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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APEC第21屆財政部長會議中，

各界媒體以「APEC財長會求解基建融資難 

亞太各國聚焦PPP模式」為題，強調公私

協力，也就是公私部門夥伴關係 (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 的重要性。在財

政部長聯合宣言中提到，對於公共工程之投

資和融資合作，應採行PPP來推動建設。

　　反觀我國於2000年2月頒布促參法時，

即全面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後續各級政

府積極投入招商，施行迄今已逾15年。而

「台灣世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於2004

年10月中華技術第64期曾發表「淺談委託

民間參與經營公共建設之執行經驗」等六

篇專文，介紹本公司於促參法推動之初期

成果，後續又於2008年10月中華技術第80

期及2011年4月中華技術第90期，分別再以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專題」與「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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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再創台灣黃金時代」發表專刊，分享本公司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面所

累積之專業與實務經驗，及反應當時發展趨

勢。

　　本期更以「民參再精進與新契機」為主

題，特別專訪：財政部張璠政務次長說明

「財政部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展望」；新

北市政府陳伸賢副市長分享「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對市政推動之成效與未來促參新方

向」；台南市政府財政處張紹源處長介紹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對市政推動之成效與新

契機」。另外本期特別邀請台北市政府前財

政局陳盈蓉局長撰寫「台北市政府推辦市有

土地租金債權證券化經驗談」專文，並納入

「邁向台灣民參3.0」等十餘篇專題報導，

從歷年來執行民參全生命週期服務之實務經

驗，反思現有執行困境及風險，探討引進新的資金活水、新的民參方

式、新的推動思維，以期誘導國內民參投資邁入新的發展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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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財政部政務次長   

張 璠
談 財政部對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之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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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您怎麼看政府與民間在促參推動上的

關係？

答：首先，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其實很辛

苦，需以契約甲乙雙方建立夥伴關係為考量，

如果甲乙雙方缺乏互信，造成計畫無法持續推

動，那麼PPP將會成為災難。

　　其次，民意機關有時候會對BOT計畫有單

位造價太高之疑慮（例如：新北市社會住宅

BOT案）。一般而言，興建之單位造價已經內

含室內裝潢的費用，若將一般裝潢行情之費用

每坪約2萬至3萬元扣除，則此單位造價應屬是

合理。另從民間廠商參與BOT的角度來看，興

建完成之設施需要由民間廠商營運一定期限，

因此民間廠商乃基於其後續營運50年或70年，

從營運期間維護保養成本進行思考，因而提高

期初投資設施之品質與等級，以確保設施可於

期限內達到可使用狀態以及降低營運期間維護

保養之頻率與費用是符合廠商整體利益的。而

從BOT契約精神來看，若因單位造價太高而導

致興建成本大幅增加，此風險亦屬於民間廠商

所需承擔，並不損及政府及民眾之利益。舉例

來說，計程車費率乃政府訂定統一收費標準，

若計程車廠商願意提更高級之車種（如BENZ）

提供服務，民眾則同樣支付相同費用，但卻

可以享受更好的服務，或民眾若支付較少費

用，也能享受過去相同的服務品質，對於民眾

而言自然都是好事；就如同BOT民間廠商願意

壹、前言

　　財政部張璠政務次長為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曾任經濟部工業局科長、專門委員、副

組長、組長；立法院研究員、簡任編纂、簡任秘書；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副局長，以及新北市政

府城鄉發展局局長。

　　張政次的專長在於公有土地開發與都市規劃等，曾主辦推動彰濱、雲林離島與各科技工業

區開發；在擔任國有財產局副局長期間推動公有土地活化，卓有績效。目前張政次將以其地政

專才負責督導國有財產等業務，協助財政部長推動重大財政政策。

　　本期刊很榮幸於2015年1月21日專訪張政次，也非常感謝張政次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

訪，並提出寶貴的經驗，其內容精闢值得讀者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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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現在政府財政的確仍困難，雖然財政部

2014年稅收呈現超過預期，然而超增的部分是

不是能夠持續下去，是否成為一個常態或長期

性之穩定狀態，均難以預估。然對於一個整體

且長期財政發展，則不應該貿然進行降稅，而

衍生更多風險。

　　民間參與除了可加速政府公共建設之提供

外，更重要是可引進民間廠商的效率。如新北

市的社會住宅，2013年底開始動工，如果快的

話2015年底就可以完成，而台北市的社會住宅

則到現在都還沒有發包，這就是民間的效率，

提高興建投資成本，除了降低後續維護保養費

用外，如果還可以提供民眾更好的設施與服務

品質，應該是民眾、政府、民間廠商三贏的局

面。

　　以目前政治環境及社會氛圍，對於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最大風險在於政治風險，往往因彼

