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檔號：
保存年限：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2 月 11 日

發文字號：新北捷開字第 1110234924號
附件：甄選文件釋疑回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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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新北環狀線板新站土地開發案」徵求投資人第 1 號補充公

告。

依據：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第 14條。

公告事項：

一、依據旨案徵求投資人公告，申請釋疑收件截止日期為 111 年l

月 11 日，回復釋疑日期為111 年2 月 11 日，「新北環狀線板新

站土地開發案甄選文件釋疑回復表」如附。

二、本次公告非屬重大改變，爰無延長申請書件截止收件日。

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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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次 頁次

投資人須知

1 須知－9

2 須知－9

3 須知－9

「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環狀線板新站(Y14)土地開務案」

甄選文件釋疑及說明

日期： 111 年 2 月 11 日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 

七、申請書件（因）開發建議書 13. 針對銜接計畫是否需要結入本案設計範 開發大棲與捷運系統棓閽設泥銜接計

與捷運系統棓關設紇銜接計畫。 囝？ 畫請約入設計範圉，並於開發建議書

說明 。

七丶申請書件（四）開建議書 14. 請問於開發建議書內是否需提出明嚀之各 各地主選醚產品、面積、位置、戶別等

申請人應依權益分配原則辦理， 池主還配產品、面積丶位置、戶別等詳鈿 詳綽實料，依「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

並提出申請人與土地開發主管機 條件？ 地開發權益分醚作業原則」第 26 條規

關 、土地所有權人合作條件、分收 定，係於完成權益協商後，由投資人依

比例等 。 議定內容於權益分醚協議書提出。

七丶申請書件 （五 ） 申請書件製作 請問摘要是否包含在 200 頁計算標準內？ 開發建議書摘要內容，計入投資人須

規則 3. 知七丶申請書件 （五）申請書件製作規

開發建議書應以 A4 尺寸(21 公分 則 3．規定之本文頁數內。

x29. 7 公分）紙張由左到右橫式直
書撰寫，圖表摺成 A4 尺寸，裝訂

成冊並依數位檔案規格提送掃描

檔及可供編輯之文字檔、 CAD 圄

檔。開發建議書內容包含但不限



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於本黠（因）所列，應製作「目錄」'

並標示各章節名稱及本須知附件

三「審查及評選作業原則」附表三

「評選申請人評分表」評分項目

等所在頁碼以利評分作業。開發

建議書本文（包含建築設計圖說）

頁數不得超過 200 頁，超過部分

不列入評分依據，惟其「封面」、

「封底」、「隔頁」、「目錄」、「附件」

不計。

4 須知－17 十六丶特別條款： 一丶貴局將如何選擇三家不動產估價師事 一、本局將依政府採購法租閽規定，

（一）權益分醚 務所進行委託？ 委託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1．除本須知或投資契約書另有約 二、估價條件之訂定方式，建議應經雙方 二、有關估價條件內容應依新北市大

定外，本開發案相關權益分配依 協議嚀認估價條件，而非由市府單方 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作

權益分醚原則辦理。 決定。 業原則第 6 條規定辦理。

須知附件八 七、開發建物總價值評估作業係 三、若投資人提出非同一估價條件之估價 三、依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新北市大眾 由本局委託三家不動產估價師事 報告書，且位於捷運局提出 3 本之中 權益分配作業原則第 7 條規定，

捷運系統土地 務所進行評估，並出具估價報告 位款 20％內，是否准予採納？ 投資人所提估價報告書仍應與本

開發權益分配 書。投資人得於同一估價條件下， 局於同一估價條件下為準。

作業原則）－2 委託一家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進

行評估。

前項由本局及投資人所委託之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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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操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動產估價師所出具之估價報告

書，經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權益分配審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委員會）權益分醚初審小維

（以下簡稱初審小維）審查後，如

任何一家估價赧告書之開發建物

總價值高於或低於全部估價結果

中位數百分之二十者，該估價報

告書不予採納 。

5 須知－17 十六、特別條款： 請問依「擬定板橋都市計畫 (Y14 捷運系統 一、依 97 年 3 月 28 日核定實紇之「擬

（一）權益分醚 用地）（配合全北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一階段 定板橋都市計畫 (Y14 捷運系統用

2. 以土地開發主管機關身份依據 路線）鈿部計畫案」土」也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地）（醚合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第

97 年 3 月 28 日核定實紇之「擬定 第十黠規定取得之獎勵容積產攏樓地板， 一階段路線）紬部計畫案」土地使

板橋都市計畫 (Y14 捷運系统用 由主笹機關取得面積為何？是否依新北市 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點規定，主

地）（醚合臺北捷運系統環狀線第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醚作業原則 管機闕取得因捷運土地開發變更

一階段路線）鈿部計畫案」土地使 計算？ 都市計畫規定扣除增加容積率應

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黠規定取得 回饋部分後所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之獎勵容積產權樓池板，係以委 之半數，即【 600% （捷運系統用地

託建造方式依投資人開發進度， 容積率 ）－210%（原工業區容積

由土 i也開發主管機關編列預算分 率 ） 】戎＝195％之容積樓地板 。

期支付，支付費用與方式依權益 二、前述主管機關取得之都市計畫獎

分配原則辦理；就捷運獎勵樓地 勵容積樓地板，依「新北市大眾捷

3 



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槭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板面積，依前開土 i也使用分區管 運系統土」也開發權益分配作業原

