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大臺南會展中心營運移轉案
公聽會紀
公聽會紀錄
壹、時間：108 年 4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地點：國立交通大學臺南校區光電學院 R220 會議室
參、主席：李副局長冠志
紀錄：吳國銘
肆、出列席人員表：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專業服務顧問簡報：略
柒、與會人員意見及回應處理情形：
發言人
武東里
劉延欽
里長

發言紀錄
一、 周邊鄰里（如大潭、武東
里）現行有自來水水壓不
足問題，未來大臺南會展
中心興建營運後，情況可
能更為加劇，請說明如何
改善。
二、 大臺南會展中心營運後恐
將對高鐵特定區交通造成
不小影響，並加劇鄰近中
正南路塞車之問題，其相
關環境影響評估應妥善處
理。
三、 大臺南會展中心的戶外廣
場空間，將來是否可以提
供鄰里作為休閒遊憩的空
間？

四、 建議納入回饋地方及敦親
睦鄰方案，例如在地居民
於大臺南會展中心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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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說明
臺南市政府已向台水公司
反映，台水表示,水壓低係
因該區域有破管漏水,已積
極清查漏水點,維修後即可
恢復水壓。
本案於環境影響評估階段
業已針對交通問題進行評
估，未來本案於營運期間亦
將藉由妥善的進行車流、人
潮的指引以減少對周邊交
通的衝擊，現況周邊路段塞
車之問題。
大臺南會展中心之戶外廣
場可多功能使用，包含展
覽、停車，也可開放供民眾
使用之休閒空間，並串聯周
邊的公園、商場等，提供良
好的休憩環境。
由民間機構投標時自行提
出回饋事項，貿易局將列入
甄審評分項目，得標廠商將

之優惠。

五、 周邊鄰里團體居民對於高
鐵特定區之發展期待甚
久，期望本案如期完工營
運。

大潭里
林文鍠
里長

一、 建 議 周 邊 相 關 建 設 計 畫
（如飯店等）能與本案並
進，並盡快完成相關招商
作業，方能帶動地方熱鬧
及繁榮。
二、 同武東里里長所述之自來
水水壓問題，因大潭、武東
里位處自來水管線尾端，
雖過去曾向相關單位反映
加設自來水加壓站，惟仍
無改善作為，建請協助向
自來水公司反映解決，應
將特定區及周邊鄰里做通
盤規劃及改善，否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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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投標當時之承諾，應履
行相關優惠及回饋措施。參
酌本部現行管有展覽館案
例，展館內停車場於展館未
營運時間，提供周邊鄰里停
車優惠之彈性作法，惟依促
參法第 50 條規定，若非法
律有明文規範優惠措施(如
身心障礙者、老人)，否則不
能要求民間廠商給予特定
優惠措施或費率減免，故後
續仍將依民間機構提出之
回饋方案為準。
大臺南會展中心以 110 年第
4 季開始營運為目標，目前
進度正常，本案透過貿易
局、臺南市政府、統包團隊、
專案管理監造顧問公司共
同鼎力配合，應可如期完工
營運。
旅館之招商將與鐵道局持
續進行協調，盡快推動，希
望能與相關建設同時完工。

目前臺南市政府已向台水
公司反映，台水表示水壓低
係因該區域有破管漏水,已
積極在查漏水點,維修後即
可恢復水壓。

六甲里
林石象
里長

本案完工營運後，恐將對
周邊鄰里帶來用水問題。
三、 大潭、武東、六甲里最主要
的土地使用為農地而非建
地，屬非都市計畫區用地，
應配合特定區開發變更為
建地以提供未來特定區之
從業人員居住需求，否則
未來特定區之產業聚落發
展將大為受限。
一、 建議是否於未來大臺南會
展中心營運時，納入提供
在地居民工作機會之相關
條件？

二、 特定區內各重大開發案均
已陸續動工，未來將有較
多人口進駐，然而周邊連
接道路都無妥善規劃，如
中正南路一段與六甲路形
成的曲折彎道至今亦無改
善，未來交通恐為一大隱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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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之發
展計畫屬臺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之權責範圍，其周邊
地區與都市計畫區域之範
圍與發展之相關計畫，若有
需要亦可請臺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與地方居民進行
說明。
會展產業屬服務業範疇，除
會展中心員工招募外，未來
於活動、會議或展覽舉辦期
間，亦將產生不少工作機
會。本案目前依促參法規
定，擬由民間機構自行提出
回饋，貿易局將列入甄審之
評分當中，後續由得標廠商
依其投標當時之承諾履行
相關地方回饋措施。
會後經詢市府及公所相關
單位，該路口周邊房屋林
立，截彎取直困難，尚需考
量該區域整體交通流量、特
性及市區交通變動狀況，建
議短期先由道路交通號誌、
標誌規劃及交通管制措施
等方式改善。
中央與地方相關單位將逐
步規劃與檢討改善沙崙智
慧綠能科學城周邊道路狀
況。