此的不信任或者執政者輪替產生許多的質疑與

誤會。民間參與的精神是建立在政府與民間廠

商互信的原則下，彼此間應該是夥伴的關係。

換句話說，需要注意不應單純以現在的條件去

檢視簽約當時的條件，這是不公平的。舉例來

說，土地的飆漲是難以且無法預測的，因此往

往過去時點認為合理的價格，現在回過頭來看

則因時空背景的不同，而造成過去價格可能有

過低之疑慮產生，似乎略顯不公平且不合理。

回顧SARS當時的地價，或者從90年代來看現

在的地價，現在價格在當時均是難以想像；不

過，換個角度來看，現在則需負擔更高額的地

上權價格。但相對的，廠商負責50年或70年的

營運管理其間亦可能有許多可能的外在環境變

動與風險，同時何種投資報酬是合理的，如要

檢討，應一併檢討，不可只是對單方有利的條

件做檢討而忽略他方之風險。

問：目前社會大眾對於民間參與業務有些

誤解與不同的聲音，未來在民間參與

業務的政策走向為何？

(左)張璠次長                                                                                                   (右4)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3)王子安協理  (右2)林偉崇經理  (右1)王勤銓規劃師
 



1
人
物
專
訪

No.106│April, 2015 │9

由於民間比政府來的更有彈性，因此民間確定

目標方向後，則可以以更有效率且更最快速的

方式推動，將可讓民眾提早看到並享受此公

共建設之服務。如同高鐵、台北101，若只是

不斷地質疑或者彼此間不信任，就無法推動下

去。

　　雖然社會可能有不同之意見與看法，然而

站在政府提供公共建設之目的，藉由民間參與

方式加速公共建設服務提供仍是重要的選擇之

一，政府仍會持續推動。但是在推動的過程，

政府跟民間需要有互信之基礎，社會輿論往往

拿部分的推估數據來質疑，但由民間廠商角

度，他需承擔長達30年、50年、甚至70年充

滿許多不確定性的風險；另外，我們希望鼓勵

更多廠商加入來競標，爭取合理的利潤，但是

不要只批評卻不投入，而當別人得標了以後，

卻不斷質疑得標者有暴利（許多均非事實）卻

不提其所需擔負的風險，誤導社會大眾視聽，

這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左)張璠次長                                                                                                   (右4)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3)王子安協理  (右2)林偉崇經理  (右1)王勤銓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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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次長從中央到地方又到中央，涉及工

業區之發展、國有土地管理、城鄉發

展及主管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業務，具

備豐富的規劃與實務經驗，而建置公

私夥伴關係似乎是世界的潮流，次長

能否分享一下這方面的執行要領？

答：我自己本身最重要的歷練還是在經濟部的

階段。在經濟部的過程中學到公務員生涯中最

重要的兩件事情，一個是態度、一個是速度。

學到的「態度」就是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

而不是站在政府包贏的角度去思考。

　　採購法是規範政府的採購要公平、公正、

公開的大原則，政府機關同仁常常會遇到很多

採購的實務問題。首先，須先確認同仁是否為

故意，若同仁非故意，是否應該找出一個通案

處理方式協助解決問題，而不是把這些問題均

當作是弊案，此即為態度的問題。換句話說，

對於促參計畫之推動，如果政府認為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是有其需要性，那麼政府與民間機構

之間應該建立在夥伴關係，正確的態度則是如

何跟我們的夥伴共同達成目標，而不應該是政

府把民間機構當作是下包廠商，當下包廠商面

對到任何問題（尤其是不合理的行政程序或抗

爭等），政府均採取不介入、不協助的態度面

對，而任由下包廠商自行處理解決，那麼促參

應該是極難以推動。

　　另外，一個很重的就是「速度」，企業經

營環境的變化是非常快的，但相較於民間，政

府的活動其實相對是比較緩慢的。政府在制定

法規的時候，即使邀請相關單位或民間團體，

可能也不容易發現問題，問題都是在實際執行

後才會發現。因此，好的政府應該是在民間提

出合理的問題時，有必要很快速的回應。基本

上，法令很難定的很細且面面俱到，因此往往

法令都會有可解釋的空間，而政府就是在合情

合理合法的空間下去解釋，提供一套通案解決

及處理的措施。

　　我常常跟同仁講，不能要求各位同仁什麼

事情都要合法去做，但是我們要求一定是不能

違法。過去經濟部長官也曾說過：「經濟部就

是圖利廠商的單位，但須依法圖利、不能圖利

特定對象」；因此，好的公務人員體系處理事

情的原則，就是「先聽合不合理，再問合不合

法」，合理又合法政府本來就要幫忙，而關鍵

就在政府的速度，速度需要夠快才能符合民間

的需求；若合理不合法，就要看是法律位階的

問題或是行政命令的問題，行政命令有問題就

由機關依層級修正，法律條文有問題就需要大

家共同努力修法，而政府就是站在民間共同夥

伴關係的立場一起努力。

法規的時候，即使邀請相關單位或民間團體，

可能也不容易發現問題，問題都是在實際執行

後才會發現。因此，好的政府應該是在民間提

出合理的問題時，有必要很快速的回應。基本

上，法令很難定的很細且面面俱到，因此往往

法令都會有可解釋的空間，而政府就是在合情

合理合法的空間下去解釋，提供一套通案解決

我常常跟同仁講，不能要求各位同仁什麼

事情都要合法去做，但是我們要求一定是不能

違法。過去經濟部長官也曾說過：「經濟部就

是圖利廠商的單位，但須依法圖利、不能圖利

特定對象」；因此，好的公務人員體系處理事

情的原則，就是「先聽合不合理，再問合不合

法」，合理又合法政府本來就要幫忙，而關鍵

就在政府的速度，速度需要夠快才能符合民間

的需求；若合理不合法，就要看是法律位階的

問題或是行政命令的問題，行政命令有問題就

由機關依層級修正，法律條文有問題就需要大

家共同努力修法，而政府就是站在民間共同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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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推動PFI的時機可能還需要一定的時

