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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興辦目的與預期目標 

本基地業經宜蘭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94 次會議審議通過「擬定宜蘭都市計畫(健

康休閒專用區)細部計畫」，本計畫開發土地分 3 區開發，計有健康休閒專區

(一)、健康休閒專區(二)、商業區及健康休閒專區(三)，總面積約 6.56公頃。現

階段健康休閒專區(一)及健康休閒專區(二)為閒置空地並有零星建築，健康休閒

專區(三)上有宜蘭縣榮民服務處。 

 

  

基地周邊土地使用現況圖 

依據行政院 106 年 2 月 2 日第 3534 次會議討論通過「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畫」，政府將全力打造文化公共治理體系，厚實國

家文化實力，藉由推動臺灣遺產潛力點，建置文化記憶庫，整合博物館系統，

帶動社會發展，積累臺灣多元文化品牌向國際行銷。 

榮民文化係多元文化之一環，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輔導會)有感於

退除役官兵半生戎馬，離營後，為臺灣打下厚實的國家基礎建設之外，也留下

許多動人的生命故事；然而，隨著時代快速變遷與資訊的不完整，榮民對臺灣

的貢獻，卻在現代社會中被淡忘。 

有鑑於此，為拾回榮民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的記憶文庫，並為輔導會榮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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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事業管理處(下稱森保處)經營山林留下永恆的紀錄，配合行政院國家發展

計畫，輔導會爰規劃建置榮民文化藝術館，將感懷榮民過去開闢橫貫公路、開

發棲蘭山、大甲溪林區及參與國家重大建設等無私奉獻精神，擬於經管之土地

(宜蘭火車站附近地區)興建榮民文化相關之公共設施及相關附屬設施與事業，

集結國內外榮民文化交流，以資紀念榮民不朽的精神，厚植國內文化軟實力，

同時帶動宜蘭區域發展。 

考量本基地開發包含榮民文化藝術館兼具展覽、政府廳舍及商業遊憩功能，且

佔地廣闊，整體興建資金龐大，輔導會擬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

條第 1項第 6 款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第

11條規定，以榮民文化藝術館為事業主體，循「興建-營運-移轉(BOT)」方式，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然為確保公共建設目的，應檢視民間參與是否會減損公共建設之服務性與公益

性，公共建設之本意為提供公共及公益服務，故在促進民間參與之同時，避免

減損其提供公共及公益服務之本質，並提升公共建設之服務品質。 

本計畫如經評估為可行，為確保公共建設目的，應於先期規劃階段依據可行性

評估結果設定本計畫招商各項基本條件，規劃條件至少包括下列項目： 

一、榮民與棲蘭檜木文化傳承 

二、帶動地區發展與觀光 

三、提供高優質的公共建設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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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民間參與效益 

民間參與之效益分析 

一、有助於土地利用效益 

二、增加地方工作機會 

三、健全地方之休閒遊憩資源 

四、透過產業串連，擴大市場，共創商機 

五、政府預算有效利用 

六、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民間參與之弊端分析 

一、民間機構興建公共建設之風險 

二、監督成本提升 

三、民間機構營運公共建設之風險 

四、社會觀感疑慮 

 

小結 

綜觀而論，本計畫倘若採行民間參與之開發模式辦理，雖政府需承擔風險民間

機構興建風險並增加監督成本，但完成後將可為整體社會以及地方發展、觀光

發展帶來正面而顯著的功能效用，不僅有助於其公共建設之服務性與公益性，

亦能夠使各種功能與效用相得益彰、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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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場可行性分析 

一、市場供需分析 

近五年宜蘭各遊憩景點觀光人次除 109 年受疫情影響略微下滑，其他各年均維

持在約 670～730 萬人次左右；宜蘭縣各旅遊據點，以「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最多遊客，106～108 年超過 100 萬人/年。 

