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公開徵求文化創意事業運用 

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案 

招商文件 Q&A 

 

 

                 

                 

                  

主辦單位：文化部 

執行團隊：以境研究顧問有限公司 

協同團隊：環宇法律事務所、恒維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寰宇國際財務顧問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13 日 

June 2021  



    
 

2 

目錄 

一、申請作業程序 .................................................. 3 

Q1本案申請人之資格為何？ ......................................... 3 

Q2如果要申請參與本案，要檢附那些資格證明文件？ ................... 4 

Q3本案申請作業流程與時程為何？ ................................... 4 

Q4如果對於申請的文件有疑義，要如何提出？ ......................... 4 

Q5申請本案之評審流程及標準為何？ ................................. 5 

二、營運要求與限制 ................................................ 5 

Q1本案營運的土地和建築物範圍？ ................................... 5 

Q2本案「租用期間」為多久？ ....................................... 5 

Q3本案「整備、整建期間」之 5年園區營運面積比例規定為何？ ......... 6 

Q4請問如何進行土地、建築物及設備之交付及點交的流程及方式？如何確保

土地、建築物及設備之狀況？........................................ 6 

Q5為確保本案營運品質及維護歷史建築風貌，申請人必須於園區運用契約期

間內投入投資金額應至少達新臺幣 5,500萬元，其可以認列的項目包含哪

些？.............................................................. 6 

Q6本案營運事業項目應符合哪些規定？ ............................. 7 

Q7本案園區營運規劃須包括「文化政策區域平台」、「在地藝文支持基地」及

「文化商業服務空間」，其相對應的營運要求為何？..................... 8 

Q8本案園區營運空間的限制為何？................................... 9 

Q9申請人於園區運用契約期間內應繳納之「變動營運權利金」、「土地租

金」及「房屋租金」，其計算依據規定為何？ ....................... 9 

Q10考量花蓮地區颱風及地震頻繁，對於園區經營機構是否有相關因不可抗

力因素產生災害的保障機制？....................................... 10 

三、議約及簽約規定 ............................................... 10 

Q1未來得標後之議約及簽約程序和原則為何？ ........................ 10 

Q2申請人得標後是否要新設法人？ .................................. 10 

Q3履約保證金之發還規定如何計算？ ................................ 10 

 

  



    
 

3 

一、申請作業程序 

Q1本案申請人之資格為何？ 

A：本案申請人的資格均須符合一般、財務及專業能力之資格，針對

單一申請人及經營聯盟申請人，以下分述說明： 

1. 一般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參與本案： 

(1) 單一申請人須為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之單一公司法人；或依我國民

法及相關規定成立之合法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2) 經營聯盟申請人為由兩個以上前述相關法人以共同合作方式組

成的經營聯盟，其組成員應包括授權代表與一般成員。 

2. 財務能力資格：均須符合下列條件，得申請參與本案： 

(1) 單一法人申請人，實收資本額或財產總額至少應達新臺幣 2 千萬

元以上；經營聯盟申請人之各成員之實收資本額或財產總額合計

應達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上，且授權代表法人實收資本額財產總額

至少應達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 

(2) 單一申請人、經營聯盟申請人授權代表及一般成員，最近 3 年應

無退票紀錄及最近 3 年無重大喪失債信之情事。 

3. 專業能力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參與本案： 

(1) 如為公司法人，其登記營業項目必須具有「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第 3 條規定文化創意產業範疇之一。 

(2) 如為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辦理事業或業務項目必須具有「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第 3 條規定文化創意產業範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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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如果要申請參與本案，要檢附那些資格證明文件？ 

A：本案申請人必須檢附一般、財務及專業能力之相關證明文件，以

下分述說明： 

1. 一般資格：申請人須提出主管機關核發之公司或法人登記資料。 

2. 財務能力資格：申請人均須提出以下證明文件： 

(1) 單一法人申請人或經營聯盟申請人之授權代表及一般成員，其資

本額如達 3 千萬元以上者，須提出最近 3 年經合格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表；如未達 3 千萬元者，營業收入淨額達 1 億元或參加勞