制要點第九點規定，由土地開發 則」第 15 至 17 條規定，計算委

主管機關無償取得，其建造費用 託建造費用及主管機關應分得權

由投資人全部負擔，且不得計入 值。

投資人之權利貢獻價值。

6 須知－17 十六丶特別條款： 若於現有、咭構條件及相關建築法令檢討 如申請人經檢討有無法達成允建容積

（一）權益分配 後，無法達成允建容積獎勵上限，是否影 上限情形，建請於開發建議書敘明檢

3．投資人之建築設計於結構條件 攀開發建議書得分？ 討過程及結果 。 評選委員將依開發建

及租關建築法令允許下應儘可能 議書內容就評分表所訂評分項目玲予

達到允建容積上限，且容積獎勵 評分 。

應優先以前開土 i也使用分區管制

要黠第九點規定之捷運容積獎勵

配置。

7 須知－17 十六、特別條款： 一、按捷運系統環狀線第 一 階段板新玷 本案基地琮合設計容積獎勵係由投資

（一）權益分配 (Y14)捷運系統用 i也開發內容及管制 人自行規劃申請，惟依投資人須知十

3. 投資人之建築設計於緒構條件 規定，本基地現行土i也使用分區管制 六、（一） 3．規定，於允建容積上限內，

及棓關建築法令允許下應儘可能 規定之容積率為 600% ，並得依大眾捷 仍請優先以捷運容積獎勵配置 。

達到允建容積上限，且容積獎勵 運法及租關辦法辦理土地開發。

應優先以前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基地容積獎勵適用建築技術規則之基

要黠第九點規定之捷運容積獎勵 地綜合設計獎勵，以及大眾捷運系統

醚置。 土地開發辦法之獎勵規定，獎勵面積

之總和，不得超過法定容積率之 1. 5 

4 



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倍，即開發容積率上限為 900% 。

三、本案基地綜合設計已取得之容積獎勵

值或佔允建容積率之百分率為何？

8 須知－18 十六、（一）權益分配 「投資人應至少留設 330 平方公尺容積樓 本案公益性設紇空間用途及管理單位

4．依據 97 年 3 月 28 日核定實紇 地板面積供藝文、展演或里民活動中心等 將醚合本府未來需求調配，目前尚未

之「擬定板橋都市計畫 (Y14 捷 公益性設方色使用」，請問是否已有維定未來 維定，仍請申請人依投資人須知內容

運系統用池）（配合臺北捷運系 公益設花的管理單位，或是具鱧使用項 先行規劃醚置 。

統環狀線第一階段路線）鈿部 目？

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十八黠規定，投資人應至

少留設 330 平方公尺容積樓池

板面積供藝文、展演或里民活

動中心等公益性設方色使用，其

樓地板面積不計入容積計算且

不適用公益性設施之獎勵規

定；申請人應於本開發案之開

發建議書自行規劃公益性設紇

於本開發案之空間及樓層醌

置，得不受「『臺北都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一階段工

程』 DF112 設計標板新站 (Y14)

土地開發大樓設計界面報告

5 



項 文件
~·司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書」暨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板橋區中山段 50 、 50- 1 、 50-44

等 7 筆地號臺北都會區捷運系

統環狀線第一階段工程(DF112

標）Y14 車玷都市設計審議報告

所載有關公益性設方色之建議與

限制，且建造成本由投資人負

擔，亦不得計入投資人之權利

貢獻價值。

9 須知附件三 因、規格（開發建議書）審查及綜 第一階段平均得分最高之第 3 名有 2 家以 第一階段如有發生平均得分 80 分以

（審查及評選 合評選（二）4. 上時，是否全數進入第二階段？ 上之第 3 名同分數有 2 家以上之情形，

作業原則）－3 第一階段： 得全數進入第二階段評選。

(2) 第 一階段最多擇平均得分 80

分（含本款）以上最禹之前 3

名為合格申請人進入第二階

段，如申請人家數不足 3 家

時，則以平均得分 80 分（含

本數）以上，且至多取平均得

分最高之前 2 名（含本數）進

入第二階段。

10 須知附件五－ （十三）辦理土 i也開發之建築物設 一、倘建築規劃因鋪設大眾捷運系統比下 一、投資人就產品設計有無法附建足

2（板新站開發 置法定停車空間，應依棓關規定 軌道或其他地下設備，嚀實無法附建 夠法定停車空間時，本局可協助

6 



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違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內容及管制規 設計之，如因鋪設大眾捷運系統 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車空間時，並 邀集建築及交通主笹機開現場勘

定）－8 地下軌道或其他地下設備，致無 經新北市政府建管單位勤察同意得就 查，屬實者，續依主管機關意見提

法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車 該地下軌道或其他地下設備直接影零 出提代方案或同意減設。

空間時，經新北市政府建管單位 部分，免予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 二、另依投資人須知 參考文件 ( +

勤查屬實者，得就該地下軌道或 停車空間。 四） 5. 交通部 90 年 5 月 9 日交路

其他地下設備直接影零部分，免 二、經檢視本案池下空間受捷運設方色影 九十字第 033014 號大眾捷運法

予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法定停車 零，無法附建足夠之法定停車空間。 第二十條規定執行疑義說明二，

