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市站前門戶意象再生宜蘭市站前門戶意象再生宜蘭市站前門戶意象再生宜蘭市站前門戶意象再生

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蘭城之星更新開發計畫蘭城之星更新開發計畫蘭城之星更新開發計畫蘭城之星更新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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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誘因投資誘因投資誘因投資誘因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後續作業後續作業後續作業後續作業時程時程時程時程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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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銜接大台北一小時生活圈銜接大台北一小時生活圈銜接大台北一小時生活圈銜接大台北一小時生活圈。。。。

• 緊臨宜蘭火車站及轉運站緊臨宜蘭火車站及轉運站緊臨宜蘭火車站及轉運站緊臨宜蘭火車站及轉運站，，，，為進入宜為進入宜為進入宜為進入宜
蘭觀光旅遊之窗口蘭觀光旅遊之窗口蘭觀光旅遊之窗口蘭觀光旅遊之窗口。。。。



基地區位基地區位基地區位基地區位

• 宜蘭火車站周宜蘭火車站周宜蘭火車站周宜蘭火車站周
邊邊邊邊（（（（宜興路宜興路宜興路宜興路
上上上上））））

• 「「「「蘭城新月舊蘭城新月舊蘭城新月舊蘭城新月舊
城文化廊帶城文化廊帶城文化廊帶城文化廊帶」」」」
之起點之起點之起點之起點

• 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宜蘭地宜蘭地宜蘭地宜蘭地
方產業交流中方產業交流中方產業交流中方產業交流中
心心心心」，」，」，」，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成為宜蘭市文成為宜蘭市文成為宜蘭市文成為宜蘭市文
化化化化、、、、旅遊旅遊旅遊旅遊、、、、經經經經
濟產業的重要濟產業的重要濟產業的重要濟產業的重要
窗口窗口窗口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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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礁溪

往羅東

往員山

宜蘭火車站宜蘭火車站宜蘭火車站宜蘭火車站

山山山山

宜蘭舊城宜蘭舊城宜蘭舊城宜蘭舊城

中山中山中山中山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新月新月新月新月

廣場廣場廣場廣場

宜蘭宜蘭宜蘭宜蘭

酒廠酒廠酒廠酒廠

河濱河濱河濱河濱

公園公園公園公園

孔廟孔廟孔廟孔廟

宜蘭轉運站宜蘭轉運站宜蘭轉運站宜蘭轉運站

楊士芳楊士芳楊士芳楊士芳

紀念林園紀念林園紀念林園紀念林園

設治設治設治設治

紀念館紀念館紀念館紀念館

昭應宮昭應宮昭應宮昭應宮

文昌廟文昌廟文昌廟文昌廟

碧霞宮碧霞宮碧霞宮碧霞宮

友愛友愛友愛友愛

百貨百貨百貨百貨 宜蘭宜蘭宜蘭宜蘭

行口行口行口行口

城隍廟城隍廟城隍廟城隍廟

五榖廟五榖廟五榖廟五榖廟

林氏家廟林氏家廟林氏家廟林氏家廟

本案本案

位置位置



土地權屬土地權屬土地權屬土地權屬 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管理機關 面積面積面積面積((((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國有國有國有國有 臺鐵局臺鐵局臺鐵局臺鐵局 23,399 23,399 23,399 23,399 98% 98% 98% 98% 

宜蘭市宜蘭市宜蘭市宜蘭市
宜蘭宜蘭宜蘭宜蘭

市公所市公所市公所市公所
432 432 432 432 2% 2% 2% 2% 

小計小計小計小計 23,83123,83123,83123,831 100%100%100%100%

基地範圍與權屬基地範圍與權屬基地範圍與權屬基地範圍與權屬

•招商範圍招商範圍招商範圍招商範圍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車專一車專一車專一車專一、、、、部分車專部分車專部分車專部分車專
二二二二、、、、車專三車專三車專三車專三))))

