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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 精進 組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2年度 

提案單位 
□個人提案 

■團隊提案（臺北市政府財政局非公用財產開發科、金融管理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陳昱如 貢獻度：30％ 

參與提案人：胡曉嵐 貢獻度：10％、賴嘉虹 貢獻度：10％、 

            陳正賢 貢獻度：10％、楊正翎 貢獻度：10％、 

            張雅惠 貢獻度：10％、呂碧華 貢獻度：20％、 

提案範圍 有關各機關組織、行政管理及資產活化利用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臺北市政府與國防部跨域合作，提升公有土地利用效率並改善市

容及居住環境品質 

提案緣起 

一、創新制度，建立良善合作平台 

（一）隨著城市快速發展，本市可供開發之市有地日益減少，又

本市轄內留有許多國防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亟待

中央政府部門改建之宿舍，往往因中央管理機關消極管

理，成為當地里鄰生活上之困擾及治安死角。本府雖積極

綠美化、活化市有房地，惟針對國有房地往往受限於中央、

地方政府隸屬機關之不同，僅能函請中央管理機關協助配

合，成效不佳。故為提升本市轄內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經管

閒置國有土地之使用經濟效益，以美化都市景觀，並藉由

活化國有土地，帶動整體經濟發展，創造市民就業機會，

增益市庫收入，本府主動協調國防部同意無償提供土地交

由本府辦理開發利用前之短期綠美化，並另與國防部簽訂

公有土地合作開發契約書，就長期土地之活化交由本府委

託民間辦理地上權合作開發。 

（二）為使與國防部合作開發相關作業更臻周延，本府前於 101

年 4 月 6 日與國防部簽訂「國防部與臺北市政府公有土地

合作開發契約書」，建立全國首創與中央部會之合作開發平

台，並選定「周鐵英等散戶」及「雷炎均等散戶」作為第

一階段合作開發標的；102年 4月 16日進一步以增補契約

方式將「羅友倫散戶」及「黃鎮球散戶」納入第二階段之

合作開發標的，並陸續評估其他具潛力之合作開發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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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緣起 

（三）依循「周鐵英等散戶」及「黃鎮球散戶」兩案成功招商之

辦理經驗，國防部賡續與其他地方政府協調建立統一窗

口，並仿效與本市共同合作開發模式，針對各縣市轄管眷

地共同研擬開發策略。顯見本市與國防部建立之共同開發

管道不但兼具效率、創新與專業，足可作為後續相關開發

模式之典範。 

二、面對困難，積極辦理 

（一）本府自與國防部達成合作積極活化公有房地之共識後，立

即著手建置合作開發模式，惟因本府與國防部合作係屬首

例，爰自本合作開發案之性質、合作開發費用與收益之分

攤、雙方應辦理事項、相關權利義務之分配，至合作開發

契約書架構之擬訂等，均須由本局先行研析相關法令規章

及蒐集類似案例，並擬具可行方案及契約草案後，再邀集

國防部召開雙邊會議定案，故歷經多次密集會議後，才完

成雙方契約之簽訂，為後續之合作開發打下基礎。 

（二）於個案執行時，因各基地條件有所不同，部分案件更涉及

如跨街廓基地整併、公私有地夾雜、範圍內存在受保護樹

木等疑義，致影響後續招商作業，故本局除密集與國防部

協商開發策略外，另為提升潛在投資廠商之投資意願，並

透過府內各相關機關之協助，陸續將困難一一成功排除。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有關本府與國防部辦理合作開發過程，謹分項說明如下： 

一、實施方法： 

    本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本市公有閒置土地，係由國防部

將國有土地委託本府以設定地上權方式開發利用，本府並負

責各該標的規劃開發模式、研擬招商文件、辦理公告招商及

後續於地上權設定期間履約管理等相關事宜。而於案件成功

標脫後，本府除可依契約約定分得權利金收益外，尚可分收

土地租金、房屋稅、地價稅等，增裕公庫收入，並帶動本市

整體經濟發展，更可創造市民就業機會。 

二、實施過程： 

（一）協商並確定合作開發標的 

     1.辦理先期現勘、鑑界作業，評估開發可行性 

      一旦合作開發標的確定納入合作開發契約書中，本局將一

併啟動委託專業顧問機構協助辦理招商之相關作業，爰為

避免標的有遭占用等執行疑義，造成後續執行困難，故會

先行辦理現場勘查及相關鑑界作業，以釐清土地界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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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2.積極處理眷舍及占用，降低開發風險 

      為使本府與國防部合作開發風險降至最低，各標的於確定

納入合作開發契約書前即函請國防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及其他市有土地管理機關，積極處理地上物排除占用事