由於本基地鄰近大眾運輸場站，包括宜蘭轉運站刻正辦理新建工程，預計 111

年底啟用，可提升交通運輸承載量；宜蘭鐵路高架化可消除前後站生活圈與交

通阻隔，平衡鐵路東西城鄉發展，提高基地使用效率；另外尚有陽交大附醫二

期擴建工程預計於 116 年完工啟用；周邊新闢 10 號道路、公園、廣場等預計

於 111 年完工，屆時形成較佳的生活品質環境及商業發展，具備開發潛力。 

二、市場競爭力分析 

在藝文展演方面，宜蘭縣文化展覽設施集中在舊城區，包含宜蘭美術館、宜蘭

設治紀念館、宜蘭文學館等，最大的展覽場館為位於頭城的蘭陽博物館；收費

方面多以免費為主，僅宜蘭設治紀念館、宜蘭美術館及蘭陽博物館採收費參觀，

每人約 30-100 元；宜蘭傳藝園區係採園區門票收費方式，除可參觀展覽外，亦

包含其他活動，如傳統戲曲之常設展、特展、藝文表演等，為宜蘭縣熱門藝文

場域，每年平均吸引百萬人次造訪；在活動及參與人次方面，宜蘭縣近五年的

藝文活動數量呈現減縮現象，然藝文展演活動平均出席人次逐年增加。 

在商業活動方面，本基地周邊多為生活型的沿街店鋪，商業氣息不濃厚，宜蘭

縣商業活動多集中於舊城區，包括東門、新民、神農三大商圈，包含本計畫主

要競爭對手之一，新月廣場，占地 2.3 公頃，總樓地板面積 138,842.97 m2（42,000

坪），營業租賃面積約 122,314.23 m2 (37,000 坪)。結合百貨商場、五星級飯店、

量販店、影城等各種商業設施的複合式商場，提供消費者一次滿足觀光與消費

之需求。 

在旅宿市場方面，109 年宜蘭國際觀光旅館之住用率為 59.30％、一般觀光旅館

之住用率為 61.24％、整體住用率為 50.42％，其中以礁溪地區競爭最為激烈；

就宜蘭市而言，主要競爭對象包括蘭城晶英酒店，106～109 年住用率 6～7 成；

悅川酒店為 5～7 成。 

在醫療健康市場方面，國內長照需要人數逐年增加，然宜蘭地區長照、安養機

構等住用率亦逐年上升且近達 9 成，顯示未來仍有醫療機構增加之需求。本基

地鄰近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及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如需

其他醫療服務較為便捷，具備多元醫療服務之優勢。 

三、投資意願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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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計畫問卷、電訪與實際拜訪瞭解，有 29 家業者回覆，其中有 17 家業者