–約約約約2.42.42.42.4公頃公頃公頃公頃

•土地權屬土地權屬土地權屬土地權屬

更新單元一更新單元一更新單元一更新單元一

招商範圍更新單元一範圍

車專一

車專二

車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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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計畫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計畫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計畫都市計畫與都市更新計畫

•97979797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29292929日都市計畫審查日都市計畫審查日都市計畫審查日都市計畫審查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98989898年年年年7777月月月月10101010日都市更新計畫日都市更新計畫日都市更新計畫日都市更新計畫
審查通過審查通過審查通過審查通過。。。。

招商範圍

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使用分區 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建蔽率 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容積率

車站專用區一車站專用區一車站專用區一車站專用區一 60%60%60%60% 240%240%240%240%

車站專用區二車站專用區二車站專用區二車站專用區二 60%60%60%60% 100%100%100%100%

車站專用區三車站專用區三車站專用區三車站專用區三 60%60%60%60% 100%100%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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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重大建設計畫區域重大建設計畫區域重大建設計畫區域重大建設計畫
• 「「「「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設立通訊知識服務園區設立通訊知識服務園區設立通訊知識服務園區設立通訊知識服務園區

發展數位創意發展數位創意發展數位創意發展數位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文化創意、、、、軟體研發及產品研發產業軟體研發及產品研發產業軟體研發及產品研發產業軟體研發及產品研發產業，，，，將創造將創造將創造將創造8.28.28.28.2萬人就業萬人就業萬人就業萬人就業
機會機會機會機會，，，，創造創造創造創造900900900900億元產值效益億元產值效益億元產值效益億元產值效益。。。。

• 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陽明大學附設醫院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生物醫學產業特定專用區生物醫學產業特定專用區生物醫學產業特定專用區生物醫學產業特定專用區」」」」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00100100100年年年年））））

以醫療教學以醫療教學以醫療教學以醫療教學、、、、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醫務行政為主醫務行政為主醫務行政為主醫務行政為主，，，，預計引進近預計引進近預計引進近預計引進近2,0002,0002,0002,000人營運人口人營運人口人營運人口人營運人口，，，，衍生探衍生探衍生探衍生探
病人數病人數病人數病人數4,5004,5004,5004,500人人人人。。。。

• 森保處森保處森保處森保處「「「「健康養生及會展健康養生及會展健康養生及會展健康養生及會展
園區園區園區園區」」」」

（（（（民國民國民國民國100100100100----107107107107年年年年））））

提供生醫關聯服務業提供生醫關聯服務業提供生醫關聯服務業提供生醫關聯服務業，，，，引引引引
進觀光醫療進觀光醫療進觀光醫療進觀光醫療、、、、會展研習會展研習會展研習會展研習、、、、
商業支援等產業商業支援等產業商業支援等產業商業支援等產業。。。。預計引預計引預計引預計引
進進進進2,6002,6002,6002,600人人人人。。。。

• 北宜直線鐵路北宜直線鐵路北宜直線鐵路北宜直線鐵路((((交通部核交通部核交通部核交通部核
定定定定)))) 清華大學宜清華大學宜清華大學宜清華大學宜蘭校區蘭校區蘭校區蘭校區（26.14ha）

宜蘭B聯絡道（40m寬）
竹科城南園區竹科城南園區竹科城南園區竹科城南園區竹科城南園區竹科城南園區竹科城南園區竹科城南園區（（69.4ha69.4ha））

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專用專用專用專用專用專用專用專用
宜蘭外環道（40m寬）

新闢東側道路（30m寬）
健康暨會展服務專健康暨會展服務專健康暨會展服務專健康暨會展服務專健康暨會展服務專健康暨會展服務專健康暨會展服務專健康暨會展服務專用區用區用區用區用區用區用區用區蘭城之星蘭城之星蘭城之星蘭城之星蘭城之星蘭城之星蘭城之星蘭城之星

縣政中縣政中縣政中縣政中縣政中縣政中縣政中縣政中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宜蘭運動公園