宜，以排除降低實施者處理地上物之不確定風險之投入成

本，進而提升投資人參與之誘因。 

     3.擴大基地範圍，更具開發效益 

      於合作開發標的先期評估過程中，除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經

管之土地外，其毗鄰土地倘為市有或國有亟待開發之閒置

土地，則經本局考量為使基地範圍更為完整，更具規模，

業積極邀請鄰地之公地主參與合作，以使該合作開發標的

更具效益。 

（二）委託專業機構協助，積極辦理招商作業 

     1.委託專業顧問機構，周延規劃合作開發案之推動 

      為使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委託本府之標的，開發規劃更加周

延，故經納入合作開發契約書中之標的，皆由本局委託專

業顧問機構，協助辦理可行性評估、撰擬招商文件、舉辦

招商說明會及協助與投資者簽約等服務。  

     2.召開招商文件審查會議、招商說明會及公開閱覽等 

      為使招商文件更為周延，除邀請國防部、法務局及本府相

關單位與顧問機構召開多次會議外，並於合作開發標的正

式公告招商前先行辦理招商說明會及公開閱覽，以期潛在

投資人更為瞭解該標的，並透過意見交流，作為後續訂定

招商文件之參考。 

三、投入成本： 

          於各案件執行過程中，除本局同仁積極辦理如基地現

勘、鑑界等相關作業外，為使標的開發規劃更加周延，故由

本局另行委託專業顧問機構，協助辦理相關作業，目前辦理 4

案服務費用總計 470萬元整。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一、101年 4月 6日完成雙首長簽約，確定第一階段合作示範案例，

成果如下： 

（一）「臺北市立成功高中旁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周

鐵英等散戶）」  

    1.本案基地位於中正區林森南路、青島東路與忠孝東路間，

土地總面積 3,616.44 平方公尺（約 1,093 坪），現為供公

眾使用之綠美化基地。為提高開發效益，本府已將 3 街廓

整併為 1街廓規劃利用，以提升基地之開發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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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2.本案業於 102年 4月 25日由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

權利金總價 26.08 億元得標，本府得分收之權利金收益為  

7億 8,331萬 2,800元。本案預估民間投資金額約計 39億

元，未來民間業者營運之 70年間，本府每年尚可分收土地

租金約 427 萬元，並收取每年房屋稅約 254 萬元、地價稅

約 487萬元，不僅增裕公庫收入，同時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更可創造市民就業機會約 975人。 

（二）「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二小段 838 地號等 10 筆土地

（雷炎均等散戶）開發案」  

    1.本案基地坐落本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 210 巷交叉口，土

地面積 3,516 平方公尺(約 1063.59 坪)，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為停車場用地、第 3 種住宅區及第 3 種商業區。本基地

鄰近捷運科技大樓站，區位地段良好、交通便利、極具開

發潛力。 

    2.本案開發後本府預計可收取權利金收益約 10億元，土地租

金每年約 1,470萬元，引入民間投資金額約 22億元，並可

增加約 160個就業機會，對促進經濟發展甚有助益。 

    3.本案已於 102年 3月 5日委託顧問公司辦理相關招商事宜，

顧問公司刻於辦理可行性評估，預計於 103 年第 1 季進行

招商公告。 

二、102年 4月 16日完成第一次增補契約，增列兩個合作開發標

的，成果如下： 

（一）「臺北市立天母國小附近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羅

友倫散戶）」  

    1.本案基地坐落天母北路 87巷 9弄旁，土地面積 3,898平方

公尺(約 1,179 坪)，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

屬難得之大面積精華地段土地，生活機能完備，鄰近天母

國小、臺北日僑學校及臺北美國學校。 

    2.本案開發後本府預計可分收權利金收益約 2.58億元，本案

預估民間投資金額約計 14億元，本府每年尚可分收土地租

金約 450 萬元，並收取每年房屋稅約 159 萬元、地價稅約

301萬元，另可增加約 300~350個就業機會，對促進經濟發

展甚有助益。 

    3.本案已於 102年 7月 3日舉辦招商座談會，8月 15日召開

專家學者諮詢會，惟因尚有受保護樹木及文化資產審核等

事宜，爰將俟本府文化局鑑定完成再依國防部意見辦理後

續招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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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二）「臺北市捷運南京東路站附近國有土地設定地上權

案（黃鎮球散戶）」  

    1.本案基地坐落中山區南京東路 194 巷內，土地面積 1,012

平方公尺(約 306.13坪)，地形方整，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

第三種住宅區，距離捷運南京東路站僅 500 公尺，該站除

捷運文湖線外，另有捷運松山線預計於 103 年 3 月完工，

具雙捷運線交通便利之優勢，區位條件極佳。 

    2.本案業於 102 年 8 月 5 日由新華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權利

金總價 3 億 3,116 萬 6,000 元得標，本府得分收之權利金

收益為 9,934萬 9,800元。本案預估民間投資金額約計 4.3

億元，未來民間業者營運之 70年間，本府每年尚可分收土

地租金約 110 萬元，並收取每年房屋稅約 344 萬元、地價

稅約 136 萬元，不僅增裕公庫收入，同時帶動整體經濟發

展，更可創造市民就業機會約 710人。 

相關附件 個案報載資料 

聯絡窗口 
姓名：陳昱如 

電話：1999轉 7842 

Email：joelle@mail.taipei.gov.tw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數：A4紙不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不超過 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