間，原因在於現行社會彼此存在互相不信任的

問題。新北市政府推動LED路燈的計畫勉強可

以採用類似PFI精神的作法，但又與PFI有所不

同。LED路燈計畫之特性在於原本每年新北市

政府就需要負擔那麼多的電費和維護費用，計

畫之推動並不會因為現在做了某些政策而增加

未來的負擔。換個角度來說，如果有些計畫推

動可以確定讓現在政府節省一部分支出，而讓

市政有多餘的經費做其他更急迫的事情，此計

畫之推動應該可以降低社會與後續執政者的疑

慮，計畫推動也會比較順利。新北市政府所推

動之LED計畫，就是以前述的精神，雖然維持

一樣經費負擔，但卻可以提供市民更好更優質

的服務品質，原本既有之人力就可以做更多其

他政策的推動或者提升其他市政的服務效能。

PFI的推動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有像LED

計畫特性的計畫是可以持續推動，可讓即使未

來不同執政者亦可同樣享有此計畫的效益與好

處，此部分應該是比較不會有推動之疑慮。

問：公共建設投資資金之不足似乎是全世

界各國共通的問題，在2014年3月22

日經濟學人更是指出" 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在這方面壽險資金是否能扮演更積極

的角色？

　　另外，則需要透過清楚的作業規範或者

是公文、會議紀錄，讓同仁可以遵循，放心放

手去推動。舉過去在新北市區段徵收、市地重

劃對於農地處理的例子，當時在新北市已經考

量到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會遇到農地保留農用

的問題，農民不願意被徵收的理由之一主要是

不願意放棄農保，而取得農保則需具有農民

身分（至少有0.25公頃農地標準才具有農民身

分），因此為避免後續推動之爭議，則事前透

過各局處共同討論會議制定一些準則與通案處

理原則，如區段徵收範圍農地要保留至多容許

0.25公頃，且農地盡量配合規劃在邊角處以利

土地利用與規劃並永不得再變更；另外農業用

地但現狀已經蓋成違章工廠者，自無要求保留

劃設農業用的理由。總之，若有些狀況可以先

預為準備制定一套通案處理原則，同仁就可以

安心去執行，也有遵循之依據。

問：類似以政府採購長期公共服務（PFI）

的方式，是否有可能推動試行？是否

仍有一些法令上之突破要努力？社會

大眾是否也準備好了？以新北市政府

為例，更利用PFI模式辦理「新北市徵

求民間節能路燈換裝暨維護案」，未

來類似這樣的採購是否會鼓勵主辦機

關持續推動以及可能方向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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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目前保險資金的引進關鍵還是在於法令

的問題。保險業者希望得擔任被投資之BOT計

畫的董監事席位，以便有效掌握營運及資金運

用狀況，確保資金適當使用，但目前修法還仍

未突破。國內對於金融保險採取高度管制的態

度，所以比較擔心條件的放寬或鬆綁可能會對

金融或保險業產生比較負面的影響。基本上，

財政部立場還是希望可以讓保險的資金進入促

參，因此未來在適當的時機還是會持續與金管

會溝通爭取支持，並降低可能的負面影響，這

點我們會持續努力。

問：APEC第20屆及第21屆財政部長會議

之財政部長聯合宣言，均提及對於基

礎設施之投資和融資合作方面應採行

PPP來推動。在這方面APEC其他經濟

體作法有何可做為我國後續發展精進

之借鏡？而我國PPP經驗輸出的想法

為何？

　　近期接待兩個國外的訪問團，包括美國東

南區州的州議會議員以及丹麥的國會議員，發

現歐美先進國家對於PPP推動均有相當高度的

(左)張璠次長     (右)李元唐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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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顯示各國對於PPP之推動亦非常重視與