宜蘭大學 蘭陽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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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城之星更新開蘭城之星更新開蘭城之星更新開蘭城之星更新開
發計畫發計畫發計畫發計畫

民權幹道民權幹道民權幹道民權幹道

宜蘭臨時轉運站宜蘭臨時轉運站宜蘭臨時轉運站宜蘭臨時轉運站

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生物醫學產業特定
專用區專用區專用區專用區

健康養生暨會展服健康養生暨會展服健康養生暨會展服健康養生暨會展服
務園區案務園區案務園區案務園區案

宜蘭產業交流中心宜蘭產業交流中心宜蘭產業交流中心宜蘭產業交流中心

東門人文美食商街東門人文美食商街東門人文美食商街東門人文美食商街

化龍一村更新開發化龍一村更新開發化龍一村更新開發化龍一村更新開發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蘭城新月廊帶整體蘭城新月廊帶整體蘭城新月廊帶整體蘭城新月廊帶整體
視覺美感提升工程視覺美感提升工程視覺美感提升工程視覺美感提升工程

宜蘭美術館整建工宜蘭美術館整建工宜蘭美術館整建工宜蘭美術館整建工
程程程程

宜蘭酒廠南門林園蘭城新月
宜蘭舊城匠師博物宜蘭舊城匠師博物宜蘭舊城匠師博物宜蘭舊城匠師博物
館網絡暨文化創生館網絡暨文化創生館網絡暨文化創生館網絡暨文化創生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以舊城地區為以舊城地區為以舊城地區為以舊城地區為
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宜蘭河邊的維管束宜蘭河邊的維管束宜蘭河邊的維管束宜蘭河邊的維管束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宜蘭宜蘭宜蘭宜蘭
火車火車火車火車
站站站站

宜蘭市舊城再生暨宜蘭市舊城再生暨宜蘭市舊城再生暨宜蘭市舊城再生暨
城鄉風貌再塑計畫城鄉風貌再塑計畫城鄉風貌再塑計畫城鄉風貌再塑計畫
((((以舊城地區為範圍以舊城地區為範圍以舊城地區為範圍以舊城地區為範圍))))

宜蘭國小中山國小

宜蘭河畔相關工程宜蘭河畔相關工程宜蘭河畔相關工程宜蘭河畔相關工程

宜蘭市都市計畫
東區發展規劃

周邊相關建設計畫周邊相關建設計畫周邊相關建設計畫周邊相關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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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公室市場辦公室市場辦公室市場辦公室市場

• 預估科學園區與生醫園區等重大建設預估科學園區與生醫園區等重大建設預估科學園區與生醫園區等重大建設預估科學園區與生醫園區等重大建設
發展後發展後發展後發展後，，，，可帶動相關服務業可帶動相關服務業可帶動相關服務業可帶動相關服務業，，，，並促使並促使並促使並促使
辦公室需求逐步成長辦公室需求逐步成長辦公室需求逐步成長辦公室需求逐步成長。。。。

• 受北宜高工程通車影響受北宜高工程通車影響受北宜高工程通車影響受北宜高工程通車影響，，，，住宅建照申住宅建照申住宅建照申住宅建照申
請戶數請戶數請戶數請戶數、、、、總樓地板面積均呈現上漲趨總樓地板面積均呈現上漲趨總樓地板面積均呈現上漲趨總樓地板面積均呈現上漲趨
勢勢勢勢。。。。

• 大專院校紛紛於宜蘭設校大專院校紛紛於宜蘭設校大專院校紛紛於宜蘭設校大專院校紛紛於宜蘭設校，，，，帶動學生帶動學生帶動學生帶動學生
與教職人員居住需求與教職人員居住需求與教職人員居住需求與教職人員居住需求。。。。

• 受北宜高工程通車影響受北宜高工程通車影響受北宜高工程通車影響受北宜高工程通車影響，，，，商店建照申商店建照申商店建照申商店建照申
請戶數請戶數請戶數請戶數、、、、總樓地板面積均明顯增加總樓地板面積均明顯增加總樓地板面積均明顯增加總樓地板面積均明顯增加。。。。

