄰近海洋之區位條件以現有鄰近海洋之區位條件以現有鄰近海洋之區位條件以現有鄰近海洋之區位條件、、、、漁業發展為基礎漁業發展為基礎漁業發展為基礎漁業發展為基礎，，，，配合區域觀光系列政策配合區域觀光系列政策配合區域觀光系列政策配合區域觀光系列政策，，，，

將本計畫區建構為一具有將本計畫區建構為一具有將本計畫區建構為一具有將本計畫區建構為一具有「「「「國門入口國門入口國門入口國門入口」、「」、「」、「」、「綜合遊憩綜合遊憩綜合遊憩綜合遊憩」、「」、「」、「」、「漁業文化漁業文化漁業文化漁業文化」」」」及及及及

「「「「漁食特色漁食特色漁食特色漁食特色」」」」之豐富內涵之豐富內涵之豐富內涵之豐富內涵，，，，並以強化觀光產業發展為主之並以強化觀光產業發展為主之並以強化觀光產業發展為主之並以強化觀光產業發展為主之『『『『和平島國門山海和平島國門山海和平島國門山海和平島國門山海

關主題休閒區關主題休閒區關主題休閒區關主題休閒區』』』』

漁業漁業漁業漁業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

漁食漁食漁食漁食
特色特色特色特色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遊憩遊憩遊憩遊憩

和平島國門山海關主題休閒區



開發內容要項開發內容要項開發內容要項開發內容要項



主要開發內容

�實施者於單元實施者於單元實施者於單元實施者於單元1111主要開發主要開發主要開發主要開發
內容得為內容得為內容得為內容得為和平島地方特質和平島地方特質和平島地方特質和平島地方特質和平島地方特質和平島地方特質和平島地方特質和平島地方特質
商店藝品店商店藝品店商店藝品店商店藝品店、、、、餐飲店餐飲店餐飲店餐飲店、、、、活活活活商店藝品店商店藝品店商店藝品店商店藝品店、、、、餐飲店餐飲店餐飲店餐飲店、、、、活活活活
動廣場動廣場動廣場動廣場、、、、休閒遊憩設施休閒遊憩設施休閒遊憩設施休閒遊憩設施、、、、動廣場動廣場動廣場動廣場、、、、休閒遊憩設施休閒遊憩設施休閒遊憩設施休閒遊憩設施、、、、
展示空間或濱海遊憩服務展示空間或濱海遊憩服務展示空間或濱海遊憩服務展示空間或濱海遊憩服務展示空間或濱海遊憩服務展示空間或濱海遊憩服務展示空間或濱海遊憩服務展示空間或濱海遊憩服務
等設施等設施等設施等設施。。。。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2222主要開發內容得為主要開發內容得為主要開發內容得為主要開發內容得為
休閒渡假旅館休閒渡假旅館休閒渡假旅館休閒渡假旅館休閒渡假旅館休閒渡假旅館休閒渡假旅館休閒渡假旅館或或或或休閒渡假休閒渡假休閒渡假休閒渡假休閒渡假休閒渡假休閒渡假休閒渡假
住宅住宅住宅住宅住宅住宅住宅住宅等設施等設施等設施等設施。。。。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1111設置觀光遊憩等相設置觀光遊憩等相設置觀光遊憩等相設置觀光遊憩等相
關設施不得小於該單元總關設施不得小於該單元總關設施不得小於該單元總關設施不得小於該單元總

樓地板面積之樓地板面積之樓地板面積之樓地板面積之50%50%50%50%50%50%50%50%。。。。

更新模擬示意圖



代建需求

�本案由甲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本案由甲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本案由甲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本案由甲種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需回饋變更土地之需回饋變更土地之需回饋變更土地之需回饋變更土地之22.5%22.5%22.5%22.5%予基隆市政予基隆市政予基隆市政予基隆市政
府府府府，，，，經計算其價值約可換抵於經計算其價值約可換抵於經計算其價值約可換抵於經計算其價值約可換抵於1,6001,6001,6001,6001,6001,6001,6001,600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之土地及於其上興建一棟之土地及於其上興建一棟之土地及於其上興建一棟之土地及於其上興建一棟
「「「「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且建築物興建費用不得低於新台幣且建築物興建費用不得低於新台幣且建築物興建費用不得低於新台幣且建築物興建費用不得低於新台幣2222億億億億
元元元元。。。。

�本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約定由實施者代為規劃設計及興闢並登記予基隆本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約定由實施者代為規劃設計及興闢並登記予基隆本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約定由實施者代為規劃設計及興闢並登記予基隆本部分之土地及建築物約定由實施者代為規劃設計及興闢並登記予基隆
市政府市政府市政府市政府，，，，其區位應以位於臨接和一路其區位應以位於臨接和一路其區位應以位於臨接和一路其區位應以位於臨接和一路2222巷為原則巷為原則巷為原則巷為原則，，，，其臨路面寬不得小於其臨路面寬不得小於其臨路面寬不得小於其臨路面寬不得小於
30303030mmmm。。。。設計基準詳見設計基準詳見設計基準詳見設計基準詳見「「「「實施契約草案附件四實施契約草案附件四實施契約草案附件四實施契約草案附件四、、、、代建需求與技術規範代建需求與技術規範代建需求與技術規範代建需求與技術規範」」」」。。。。