積極。近期中國大陸相當積極投入亞洲國家基

礎建設，也提供資金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簡

稱AIIB）」，此為一種國力的延伸、區域發展

以及全球布局的策略。而近期參加APEC財政

部長會議，各國對於台灣PPP經驗均給予相當

大的肯定，因為台灣其實推動PPP有相當多的

案例與經驗，這些都是我們的利基。

　　台灣PPP經驗是否可以輸出還有幾個面向

需要思考。首先，台灣對於合約相較於歐美國

家則較不嚴謹，往往會偏重執行後的協商；

但歐美國家對於PPP最重要的是要有法律的支

撐，所有爭議均依合約處理；第二則為財務的

協助，過去我們較少由銀行、律師事務所、施

工單位、規劃設計單位、政府等共同結合出外

爭取國際合約經驗；第三則是我國與東南亞或

鄰近國家沒有邦交，對於台灣PPP經驗輸出可

能會面臨到更大的國家政治風險。但是整體來

看，台灣的確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因此政府還

是希望並鼓勵將台灣PPP的經驗輸出，初期也

許可以透過與其他國家合作的方式共同進入亞

洲市場，應可發揮我們的優勢並創造更多的機

會。

後記

　　承蒙財政部張璠政務次長百忙之中，撥冗

接受本次專訪，闡述過去在經濟部的歷練以及

在財政部與新北市關於民間參與的經驗。綜合

本次訪談要義，概為：政府與民間在BOT中乃

扮演夥伴關係，而彼此間的互信才有助於計畫

的推動；過去的政策或計畫推動均有其時空環

境背景，若以現在的條件來檢視過去條件則是

不公平的，如要修約亦應兼顧雙方的收益與風

險妥善處理；另外在工作歷練中體認到速度與

態度的重要性，「態度」乃站在對方的角度去

思考創造雙贏，而「速度」則是政府要用最快

速的方式回應並解決民間的問題；財政部立場

仍希望讓保險業的資金可以進入，因此仍會持

續與相關單位溝通促成；台灣已有多年PPP的

經驗，也培養出許多優秀之人才，這些都是台

灣PPP經驗輸出的利基，建議可思考與其他國

家合作方式共同進入亞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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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新北市政府副市長   

陳伸賢
談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對市

政推動之成效與未來促
參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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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新北市推動民間參與業務成效卓越，

屢次獲頒「政府機關團隊」金擘獎，

包括：淡水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工

程委外建設營運計畫BOT(第4屆優等

獎)、八里垃圾焚化廠OT委託操作管

理、板橋市特專三臨時平面停車場

OT(第7屆優等獎)、淡水漁人碼頭觀

光旅館暨藝術大街計畫BOT(第10屆佳

等獎)，最近新莊國民運動中心又獲得

優等獎。新北市整個團隊推動促參是

否有特別的秘訣，能否和我們分享一

下？

答：新北市整個團隊是相當優秀的，在促參的

推動上，除了由採購處擔任主要聯絡窗口並作

為各局處之諮詢後盾外，藉由每季的促參推動

委員會，由我本人主持，邀集市府19個業務相

關局處首長擔任委員，共同針對市府促參案件

推動過程遭遇問題研擬個案、通案解決對策，

所以我們的各局處橫向聯繫相當良好，當然每

季召開一次的推動會議是不夠的，針對個案不

論遭遇什麼困難，隨時都可以請本人或秘書長

主持會議邀集相關局處共同協調，我們是用團

隊的力量在推動促參。 

壹、前言

　　新北市政府陳伸賢副市長為台大農業工程學士、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台

科大營建工程系工學博士，曾於1985年至1997年間擔任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兼任講師、

中興工程顧問社執行長。在公職服務期間曾擔任彰化縣政府建設局技佐、技士、臺灣省政府水

利局工程員、副工程司、經濟部水利司簡任技正、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檢查處副處長、綜合

規劃處副處長、勞動條件處處長、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執行秘書、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執行

長、經濟部水資源局代理副局長、經濟部水利處副處長、經濟部水利署副署長、署長等職務。

　　由於陳副市長公職歷練豐富，專長廣泛涉及都市計畫、建築管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

流域管理、勞工福利、勞退基金監理等各層面，在工程部分，曾主導推動曾文水庫越域引水、

基隆河員山子分洪、石門水庫集水區整治等重大工程，卓有貢獻。在接任新北市副市長一職近

一年之時間，以其工程專長協助朱市長推動重大交通、工程及BOT政策。本期刊很榮幸於2015

年1月27日專訪陳副市長，也非常感謝陳副市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並提出寶貴的經驗，

其內容精闢值得讀者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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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各民間機構的創意得以相互借鏡，藉由