表達願意獲得更多資訊以利評估，同時提供開發方式建議及引入業種業態初步

意見，彙整如下。 

建議 對策 

 對於開發規模，建議公共建設應由公部門自

行興建營運，以符合政府政策需求，或以 OT

方式委託民間營運。 

 全區基地面積規模過大，建議可區分街廓個

別進行招商；或改採設定地上權之招租方

式，由民間進行商業開發。 

 考量政策目標，先以 BOT方式招商，

倘未能順利完成招商，再行考量以

OT+BOT或由政府自行興建、營運辦

理。 

 設定地上權之招商方式，應屬國有非

公用用地，方得適用。 

 本基地面積規模大，宜採複合式的開發方

式。 

 除了商業與觀光遊憩開發外，依據都市計畫

規定，得引入出租住宅，如能允許分戶設置

門牌，較有利於計畫之開發。 

 宜蘭地區娛樂事業較偏低，建議宜引入娛樂

育樂事業之開發，如影城。 

 賦予附屬事業開發彈性，允許在土地

使用管制許可條件下，由民間機構依

其市場規劃想法，引入適切之使用規

劃。 

 潛在投資廠商所建議可分戶之出租住

宅，經機關裁示，政策不允許設置。 

四、開發定位及策略 

（一）發展定位 

本計畫應以「宜蘭新核心發展・建構榮民文化地標」為發展定位，首要目

標為打造承載歷史記憶、拾回榮民對國家經濟發展貢獻的記憶文庫，適度

與宜蘭在地文化鏈結，展現榮民文化新格局；其次為推廣森林保育及低碳

樂齡，除傳遞環境永續發展觀念，維持宜蘭地區豐富的生態環境及低碳場

域，進而成為低碳城市的代表區域；最後加入健康休閒等多元機能活化資

產，結合周邊醫療生技打造高經濟產業，創造土地價值，帶動經濟成長，

成為新都心發展核心，打造健康森活城，達到永續發展。 

（二）發展策略 

1.發展策略一：延續光榮記憶，建置榮民文化藝術館 

藉由榮民文化藝術館之建置，以數位科技導入創新，透過主題式的架構與

策展手法，展現榮民文化記憶予以活化再生，引發共鳴和驕傲感的文化

DNA；另外棲蘭山檜木林全球獨特的霧雨林生態，珍貴的生態與文化資產，

透過科技或虛擬實際的體驗，創造不同的展覽體驗，讓普羅大眾更瞭解世

界遺產普世價值。 

2.發展策略二：引入多元機能，創造高價值土地開發效益；配合當代需求，

提供支援性服務 

以供給帶動需求，引入大型零售商業、觀光休閒旅館、娛樂服務等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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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高價值之土地開發效益，成為主題式的健康、觀光、文化、休閒園區。

並可結合輔導會各農場之特色，強化地方特色及地產地銷觀念，可配合規

劃工藝品、農產品與地方特色之展售、資訊傳遞場所，使消費者能進一步

認識輔導會各農場的地方特色，拉近消費者與生產者關係。 

配合陽交大附醫及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等醫療資源，訴求休閒結合低

度醫療行為，以養生慢活（Long-stay）為主軸，結合宜蘭優質生活環境及

國人重視保健之趨勢，規劃智慧健康搭配旅遊事業，如健康養生 long stay，

智慧健檢旅遊、高端醫美服務等。 

3.發展策略三：打造健康森活城，成為永續城市新典範 

目前宜蘭火車站東側尚無大型商業據點，基於本基地面積廣大，應打造複

合開發之商業聚落，串連文化、商業、綠帶，滿足交通運輸、觀光旅遊等

商業需求，並做為宜蘭再發展之領航者。 

為凸顯宜蘭好山好水、宜居宜遊之特性，本計畫建築發展應具規模之綠建

築及智慧建築，並與輔導會之自然資源做連結，如棲蘭明池、棲蘭山檜木

林等，使基地成為低碳城市示範區，同時結合周邊陽明生醫產業群聚、臺

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等健康醫療資源，創造健康樂活之低碳家園。 

（三）引入業種業態建議 

1.健康休閒專用區一 

建議建置榮民文化藝術館及榮服處辦公室等公共建設，其餘樓地板空間作

為附屬事業使用，依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未來建議可設置綜合商業設施，

引入包括一般零售、飲食業、餐飲業、娛樂服務業等業種；此外，榮民文

化藝術館內將附設小型賣店販售展覽館主題文物屬公共建設之附屬設施。 

2.健康休閒專用區二及商業區 

建議設置購物中心、室內娛樂設施、旅宿服務設施及健康休閒服務設施，

引入包括一般零售、飲食業、餐飲業、娛樂服務業、一般旅館業、國際觀

光旅館、日常服務業、一般事務所、自由業事務所、文化創意產業、健身

服務業等業種。 

3.健康休閒專用區三 

建議建置健康醫療區，留設 991.74m2(300 坪)空間供主辦機關提供專責單

位（目前為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使用，建議一樓沿街設置商店(街邊

店)，引入沿街商業設施包括一般零售、飲食業、餐飲業等業種；其餘樓地

板空間作為附屬事業使用，依據土地使用管制內容未來建議可設置醫療保

健服務設施，引入醫療保健服務設施業之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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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程技術可行性 

一、民間機構應依循都市計畫規定，健康休閒專用區(一)、(二)應取得銀級以

上綠建築標章，符合「公有建築物申請智慧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

者，應再取得銅級以上智慧建築標章。 

本基地位於「宜蘭市都市計畫（健康休閒專用區）細部計畫」之範圍，分屬健

康休閒專用區（一）、（二）、（三）及商業區土地，其中健康休閒專用區（一）、

（二）、（三）之建蔽率為 50％，容積率為 220％；商業區建蔽率為 80％，容

積率為 240％。未來民間機構應遵循都市計畫規定，健康休閒專用區(一)、(二)