�為確保實施者確實履行代建需求之開發為確保實施者確實履行代建需求之開發為確保實施者確實履行代建需求之開發為確保實施者確實履行代建需求之開發，，，，主辦主辦主辦主辦機機機機關得關得關得關得委託專委託專委託專委託專案案案案管理機管理機管理機管理機構構構構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專管機專管機專管機專管機構構構構專管機專管機專管機專管機構構構構））））協助執協助執協助執協助執行代建需求之行代建需求之行代建需求之行代建需求之營營營營建建建建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費用由實施者費用由實施者費用由實施者費用由實施者負擔負擔負擔負擔。。。。



實施者負擔

�負擔負擔負擔負擔本更新範本更新範本更新範本更新範圍圍圍圍內內內內軍軍軍軍方方方方退員宿舍退員宿舍退員宿舍退員宿舍之合之合之合之合法法法法建物建物建物建物殘殘殘殘值值值值補償補償補償補償費費費費退員宿舍退員宿舍退員宿舍退員宿舍之合之合之合之合法法法法建物建物建物建物殘殘殘殘值值值值補償補償補償補償費費費費，，，，其其其其金額金額金額金額為為為為
新新新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壹佰參拾陸萬捌仟壹佰參拾陸萬捌仟壹佰參拾陸萬捌仟壹佰參拾陸萬捌仟元整元整元整元整新新新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壹佰參拾陸萬捌仟壹佰參拾陸萬捌仟壹佰參拾陸萬捌仟壹佰參拾陸萬捌仟元整元整元整元整，，，，於於於於實施契約實施契約實施契約實施契約簽訂日起簽訂日起簽訂日起簽訂日起60606060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內內內內繳繳繳繳
交交交交予主辦予主辦予主辦予主辦機機機機關關關關。。。。

�負擔負擔負擔負擔本更新範本更新範本更新範本更新範圍圍圍圍內內內內軍軍軍軍方方方方退員退員退員退員之之之之安安安安置置置置金金金金軍軍軍軍方方方方退員退員退員退員之之之之安安安安置置置置金金金金，，，，其其其其金額金額金額金額為為為為新新新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貳仟貳佰萬貳仟貳佰萬貳仟貳佰萬貳仟貳佰萬新新新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貳仟貳佰萬貳仟貳佰萬貳仟貳佰萬貳仟貳佰萬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元整元整元整元整，，，，於於於於實施契約實施契約實施契約實施契約簽訂日起簽訂日起簽訂日起簽訂日起99990000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內內內內繳交繳交繳交繳交予主辦予主辦予主辦予主辦機機機機關關關關，，，，並於政府並於政府並於政府並於政府
完完完完成發成發成發成發放安放安放安放安置置置置金金金金及及及及人員遷移安人員遷移安人員遷移安人員遷移安置置置置作作作作業業業業後負責拆除退員宿舍後負責拆除退員宿舍後負責拆除退員宿舍後負責拆除退員宿舍。。。。

�負擔負擔負擔負擔本更新範本更新範本更新範本更新範圍圍圍圍內代建需求之內代建需求之內代建需求之內代建需求之專專專專案案案案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實施者應於實施者應於實施者應於實施者應於實施契約實施契約實施契約實施契約
簽訂日起簽訂日起簽訂日起簽訂日起60606060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內內內內繳交繳交繳交繳交專專專專案案案案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費用費用費用費用專專專專案案案案管理管理管理管理費用費用費用費用計計計計新新新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柒佰萬柒佰萬柒佰萬柒佰萬元整元整元整元整新新新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柒佰萬柒佰萬柒佰萬柒佰萬元整元整元整元整予主辦予主辦予主辦予主辦
機機機機關關關關，，，，由主辦由主辦由主辦由主辦機機機機關關關關另另另另行公開行公開行公開行公開徵徵徵徵求求求求專管機專管機專管機專管機構之構之構之構之營營營營建建建建管理管理管理管理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權利金繳交及開發時程規定

完工完工完工完工、、、、領照領照領照領照、、、、繳交繳交繳交繳交完工完工完工完工、、、、領照領照領照領照、、、、繳交繳交繳交繳交

10%10%10%10%10%10%10%10% 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後再辦理產權登記後再辦理產權登記後再辦理產權登記後再辦理產權登記後再辦理產權登記後再辦理產權登記後再辦理產權登記後再辦理產權登記

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3030303030303030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30%30%30%30%30%30%30%30% 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

變換計畫核定變換計畫核定變換計畫核定變換計畫核定變換計畫核定變換計畫核定變換計畫核定變換計畫核定3030303030303030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30%30%30%30%30%30%30%30% 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