良性競爭共同提昇，不單單提供新北市優質的

停車管理服務，當這些民間機構進而參與其他

政府機關辦理之促參案件時，更可將這些創意

及優質服務推廣至全國，全民都可以受惠。

　　除了得獎的，新北市沒有得獎的也很精

彩，新北市的產業環境與城市地位，這幾年正

在快速轉型與蛻變中，雖然新北市有山有海幅

員遼闊，但任何一個公有土地，在新北市都是

相當珍貴的資源，而市政府的態度不是拿到公

有土地就只想到要增加市庫收益而把它拿來辦

　　新北市歷年獲得金擘獎的案例很多，我

想就2014年度獲得金擘獎政府機關團隊獎的

體育處和交通局來簡單說明，體育處這次獲得

優等獎的新莊國民運動中心是新北市第一座國

民運動中心，也是在全國運動中心案件中首次

由政府機關團隊獲得金擘獎，這對我們是很好

的鼓勵，除了歸功於市府各局處承辦同仁的努

力外，新莊國民運動中心成功獲獎的具體作為

包括：興建階段即讓OT廠商進場參與規劃設

計、建立新北市運動中心聯合營運督導委員會

機制、建置三級營運督導機制，這不是單一局

處就可以完成的，需仰賴各局處的橫向聯繫。

新莊國民運動中心營運迄今已2年餘，承辦同

仁真的很辛苦，從初期的摸索，一路上跌跌撞

撞，到現在整體滿意度高達九成，尤其對服務

人員的表現更是感到滿意，端賴營運督導三

級制度的有效落實與執行，而這些好的、不好

的經驗都會回饋到接下來的各座運動中心。新

北市在2014年已啟用6座國民運動中心，預計

2016年6月全新北市將在11個行政區有11座運

動中心，市府將持續督導民間機構，帶給市民

更優質的運動環境，以落實朱市長的政見。

　　而交通局所承辦的停車場OT案件數，為

新北市歷年辦理促參案件的大宗，更是全國之

最，除了各局處團隊合作外，更是首創導入民

間機構橫向連繫的方式，藉由定期邀集不同

地區停車場之各家民間機構，以召開會議的方

(左1)王憶靜正工程師  (左2)王子安協理                                                                                   (右3)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2)陳伸賢副市長  (右1)羅文貞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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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收取權利金，而是要考量到地方觀光與產

業發展，引進哪一種商業或產業型態，能發揮

最大綜效，可以帶動經濟發展，又可以創造就

業機會，同時維護環境的永續，最符合公共利

益的才是市府首要考量之處。　

　　城市的發展常常會與環境維護產生衝擊，

新北市在辦理招商案，不影響環境生態一定是

第一要務，地球只有一個，我們堅持用守護地

球的方式來發展經濟。舉例來說，我們之前辦

理淡水滬尾休閒園區招商案在第一次招商時，

投標廠商規劃一棟28層樓的建築物，從海平

面看過去，硬是把和平公園切成兩半，阻斷了

天際線，更破壞了淡水的天然美景，為了守護

400年來淡水所累積的文化底蘊及豐富地景人

文，我們與當地文史工作者、團體及民意代表

溝通，找出最適合規劃，我們在招商文件上限

定了最高26公尺（約9層樓）的建築高度，同

時要求建築外觀應與附近紅毛城、滬尾砲台、

山景與海景互相融合，以永續保存環境及生

態。

　　新北市推動促參，也很重視善用地方特

色還有擘劃未來的發展佈局，舉例來說，我們

(左1)王憶靜正工程師  (左2)王子安協理                                                                                   (右3)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2)陳伸賢副市長  (右1)羅文貞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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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與藍天集團簽約的新莊國際創新園區招商