申請建築開發於取得使用執照前，應取得銀級以上綠建築標章，且建築物使用

類組符合「公有建築物申請智慧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者，應再取得銅級

以上智慧建築標章。 

二、機關空間需求確認 

（一）榮民文化藝術館之空間需求 

計畫於健康休閒專用區（一）用地設置榮民文化藝術館。榮民文化藝術館

館內將以「檜木森林展區」及「榮民文化展區」為常設展之展示主題；並

設有特展展區。在空間需求上，除常設展及特展展區外，另規劃 200人階

梯式多功能使用之展演廳；及約可容納 600 人使用，可彈性隔間的多功

能會議廳；並配合空間需求規劃相關服務性空間，如視聽室、文物典藏室、

文物庫房、工作人員辦公室、廁所、服務台等服務設施。 

（二）榮服處辦公空間需求 

榮服務之辦公處所原位於本計畫用地之健康休閒專用區（三）之範圍內，

未來將配合本計畫招商規劃，由民間機構利用或拆除，其辦公空間將移至

本基地內。依據機關提出之空間需求及本計畫規劃，所需面積約為

2,000m2。 

（三）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空間需求 

為配合衛福部長照 2.0政策，並依據臺北榮民總醫院施政發展計畫，以提

供全方位之長期照護服務為主要醫療服務特色。預計設置「高齡健康中心」

及「認知功能評估與訓練中心」、「肌力與體能訓練中心」，預估空間需

求面積約為 991.74 ㎡(約 300 坪)空間。未來民間應留設 991.74 ㎡(約 300

坪)空間，保留予主辦機關供專責單位（目前為臺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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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發方案初步規劃 

（一）開發方案 

健休（一）用地將以「榮民文化藝術館」為主要規劃方向，包含榮民文化

藝術館內的文化展覽空間與榮民服務處辦公空間，並且複合商業機能作

為考量進行整體規劃；健休（二）用地與商業區視為同一基地考量，約 4.64

公頃之面積與鄰近宜蘭火車站之地利優勢，規劃以較大規模之商業開發，

包含購物中心、娛樂商場、旅宿服務設施、健康休閒服務設施等不同使用

機能；健休（三）用地則配合相鄰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衍伸之醫療產業

需求，規劃作為醫療產業相關之醫療保健服務設施空間，並保留 991.74

㎡(約 300 坪)空間，供主辦機關提供專責單位（目前為臺北榮民總醫院員

山分院）使用，惟後續招商時，不限定設置於健休（三）。 

（二）工程經費 

各方案之工程經費如表所示。 

健休一榮民文化藝術館之建築造價1約為 23億元，其中屬展覽空間、展演

廳、多功能會議廳、榮服處辦公室之建築造價約為 4.13 億元。 

健休三健康醫療區之建築造價約為 6.78 億元，其中未來民間機構留設

991.74㎡(約 300坪)空間，保留予主辦機關供專責單位（目前為臺北榮民

總醫院員山分院）使用之建築造價約為 4,500萬元。 

計算公式如下： 

•  6,650*0.3025*160,000+2,000*0.3025*150,000=412,610,000 

•  991.74*0.3025*150,000=45,000,202 

各方案經費比較表 

                                                 
1 建築造價係指建造之工程費用，不含全區工程發包時之規劃設計服務費、監造服務費、工程管理

費、空氣污染防制費、公共藝術等各項勞務及其他費用。 

總樓地板面積(㎡) 方案 A1 方案 A2 方案 B1 方案 B2 

榮民文化藝術館 50,110 50,110 50,110 50,110 

森活園區 

購物中心

娛樂商城 
44,700 60,550 84,700 86,850 

健康休閒

服務設施 
41,100 46,220 - 19,200 

旅宿 

服務設施 
17,600 24,280 18,470 24,280 

健康醫療區 14,948 14,948 14,948 14,948 

建築工程造價(萬元) 787,323 915,593 773,846 90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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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時程規劃 

