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臺灣鐵路局交通部臺灣鐵路局交通部臺灣鐵路局交通部臺灣鐵路局

臺北市臺鐵南港調車場都市更新案



活化國有活化國有活化國有活化國有活化國有活化國有活化國有活化國有

閒置土地閒置土地閒置土地閒置土地閒置土地閒置土地閒置土地閒置土地

增加臺鐵增加臺鐵增加臺鐵增加臺鐵增加臺鐵增加臺鐵增加臺鐵增加臺鐵

業外收益業外收益業外收益業外收益業外收益業外收益業外收益業外收益

改善南港環境改善南港環境改善南港環境改善南港環境改善南港環境改善南港環境改善南港環境改善南港環境

活絡商業氛圍活絡商業氛圍活絡商業氛圍活絡商業氛圍活絡商業氛圍活絡商業氛圍活絡商業氛圍活絡商業氛圍

愛台愛台愛台愛台愛台愛台愛台愛台1212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建設建設

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落實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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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政府愛臺12建設，積極推動都更招商

��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計畫背景
� 都市更新為內政部推行之愛臺愛臺愛臺愛臺12121212項建設項建設項建設項建設之重點計畫

� 營建署積極推動全國都市更新，召開國際招商，並以

2010為都市更新招商元年

� 本案為內政部營建署招商案件「6大指標案」之一

��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 打造臺北新東區，塑造南港新氛圍

� 落實愛臺12建設，帶動都市更新產業

� 活化公有閒置資產，發揮土地最大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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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忠孝東路六段與南港路三段間（原臺鐵南港調車場）。

�� 土地面積土地面積土地面積土地面積土地面積土地面積土地面積土地面積：：：：：：：：5.43公頃（包含東街廓3.1公頃，西街廓2.3公頃）。

�� 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策略性工業區，刻正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為特定商業區，預計今
年底完成主要計畫公告。

基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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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範圍

忠孝東路六段

南 港 路 三 段

向
陽
路

東街廓

3.1公頃西街廓

2.3公頃



環東大道

捷運信義線
捷運板南線
捷運松山線 生技園區 橫科交流道

北二高

大彎南段工業區 內湖五期重劃

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

內湖科技園區
會展會展南港軟體園區

信義信義

計畫計畫

頂級頂級商辦商辦 商務商務旅館旅館國際國際觀光觀光飯店飯店商務商務中心中心 頂級頂級住宅住宅
企業企業總部總部全國型全國型商業商業

福祉福祉設施設施地方地方政治政治中心中心高級高級餐飲餐飲文化文化活動活動

內湖內湖

科學科學

辦公辦公租賃租賃 商務商務旅館旅館科技科技企業企業辦公辦公
生活生活購物購物

商務商務中心中心 優質優質住宅住宅
大型大型企業企業總部總部地方地方商業商業 創意創意業工業工作室作室

居民居民福祉福祉設施設施公用公用事業事業機構機構辦公辦公餐飲餐飲
南港南港

經貿經貿

優質優質住宅住宅
南港站松山站

位居臺北新東區三大計畫區幾何中心及輻奏樞紐，
金融商貿與科技產業匯集於此，吸引全球頂級客層

基基

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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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板南線 松山站 生技園區
北二高

環東大道
慈祐宮饒河街夜市

內湖五期重劃

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
支援支援

服務服務

短期短期辦公辦公租賃租賃 商務商務旅館旅館中小中小企業企業辦公辦公
生活生活購物購物

商務商務中心中心 優質優質住宅住宅
生技生技企業企業總部總部區域區域商業商業 創意創意業工業工作室作室

居民居民福祉福祉設施設施公用公用事業事業機構機構餐飲餐飲 流行流行服飾服飾
地方地方風味風味小吃小吃 地方地方文化文化活動活動 南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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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可充分吸納三大計畫區支援服務產業需求
目標鎖定住宅、辦公、購物、旅宿等高端市場

內湖內湖

科學科學

南港南港

經貿經貿

信義信義

計畫計畫



政府以五大中心大力投資南港地區
加速都市更新並轉型成為台北東區新門戶

會展中心會展中心

軟體中心軟體中心

生技中心生技中心

轉運中心轉運中心

文創中心文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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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房價10年來平均年增率約13.5%。

� 南港區房價10年來平均年增率約15.8%，近兩年更
高達30%。

� 重大公共建設完工，對房市的提昇具顯著效果

� 信義計畫區之101國際金融大樓（93年）、市府轉
運站（99年）完工後，漲幅超過20%。

ECFA後臺北房市持續看好
南港重大建設105年即將到位
卡位機不容失

8資料來源：惟馨周報、住展雜誌

年度

萬元/坪



1k1k

mm
2km2km 3km3km

軟體工業園區軟體工業園區軟體工業園區軟體工業園區一、二期一、二期一、二期一、二期 三期三期三期三期 會展三期會展三期會展三期會展三期

中國信託總行

國揚工信大南港計畫
松山車站BOT 南港車站BOT

南港輪胎開發

9資料來源：中國信託、潤泰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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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名稱 百貨餐飲百貨餐飲 辦公室辦公室 飯店旅館飯店旅館 住宅住宅 其他其他 總計總計