簽約後簽約後簽約後簽約後簽約後簽約後簽約後簽約後3030303030303030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30%30%30%30%30%30%30%30% 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

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權利金
��權利金繳交權利金繳交權利金繳交權利金繳交期期期期程程程程權利金繳交權利金繳交權利金繳交權利金繳交期期期期程程程程

A.A.A.A.A.A.A.A.實施者與基隆市政府實施者與基隆市政府實施者與基隆市政府實施者與基隆市政府實施者與基隆市政府實施者與基隆市政府實施者與基隆市政府實施者與基隆市政府簽訂實施契約簽訂實施契約簽訂實施契約簽訂實施契約簽訂實施契約簽訂實施契約簽訂實施契約簽訂實施契約之日之日之日之日之日之日之日之日
起起起起起起起起3030303030303030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30%30%30%30%30%30%30%30%。。。。。。。。

B.B.B.B.B.B.B.B.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核定核定核定核定核定核定核定
公告實施公告實施公告實施公告實施公告實施公告實施公告實施公告實施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3030303030303030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30%30%30%30%30%30%30%30%。。。。。。。。

C.C.C.C.C.C.C.C.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取得建造執照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之日起3030303030303030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日內繳交30%30%30%30%30%30%30%30%。。。。。。。。

D.D.D.D.D.D.D.D.計畫範圍內之計畫範圍內之計畫範圍內之計畫範圍內之計畫範圍內之計畫範圍內之計畫範圍內之計畫範圍內之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且開發計畫建築且開發計畫建築且開發計畫建築且開發計畫建築且開發計畫建築且開發計畫建築且開發計畫建築且開發計畫建築
物物物物物物物物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全部領得使用執照後後後後，，，，應先繳交權利應先繳交權利應先繳交權利應先繳交權利後後後後，，，，應先繳交權利應先繳交權利應先繳交權利應先繳交權利
金之金之金之金之金之金之金之金之10%10%10%10%10%10%10%10%再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再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再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再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再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再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再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再辦理產權移轉登記。。。。

��提送提送提送提送更新更新更新更新事事事事業計畫及業計畫及業計畫及業計畫及權利權利權利權利變換計畫變換計畫變換計畫變換計畫提送提送提送提送更新更新更新更新事事事事業計畫及業計畫及業計畫及業計畫及權利權利權利權利變換計畫變換計畫變換計畫變換計畫

除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者外除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者外除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者外除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者外，，，，實施者實施者實施者實施者除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者外除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者外除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者外除不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由者外，，，，實施者實施者實施者實施者
應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應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應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應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應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應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應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應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 180180180180180180180180日內提送更日內提送更日內提送更日內提送更日內提送更日內提送更日內提送更日內提送更
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由主辦機關由主辦機關由主辦機關由主辦機關，，，，由主辦機關由主辦機關由主辦機關由主辦機關
受理審查受理審查受理審查受理審查。。。。受理審查受理審查受理審查受理審查。。。。



權利金繳交及開發時程規定

整體開發
3年內取得使照

分期開發
4年內取得使照

動工

3333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

核發核發核發核發4444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個月內

申請建造執照

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

18個月

興闢完成

更新事業計畫發布實施
3個月申請建造執照，並於法定期限內領得執照

��興建時程興建時程興建時程興建時程興建時程興建時程興建時程興建時程

AAAA....AAAA....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

a.a.a.a.a.a.a.a.主要開發內容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主要開發內容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主要開發內容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主要開發內容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主要開發內容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主要開發內容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主要開發內容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主要開發內容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核定公告實施日起，，，，33333333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
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44444444個月內動個月內動個月內動個月內動個月內動個月內動個月內動個月內動
工工工工，，，，動工後動工後動工後動工後工工工工，，，，動工後動工後動工後動工後33333333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
之建築使用執照之建築使用執照之建築使用執照之建築使用執照，，，，如採分期開發如採分期開發如採分期開發如採分期開發，，，，得得得得之建築使用執照之建築使用執照之建築使用執照之建築使用執照，，，，如採分期開發如採分期開發如採分期開發如採分期開發，，，，得得得得
延長延長延長延長延長延長延長延長11111111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
執照執照執照執照。。。。執照執照執照執照。。。。

b.b.b.b.b.b.b.b.若因本案實施契約訂定之政府應辦事若因本案實施契約訂定之政府應辦事若因本案實施契約訂定之政府應辦事若因本案實施契約訂定之政府應辦事若因本案實施契約訂定之政府應辦事若因本案實施契約訂定之政府應辦事若因本案實施契約訂定之政府應辦事若因本案實施契約訂定之政府應辦事
項未依約定時程完成項未依約定時程完成項未依約定時程完成項未依約定時程完成，，，，以致延誤時程以致延誤時程以致延誤時程以致延誤時程項未依約定時程完成項未依約定時程完成項未依約定時程完成項未依約定時程完成，，，，以致延誤時程以致延誤時程以致延誤時程以致延誤時程
者者者者，，，，其受延誤之時程應相對展延之其受延誤之時程應相對展延之其受延誤之時程應相對展延之其受延誤之時程應相對展延之。。。。者者者者，，，，其受延誤之時程應相對展延之其受延誤之時程應相對展延之其受延誤之時程應相對展延之其受延誤之時程應相對展延之。。。。