• 國際精品廠商看好宜蘭市場國際精品廠商看好宜蘭市場國際精品廠商看好宜蘭市場國際精品廠商看好宜蘭市場，，，，將於宜將於宜將於宜將於宜
蘭市設立新據點蘭市設立新據點蘭市設立新據點蘭市設立新據點，，，，提升宜蘭商業層提升宜蘭商業層提升宜蘭商業層提升宜蘭商業層
級級級級。。。。

住宅市場住宅市場住宅市場住宅市場

零售商場零售商場零售商場零售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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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與旅館市場分析觀光與旅館市場分析觀光與旅館市場分析觀光與旅館市場分析

•宜蘭縣每年觀光遊客已突宜蘭縣每年觀光遊客已突宜蘭縣每年觀光遊客已突宜蘭縣每年觀光遊客已突
破破破破600600600600萬萬萬萬人次人次人次人次。。。。

•北宜通車後持續上漲北宜通車後持續上漲北宜通車後持續上漲北宜通車後持續上漲。。。。

•宜蘭宜蘭宜蘭宜蘭旅館市場旅館市場旅館市場旅館市場隨觀光遊憩隨觀光遊憩隨觀光遊憩隨觀光遊憩
與經濟成長而發展與經濟成長而發展與經濟成長而發展與經濟成長而發展。。。。

•政府積極開放大陸港澳觀政府積極開放大陸港澳觀政府積極開放大陸港澳觀政府積極開放大陸港澳觀
光客源及配套行程光客源及配套行程光客源及配套行程光客源及配套行程。。。。

長榮鳳凰酒店長榮鳳凰酒店長榮鳳凰酒店長榮鳳凰酒店

礁溪老爺大酒店礁溪老爺大酒店礁溪老爺大酒店礁溪老爺大酒店

礁溪遠雄悅來大飯店礁溪遠雄悅來大飯店礁溪遠雄悅來大飯店礁溪遠雄悅來大飯店

蘭城晶英酒店蘭城晶英酒店蘭城晶英酒店蘭城晶英酒店

瓏山林飯店瓏山林飯店瓏山林飯店瓏山林飯店

五星級飯店分布圖五星級飯店分布圖五星級飯店分布圖五星級飯店分布圖

籌建中

礁溪老爺礁溪老爺礁溪老爺礁溪老爺 礁溪長榮礁溪長榮礁溪長榮礁溪長榮

蘇澳瓏山林蘇澳瓏山林蘇澳瓏山林蘇澳瓏山林 蘭城晶英蘭城晶英蘭城晶英蘭城晶英

蘭城之星蘭城之星

開發計畫開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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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飯店旅館飯店旅館飯店旅館飯店
尊貴服務尊貴服務尊貴服務尊貴服務

商業複合中心定位商業複合中心定位商業複合中心定位商業複合中心定位 目標客源層目標客源層目標客源層目標客源層

宜蘭美食宜蘭美食宜蘭美食宜蘭美食

物產零售物產零售物產零售物產零售
專業專業專業專業++++創意創意創意創意

複合式複合式複合式複合式
商住服務商住服務商住服務商住服務

觀光旅遊人潮觀光旅遊人潮觀光旅遊人潮觀光旅遊人潮

蘭陽蘭陽蘭陽蘭陽
新移民新移民新移民新移民

現有在地客源現有在地客源現有在地客源現有在地客源

未來利基型未來利基型未來利基型未來利基型

黃金獲利型黃金獲利型黃金獲利型黃金獲利型

保本型保本型保本型保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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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新門戶宜蘭新門戶宜蘭新門戶宜蘭新門戶

