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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申請書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公開評選「台電公司北部儲運中心南港舊址（AR-1-2）

特定商業區（十）土地」都市更新事業實施者案

申請書

受文者：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主 旨： 為參與公開評選「台電公司北部儲運中心南港舊址（AR-1-2）特定商

業區（十）土地」都市更新事業實施者案（以下簡稱「本案」），檢

送本申請書及相關文件，請查照。

說 明：

一、 依據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主辦機關」）109 年 12 月 31

日公告本案申請須知暨其附件（以下簡稱「公開評選文件」）及相關

規定辦理。

二、 本申請人已詳讀公開評選文件內容及公告期間主辦機關公布之有關

公開評選文件內容之解釋、補充或修正並同意遵守公開評選文件內所

規定之全部事項。

三、 本申請人同意主辦機關依據公開評選文件與主辦機關及評選會所決

定之方法暨程序，評估本申請人之資格是否符合要求。本申請人同意

主辦機關及其授權人員有權以任何方式查證本申請人所提之一切資

料。本申請人同意主辦機關、評選會除就法律或公開評選文件已有明

文規定之特定事項，應依相關規定辦理。本申請人如有不同意見，除

循法定程序處理外，對於主辦機關及評選會或其人員依據法規與公開

評選文件執行之事項，本申請人承諾不進行任何主張或訴求。

四、 本申請人已勘查本基地狀況及查對有關之土地登記等記錄；對於本案

之性質、地點、基地之一般與局部狀況，以及其他影響本案投資開發

經營所有事項均已充分瞭解。本申請人已充分明瞭對相關資料之檢核

為本申請人應自行負責事項。

五、 本申請人所提送申請文件暨其記載事項均有效且屬真實。如有虛偽，

所發生之任何糾紛及後果，概由本申請人自行負責。

六、 本申請人保證所提出申請文件之內容，不侵犯第三人的智慧財產權。

主辦機關及評選會或其人員，若因本申請人所提供之資料而涉及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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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之訴訟、仲裁或相關法律爭議程序時，本申請人除應協助

進行相關程序，並應負擔主辦機關及評選會或其人員因素因訴訟、仲

裁或爭議結果，或因本申請人與該第三人達成和解所需支付之賠償費

用（包含但不限於訴訟費用與律師費）。若因此類爭訟事件延滯本案

之推動，本申請人應負完全責任，並賠償相關機構或人員因此所受之

損害（包括但不限於訴訟費用與律師費）。

七、 本申請人聲明無政府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所規定不得參加投標或作

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情事。

八、除依法令或公開評選文件之規定外，本申請人對本申請文件不得以任

何理由撤回（銷）、解除、補正或為其他變更行為。

九、 本申請人如獲選為最優申請人，同意依公開評選文件之規定辦理後續

簽約等相關事宜。

十、 隨本申請書茲檢送下列有關文件：

1. 申請書。

2. 查詢信用資料同意書。

3. 中文翻譯與原文書件內容相符之切結書（所提出之申請文件中有

外語文件，應配合提供中文翻譯者適用）。

4. 申請保證金繳交證明文件。

5. 合作聯盟協議書（申請人為合作聯盟者，應出具「合作聯盟協議

書」）。

6. 法人資格證明文件

7. 信用紀錄

8. 無退票證明

9. 納稅證明

10. 財務能力資格證明文件

11.開發能力證明文件

12. 協力廠商合作意願書

13.共同負擔比率承諾書（共同負擔比率承諾書文件套封）

14.租金標價單（租金標價單文件套封）

15.都市更新事業開發建議書及光碟（申請文件套封）

十一、 本申請書中所用之「本案」及「評選會」等用語，悉與公開評選文

件相同。公開評選文件所有條款視為本申請書之一部分，對本申請人

具有拘束力。



申請人（單一公司申請人/合作聯盟申請人之領銜公司） 

公司名稱： （公司印鑑）

地址：

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負責人姓名： （公司負責人印鑑）

戶籍地址：  

身分證字號：  

聯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子郵件：

注意事項︰

本申請書格式之文字內容不得變更修正，否則不具獲選為合格申請人資格。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函

地址：104105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68

號17樓

承辦人：吳函穎

電話：02-27815696轉3023

電子信箱：ur00510@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3月18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新企字第11060071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100312細部計畫書-AR-1-2(草案)、1100312細部計畫書-CR-1(草案)，本文附件

請至下載區（https://doc-attach.gov.taipei/public/AttachDownload.jsp）

驗證碼：V8WARHJQ

主旨：檢送修正後「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

號)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CR-1台電電力修護處)案內編

號AR-1- 2細部計畫案」(草案)及「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

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AR-1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CR-1台

電電力修護處)案內編號CR-1細部計畫案」(草案)，請查照

。

說明：

一、依貴公司新事業開發室110年2月19日新開字第1108017292

號函辦理。

二、旨揭計畫區經查不適用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有

關綜合設計放寬規定，為利本案後續執行，檢送修正後細

部計畫案(草案)2案供後續開發規劃參考。

正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2021/03/18
13:5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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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 台

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案內編號

AR-1-2 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示 

類別：擬定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詳細計畫： 

壹、計畫緣起及範圍 

一、計畫緣起 

依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101 年 4 月 10 日府都規

字第 10100985700 號公告實施之「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

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案」（以下簡稱鐵路地下化沿線主計案）

內暫予保留案規定，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

電電力修護處為配合鄰近土地使用與發展，已原則同意變更工

業區為商業區，應俟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

理公開展覽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

定後實施，細部計畫得依法定程序併同辦理。 

104 年本府啟動臺北東區門戶計畫，除建構生技、會展、

軟體、文創及車站等五大中心外，更以南港車站為核心發展產

業廊帶主軸，積極推動公辦都更提供優質社會住宅社區，改善

地區整體生活環境，以吸引青年就業及定居。為因應東區門戶

計畫，本府爰將台電中心倉庫（AR-1）及台電電力修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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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1）兩處基地整體考量，研擬變更回饋可建築土地集中

配置方案，供作社會住宅、市政建設、藝術實驗及金融科技創

新育成等產業發展，並於 106 年 2 月 14 日與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土地合作意向書（MOU）（詳附件二）。前開集

中回饋方案，業經 106 年 7 月 25 日報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第 904 次會議同意將台電中心倉庫（AR-1）及台電電力修護

處（CR-1）兩處基地併為一案，惟開發方式仍須維持都市更

新（詳附件三）。本案續於 107 年 3 月 1 日選定為公辦都更案

（附件四），並於 107 年 5 月 30 日簽奉市長同意依都市計畫

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詳附件

五）。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業已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名：「擬

訂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 545地號等 8筆土地及南港段四

小段 474-1 地號等 11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於 107

年 06 月 01 日向本府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作業，並依鐵

路地下化沿線主要計畫案規定，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併同

擬定細部計畫書、圖申辦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並考量都市更新進程，本細

部計畫案分三區公告實施，AR-1-1 之細部計畫俟主要計畫經

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公告實施；AR-1-2、CR-1 之細部計畫應俟

該區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公告實施。（詳肆、計畫

原則與構想）本次公告範圍為 AR-1-2。 

二、計畫範圍與權屬 

本計畫範圍為「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

（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主

要計畫案」（詳圖一）。包括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 2 處基地。本次公告範圍為案內編號

AR-1-2（詳圖二）。 

編號AR-1台電中心倉庫計畫區面積依鐵路地下化沿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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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案內所載原為 37,025.00 ㎡，經地籍重測後面積為 36,947.00

㎡，惟其範圍與鐵路地下化沿線主計案編號 AR-1 相同；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計畫區面積依鐵路地下化沿線主要計畫

案內所載原為 33,530.00 ㎡，經地籍重測後面積為 33,959.48

㎡，惟其範圍與鐵路地下化沿線主要計畫案編號 CR-1 相同。

面積合計 70,906.48 ㎡。 

土地權屬方面，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範圍內包括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土地，計 36,899.00 ㎡（占 AR-1 總面

積 99.87％)；中華民國（管理機關：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

土地，計 4.00 ㎡（占 AR-1 總面積 0.01％)；臺北市（管理機

關：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所有土地，計 44.00 ㎡（占 AR-1 總

面積 0.12％)（詳圖三及表一）。 

編號CR-1台電電力修護處範圍內包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所有土地，計 33,936.48 ㎡（占 CR-1 總面積 99.93％)及臺

北市（管理機關：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所有土地，

計 23 ㎡（占 CR-1 總面積 0.07％)（詳圖四及表二）。 

 

圖一 主要計畫範圍及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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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本計畫範圍及位置示意圖 

表一 AR-1 土地清冊 

序

號 

行政

區 

地

段 

小

段 
地號 

土地 

使用

分區 

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 

（㎡） 

位屬 AR-1 

基地面積 

（㎡） 

1.  