在施工時程規劃上，本計畫 BOT 整體期程為 50 年，考量開發之可行性

及效益，全區於 4年可完成開發。另為賦予民間機構開發之彈性，建議後

續在擬定招商文件中得開放民間機構自行規劃分期分區期程規劃，惟榮

民文化藝術館屬機關政策目標，民間機構應列為第一期優先建設完成之

工程項目。 

 

總工程經費(萬元) 838,248 974,605 824,636 963,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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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律可行性分析 

本計畫依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以 BOT 方式辦理徵求民間機構參與

促參法第 3條第 1項第 6、14款所定「文教設施」及「政府廳舍設施」之公共

建設計畫，並由輔導會為主辦機關，授權森保處為執行機關，依促參法第 42條

規定及其相關子法辦理公告招商、甄審及議約簽約。本計畫將由輔導會與民間

機構簽訂投資契約，並由輔導會與宜蘭縣政府(視輔導會與宜蘭縣政府協商是否

納入本計畫招商範圍)提供土地設定地上權予民間機構，依促參法子法土地租金

優惠辦法收取土地租金。 

民間機構規劃興建營運內容，除上開公共建設外，如依「變更宜蘭市都市計畫

（配合健康休閒專用區）案」細部計畫書(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之容許

使用項目規定，開發社會服務、醫療保健及支援、長期照護、觀光旅遊產業休

閒服務、一般性服務性產業及健身服務業等等，並同時符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8條、第 9條、第 15條、第 18條所定「衛生醫療設施」、「社會福利設施」、

「運動設施」、「商業設施」之要件者，亦可成為本計畫之公共建設。 

此外，除出租住宅外，如非屬本計畫之公共建設本業範圍，於符合「變更宜蘭

市都市計畫（配合健康休閒專用區）案」細部計畫書(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之容許使用項目規定者，亦可為本計畫之附屬事業，但應符合促參法施行細

則第 34條規定及財政部促參司 109年 4月 15日公告台財促字第 10925508420

號函頒「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附屬事業規劃參考原則」內容。 

促參司現已開放陸資來台投資公共建設，至於本計畫是否開放陸資參與申請，

應檢視本計畫核心公共建設項目是否符合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公共建設項目，以

及將來民間機構營運「榮民文化藝術館」是否符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

別項目-服務業」之業別而定。經查，「榮民文化藝術館」所屬之文教設施，雖

為開放陸資來臺投資公共建設項目，然因營運「榮民文化藝術館」所屬之藝文

服務業，則非屬大陸地區人民得投資業別，故本計畫應排除陸資參與申請。 

又民間機構規劃興建營運之榮民文化藝術館及政府廳舍設施投資金額分別大

於 5 億元及 10 億元以上，已達公共建設類型及重大公共建設範圍，可享促參

法第 36條、第 37條、第 38 條、第 39 條及第 40條規定之融資及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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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土地取得可行性 

本基地面積分別為健康休閒專用區(一)約 14,800.11 ㎡；健康休閒專用區(二)約

32,506.43㎡；健康休閒專用區(三)約 4,484.27 ㎡；商業區約 3,844.11 ㎡。總計

為 55,634.92 ㎡。土地權屬為中華民國，土地管理機關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進行開發時無

用地取得問題。 

基地中健休二土地緊鄰宜蘭市東村段 32-7、41-5地號土地，面積為 10,000㎡，

土地權屬為宜蘭縣，土地管理機關為宜蘭縣政府。從規劃開發之完整性與財務

評估之可行性來探討，建議與縣府協商達成共同開發共識，以利後續招商開發

作業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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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環境影響 

本基地位於都市土地，惟本計畫擬興建之公共建設及附屬事業可能涉及展示場

館、旅館或觀光旅館、運動場地、文教建設、醫療建設、護理機構、社會福利

機構、大型購物中心、展示會場等開發類型，其開發規模倘達「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各項規定所訂標準，應辦理環境影響評