BBBB....BBBB....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

a.a.a.a.a.a.a.a.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
3 3 3 3 3 3 3 3 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並於法定期並於法定期並於法定期並於法定期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並於法定期並於法定期並於法定期並於法定期
限內領得執照限內領得執照限內領得執照限內領得執照。。。。限內領得執照限內領得執照限內領得執照限內領得執照。。。。

b.b.b.b.b.b.b.b.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個月內興闢個月內興闢個月內興闢個月內興闢個月內興闢個月內興闢個月內興闢個月內興闢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完成完成完成完成，，，，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

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

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



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



招商方式

開發方式開發方式開發方式開發方式：：：：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國產局以領回權利金方式參與更新國產局以領回權利金方式參與更新國產局以領回權利金方式參與更新國產局以領回權利金方式參與更新

� 本案係採權利變換方式進行更新本案係採權利變換方式進行更新本案係採權利變換方式進行更新本案係採權利變換方式進行更新，，，，可分配權利可分配權利可分配權利可分配權利

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基隆市政府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基隆市政府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基隆市政府者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基隆市政府；；；；國產局國產局國產局國產局

於本案並不領回房地於本案並不領回房地於本案並不領回房地於本案並不領回房地，，，，而是以而是以而是以而是以領回權利金領回權利金領回權利金領回權利金的方的方的方的方

式參與式參與式參與式參與。。。。

公告底價公告底價公告底價公告底價

� 本案權利金公告底價為本案權利金公告底價為本案權利金公告底價為本案權利金公告底價為：：：：

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新台幣 拾壹億壹仟貳佰萬元整拾壹億壹仟貳佰萬元整拾壹億壹仟貳佰萬元整拾壹億壹仟貳佰萬元整。。。。



開發辦理原則

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

�� 既既既既有建物有建物有建物有建物拆除拆除拆除拆除，，，，主辦主辦主辦主辦機機機機關將關將關將關將提供必提供必提供必提供必要之公要之公要之公要之公權力權力權力權力。。。。既既既既有建物有建物有建物有建物拆除拆除拆除拆除，，，，主辦主辦主辦主辦機機機機關將關將關將關將提供必提供必提供必提供必要之公要之公要之公要之公權力權力權力權力。。。。

�� 申請融申請融申請融申請融資得資得資得資得請請請請求主辦求主辦求主辦求主辦機機機機關於關於關於關於法令許法令許法令許法令許可範可範可範可範圍圍圍圍內內內內提供提供提供提供相關文件相關文件相關文件相關文件。。。。申請融申請融申請融申請融資得資得資得資得請請請請求主辦求主辦求主辦求主辦機機機機關於關於關於關於法令許法令許法令許法令許可範可範可範可範圍圍圍圍內內內內提供提供提供提供相關文件相關文件相關文件相關文件。。。。

�� 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土地經主辦土地經主辦土地經主辦土地經主辦機機機機關關關關同意後同意後同意後同意後，，，，由由由由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土地經主辦土地經主辦土地經主辦土地經主辦機機機機關關關關同意後同意後同意後同意後，，，，由由由由
主辦主辦主辦主辦機機機機關關關關負責負責負責負責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移轉移轉移轉移轉。。。。主辦主辦主辦主辦機機機機關關關關負責負責負責負責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移轉移轉移轉移轉。。。。

��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管理機管理機管理機管理機關關關關出出出出具土地具土地具土地具土地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同意書供同意書供同意書供同意書供實施者辦實施者辦實施者辦實施者辦理理理理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證照申請證照申請證照申請證照申請。。。。土地土地土地土地管理機管理機管理機管理機關關關關出出出出具土地具土地具土地具土地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同意書供同意書供同意書供同意書供實施者辦實施者辦實施者辦實施者辦理理理理相關相關相關相關證照申請證照申請證照申請證照申請。。。。

�� 辦辦辦辦理污理污理污理污水水水水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場場場場聯外道聯外道聯外道聯外道路之路之路之路之拆除拆除拆除拆除與興闢與興闢與興闢與興闢（（（（辦辦辦辦理污理污理污理污水水水水處理處理處理處理場場場場聯外道聯外道聯外道聯外道路之路之路之路之拆除拆除拆除拆除與興闢與興闢與興闢與興闢（（（（預預預預定定定定預預預預定定定定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66666666月前月前月前月前開開開開月前月前月前月前開開開開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 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興闢興闢興闢興闢完完完完成成成成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興闢興闢興闢興闢完完完完成成成成6060606060606060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內內內內完完完完成海成海成海成海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內內內內完完完完成海成海成海成海
產產產產街攤街攤街攤街攤商商商商安安安安置置置置作作作作業業業業。。。。產產產產街攤街攤街攤街攤商商商商安安安安置置置置作作作作業業業業。。。。