南 

港 

區 

玉 

成 
三 

545 

第三

種 

工業

區 

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244.00 

36,899.00 

(99.87%) 

2.  545-3 1.00 

3.  546-1 54.00 

4.  547-1 357.00 

5.  563 14,056.00 

6.  564 22,187.00 

7.  56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 

44.00 
44.00 

（0.12％) 

8.  562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4.00 
4.00 

（0.01％) 

合計 36,947.00 
36,947.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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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CR-1土地清冊 

序

號 

行

政

區 

地

段 

小

段 
地號 

土地

使用

分區 

土地所有權人 面積（㎡） 
位屬CR-1基

地面積（㎡） 

1. 1 

南 

港 

區 

南 

港 
四 

474-1 

第二

種 

工業

區 

 

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16.00 

33,936.48 

(99.93%) 

2. 2 474-4 1.00 

3.  475-1 19.00 

4.  477 7.00 

5.  478 506.66 

6.  479 
34,972.00 

(詳註一) 

7. 4 545 
481.00 

(詳註二) 

8.  546-1 197.00 

9.  547 7.00 

10.  474-7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 

 

1.00 

23 

(0.07%) 

11.  475-4 1.00 

12.  479-8 21.00 

合計 
 

- 36,229.66 
33,959.48 

(100.00%) 

備註： 

一、 南港段四小段 479 地號土地面積係 34,972.00 m2，其中位屬 CR-1 基地面

積係 32,756.57 m2。 

二、 南港段四小段 545 地號土地面積係 481.00 m2，其中位屬 CR-1 基地面積係

426.25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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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AR-1土地權屬示意圖 

 

中華民國所有 

臺北市所有 

    圖例 
編號 AR-1台電中心倉庫 

計畫範圍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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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CR-1土地權屬示意圖 

 

    圖例 
編號 CR-1電力修護處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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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重整都市棕地，配合都市整體發展，消除土地低度利用，促進

黑鄉轉型，打造東區門戶計畫新亮點。 

二、藉由集中回饋市府所取得之大規模土地，整合歷史文化資源及

科技創新，打造金融科技創新育成聚落與藝術實驗場域，佈設

日間照護、公共托育等「複合機能」公共設施，興建智慧銀髮

宅及社會住宅，營造優質樂活環境，建立公辦都更典範。 

三、經由辦公、商務、住宅、休閒及購物等複合型功能開發，提升

南港居民生活品質及設施服務水準，建構產業廊帶。 

四、串連綠地、自行車道及人行步道等開放空間，型塑綠帶廊道網

絡，達到降低開發衝擊、改善都市景觀、提昇都市防災能力、

滿足周邊居民休憩需求等多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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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要計畫概要 

「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 台電中

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主要計畫案」內容摘要： 

一、編號 AR-1 地區（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地區（台電電

力修護處）依本府 101 年 4 月 10 日府都規字第 10100985700

號公告「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案」

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區，另依 106 年 7 月 25 日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第 904 次會議決議同意合併前開地區為一案。爰為順

應環境變遷與鄰近土地利用之調整，變更前開地區之工業區為

商業區，並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開發（詳圖五及圖六），其變

更理由及條件內容如下： 

（一）配合鄰近土地使用與發展，原則同意變更為商業區，惟應

俟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草案並辦理公開展覽

後，再檢具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

施，細部計畫得依法定程序併同辦理。在未依上開事項辦

理前，仍維持原使用分區。 

（二）應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提供或捐贈公

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之合計

占變更總面積不得低於 40.5％。 

（三）為配合市府推動東區門戶計畫、五大產業中心及社會住宅

政策，編號 AR-1 與編號 CR-1 提供或捐贈之可建築土地

以等價值方式集中配置於 AR-1，並將回饋內容及方式另

載明於細部計畫。 

二、行政院 96 年 7 月 4 日第 3048 次會議院長提示有關「台北高鐵

沿線再開發」係指標性都市更新案之ㄧ，已涵蓋本案計畫範

圍，故為配合整體發展及維護土地相關權利人之權益，達到整

體環境改善，活化都市機能之目標，除編號 CRJ 之公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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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編號 ERJ 之轉運站用地公共設施用地外，本計畫範圍全部劃

設為更新地區（詳圖六）。 

三、考量都市綠廊與開放空間之串聯，應於細部計畫檢討配置適當

之公共設施用地或規定留設必要之開放空間。 

圖五 變更後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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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都市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四、為塑造本計畫區獨特之都市意象、都市景觀及環境品質，應於

細部計畫擬定時，訂定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作為本計畫區未來

都市設計審議之依據，且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均須經「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核

發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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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原則與構想 

一、回饋構想 

（一）回饋原則 

104 年本府啟動臺北東區門戶計畫除建構生技、會

展、軟體、文創及車站等五大中心外，更以南港車站為核

心，發展產業廊帶為主軸，積極推動公辦都更，提供優質

社會住宅社區，改善地區整體生活環境，吸引青年就業及

定居。爰將台電中心倉庫（AR-1）及台電電力修護處

（CR-1）兩處基地整體考量，變更回饋可建築土地集中

配置，作為社會住宅策略基地。 

市府與台電於 106 年 2 月 14 日簽訂台電中心倉庫

（AR-1）及台電電力修護處（CR-1）土地合作意向書

（MOU），確認本案都市計畫變更應回饋土地集中回饋

於 AR-1；嗣經內政部都委會 106 年 7 月 25 日召開第 904

次會議結論：同意市府集中回饋方案，惟仍須維持以都市

更新方式開發。（集中回饋示意圖詳圖七） 

 

圖七 集中回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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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饋土地面積計算 

1.回饋可建築土地原則 

本計畫應回饋土地，依主要計畫規定略以：「...2、

應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提供或捐贈

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之

合計占變更總面積不得低於 40.5％，案經內政部 103 年

4 月 8 日函略以：「二、有關旨揭暫予保留部分擬由工

業區變更為商業區，因屬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新

案件，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第 12

點規定，得不適用該審議規範之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得免受公共設施用地不得低於變更工業區土地總面積

30%規定之限制，另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原則」

規定略以：「十一、(四) 主要計畫變更土地使用分區規

模達一公頃以上地區，應劃設不低於該等地區總面積百

分之十之公園、綠地、廣場、體育場所、兒童遊樂場用

地。」，故本計畫回饋 40.5%土地中，劃設 10％公共設

施用地，30.5％可建築土地。  

2.集中回饋可建築土地 

考量可建築土地分別於 AR-1、CR-1 捐贈予本府不具

規模，不利於本府及台電公司規劃利用，且 AR-1 上有

市定古蹟及既有建物，得結合文化與產業元素，規劃藝

術實驗基地及金融科技創新育成中心，並利用回饋取得

之土地興建社會住宅，經本府與台電公司協商同意基於

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 10 月 30 日提供土地估價資料（詳

附件七）採等價值於 AR-1 集中回饋方式辦理。 

考量台電公司為國營事業機構，且 AR-1、CR-1 基地

同位屬本府 101 年 4 月 10 日公告「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

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案」範圍內，兩處基地法定

容積率不同，單以土地面積比率計算回饋似不合理，為

不減損台電公司權益，有關可建築土地以等價值回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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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1 之計算方式，業與台電簽定合作意向書，全案經本