空間。 後續投資人是否有需提出替代方案， 依大眾捷運法第 20 條規定因鋪

前項璀因無法附建足夠法定停車 或是繳納停車代金？如需繳納代金， 設大眾捷運系統地下軌道或其他

空間應於適當地點興建或購置停 是否得納入建物興建成本(BC)? 地下設備，致無法附建防空避難

車場所，或得以 1:5（汽車：機車） 三、如已有租 關同恋免設，是否可提供證 設方色或法定停車位時，就直接影

比例係數以資替代（依據「建築物 明文件 ， 以利投資人於都市設計審查 零得免予附建部分，應免再繳納

交通影零評估準則」），但前項實 時佐證？ 代金。

無法有替代方案時，經地方交通

主管機關審查認定後同意免設 。

1 1 須知附件五－ 1-4 防火區劃與使用管制 本案土開大樓低樓層甯業空間，可否於 2 請於不影零捷運設方色使用前提下，依

2（板新站開發 所有捷運設方色與土開建物間皆以 樓或 3 樓增設連通出入口，以利串連商業 「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設紇移設及連

內容及管制規 3 小時防火時效隔牆完全分開。 空間與捷運設紇，增加商業空間使用效 通管理要點」、「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

定）－9 、 10 先了碰係捷運系統之獨立及安 益？ 土 i也開發與捷運設紇介面設計手冊」

全，土地開發大樓與捷運設紇空 規定，由投資人自行評估適當連通位

間之出入口，均各自獨立且沒有 置，向本局提出申請並經審查同意後

任何連通之處 ， 且不得在區隔牆 為準。

7 



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蟻 執行穢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上有任何管路等貫通兩個空間。

如土地開發大樓擬與捷運出入口

連通，應依棓關規定提出申請俟

捷運局審查通過，並需符合棓關

建築及消防法規規定方可辦理。

12 須知附件五－ 三 、建物設計指導原則（三） 1 ． 一、本案相鄰土開範圍之捷運設泥於地下 參見投資人須知參考文件（三）「臺北

2（板新站開發 1-6 未來土地開發大樓、咭構須與 室及地面各開口是否均已設置防洪設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一階段

內容及管制規 捷運站體預留之柱位相接，著重 紇？有無相鄰介面內之防洪設施韭定 工程」 DF112 設計標板新站（Y14) 土地

定）－11 防水工程之方色作。 由投標廠商泥作？ 開發大樓設計界面報告書第 8 頁所

二、相鄰介面內之防洪設紇如需由投資人 載：「捷運出入口防洪高程……提高為

方色作，請明喧提供本案捷運設紇需花 200 年頻率加 1.1 公尺，防洪設泥包

作防洪設方色位置及形式規格。 含出口抬高 120 公分及裝設防洪閘

門……土開因無系統性路網連通，並

考量商業空間之易及性，車站防洪設

計高程比現地高程提高 116 公分，是

否須加裝防洪門，留待土開投資人考

量……地下室捷運空間與土開空間以

3 小時防火牆完全分隔，捷運空間有獨

立之樓梯／爬梯逃生出口，地面開口皆

已有防洪考量，設置防洪閘門或抬高

至防洪標準以上，另捷運空間與土開

大樓空間完全區隔應無洪水相互影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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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之疑慮 。 」故與捷運設方色相鄰介面之防

洪設方色是否需再行紇作，請申請人自

行評估 。

13 須知附件 七 一 、文件類 請問「原始款值檔 」 具體內容為何？ 依投資人須知附件七丶 土地開發資料

（ 土 地開發資 依投資契約規定所提送之文 數位檔案規格一 、（ 一 ）係指「如使用

料數位襠案規 件，應於書背標示標號、文件 Microsoft Word 等普遍使用之電腦軟

格）－ l 名稱等資訊，除書面 資料外， 體」之格式檔案 。

並應依下列注意事項提送其

檢視型 PDF 檔案，所提送之文

件如有原始數值襠，其款值

檔亦應一併提送。

14 須知附件 七 3 屬性資料建置 請問本格式規範是否為開發建議書內表格 依投資人須知附件七丶 土地開發資料

（ 土 地開發資 文件屬性資料棓關櫚位 （位置 一 制式格式之要求？ 數位檔案規格一 丶之規定亻系指「依投資

料數位檔案規 律左靠）如下 ： （下方表格略） 契約規定所提送之文件」，非為投資人

格）－ 1 須知規定提送之開發建議書格式 。

15 須知附件八 十 、 建物興建成本評估作業依投 一 、進行投資開發費用鑑定時， 二家專業 一 、本局將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新北市大眾 資人提送之紬部設計圄、紇 營建管理廠商之遴選方式為何？是否 委託 2 家專業營建管理廠商 。

捷運系統土地 工規範丶 工程預算書及投資 可說明相關資格條件或遴選標準？ 二 、本案權益分配之鑑價內容包括開

開發權益分配 開發費用編列表內所列之項 二 、若紇工期間營建物價快速上漲，超乎 發建物總價值評估與投資開發費

作業原則 ）－2 目、規格、數量及單價，由本 合理漲幡範圍，是否有相關協商或重 用評估，依「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

