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舊市區再生臺南市舊市區再生臺南市舊市區再生臺南市舊市區再生

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臺南市政府

運河星鑽都市更新案

飛雁新村都市更新案



簡報內容簡報內容簡報內容簡報內容簡報內容簡報內容簡報內容簡報內容

•• 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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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產品定位構想

•• 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招商條件

•• 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本案投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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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58(附)

商 商
廣4 廣4

商58(附)
運河星鑽運河星鑽運河星鑽運河星鑽運河星鑽運河星鑽運河星鑽運河星鑽--基地範圍基地範圍基地範圍基地範圍基地範圍基地範圍基地範圍基地範圍

��範圍範圍
�計畫範圍：

�運河星鑽更新地區，包
括現況金城國中、新南
國小以及該二校北側至
運河水岸之都市計畫之
特定專用區。

�標的面積：10.82公頃

�依據主要計畫，50%公
共設施用地；50%(約
5.41公頃)可開發建築
土地

金城國中

新南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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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17台17 台17甲台17甲 台19台19
台20台20台1台1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台17台17

緯緯 路路中中 華華 北北
永永 華華 路路安安 平平 路路漁漁 光光 路路

民民 權權 路路 成成 功功 路路 北北 門門 路路府府 前前 路路健健 康康 路路
和和 路路台南科工區

安平港歷史

風貌園區

安平工業區

City Hall

海岸渡假區

四草野生動物保護區

Taijiang 

National Park

自由貿易港區

台南火車站

臺南市臺南市

市區主要道路市區主要道路

都市藍帶系統都市藍帶系統

都市綠環系統都市綠環系統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省道省道

星鑽

交通條件交通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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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條件基地條件

運河星鑽運河星鑽



周邊相關建設周邊相關建設周邊相關建設周邊相關建設周邊相關建設周邊相關建設周邊相關建設周邊相關建設

新南國小金城國中

金華橋

新臨安橋

飛天橋

臨安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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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府城台南府城台南府城台南府城「「「「藍綠雙環藍綠雙環藍綠雙環藍綠雙環」」」」台南府城台南府城台南府城台南府城「「「「藍綠雙環藍綠雙環藍綠雙環藍綠雙環」」」」
建設匯集的核心更新區建設匯集的核心更新區建設匯集的核心更新區建設匯集的核心更新區建設匯集的核心更新區建設匯集的核心更新區建設匯集的核心更新區建設匯集的核心更新區

五條港文化園區五條港文化園區五條港文化園區五條港文化園區

安平商港安平商港安平商港安平商港安平商港安平商港安平商港安平商港

舊運河舊運河舊運河舊運河舊運河舊運河舊運河舊運河

新運河新運河新運河新運河新運河新運河新運河新運河

普羅民遮城普羅民遮城普羅民遮城普羅民遮城普羅民遮城普羅民遮城普羅民遮城普羅民遮城

熱蘭遮城熱蘭遮城熱蘭遮城熱蘭遮城熱蘭遮城熱蘭遮城熱蘭遮城熱蘭遮城

鹽水溪鹽水溪鹽水溪鹽水溪鹽水溪鹽水溪鹽水溪鹽水溪
四草湖四草湖四草湖四草湖四草湖四草湖四草湖四草湖

舊港口打通舊港口打通舊港口打通舊港口打通
府城公園道府城公園道府城公園道府城公園道台南公園台南公園台南公園台南公園

台南台南台南台南體育公園體育公園體育公園體育公園秋茂園秋茂園秋茂園秋茂園

水景水景水景水景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湖濱水鳥公園湖濱水鳥公園湖濱水鳥公園湖濱水鳥公園

孔廟文化園區孔廟文化園區孔廟文化園區孔廟文化園區

民生綠園園區民生綠園園區民生綠園園區民生綠園園區延平郡王祠延平郡王祠延平郡王祠延平郡王祠
安平工業區安平工業區安平工業區安平工業區

國際遊憩碼頭國際遊憩碼頭國際遊憩碼頭國際遊憩碼頭 市政市政市政市政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水萍塭公園水萍塭公園水萍塭公園水萍塭公園
四草橋四草橋四草橋四草橋頭公園頭公園頭公園頭公園觀夕觀夕觀夕觀夕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漁光島漁光島漁光島漁光島觀光渡假島觀光渡假島觀光渡假島觀光渡假島
中國城週中國城週中國城週中國城週中國城週中國城週中國城週中國城週

邊地區邊地區邊地區邊地區邊地區邊地區邊地區邊地區

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成功大學
十字綠軸十字綠軸十字綠軸十字綠軸 赤崁文化園區赤崁文化園區赤崁文化園區赤崁文化園區