保員工達 100人，須提出最近 3年經合格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

如未達 3 千萬元者，營業收入淨額未達 1 億元或參加勞保員工未

達 100 人，須提出最近 3 年財務報表。 

(2) 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證明文件或國內外債信評等證明文件。 

(3) 依法定期納稅證明文件。 

3. 專業能力資格：須提出足以證明符合本須知所述專業能力資格之

相關證明文件。 

Q3本案申請作業流程與時程為何？ 

A：本案將於中華民國 110 年 09 月 13 日公告招商，至 110 年 11 月

11 日申請文件收件截止，共 60 天。並預計於民國 110 年 11 月底

前完成資格審查及綜合評審，選出並以書面通知最優及次優申請

人；後續預計於 110 年 12 月底前完成議約。 

Q4如果對於申請的文件有疑義，要如何提出？ 

A：申請人如果認為申請相關招商文件有疑義，應於民國 110 年 10 月

01 日（含）前，得採用本須知疑義請求釋疑表格式（附件一-18），

應正式以書面函請文化部釋疑。而文化部應於前述請求釋疑期限

截止後至民國 110 年 10 月 14 日（含）前以書面函覆請求釋疑之

申請人，必要時並得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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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申請本案之評審流程及標準為何？ 

A：本案評審的程序包括資格審查及綜合評審二階段，在評選出最優

申請人後進入議約與簽約階段。 

1. 資格審查：應符合本須知第 3.1 條及第 3.4.1 條申請人資格及應備

文件的規定。經資格審查通過者，為合格申請人，即具備參加下

一階段綜合評審的資格。 

2. 綜合評審：由專案小組依本須知第 5.4 條的規定，就合格申請人

所提的「投資經營計畫書」進行評審，各專案小組委員依各評審

項目所占權重百分比，給予各合格申請人各評定項目所得之分數，

本案採序位法，如合格申請人超過一人時，所得分數合計最高者，

核給第一序位，次高者核給第二序位，依此類推。 

二、營運要求與限制 

Q1本案營運的土地和建築物範圍？ 

A：本案營運土地範圍為花蓮縣花蓮市主商段 117、117-1、117-17、

117-18、117-24 及 117-27 地號共 6 筆土地，面積約 3.289049 公

頃，不包含編號 19 建物（116-009 建號）之垂直投影土地面積；

本案營運建築物共 25個編號建物及其設施、設備，總樓地板面積

14,833.8平方公尺（以文化部交付建物清冊登載面積為準），詳細

土地及建築物之相關資訊請參閱申請須知。 

Q2本案「租用期間」為多久？ 

A：「租用期間」自本案土地及建物租賃契約簽約日起算計 15 年，其

中，可以進一步分為「整備、整建期間」及「營運期間」。「整備、

整建期間」自本案土地及建物租賃契約簽約日起算至文化部審

查同意園區經營機構開始營運之日止，不得逾本案土地及建

物租賃契約簽約日起 5 年；「營運期間」為自文化部審查同意

園區經營機構開始營運之日起算至本案租用期間屆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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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本案「整備、整建期間」之 5年園區營運面積比例規定為何？ 

A：本案「整備、整建期間」不得逾本案土地及建物租賃契約簽約日

起 5 年，其 5 年期間之園區營運面積比例規定如下： 

1. 簽約後 2 年內，營運面積須達全區建物總樓地板面積 30%。 

2. 簽約後 4 年內，營運面積須達全區建物總樓地板面積 60%。 

3. 簽約後第 6 年起，營運面積須達全區建物總樓地板面積 100%，

即開始全區營運。 

Q4請問如何進行土地、建築物及設備之交付及點交的流程及方式？

如何確保土地、建築物及設備之狀況？ 

A：文化部與園區經營機構簽訂全區土地及建物租賃契約後，將辦理

土地交付及建物及設備現場點交動作，其流程如下所示： 

1. 文化部辦理會勘並提供園區經營機構損壞評估狀況。 

2. 依土地或建築物登記文件與營運資產清冊進行現場點交及簽收。 

3. 點交及簽收後如有瑕疵或故障，不得再對文化部為任何主張。 

Q5為確保本案營運品質及維護歷史建築風貌，申請人必須於園區運

用契約期間內投入投資金額應至少達新臺幣 5,500萬元，其可以認

列的項目包含哪些？ 

A：認列項目主要可分重置修繕、設備添購汰換、保養維護、研究設

計等勞務經費及其他項目，整理如下表所示，而認列之建物、設

施、設備及報告等，應列入契約終止之歸還及移轉還標的。 

分類 認列項目 

修繕裝修等工

程經費 

• 歷史建築及一般建築之重置修繕、裝修、改裝、修繕、

增建、改建或修建 

設備添購汰換 • 營運相關設施及設備之添購汰換 

保養維護 
• 營運資產日常保養及維護、園區景觀植栽日常維護、防

蟲防蟻等生物危害施作 

研究設計等勞

務經費 

•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變更、因應計畫變更、調查研究及設

計、補請或補領使用執照、使用執照變更 

其他項目 • 資本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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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本案營運事業項目應符合哪些規定？ 