局委託二家專業營建管理廠 新審定鑑定報告書之機制？ 土地開發權益分配作業原則」第 5

商鑑定，經由該廠商詳加審 點，開發案應以建造執照領得日

9 



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槭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查並提供具體意見，出具鑑 為調查分析與評估價格之鑑價基

定報告書。 準日，並以鑑價、咭果進行權益分

專業營建管理廠商應依第八 配，故為維持建物總權值與投資

點及前黠規定進行鑑定，如 開發費用鑑價基準日一致，與落

經其專業評估後而採取不同 實土地開發風險分攤原則，目前

之評估方式，專業營建管理 尚無訂定物價調整機制，棓對而

廠商須於鑑定報告書中詳加 言，亦無就超額盈餘再行分配。

分析及敘明理由。

建物興建成本之市場行情，

其單價引用、參考及訪價之

資料來源，依下列資料庫順

序採用：

（一）行政浣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布

之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北

區）單價。

（二）開發案基池所在比營建物價

月刊所公布之工項單價。

（三）如前二款所列資料庫均無適

用者，專業營建管理廠商得

進行市場查估訪價。

16 須知附件八 二十、主管機關應分得之區位，屬 一、按須知內容，主管機關屬政策性或公 本府以比主及主管機關身份分回之產

（新北市大眾 政策性或公益性需要者，應 益性需要者將可優先分靦。而本案主 品，目前尚無特殊需求，目前亦無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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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蟻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捷運系統土池 優先分配。經優先分醚後，進 管機關所占比例甚高，産品之後續使 會住宅使用之規劃。

開發權益分醚 行各權益關係人間區位選擇 用規劃對本案產品價值有相當程度影

作業原則）－6 作業。本局應先行於局綱玷 攀。由於社會住宅可能影零本案其他

上公告辦理期間 ， 並以雙掛 的產品規劃定位，以及後續之預估售

號通知各權益關係人。各握 價，不建議於本案提供社會住宅或相

益關係人應於公告期限內進 關產品。

行區位意願調查與區位選擇 二、目前主管機關對於分回產品的規劃為

作業，由投資人代本府以下 何？是否有做社會住宅使用之規劃？

列順序辦理區位選擇作業：

（一）優先順位為私i也主；如其對區

位選擇意願相同時，需先行協

議，如協議不成以抽籤決定

之。

（二）本府與投資人於第二順位時

進行區位選擇協議 ，如雙方對

區位選擇意願相同時，得經合

恋後以抽籤決定之 。

具有相同區位選擇順序之權

益關係人，對區位選擇意願棓

同時，須先行協議；協議不成

者，則以抽籤決定之。

各權益關係人未於公告期限內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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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項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謙 執行操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回復本府區位意願調查或完成

區位選擇，視同放棄區位選擇

權利，如致該權益關係人無法

選定區位時，僅得依其可分配

權值以現金方式進行找補。

第一項各權益關係人之選定區

位，該權益分醚應以完整區位且

不分割所有權方式取得為原則。

17 須知參考文件 環狀線板新站 (Y14) 原土地所有 統計表內所載其一地主為新北市，請問未 一、本府以 J也主及土i也開發主管機關

（一） 權人權值比例及分回至品恋向統 來分回各項產品是否有政策需求？ 身份分回之彥品，目前並無特定

計表 請問如未來規劃住宅產品，是否有針對捷 需求，後續將依「新北市大眾捷運

運開發大樓分回房型之設計規範？ 系統土士也開發權益分醚作業原

如是，請問是否有詳綽之房型、坪款、醚 則」第 20 條規定，與投資人進行

比要求？ 區位選擇協議。

..::...、有闢產品房型、坪數、配比等，請

將投資人須知參考文件（一）原土

地所有權人權值比例及分回產品

意向統計表內容，納入產品設計

需求，並依投資契約書（草案）第

六條（四）之約定，申請建造執照

前，投資人應每半年至少召開 1 次

產品說明會，主管機關得邀原私

12 



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有土地所有權人參與，經投資人

與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溝通並達

成共識後，將達成共識之産品需

求納入設計。

18 須知參考文件 環狀線板新站 (Y14) 原土圯所有 池主編號 6 中山段 50 池號權利範圍請協 地主編號 6' 原有中山段 50 比號土地

（一） 權人土地持分明紬表 助氂清。 權利範圍為 66/1080 。

19 須知參考文件 （ 三 ） 土地開發大樓設計界面赧告 須知參考文件 03 介面報告書與須知參考 投資人須知參考文件（三）「『臺北都會

（三）、（十） 書（含附冊）（民國 110 年 7 月 文件 10 共構空間之區位資料中，捷運設施) 區大眾捷運系統環狀線第一階段工

核定後修正） 範囝有不一致，如 lF 捷運出入口範圍、腳 程』 DF112 設計標板新站（Y14) 土地開

（ 十）共構工程聯合開發空間之區 踏車停車場（圖號 F651B/Yl4/JD 201 ;圄 發大褸設計界面報告書（民國 110 年 7

亻立 號 F651B/Yl4/AR 201)及 BlF 機車車道（圄 月核定版後修正）」為土開大樓及捷運

號 F651B/Yl4/ JD 241; 圄號 F651B/Yl4/AR 設方色使用範圍之標示（尚含基地退縮

241) ，請埜清。 範囝），而投資人須知參考文件（十）共

構工程聯合開發空間之區位係標示土

開大樓及捷運設方色之室內維管範圍。

20 須知參考文件 地下一層平面圈 BIF 至 B2F 汽車坡道實測有寬度 547CM 處， 共構結構體已由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