竹溪竹溪竹溪竹溪竹溪竹溪竹溪竹溪

運河運河運河運河運河運河運河運河
星星星星鑽鑽鑽鑽鑽鑽鑽鑽

大億麗緻飯店大億麗緻飯店大億麗緻飯店大億麗緻飯店大億麗緻飯店大億麗緻飯店大億麗緻飯店大億麗緻飯店

台南新天地台南新天地台南新天地台南新天地台南新天地台南新天地台南新天地台南新天地

運河博物館運河博物館運河博物館運河博物館運河博物館運河博物館運河博物館運河博物館

大天后宮大天后宮大天后宮大天后宮大天后宮大天后宮大天后宮大天后宮//武廟武廟武廟武廟武廟武廟武廟武廟

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平

舊聚落舊聚落舊聚落舊聚落舊聚落舊聚落舊聚落舊聚落

安平港國家安平港國家安平港國家安平港國家
歷史風景區歷史風景區歷史風景區歷史風景區

府城生活府城生活府城生活府城生活
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

億載億載億載億載
金城金城金城金城

港濱歷史公園港濱歷史公園港濱歷史公園港濱歷史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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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鏈結綠項鍊鏈結綠項鍊鏈結綠項鍊鏈結綠項鍊鏈結綠項鍊鏈結綠項鍊鏈結綠項鍊鏈結綠項鍊((綠園道綠園道綠園道綠園道綠園道綠園道綠園道綠園道))與藍絲帶與藍絲帶與藍絲帶與藍絲帶與藍絲帶與藍絲帶與藍絲帶與藍絲帶((運河運河運河運河運河運河運河運河) ) ，，，，形塑府城觀光新願景形塑府城觀光新願景形塑府城觀光新願景形塑府城觀光新願景，，，，形塑府城觀光新願景形塑府城觀光新願景形塑府城觀光新願景形塑府城觀光新願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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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發展構想更新發展構想更新發展構想更新發展構想更新發展構想更新發展構想更新發展構想更新發展構想----------------

––府城新都心府城新都心府城新都心府城新都心府城新都心府城新都心府城新都心府城新都心----親水產業親水產業親水產業親水產業親水產業親水產業親水產業親水產業
價值再造價值再造價值再造價值再造價值再造價值再造價值再造價值再造

•• 呼應運河再生計畫呼應運河再生計畫呼應運河再生計畫呼應運河再生計畫、、、、安平港安平港安平港安平港呼應運河再生計畫呼應運河再生計畫呼應運河再生計畫呼應運河再生計畫、、、、安平港安平港安平港安平港
歷史風貌園區歷史風貌園區歷史風貌園區歷史風貌園區，，，，營造觀光營造觀光營造觀光營造觀光、、、、歷史風貌園區歷史風貌園區歷史風貌園區歷史風貌園區，，，，營造觀光營造觀光營造觀光營造觀光、、、、
休閒與住宅的市場價值休閒與住宅的市場價值休閒與住宅的市場價值休閒與住宅的市場價值休閒與住宅的市場價值休閒與住宅的市場價值休閒與住宅的市場價值休閒與住宅的市場價值

•• 連結中正路商業活動連結中正路商業活動連結中正路商業活動連結中正路商業活動，，，，復甦復甦復甦復甦連結中正路商業活動連結中正路商業活動連結中正路商業活動連結中正路商業活動，，，，復甦復甦復甦復甦
市中心區產業風貌市中心區產業風貌市中心區產業風貌市中心區產業風貌市中心區產業風貌市中心區產業風貌市中心區產業風貌市中心區產業風貌



10

行銷構想行銷構想行銷構想行銷構想行銷構想行銷構想行銷構想行銷構想——基地發展基地發展基地發展基地發展基地發展基地發展基地發展基地發展定位定位定位定位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行銷目標與定位行銷目標與定位行銷目標與定位行銷目標與定位：：：：國際級水岸觀光休閒國際級水岸觀光休閒國際級水岸觀光休閒國際級水岸觀光休閒／／／／商業核心區商業核心區商業核心區商業核心區

–彰顯得天獨厚的水岸發展區位彰顯得天獨厚的水岸發展區位彰顯得天獨厚的水岸發展區位彰顯得天獨厚的水岸發展區位

–提升水岸親水公共設施的公益性提升水岸親水公共設施的公益性提升水岸親水公共設施的公益性提升水岸親水公共設施的公益性

–做為安平港與市中心串聯媒介做為安平港與市中心串聯媒介做為安平港與市中心串聯媒介做為安平港與市中心串聯媒介

–豎立企業總部與台南市新地標豎立企業總部與台南市新地標豎立企業總部與台南市新地標豎立企業總部與台南市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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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參考方案說明細部計畫參考方案說明
•計畫年期計畫年期計畫年期計畫年期：：：：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14年年年年

•計畫人口計畫人口計畫人口計畫人口：：：： 2,600人人人人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觀光休閒特定專用區觀光休閒特定專用區觀光休閒特定專用區觀光休閒特定專用區

•第一種觀特區第一種觀特區第一種觀特區第一種觀特區：：：：
– 水岸水岸水岸水岸複合休閒機能複合休閒機能複合休閒機能複合休閒機能型型型型，，，，強調休閒強調休閒強調休閒強調休閒、、、、
渡假渡假渡假渡假、、、、住宿住宿住宿住宿、、、、觀光及商業機能的多觀光及商業機能的多觀光及商業機能的多觀光及商業機能的多