府報請內政部 106 年 7月 25 日都委會第 904 次會議審議

通過。 

3.可建築土地回饋價值計算 

依前開內政部營建署土地估價資料，台電中心倉庫

（AR-1）市價總值約 201.06 億元，而台電電力修護處

（CR-1）市價總值約 125.15 億元。依前開土地估價資料

試算本計畫應回饋可建築土地，倘等價值集中回饋於台

電中心倉庫（AR-1），約佔 AR-1 基地面積之 47.70％；

倘等價值集中回饋於台電修護處（CR-1），則約佔 CR-1

基地面積之 84.59％（詳表三）。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之權

益，及本計畫之歷史建築及古蹟係座落於 AR-1 基地，

故將回饋可建築土地以等價值方式集中配置至 AR-1 街

廓（即編號 AR-1-1)，計 17,623.72 ㎡土地（詳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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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回饋可建築土地市價比例整理表 

項目 AR-1 CR-1 合計 

土地面積 36,947.00 
33,936.48 

(詳註四) 
70,883.48 

變更前使用分區 第三種工業區 第二種工業區 - 

建蔽率/容積率 55％/300％ 45％/200％ - 

可建築土地（90％）市價

（元）A 

22,184,354,300 

（A1） 

12,509,115,911 

（A2） 
34,693,470,211 

分別回饋可建地（30.5％）

市價（元） 

（B＝A÷90％×30.5％） 

7,518,031,180 4,239,200,392 
11,757,231,572 

（B′） 

集中回饋建地占可建地市

價比例（％）C 

53.00％ 

（C＝B′÷A1） 

93.99% 

（C＝B′÷A2） 
- 

假設集中回饋建地比例占

個別基地面積比例（％） 

（D＝C×90％） 

47.70％ 84.59％ - 

備註： 

一、依內政部營建署104年10月30日提供土地估價資料計算。 

二、中心倉庫土地評價基準日為103年7月1日，臺北市政府更新前權利價值係以其現況謄本所載之土地佔

基地總面積之比例，加上回饋之21.95％可建地部分計算。 

三、台電電力修護處土地評價基準日為103年9月12日，臺北市政府更新前權利價值係按變更回饋30.5％可

建築土地計算。 

四、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管有)於CR-1所有土地計23㎡，採原（CR-1）基地回饋方式辦理，

爰本表CR-1土地面積未計入新建工程處管有土地。 

表四 集中回饋可建築土地面積估算 

基地名稱 

AR-1 CR-1 

總面積36,947.00 ㎡ 總面積33,936.48 ㎡(詳備註) 

回饋市府 所有權人分回 回饋市府 所有權人分回 

等
價
值
回
饋 

土地面積（㎡） 
17,623.72 

（47.70％） 

15,628.58 

（42.30％） 
0 

30,542.83 

（90.00％） 

樓板面積（㎡） 62,211.73 55,168.89 0 71,775.66 

容積率 353％ 353％ 0 235％ 

備註：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管有）於CR-1所有土地計23㎡，採原（CR-1）基地回饋方式辦

理，爰本表CR-1土地總面積未計入新建工程處管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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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原則」規定，AR-1 及 CR-1

基地各應劃設 10％公共設施用地，分別為 3,694.70 ㎡及

3,395.95 ㎡。其中，AR-1 公共設施用地規劃為廣場用地

（1,749.90 ㎡，占 AR-1 面積 4.74％)及綠地用地（1,944.80

㎡，占 AR-1 面積 5.26％)，CR-1 公共設施用地規劃為公

園用地。 

 

表五 公共設施及回饋可建築土地面積試算表 

項目 
AR-1 CR-1 

土地面積（㎡） 比例（％） 土地面積（㎡） 比例（％） 

回饋市
府 

可建地 17,623.72 47.70 7.02 0.02 

公設 

廣場用地 1,749.90 4.74 - - 

綠地用地 1,944.80 5.26 - - 

公園用地 - - 3,395.95 10.00 

小計 21,318.42 57.70 3,402.96 10.02 

所有權人分回 15,628.58 42.30 30,556.51 89.98 

總計 36,947.00 100.00 33,959.48 100.00 

備註：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管有）於CR-1所有土地計23㎡，採原（CR-1）基地回饋

方式辦理，其應回饋可建築土地計7.02㎡。 

 

5.所有權人應回饋之可建築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 

各土地所有權人應捐贈回饋可建築土地及公共設施

用地面積如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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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變更前後應捐贈可建築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土地權屬 

變更前 變更後 

工業區 

（㎡） 

商業區 

（㎡） 

捐贈回饋

可建築土

地 

（㎡） 

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 

廣場 

用地 

（㎡） 

綠地用地 

（㎡） 

公園用地 

（㎡）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管有） 

4.00 

（100.00％) 

2.38 

（59.50％) 

1.22 

（30.50％) 
0 

0.40 

（10.00％) 
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財

政局管有） 

44.00 

（100.00％) 

26.18 

（59.50％) 

13.42 

（30.50％) 
0 

4.40 

（10.00％) 
0 

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

公司 

AR-1 
36,899.00 

（100.00％) 

15,600.02 

（42.28％) 

17,609.08 

（47.7％) 

1,749.90 

（4.74％) 

1,940.00 

（5.26％) 
0 

CR-1 
33,936.48 

（100.00％) 

30,542.83

（90.00％) 
0 0 0 

3,393.65

（10.0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新建工程處管

有) 

23.00 

（100.00％) 

13.68 

（59.48％) 

7.02 

（30.52％) 
0 0 

2.30 

（10.00％) 

合計 
70,906.48 

（100.00％) 

46,185.09 

（65.14％) 

17,630.74

（24.86％) 

1,749.90 

（2.47％) 

1,944.80 

（2.74％) 

3,395.95

（4.79％) 

備註： 

一、 本案依 106 年 2 月 14 日本府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土地合作意向書（MOU）及 106 年 7

月 25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904 次會議紀錄決議，台電公司於編號 AR-1 與編號 CR-1 提供或捐贈

之可建築土地，以等價值方式集中配置於 AR-1 北側（即編號 AR-1-1)，計 17,609.08㎡。 

二、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管有）於 CR-1 所有土地計 23 ㎡，採原（CR-1）基地回

饋方式辦理，其應回饋可建築土地計 7.02㎡。 

三、 本表應捐贈回饋面積，實施時應依工業區實測面積與回饋比例計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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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配合南港地區發展需求及鐵路沿線地下化後新生廊帶之

整體規劃，將「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沿線土地主要計畫

案」內變更編號 AR-1 及 CR-1 商業區，擬定土地使用分區為

特定商業區（九）、（十）及（十一）以及公共設施為廣場用

地、綠地及公園用地，分別說明如下（詳表七）： 

（一）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詳圖八及表八） 

1.公共設施用地 

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原則」規定，劃設占 AR-1

基地總面積 10％公共設施用地，其中廣場用地面積計

1,749.90 ㎡，占 AR-1 基地總面積 4.74％；綠地用地面積

計 1,944.80 ㎡，占 AR-1 基地總面積 5.26％之綠地。 

（1）廣場用地 

考量本計畫區位及周邊開放空間與人行動線系

統，於本計畫區西北側集中留設廣場用地。 

（2）綠地用地 

考量本計畫區東側鄰地後續開發，留設綠地用地

作為適當間隔。 

2.特定商業區  

（1）特定商業區（九） 

本區位於 AR-1 基地北側，全區皆為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捐贈予本府之土地，面積計 17,609.08 ㎡ 