估。 

依據本計畫可行性評估階段所規劃之開發規模，未達「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規定，無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惟民間機構仍

應視其所提之工程規劃內容，檢視是否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第八章 財務可行性分析 

 

8-1 

第八章  財務可行性分析 

本計畫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BOT）之方式，即「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

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藉以評估民間參與之

財務可行性，以做為辦理本計畫之參考依據。 

一、各方案財務效益分析 

（一）民間投資可行性評估 

就各方案而言，本計畫各方案之股東投資報酬率均高於計畫設定民間機

構要求之報酬率 6%，顯示 A1、A2、B1 及 B2 等四方案已具備民間投資

之財務可行性。 

就土地開發範圍而言，方案 A2、B2之投資效益較方案 A1、B1佳，亦即

納入縣府土地之整體開發，投資效益較佳。 

就開發類型而言，方案 B 之健休二附屬事業以購物中心、娛樂商場、旅

宿服務設施配比為主、方案 A 之健休二附屬事業則包含購物中心、娛樂

商場、旅宿服務及健康休閒服務設施，受到健康休閒服務設施的效益較低，

故方案 B投資效益較方案 A佳。 

（二）自償能力分析 

各方案自償能力均大於 1，顯示均已具有完全自償能力。 

（三）融資可行性分析 

本計畫利用各種財務風險指標的計算及其曲線圖之描繪，評估計畫之償

債能力，償債能力分析包括分年償債比率與利息保障倍數。 

分年償債比率（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 DSCR）係衡量計畫案於營運

期間各年產生之現金流量能否償付當期到期之債務本息之指標，本計畫

DSCR之方案A1為1.12~2.19、方案A2為1.15~2.24、方案B1為1.22~2.39、

方案 B2 為 1.21~2.36，分年 DSCR 越大，表示確保各年產生之現金流量

可償還到期本息，而償債比率越高，表示該專案的還款能力越佳。 

分年利息保障倍數（Time Interest Earned,TIE）旨在衡量計畫的償債能力，

本計畫 TIE 方案 A1為 2.88~177.50、方案 A2 為 2.94~181.14、方案 B1為

3.13~193.52、方案 B2 為 3.10~191.06，利息保障倍數越高，表示負債越有

保障，債權人也願意提供更多的資金給該計畫。 

二、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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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費率/租金』對計畫影響最大，在變動幅度為 5%時，『費率/租金』股

東投資報酬率變動約 0.55%~0.59%；『投資成本』在變動幅度為 5%時，股東

投資報酬率變動約 0.50%~0.55%，對計畫影響次之；『使用率』及『營運成本』

在變動幅度為 5%時，股東投資報酬率變動約 0.08%~0.09%，對計畫影響最小。

由於『費率/租金』與市場及行銷息息相關，未來本計畫如何利用區位的優勢與

政策，引進合宜產業，配合活潑的行銷吸引人潮，提高使用率，將是計畫成功

的主要關鍵。 

三、小結 

權利金收取金額與方式之設定，建議初步採投資報酬率最佳方案 B1 樂觀情境

進行市場初探，瞭解民間廠商意向，後續可以權利金保守情境作為調整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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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民間參與可行性綜合評估 