樣性與主題性使用樣性與主題性使用樣性與主題性使用樣性與主題性使用，，，，面積面積面積面積2.59公公公公
頃頃頃頃。。。。

– 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60%，，，，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400%

•第二種觀特區第二種觀特區第二種觀特區第二種觀特區：：：：
– 景觀景觀景觀景觀商住混合機能商住混合機能商住混合機能商住混合機能型型型型，，，，提供一般商提供一般商提供一般商提供一般商
業業業業、、、、辦公辦公辦公辦公、、、、住商及觀光旅館之使住商及觀光旅館之使住商及觀光旅館之使住商及觀光旅館之使

用用用用，，，，2.86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 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50%，，，，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550%

第二種特觀區第二種特觀區

帶狀沿岸公園帶狀沿岸公園

親水地標公園親水地標公園

第一種特觀區第一種特觀區

已於97年4月17日本市第266次
都委會完成備案。



預估開發成本及收益預估開發成本及收益預估開發成本及收益預估開發成本及收益預估開發成本及收益預估開發成本及收益預估開發成本及收益預估開發成本及收益
••開發成本開發成本開發成本開發成本開發成本開發成本開發成本開發成本

––規劃及設計費用規劃及設計費用規劃及設計費用規劃及設計費用規劃及設計費用規劃及設計費用規劃及設計費用規劃及設計費用
•• 20020020020020020020020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公共設施成本公共設施成本公共設施成本公共設施成本公共設施成本公共設施成本公共設施成本公共設施成本
•• 1.81.81.81.81.81.81.81.8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遷校費用遷校費用遷校費用遷校費用遷校費用遷校費用遷校費用遷校費用
•• 6.956.956.956.956.956.956.956.95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8.778.77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土地標售收益土地標售收益土地標售收益土地標售收益土地標售收益土地標售收益土地標售收益土地標售收益
––A1A1--14.614.6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A2A2--19.319.3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B1B1--12.612.6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B2B2--13.613.6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總計約6060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A1A1A1A1

A2A2A2A2

B1B1B1B1

B2B2B2B2



�採用二階段綜合審查含協商採用二階段綜合審查含協商採用二階段綜合審查含協商採用二階段綜合審查含協商

�兼顧兼顧兼顧兼顧開發商能力開發商能力開發商能力開發商能力開發商能力開發商能力開發商能力開發商能力與其與其與其與其開發構想開發構想開發構想開發構想開發構想開發構想開發構想開發構想

�減少投資者一次備標之成本減少投資者一次備標之成本減少投資者一次備標之成本減少投資者一次備標之成本。。。。

�強化對星鑽基地規劃設計品質強化對星鑽基地規劃設計品質強化對星鑽基地規劃設計品質強化對星鑽基地規劃設計品質、、、、經經經經
營管理水準營管理水準營管理水準營管理水準，，，，對對對對都市發展之指標性都市發展之指標性都市發展之指標性都市發展之指標性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甄審雖耗時甄審雖耗時甄審雖耗時甄審雖耗時，，，，但但但但可換取雙方對計畫可換取雙方對計畫可換取雙方對計畫可換取雙方對計畫
願景之認同願景之認同願景之認同願景之認同，，，，並建立共識並建立共識並建立共識並建立共識，，，，共創水共創水共創水共創水
岸發展商機岸發展商機岸發展商機岸發展商機。。。。

招商目標招商目標招商目標招商目標：：：：招商目標招商目標招商目標招商目標：：：：甄選具財力與開發經驗的廠商甄選具財力與開發經驗的廠商甄選具財力與開發經驗的廠商甄選具財力與開發經驗的廠商甄選具財力與開發經驗的廠商甄選具財力與開發經驗的廠商甄選具財力與開發經驗的廠商甄選具財力與開發經驗的廠商//提昇公有地附提昇公有地附提昇公有地附提昇公有地附提昇公有地附提昇公有地附提昇公有地附提昇公有地附

加價值加價值加價值加價值加價值加價值加價值加價值
��本案特性：本案特性：本案特性：本案特性：本案特性：本案特性：本案特性：本案特性：財務可行財務可行財務可行財務可行財務可行財務可行財務可行財務可行//強化品質強化品質強化品質強化品質強化品質強化品質強化品質強化品質

�粗估整體開發費用粗估整體開發費用粗估整體開發費用粗估整體開發費用(約約約約178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土地成本土地成本土地成本土地成本(約約約約36萬萬萬萬/坪坪坪坪)：：：：59億億億億

�以標的土地面積以標的土地面積以標的土地面積以標的土地面積1/21/21/21/2計算計算計算計算((((約約約約5.415.415.415.41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營建成本營建成本營建成本營建成本(含公共設施含公共設施含公共設施含公共設施)：：：：約約約約119億億億億
�粗報酬率粗報酬率粗報酬率粗報酬率：：：：24.19% / 共同負擔比例共同負擔比例共同負擔比例共同負擔比例
53.82%