�� 軍軍軍軍方方方方退員安退員安退員安退員安置置置置金金金金由實施者由實施者由實施者由實施者負擔負擔負擔負擔，，，，安安安安置置置置金金金金發發發發放放放放及及及及人員遷移作人員遷移作人員遷移作人員遷移作業由政業由政業由政業由政軍軍軍軍方方方方退員安退員安退員安退員安置置置置金金金金由實施者由實施者由實施者由實施者負擔負擔負擔負擔，，，，安安安安置置置置金金金金發發發發放放放放及及及及人員遷移作人員遷移作人員遷移作人員遷移作業由政業由政業由政業由政
府辦府辦府辦府辦理理理理。。。。府辦府辦府辦府辦理理理理。。。。

��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街佔街佔街佔街佔用用用用戶戶戶戶之之之之拆遷補償作拆遷補償作拆遷補償作拆遷補償作業由主辦業由主辦業由主辦業由主辦機機機機關辦關辦關辦關辦理理理理。。。。和平和平和平和平街佔街佔街佔街佔用用用用戶戶戶戶之之之之拆遷補償作拆遷補償作拆遷補償作拆遷補償作業由主辦業由主辦業由主辦業由主辦機機機機關辦關辦關辦關辦理理理理。。。。



開發辦理原則

投資人應辦事項投資人應辦事項投資人應辦事項投資人應辦事項
� 興建要求興建要求興建要求興建要求

• 乙方應於簽訂本契約之日起乙方應於簽訂本契約之日起乙方應於簽訂本契約之日起乙方應於簽訂本契約之日起180180180180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完成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完成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完成都市更新事業計畫完成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權利變權利變權利變權利變
換計畫等草案送達甲方換計畫等草案送達甲方換計畫等草案送達甲方換計畫等草案送達甲方，，，，於辦理公開展覽後於辦理公開展覽後於辦理公開展覽後於辦理公開展覽後，，，，再檢具都市計畫變更主要計畫再檢具都市計畫變更主要計畫再檢具都市計畫變更主要計畫再檢具都市計畫變更主要計畫
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

• 乙方應負責出資並依照核定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興建本案之建築物及完成相乙方應負責出資並依照核定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興建本案之建築物及完成相乙方應負責出資並依照核定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興建本案之建築物及完成相乙方應負責出資並依照核定之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興建本案之建築物及完成相
關規定之事項關規定之事項關規定之事項關規定之事項。。。。

• 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

– 乙方負責規劃興闢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乙方負責規劃興闢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乙方負責規劃興闢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乙方負責規劃興闢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並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並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並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並納入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相關費用納入權利變換計畫相關費用納入權利變換計畫相關費用納入權利變換計畫相關費用納入權利變換計畫。。。。

– 為確保乙方確實履行代建需求之開發為確保乙方確實履行代建需求之開發為確保乙方確實履行代建需求之開發為確保乙方確實履行代建需求之開發，，，，甲方得委託專案管理機構協助代甲方得委託專案管理機構協助代甲方得委託專案管理機構協助代甲方得委託專案管理機構協助代
建需求之營建管理建需求之營建管理建需求之營建管理建需求之營建管理。。。。

� 其其其其他他他他應辦應辦應辦應辦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乙方應負擔軍方退員宿舍之合法建物殘值補償費乙方應負擔軍方退員宿舍之合法建物殘值補償費乙方應負擔軍方退員宿舍之合法建物殘值補償費乙方應負擔軍方退員宿舍之合法建物殘值補償費。。。。

乙方應負擔軍方退員之安置金乙方應負擔軍方退員之安置金乙方應負擔軍方退員之安置金乙方應負擔軍方退員之安置金，，，，並負責拆除退員宿舍並負責拆除退員宿舍並負責拆除退員宿舍並負責拆除退員宿舍。。。。

乙方應負擔代建需求之專案管理費用乙方應負擔代建需求之專案管理費用乙方應負擔代建需求之專案管理費用乙方應負擔代建需求之專案管理費用，，，，由甲方另行公開徵求專管機構服務由甲方另行公開徵求專管機構服務由甲方另行公開徵求專管機構服務由甲方另行公開徵求專管機構服務。。。。

乙方負擔不得納入權利變換計畫乙方負擔不得納入權利變換計畫乙方負擔不得納入權利變換計畫乙方負擔不得納入權利變換計畫。。。。



投標資格要求
((((一一一一))))一般資格一般資格一般資格一般資格

• 單一單一單一單一法人法人法人法人、、、、企企企企業業業業聯盟聯盟聯盟聯盟。。。。

• 本國本國本國本國股份股份股份股份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

• 外外外外國公國公國公國公司司司司者者者者，，，，須依我須依我須依我須依我國公國公國公國公司法認許營司法認許營司法認許營司法認許營業業業業；；；；大大大大陸陸陸陸公公公公司司司司者者者者，，，，則則則則依我依我依我依我國與國與國與國與中中中中
國大國大國大國大陸陸陸陸間之相關間之相關間之相關間之相關法令法令法令法令規定辦規定辦規定辦規定辦理理理理。。。。