（占 AR-1 基地總面積之 47.70％）。 

本區包含經市府指定為市定古蹟之 C 庫、N1N2

庫及交貨臺旁機房（986、1072、1063 等 3 筆建號）、

指定為歷史建築的 P 庫桁架，及經市府評估保留的

N24 庫。 

其中，市定古蹟及歷史建築後續規劃作藝術實驗

使用，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關規定辦理；N24

庫規劃作金融科技創新育成等產業發展。另本區南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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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市政建設、智慧銀髮宅、社會住宅及社會福利

設施。 

（2）特定商業區（十） 

本區位於 AR-1 基地南側，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15,600.02 ㎡，佔本區總面積 99.72%）、中華

民國（2.38 ㎡，佔本區總面積 0.02%）、臺北市（26.18

㎡，佔本區總面積 0.17%）所有土地，及捐贈予本府

土地（14.64 ㎡，佔本區總面積 0.09%），面積計

15,643.22 ㎡（占 AR-1 基地總面積之 42.34％）。 

本區以辦公、商務、住宅、休閒及購物等複合型

功能開發定位為原則，提升南港居民生活品質及設施

服務水準。 

基於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之一致性與公

平性原則，規範特定商業區（九）及特定商業區（十）

作住宅使用比例不得超過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之 50

％。但特定商業區（九）作社會住宅使用者，不在此

限。 

（二）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詳圖九及表九） 

1.公園用地 

依「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審議原則」規定劃設占 CR-1

基地總面積 10％之公園用地，計 3,395.95 ㎡。考量本計

畫區位及周邊開放空間與人行動線系統，於本計畫區東南

側集中留設公園用地。 

2.特定商業區（十一） 

本區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30,542.83 ㎡，佔本

區總面積 99.93%）及臺北市（13.68 ㎡，佔本區總面積

0.05%）所有土地，及捐贈予本府土地（7.02 ㎡，佔本區

總面積 0.02%），面積計 30,563.53 ㎡（占 CR-1 基地總面

積之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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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朝向複合型功能之開發定位，提供辦公、商務、

住宅、休閒及購物等功能，提升南港居民生活品質及設施

服務水準。 

基於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之一致性與公平性

原則，規範特定商業區（十一）作住宅使用比例不得超過

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之 50％。 

表七 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內容一覽表 

位置 使用分區 面積（㎡） 備註 

編號

AR-1-1 

特定商業區

（九） 
17,609.08 

1.為配合市府推動東區門戶計畫、五大產

業中心及社會住宅政策，106 年 7 月 25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904次會議審決AR-1

與 CR-1 提供或捐贈之可建築土地，以

等價值方式集中配置於 AR-1。 

2.爰依 104 年協商之等價值交換方式，將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 AR-1 及 CR-1

應捐贈之 30.5％可建築土地集中回饋於

AR-1 基地北側（即 AR-1-1），面積計

17,609.08 ㎡。 

3.本計畫係依都市更新條例實施都市更

新，並經內政部營建署函（詳附件六），

得不適用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

規範之全部或一部之規定；故本計畫劃

設公共設施用地比例調整為 10％，即廣

場用地及綠地用地占 AR-1 基地之 10

％，公園用地占 CR-1 基地之 10％。 

廣場用地 1,749.90 

小計 19,358.98 

編號

AR-1-2 

特定商業區

（十） 
15,643.22 

綠地用地 1,944.80 

小計  17,588.02 

編號

CR-1 

特定商業區 

（十一） 
30,563.53 

公園用地 3,395.95 

小計 33,959.48 

合計 70,906.48 

備註： 

一、 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面積應依公告實施後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二、 本表內容係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09 月 20 日第 735 次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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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AR-1-1、AR-1-2應捐贈可建築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土地權屬 

變更前 變更後 

AR-1 AR-1-1 AR-1-2 

工業區 

面積 

（㎡） 

商業區

面積 

（㎡） 

捐贈回饋

可建築土

地面積 

（㎡） 

捐贈回饋廣

場用地面積 

（㎡） 

商業區 

面積 

（㎡） 

捐贈回饋

可建築土

地面積 

（㎡） 

捐贈回饋

綠地用地

面積（㎡）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管有） 

4.00 

（100.00％) 
0 0 0 

2.38 

（59.50％) 

1.22 

（30.50％) 

0.40 

（10.0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財政局管有） 

44.00 

（100.00％) 
0 0 0 

26.18 

（59.50％) 

13.42 

（30.50％) 

4.40 

（10.00％) 

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36,899.00 

（100.0％) 
0 

17,609.08 

（47.72％) 

1,749.90 

（4.74％) 

15,600.02  

（42.28％) 
0 

1,940.00 

（5.26％) 

合計（㎡） 
36,947.00 

（100.0％) 
0 

17,609.08

（47.66％) 

1,749.90 

（4.74％) 

15,628.58 

（42.30％) 

14.64 

（0.04％) 

1,944.80 

（5.26％) 

備註： 

一、 本案依 106 年 2 月 14 日本府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土地合作意向書（MOU）及 106 年

7 月 25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904 次會議紀錄決議，台電公司於編號 AR-1 與編號 CR-1 提供或捐

贈之可建築土地，以等價值方式集中配置於 AR-1 北側（即編號 AR-1-1），計 17,609.08 ㎡。 

二、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及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管

有）於編號 AR-1 分回之商業區土地，以及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及臺北市（臺

北市政府財政局管有）於編號 AR-1 應回饋之可建築土地，皆納入 AR-1 南側（即編號 AR-1-2），

計 15,643.22 ㎡。 

三、 本表應捐贈回饋面積，實施時應依工業區實測面積與回饋比例計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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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CR-1應捐贈可建築土地及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對照表 

土地權屬 

變更前 變更後 

工業區面積

（㎡） 

商業區面積 

（㎡） 

捐贈回饋可建築

土地面積（㎡） 

捐贈公園用地面

積（㎡） 

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33,936.48 

（100.00%） 

30,542.83 

（90.00%） 
0.00 

3,393.65 

（10.00%） 

臺北市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管有) 

23.00 

(100.00%) 

13.68 

（59.50%） 

7.02 

（30.50%） 

2.30 

(10.00%) 

合計（㎡） 33,959.48 30,556.51 7.02 3,395.95 

合計（％） 100.00％ 89.98％ 0.02% 10.00％ 

備註： 

一、 本案依 106 年 2 月 14 日本府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土地合作意向書（MOU）及 106 年

7 月 25 日內政部都委會第 904 次會議紀錄決議，台電公司於編號 AR-1 與編號 CR-1 提供或捐

贈之可建築土地，以等價值方式集中配置於 AR-1 北側（即編號 AR-1-1)，計 17,609.08 ㎡。 

二、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管有）應分回及應回饋土地皆於原（CR-1）基地辦理，

計 23 ㎡。 

三、 本表應捐贈回饋面積，實施時應依工業區實測面積與回饋比例計算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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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AR-1台電中心倉

庫及編號CR-1台電電力修護處）細部計畫（編號AR-1-1及編號

AR-1-2）示意圖 

圖九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AR-1台電中心倉

庫及編號CR-1台電電力修護處）細部計畫（編號CR-1）示意圖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細部計畫（編號 AR-1-1 及編號 AR-1-2）示意圖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細部計畫（編號 CR-1）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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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資產處理方式 

AR-1 基地前為日據時期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興建之電力工

廠，基地內北側土地 3 棟建物「交貨臺旁機房」、「N1N2 庫」、

「C 庫」（986、1072、1063 等 3 筆建號）由本市文化資產審

議委員會 106 年 6 月 6 日北市文化文資字 10630458900 號函指

定為市定古蹟，並於 107 年 3 月 30 日經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

員會確認古蹟定著範圍（詳圖十），其範圍涉及本計畫特定商

業區（九）及廣場用地，後續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相關規定

辦理；古蹟及歷史建築及其修建、改建部分，得不計入建蔽率

及容積率，並得供本府相關公務需求使用。 

另 P 庫（編號 A13）屋頂桁架，本府文化局於 106 年 12

月 20 日邀集文資委員現勘同意其價值，經 107 年 3 月 30 日提

送本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指定為歷史建築，後續朝基地內重

組方式辦理。 

 