A：營運事業項目應符合花蓮縣政府 98 年完成「變更花蓮都市計畫

（歷史風貌公園用地（二）為創意文化專用區）」、98 年完成「擬

定花蓮都市計畫（創意文化專用區）細部計畫」之細部計畫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相關規定，本案範圍得為下列設施使用： 

設施使用 種類 

• 與創意文化創意產業相關及

供商談、接洽、處理一般事

務之場所（G2） 

• 供集會、表演、社交，且具

觀眾席及舞台之場所（A1） 

• 供參觀、閱讀、會議，且無

舞台設備之場所（D2） 

其種類分屬於文化創意產範疇中的項目如

下： 

• 創意生活產業。 

• 視覺藝術產業。 

• 音樂與表演藝術產業。 

• 文化展演設施產業。 

• 工藝產業。 

• 設計產業。 

與系統支援相關之活動或設施 

• 行政辦公室及管理服務設施（行政辦

公室、住宿設施、後勤支援設施及員

工停車廠等）。 

• 醫療保健設施。 

• 防災、避難及緊急救援設施。 

• 園藝及造景相關設施。 

• 相關公共設施與公用設備。 

• 批發業或零售業、綜合零售業（F3）

不含 F301、餐飲業（F5）之(F501)、

其他工商服務業(IZ)不含(IZ09)、其他

服務業(JZ)、娛樂業(J701)、觀光及旅

遊服務業(J9)不含(J901；商業(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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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本案園區營運規劃須包括「文化政策區域平台」、「在地藝文支持

基地」及「文化商業服務空間」，其相對應的營運要求為何？ 

A：下表要求皆須符合： 

營運規劃 要求 

文化政策

區域平臺 

1. 花東藝文櫥窗：園區經營機構每年應保留室內展演空間及

戶外開放空間合計 90 天（或早、中、晚等 270 個時段場

次）無償供本部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使用，用以辦理主題展

演、推廣體驗、輪展或巡迴展等活動，該使用時段水電費

由本部或其指定之第三人負擔。 

2. 花東主題策展：園區經營機構需結合第三方藝文專業機構

或中介組織協力執行，並依下列需求，於投資經營執行計

晝書提出規劃初步內容及機制，每年度具體執行提案及空

間規劃於該年度事業計畫提出，以上內容經本部同意後執

行：每年策辦 2 檔花東文化內容（如南島文化創意節慶活

動、花東及太平洋文化美學、原住民文化、區域議題等）

之主題策展、每年策辦 1 檔花東文學內容之主題策展。 

3. 其他：園區經營機構得提出優於或不亞於上述內容之文化

政策區域平臺措施，經本部同意後執行。 

在地藝文

支持基地 

1. 設置「表演廳空間」、「排練場空間」、「大、中、小型展示

空間」等文化創意培育相關設施，制定公開徵選辦法、輪

替及回饋等機制，以優惠租金提供在地表演藝術、影音像

製作、藝文欣賞及劇場活動、文創及青創品牌育成等使

用。 

2. 設置「共享辦公室」、「交流空間」等育成扶植空間，制定

公開徵選辦法、輪替及回饋等機制，以優惠租金提供在地

藝術團隊、微型文創品牌、青創業者等進駐使用。 

3. 辦理花創藝術村：邀請國內外及在地（如泛太平洋地區南

島文化國家）具潛力或年輕藝術家至園區空間執行藝術家

駐村創作交流，制定公開徵選辦法、輪替及回饋等機制，

並定期辦理相關分享活動或假日藝術家市集（約 15〜20

攤），每年至少各 6 場，以達扶植地方藝文發展之目的。 

4. 其他：園區經營機構得提出優於或不亞於上述內容之在地

藝文支持基地措施，經本部同意後執行。 

文化商業

服務空間 

提供文創設計產品及在地工藝產作品、原住民特色商品之展售

空間、商業展覽、特色商店、複合式主題餐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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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本案園區營運空間的限制為何？ 

