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鐵高雄港站及臨港線
(更新單元二、三、四)都市更新案

招商單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簡報日期：2013.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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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簡介

3



計畫區位
高雄市-臨港線舊高雄港站
「山、海、河、港」圍塑特有空間
「迎山出海」鏈結哈瑪星與鹽埕歷史城域
「文化跳板」歷史舊城區與亞洲新灣區之銜接軸帶



計畫區位



規劃範圍－單元二、三、四

原臺鐵高雄港站腹地
 東以大安街及七賢三路相交

 西以鼓山一路接壤

 南以臨海新路為界

 北以五福四路為界

面積約8.90公頃

土地使用分區與強度

單元二:商三(60%/490%)、綠地用地

單元三:商三(60%/490%)、
公園、道路用地

單元四:商三(60%/490%)、
商四(60%/630%)、綠地用地

分區
更新單元二 更新單元三 更新單元四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公頃) 比例(%)

第三種商業區
(60%/490%)

2.38 82.35 3.19 75.77 0.34 18.89

第四種商業區
(60%/630%)

-- -- -- -- 1.03 57.22

公園用地 -- -- 0.59 14.01 -- --
綠地用地 0.51 17.65 -- -- 0.43 23.89
道路用地 -- -- 0.43 10.21 -- --
總 計 2.89 100.00 4.21 100.00 1.80 100.00

2.89公頃

4.21公頃

1.80公頃

計畫範圍、土地使用分區及開發強度

6



更新單元 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管理機關 面積(㎡) 分區比例 全區比例

單元二 中華民國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310 1.07% 0.35%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8,751 64.76% 21.05%

交通部航港局 9,894 34.17% 11.11%
小 計 28,955 100.00% -

單元三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39,947 94.99% 44.85%
交通部航港局 547 1.30% 0.62%

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587 1.40% 0.66%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973 2.31% 1.09%

小 計 42,054 100.00% -
單元四 中華民國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8,058 100.00% 20.27%

總 計 89,067 - 100.00%

土地權屬及其管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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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為公有土地，權屬單純、整合容易

權屬:中華民國、高雄市政府

管理機關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交通部航港局、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開發注意事項

 鐵道紋理保存
 鐵道紋理保存區：以集中留設法定空地或採建

築物與鐵軌共構方式保存鐵道

 鐵道設施採可逆式工法施工

 商業區內鐵道空間保存原則
 更新單元三「鐵道紋理保存空間」：原地保留

 更新單元二「鐵道紋理保存空間」：保留鐵道
元素意象(可調整或移置)

 公共設施範圍：原貌保存為原則

 例外規定
 不受都市設計基準規定：建築設計有益都市景觀、

建築藝術及本區鐵道設施保存，並經都設會審議同意
者

 不受本都市計畫規定：透過公開競圖等方式提出整
體開發策略與設計概念，並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紋



二、發展定位及構想

9



周邊重大建設計畫-亞洲新灣區

 集結人文、環保、經
貿、旅運及交通等重
要公共建設，帶動高
雄港周邊土地發展，
打造具國際港灣投資
開發的亞洲新灣區

 面積500餘公頃，總投
資金額超過300億

 高雄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
心(預計102年底完工營運)

 高雄市立圖書總館(103年底)

 高雄環狀(水岸)輕軌(104年
中第一階段)

 海洋文化與流行音樂中心
(104年底)

 高雄港埠旅運中心(104年底)
世貿會議中心

旅運中心

海洋文化流
行音樂中心

輕軌捷運

市立圖書館



空間定位：亞洲新灣
區‧鐵道文化城

更新定位：山-海資
源與流行產業匯聚的
觀光新核心

招商定位：融合文史
記憶、新興時尚與山
海景觀的投資新市場

更新發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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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發展定位

區分更新單元，以不同實施方式進行
 單元二：設定地上權
 單元三：設定地上權(或權利變換)
 單元四：權利變換(或短期設定地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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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更新單元二 更新單元三 更新單元四 總計
擬採更新實施方式 設定地上權 設定地上權 權利變換 -

基地面積 28,895㎡ 42,054㎡ 18,058㎡ 89,007㎡
可開發面積 23,850㎡ 31,960㎡ 13,758㎡ 69,568㎡

預估土地總計價值 約36億元 約43億元 約18億元 約97億元

預估工程費用 約97億元 約109億元 (包含工程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利
息費用、管理費用
等)

-

權利金(約50%) 約18億元 約21億元 -

預估開發成本 約115億元 約130億元 約68億元 約313億元

預估投資金額約新台幣313億元



整體開發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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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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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許可權利範圍及期限

許可權利
 更新單元二、三：採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都市更新，經公開招標及
評選最優申請人後，由實施者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進行開發經營

 更新單元四：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更新單元四全區
劃為重建區段，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民間業者為實施者擔任辦理都
市更新事業之執行

 替選方案：經投資者意願調查後，可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示調整
更新單元三採權利變換方式、更新單元四採短期設定地上權辦理更
新事業招商

期限：以設定地上權實施者(更新單元二、三)，自完成地上
權登記之日起算50年

民間機構工作範圍及要求(規劃中)

本案目前尚為規劃階段，依未來研擬之招商文件內容辦理

投資條件須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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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資格條件(規劃中)

一般資格
 依公司法設立之單一公司

 或由2個以上之公司以共同合作方式組成企業聯盟
-申請人如以企業聯盟方式參與本案，應提出合作協議書
-協議書之有效期間至少應持續至本案「都市更新事業委託實施契約」與「設定地
上權契約」簽訂為止

能力資格
 申請人資格應具備開發能力與財務能力，
詳細資格條件應依本案招商文件為準

政府配合及協助措施
 本案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公開

評選實施者

 配合協助更新事業計畫審議

投資條件須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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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定招商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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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公告時間：詳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網站之公告招
商事宜(預計公告時間為民國103年8月)

申辦流程
 設定地上權：單元二、三
 權利變換：單元四

聯絡窗口
 聯絡單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聯絡人:吳孟亭
 職稱:工務員
 連絡電話:02-2381-5226轉3643
 電子信箱:tr005514@msa.tra.gov.tw
 計畫案件網址:尚無資料

設定地上權申辦流程權利變換申辦流程

申辦流程及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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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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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景觀、交通優勢
 柴山、高雄港
 捷運西子灣站、水岸輕軌
捷運(周邊共三站點)

 駁二藝術特區

亞洲新灣區帶動發展
 水岸環狀輕軌捷運
 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
 高雄港埠旅運中心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預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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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層海景綠建築社區

配合地區定位發展綠建築環境

大型綠化屋頂創造開放空間延續

保存鐵軌紋裡並配合商業創造特色

綠建築複合商城開發

開發水岸複合商旅大樓

配合夜間照明創造商業特色

鐵軌綠化結合景觀開放空間



更新單元 土地使用分區 引入活動與機能

單元二
第三種商業區:
建蔽率60%、容積率490%

購物商城、消費娛樂
國際觀光及旅遊住宿
工商、會議展銷

單元三
第三種商業區:
建蔽率60%、容積率490%

商務辦公、金融保險
觀光休閒消費、購物商城
商業住宅
文創藝文

單元四

第三種商業區:
建蔽率60%、容積率490%
第四種商業區:
建蔽率60%、容積率630%

景觀商住
商務辦公、金融保險
文創藝文、影視文化、動畫媒體支援

預期引入活動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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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界踴躍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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