 

 

圖十 本計畫區文化資產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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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運輸系統 

（一）台電中心倉庫（AR-1） 

台電中心倉庫（AR-1）位於台灣鐵路松山火車站及

捷運松山新店線「松山站」東南方，捷運板南線「後山埤

站」東北方；基地周邊計有 8 處公車站位，公車路線主要

行經忠孝東路六段、南港路三段、中坡北路等道路。（詳

圖十一） 

道路交通部分，以忠孝東路六段及南港路三段為主要

聯外道路，鐵路地下化新生廊帶（市民大道七段）則為東

西向次要聯外道路及景觀道路；南北向道路如東新街、玉

成街等。（詳圖十二） 

基地周邊道路多設有人行道設施，包含南港路三段、

市民大道七段、忠孝東路六段、中坡北路、玉成街（單側）、

永吉路、東新街等，現況人行道寬度介於 1.5 至 7.0 公尺，

主要道路人行道系統尚稱完善。（詳圖十三） 

本基地擬以「以人為本」之交通規劃方式，於臨市民

大道、及東新街沿街面均規範留設寬度至少 5 公尺之帶狀

式開放空間，並規劃完善之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系統，開

放空間規劃內容詳附件一都市設計準則。 

（二）台電電力修護處（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CR-1）位於捷運板南線「昆陽站」

東北方；基地周邊計有 7 處公車站位，公車路線主要行經

南港路三段、向陽路、市民大道八段、忠孝東路七段等道

路。（詳圖十一） 

道路交通部分，以忠孝東路六段及七段、南港路二段

及三段為主要聯外道路，鐵路地下化新生廊帶（市民大道

七段及八段）則為東西向次要聯外道路及景觀道路；南北

向道路則以向陽路為主。（詳圖十二） 

基地周邊道路多設有人行道設施，包含市民大道七段

及八段、忠孝東路六段及七段、南港路二段及三段、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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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等，現況人行道寬度介於 1.5 至 7.0 公尺，主要道路人

行道系統尚稱完善。（詳圖十三） 

本基地擬以「以人為本」之交通規劃方式，於臨市民

大道、向陽路及沿街面均規範留設寬度至少 5 公尺之帶狀

式開放空間，並規劃完善之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系統。開

放空間規劃內容詳附件一都市設計準則。 

 

 

圖十一 計畫區周邊大眾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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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計畫區周邊道路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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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計畫區周邊人行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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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區劃設為特定商業區（十）、綠地用地，面積詳表十。 

         表十 細部計畫內容一覽表 

位置 使用分區 面積（㎡） 

編號 AR-1-2 

特定商業區（十） 15,643.22 

綠地用地 1,944.80 

合計 17,588.02 

備註：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面積應依公告實施後之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為準。 

圖十四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 台電中

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案內編號 AR-1-2 細部計畫案

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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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使用強度及使用項目 

本計畫範圍內使用分區之使用強度、容許使用項目依

表十一規定辦理。計畫範圍詳圖十四。 

表十一 使用強度一覽表 

位置 
使用分

區 

建蔽率

（％） 

容積率

（％） 
使用項目 備註 

編號

AR-1-2 

特定商

業區 

（十） 

55％ 353％ 

比照臺北市土

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第

三種商業區使

用項目規定辦

理。惟供住宅使

用之容積樓地

板面積（含其附

屬相關設施）不

得超過容積總

樓地板面積之

50％。 

1.建蔽率以 55％為原則，得經臺北市

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

委員會審議同意後予以放寬，但最

高不得超過 65％。  

2.依「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

盤檢討）計畫案」規定，由第三種

工業區變更為第三種商業區，應捐

贈土地 30％，故按第三種工業區 70

％土地計算原有容積；另依「都市

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

定，提供或捐贈公共設施用地、可

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

之合計占變更總面積不得低於 40.5

％推算特定商業區之基準容積率為

353％（300％×70％÷59.5％）。 

（二）本計畫區不適用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有關綜合

設計放寬規定。  

（三）容積上限 

本計畫範圍內法定容積與各種容積獎勵（含更新容積

獎勵）、容積移轉合計之總容積樓地板面積不得超過該建

築基地 2 倍之法定容積。 

三、都市設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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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護良好之環境品質，訂定「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

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

力修護處）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準則」（詳附件一），以加強

實施建築管理。考量都市更新進程，本細部計畫分三區公告實

施，本次公告範圍為 AR-1-2。未來各基地之開發建築應依該

準則辦理並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通過，始得核發建造執照。 

四、防災避難計畫 

依據「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檢討

案」之防災計畫內容，本計畫區編號 AR-1 位屬「玉成生活避

難圈」，依其防災計畫之指導及本計畫區新增規劃內容，綜合

說明防災計畫如下：  

（一）玉成生活避難圈（詳圖十五） 

1.防災避難場所  

（1）臨時性避難所：和樂公園、臺鐵調車場回饋之公園用

地、國揚工信都市計畫變更案回饋之公園用地及國產

實業回饋之公園用地、本計畫區 AR-1 基地劃設之廣

場用地及綠地用地。  

（2）臨時收容所：臺鐵調車場回饋之公園用地及國揚工信

都市計畫變更案回饋之公園用地。  

（3）中長期收容場所：南港國中、玉成國小（此兩所學校

由於受到液化潛質區之影響，故應藉由更詳細之地質

鑽探後，扣除液化區域之範圍，方可提供中長期收容

所使用）及臺鐵調車場回饋臺北市政府之公園用地。 



31 

2.消防救災路線  

（1）緊急道路：南港路三段（20 公尺）、向陽路（20 公

尺）、鐵路地下化新生道路（20 公尺）及忠孝東路

六段（30 公尺）。  

（2）救援輸送道路：成功路一段（18.5 公尺）、昆陽街（10

公尺）及東新街（20 公尺）。  

3.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避難圈南側之鐵路地下化後騰空之新生道路將規劃

為綠色廊帶並串連全市性公園，配合原有忠孝東路之連續

綠帶，形成完整街道綠帶軸線，以作為區域性火災延燒防

止地帶。 

而本計畫區內則以自行劃設之廣場用地及周邊之帶

狀式開放空間作為本計畫區之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圖十五 玉成生活避難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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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開發方式 

本計畫案依 101 年公告實施「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

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案」暫予保留部分規定及 106 年 7 月 25

日內政部都委會 904 次會議審決，應以都市更新方式開發。 

為達到整合文化資源及科技創新、串聯綠色廊帶及開放空

間、營造宜居生活環境等發展目標以打造東區門戶新亮點，故

配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及進程，分三區公告實施，編號

AR-1-2 計畫範圍及發布時程如下： 

（一）本區包含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範圍內之特定商業區

（十）及綠地用地，土地面積共計 17,588.02 ㎡，其中綠

地用地為捐贈予本府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本區細部計畫俟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後公告實

施。 

二、開發主體 

編號 AR-1-2 由臺北市政府同意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

開徵求實施者。 

三、回饋計畫 

本計畫應回饋之可建築土地及公共設施如下： 

（一）本區應回饋可建築土地 14.64 ㎡，其中，中華民國（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管有）應回饋 1.22 ㎡，臺北市（臺北市政

府財政局管有)應回饋 13.42 ㎡。 

（二）本區應回饋綠地用地 1,944.80 ㎡。其中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應回饋 1,940.00 ㎡，中華民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

有)應回饋 0.40 ㎡，臺北市（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管有)應回

饋 4.40 ㎡。 

（三）土地所有權人應於 AR-1-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

計畫核定後，領取 AR-1-2 範圍內商業區使用執照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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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回饋之綠地用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市府。 