案，位於新北產業園區、板橋與新莊北側知識

產業園區的優勢區位，板橋是全國最重要雲端

產業發展基地(中華電信、遠傳電、交換所、

信用卡中心都在新北市設有雲端中心)，而新

北產業園區為新北市ICT產業最重要的發展基

地，在新莊打造民間雲端園區，可以發揮群聚

效果，提升新北市雲端產業的發展能量。

　　另外一個也是去年簽約的淡水滬尾休閒

園區招商案，這個基地位於滬尾砲台下方，在

淡水老街與漁人碼頭的中心點，我們知道去淡

水的人，可能只去老街逛逛，或者單獨去漁人

碼頭走走，不會停留在淡水，新北市辦理這個

招商案，就是希望能把觀光路線，從老街一路

延伸到漁人碼頭，以手作文創體驗及全家休閒

遊憩的設施，延長觀光客停留淡水的時間，消

費在淡水、住宿在淡水，也把觀光能量留在淡

水。

　　我們常在想，民間機構願意與市府合作，

是因為感覺到新北市政府的企圖心、同理心及

全體團隊成員的執行力及協調力，這也是朱市

長重視的二心二力(同理心、企圖心，以及執

行力、協調力)，新北市政府推動促參是充滿

彈性的，我們的溝通協調能力，得到很多業界

的肯定，也讓更多的廠商有更高意願與我們一

起投入新北市的建設，我們也會秉持這樣的精

神，繼續為創造更好的新北市而努力。

問：市府推動「市立土城醫院BOT案」終

於開花結果，在2014年7月間與長庚

醫院簽約，預計於2020年即可增加近

千床之區域級醫院，提升土城區之醫

療資源，也提高新北市之健康城市評

分。從一個毫無人氣的地區性嫌惡設

施--公墓，成功轉換成為一個防災救

人之醫療園區，副市長能否分享一下

築夢踏實的過程以及成功經驗？

答：本案能夠順利推動，有二項重要的因素。

第一項是民眾的需求與支持，其次是市府跨團

隊整合與合作。在2011年，新北市平均每萬人

口才只有15床急性一般病床，遠低於醫療網每

萬人口35床之標準，在全國各縣市排名倒數第

2，僅高於離島的金門縣，這對將近400萬的

新北市民來說極度的不公平。朱市長上任後，

積極推動「在地醫療」政策，故本府於2011

年除向中央成功爭取重新劃分新北市醫療資源

外，並將土城地區興建大型醫院列為重大旗艦

計畫，選定土城金城路2段土城區第一公墓為

「市立土城醫院」建地，由於該用地過去作為

公墓使用，隨著都市發展與民眾醫療需求，自

2007年起地方民眾與各級民意代表即多次表示

希望能夠興建一座綜合型的醫院，加上都市土

地重新再利用的考量，爰選擇土城區第一公墓

醫院簽約，預計於2020年即可增加近

千床之區域級醫院，提升土城區之醫

療資源，也提高新北市之健康城市評

分。從一個毫無人氣的地區性嫌惡設

施--公墓，成功轉換成為一個防災救

人之醫療園區，副市長能否分享一下

築夢踏實的過程以及成功經驗？

本案能夠順利推動，有二項重要的因素。

第一項是民眾的需求與支持，其次是市府跨團

隊整合與合作。在2011年，新北市平均每萬人

口才只有15床急性一般病床，遠低於醫療網每

萬人口35床之標準，在全國各縣市排名倒數第

2，僅高於離島的金門縣，這對將近400萬的

新北市民來說極度的不公平。朱市長上任後，

積極推動「在地醫療」政策，故本府於2011

年除向中央成功爭取重新劃分新北市醫療資源

外，並將土城地區興建大型醫院列為重大旗艦

計畫，選定土城金城路2段土城區第一公墓為

「市立土城醫院」建地，由於該用地過去作為

公墓使用，隨著都市發展與民眾醫療需求，自

2007年起地方民眾與各級民意代表即多次表示

希望能夠興建一座綜合型的醫院，加上都市土希望能夠興建一座綜合型的醫院，加上都市土

地重新再利用的考量，爰選擇土城區第一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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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64床的區域教學級綜合醫院將要誕生於

新北市土城區，相信未來在長庚醫療團隊的投

入下，能使新北市的醫療品質為之提昇。

問：副市長為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協調推動委員會召集人，在推動

過程中，不論是在招商前置作業或是

履約過程，一定會遭遇到一些困難瓶

頸，市府團隊是如何克服？

答：市府升格後預算並無增加，但民眾對於公

共建設需求卻與日俱增，為了提供市民優質公

共服務，朱市長常說除了跨局處的合作，還要

公、民力量共同結合，所以新北市對促參是很

重視的，然而在推動上最需要克服的，主要是

民眾與政府觀念上不同的問題，我們都知道促

參是藉由民間的參與提供民眾更優質的建設或

者服務，來達成政府、民間機構與民眾三贏的

局面，然而吸引民間機構的參與，首要的條件

是案件本身有足夠的自償性，所謂自償？簡而

言之即為此案件可以獲得經濟上的自給自足，

為了使民間機構有意願參與案件的經營，勢必

要提供給民間機構一定合理的利潤，使民間機

構得以對民眾提供長期且優質的服務。因此若

自償性低的案件需要思考以附屬設施來增加自

償的可行性，簡單的說即為增加商業化以獲得

足夠的利潤來填補公共服務的虧損，但是在商

作為未來醫院興建用地。

　　用地擇定後在推動上其實難度還是很高

的，第一公墓的遷移作業本府新工處從2013年

9月到2014年4月歷時8個月完成，因為第一公

墓年代久遠，導致表面遷墳後，發現有疊葬的

情況，為安厝先人骨骸，進行疊葬遷移作業，

起掘之骨骸共31,953肢以及骨罐32座，經過殯

葬處三峽火葬場協助2次火化後，裝罐安厝於

土城區公所管理的靈恩寺納骨塔。第一公墓屬

於山坡地，疊葬遷移後緊接著進行水土保持計

畫，由本府農業局召集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審查

後，於現場坡地施做噴漿保護，或鋪設稻草席

或是草皮，並有2座滯洪沉砂池、14座集水井及

約1公里長的噴漿溝收集暴雨逕流，總經費約為

新臺幣1億元，由本府民政局編列預算支應。本

案完成後，不但完善安厝先人骨骸，改善當地

景觀，減輕暴雨時鄰近排水系統之負擔，同時

也達到美化市容之目的。

　　另一方面，本案牽涉各層面的分工合作，

市府團隊3年多來同步進行各項行政及相關作

業，透過跨局處、府區一體的合作，陸續通過

醫院籌設計畫、都市計畫變更、公墓遷移、文

化遺址搶救發掘及私人用地取得等作業，在市

府團隊與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的支持下，逐步完

成各項作業。終於在2014年7月透過BOT招商作

業，與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完成簽約，一座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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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的過程中會減少可提供公共服務之空間，

進而使民眾質疑促參案件之公益性過低，有圖

利財團之嫌，若降低商業化的程度又會使得原

本案件自償性太低而無法繼續進行，我想這是

推動促參所面臨的困難。

　　目前自償性低的案件要克服商業化的問

題，例如朱市長就職提出的社會住宅政見就有

這樣的困難，我認為目前要降低商業化的可行

方案為由政府向民間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因

應，也就是政府在營運期間依照民間機構的績

效付費取得服務，如此可使民間廠商專注執行

如社會住宅的服務，而不是讓廠商去鑽營如何

賺錢，達到公益性高但是自償性低的案件，依

然可以成形並且營運，只是目前臺灣對於這樣

類型的模式尚未完善相關法令，我們新北市將

會提供中央目前有的相關經驗盡力促成修法來

解決這種困境。

　　大型招商案簽約後之履約管理，常涉及

工程、法律、財務等多面向議題，執行機關多

會委託專業顧問公司協助辦理履約管理作業。

在實務執行上，整個招商案的履約期程長達

40~70年，執行機關常會先規劃履約管理顧問

協助至營運期滿1年後，再視各案營運情況評

估是否尋求合適之專業公司予以協助。

(左)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陳伸賢副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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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2014年新北市政府嘗試以PFI模式(政

