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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臺北市西區門戶計畫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C1/D1(東半街廓)土地開發案」 

規格（開發建議書）評審之評選會議規則與議程 

日期：107 年 11 月 30 日 

依「臺北市西區門戶計畫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C1/D1(東半街廓)土地開發案」（下稱本

案）甄選文件投資人須知之附件三「臺北市西區門戶計畫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C1/D1(東半街廓)土地開發案投資申請案件審查及評選作業原則」(簡稱評選作業原則)

規定，擬定本案評選會議規則與議程，本案預定程序得經土地開發主管機關或執行機

關視實際執行情況予以調整，應以正式書面通知申請人為準： 

一、評選會議歷程及規則 

（ㄧ）簡報順序抽籤作業 

申請人請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0 時整，指派代表抽籤人員至本局（臺北市中

山北路二段 48 巷 7 號）14 樓簡報室抽籤決定簡報順序。如未派員到場者，則由執行

機關工作人員代為抽籤。申請人指派之代表抽籤人員請攜帶授權書（授權書格式詳附

件一，並需蓋有代表法人之公司及代表人印章）及身分證件，經執行機關查驗身分後，

始得進行抽籤作業。 

（二）會場器材測試等事宜 

1.會場器材測試 

申請人得於正常辦公時間洽承辦單位申請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前至評選會議簡

報會場（本局 14 樓簡報室）進行器材測試。承辦單位及其聯繫方式：臺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第一區工程處承辦人劉盈廷/溫劉璟（電話：02-2331-0706）。 

2.門禁、停車安排 

本局設有門禁管制，出席簡報人員請於本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8 巷 7 號）1 樓

換證後進入本局大樓。若有停車及卸貨需求請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前告知承辦

單位，以利本局事先安排。 

（三）評選會議報到 

按抽籤順序，第一組簡報人請於民國 107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本局（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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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山北路二段 48 巷 7 號）12 樓聯合開發處會議室辦理報到作業；第二組簡報人請

於當日（107 年 12 月 14 日）下午 1 時 00 分至本局（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8 巷 7

號）13 樓開標室辦理報到。參與簡報人員需攜帶代表法人開立之授權書正本（授權書

格式詳附件二，並需蓋有代表法人之公司及代表人印章），授權書並須載明參與簡報人

員之公司、姓名，參與簡報人員並需攜帶身分證件以利查驗，並等候工作人員工引導

進場簡報。 

依本案評選作業原則規定，申請人若未參與評選會議者，評選委員仍得就開發建議書

評選，惟該申請人「簡報與答詢項目」得分為零分。 

（四）申請人出席人員 

參與簡報及答詢人數最多以 20 人為限（含器材操作人員）。評選簡報會議室（本局 14

樓簡報室）現場備有桌上型電腦、單槍投影機及投影幕各一可供使用，申請人得使用

自行準備之電腦、投影設備等器材，如另有其他需使用工具或書面資料（限以開發建

議書內容為主）等輔助簡報工具，亦請申請人自行準備。 

（五）簡報及答詢時間 

簡報時間以 45 分鐘為限，委員提問採統問統答，答詢時間以 45 分鐘為限（委員提問

時間不計入）。 

（六）另簡報相關事宜請依本案甄選文件投資人須知附件三「臺北市西區門戶計畫臺

北車站特定專用區 C1/D1(東半街廓)土地開發案投資申請案件審查及評選作

業原則」之規格（開發建議書）評審暨本案補充公告相關規定辦理。 

二、規格（開發建議書）評審之評選會議議程 

（一）時間：民國 10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 

（二）地點：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14 樓簡報室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8 巷 7 號 14 樓） 

（三）議程 

議程 時間 說明 

一.第一組簡報人報到 08:30~09:00 (30 分鐘) 
第一組簡報人至捷運局 12 樓聯合開

發處會議室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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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 說明 

二.召集人致詞 09:00~09:05 (5 分鐘) 由召集人致詞並宣佈會議開始 

三.評選作業規定及工作

小組初審意見報告 
09:05~09:35 (30 分鐘) 

工作小組報告評選作業規定及開發建

議書初審意見重點。 

四.第一組簡報人 09:35~12:13 (158 分鐘) 按抽籤順序為第一組簡報人 

1.申請人進場佈置 09:35~09:55 (20 分鐘) 
通知第一組簡報人進入 14 樓簡報室

準備簡報器材及設備。 

2.評審規則說明 09:55~09:58 (3 分鐘) - 

3.申請人簡報 
09:58~10:43 

(以 45 分鐘為限) 