�開發商宜具備的資格開發商宜具備的資格開發商宜具備的資格開發商宜具備的資格
�曾經構想曾經構想曾經構想曾經構想，，，，或承辦或承辦或承辦或承辦「「「「水陸複合休閒遊水陸複合休閒遊水陸複合休閒遊水陸複合休閒遊
樂樂樂樂/購物中心購物中心購物中心購物中心、、、、都市型主題遊樂區都市型主題遊樂區都市型主題遊樂區都市型主題遊樂區」」」」

�財力財力財力財力，，，，及提撥及提撥及提撥及提撥第一期地價款第一期地價款第一期地價款第一期地價款之能力之能力之能力之能力
�具備具備具備具備設計生產高水準產品能力設計生產高水準產品能力設計生產高水準產品能力設計生產高水準產品能力



14

金城國中

新南國小

市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市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市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市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市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市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市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市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

•政府承諾事項政府承諾事項政府承諾事項政府承諾事項，，，，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事業開發前應完成事業開發前應完成事業開發前應完成事業開發前應完成
•府前一街府前一街府前一街府前一街15151515米拓寬工程米拓寬工程米拓寬工程米拓寬工程
•二座橋樑興闢二座橋樑興闢二座橋樑興闢二座橋樑興闢
•二所學校之遷校及土地二所學校之遷校及土地二所學校之遷校及土地二所學校之遷校及土地
點交點交點交點交

��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
•預擬細部計畫備案預擬細部計畫備案預擬細部計畫備案預擬細部計畫備案
•完成細部計畫擬定完成細部計畫擬定完成細部計畫擬定完成細部計畫擬定



• 週邊環境週邊環境週邊環境週邊環境
本基地位於中華路兩側本基地位於中華路兩側本基地位於中華路兩側本基地位於中華路兩側，，，，且南且南且南且南
台科技大學與奇美醫院分別位台科技大學與奇美醫院分別位台科技大學與奇美醫院分別位台科技大學與奇美醫院分別位
於基地的東側與東南側於基地的東側與東南側於基地的東側與東南側於基地的東側與東南側，，，，目前目前目前目前
周邊地區已形成中華周邊地區已形成中華周邊地區已形成中華周邊地區已形成中華路路路路上重要上重要上重要上重要
商圈之一商圈之一商圈之一商圈之一。。。。

• 聯外交通聯外交通聯外交通聯外交通
本基地位於永康區西本基地位於永康區西本基地位於永康區西本基地位於永康區西北北北北側側側側，，，，距距距距
離離離離大橋火大橋火大橋火大橋火車車車車站約站約站約站約400公尺公尺公尺公尺，，，，與與與與
中山高速公中山高速公中山高速公中山高速公路路路路永康交永康交永康交永康交流流流流道僅距道僅距道僅距道僅距
約約約約3.5公公公公里里里里，，，，以中華以中華以中華以中華路路路路為主要為主要為主要為主要
道道道道路路路路，，，，向向向向北北北北接接接接省省省省道台道台道台道台1(中華中華中華中華路路路路)

為主要道為主要道為主要道為主要道路路路路。。。。

飛雁新村飛雁新村飛雁新村飛雁新村飛雁新村飛雁新村飛雁新村飛雁新村--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基地簡介

中洲站保安站
台南站 大橋站 永康站 新市站

0 0.6 1.2 1.8 2.40.3
Kilometers

±
圖例 鄉鎮界國道快速道路省道縣道計畫範圍鐵路高鐵
Æb 台鐵台南各站

南科特定區南科特定區南科特定區南科特定區

中中中中
山山山山
高高高高
速速速速
公公公公
路路路路

86快速道路快速道路快速道路快速道路 高鐵特高鐵特高鐵特高鐵特
定區定區定區定區

縱縱縱縱
貫貫貫貫
鐵鐵鐵鐵
路路路路

高高高高
速速速速
鐵鐵鐵鐵
路路路路

國道國道國道國道8號號號號



砲校開發砲校開發
創意設計園區創意設計園區

台南應大台南應大

飛雁新村都更飛雁新村都更
奇美醫院

柴頭港溪沿岸柴頭港溪沿岸
綠美化串連綠美化串連

南台科大南台科大

成功大學成功大學

鐵路地下化鐵路地下化

中 正 南 路

中
華
路

鹽 水 溪



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
• 都市更新範圍都市更新範圍都市更新範圍都市更新範圍

以以以以「「「「飛雁新村飛雁新村飛雁新村飛雁新村」」」」為主為主為主為主，，，，位於永康區六甲頂位於永康區六甲頂位於永康區六甲頂位於永康區六甲頂
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東臨南台街東臨南台街東臨南台街東臨南台街135巷巷巷巷3弄弄弄弄，，，，西至中西至中西至中西至中
正南路正南路正南路正南路168巷巷巷巷，，，，北以南台街為界北以南台街為界北以南台街為界北以南台街為界，，，，南抵中南抵中南抵中南抵中
正南路正南路正南路正南路52巷巷巷巷。。。。