（三） 不符建技第 61 條規定雙車道寬度 550CM 。 局完成驗收作業，如投資人就局部、£吉

構體需進行調整，請納入設計並自行

紇作。

21 須知參考文件 地下三層～六層平面圄 一、 G&7-LI NE 機房進出 口前無預留 75 公 甄選文件所附有關本案開發建物資料

（三 ） 分冗走道，需減少 l 部車位，以符合 僅供投資人初步規劃參考，實際設計

建技第 60-1 條規定。 仍應由投資人自行依相關法令規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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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 

二、 G&2-LINE 機房進出口前無預留 75 公 估，提出適雷規劃。

分亢走道，需減少 1 部車位，以符合

建技第 60-1 條規定 。

22 須知參考文件 圯下六層平面圈 一、 G&2~3-LINE 結構柱間實測淨亢 甄選文件所附有關本案開發建物資料

（三） 944. 7CM，不足竣工圄所示 2 部大車位 僅供投資人初步規劃參考，實際設計

及 2 部小車位法規需求亢度 950CM, 仍應由投資人自行依相關法令規定評

需減少 l 部車位 。 估，提出適當規劃。

二、 B~C&5-LINE 停車位處淨高最低 197 公

分，不符建技第 62 條規定停車空間淨

高 210 公分，需減少 2 部車位。

23 須知參考文件 圖號 CF651B/Yl4/SEM 101 一丶有關土開排水預留開孔位置，僅留設 投資人須知參考文件（二）共構大樓竣

（三） 兩處(8 英吋）200mm 之預留孔兩處，實 工圖說顯示之自來水、電力、電信及排

際排水管安裝為 (6 英吋） 150mm 兩管， 水等系統為初步預留，實際土開大樓

依照本案樓上層使用面積及用途估 使用，仍請投資人自行評估並提出適

算，排水管之需求以達到 (10 英 當規劃。

吋）250mm 管很四管，如需另行穿孔之

考量位置點於何處？

二、可否提供原先排水規畫之排水單位數

或相關參考文件。

24 須知參考文件 圄號 CF651B/Yl4/SEM 101 一、有關土開排水預留開孔位置，請提供 一、外管線銜接之下水道規劃點，請

（三） 外管線預計銜接之衛生下水道人孔位 投資人自行評估提出最適規劃路

置，以利檢討。 亻＇~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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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二、可否提供水利局發函之汙排水外管線 二丶申請人可逕向水利局申請污排水

挂示接入點或其他函文 。 外管線查詢套繪，璀保資料正璀

三、是否可提供捷運局之汙排水竣工圄。 以作為規劃參考 。

三、土開大樓污排水後續 由投資人自

行方色作，目前無污排水竣工圖可

提供。

25 須知參考文件 圖號 CF651B/Y l4/SEM 101 一、有 閽 土開排水預留開孔位置，預留孔 一、 管路設置規劃，請投資人自行評

（三） 高度為 FGL-850(SFL+3000) ，而地下 估提出適當規劃。

一層揉下高度為 3050mm ，依照排水洩

水坡度評估管路設置禹層約需

800mm，剩餘空間高度無法滿足地下樓

層必要高度？

二、可否提供原先排水規劃之排水管路徭 二、排水竣工圖說請參見甄選文件光

之相關文件 。 碟： 4_3\ 03 須知參考文件＼03＿須

知參考文件 02＿共構大樓竣工圄

說＊＼04 1100802 水環圖說＊之

614B/Yl4/ME 0301 ~614B/Yl4/ME 
0309 檔案。

26 須知參考文件 相關圖說無法嚀定雨水滯洪棓關 可否提供原先雨水滯洪規劃之棓關文件。 本案於建築物後方之空池下方埋設有

（三 ） 設備及設置之部份 雨水積磚維合成之雨水儲留槽，共計

約有 350 立方公尺，各區域單元間並

採 PVC 連通管相接，入水口設有逆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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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槭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閥及溢流管，以啟動滿水位之切換機

制，相關圄說請參見光碟： 4_3\03 須

知參考文件＼03＿須知參考文件 02＿共

構大樓竣工圈說＊＼06 1101022 結構

竣工圄說（機闢核章）＼Y14－土開＼其他

＼雨水回收儲留槽檔案。

27 須知參考文件 棓關圖說無法嚀定雨水回收相關 可否提供原先雨水回收規劃之相關文件。 相關圄說請參見光碟： 4_3\03 須知參

（三） 設備及設置之部份 考文件＼03＿須知參考文件 02＿共構大

樓竣工圄說＊＼06 1101022 結構竣工

圄說（機關核章）＼Yl4－土開 ＼其他＼ 雨

水回收儲留槽檔案 。

28 須知參考文件 圄號 CF651B/Yl4/SEM 101 一、台電配電場所之面積，依照台電醚電 相關圄說所示台電配電場所位置係供

（三） 場所相關規定推斷，可提供供電面積 投資人參考，請投資人自行評估提出

為 10000 平方公尺總樓池板面積，與 適噹規劃。

本案目前可申請建築面積不同，亦影

零目前電力管道所需面積。

二、可否提供原先電力設備規劃之相關文

件。

29 須知參考文件 （十）共構工程聯合開發空間之區 先行檢核一樓捷運設泥面積，合計躬 界面報告書所載面積係為土地開發概

（十） 亻立 286. 22 平米，與報告書中捷運於一樓的使 念設計工作表試算捷運設紇面積，至

用面積 197. 31 平米不符。煩請提供各褸層 投資人須知參考文件（十）共構工程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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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捷運設紇面積框列範圍及面積計算方式。 合開發空間之區位所標示範囝，則為

