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標辦法 
詳見投標須知或本局網站 https://www.rb.gov.tw 

領標方式 
1.至本局網站下載 
2.親至本局一樓板橋火車站北二A門警衛室領取 
3.以通訊方式領取 

投標期間 
公告日起至108年5月13日（星期一 )上午10時開啟郵政信箱
前 

開標時間 
108年5月13日（星期一 )上午11 時整 

開標地點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交通部鐵道局13樓 
1301會議室（由板橋火車站北二A門進入） 

        投標須知簡介 

高鐵桃園車站特定區土地 

項目 使用分區 段 地號 面積(㎡) 

桃1 住宅區 青芝段 82 2,329.37 

桃2 住宅區 青芝段 83 2,363.48 

桃3 住宅區 青山段 450 5,084.24 

桃4 住宅區 青平段 200 5,4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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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門戶  臺灣第一站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BUREAU OF HIGH SPEED RAIL, MOTC 

民間企業爭相插旗，擘劃北臺灣明日新城 
• 國壽、華泰攜手進駐產專區，打造全臺首座美式露天型outlet，並引入國際商務辦公大樓、

五星級旅館 

• 冠德注入住宅及商場營運經驗，A19站桃園體育園區將成為複合式健康城 

多元聯外交通網絡，高鐵特區躍升首都圈 
• 五楊高架全線通車，打通北桃任督二脈，20分鐘到達臺北都會區 

• 機場捷運民國106年3月通車，形成北桃約35分鐘捷運生活圈 

重大建設計畫加速城市能量翻轉 
• 桃園航空城、自由經濟示範區，全臺自由貿易島之重要核心 

• 臺灣500大製造業逾1/3設廠桃園，產值連續十年居全臺之冠，極具競爭力 

•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於民國107年7月17日第926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桃園航空城特定
區計畫案」 

行車時間： 

臺北↔桃園約21/24分鐘 

桃園↔高雄約96/117分 

追求速度的時代 
紮根高鐵特定區＝掌握臺灣新商機 

具國際競爭力的投資環境，快速接軌全球發展腹地 
• 高鐵可在最短時間銜接臺灣科技產業聚落，快速整合人流、物流、資金及資訊流 

• 配合北中南國際機場門戶，4小時內抵達東亞主要城市，具備國際投資條件 

  無縫接軌的交通佈局，臺灣一日生活圈的起迄點 
• 2018年平均運量17.5萬人次/日，近5年內旅次成長幅度平均約達6.18% 

• 高鐵為臺灣西部一日生活重要走廊，南港站已於2016年7月通車，現營運共計12站 

• 高鐵臺北、臺中（烏日）、高雄（左營）三站與臺鐵、捷運三鐵共站，各站均與 
臺鐵（含支線）或捷運（含輕軌）共站，設有「高鐵快捷公車」來回接駁 

多元生活機能，形塑未來精緻化新城 
• 特定區內規劃住宅區、商業區、產業專用區等，臺灣綜合機能新城區 

• 具備學校、公園、道路、停車場、自行車專用道等各項公共設施，形塑優質生活環境     

產管開發組 /林足妹  聯絡電話：02-8072-3333  轉 5301傳真號碼：02-8969-1600  查詢網址：https://www.rb.gov.tw     地址：22041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9樓 



        投標須知簡介 

高鐵新竹車站特定區土地 
 

標售 

投標辦法 
詳見投標須知或本局網站 https://www.rb.gov.tw 

領標方式 
1.親至本局一樓板橋火車站北二A門警衛室領取 
2.至本局網站下載 

投標期間 
公告日起至108年5 月13日（星期一 )上午10 時開啟郵政信箱前 

開標時間 
108年5月13日（星期一 )上午11 時整 

開標地點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交通部鐵道局13樓 
1301會議室（由板橋火車站北二A門進入） 

項目 使用分區 段 地號 面積(㎡) 

竹1 商二 世興段 11、12、13 19,395.05 

竹2 商二 世興段 24、25、26 9,740.11 

竹3 商二 世興段 30 3,857.21 

竹4 住宅區 隘興段 309 652.61 

竹5 住宅區 家興段 573 274.61 

竹6 住宅區 隘興段 448 5,030.80 

竹7 住宅區 隘興段 628-3  3,5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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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速度的時代 
紮根高鐵特定區＝掌握臺灣新商機 