本計畫經綜合評估結果屬條件可行，其中關鍵成就條件包括權利金設定條件，

將直接影響民間機構參與意願；另外公共建設空間面積關係民間機構獲利及營

運成本，倘榮民文化藝術館、榮民服務處辦公室、保留空間等需求越高，影響

民間機構財務愈明顯；故本計畫辦理招商時機及策略，參酌潛在投資廠商之意

見，建議如后。 

（一） 周邊重大建設計畫如期推動，方有利於計畫之開發 

相較於商業發展成熟的宜蘭舊城區，目前宜蘭車站東側之商業氣息較為

薄弱。依據宜蘭都市計畫東區發展規劃，希冀能在鐵路立體化之願景發展

下，引入生活集居、生醫科技、產業服務、核心服務、農業園區之空間使

用。而計畫基地周邊的相關建設均與本計畫息息相關，如國立陽明交通大

學附設醫院蘭陽院區二期擴建計畫，預定於 116 年底完工；宜蘭鐵路立

體化工程，未來鐵路立體化後，可串連前後站，縫合宜蘭都市紋理，車站

專區亦將引入商業開發與觀光旅館設施；此外高鐵延伸宜蘭之政策計畫，

亦將為宜蘭帶來更便利的交通與人潮。換言之，未來本基地之開發，勢必

奠基於各相關重大建設計畫的如期投入，方能帶動整個宜蘭車站東側之

開發。 

（二） 高鐵東延宜蘭站，增加本案招商發展契機 

高鐵東延宜蘭刻正辦理可行性評估及選址，預估臺北至宜蘭通車時間約

為 17分鐘，可大幅提升宜蘭聯外城際運輸效率，為宜蘭的觀光旅遊與城

市風貌帶來結構性翻轉，躍昇成為首都圈，成為北臺灣觀光發展之旅遊重

鎮，東部旅遊的首發站。 

另外，宜蘭車站為臺鐵一等站，車站旅客進出量大，未來配合高鐵延伸宜

蘭計畫、宜蘭鐵路高架化之計畫、宜蘭至羅東鐵路高架化計畫、宜花東地

區鐵路提速計畫，若高鐵設站於宜蘭站，將具有雙鐵共站(高鐵＋臺鐵)之

效益，帶來更多的人潮，遊客藉由高鐵抵達宜蘭後，可快速與臺鐵車站接

駁至東部各縣市或進入宜蘭市區與周邊據點。本基地緊鄰宜蘭車站與宜

蘭轉運站，距高速公路交流道車行時間約 15分鐘，交通便利為其極大之

優勢；且為面積廣大之素地，可串聯車站、轉運站，以大眾運輸發展導向

之開發理念(TOD)在車站步行範圍內，善用交通場站優勢，作為車站交通

樞紐所需之發展腹地，藉由高強度的土地使用開發、高效都市機能的融合，

提高土地開發及公共設施配置之效益，提供乘客轉乘或出站所需之各項

公共建設、交通接駁、商業、觀光服務。 

（三）受疫情影響，潛在投資廠商對於投資市場較為保守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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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規劃期間，適逢 COVID-19 疫情期間，目前拜訪各家潛在投資