南港車站BOT案 21,079 37,559 25,578 - - 84,216

松山車站BOT案 3,568 34,551 15,330 - 3,926 57,375

南港輪胎開發案 35,319 35,401 56,445 74,298 52,773 254,236

國揚工信開發案 6,255 56,291 10,424 31,273 104,243

中國信託商業總行 26,154 111,234 10,892 - 3,054 151,334

捷運南港機廠聯合開發 15,758 46,907 - 83,793 - 146,458

總計 108,133108,133 321,943 118,669 189,364 59,753 797,862

百分比 14% 40% 15% 24% 7% 100%

(單位：㎡)

• 現有開發計畫中之百貨餐飲皆為小於10,000坪之地區服務性商業設施。
• 周邊辦公住宅未來供給量大，並可藉交通優勢攔截台北都會區都側消費需求，
大型目的型百貨商場深具發展潛力。

周邊重大開發案將帶來龐大就業及居住人口
大型商業設施極具未來成長空間



基地交通便捷四通八達，新生綠廊串連共生共榮

� 距離松山火車站、捷運昆陽站與後山埤站各約約700700公尺公尺，大眾運輸大眾運輸系統發達。

� 緊鄰鐵路地下化後之新生廊帶鐵路地下化後之新生廊帶，可藉綠蔭大道串連南港重大開發計畫。

11



鐵路地下化之新生綠廊為台北新東區之綠蔭新軸線
串連基地、南港五大中心與信義區，發展前景可期串連基地、南港五大中心與信義區，發展前景可期串連基地、南港五大中心與信義區，發展前景可期串連基地、南港五大中心與信義區，發展前景可期

南港經貿園區南港經貿園區

南港車站南港車站

松山車站松山車站

基地基地

信義區信義區

流行音樂中心流行音樂中心

� 鐵路地下化後長達長達4.74.7公里公里之新新

生綠廊生綠廊，為橫貫南港地區之東西
向新生林蔭大道新生林蔭大道。

� 南港重大計畫逐新生廊道而居，
本案為目前南港新軸線上最大面新軸線上最大面

積土地積土地開發招商案。

� 北市府以以2020米寬之人性尺度，米寬之人性尺度，打
造充滿休閒綠意之商業新軸帶商業新軸帶。

� 本基地位處新生廊帶中心節點新生廊帶中心節點，
結合兩側大片公園綠地，為市區大片公園綠地，為市區

難得一見的綠色休閒生態環境難得一見的綠色休閒生態環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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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東區

南港綠色生活城
Green Living TownGreen Living Town

城市綠洲城市綠洲城市綠洲城市綠洲城市綠洲城市綠洲城市綠洲城市綠洲

Green Green 
in the in the City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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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居住工作、居住 與大樹小草一同的城市生活與大樹小草一同的城市生活與大樹小草一同的城市生活與大樹小草一同的城市生活與大樹小草一同的城市生活與大樹小草一同的城市生活與大樹小草一同的城市生活與大樹小草一同的城市生活

您將可以在這裡

產品產品 內容內容 目標市場目標市場

綠色企業總部
供國內發展中之綠
色企業使用，未來
成為具鮮明特色之
企業總部所在地

綠色研發企業

綠能產品
展銷中心

提供綠色企業研發
產品展示、銷售、
體驗等活動空間

南港軟體園區
內湖科技園區

教育培訓中心 企業內部教育訓練
外來民眾參觀學習 企業、一般民眾

住宅 高品質智慧住宅 科技新貴、換屋
市場

旅館 綠色環保旅館 國家會展中心
南港軟體園區

酒店式公寓
提供園區或需常駐
台灣之外籍廠商長
租空間

南港軟體園區
內湖科技園區

聰明環保的綠能研發中心聰明環保的綠能研發中心聰明環保的綠能研發中心聰明環保的綠能研發中心聰明環保的綠能研發中心聰明環保的綠能研發中心聰明環保的綠能研發中心聰明環保的綠能研發中心

Working Here, Working Here, 

Living HereLivi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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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休閒購物、休閒 植物園中的購物體驗植物園中的購物體驗植物園中的購物體驗植物園中的購物體驗植物園中的購物體驗植物園中的購物體驗植物園中的購物體驗植物園中的購物體驗
您也可以在這裡

產品產品 內容內容 目標市場目標市場
溫室購物廣場 結合溫室綠環境 家庭

綠色運具 腳踏車、電動車、油/
氫電混合車等

園區上班
族

曠野攀岩場 結合溫室綠環境創造野
外特性之運動場地

園區上班
族

休閒娛樂館 生態旅店、生態夜店 青年族群

戶外休閒館 戶外相關休閒活動所需
之用品販賣 家庭

有機產品 綠色食品、有機食品飲
食、餐廳、教學等 家庭

綠色生活的出發點綠色生活的出發點綠色生活的出發點綠色生活的出發點綠色生活的出發點綠色生活的出發點綠色生活的出發點綠色生活的出發點

Go Shopping!Go Shopping!