目前捷運空間之室內維管範圍。

甄選文件所附有關本案開發建物資料

僅供投實人初步規劃參考，實際設計

仍應由投資人自行依相關法令規定評

估，提出適當規劃。

30 須知參考文件 一層平面圈 消防送水口是否有預定位置供土開設置。 土開大樓之消防棓關設紇、設備，因受

（十） 場所用途、種類及規模條件而異，需請

投資人自行評估，提出適當規劃。

投資契約

1 契約－3 第六條設計、監造及請領建造執 一、保固期間及範固為何？ 一、有 關保困期間及範圍，請參見投資

,8、召、、 契約書（草案）第十四條，載有明

（ 三）乙方委託之建築師負責本開 噓約定。

發建物之設計、監造並提送監 二、本條項約定投資人委託之建築師除負 二、依投資契約書 （草案）第六條

造計畫及辦理下列事項：… 責設計監造外，尚須另行負貴係困工 （三） 3．之約定 ，乙方委託之建築

3. 係固期間內有腈亻呆固作業之督 作，惟該等工作未必所有建築師都能 師僅辦理有關保固之督導丶會同

導丶會同保固責任之鑑定及保 勝任或有意願接受委託，請問是否一 鑑定及係固期滿參與會勤等，係

固期滿參與會勒等。 定強制只能由建築師負責該等工作， 固責任仍為投資人，實際執行之

抑或是得委由其他專業廠商辦理？ 係固工作由投資人辦理，非由建

三、建議不要強制本條約定之保固工作只 築師執行。

能由建築師辦理。 三、有 關建築師依契約規定辦理設計、

四、如若需建築師執行上述內容及監造 ， 監造及相關事項，其費用計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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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槭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其成本應依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圯 「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開發權益分醌作業原則第九條第五項 權益分醚作業原則」第 9 點規定

其他經捷運局及權益關係人共同認定 辦理，並依第 10 黠規定，由本局

所必要或須刪減之費用計入投資人之 委託 2 家專業營建管理廠商鑑定。

興建成本。

2 契約－3 第六條設計、監造及請領建造執 一、請問本案有無本條提及應設置之公共 一、依本案投資人須知規定，投資人

脾，、、 設泥？ 應至少留設 330 平方公尺容積樓

（五）申請建造執照前，乙方依法 二、公共設泥維管單位或是捷運營運單位 池板面積供藝文、展演或里民活

令須醚合辦理審議要求設置之供 之協調，恐非投資人有能力單獨完成， 動中心等公益性設方色使用，且建

公眾使用或公共設紇（如人行陸 建議新北市政府亦應協助協調。 造成本由投實人負擔，亦不得計

橋 、通路、自行車位等）之協調作 入投資人之權利貢獻權值。

業，並書面嚀認維管單位，有涉捷 二、有 關公共設泥維管單位或是捷運

運設紇介面維管者，亦應與捷運 營運單位之協調，本局可提供適

營運單位協商。乙方應於建造執 時協助。

照申請書注恋事項附表註記該供

公眾使用設方色或公共設方色及其維

管介面事項，並於建造執照申請

圄書標示其位置及範囝，提送甲

方審查通過後始得申請建造執

J日丶召丶丶 。

3 契約－3 第 六條設計、監造及請領建造執 一、本案產品設計是否應滿足全部的私有 有關產品設計，請參見投資契約書（草

脾丶丶丶 土地所有權人産品設計需求？先嚀認 案）第六條（因）之約定，申請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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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次 頁次
執行槭關回慮與說明

（四）申請建造執照前， 乙方應每半 本案最終的彥品設計，倘無法與私有 前，投資人應每半年至少召開 l 次產

年至少召開 1 次至品說明會， 土圯所有攏人達成彥品共識，是否有 品說明會，主管機閼得邀原私有土地

甲方得邀原私有土池所有權 其他協調機制？ 所有權人參與，經投資人與原私有土

人參與，乙方與甲方及原私有 二丶因後續投資人係與主管機閼簽訂開發 池所有權人溝通並達成共識後，將達

土地所有權人溝通並達成共 契約，倘箔後續規劃方案無法與原私 成共識之產品需求納入設計。

識後，應將達成共識之產品需 有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共識時，建議應 故投資人進行產品設計過程中，仍請