中華中華中華中華路路路路

中正南中正南中正南中正南路路路路 168 巷巷巷巷 南台街南台街南台街南台街 135 巷巷巷巷3 弄弄弄弄

南台街南台街南台街南台街 中正南中正南中正南中正南路路路路 52 巷巷巷巷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地號地號地號地號
永康區頂安段永康區頂安段永康區頂安段永康區頂安段183地號等地號等地號等地號等18筆筆筆筆
土地土地土地土地，，，，均為國有地均為國有地均為國有地均為國有地，，，，面積約為面積約為面積約為面積約為
3.52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使用現況使用現況使用現況使用現況
基地內現況以一基地內現況以一基地內現況以一基地內現況以一樓樓樓樓庭院式住庭院式住庭院式住庭院式住宅宅宅宅
與空地為主與空地為主與空地為主與空地為主。。。。因其屬因其屬因其屬因其屬老老老老舊眷舊眷舊眷舊眷
村村村村，，，，已於已於已於已於97年年年年10 月公告辦月公告辦月公告辦月公告辦理理理理搬搬搬搬
遷遷遷遷。。。。

南台街南台街南台街南台街

3 

弄弄弄弄

南南南南
台台台台

街街街街

135

巷巷巷巷

中正南路中正南路中正南路中正南路52巷巷巷巷

中中中中
正正正正
南南南南
路路路路
168

巷巷巷巷



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基地基本資料
• 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土地使用
本地區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本地區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本地區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本地區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部分住宅區為商業區變更部分住宅區為商業區變更部分住宅區為商業區變更部分住宅區為商業區(約佔變約佔變約佔變約佔變
更範圍更範圍更範圍更範圍80％％％％)及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及公共設施用地(約約約約
佔變更範圍佔變更範圍佔變更範圍佔變更範圍20%)。。。。變更後商業區變更後商業區變更後商業區變更後商業區
之建蔽率為之建蔽率為之建蔽率為之建蔽率為80％，％，％，％，容積率為容積率為容積率為容積率為280

％。％。％。％。(已於已於已於已於99/6/29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內政部都市計畫審議委

員會第員會第員會第員會第733次會議通過次會議通過次會議通過次會議通過)

• 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歷史建築
區內尚存日治時期之區內尚存日治時期之區內尚存日治時期之區內尚存日治時期之「「「「傳原通訊傳原通訊傳原通訊傳原通訊
所所所所」，」，」，」，已於已於已於已於98年年年年5月月月月27日由台南縣日由台南縣日由台南縣日由台南縣
政府公告登政府公告登政府公告登政府公告登錄錄錄錄為為為為歷歷歷歷史建築面積共史建築面積共史建築面積共史建築面積共
4554㎡㎡㎡㎡；；；；且前經臺南縣古蹟且前經臺南縣古蹟且前經臺南縣古蹟且前經臺南縣古蹟、、、、歷歷歷歷
史建築史建築史建築史建築、、、、聚聚聚聚落落落落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及文化景觀審議會第
9 次會議決議為現地保存次會議決議為現地保存次會議決議為現地保存次會議決議為現地保存。。。。



開發潛力開發潛力開發潛力開發潛力開發潛力開發潛力開發潛力開發潛力

1.交通區位佳交通區位佳交通區位佳交通區位佳：：：：本本本本更更更更新地區位於永康區交新地區位於永康區交新地區位於永康區交新地區位於永康區交
通樞通樞通樞通樞紐紐紐紐，，，，可快速通達永康交可快速通達永康交可快速通達永康交可快速通達永康交流流流流道與台南道與台南道與台南道與台南
市中心區市中心區市中心區市中心區。。。。

2.鄰近鄰近鄰近鄰近「「「「奇美醫院奇美醫院奇美醫院奇美醫院」、」、」、」、 「「「「南台科技大南台科技大南台科技大南台科技大
學學學學」」」」 ：：：：醫院衍生之人醫院衍生之人醫院衍生之人醫院衍生之人力力力力供應供應供應供應、、、、醫醫醫醫療療療療器器器器
材及材及材及材及旅館旅館旅館旅館業等相關服務業需求業等相關服務業需求業等相關服務業需求業等相關服務業需求，，，，加以學加以學加以學加以學
生族群需求生族群需求生族群需求生族群需求，，，，有形成商圈之潛有形成商圈之潛有形成商圈之潛有形成商圈之潛力力力力，，，，具發具發具發具發
展展展展金金金金融醫融醫融醫融醫療療療療服務功能服務功能服務功能服務功能

3.產權單純產權單純產權單純產權單純：：：：本本本本更更更更新地區全部皆為國有土新地區全部皆為國有土新地區全部皆為國有土新地區全部皆為國有土
地地地地，，，，產權單純產權單純產權單純產權單純，，，，適宜整體開發適宜整體開發適宜整體開發適宜整體開發。。。。



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
• 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發展定位

本計畫區未來功能定位構想為本計畫區未來功能定位構想為本計畫區未來功能定位構想為本計畫區未來功能定位構想為「「「「結合醫結合醫結合醫結合醫療療療療產業與生產業與生產業與生產業與生
活需求之複合式商業服務機能活需求之複合式商業服務機能活需求之複合式商業服務機能活需求之複合式商業服務機能」」」」提供具有居住提供具有居住提供具有居住提供具有居住、、、、商商商商
業服務業服務業服務業服務、、、、休憩等多樣化服務機能之空間環境休憩等多樣化服務機能之空間環境休憩等多樣化服務機能之空間環境休憩等多樣化服務機能之空間環境。。。。

