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捷運綠線G9案土地開發招商投資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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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說明

 位於台灣大道與文心路這兩條核心幹道路口的捷

運綠線G9-1與G9-2土地開發共構車站

 坐落7期新市政特區最繁華路口，未來還有捷運

藍線交會，四大交通幹線以立體雙十在此匯聚，

堪稱台中交通動脈軸心

 兩處場站土地面積合計3,600坪，基地完整且具

規模

 台中市為中部地區唯一直轄市，扮演區域發展的

核心角色，而新市政特區則是核心中的核心，不

僅有國家級的歌劇院，更有中部地區唯一的新光

三越和大遠百，更有遠近馳名的秋紅谷，商業與

娛樂機能完善，每到假日總是人潮車潮絡繹不絕

這讓G9-1、G9-2更添優勢，未來具有無限想像

的發展空間

捷運綠線G9站雙捷交會 打造市政特區新地標



容許使用：正面列表容許商業住宅複合

容積獎勵：建技開獎及大捷獎可申請面積已初步

底定，餘可增加公益設施、捷運聯通等獎勵，另

可申請容積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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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規定、共構施工進度

│ 現況條件

項目
G9-1 G9-2

容積率 樓板㎡ 容積率 樓板㎡

基準容積 650% 44121.48 650% 34,632.00 

大捷獎勵(不含捷
運設施免計容積)

40% 17477.05 15% 5,181.62 

開放空間獎勵 13% 5,832.50 14% 4,680.00 

案別 G9-1 G9-2

建蔽率 70% 70%

容積率 650% 650%

容許
使用

1.供捷運路線、場、站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2.依大眾捷運法辦理土地開發或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開發、興建供附屬事業使用，

其使用項目允許集合住宅、社區遊憩設施、文教設施、零售業、日常服
務業、一般服務業、辦公事務所及工商服務業、金融、保險及不動產業
主要機構、休閒服務業、運輸服務業、旅館業、貿易展示設施、批發業
設立，惟供捷運設施使用部分得不計入容積。

2.依大眾捷運法辦理土地開發，其使用管制應
依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商業區之
相關規定管制之，惟供捷運設施使用部分得
不計入容積。

3.或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開發、興建供
附屬事業使用

建築
退縮

1.捷運系統用地面臨中港路側，建築基地指定建築退縮線退縮為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寬度20公尺）；面臨文心路側，建築基地指定建築退縮線退縮為帶狀式公共開放空
間（寬度10公尺），退縮部份得計入法定空地。

2.公共開放空間需相連通，地面高程齊平且相接處必須平順，其舖面必須連續且平整，
坡度不得大於1：12。

3.公共開放空間不得設置障礙物，除設置捷運設施墩柱、街道傢俱及植栽綠美化外，僅
供行人通行，但經都市設計審查委員會許可之項目，得設置於10 公尺帶狀式公共開
放空間與20 公尺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

4.本府為環境綠美化之需要，於公共開放空間上規劃設施時，土地所有權人不得拒絕。

1.面臨文心路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2.面臨中港路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3.面臨大墩二十街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G9-1

設計旅館18,000坪（10-34F）

百貨商場13,000坪（B1-9F）

G9-2

酒店式公寓14,700坪（5-25F）

商場4,800坪（1-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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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成果模擬

│ 現況條件

項目 G9-1 G9-2

開發量體
34F-B7F

停車761席
25F-B5F

停車392席

總銷樓地板 31,000坪 22,000坪

總銷金額 約149億 約82億

建方投入成本 約54億 約33億

註：實際開發產品以建照方案為準。

34F

25F



G9-1

進出動線：捷運文心路進出、土開台灣大道、車道文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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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施工配置 B7-4F

│ 現況條件



G9-2

進出動線：捷運文心路進出、土開台灣大道及文心路、

汽車大墩20街、機車台灣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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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施工配置 B5-3F

│ 現況條件



B1F

G9-1及G9-2

G9-1及市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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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通構想

│ 現況條件



台灣大道府前廣場

B1F可敲除式牆板

藍線

B2F可敲除式牆板

市政中心

2F、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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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通構想

│ 現況條件



共構樓層已先由台中市政府發包施工，屬
土開範圍之建造、監造及設計費用，需由
投資人歸墊（屬投資人建物貢獻成本）

G9-1：16.70億元

G9-2：6.3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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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況條件

費用說明1：共構施工費用歸墊，投資人支付

捷運
車站

共構
大樓

項目 G9-1 G9-2

共構屬土開之建造費用、

監造費用
1,744,251,413 658,529,667

共構細部設計費用 32,850,457 24,898,797

共構樓層費用合計 1,777,101,870 683,428,464

土開空間費用（歸墊） 1,670,055,253 631,842,322

捷運空間費用 107,046,617 51,586,142

土開
空間

捷運
空間



主管機關有償取得大捷獎及變更
都計增加容積之1/2，佔開發建物
總容積T%

G9-1：28.33%

G9-2：33.11%

比例T%依投資人建造方案修正

支付費用=建物貢獻成本乘以主管機關之

分配比率，於權益分配階段鑑價確認

10
│ 現況條件

費用說明2：主管機關有償取得T%，支付投資人委建費用

捷運
車站

共構
大樓

投資人
地主

主管機關

共構大樓內，捷運設
施使用部分樓層不計
入總樓地板面積

建築容積

允建容積
+

大捷法
獎勵容積

+
其它

獎勵容積



原土地所有人均已完成協議價購，土地登記為台中市政府所有

公告招商前將辦理地主說明會，確認參與分配產品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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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土地所有人參與權益分配

站別 參與私地主組成
103年協議價購契約

成本

土地權配比例

(佔土地貢獻成本)
開發產品構想

G9-1

中華置地

股份有限公司

43.8億

29.68%
持開放態度，亦可分回商業設

施爭取長期穩定收益

慶仁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
29.45%

可分回商業設施爭取長期穩定

收益

陳OO等2人 12.62% －

小計 4人 － 71.75% －

G9-2

慧德興業

股份有限公司 4.7億
5.65% －

陳OO等2人 0.26% －

小計 3人 － 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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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門檻草案（以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項目 G9-1 G9-2

地主最低分配權值 61.09億 43.89億

開發
能力

單一實績不低於 17.96億 10.88億

累計實績 53.88億 32.64億

財務
能力

一般規定
財務報表所列流動資產不低於流動負債，總負債不超過淨值3倍，速動比率不低於
10%

特別規定：財務報
表所列淨值不低於

16.16億 9.79億

營運
能力

擬交由投資人統一經營，投資人應具備引
入與建物營運項目相同或類似之營運經驗

－



為促進G9-1及G9-2整體開發利用、擴大招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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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推案構想－合併辦理、複式決標

標別 申請標的 說明

第1標 G9-1及G9-2兩基地
1. 同一申請人可分別繳納申請保證金及提送資格證明文件，以

申請投資不同標別。

2. 所有申請人資格審查完竣後，將優先召開第1標之開發建議

書審查及評選會議，第2(甲)標及第2(乙)標所提送之開發建

議書及相關密封文件暫不予審查及評選

3. 如第1標無人投標或其無申請人與本府完成投資契約書之簽

訂時，再分別通知第2(甲)標及第2(乙)標之申請人召開開發

建議書審查及評選會議。

第2(甲)標 G9-1基地

第2(乙)標 G9-2基地



簡報大綱簡報結束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