求納入設計 。 領得建造執照 由主管機腈與私有土池所有權人進行 積極與原私有土池所有權人溝通產品

後，乙方應依甲方通知期限召 協調，以利本案順利推動。 需求，本局可適時協助溝通作業進行。

開泥工進度說明會。

（八） 乙方應自 簽訂本契約之日超 6

個月內，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

建造執照。若因其他法令規定

須先行辦理相關書圄文件送

審，或有不可歸責於乙方之原

因，並經甲方同意者，其作業

之時間得不予計入。

4 契約－4 第六條設計、監造及請領建造執 一丶若嚀屬不可歸責於投資人之原因，其 本條款約定亻系依照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照丶丶丶 作業時間即應不予計入，不以新北市 開發辦法第二十條規定所訂定，所涉

（八）乙方應自簽訂本契約之日超 6 政府是否同意為要件。承上第六條第 不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將於符合投

個月內，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 （五）項約定，投資人必須完成棓關公 資契約書及租關法令規定下，視實際

建造執照 。 若因其他法令規定 部門之協調始得申請建造，惟公部門 狀況認定為準，故本條款約定內容仍

須先行辦理租關書圖文件送 之決定往往非民間機構得以左右，若 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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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次 頁次
執行機關回愿與說明

審，或有不可歸貴於乙方之原 此，是否即應認定屬不可歸貴於投資

因，並經甲方同意者，其作業 人之原因而得展廷申請建造時程？而

之時間得不予計入。 不需再經新北市政府同恋。

二、「並經甲方同恋者」之文字應予刪除。

5 契約－9 第九條紇工 一、本案基圯周邊多屬於建築密集地區 ， 請投資人務實評估泥工所需臨時用

（八）乙方應於開工前提送紇工進 較無大面積空圯可供臨時施工使用。 地，如須本局協助行政協調時，本局可

度表，本用比內之捷運設紇已 經檢視基地環境，以基地外西南側空 提供協助。

完工營運者，並於開工前提送 圯（現供公共自行車設站空間）躬周邊

安全防護計畫，經甲方及捷運 較適合做臨時紇工用地，以供紇工機

營運單位審查同志後方能施」 具操作及材料進出使用。

作。 二、建請主管機關協助，維認該空間是否

（九）乙方應於捷運設紇介面方色作 可提供為臨時泥工用 i也使用？

前 6 個月提送捷運設紇介面泥

工計畫，內容至少應包括紇工

進度表、方色工程序、方色工方法、

工地佈置丶人力計畫、機具表

及配合時間、材料送樣及進場

日期、查驗階段、竣工日期及

其他有關靦合行政作業等計

畫說明，經甲方審查同意後方

能花作。

6 契約－11 第十條完工期限 一、「其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包含 有關「其他不可歸貴於乙方之事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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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次 頁次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四）乙方履約如過甲方任何變更 哪些項目？或乙方提出租關事由後， 缺工缺料情況，仍需請投資人依實際

通知、經甲方認定工i也遭遇不 如何進行歸責之認定？ 發生情形提出具體事由，本局始得審
.- 

二、考量近期營建物價及環境變化較快，利之天然障礙或其他不可歸 酌認定。

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開 且缺工缺料情況嚴重，請主管機閼嚀

工、完工或專有部分交屋期限 認「缺工缺料」是否屬於「其他不可

時，乙方應於事件發生後 7 天 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範疇內？

內以書面通知甲方，並於通知 三、不可歸貴乙方之事由，其認定方式是

後 30 天內向甲方提出其全部 否可落實於契約中？

鈿節，敘明遲延之情況、預計

遲延之天救，以及藉以防止或

減少遲延之措紇。甲方於收到

該項通知後，應以書面准許乙

方在合理之範圍內延長履約

期限，乙方應盡最大努力以降

低影攀。

7 契約－11 第十二條税費負擔 一、有 關辦理土 i也開發所需負擔契税疑問 一、有 關契我相關疑問，僅提供近期

辦理開發應支付之相關管理費丶 如下： 大橋頭玷土地開發案執行情形供

規費與我賦負擔等，依新北市大 （ 一 ）依契約書（草案）第十一條辦理産權登 束，謩·. 

眾捷運系统土地開發權益分醚作 記時，屬原地主分回產權部分，係直接 （ 一）原池主分回產權部分於建物所有

業原則，應計入投資祝管費用。 登給原比主，還是先登玲市府，再登記 椎第一次登記係直接登記予原地

給原地主？ 主 。

（ 二）原 i也主契稅適用買 賣契税 6%？或交換 ( ..::... )原地主分回產權之契稅適用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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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次 頁次
執行槭關回慮與說明

契税 2%? 契税 2% ，依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

（三）原地主是否須負擔契稅？或由投實人負 開發所需土地協議價購優惠辦法

擔？ 規定，申請增加承購部分則以買

（四）市府是否需繳契税？若需，此我費係由 賣契税 6％認定。

市府負擔或由投資人負擔？ （三）依財政部 80 年 11 月 13 日台財稅

第 801261566 號函釋及財政部 87

年 10 月 29 日台財税第 871971994

號函繹內容，委建人以土地委託

承包人代建房屋，其取得房屋所

有權，應予免徵契税，爰本府支付

委託建造費用取得都市計畫獎勵

容積樓地板部分依前開函釋內

容，免徵契税。至無償取得捷運獎

勵容積樓地板部分，則應激約贈

與契祝 6% 。

（ 因 ）原地主與本府應傲契視，依「新北

市大眾捷運系統土i也開發權益分

醚作業原則」第 11 條規定，由投

資人墊付並納入投資稅管費用項

下 。

..::...、有 鬨辦理土地開發所需負擔房 i也互易 二、房池互易營業税依「新北市大眾

營業税疑問如下：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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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市府是否需繳房池互易營業稅？若需， 原則」第 l1 條規定，由投資人墊