新竹站 

具國際競爭力的投資環境，快速接軌全球發展腹地 
• 高鐵可在最短時間銜接臺灣科技產業聚落，快速整合人流、物流、資金及資訊流 

• 配合北中南國際機場門戶，4小時內抵達東亞主要城市，具備國際投資條件 

  無縫接軌的交通佈局，臺灣一日生活圈的起迄點 
• 2018年平均運量17.5萬人次/日，近5年內旅次成長幅度平均約達6.18% 

• 高鐵為臺灣西部一日生活重要走廊，南港站已於2016年7月通車，現營運共計12站 

• 高鐵臺北、臺中（烏日）、高雄（左營）三站與臺鐵、捷運三鐵共站，各站均與 
臺鐵（含支線）或捷運（含輕軌）共站，設有「高鐵快捷公車」來回接駁 

多元生活機能，形塑未來精緻化新城 
• 特定區內規劃住宅區、商業區、產業專用區等，臺灣綜合機能新城區 

• 具備學校、公園、道路、停車場、自行車專用道等各項公共設施，形塑優質生活環境     

國際科研 美好新築 

“科研+金融+產學”新概念園區─享譽全球之科技產業群落 

 新竹科學園區三期、知識經濟旗艦園區、國際綠能智慧園區、新竹世博館等重大建設計畫，加
速帶動地區開發 

 國際重要科研核心，竹科從業人口已突破15萬人，並呈逐年攀升之趨勢 

傳統與科技結合的美麗力量，“竹”光燈會提高臺灣國際能見度 

 新竹臺灣燈會15天展期內吸引逾1,200萬參觀人次，寫下臺灣燈會的歷史新頁 

 吸引來自亞太、歐洲及美洲等60多家、121位國際媒體及89位海外旅行業媒體團採訪 

科商研帶動居住，新竹車站特定區進駐人口成長迅速 

 特定區人口每年成長20%，竹北市成長率近5%，人口成長迅速 

 臺鐵內灣支線轉乘便捷，107年高鐵新竹站每日平均旅次已突破3萬2200人次 

產管開發組 /林足妹  聯絡電話：02-8072-3333  轉 5301傳真號碼：02-8969-1600    查詢網址：https://www.rb.gov.tw     地址：22041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9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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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須知簡介 

高鐵臺中車站地區土地 

項目 使用分區 段 地號 面積(㎡) 

中1 住宅區 新榮泉段 168 745.69 

中2 商業區 新榮和段 161、170 596.57 

中3 商業區 新榮和段 22、24 8,348.72 

標售 

投標辦法 
詳見投標須知或本局網站 https://www.rb.gov.tw 

領標方式 
1.至本局網站下載 
2.親至本局一樓板橋火車站北二A門警衛室領取 
3.以通訊方式領取 

投標期間 
公告日起至108年5月 13日（星期 一 )上午10 時
開啟郵政信箱前 

開標時間 
 108年5月13日（星期 一 )上午11 時整 

開標地點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交通部鐵道局13樓
1301會議室（由板橋火車站北二A門進入） 

中3 

168 

中1 

本次標售之住宅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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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速度的時代 
紮根高鐵特定區＝掌握臺灣新商機 

科技帶頭  臺灣中部經貿核心 
高鐵、臺中港、臺中國際機場，形成黃金轉運三角 
 中部國際機場、高鐵及臺中港之黃金轉運三角，帶動旅次成長，成就未來快速發展 

 高鐵、臺鐵及捷運之三鐵共構機能，擴大運輸版圖 

 國泰人壽與永聯物流著眼交通優勢，攜手投資國際商務物流中心，複合前店後廠、會議教
育及金融後勤機能 

1省＋2高＋3快＝中部重要交通動脈(20分鐘生活圈) 
 1省(中山路)、2高(國道1號、3號)、3快(中彰、中投、生活圈四號道)，交通系統完整，具

備中部交通樞紐優勢，跨越七期市政新區，連結中彰投 
位居大肚山科技走廊樞紐，潛在商機無可限量 
 臺中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中科、臺中市科技工業區，帶動中部產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領