四、公共設施取得計畫 

（一）本計畫案綠地用地預定完成期限及經費來源詳表十二。 

（二）綠地用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之維護管理，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應於本都市計畫商業區使用執照領取前，先依市政

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提供之當年度單位管理

維護費用（元/㎡）所核算之 25 年應繳納金額，繳納公共

設施用地管理維護費用。 

表十二 公共設施取得之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公共

設施

種類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 

經費 

（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期限 

經費 

來源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撥 

用 

捐 

贈 

其 

他 

綠地

用地 
0.20    √  600 

臺北市

政府工

務局公

園路燈

工程管

理處 

實施者於 AR-1-2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及權利變換計畫核

定後，領取 AR-1-2

範圍內商業區使用

執照前，完成綠地

用地之興闢。 

由台灣電

力股份有

限公司負

擔。 

備註： 

一、 本表所列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二、 公共設施興闢相關費用、規費及稅賦不得列入共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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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 

一、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本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及相關

法令辦理。  

二、本計畫區內之道路截角除原計畫為工業區者道路截角維持半徑

10 公尺之圓形截角外，悉依本市道路截角標準表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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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本案提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9 月 20 日第 735 次委

員會審議決議及附帶決議： 

決議： 

一、 本案除以下幾點，其餘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巿府補充

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一) 法令依據修正為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申請單位併同修正為臺

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二) 本案同意市府基於本計畫區位屬「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

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商業產業軸帶，為延續地面層商業

活動利用，參酌南港鐵路地下化沿線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通案之規定，訂定建蔽率為 55%。 

(三) 本案特定商業區(九)、特定商業區(十)與特定商業區(十一)作

住宅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依本會 106 年 8 月 17 日第 714

次委員會議審竣「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案」之規定，調整上限為不得超過 50%。 

(四) 本案同意市府依前開本會第 714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之南港

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就該案有關捷運以及與鐵

路共構或連通之車站周邊範圍法定停車空間減設原則，納入

本計畫書予以規範。 

(五) CR-1 南側臨接計畫道路部分漏列之三筆市有土地(南港段四 

小段 474-7、475-4、479-8 地號)屬 CR-1 計畫範圍，應予納入

並同意市府依更新及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開發，計畫書相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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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請一併修正。 

(六) 本案同意市府所提修正，可建築土地回饋方式改由土地所有

權人各自回饋。 

(七) 本案 AR-1-1 變更回饋項目之所有權移轉時點，同意市府本次

會議所提修正，應於細部計畫公告實施 1 年內，捐贈應回饋

之可建築用地(特定商業區(九))及公共設施用地(廣場用地)，

並登記為臺北市所有。 

(八) 本案因應 CR-1 納入三筆巿有土地，以及可建築土地改由土地

所有權人各自回饋等修正，計畫書各分區面積及相關數據之

調整，授權市府詳予檢核。 

二、 本細部計畫案編號 AR-1-2 及 CR-1 兩開發區，應分別俟該區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審議通過後，再行公告實施。 

三、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附帶決議： 

一、 里長陳情有關緊鄰 AR-1 之變電所用地部分，因非屬本案範圍，

故本次不予討論，惟建議台電公司相關變電所設施可參考國外

案例，加強設計、安全以及與地區共融，並與地區再妥善溝通

以爭取民眾支持。 

二、 本案所劃設之公園用地及綠地用地，後續規劃設計時應秉於韌

性城市理念，併納入地區滲水及儲水功能。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詳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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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本案業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決議修正完竣。 

拾、本案主要計畫業經內政部 108 年 8 月 5 日台內營字第

1080049861 號函核定，本府並於 108 年 9 月 5 日以府都

規字第 10800925681 號公告發布實施。 

 

 



38 

附件一、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 台電中

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

準則 

一、為塑造本計畫範圍整體都市景觀，創造舒適居住生活環境，並

型塑街區整體建築風貌，特訂定本準則。  

二、本計畫範圍內公共開放空間規劃原則係延續本府民國 90 年 9

月 28 日公告「修訂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通盤

檢討案」之理念，並參考都市紋理加以調整，公共開放空間位

置應按附圖 2 留設，其性質、規模及設置標準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且該等開放空間得計入建築基地法定空地。  

（一）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基地之開放空間（詳附圖一) 

1.帶狀式開放空間 

（1）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臨市民大道七段、東新街側

及臨綠地側指定留設 5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以設置

連續性人行步道或自行車道為原則，其淨寬不得少於

2.5 公尺；又該帶狀式開放空間自道路境界線進深 1.5

公尺範圍內以植栽喬木行道樹為原則。另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範圍內經民國 107 年 3 月 30 日本市文

化資產審議委員會指定為歷史建築之P庫（編號A13）

之鋁製芬克式桁架，後續重組方式應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規定辦理，並以維持市民大道側人行步道或自行車

道之連續性及暢通性為原則。 

（2）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西側留設 10 公尺寬之帶狀

式開放空間（至少應留設淨寬 3 公尺以上人行道及淨

寬 2 公尺以上自行車道，其中人行道及自行車道設

計，應採直截設計為原則，避免動線彎繞。）為原則，

並搭配市民大道側之人行步道、合樂公園與忠孝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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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段綠帶整體設計人行道，以塑造整體舖面之延續

性。 

（3）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臨忠孝東路六段側指定留設

4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以設置連續性人行步道或自

行車道為原則，搭配忠孝東路六段綠帶整體設計人行

道，以塑造整體舖面之延續性。 

2.廣場式開放空間 

（1）本計畫西側臨遠雄大都會新天地社區廣場及西南側臨

忠孝東路六段指定留設面積不得小於 1000 ㎡之廣場

式開放空間，並與臨近開放空間整體規劃。 

（2）西側臨合樂公園、東北側臨東新街及東南側臨忠孝東

路六段指定留設面積不得小於 500 ㎡之廣場式開放

空間。 

（二）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基地之開放空間（詳附圖二) 

1.帶狀式開放空間  

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臨向陽路及市民大道八

段指定留設 5 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以設置連續性人行

步道或自行車道為原則，其淨寬不得少於 2.5 公尺；又

該帶狀式開放空間自道路境界線進深 1.5 公尺範圍內以

植栽喬木行道樹為原則。 

2.廣場式開放空間 

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西南側指定留設面積不

得小於 500 ㎡之街角廣場式開放空間。 

3.公園用地 

公園用地應考量全區動線系統、景觀意象、防災需

求等因素整體規劃，其設計目標應以自然生態主題為原

則，相關細部設計另應依「臺北市公園開發都市設計準

則」辦理。 

（三）本計畫區內之開放空間，應配合植栽計畫與活動規劃設置

人行活動休憩設施及相關街道傢俱，且應落實生態工法、

喬木保護及透水鋪面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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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計畫區汽機車出入口高程應與兩側人行空間順平處理，

其鋪面亦應延續開放空間或人行空間鋪面系統，採不同色

彩或材質區隔，且以防滑處理，並設置相關警示設施。  

（五）本計畫區開放空間地坪設計應採防滑鋪面材質且為連續鋪

面，其高度並應順平臨接至人行道，無臨接人行道者，應

高於相鄰道路邊界處 10 公分至 15 公分，並向道路境界線

做成 40 分之 1 之洩水坡度。 

（六）本計畫區除依規定留設之公共開放空間應按本要點及相關

規定辦理外，其建築物法定空地應予適當綠化。 

三、交通停車規劃 

（一）為避免汽機車出入動線影響主要道路車流及開放空間活動

使用之品質，本計畫範圍內之停車空間以整併規劃暨納入

地下停車場設置為原則；停車場出入口以優先設置於次要

道路或基地內通道方式辦理為原則。  

（二）汽機車車道穿越開放空間或無遮簷人行道者，應自該開放

空間或無遮簷人行道緣線再退縮 4.5 公尺以上緩衝空間為

原則。 

（三）法定停車空間減設原則 

1. 本計畫區開發所衍生停車、臨時停車需求與裝卸貨停車需

求應於基地內自行滿足。 

2. 視地區需供比及實際開發量檢討停車空間。 

3. 基地之法定停車空間經本府交通主管機關(交通局)同意

得酌予減設，但減設之停車空間以法定停車空間 20%為上

限。 

4. 建築基地申請減設停車空間者，應配合本府交通主管機關

指認設置臨停接駁、公車轉乘空間或自行車停車空間等。 

5. 公共設施用地或公有建築物之法定停車空間得免加倍留

設。 

6. 機車停車空間之 50%得轉換為自行車停車空間使用，並以

設置於地面層及地下 1 層為限。 

（四）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基地為避免造成市民大道車流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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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以指定退縮方式由東新街留設 6 公尺寬基地內通道，

