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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環狀線板新站土地開發案 線上招商說明會 

Q&A 

壹、時間：民國 110年 6月 24日（星期四）下午 2時 

貳、會議地點：線上直播 

參、直播平台：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YouTube頻道（頻道名稱：新北市捷運局） 

肆、潛在投資人提問及主辦機關說明要點： 

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暨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一 希望能充分揭露共構大樓相關

的圖說資料，以利投資人充分評

估後續建築與施工風險。 

本案預計正式公告時將一併公開本案

基地介面報告書，內容包含結構計算、

預擬量體規劃、竣工圖說及柱位配置

等相關圖說資料，且將規劃備標期 4~5

個月，提供投資人充足準備時間。 

二 本案建物使用用途是否有相關

限制？投資人分回的建物與持

分土地是否具有所有權型態？

其分回之產權是否可辦理預

售？ 

1.依本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規定，未來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應

至少達 30%。 

2.未來投資人、主管機關或原私有地

主分回的建物與持分土地皆擁有所

有權。 

3. 開發案以建造執照領得日之鑑價

基準日，投資人應於前項鑑價基準

日起六個月內提送權益分配建議

書。本局將委託三家不動產估價師

事務所（投資人得於同一估價條件

下，委託一家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進行產品價值評估及權益分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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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暨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業，區位選擇以原私地主優先選配，

主管機關及投資人次之，完成權益

分配及區位選定後經市府同意，投

資人即可就其分回部分辦理產品預

售。 

三 本案公告後投資人有多久提出

釋疑之時間？是否會安排投資

人現勘？現勘時間如何規劃？ 

1.本案規劃備標期約 4~5 個月，考量

釋疑回復後，投資人仍需因應時間

並準備投標文件，故目前規劃釋疑

期間約 1.5-2個月。 

2.本案公告之甄選文件中將載明開放

現勘時間及場次，若投資人有現勘

需求，皆可向本局報名出席。 

四 本案土管規定需有 30%樓地板面

積做商業使用，請問專業服務顧

問對於本案商用市場潛力的看

法為何？及目前低樓層預擬作

為零售使用規劃之想法？ 

專業顧問表示以全球商業市場發展趨

勢來看，未來百貨商場類型可大致分

成兩者：大型購物中心與地區性商業

設施，本案因鄰近具多個大型商場的

新板特區，較適宜發展地區性商業設

施。本案 1、2樓約 1,500坪的零售商

業量體尚屬適中，同時具捷運共構之

區位優勢，非常適合以地區型零售業

種規劃。其餘辦公產品的部分，因目前

台北市辦公大樓的空置率多在 2%以

下，本案挾帶捷運共構優勢，亦是適宜

辦公規劃的區位。 

五 本案共有 52 位原私地主與主管

機關參與權益分配，有關未來地

簡報中已有說明原私地主期望分回產

品類型之比例，目前原私地主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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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暨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主、主管機關對分回產品的傾向

為何？主管機關對於分回產品

後續的處理方式為何？ 

以住宅產品為主，並由其優先選配。其

次，市府除了都市計畫規定之公益性

設施外，其餘分回產品以處分為原則，

以利處分收益挹注捷運建設自償性經

費。 

六 請問專業服務顧問對於疫情期

間不動產投資市場影響的看

法？是否影響本案預定公告時

程？ 

專業顧問表示借鑒國外多處封城逾一

年的經驗，經全球市場調查，發現不動

產市場雖多有消沉但影響不大，許多

資金仍舊佈局在不動產市場內，且近

期有許多國家已在復甦階段，不動產

投資市場甚至較疫情前成長更多。臺

灣目前疫情漸有趨緩之勢，依專業顧

問評估對於不動產市場未來前景抱持

審慎樂觀的態度。本案公告時間預計

訂於 110 年 9 月，並有 4~5 個月備標

期，在地主皆期盼盡速推動的情況下，

將以如期招商為目標辦理。 

七 簡報 P.20 提到主管機關取得之

都市計畫變更獎勵樓地板面積

是 195%的容積，請問其中包含全

部的獎勵容積，還是 1/2？另有

關捷獎的部分會如何分配？ 

1.都市計畫變更獎勵容積（390%）係由

主管機關取得一半之容積（195%），此

部分係採委託投資人興建的方式辦

理。 

2.捷運獎勵容積則是依本案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管制要點規定由主管機關無

償取得一半的容積。 

八 本案是否會在公告前辦理第二

場說明會？本次說明會影片是

1.本案後續將再舉辦第 2 場次招商說

明會，針對本案相關的細節及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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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暨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否會繼續在網路上公開留存？ 做進一步說明，敬請各位投資人持