文藻外
語大學
翻譯系
暨多國
語複譯
研究所
周伶瑛
副教授

一、 配合會展中心營運，周邊 本 案 周 邊 未 來 將 有 三 井
住宿及餐飲宜加強規劃， outlet 購物中心進駐，對於
以因應人潮需求。
本區域餐飲、購物等機能將
有相當大的助益；旅館招商
亦將與鐵道局持續進行協
調。
二、 會展中心四周腹地充足， 本案展場為無柱空間，可因
可結合臺南在地各特色產 應會議、宴會、表演等多元
業聚落，規劃多元活動，帶 使用，期望可先提升展館使
進人潮，活化場地運用。 用率，進一步帶動地區整體
發展。
三、 可結合在地大學及協會組 未來將請民間營運機構推
織，辦理各項國際性會議、 動辦理。
培訓活動等。
四、 會展中心至市區的交通網 本案於環境影響評估階段
絡宜做好聯外交通規劃， 業已針對交通問題進行評
可增進參與的意願，帶進 估，未來本案於營運期間亦
人潮。
將藉由妥善的進行車流、人
潮的指引以減少對周邊交
通的衝擊，現況周邊路段塞
車之問題。
五、 為增進會展中心營運，可 未來大臺南會展中心主要
邀請在地學校文創中心、 以會議、展覽及活動為主，
育成中心及特色商品業者 部分為商業營運空間，尚無
等進駐。
規劃業者產品展示及辦公
空間。會展空間使用率的提
升將是大臺南會展中心經
營重點之一，進而漸進帶動
會展中心周圍的商業服務，
將朝以扮演在地產業群聚
及櫥窗為目標。
六、 培育會展專業人才，協助 政府將持續推動我國會展
會展中心籌組創意活動， 產業發展，並加強培育專業
以強化會展中心營運。
人才及提升產業之核心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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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
義大學
行銷與
觀光管
理學系
劉瓊如
教授

一、

二、

三、

四、

國立政
治大學
地政學
系
蔡育新
教授

一、

爭力。
因應獎勵旅遊及產業多功 感謝教授之肯定與建言。
能展示等需求，臺南確需
一處大型會展中心，以符
實際產業需要充足發展空
間。
在一樓展覽部分，建議考 大臺南會展中心一樓空間
量商業或旅遊交易空間， 皆為彈性隔間，提供民間機
餐廳應有對外營運之功能 構未來營運相當大的彈性
性，或餐廳應可朝多樣、多 空間，商店街未來亦可對外
元性的功能（提供簡餐、素 營運。餐飲服務未來將由民
間機構另尋餐飲廠商營運，
食、麵食等餐飲）。
後續以民間機構與餐飲廠
商之規劃為主。
在三樓會議部分，建議考 本案會議廳規劃已於統包
量口譯室、用餐場所規劃、 工程中配置有準備室、控制
會議準備空間、儲藏室等。 室、燈控室、口譯室等專業
附屬設施，將可因應專業國
際會議之使用需求。
未來在會展中心周邊，建 本 案 周 邊 未 來 除 三 井
議以創造綜合渡假休閒園 outlet 購物中心及待招商
區的概念思考，除旅館、 之旅館外，目前基地南側尚
outlet 購物中心外，可朝 有一處產業專用區土地，未
開發遊樂園及熱帶植物園 來較有機會作為商業發展
區等，以利匯聚人氣。
使用。本區開發仍需長時間
培養，整體之發展為中央與
地方等相關單位長期共同
努力之目標及方向。
郊區型高鐵站與中型都會 本案使用率的提升將是大
區 的 站 區 發 展 挑 戰 性 較 臺南會展中心主要的經營
高，臺南屬郊區型高鐵站， 重點之一，逐漸帶動會展中
使 用 率 及 營 業 收 入 的 提 心周圍的商業服務設施。
高，將是未來大臺南會展
中心營運之努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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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停車場可提供如高鐵
乘客於非會展尖峰時日共
用。
三、 建議除展覽型之使用外，
是否有常駐型廠商之多功
能彈性使用可能，以吸引
每日型遊客、居民。

四、 建 議 規 劃 友 善 之 步 行 空
間，包括至高鐵站、outlet
購物中心等，以減少人車
衝擊。
五、 善用戶外廣場成為開放式
庭院空間，除提升本案基
地景觀外，亦可吸引地方
居民休閒遊憩之用。

六、 上 下 貨 空 間 應 於 基 地 內
化，減少交通衝擊點。
七、 善用非日曬東側為室外展
示空間。

八、 建議以最小的不透水空間
規劃，因應可能氣候變遷
暴雨，以下凹方式規劃綠
色空間為滯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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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建議將提供民間機構
做為營運規劃參考。
本案一樓展場空間皆為彈
性隔間，未來民間機構營運
時將有最大彈性，可供會
議、宴會、表演等多元活動
使用。另關於引入常駐型廠
商一節，需考量以滿足會展
活動舉辦為主之前提下，再
行評估引入之可行性，故此
部分建議可保留彈性，由未
來民間機構提出相關營運
規劃。
目前規劃預留空橋聯接臺
南高鐵站、旅館周邊重要設
施，以達到減少人車衝擊及
促進聚集人流之目的。
大臺南會展中心之戶外廣
場可多功能使用，包含展
覽、停車，也可開放供民眾
使用之休閒空間，並串聯周
邊的公園、商場等，提供良
好的休憩環境。
展覽卸貨車位已於規劃設
計時納入考量。
戶外展示空間未來將可作
為 300 攤展覽、臨時停車等
多功能使用，將可視未來實
際營運需求彈性運用。
本案用途為多功能會展中
心，基地內除道路及部分廣
場為不透水區域，其餘空間
皆以透水磚及綠地規劃，針

九、 與地方之利益共享外溢計
畫，建議列入招商評選之
招標計畫中，包含經濟、觀
展、空間使用等層面。

十、 有關里民擔憂之用水或交
通問題，市府交通局或其
他有關單位，應向里民多
加說明。
玖、散會(1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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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案東側大型開放空間，
因本案有戶外展覽及臨時
停車之需求，表面皆以透水
磚鋪面設計，符合綠建築基
地保水需求，且已取得銀級
綠建築候選證書。
本案後續將參酌納入甄審
項目中，由民間機構自行提
出回饋事項，貿易局將列入
甄審之評分，得標廠商將依
其投標當時之承諾，履行相
關優惠及回饋措施。
貿易局及臺南市政府將協
助向有關單位反映里長訴
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