LetLet’’s Relax!s Relax!



以豐富天際線創造都市意象氛圍以豐富天際線創造都市意象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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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南港綠意廊帶景觀地標塑造南港綠意廊帶景觀地標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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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平台提供友善人行空間綠色平台提供友善人行空間



�� 開發規模開發規模開發規模開發規模開發規模開發規模開發規模開發規模

�� 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都市計畫相關規定都市計畫相關規定（刻正進行都市計畫變更審議）（刻正進行都市計畫變更審議）
� 依未來公告之「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及「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

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 住宅開發量體不得大於總開發量體之住宅開發量體不得大於總開發量體之30%30%～～50%50%。。

�� 商業產品須達總開發量體商業產品須達總開發量體50%50%並沿新生廊帶沿新生廊帶設置。

基地開發條件

19

土地面積 5.43公頃（包括東街廓3.1公頃及西街廓2.3公頃）

原使用分區 策略性工業區

變更後使用分區 特定商業區

容許使用組別 比照第三種商業區

容積率，建蔽率 300%, 55%

法定容積(㎡) 163,112

預計取得獎勵容積(㎡) 73,404（包括都更獎勵30%及都市設計獎勵15%）

預估允建容積(㎡) 236,526

預估總興建量體(㎡) 378,000（包括地下停車場及其他免計容積部份）

預估總投資金額 約300億元



本次招商標的－西街廓（A1及A2）
預計開發內容及開發方式

A1（西街廓北區）
� 土地面積：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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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開發內容：住宅或辦公、事務所等

� 預估投資金額：60億元

A2（西街廓南區）
� 土地面積：11,713㎡

�開發方式開發方式開發方式開發方式：：：：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
� 開發內容：商業設施，不得開發住宅

� 預估投資金額：73億元

20

本次招商範圍

臺鐵土地範圍

A1

A2

臺鐵二期

開發範圍



其他投資者需配合事項
� 須配合臺鐵局與臺北市政府協議書開發時程。

(預計細部計畫公告後3.5年內須提出更新事業計畫、5年內需取得建照申報開工)

� 未來應配合臺鐵局容積移轉計畫移入容積。

� 需配合未來公告實施之「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下化沿線土地細部計
畫」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保留開放空間、人行通道(立體連通)等相關
規定，以爭取相關都市設計容積獎勵。

寬度5m帶狀式開放空間寬度8m帶狀式開放空間公園綠地廣場(面積不得小於1,000平方公尺)廣場(面積不得小於500平方公尺)廣場(面積不得小於200平方公尺)

建築物或基地應譽為留設供空橋連接使用之空間指定留設寬度4公尺雙層騎樓指定留設寬度4公尺騎樓空橋連接之空間
21



投資廠商資格限制

�� 一般資格一般資格一般資格一般資格一般資格一般資格一般資格一般資格
� 單一法人或組合作聯盟申請

� 國內外公司或財團法人

�� 不動產事業專業技術能力不動產事業專業技術能力不動產事業專業技術能力不動產事業專業技術能力不動產事業專業技術能力不動產事業專業技術能力不動產事業專業技術能力不動產事業專業技術能力
� 需具投資開發、興建施工、經營承攬經驗 (商場、辦公大樓、旅館或飯店、公共
建築物、大型不動產開發、都市更新或設定地上權案例)

� A1（權利變換部份）：大型住宅社區營造經驗

� A2（設定地上權部份）：商業設施開發營運經營

相關資格規定以正式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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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招商辦理時程

�� 100.10100.10100.10100.10100.10100.10100.10100.10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第一次招商說明會第一次招商說明會第一次招商說明會第一次招商說明會第一次招商說明會第一次招商說明會第一次招商說明會第一次招商說明會

�� 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年年底年年底年年底年年底年年底年年底年年底年年底 正式公告招商正式公告招商正式公告招商正式公告招商正式公告招商正式公告招商正式公告招商正式公告招商

�� 101101101101101101101101年年中年年中年年中年年中年年中年年中年年中年年中 完成議約簽約完成議約簽約完成議約簽約完成議約簽約完成議約簽約完成議約簽約完成議約簽約完成議約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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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

資格預審資格預審資格預審資格預審資格預審資格預審資格預審資格預審

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

簽訂都市更新實施契約簽訂都市更新實施契約簽訂都市更新實施契約簽訂都市更新實施契約簽訂都市更新實施契約簽訂都市更新實施契約簽訂都市更新實施契約簽訂都市更新實施契約

與設定地上權契約與設定地上權契約與設定地上權契約與設定地上權契約與設定地上權契約與設定地上權契約與設定地上權契約與設定地上權契約

提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公告階段(60日)

資格審查(15日)

綜合評審(30日)

議約及簽約(60日)

履約期間

101.2月底

100.12月底

101年3月中

101年4月中

101年年中

招

商

作

業

階

段



感謝各界共襄盛舉，懇請惠賜寶貴意見感謝各界共襄盛舉，懇請惠賜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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