• 整體發展構想整體發展構想整體發展構想整體發展構想
1.以以以以整體開發配合整體開發配合整體開發配合整體開發配合更更更更新獎新獎新獎新獎勵勵勵勵，，，，使建物朝高層發展使建物朝高層發展使建物朝高層發展使建物朝高層發展，，，，建建建建立立立立符合現代機能之符合現代機能之符合現代機能之符合現代機能之
空空空空間架構間架構間架構間架構，，，，並並並並提提提提供供供供綠綠綠綠化開化開化開化開放放放放空空空空間間間間。。。。

2.運運運運用用用用靠靠靠靠近奇美醫院近奇美醫院近奇美醫院近奇美醫院、、、、南台科技大學與南台科技大學與南台科技大學與南台科技大學與創意創意創意創意設計設計設計設計園園園園區之區位區之區位區之區位區之區位優勢優勢優勢優勢，，，，健健健健全全全全
永永永永續續續續生生生生活各項活各項活各項活各項所需之服務功能商業所需之服務功能商業所需之服務功能商業所需之服務功能商業帶帶帶帶。。。。

3.沿沿沿沿中華中華中華中華路兩路兩路兩路兩側側側側退縮退縮退縮退縮，，，，以以以以留留留留設設設設良良良良好好好好都都都都市景觀與人市景觀與人市景觀與人市景觀與人行行行行空空空空間間間間，，，，並創造並創造並創造並創造良良良良好好好好的的的的
街街街街廓廓廓廓內部內部內部內部廣場廣場廣場廣場供供供供民眾民眾民眾民眾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4.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地區地區地區地區歷歷歷歷史史史史紋紋紋紋理理理理維護維護維護維護與保存之與保存之與保存之與保存之概概概概念念念念納入納入納入納入整體開發整體開發整體開發整體開發考考考考量量量量，，，，提提提提供供供供活活活活化舊化舊化舊化舊
有建築空有建築空有建築空有建築空間間間間，，，，藉藉藉藉以產生相以產生相以產生相以產生相乘效乘效乘效乘效應應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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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標售標售標售標售

本計畫由主辦機關研擬招商文件後公開辦理招本計畫由主辦機關研擬招商文件後公開辦理招本計畫由主辦機關研擬招商文件後公開辦理招本計畫由主辦機關研擬招商文件後公開辦理招
商及評選實施者商及評選實施者商及評選實施者商及評選實施者，，，，招商評選作業採資格標招商評選作業採資格標招商評選作業採資格標招商評選作業採資格標、、、、規規規規
格標及價格標格標及價格標格標及價格標格標及價格標。。。。
1.資格標資格標資格標資格標：：：：由臺南市政府由臺南市政府由臺南市政府由臺南市政府進行書進行書進行書進行書面面面面資格資格資格資格審審審審查查查查，，，，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公公公公司實績司實績司實績司實績、、、、保保保保險險險險
證明證明證明證明等文等文等文等文件件件件。。。。

2.規規規規格標格標格標格標：：：：由由由由評選委員評選委員評選委員評選委員會會會會就書就書就書就書面面面面資格資格資格資格審審審審查查查查通通通通過過過過之之之之申請申請申請申請人人人人依依依依本本本本案案案案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定定定定位及整體發展位及整體發展位及整體發展位及整體發展構想構想構想構想所所所所提提提提之都市更新之都市更新之都市更新之都市更新事事事事業計畫業計畫業計畫業計畫書書書書、、、、細細細細部計畫與部計畫與部計畫與部計畫與簡報簡報簡報簡報
答詢答詢答詢答詢。。。。

3.價格標價格標價格標價格標：：：：由臺南市政府由臺南市政府由臺南市政府由臺南市政府進行標售款評比進行標售款評比進行標售款評比進行標售款評比。。。。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 實施者應辦事項實施者應辦事項實施者應辦事項實施者應辦事項

1.實實實實施施施施者者者者應於與臺南市政府應於與臺南市政府應於與臺南市政府應於與臺南市政府簽訂簽訂簽訂簽訂合約後合約後合約後合約後18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曆天曆天曆天曆天內內內內，，，，提出提出提出提出都市更新都市更新都市更新都市更新
事事事事業計畫及業計畫及業計畫及業計畫及細細細細部計畫部計畫部計畫部計畫申請申請申請申請審議審議審議審議，，，，並並並並應於都市更新應於都市更新應於都市更新應於都市更新事事事事業計畫業計畫業計畫業計畫核定核定核定核定後後後後
12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曆天曆天曆天曆天內內內內提出提出提出提出建建建建造執照申請造執照申請造執照申請造執照申請，，，，建建建建造執照核造執照核造執照核造執照核發後發後發後發後12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曆天曆天曆天曆天內內內內
動工動工動工動工，，，，動工動工動工動工後後後後4年內應年內應年內應年內應取得取得取得取得本本本本案案案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執照執照執照，，，，如採如採如採如採分期分期分期分期
開發開發開發開發，，，，得延長得延長得延長得延長2年年年年取得取得取得取得本本本本案案案案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全部建物之建築使用執照執照執照執照。。。。