府購買公共服務型)辦理了「新北市徵

求民間節能路燈換裝暨維護案」，在

招商過程中亦替新北市節省了大幅公

務預算，以新型的採購或民參模式招

商的動機及辦理過程所面臨的挑戰，

市府如何突破，是否能分享？

答：為提供市民優質公共服務，爰有以創新思

維，導入PFI模式推動市政建設之構想，並擇

定性質較為單純，易取得歷史維護資料從事相

關評估作業之路燈照明，作為示範案例，將原

本每年就編列的路燈維護費用，導入PFI的模

式，完成節能路燈換裝的計畫。這個計畫除獲

得節能燈具產業鼎力支持外，完成後陸續接到

其他縣市政府包含所轄公所，來和我們承辦團

隊提出諮詢、索取招標文件，也有意仿傚新北

市的做法，相信此計畫是成功的，並期待未來

能將這次成功經驗移植至其他公共建設。

　　鑑於朱市長於去年(2014年)12月25日就

職典禮中強調未來將解決交通及住宅問題，故

市府政策將朝此兩大目標邁進。目前新北市人

口持續增加中，無論是交通或住宅需求量皆隨

之成長，為滿足市民需求，未來將以興建捷運

系統及社會住宅為首要標的。由於捷運及社會

住宅屬公益性高但自償性低之公共建設，若採

傳統之促參方式(BOT)進行，恐因廠商為求自

償而降低公益性，為確保公益性致無自償，需

政府挹注資金，因市府資源有限，倘同時推動

兩項公共建設，將面臨財務困難窘境。爰此，

需藉由PFI模式進行，不僅可降低政府財政壓

力，並可確保廠商提供優質之公共服務。

　　以PFI模式推動政策，係期望利用民間資

金及技術的力量於短時間內迅速提供高品質之

公共服務，以提升新北市民整體福利，故市府

致力於利用PFI模式達成公共政策，將會擇定

適當案例持續推動。

問：憑藉新北市豐碩的民參辦理實績，

2015年也受邀到行政院向各主辦機關

經驗分享，副市長是否能談一下未來

市府推動民參之方向與方式？是否準

備引進其他類型之民參計畫？例如社

會住宅、交通設施等等？

答：臺灣為活化公有土地利用，新北市在

2015年度促參主要推動方向將以具人文氣息

之文教設施、增加旅遊效益之觀光遊憩重大設

施、興建大型商業設施及辦理公辦都市更新為

主軸，預計辦理案件分別為新北市淡水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暨停車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新

北市金山區溫泉旅館暨多功能藝術展演空間促

進民間參與案、新北市淡水區總統博物館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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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移轉案、新北市三重區光興段1007地號等

周邊公私有土地都市更新案及新北市林口區新

林段775地號文教區招商案等。

　　此外，為配合新北市新政，並考量社會住

宅具高公益性但自償性不足之特性，將評估參

採國外PFI制度興辦社會住宅，藉企業化營運

的特質與風險的有效移轉，以落實推行社會住

宅，俾符民間期待，有效解決青年及弱勢族群

居住問題。

 (左1)羅文貞副理    (左2)王子安協理    (中)陳伸賢副市長    (右2)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1)王憶靜正工程師 

後記

　　承蒙陳副市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

次專訪，除了由衷的感謝外，從言談中，看到

副市長滿滿螢光筆的筆記，侃侃而談每個案子

的各項細節及招商的甘苦，可以想見有此堅毅

與睿智的舵手，將帶領新北市政府活化各樣資

產，並以創新方式推動促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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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訪台南市政府財政處處長   

張紹源
談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對市

政推動之成效與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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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市府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目

前已有具體成效。台南市幾個簽約完

成的民參計畫都非常具有特色，如醫

療設施之台南市立醫院ROT計畫及安

南醫院BOT計畫、原林百貨OT計畫、

台南都會公園暨博物館園區ROT計

畫、樹谷園區服務中心第二期設施-生

活科學故事館及周邊設施OT計畫、永

康科技工業區管理機構OT計畫、樹谷

科技工業區管理機構OT計畫等，能否

說明一下這些計畫對市政的影響？

答：台南市是個農業市，開發較早，鄉鎮多，

造成公務行政成本相對高，且可以創造稅收的

地方較少；同時人口未見大幅成長，人口結構

改變，老齡人口增加。故市政府在開創財源上

及市民健康照護上頗具挑戰。

　　考量城市發展，故而推動工業區開發，其

主要目的是希望吸引廠商進駐，繁榮地區增加

就業以引進人口。因此在規劃上，以謀大眾之

利為主要考量，不以賺取土地開發效益為主。

現受惠縣市升格及大陸台商鮭魚返鄉，廠商進

駐率提高。而工業區管理，政府藉由「永康科

技工業區管理機構OT計畫」及「樹谷科技工業

區管理機構OT計畫」等計畫，委託民間機構自

行管理，除可節省政府管理成本外，因民間機

構同時為工業區開發商，更能掌握進駐廠商對

於工業區的需求，並在汙水處理及公共設施管

理等方面，提供良好之服務。

　　另亦配合BOT之推動，以節省政府支出，

如「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興建營運移轉(BOT)