以利車輛進出，將交通衝擊內部化處理。 

（五）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基地留設之內部通路應於末端進

行囊底路配置，俾利車輛迴轉。 

（六）本計畫區周邊未來倘評估有設置公車站停靠站需求，應配

合調整相關設施並留設候車亭及無障礙通行空間。 

四、建築設計 

（一）建築物沿街面空間設計與活動使用 

1.建築物臨街面及臨接開放空間部分，均應設置適當人行

開口，以加強建築物與外部開放空間之活動互動性，並

活絡本地區街道商業氣氛。  

2.本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不得設置圍牆或其他阻礙視覺穿

透性之設施物。 

（二）建築省能  

1.本計畫區內建築物應符合綠建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七章) 之相關規定規劃設計，並以至少達

銅級以上等級為原則，且應落實生態工法、喬木保護及

透水鋪面等智慧生態社區之理念。 

2.公有建築物，應導入智慧科技應用，包括智慧電網、智

慧三表、節水節電、智慧服務等，提出智慧運用實踐方

案。 

（三）建築物之量體及造型設計  

1.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之量體及高度，應考量向陽路與南港

路街角空間之天際線及相鄰建築之視野景觀。 

2.本計畫區內建築物外觀顏色，以中、高明度及中、低彩

度為原則，惟不得使用高反射性面材。 

3.建築物之立面設計及造型量體，應避免設置單調而連續

之大片牆面，另建築高度超過 20 公尺以上之建築量體，

水平投影面積之最大對角線長度以不大於 70 公尺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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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4.本地區建築物屋頂設施應配合建築物造型整體予以屋頂

美化設計，其附設於屋頂層之各種機電、視訊、空調等

設施物應以自女兒牆或簷口退縮設置為原則。 

（四）建築物附屬設施 

1.建築物附屬機電、通信、視訊、給水、空調、垃圾貯存

等設施，應配合建築物整體設計，並設置適當之遮蔽美

化。 

2.地面層廢氣排出口、通風口應予以美化，且不得直接面

對開放空間及無遮簷人行道設置。 

3.建築物附掛之廣告物，以設置共同招牌整體設計為原

則，並依臺北市廣告物相關規定辦理，且不得設置樹立

型廣告，亦不得設置於開放空間或法定空地。  

五、夜間景觀照明設計 

（一）指定留設之開放空間應設置夜間照明設施，並應考量地面

層主要人行視覺與活動安全，其於夜間平均照度以不得低

於 10 勒克斯為原則。  

（二）建築物之底層部分（3 層或 15 公尺以下）應配合建築物造

型特色設置夜間照明設施，中高層部分之建築量體，則以

表現建築物夜間地標性及天際景觀設置夜間照明設施。  

（三）建築物之夜間照明設計，應考慮周遭光環境條件，不得對

鄰近建築物及都市空間造成光害及妨礙緩降機之昇降操

作。  

六、本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之地下開挖率以不超過建蔽率加 10％

為原則。但經臺北市土地使用及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酌予放寬。其地下開挖面積以外牆牆心計。  

七、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範圍內應預留相關立體連通設施所

需空間得免計建蔽率及容積率，其位置與數量經臺北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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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準則中部分列為「原則」性之規定，如經「臺北市都市設計

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得不受此「原則」

性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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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AR-1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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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CR-1開放空間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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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合作意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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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06 年 7 月 25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04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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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07 年 3 月 1 日簽奉市長選定為公辦都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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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107 年 5 月 30 日簽奉市長選定為公辦都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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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內政部 103.04.08 營署都字第 103290551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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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104.10.30 內政部營建署地價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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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意見綜理表 

案名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台電中

心倉庫及編號CR-1台電電力修護處)細部計畫案」 

編號 1 陳情人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7年 8月 22日台財產北改字第

10700224400號函) 

訴求意見

與建議 

本案計畫範圍涉本署經管同小段 562 地號國有土地，

面積為 4平方公尺，擬由「第三種工業區」變更為「商

業區」，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規定，

本署捐贈回饋予貴府 0.4 平方公尺之公共設施用地及

1.22平方公尺之之可建築土地【即特定商業區(九)】，

並分回 2.38 平方公尺可建築土地【即特定商業區

(十)】，原則尊重審議內容。 

市府 

回應說明 
敬悉，依審議結果辦理。 

委員會 

決議 

一、 本案除以下幾點，其餘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

會議市府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一） 法令依據修正為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申請單

位併同修正為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二） 本案同意市府基於本計畫區位屬「擬定臺北市

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商業

產業軸帶，為延續地面層商業活動利用，參酌

南港鐵路地下化沿線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通

案之規定，訂定建蔽率為 55%。 

（三） 本案特定商業區(九)、特定商業區(十)與特定

商業區(十一)作住宅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

依本會 106年 8月 17日第 714次委員會議審竣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

檢討)案」之規定，調整上限為不得超過 50%。 

（四） 本案同意市府依前開本會第 714次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之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就該案有關捷運以及與鐵路共構或連通之

車站周邊範圍法定停車空間減設原則，納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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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予以規範。 

（五） CR-1 南側臨接計畫道路部分漏列之三筆市有

土地(南港段四小段 474-7、475-4、479-8地號)

屬 CR-1計畫範圍，應予納入並同意市府依更新

及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開發，計畫書相關內容請

一併修正。 

（六） 本案同意市府所提修正，可建築土地回饋方式

改由土地所有權人各自回饋。 

（七） 本案 AR-1-1 變更回饋項目之所有權移轉時

點，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應於細部計

畫公告實施 1 年內，捐贈應回饋之可建築用地

(特定商業區(九))及公共設施用地(廣場用

地)，並登記為臺北市所有。 

（八） 本案因應 CR-1 納入三筆市有土地，以及可建

築土地改由土地所有權人各自回饋等修正，計

畫書各分區面積及相關數據之調整，授權市府

詳予檢核。 

二、 本細部計畫案編號 AR-1-2及 CR-1兩開發區，應

分別俟該區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審議通過

後，再行公告實施。 

三、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附帶決議：  

一、 里長陳情有關緊鄰 AR-1之變電所用地部分，因非

屬本案範圍，故本次不予討論，惟建議台電公司

相關變電所設施可參考國外案例，加強設計、安

全以及與地區共融，並與地區再妥善溝通以爭取

民眾支持。 

二、 本案所劃設之公園用地及綠地用地，後續規劃設

計時應秉於韌性城市理念，併納入地區滲水及儲

水功能。 

編號 2 陳情人 合成里巫永仁里長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 堅決反對變電所在合成里興建。 

二、 請臺電另找地方蓋變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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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們需要電，但是請不要把變電所蓋在人口密集

的地方，以防止爆炸，來保障人(里)民的安全。 

四、 如果臺電不採納，將來開發案將會有不順利的發

生，責任將由臺電負責。 

五、 請都發局將變電所預定地納入在一同變更，才符

合民意。 

市府 

回應說明 

一、 本細部計畫案係延續本府 101年 4月 10日府都規

字第 10100985700 號公告實施之「變更臺北市南

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案」內暫予保

留案規定，將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修護處由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查前開