A：本案就園區經營機構之營運空間比例，包含文化創意培育空間、

自行營運空間、餐飲空間等，相關規範如下表所述皆須符合： 

營運空間 比例限制 

文化創意

培育空間 

• 相關設施面積應佔全區建物室內總樓地板面積 15%以上。 

• 作為「文化政策區域平臺」及「在地藝文支持基地」使用

累積天數達整年度使用天數 70%或達 180 天以上（該空間

樓地板面積得計入前述之 15%）。 

自行營運

空間 

• 廠商自行經營空間之樓地板面積應佔全區建物總樓地板面

積之 35%以上。 

餐飲空間 

• 「純餐飲空間面積」不超過全區建物總樓地板面積 10% 。  

• 「純餐飲空間面積」與「複合式文創餐飲空間面積」合計

不超過全區建物總樓地板面積 15%。 

Q9申請人於園區運用契約期間內應繳納之「變動營運權利金」、

「土地租金」及「房屋租金」，其計算依據規定為何？ 

A：園區經營機構應繳納之項目說明如下表所示： 

項目 計算方式 

變動營運

權利金 

每年依會計師簽證之年度財務報表所計算之營業收入總額提撥一

定比率之權利金予文化部。比率如下： 

1.當營業收入總額 4,000 萬元(含)至 5,000 萬元，提撥 0.2％。 

2.當營業收入總額為 5,000 萬元(含)至 6,000 萬元，提撥 0.25％。 

3.當營業收入總額為 6,000 萬元(含)至 1 億元，提撥 0.4％。 

4.當營業收入總額為 1 億元(含)以上，提撥 0.6％。 

其中若第一年及本契約期間屆滿當年或因終止契約致租用期間不

足 1 年者，依該年度之天數比例計算之。 

土地租金 

園區經營機構於園區租用期間之第 1 年至第 5 年免繳納土地租

金；第 6 年起至第 15 年期間，每年按當年度土地依法應計收之

地價稅繳納土地租金。 

房屋租金 
園區租用期間每年按當年度房屋依法應繳納之房屋稅計收房屋租

金。第 1 年房屋租金則以文化部函請稅捐機關試算之金額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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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考量花蓮地區颱風及地震頻繁，對於園區經營機構是否有相關

因不可抗力因素產生災害的保障機制？ 

A：本案針對因重大或緊急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致需對具文資身分

之建物及設備進行更新替換、搬移或建物結構補強時，文化部應

於接獲園區經營機構通知後，協助通知主管機關儘速進行會勘，

如致具文資身分之建物及設備之結構損壞等重大修繕，且園區經

營機構無可歸責事由，除保險所補償之費用外，其餘額得與文化

部協商或協調另商議修復處理權責。 

三、議約及簽約規定 

Q1未來得標後之議約及簽約程序和原則為何？ 

A：本案最優申請人應依據文化部提出之園區運用契約（草案）及本

須知其他附錄（附錄一、附錄二、附錄四、附錄五）進行議約。最

優申請人應自接獲評定通知函之次日起 30 日內，與文化部完成議

約。最優申請人於接獲簽約通知函之次日起 30 日內，與文化部完

成簽約事宜。 

Q2申請人得標後是否要新設法人？ 

A：單一申請人得新設法人，經營聯盟申請人應新設法人，詳細說明： 

1. 單一申請人如獲選為最優申請人，得逕與文化部簽訂園區運用契

約，亦得成立新法人與文化部簽訂園區運用契約，惟原單一申請

人應為未來新設法人之園區經營機構唯一當然發起人。 

2. 經營聯盟申請人應完成新設法人後與文化部簽訂園區運用契約，

未來新設法人之園區經營機構發起人須為原經營聯盟申請人各

組成員。 

Q3履約保證金之發還規定如何計算？ 

A：本案履約保證金額度為新臺幣 800 萬元整。文化部將依園區經營

機構每年度經文化部認定後之投資金額佔園區運用契約約定投資

金額之比例，於隔年 5月 31日前按該比例發還履約保證金，惟發

還履約保證金之額度累計不得逾 600 萬元。舉例來說，110 年經

文化部認定廠商投資金額 1000 萬， 111 年發還 800 萬

*1000/5500=145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