續關注本案最新進度與公告。 

2.秉持公平及公開透明原則，本次說

明會影片會可在本局YouTube平台，

提供各位投資人觀看，另本次招商

說明會問答紀錄也將置於本局官網

開放投資人參考。 

九 簡報 P.22 提及，本案不同於以

往捷運聯開案，採取綜合評選方

式，請問開標的流程會怎麼處

理？會由價格標最高得分者為

得標人嗎？ 

本案綜合評選方式係採規格標和價格

標加權計分制，目前研擬兩者將各占

50%權重，希冀申請人除了兼顧地主利

益提出適當的地主分配比外，亦重視

其所提出的建築規劃設計、結構建材

等產品規格，達到地主、市府及投資人

三贏的目標。開標流程將秉持公平公

開透明程序，由評審委員評選完成規

格標分數後，再開封價格標計算分數，

最後兩者依權重合計得分最高者為最

優申請人。 

十 簡報 P.20 提及共構歸墊費 7.36

億，其中的詳細費用為何？本案

須提供公益設施 330m2 的部分，

請問該樓地板面積之定義為

何？是容積樓地板面積或建築

樓地板面積？ 

1.配合捷運通車時程，本案已先由捷

運施工廠商完成地下層至地上 4 層

之共構結構體，並於地上 5 層預留

續接柱頭。共構歸墊費包含工程之

設計及施工及監造等費用，相關共

構費用繳交規範可參考新北市訂定

之「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權益分配作業原則」，未來公告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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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暨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文件內將詳細記載投資人確切須繳

納之共構歸墊費。 

2.公益設施不計入容積，經與本府城

鄉發展局確認 330 m2為不含公共設

施之實設面積(會中口誤為權狀面

積)，詳細內容將在未來公告的甄選

文件說明。 

十一 簡報提及本案地主將優先選配，

若未來地主間選擇分回產品之

區位有重複或重疊，會由主管機

關負責協調嗎？或會提供什麼

協助？ 

本案選配順序將會以原私地主優先選

配為主，若地主選擇相同區位，依照目

前「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

益分配作業原則」規定，將先行協調，

若協調不成則以抽籤辦理。 

十二 方才提及共構大樓相關圖說資

料在公告後才能提供，請問是否

可將共構平面圖先行提供予投

資人評估？ 

參考環狀線現已完成招商的其餘四個

捷運場站案例，有關共構大樓相關圖

說資料皆於公告時一併公開。至於是

否得提早於公告前公開本案部分共構

平面圖，本局將在後續內部會議研擬

其可能性後辦理。 

十三 簡報 P.21 提及規格標的評分標

準，請問地主需求是否會影響規

格標的分數？簡報 P.18 假設 18

萬/坪的成本估算，是否可按未

來投資人規劃調整？ 

1.投資人做產品規劃時須符合都市計

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要求（商業使

用 30%），至於是否做住宅、辦公混

合或全棟辦公產品並未強制規定，

市府期許投資人能顧及地主的分回

產品意願來做務實規劃，始能達到

本開發案的多贏局面，未來評選委

員亦可能考量地主需求來評選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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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暨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人規劃內容。 

2.18 萬元/坪的成本係目前財務評估

初步估算，未來實際成本將仍以投

資人設計方案及估算為準。 

十四 簡報 P.14 有估算地主可分配的

權值比例約為 54-55%等，而本案

綜合評選的價格標係依照權值

比例的底價來評分，請問未來確

切的底價估計會在多少的範

圍？ 

地主分配率僅就目前財務評估方案進

行估算，後續仍以甄選文件實際公告

底價為準。 

十五 目前估算的全案投資金額大約

為 38億元，簡報 P.14的權益分

配計算是以 70 億元估算投資人

與地主的權值及權配比，請說明

較詳細的權益計算？ 

投資金額38億元中尚包含本府支付的

委建費用，故將其扣除，讓投資人有正

常獲利空間。投資人與地主分配權值

係採中間偏保守原則，依據「新北市大

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作業原

則」規定公式初步估算，若投資人能規

劃更好的建築規劃或產品類型，將能

提升整體獲益空間，此部分則由投資

人依其專業及產品規劃評估精算。 

十六 本案已完工的共構大樓內部構

造為何？投資人是否可變更大

樓外觀？未來主管機關所揭露

之結構計算書及相關法令規定

若與現實有出入，投資人應如何

處理？ 

已完工之共構大樓詳細結構構造將會

在甄選文件中一併說明。正式公告招

商提供之建築圖說、結構計算書等資

料，主要為提供投資人了解已完工之

共構大樓結構當初是基於何種參數或

設計值進行，投資人於在法規允許下，

可依其規劃需求調整變動或進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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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潛在投資人提問 執行機關暨專業服務顧問回覆 

強，以達成較優質的產品規劃，而非必

須完全參照公告之圖說預擬之土開大

樓規劃內容進行設計，相關費用則應

由投資人自行評估納入其建物興建成

本中考量。 

十七 本案未來施工規劃，是否可借用

捷運出入口區域？及是否可將

部分捷運設施或出入口暫時關

閉？ 

目前新北環狀線已營運中，出入口設

置涉及一般民眾通行及逃生路線之考

量，建議投資人施工規劃應以不影響

捷運營運為前提。若投資人有出入口

關閉之需求，須與捷運局及相關單位

共同協調，提出設置臨時出入口之替

代方案，並須將此規劃納入開發建議

書說明。 

十八 簡報 P.20 主管機關取得之都市

計畫變更獎勵樓地板面積，未來

是否與公地主取得及捷獎部分

來集中分配？ 

主管機關分回產品的區位將朝盡量集

中連續或完整樓層的選配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