–採整體街廓開發採整體街廓開發採整體街廓開發採整體街廓開發

•車專一車專一車專一車專一

–商業商業商業商業、、、、工商服務業工商服務業工商服務業工商服務業

–住宿等不動產複合式利用住宿等不動產複合式利用住宿等不動產複合式利用住宿等不動產複合式利用

•車專二車專二車專二車專二、、、、三三三三

–交通轉運站及附屬設施交通轉運站及附屬設施交通轉運站及附屬設施交通轉運站及附屬設施

–停車設施停車設施停車設施停車設施

招商範圍 歷史建物

火車站火車站火車站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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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式複合式複合式複合式複合式複合式複合式複合式

住商住商住商住商住商住商住商住商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轉運轉運轉運轉運轉運轉運轉運轉運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停車停車停車停車停車停車停車停車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往高速公路往高速公路往高速公路往高速公路

往礁溪往礁溪往礁溪往礁溪

往羅東往羅東往羅東往羅東



•五大優勢五大優勢五大優勢五大優勢

–位於宜蘭站前核心消費商圈位於宜蘭站前核心消費商圈位於宜蘭站前核心消費商圈位於宜蘭站前核心消費商圈

–座擁座擁座擁座擁交通轉運交通轉運交通轉運交通轉運樞紐樞紐樞紐樞紐區位區位區位區位

–公公公公有土有土有土有土地與地上物政地與地上物政地與地上物政地與地上物政府府府府保保保保證證證證處處處處理理理理

–鄰鄰鄰鄰近舊城觀光近舊城觀光近舊城觀光近舊城觀光資源資源資源資源與重大建設與重大建設與重大建設與重大建設

–政政政政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動動動動指標性都指標性都指標性都指標性都市市市市更更更更新新新新案案案案

•都市更新獎勵都市更新獎勵都市更新獎勵都市更新獎勵

–容積容積容積容積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稅賦減免稅賦減免稅賦減免稅賦減免

政政政政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動動動動
指標性都更案指標性都更案指標性都更案指標性都更案

政政政政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府全力推動動動動
指標性都更案指標性都更案指標性都更案指標性都更案

權屬單純權屬單純權屬單純權屬單純權屬單純權屬單純權屬單純權屬單純商圈優勢商圈優勢商圈優勢商圈優勢商圈優勢商圈優勢商圈優勢商圈優勢

交通樞紐交通樞紐交通樞紐交通樞紐交通樞紐交通樞紐交通樞紐交通樞紐 觀光資源觀光資源觀光資源觀光資源觀光資源觀光資源觀光資源觀光資源

容積容積容積容積
獎勵獎勵獎勵獎勵

稅捐稅捐稅捐稅捐
減免減免減免減免

投資誘因投資誘因投資誘因投資誘因投資誘因投資誘因投資誘因投資誘因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宜蘭縣政府

–負責招商負責招商負責招商負責招商、、、、公開評選公開評選公開評選公開評選、、、、訂約訂約訂約訂約，，，，
受理申訴受理申訴受理申訴受理申訴、、、、後續履約管理後續履約管理後續履約管理後續履約管理。。。。

•招商方式招商方式招商方式招商方式

–更新單元一更新單元一更新單元一更新單元一

•車專一車專一車專一車專一：：：：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權利變換

•車專二車專二車專二車專二、、、、三三三三：：：：

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設定地上權(15(15(15(15----20202020年年年年))))

興建交通轉運中心及停車場興建交通轉運中心及停車場興建交通轉運中心及停車場興建交通轉運中心及停車場

招商範圍

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招標方式



101101101101年年年年 102102102102年年年年 103103103103年年年年 104104104104年年年年 105105105105年年年年 106106106106年年年年

預定預定預定預定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101101101101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底底底底))))

評選與議約評選與議約評選與議約評選與議約

簽約簽約簽約簽約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

擬定與審查擬定與審查擬定與審查擬定與審查

都市更新事業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發布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發布實施

施工施工施工施工

產權登記產權登記產權登記產權登記

都更成果備查都更成果備查都更成果備查都更成果備查

預定公告時程預定公告時程預定公告時程預定公告時程預定公告時程預定公告時程預定公告時程預定公告時程



歡迎各界踴躍投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