 第一組簡報、參與簡報人數以

20 人為限。 

 簡報時間以 45 分鐘為限，第 42

分鐘第 1 次按鈴提醒、第 45 分

鐘第 2 次按鈴結束。 

4.委員提問 10:43~11:08 (25 分鐘) 評選委員提問，時間不限。 

5.申請人答詢 
11:08~11:53 

(以 45 分鐘為限) 

第一組簡報人答詢，統問統答，答詢

時間以 45 分鐘為限(委員提問時間不

計入)，第 42 分鐘第 1 次按鈴提醒、

第 45 分鐘第 2 次按鈴結束。 

6.會議紀錄及申請人

承諾事項確認 
11:53~12:13(20 分鐘) - 

五.申請人簡報完畢離席 12:13~12:20 (7 分鐘) 
第一組簡報人簡報完畢整理自備器材

離席。 

中場休息及午餐 12:20~13:30 評選委員用餐時間 

六.第二組簡報人報到 13:00~13:30 (30 分鐘) 
第二組簡報人至捷運局 13 樓開標室

報到。 

七.第二組簡報人 13:30~16:08 (158 分鐘) 按抽籤順序為第二組簡報人 

1.申請人進場佈置 13:30~13:50 (20 分鐘) 
通知第二組簡報人進入 14 樓簡報室

準備簡報器材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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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時間 說明 

2.評審規則說明 13:50~13:53 (3 分鐘) - 

3.申請人簡報 
13:53~14:38  

(以 45 分鐘為限) 

 第二組簡報、參與簡報人數以

20 人為限。 

 簡報時間以 45 分鐘為限，第

42 分鐘第 1 次按鈴提醒、第 45

分鐘第 2 次按鈴結束。 

4.委員提問 14:38~15:03 (25 分鐘) 評選委員提問，時間不限。 

5.申請人答詢 
15:03~15:48 

(以 45 分鐘為限) 

第二組簡報人答詢，統問統答，答詢

時間以 45 分鐘為限(委員提問時間不

計入)，第 42 分鐘第 1 次按鈴提醒、

第 45 分鐘第 2 次按鈴結束。 

6.會議紀錄及申請人

承諾事項確認 
15:48~16:08 (20 分鐘) - 

八.申請人簡報完畢離席 16:08~16:15 (7 分鐘) 
第二組簡報人簡報完畢整理自備器材

離席。 

九.評選委員評分 16:15~16:35 (20 分鐘) 評選委員就兩組申請人評分 

十.評選結果彙整 16:35~16:50 (15 分鐘) 
由工作小組彙整評選委員對兩組申請

人評審分數 

十一.確認規格評審結果 16:50~17:00 (10 分鐘) 

委員會確認規格評審結果；評審結果

應由執行機關簽報市長核定後，另通

知申請人並公告之。 

十二.散會 17:00~ - 

註：本表排程除申請人簡報及答詢為限定時間外，其餘為預估作業時程，仍應以實際會議進行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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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授權書格式（簡報順序抽籤使用） 

授權人(申請人或申請人之授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委任被

授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理進行「臺北市西區門戶計畫臺北車站特定

專用區 C1/D1(東半街廓)土地開發案」(下稱本案)規格評審之申請人簡報順序抽籤作業

之相關事宜，抽籤結果並對授權人直接發生效力。 

 

 

此致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授權人：                                   (蓋章) 

 

被授權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1.被授權人於抽籤時應出示身分證件。 

2.授權人印章應與申請人提送執行機關之本案申請書印章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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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授權書格式（評選會議使用） 

授權人(申請人或申請人之授權代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茲委任

被授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身分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代理出席「臺北市西區門戶計畫臺北車站特定

專用區 C1/D1(東半街廓)土地開發案」規格評審之評選會議及全權處理評選會議之相

關事宜，被授權人於評選會議所為、所受之意思表示均對授權人直接發生效力。 

授權人同意參與本次簡報人員詳如附件。 

 

 

此致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授權人：                                   (蓋章) 

 

被授權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註：1.被授權人出席評選會議時應出示身分證件。 

2.授權人印章應與申請人提送執行機關之本案申請書印章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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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授權人同意參與評選會議之簡報人員(含被授權人員)：  

項次 公司 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