•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得以新公得以新公得以新公得以新公司籌備處司籌備處司籌備處司籌備處之方式之方式之方式之方式參參參參與之與之與之與之。。。。如通知如通知如通知如通知為為為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則則則則須須須須
於於於於60606060日日日日內內內內完完完完成新公成新公成新公成新公司司司司設立登記設立登記設立登記設立登記。。。。

• 企企企企業業業業聯盟持股比率聯盟持股比率聯盟持股比率聯盟持股比率規定規定規定規定：：：：領銜領銜領銜領銜公公公公司司司司不得低於不得低於不得低於不得低於20%20%20%20%；；；；成成成成員員員員公公公公司司司司不得低於不得低於不得低於不得低於
5%5%5%5%。。。。

• 單一公單一公單一公單一公司申請人司申請人司申請人司申請人不得為其不得為其不得為其不得為其他企他企他企他企業業業業聯盟申請人聯盟申請人聯盟申請人聯盟申請人之成之成之成之成員員員員，，，，企企企企業業業業聯盟申請人聯盟申請人聯盟申請人聯盟申請人
之成之成之成之成員員員員不得為其不得為其不得為其不得為其他企他企他企他企業業業業聯盟聯盟聯盟聯盟之成之成之成之成員員員員。。。。

• 代代代代理人委任書理人委任書理人委任書理人委任書。。。。

• 外外外外國公國公國公國公司法人受司法人受司法人受司法人受其其其其他他他他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法令限制時法令限制時法令限制時法令限制時，，，，應應應應先取先取先取先取得得得得准許參准許參准許參准許參與投資之與投資之與投資之與投資之證明證明證明證明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投標資格要求
((((二二二二))))財務能力財務能力財務能力財務能力

�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申請人應應應應全全全全部部部部符符符符合以合以合以合以下下下下之之之之財財財財務務務務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要求要求要求要求，，，，以新公以新公以新公以新公司籌備處司籌備處司籌備處司籌備處方式方式方式方式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者者者者，，，，

原公原公原公原公司司司司應應應應符符符符合以合以合以合以下下下下之之之之財財財財務務務務能力能力能力能力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1.1.1.實實實實收收收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額額額

((((1111) ) ) ) 單一公單一公單一公單一公司司司司：：：：實實實實收收收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額額額新新新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33333333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2222) ) ) ) 企企企企業業業業聯盟聯盟聯盟聯盟：：：：領銜領銜領銜領銜公公公公司司司司領銜領銜領銜領銜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實實實實收收收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額額額新新新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22222222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以上以上以上以上；；；；各各各各成成成成員員員員各各各各成成成成員員員員實實實實

收收收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額額額總和不得低於新總和不得低於新總和不得低於新總和不得低於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總和不得低於新總和不得低於新總和不得低於新總和不得低於新臺臺臺臺幣幣幣幣55555555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3333) ) ) ) 實實實實收收收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未額未額未額未達達達達前述前述前述前述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實實實實收收收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未額未額未額未達達達達前述前述前述前述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規定者，，，，得於得於得於得於獲選最優申請人後獲選最優申請人後獲選最優申請人後獲選最優申請人後辦辦辦辦理增理增理增理增

資資資資，，，，並應於並應於並應於並應於通知通知通知通知為為為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6060606060606060日日日日內內內內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增增增增資登記資登記資登記資登記日日日日內內內內完完完完成成成成增增增增資登記資登記資登記資登記。。。。

(4) (4) (4) (4) 以新公以新公以新公以新公司籌備處司籌備處司籌備處司籌備處方式方式方式方式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者者者者以新公以新公以新公以新公司籌備處司籌備處司籌備處司籌備處方式方式方式方式申請申請申請申請者者者者，，，，應於應於應於應於通知通知通知通知為為為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6060606060606060日日日日內內內內日日日日內內內內

完完完完成公成公成公成公司司司司登記登記登記登記完完完完成公成公成公成公司司司司登記登記登記登記，，，，且登記之實且登記之實且登記之實且登記之實收收收收資本資本資本資本額額額額應應應應符符符符合合合合最最最最低規定低規定低規定低規定。。。。

2.2.2.2.    最最最最近三近三近三近三年無退票年無退票年無退票年無退票或或或或重重重重大大大大喪失債信喪失債信喪失債信喪失債信之之之之情事情事情事情事。。。。



投標資格要求

((((三三三三))))投資開發經營相關計畫之經驗投資開發經營相關計畫之經驗投資開發經營相關計畫之經驗投資開發經營相關計畫之經驗

� 於於於於最最最最近近近近十年十年十年十年內內內內須須須須有投資或開發大有投資或開發大有投資或開發大有投資或開發大型型型型不動產之相關經不動產之相關經不動產之相關經不動產之相關經驗驗驗驗，，，，或有經或有經或有經或有經營營營營