2.更新計畫地區範圍更新計畫地區範圍更新計畫地區範圍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地上物內地上物內地上物內地上物拆拆拆拆遷遷遷遷相關費用相關費用相關費用相關費用。。。。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 實施者應辦事項實施者應辦事項實施者應辦事項實施者應辦事項

3.都市更新都市更新都市更新都市更新事事事事業之規劃設計與開發建設業之規劃設計與開發建設業之規劃設計與開發建設業之規劃設計與開發建設
所需相關費用所需相關費用所需相關費用所需相關費用。。。。

4.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公共設施（（（（除除除除歷歷歷歷
史建築本體史建築本體史建築本體史建築本體外外外外））））之規劃設計與之規劃設計與之規劃設計與之規劃設計與興闢興闢興闢興闢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5.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更新計畫地區範圍內與與與與慈恩五慈恩五慈恩五慈恩五村村村村毗毗毗毗鄰鄰鄰鄰
之之之之既既既既成圍成圍成圍成圍牆牆牆牆的的的的綠綠綠綠美化美化美化美化作作作作業業業業之規劃設之規劃設之規劃設之規劃設
計與施計與施計與施計與施作作作作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除歷史建築物本體外之廣
場，及自擬細部計畫應劃
設至少2511m2公共設施

與慈恩五村毗鄰之既
成圍牆的綠美化作業



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開發辦理原則
• 標售款繳交時程標售款繳交時程標售款繳交時程標售款繳交時程

1.簽簽簽簽約後約後約後約後3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曆天曆天曆天曆天內內內內，，，，實實實實施施施施者者者者應應應應繳納繳納繳納繳納30%標售款標售款標售款標售款；；；；

2.都市更新都市更新都市更新都市更新事事事事業計畫業計畫業計畫業計畫核定核定核定核定公告公告公告公告實實實實施施施施之日之日之日之日起起起起3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曆天曆天曆天曆天內內內內繳繳繳繳交交交交30%標售標售標售標售
款款款款；；；；

3.取得取得取得取得第一第一第一第一批批批批建築建築建築建築執照執照執照執照之日之日之日之日起起起起3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曆天曆天曆天曆天內內內內繳繳繳繳交交交交20%標售款標售款標售款標售款；；；；

4.實實實實施施施施者者者者公文公文公文公文函函函函告本府開告本府開告本府開告本府開工工工工之日之日之日之日起起起起30個個個個日日日日曆天曆天曆天曆天內內內內繳繳繳繳交交交交20%標售款標售款標售款標售款。。。。



招商程序招商程序招商程序招商程序招商程序招商程序招商程序招商程序
• 評選標準評選標準評選標準評選標準

1.本案公開審查實施者審查作業要點辦理本案公開審查實施者審查作業要點辦理本案公開審查實施者審查作業要點辦理本案公開審查實施者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採資格審查採資格審查採資格審查採資格審查、、、、規格審查與價格規格審查與價格規格審查與價格規格審查與價格
評比評比評比評比。。。。

2.本府於完成資格審查後本府於完成資格審查後本府於完成資格審查後本府於完成資格審查後，，，，通知合格申請通知合格申請通知合格申請通知合格申請
人進行規格審查人進行規格審查人進行規格審查人進行規格審查，，，，規格審查超過規格審查超過規格審查超過規格審查超過75分分分分
之申請人得進行價格評比之申請人得進行價格評比之申請人得進行價格評比之申請人得進行價格評比。。。。

3.經價格評比後擇出之最高價申請人自本經價格評比後擇出之最高價申請人自本經價格評比後擇出之最高價申請人自本經價格評比後擇出之最高價申請人自本
府函發價格評比會議紀錄之日起府函發價格評比會議紀錄之日起府函發價格評比會議紀錄之日起府函發價格評比會議紀錄之日起20個個個個
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內應與本府完成簽訂內應與本府完成簽訂內應與本府完成簽訂內應與本府完成簽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
永康區飛雁新村都市更新案實施契永康區飛雁新村都市更新案實施契永康區飛雁新村都市更新案實施契永康區飛雁新村都市更新案實施契
約約約約」，」，」，」，逾期視為放棄簽約權逾期視為放棄簽約權逾期視為放棄簽約權逾期視為放棄簽約權，，，，本府不本府不本府不本府不
負擔任何責任負擔任何責任負擔任何責任負擔任何責任。。。。

4.本府如因法令或其他非可歸責於申請人本府如因法令或其他非可歸責於申請人本府如因法令或其他非可歸責於申請人本府如因法令或其他非可歸責於申請人
之事由或限制不能完成審查程序者之事由或限制不能完成審查程序者之事由或限制不能完成審查程序者之事由或限制不能完成審查程序者，，，，
得中止辦理本審查事務得中止辦理本審查事務得中止辦理本審查事務得中止辦理本審查事務，，，，將押標金無將押標金無將押標金無將押標金無
息退還申請人息退還申請人息退還申請人息退還申請人，，，，與申請人間互無其他與申請人間互無其他與申請人間互無其他與申請人間互無其他
任何請求任何請求任何請求任何請求。。。。