此税費是否依税法規定由納税義務人 付並納入投資税管費用項下。

負擔？

其他

l 一、原設計單位之緒構計算書載明 ，所有 一、請參考本案界面報告書第四章

結構設計圖說均依循內政部 91 年頒 4.4 節緒構基本設計說明。

布之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本案大梁 二、依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均屬於耐震構架，應符合第十五章耐 111 年 l 月 18 日北捷環字第

震設計特別規定之要求（詳附件一 ）， 1113001594 號函說明，於不影攀

合先敘明。 捷運運行原則下，原則同意補強

..::..、 經查，依招標文件提供之竣工圄說檢 作業，惟仍需於承攬廠商、補強紇

核原配筋設計，其剪力筋未能符合規 工位置及紇工工法維定後，召集

範第 15.4.4 黠中「梁之設計剪力應採 財產管理單位及現場管理單位現

用塑鉸産生後引致之剪力」之規定（詳 勒，以利後續紇工配合。

附件二）。本案既已完成之地上緒構 三、另依本案契約書（草案）第 6 條

中，經檢核後各層多數大梁均出現前 （ 七）規定，倘經評估後，若有需就

述之情事（詳附件三）。 共構工程之、咭構進行補強之情

三、綜上，若需滿足執行聯開案開發量體 事，投資人應提出具體計畫經主

之條件，勢必於原有緒構（含捷運設紇 管機關同恋後由投資人方色作，該

空間）方色作結構補強作業，在不影零捷 緒構補強所需費用，應由投資人

運運行原則下，是否允許實紇者於前 全額負擔，不得向本府主張任何

揭空間之補強作業，惠請蕢局賜霞。 補償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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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2 本案完工後屬於捷運聯合開發大樓，請問 應符合建築技衙規則第 243 條規定：

是否可使用瓦斯爐？是否可使用明火？ 一、高層建築物地板面高度在五十公

尺或樓層在十六層以上部分，除

住宅、餐廳等係建築物機能之必

要時外，不得使用燃氣設備。

二丶高層建築物設有燃氣設備時，應

將燃氣設備集中設置，並設置瓦

斯漏氣自動警報設備，且與其他

部分應以具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

之牆壁丶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及

該層防火構造之樓池板予以區劃

分隔。

3 請問可否於土開大樓 2F 設置開口，以便與 應於不影攀捷運設紇使用前提下，依

捷運設方色連接？ 「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設紇移設及連

通管理要點」、「新北市大眾捷運系統

土比開發與捷運設紇介面設計手冊」

承上問題，如可設置連通道，是否有具體 規定，由投資人自行評估及規劃適噹

位置建議？ 連通位置，向本局提出申請並經審查

同意後為準。

4 樓、電梯及管道間位置可否在不影攀捷運 依投資人須知十六、（二）及（三）之規

通行使用下做調整。 定，如投資人認為有更佳設計構想或

修正必要時，得提出修正方案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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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文件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機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開發主管機關同意後辦理，但不得據

以要求增加費用或調整最低分收比。

5 地下車位，如因樓、電梯位置改變而減少 一、投資人就產品設計有無法附建足

停車位數量，請問是否需繳納停車位代金 夠法定停車空間時，本局可協助

或棓闕補償事項 。 邀禁建築及交通主管機關現場勒

查 ，屬 實者，續依主管機關意見提

出提代方案或同意減設。

二、另依投資人須知 參考文件(+

四） 5．交通部 90 年 5 月 9 日交路

九十字第 033014 號大眾捷運法

第二十條規定執行疑義說明二，

依大眾捷運法第 20 條規定因鋪

設大眾捷運系統地下軌道或其他

圯下設備，致無法附建防空避難

設方色或法定停車位時，就直接影

攀得免予附建部分，應免再繳納

代金 。

6 配合土開大樓未來規劃，需於柱 D-4 LINE 請申請人於不影攀捷運運行原則下，
左下角增設電梯，捷運環控系統控制室是 自行評估並向捷運主管機關及營運單

否可醚合調整。 位提出申請，經審查施，工內容可行無

廙後，始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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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項

文件內容 釋疑內容及建議 執行槭關回慮與說明
次 頁次

7 因應土開大樓之高層建築設計規劃，在經 一、依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緒構分析設計檢討後，若有必要於捷運空 111 年 l 月 18 日北捷瓖字第

間進行部分緒構構件補強 。 主辦機閣是否 1113001594 號函說明，於不影零

同恋在不影攀捷運營運前提下，依開發單 捷運運行原則下，原則同意補強

位建議方式進行補強工程作業 。 作業，惟仍需於承攬廠商、補強紇

工位置及花工工法嚀定後，召集

財產管理單位及現場管理單位現

勤，以利後續紇工配合 。

二、另依本案契約書 （ 草案 ） 第 6 條

（七）規定，倘經評估後，若有需就

共構工程之、咭構進行補強之情

事，投資人應提出具體計畫經主

管機關同意後由投資人方色作 ， 該

結構補強所需費用，應由投資人

全額負擔，不得向本府主張任何

補償或賠償。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