或或或或承攬類似承攬類似承攬類似承攬類似商場商場商場商場、、、、辦公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辦公大樓、、、、公公公公共共共共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等建築工等建築工等建築工等建築工程程程程案案案案例例例例，，，，上上上上述述述述

相關計畫經相關計畫經相關計畫經相關計畫經驗至少驗至少驗至少驗至少有一案有一案有一案有一案例例例例之建物樓地板面積達之建物樓地板面積達之建物樓地板面積達之建物樓地板面積達20,00020,00020,00020,000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 申請人如無申請人如無申請人如無申請人如無上上上上述述述述之投資之投資之投資之投資、、、、開發開發開發開發、、、、經經經經營營營營或或或或承攬承攬承攬承攬相關經相關經相關經相關經驗驗驗驗者者者者，，，，應應應應尋尋尋尋求求求求

具上具上具上具上述述述述相關經相關經相關經相關經驗驗驗驗之之之之協力廠協力廠協力廠協力廠商商商商參參參參與本案與本案與本案與本案。。。。

以新公司籌備處方式申請者以新公司籌備處方式申請者以新公司籌備處方式申請者以新公司籌備處方式申請者，，，，其出資之股東法人佔新公司實收資本額之持股比率或其出資之股東法人佔新公司實收資本額之持股比率或其出資之股東法人佔新公司實收資本額之持股比率或其出資之股東法人佔新公司實收資本額之持股比率或
佔總自籌資金之比率達佔總自籌資金之比率達佔總自籌資金之比率達佔總自籌資金之比率達5555﹪﹪﹪﹪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以上者，，，，得採納該股東法人之實績經驗得採納該股東法人之實績經驗得採納該股東法人之實績經驗得採納該股東法人之實績經驗。。。。



申請需備文件

(一)申請書

如表單1

(一)申請書

如表單1
(二)申請保證金

繳納文件

(二)申請保證金
繳納文件

(三)切結書

如表單2

(三)切結書

如表單2
(四)公司法人資格

證明文件
以新公司籌備處

方式申請者應檢

附原公司之資格

證明文件

(四)公司法人資格
證明文件

以新公司籌備處

方式申請者應檢

附原公司之資格

證明文件

• 公司設立證明影本
• 外國公司(詳內文)
• 企業聯盟協議書(如表單3)
• 代理人委任書(如表單4)

(五)財務能力
證明文件

(五)財務能力
證明文件

最近三
年會計
師簽證

最近三
年會計
師簽證

無退票
證明

無退票
證明

債信能力
證明書
(表單6)

債信能力
證明書
(表單6)

• 持股比例
20%

• 成員5%
• 增資切結
書(表單5)

• 持股比例
20%

• 成員5%
• 增資切結
書(表單5)

(六)投資計畫書(六)投資計畫書
• 內容要求
• 格式
• 不得以其建議事項為政府採納與否，作
為撤銷參與本案申請、簽約之事由

• 不論評審結果如何，均不返還

對全
案瞭
解及
掌握
概況
15

對全
案瞭
解及
掌握
概況
15

建築
及開
發計
畫
30

建築
及開
發計
畫
30

營運
及回
饋計
畫
20

營運
及回
饋計
畫
20

財務
計畫
20

財務
計畫
20

其他有關
本更新事
業案實施
事項
15

其他有關
本更新事
業案實施
事項
15

申請人團
隊實績經
驗及成員
履歷能力

申請人團
隊實績經
驗及成員
履歷能力



各項保證金繳交時程

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應自產權移轉日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應自產權移轉日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應自產權移轉日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應自產權移轉日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應自產權移轉日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應自產權移轉日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應自產權移轉日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應自產權移轉日

起起起起，，，，由乙方負責由乙方負責由乙方負責由乙方負責起起起起，，，，由乙方負責由乙方負責由乙方負責由乙方負責33333333年之保固年之保固年之保固年之保固。。。。年之保固年之保固年之保固年之保固。。。。
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

工程結算金額工程結算金額工程結算金額工程結算金額工程結算金額工程結算金額工程結算金額工程結算金額1%1%1%1%1%1%1%1%
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保固保證金

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工程完成：：：：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50%50%50%50%50%50%50%50%

建築物全部領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全部領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全部領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全部領得使用執照：：：：無息退還履無息退還履無息退還履無息退還履建築物全部領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全部領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全部領得使用執照建築物全部領得使用執照：：：：無息退還履無息退還履無息退還履無息退還履

約保證金約保證金約保證金約保證金約保證金約保證金約保證金約保證金25%25%25%25%25%25%25%25%

不動產完成登記後不動產完成登記後不動產完成登記後不動產完成登記後不動產完成登記後不動產完成登記後不動產完成登記後不動產完成登記後1010101010101010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無息退無息退無息退無息退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無息退無息退無息退無息退