公告更新地區先期規劃作業更新事業可行性評估開發辦理原則 成立推動小組

交地過戶 

細部計畫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計畫執行 

招商準備作業
資格審查 

簽約作業 

公告招商 

綜合評審及標售款評比 

前置作業階段
評選階段
規劃興建階段

 

流標

辦理單位 臺南縣政府國防部總政戰局實施者辦理單位 臺南縣政府國防部總政戰局實施者
實施者標售款繳清後由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辦理
台南市政府



•• 預期投資金額預期投資金額預期投資金額預期投資金額預期投資金額預期投資金額預期投資金額預期投資金額

•本案都市計畫變更部分住宅區為商業區本案都市計畫變更部分住宅區為商業區本案都市計畫變更部分住宅區為商業區本案都市計畫變更部分住宅區為商業區((((約佔變更範圍約佔變更範圍約佔變更範圍約佔變更範圍80808080
％％％％))))，，，，建蔽率為建蔽率為建蔽率為建蔽率為80808080％，％，％，％，容積率為容積率為容積率為容積率為280280280280％，％，％，％，土地總容積初估約土地總容積初估約土地總容積初估約土地總容積初估約
22,68722,68722,68722,687坪坪坪坪，，，，營造單價以每坪營造單價以每坪營造單價以每坪營造單價以每坪66,50066,50066,50066,500元初估元初估元初估元初估，，，，營造成本約投營造成本約投營造成本約投營造成本約投
入入入入19191919億億億億9999千萬元千萬元千萬元千萬元。。。。

•• 優惠措施或融資辦法優惠措施或融資辦法優惠措施或融資辦法優惠措施或融資辦法優惠措施或融資辦法優惠措施或融資辦法優惠措施或融資辦法優惠措施或融資辦法

•依照都市更新條例及子法相關規定依照都市更新條例及子法相關規定依照都市更新條例及子法相關規定依照都市更新條例及子法相關規定，，，，可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可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可申請都市更新建築可申請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容積獎勵容積獎勵容積獎勵、、、、稅捐減免稅捐減免稅捐減免稅捐減免，，，，都市更新前置作業融資計畫及都市都市更新前置作業融資計畫及都市都市更新前置作業融資計畫及都市都市更新前置作業融資計畫及都市
更新優惠貸款更新優惠貸款更新優惠貸款更新優惠貸款。。。。

•• 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投資效益

•本計畫具備鄰近奇美醫院本計畫具備鄰近奇美醫院本計畫具備鄰近奇美醫院本計畫具備鄰近奇美醫院、、、、南台科技大學與創意設計園區南台科技大學與創意設計園區南台科技大學與創意設計園區南台科技大學與創意設計園區
之區位優勢之區位優勢之區位優勢之區位優勢，，，，可塑造提供辦公可塑造提供辦公可塑造提供辦公可塑造提供辦公、、、、購物購物購物購物、、、、消費等商業服務機消費等商業服務機消費等商業服務機消費等商業服務機
能之休閒生活空間能之休閒生活空間能之休閒生活空間能之休閒生活空間。。。。

投資優勢投資優勢投資優勢投資優勢投資優勢投資優勢投資優勢投資優勢



��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協助相關計畫核定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擬定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擬定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擬定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擬定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擬定

��承諾舊佔用戶搬遷承諾舊佔用戶搬遷承諾舊佔用戶搬遷承諾舊佔用戶搬遷承諾舊佔用戶搬遷承諾舊佔用戶搬遷承諾舊佔用戶搬遷承諾舊佔用戶搬遷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應配合本案都市更新實施時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應配合本案都市更新實施時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應配合本案都市更新實施時程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應配合本案都市更新實施時程，，，，辦辦辦辦
理飛雁新村遷移計畫之相關事宜理飛雁新村遷移計畫之相關事宜理飛雁新村遷移計畫之相關事宜理飛雁新村遷移計畫之相關事宜。。。。

��協助交地過戶時程協助交地過戶時程協助交地過戶時程協助交地過戶時程協助交地過戶時程協助交地過戶時程協助交地過戶時程協助交地過戶時程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應配合本案都市更新標售款繳交期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應配合本案都市更新標售款繳交期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應配合本案都市更新標售款繳交期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應配合本案都市更新標售款繳交期
程辦理交地事項程辦理交地事項程辦理交地事項程辦理交地事項，，，，至實施者繳清標售款時應辦理交地過戶至實施者繳清標售款時應辦理交地過戶至實施者繳清標售款時應辦理交地過戶至實施者繳清標售款時應辦理交地過戶
。。。。

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政府相關投資配套建設優勢



運河星鑽安平港國家歷史風景區 台南運河台南運河台南運河台南運河

歡迎各界踴躍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