導先驅 

 串連臺中產業科技產業聚落廊帶，吸引高科技人口進駐 
前景增值的都市規劃，優質生活樂居環境 
 同時考量商業、購物及居住等機能之都市計畫，前景無限增值 

 3所學校、12座公園、13條綠帶，提供優質的新生活樂居城 

臺中站 

臺中站 

行車時間： 

臺北↔臺中約51/64分鐘 

臺中↔高雄約45/72分鐘 

具國際競爭力的投資環境，快速接軌全球發展腹地 
• 高鐵可在最短時間銜接臺灣科技產業聚落，快速整合人流、物流、資金及資訊流 

• 配合北中南國際機場門戶，4小時內抵達東亞主要城市，具備國際投資條件 

  無縫接軌的交通佈局，臺灣一日生活圈的起迄點 
• 2018年平均運量17.5萬人次/日，近5年內旅次成長幅度平均約達6.18% 

• 高鐵為臺灣西部一日生活重要走廊，南港站已於2016年7月通車，現營運共計12站 

• 高鐵南港、臺北、板橋、臺中(烏日)、高雄（左營）五站與臺鐵、捷運三鐵共站，各站
均與臺鐵（含支線）或捷運（含輕軌）共站，部分尚設有「高鐵快捷公車」來回接駁 

多元生活機能，形塑未來精緻化新城 
• 特定區內規劃住宅區、商業區、產業專用區等，臺灣綜合機能新城區 

• 具備學校、公園、道路、停車場、自行車專用道等各項公共設施，形塑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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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須知簡介 

高鐵臺南車站特定區土地 
 

項目 使用分區 段 地號 面積(㎡) 
南1 住宅區 武東段 82  5,927.09   

南2 住宅區 武東段 84 3,003.83  

南3 住宅區 武東段 79  5,512.29 

南4 住宅區 武東段 90 4,259.73  

南5 住宅區 武東段 100  5,274.35  

南6 住宅區 武東段 101  4,836.61  

南7 住宅區 武東段 147  12,356.14 

南8 住宅區 武東段 149  10,158.86 

南9 住宅區 武東段 152  14,884.02 

南10 住宅區 武東段 162  10,452.75 

南11 住宅區 武東段 164  14,111.41 

南12 住宅區 武東段 165  10,737.48 

南13 商業區 武東段 219、221 25,689.87 

南1 

南2 

本次標售之 
住宅區土地 

南3 

南8 

南7 

南4 

標售 

投標辦法 
詳見投標須知或本局網站 https://www.rb.gov.tw 

領標方式 
1.至本局網站下載 
2.親至本局一樓板橋火車站北二A門警衛室領取 
3.以通訊方式領取 

投標期間 
公告日起至108年 5月13日（星期一)上午10 時整開啟郵政信
箱前。 

開標時間 
108年 5 月 13 日（星期一 )上午11 時整 

開標地點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交通部鐵道局13樓 
1301會議室（由板橋火車站北二A門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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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速度的時代 
紮根高鐵特定區＝掌握臺灣新商機 

文化府城  臺灣南部生態新城 
多元大眾運輸系統、層次分明交通幹道，具備完善運輸優勢 

 便利的大眾運輸系統，經臺鐵沙崙支線可於20分鐘內到達臺南市中心 

 聯外道路便捷，經東西向快速道路10分鐘內聯結國道1號、20分鐘內聯結國道3號 

 優良的都市計畫，具備生態基盤的綠色生活城 

 特定區公共設施比例高，且已完成開發，環境品質優良 

 透過生態城市規劃理念，打造環境永續的綠色生活社區 

 全臺光電綠能產業研發重鎮，高科技人才的培育搖籃 

 各大光電廠商於臺南持續擴廠，為光電綠能產業發展重鎮 

 鄰近南科與路竹等科學工業園區及臺南科技工業區，位居南臺灣科技中樞 

 臺南地區17所大專院所及緊鄰之交大光電學院，具備國家級研發潛力 

 行政院推動「沙崙綠能科學城」，政府將於高鐵車站特定區推動綠能產業，加速區域發展 

臺南站 

具國際競爭力的投資環境，快速接軌全球發展腹地 
• 高鐵可在最短時間銜接臺灣科技產業聚落，快速整合人流、物流、資金及資訊流 

• 配合北中南國際機場門戶，4小時內抵達東亞主要城市，具備國際投資條件 

  無縫接軌的交通佈局，臺灣一日生活圈的起迄點 
• 2018年平均運量17.5萬人次/日，近5年內旅次成長幅度平均約達6.18% 

• 高鐵為臺灣西部一日生活重要走廊，南港站已於2016年7月通車，現營運共計12站 

• 高鐵南港、臺北、板橋、臺中(烏日)、高雄（左營）五站與臺鐵、捷運三鐵共站，各
站均與臺鐵（含支線）或捷運（含輕軌）共站，部分尚設有「高鐵快捷公車」來回接
駁 

多元生活機能，形塑未來精緻化新城 
• 特定區內規劃住宅區、商業區、產業專用區等，臺灣綜合機能新城區 

• 具備學校、公園、道路、停車場、自行車專用道等各項公共設施，形塑優質生活環境     

臺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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