廠商，對於投資市場較為保守觀望，不確定國門何時開放，需要保留產業

能量，以備疫情變化；對於未來市場發展方向不明，是否在此時危機入市，

皆為潛在投資人對於新開發案持較為保守觀望之原因。此部分涉及外在

經濟環境條件，非短期內可改善，待整體社經環境更為明朗，對於本計畫

之發展方向將較為明確。 

（四）以促參法第 42條採 BOT 辦理規劃，同時融入 46 條精神給予民間

彈性空間 

依據本計畫蒐集潛在投資人意見中，有部分潛在投資人建議由公部門興

建「榮民文化藝術館」，再委由民間機構營運，以符合公共政策目標。以

目前國內各博物館案例，博物場館多係由公部門營運；或由公部門補貼民

間機構營運；有部分案例，係由私部門依據其特定目的捐助（例如奇美實

業集團捐助奇美博物館硬體工程）。究其原因在於榮民文化藝術館所規劃

之兩項常設展「檜木森林展區」、「榮民文化展區」，肩負著檜木森林與

榮民文化的「展示」、「典藏」、「教育」等功能，其公益性、文化性高，

且具有一定門檻之專業性及複雜度。一般民間企業，大多以商業利基為考

量，亦可能失掉其公益性；且私部門對於展示主題較為陌生，亦不大瞭解

公部門之政策期待，建議主辦機關應盤點有關榮民文化藝術館內各項展

示主題、展示內容、展品清冊等，未來招商時提供予潛在投資人參酌，瞭

解主辦機關之政策期待。 

未來，建議本計畫先援用促參法第 42 條以 BOT 方式，採政府規劃方式

賡續辦理促參前置作業規劃進行招商，同時考量土地開發使用之多元性，

融入 46 條民間規劃之彈性，訂定政府最低功能需求後，民間機構得依土

地使用管制之規定與市場需求，引入附屬事業之開發，給予民間機構更多

之發揮空間與彈性，使其效益挹助公共建設本業。 

附屬事業部分，建議在土地使用管制許可條件下，不限制附屬事業之營運

型態，由民間機構依其市場規劃想法，引入適切之使用規劃。另參考與本

案類似之案例，如「松山菸廠文化園區興建營運移轉 BOT計畫案」、「經

國七海文化園區民間自提 OT 暨 BOT 案」等，對於文化資產價值高、或

公益性高的設施（榮民文化藝術館），考慮由公部門自行興建完成後再委

託民間營運；民間機構所繳納之權利金，則可挹助主辦機關作為榮民文化

或森林保育之推廣或教育之費用；或基於公共利益之考量由政府自行興

建、營運。 

（五）控管財務敏感因子，降低風險 

從財務敏感度分析來看，對本計畫財務指標影響較大者主要為「費率/租

金」、其次為「投資成本」。 



第九章 民間參與可行性綜合評估 

9-3 

在變動幅度為 5%時，『費率/租金』股東投資報酬率變動約 0.55%~0.59%，

對計畫影響最大；『投資成本』在變動幅度為 5%時，股東投資報酬率變

動約 0.50%~0.55%，對計畫影響次之；『使用率』及『營運成本』在變動

幅度為 5%時，股東投資報酬率變動約 0.08%~0.09%，對計畫影響最小。 

由於『費率/租金』與市場及行銷息息相關，未來本計畫如何利用區位的

優勢與政策，引進合宜產業，配合活潑的行銷吸引人潮，提高『費率/租

金』，將是計畫成功的主要關鍵。。 

未來民間機構執行計畫時應嚴加控管，並依據興建階段與營運階段之不

同，透過風險管理機制，藉由保險、承攬契約、營運契約等方式，適度分

散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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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計畫替選方案評估 

依據本計畫可行性評估階段有關興辦目的與預期目標、工程技術、法律、土地

取得及環境影響等各方面評估結果為可行；市場及財務評估結果為條件可行。

整體而言，本計畫可行性評估提出 A1、A2 及 B1、B2 等四個方案。經評估以

方案 B1為建議方案、方案 B2為替選方案。 

 



第十一章 其他事項 

11-1 

第十一章  其他事項 

一、公聽會辦理情形 

依據促參法第 6 條之 1，規定主辦機關應於可行性評估階段於該公共建設所在

鄉鎮邀集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舉行公聽會。因此本計畫於 110 年 1

月 22 日發布公聽會公告內容，並於 110 年 2 月 19 日下午 14 時 30 分假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大禮堂辦理「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森活計畫土地活化公聽會」。 

二、委外模式與特許年期 

本計畫規劃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及營運完成之建設，並於期滿後，無償移轉予

主辦機關，性質上係屬 BOT 模式，因此辦理依據為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模式辦理。此外依據財務可行性評估結果建議特許年期為 50 年（包括興

建期及營運期）。 

三、委外營運範圍 

本計畫委外營運範圍原則以宜蘭市東村段 14-2 地號等共計 13 筆土地，範圍土

地總面積為 55,634.92 ㎡ 。 

四、共同開發 

本計畫採促參法 BOT 模式辦理，依法辦理促參相關作業程序，目前刻正辦理

可行性評估，預計於 111 年度完成招商作業。因此，建議應於可行性評估階段

與縣府協商達成共同開發共識，以利後續招商作業之進行。 

五、招商作業期程規劃 

本計畫之招商作業期程如表，若招商順利預計可於 111 年度完成招商前置作

業。 

招商作業預定期程表 

工作階段 預定期程 

前置作業階段 

可行性評估 109.11 至 110.08 

先期規劃 110.09 至 110.11 

招商準備作業 110.12 至 111.03 

公告招商作業 111.03 至 111.05 

甄審作業 111.06 至 111.07 

議約及簽約 111.08 

註：各階段期程依實際作業時程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