主要計畫範圍未包含變電所用地，故本細部計畫

亦不涉及變電所用地之變更。 

二、 查玉成變電所於 106年 8月 17日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714 次會議（案由：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討論，因台

電公司 104 年 3 月 25 日表示仍有使用設施需求，

合適替選基地難覓，建議維持原變電所用地，俟

台電覓得合適場所另予規劃。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編號 3 陳情人 東明里曾漢祺里長 

訴求意見

與建議 
不贊成變電所由 AR-1 更改至 CR-1 

市府 

回應說明 

一、 本細部計畫案係延續本府 101年 4月 10日府都規

字第 10100985700 號公告實施之「變更臺北市南

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主要計畫案」內暫予保

留案規定，將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修護處由工業區變更為商業區，查前開

主要計畫範圍未包含變電所用地，故本細部計畫

亦不涉及變電所用地之變更。 

二、 查玉成變電所於 106年 8月 17日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第 714 次會議（案由：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討論，因台

電公司 104 年 3 月 25 日表示仍有使用設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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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替選基地難覓，建議維持原變電所用地，俟

台電覓得合適場所另予規劃。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編號 4 陳情人 彭耀華 

訴求意見

與建議 

一、主要計畫書法令依據 

本案「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台

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細部

計畫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22、23條規定辦理，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19~21條檢討主要計畫。 

二、細部計畫該有財務計畫、事業計畫不能少。此地

區不是都市計畫法第 63 條的窳陋地區(迪化街

區，應能建築但不允許建築等)，則 101年台北市

因五鐵共構所形成的新發展地區，與區域發展走

向衰敗不同，再由發展情況言，亦係漸漸發展，

不是突然發展。本地區由工業區轉為商業區，係

不合現實需要的土地使用變更，此地區甚荒涼，

有何商業需求，令人不解，請求撤銷該使用分區

變更。AR-1及 CR-1使用分區變更，該週邊商業區

全部請另案撤銷。 

三、今以更新條例所規定尋找實施者不合法。 

市府 

回應說明 

一、 依本府 101 年 4 月 10 日府都規字第 10100985700

號公告實施之「變更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

線土地主要計畫案」內暫予保留案規定，編號

AR-1 台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修護處為配

合鄰近土地使用與發展，已原則同意變更工業區

為商業區，後續應依都市更新方式開發。 

二、 104 年本府啟動臺北東區門戶計畫，除建構生技、

會展、軟體、文創及車站等五大中心外，更以南

港車站為核心發展產業廊帶為主軸，積極推動公

辦都更提供優質社會住宅社區，改善地區整體生

活環境，將使商業需求增加，可服務未來地區居

住及服務人口。為因應東區門戶計畫，本府爰將

台電中心倉庫（AR-1）及修護處（CR-1）兩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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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整體考量，研擬變更回饋可建築土地集中配置

方案，供作社會住宅、市政建設、藝術實驗及金

融科技創新育成等使用。 

三、 承上，本府業於 107 年 6 月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報核，同年 8 月 9 日依都市計畫法擬定細部計

畫辦理公開展覽法定程序，辦理過程皆符合法定

程序。 

四、 本案事業及財務計畫業詳列於細部計畫書第陸

章、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 本案都市更新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AR-1-1 由臺

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9 條自行實施，

AR-1-2、CR-1 由臺北市政府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9

條同意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開徵求實施者，

實施主體皆符合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 

委員會 

決議 
同編號1。 

 

 



 

 

 

 

臺北市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鐵路地下化沿線土地（編號 AR-1 台

電中心倉庫及編號 CR-1 台電電力修護處）細部計畫案 

都市計畫法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 

申 請 單 位 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辦 理 單 位 臺北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起 訖 日 期 
自民國 107 年 8 月 9 日至 107 年 9 月 7 日止共計 30 天 

本案說明會舉

辦 日 期 

107 年 8 月 22 日下午 7 時 00 分假本市南港區成德國中

演藝廳(本市南港區東新街 108 巷 23 號成德國中運動中

心 2 樓) 

公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所提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 審 核 結 果 

本案提經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7 年 9 月 20 日第 735

次委員會審議決議： 

決議： 

一、 本案除以下幾點，其餘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

議市府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 

(一) 法令依據修正為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申請單位

併同修正為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二) 本案同意市府基於本計畫區位屬「擬定臺北市南

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商業產業

軸帶，為延續地面層商業活動利用，參酌南港鐵

路地下化沿線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通案之規

定，訂定建蔽率為 55％。 

(三) 本案特定商業區(九)、特定商業區(十)與特定商

業區(十一)作住宅使用之樓地板面積比例，依本

會 106 年 8 月 17 日第 714 次委員會議審竣「擬

定臺北市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之規定，調整上限為不得超過 50％。 



 

 

 

(四) 本案同意市府依前開本會第 714 次委員會議審

議通過之南港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

案，就該案有關捷運以及與鐵路共構或連通之車

站周邊範圍法定停車空間減設原則，納入本計畫

書予以規範。 

(五) CR-1 南側臨接計畫道路部分漏列之三筆市有土

地(南港段四小段 474-7、475-4、479-8 地號)

屬 CR-1 計畫範圍，應予納入並同意市府依更新

及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開發，計畫書相關內容請一

併修正。 

(六) 本案同意市府所提修正，可建築土地回饋方式改

由土地所有權人各自回饋。 

(七) 本案 AR-1-1 變更回饋項目之所有權移轉時點，

同意市府本次會議所提修正，應於細部計畫公告

實施 1 年內，捐贈應回饋之可建築用地(特定商

業區(九))及公共設施用地(廣場用地)，並登記

為臺北市所有。 

(八) 本案因應 CR-1 納入三筆市有土地，以及可建築

土地改由土地所有權人各自回饋等修正，計畫書

各分區面積及相關數據之調整，授權市府詳予檢

核。 

二、 本細部計畫案編號 AR-1-2及 CR-1兩開發區，應分

別俟該區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審議通過後，再

行公告實施。 

三、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審決同決議。 

附帶決議：  

一、 里長陳情有關緊鄰 AR-1之變電所用地部分，因非

屬本案範圍，故本次不予討論，惟建議台電公司

相關變電所設施可參考國外案例，加強設計、安

全以及與地區共融，並與地區再妥善溝通以爭取

民眾支持。 

二、 本案所劃設之公園用地及綠地用地，後續規劃設計

時應秉於韌性城市理念，併納入地區滲水及儲水功

能。 

 

 

 



 

 

 

 

 

 

 

 

 

 

 

 

 

 

 

 

 

 

 

 

 

 

 

 

 

 

 

 

 

 

 

 

 

 

 

 

 

 

 

 

臺  北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業 務 主 管 

 

承 辦 人 員 

 

繪 圖 員 

 

校 對 者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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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共2頁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4樓東北區

承辦人：陳威廷

電話：02-27208889/1999轉3642

電子信箱：bt-twbccwt2016@mail.taipei.g

ov.tw

受文者：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事業開發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月5日

發文字號：北市文化文資字第10930444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市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563地號土地是否涉及文化

資產事宜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府都市發展局109年12月30日北市都綜字第109313153

6號函副本說明五賡續辦理。

二、旨揭範圍如下：

(一)土地：南港區玉成段三小段563地號。

(二)建物：無建築物登記資料。

(三)門牌：無建築物門牌登記資料。

三、經檢視旨揭範圍內未有本市已公告之文化資產、暫定古蹟

或列冊追蹤建物，惟其與直轄市定古蹟「南港台電倉庫」

屬同一街廓範圍內，業已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4條規定

。

四、倘後續有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請提送新建工程之建

築規劃設計書圖及以直轄市定古蹟「南港台電倉庫」為景

觀視覺軸線之模擬圖說，說明直轄市定古蹟與新建工程之

關係，及直轄市定古蹟保護及監測計畫等資料過局，俾利

3

補充公告附件-3

daphne.ku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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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辦理後續。

正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事業開發室、張倫端建築師事務所、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副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2021/01/05
1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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