還其餘履約保證金還其餘履約保證金還其餘履約保證金還其餘履約保證金還其餘履約保證金還其餘履約保證金還其餘履約保證金還其餘履約保證金

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3% 3% 3% 3% 3% 3% 3% 3% 履約保證金發還履約保證金發還履約保證金發還履約保證金發還履約保證金發還履約保證金發還履約保證金發還履約保證金發還

自實施契約簽訂日起自實施契約簽訂日起自實施契約簽訂日起自實施契約簽訂日起自實施契約簽訂日起自實施契約簽訂日起自實施契約簽訂日起自實施契約簽訂日起1515151515151515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日曆天內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乙方預估工程經費之3% 3% 3% 3% 3% 3% 3% 3% 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履約保證金

投標投標投標投標投標投標投標投標2500250025002500250025002500250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申請保證金申請保證金申請保證金申請保證金申請保證金申請保證金申請保證金申請保證金

時程時程時程時程時程時程時程時程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金額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招商程序

評選程序評選程序評選程序評選程序

甄
審
委
員
會

甄
審
委
員
會

甄
審
委
員
會

甄
審
委
員
會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小 組

工 作 小 組

評審作業須知評審作業須知評審作業須知評審作業須知

二階段二階段二階段二階段
評審評審評審評審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
評審評審評審評審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附圖附圖附圖附圖

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總分＝
合格分數（75分）

申請人評審項目得分
9

（萬元）權利金底價

（萬元）申請人出價
+×  



後續作業時間後續作業時間後續作業時間後續作業時間



招商時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 99.5.3199.5.3199.5.3199.5.31

申請截止申請截止申請截止申請截止 99.9.3099.9.3099.9.3099.9.30下午下午下午下午5555時時時時

資格審查資格審查資格審查資格審查 99.10.199.10.199.10.199.10.1上午上午上午上午9999時時時時

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 受理申請截止日起受理申請截止日起受理申請截止日起受理申請截止日起30303030日曆天內日曆天內日曆天內日曆天內

公告最優申請人公告最優申請人公告最優申請人公告最優申請人
主辦機關函發第二階段綜合評審會議紀錄送達主辦機關函發第二階段綜合評審會議紀錄送達主辦機關函發第二階段綜合評審會議紀錄送達主辦機關函發第二階段綜合評審會議紀錄送達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20202020天內天內天內天內

簽約簽約簽約簽約 依主辦機關指定之期限內完成簽約依主辦機關指定之期限內完成簽約依主辦機關指定之期限內完成簽約依主辦機關指定之期限內完成簽約

※本時程仍依後續實際辦理情形為準



更新時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時程時程時程時程

提送興建執行計畫提送興建執行計畫提送興建執行計畫提送興建執行計畫
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自簽訂實施契約之日起180180180180日曆天內提送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日曆天內提送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日曆天內提送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日曆天內提送更新事業計畫及權利變換計
畫畫畫畫，，，，由主辦機關受理審查由主辦機關受理審查由主辦機關受理審查由主辦機關受理審查。。。。

開工日期開工日期開工日期開工日期

1.1.1.1.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
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實施日起，，，，3333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個月內提出建造
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執照申請，，，，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建造執照核發後4444個月內動工個月內動工個月內動工個月內動工

2.2.2.2.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
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應於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公告實施日起3333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個月內申請建造執照，，，，
並於法定期限內領得執照並於法定期限內領得執照並於法定期限內領得執照並於法定期限內領得執照。。。。

完工日期完工日期完工日期完工日期

1.1.1.1.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主要開發內容
動工後動工後動工後動工後3333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年內應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如採分期如採分期如採分期如採分期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得延長得延長得延長得延長1111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年取得本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

2.2.2.2.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代建需求（（（（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漁市餐廳及漁業展示館））））
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建造執照核發之日起18181818個月內興闢完成個月內興闢完成個月內興闢完成個月內興闢完成，，，，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並申請使用執照。。。。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成果備查成果備查成果備查成果備查

依都市更新條例第依都市更新條例第依都市更新條例第依都市更新條例第57575757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完工後六個月內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完工後六個月內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完工後六個月內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完工後六個月內，，，，
應檢具竣工書圖及更新成果報告應檢具竣工書圖及更新成果報告應檢具竣工書圖及更新成果報告應檢具竣工書圖及更新成果報告，，，，送本府備查送本府備查送本府備查送本府備查。。。。



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



投資優勢

本案優勢總結

� 和平島位居基隆觀光發展軸帶，海科館開館後勢必帶
動人潮，後勢看好。

� 漁業文化與天然地景優勢，足以吸引遊客二次造訪。

� 權屬皆為公有，產權單純。

� 台船鑄造廠土地清理，建物拆除後，基地視野頓時呈
現大氣格局，可塑性極佳。

� 更新將帶動區域環境改善，提昇當地共存共榮意識，
有利未來經營管理。

� 污水處理廠聯外道路加持，跨海大橋興建完成後，聯
外通道將大幅改善交通現狀，觀光發展指日可待。



歡迎各界踴躍投資歡迎各界踴躍投資歡迎各界踴躍投資歡迎各界踴躍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