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捷運綠線G5、G6、G8A及G11案土地開發
招商投資說明會



2│ G5基地說明

區域概況
捷運綠線G5站位於東山路與文心路所
連貫的東西向軸線帶上，是捷運綠線
進出大坑、新社地區的重要門戶，也
是東側10期重劃區、13及14單元整體
開發區進入市區的輻軸要點，潛在人
潮相當可觀

區域周邊生活機能相當完善，附近就
有占地高達5公頃，台中第一座以兒童
為主題的的北屯兒童公園，往北還有
B&Q特力屋、大買家兩家大型量販店，
未來可能還有重量級的COSTCO進駐
鄰近的北屯機廠特區，三大量販店匯
聚一處，塑造出無可比擬的便利性

雙十路網新核心 美墅G5耀北屯



3│ G6基地說明

區域概況
捷運綠線G6崇德文心站位在台中4期

重劃區內，崇德路與文心路雙軸線交
會，北往豐原與潭雅神，東西連結新
市政與北屯大坑。屬於較早開發的區
域，有著重劃區特有的完整街道空間
與公共設施，同時卻又兼具舊市區的
完整生活與商業機能

區域生活環境則有如台北天母，不僅
有熱血沸騰的棒球場，也有特色異國
餐廳、品牌專賣店沿街林立，多元風
貌匯聚一處，交織出豐富精彩的在地
生活圈。

崇德文心匯G6  雙捷開啟新風貌



4│ G8a基地說明

區域概況
G8a土地開發場站位居臺中各開發區
交界的核心位置，坐落於文心路軸線
上，北有逢甲夜市及水湳特區、東有
科博館、南有新市政特區，西有秋紅
谷與朝馬轉運站，台中市精華地帶一
次全數囊括，直接坐擁完美生活圈

區域生活環境位於住宅區，有著鬧中
取靜的特殊氛圍，附近有家樂福與愛
買，生活機能十分完善，深具文教氣
息，從國小到大學通通具備，不論是
氣宇不凡的高級華廈、還是貴氣洋溢
的豪華別墅，不同類型房產齊聚一處，
再再顯示出G8a區位優勢

眾星環聚G8a  逢甲商圈新門戶



5│ G11基地說明

區域概況
捷運綠線G11站位於五權西路與文心
路交叉口，沿五權西路往西車行約10
分鐘可接五權交流道後直上國道1號，
未來捷運通車後，將同時具有捷運及
公路之便利性

基地周邊沿線低樓層之商業行為熱絡，
緊鄰基地旁為文心黃昏市場與各式小
吃，又鄰近文心森林公園、豐樂雕塑
公園、南屯公園等綠地資源，基地往
東步行約13分鐘路程，即可到達
COSTCO臺中店，住商機能完善之精
華區同時散發出舒適、寧靜、藝術的
特殊氛圍

北文心南豐樂 坐擁G11藝文綠廊



容許使用：依商業區規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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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 G6 G8A G11
建蔽率 70% 70% 70% 70%
容積率 500% 500% 5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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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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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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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ɖ ɖ

建築
退縮

1.面臨文心路側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2.面臨天津路側應設置5公
尺無遮簷人行道。

2.面臨崇德路側應設置5公尺無
遮簷人行道。

2.面臨櫻花路側應設置5公尺無
遮簷人行道。

3.面臨捷G8A北側8公尺計畫道
路應設置5公尺無遮簷人行道。

2.面臨五權西路應設置5公尺無
遮簷人行道。

大捷獎 % 38% 47% 48% 47%
樓地板㎡ 3,690 5,427 3,948 5,956

開放空間
獎勵

% 12% 9% 0% 10%
樓地板㎡ 1,169 1,091 0 1,259



G5：總銷樓地板約8,800坪，總銷金額約為23億
G6：總銷樓地板約9,000坪，總銷金額約為2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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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成果模擬
│ 現況條件

項目 G5 G6

開發量體 23F-B5F
停車134席

23F-B5F
停車121席

總銷樓地板 8,800坪 9,000坪

總銷金額 約23億 約25億

建方投入成本 約12億 約12億

註：實際開發產品以建照方案為準。

G5案 G6案



G8a：總銷樓地板約6,200坪，總銷金額約為18億
G11：總銷樓地板約10,000坪，總銷金額約為31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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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成果模擬
│ 現況條件

項目 G8a G11

開發量體 19F-B6F
停車110席

23F-B5F
停車211席

總銷樓地板 6,200坪 10,000坪

總銷金額 約18億 約31億

建方投入成本 約8億 約14億

註：實際開發產品以建照方案為準。

G8a案 G11案

19F

6 5



G5
進出動線：捷運文心路進出、土開文心路、車道天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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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施工配置 B5-3F
│ 現況條件



G6
進出動線：捷運文心路進出、土開文心路、汽車崇德路、機車文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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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施工配置 B5-3F
│ 現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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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施工配置 B6-4F
│ 現況條件

G8a
進出動線：捷運文心路進出、土開文心路/櫻花路/北側道路、
車道北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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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構施工配置 B5-3F
│ 現況條件

G11
進出動線：捷運五權西路進出、土開文心路/五權西路、汽車五權西路、
機車文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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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3.3億、G6：3.8億、G8A：3.1億、G11：3.7億

13│ 現況條件

費用說明1：共構施工費用歸墊，投資人支付

項目 G5 G6 G8A G11

共構屬土開之建造費用 316,520,184 357,844,153 291,510,695 351,349,531

共構屬土開之監造費用 10,385,917 11,718,358 9,572,249 11,677,555

共構細部設計費用 7,903,449 8,507,774 7,320,327 10,437,376

共構樓層費用合計 334,809,550 378,070,285 308,403,271 373,464,462

土開空間費用（歸墊） 264,374,731 311,268,136 248,635,155 341,542,792

捷運空間費用 70,434,819 66,802,149 59,768,116 31,92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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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5：29.07%
G6：31.58%
G8A：27.34%
G11：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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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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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及G8A案有原土地所有人參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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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6
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
5.7億 56.48%

原於基地內作郵局使用，現於

週邊租辦公空間使用，以配回

低樓層辦公空間為需求

G8A
賴O等7人

（原土地共同持分）
0.7億 13.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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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門檻草案（以公告招商文件為準）

項目 G5 G6 G8A G11

地主最低分配權值 5.30億 9.50億 4.41億 12.65億
開
發
能
力

單一實績不低於 4.07 3.84 2.63 4.73

累計實績 12.21 11.52 7.90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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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3.46 2.37 4.25

營運
能力 － － － －



簡報大綱簡報結束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