壹、前言

　　台南市政府財政處張紹源處長為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碩士，曾任臺南縣政府財政局局長、

臺灣省政府財政廳股長。

　　張處長任內採取開源、節流齊頭並進，除透過自償性特種基金推動重大公共建設，積極辦

理市地重劃、區段徵收、都市更新計畫及產業園區開發，並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為市府

挹注相當財源，帶動大臺南經濟繁榮及增裕稅收。

　　本期刊很榮幸於2015年1月28日專訪張處長，也非常感謝張處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

訪，並提出寶貴的經驗，其內容精闢值得讀者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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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衛生等相關局處參加，讓民間廠商完工後盡

速開業。

　　此外，財政處目前刻正針對臺南市過去

推動之促參解約案例進行資料彙整，以了解各

計畫解約原因，做為未來規劃之參考。並且，

對於民間參與議題，安排同仁到不同縣市進行

觀摩，日前剛去拜訪台北市第一起公有房舍轉

型之「雙連市場青年旅舍」，雖非以促參法辦

理，惟該計畫對於舊建物之再利用及活化，有

很大的啟發。

案」，則有效提昇臺南市醫療及公衛水準，提

高台南沿海鄉鎮醫療機構水準。「台南都會

公園暨博物館園區ROT計畫」，已於2015年開

幕，預期可吸引大量觀光人潮，扮演臺南觀光

火車頭的角色；博物館的誕生成立，除了讓台

南市文化首都的內涵，更加完整外，帶動周邊

地方藝文聚落發展。

問：上述計畫成功關鍵因素為何？辦理過

程中有哪些可與其他主辦機關經驗分

享？

答：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相關法令辦理「臺南市立安南醫院興建營

運移轉(BOT)案」，受財政部促參司的肯定，

榮獲第12屆「政府機關團隊-特優獎」，此為

金擘獎政府機關團隊睽違5年之獎項。「臺南

市立醫院委託經營暨整建(ROT)案」及「臺南

市樹谷園區生活科學館及周邊設施民間參與營

運招商案」，同時獲得政府機關團隊佳等獎。

　　臺南市政府推動促參計畫時，按照計畫屬

性由各局處主辦，續動員相關局處成立專案小

組，以利計畫規劃與推動時，快速解決各專業

問題，例如土地、工程及財務等。以「臺南市

立安南醫院興建營運移轉(BOT)案」為例，市

府由秘書長組成專案小組，工務、消防、水利

(左1)林貴貞副理  (左2)王子安協理                                                                                                          (右3)高瑞琪規劃師  (右2)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1)張紹源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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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參法自2000年公告以來，中央主管機

關及各地方政府皆是「學中做，做中學」。

初期，評選民間廠商時，會優先考慮權利金高

者，但重點應該在於民間廠商能不能長期經

營，如果經營不善，權利金計收也會失去計畫

委外的原意。

　　就本身執行BOT計畫的經驗而言，認為

BOT計畫有些特性，可與大家分享。興建期

間，初期民間廠商投入金額大。營運期間，

主要有兩個關鍵在於民間創意及長期經營能

力。對於民間廠商來說，BOT計畫委託期間相

較長，變動多相對地風險也較大；而經營風險

主要來自於市場變化、土地租金及房屋稅負擔

等，皆有可能影響長期經營能力。進行BOT案

件評估時，一定要具財務可行性，其代表民間

廠商必會有一定利潤，民間廠商執行BOT案件

並非執行慈善事業，如何降低民眾對BOT案件

之看法誤解，可能需要從公共利益與支持公共

利益必要之利潤間，取得平衡。

　　土地租金是跟著公告地價改變，假設民間

廠商計畫營運良好，將會帶動周邊發展，土地

行情勢必提高，故而民間廠商所應支付土地租

(左1)林貴貞副理  (左2)王子安協理                                                                                                          (右3)高瑞琪規劃師  (右2)李元唐副總經理  (右1)張紹源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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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隨之增加，若土地租金達一定漲幅，可能也

會對民間廠商經營產生一定影響，依據「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

租金優惠辦法」，公共建設興建、營運期間，

其所需用地當年之申報地價與原財務計畫預估

之當年地價漲幅逾50%時，主辦機關得酌予減

收應繳之租金。反之，對於主辦機關而言，土

地行情無法以計畫推動後之狀況來判別計畫規

劃期間之合理。對於主辦機關來說，有個重要

的觀念，在於經營者的長期經營能力，應不能

單以現在市場狀況衡量未來，需考量風險所造

成的可能影響。

問：基於原台南縣與台南市之特色與優勢

不同，台南縣市的合併與升格，有關

民間參與的推動，接續推動策略方向

為何？

答：臺南為台灣文化古都，市政發展政策上，

並不主張大肆開發，而是配合台南歷史背景，

著重文化及觀光發展。此條件下，臺南比其

他縣市大型建設的BOT計畫比較少，主要著重

ROT及OT計畫；除文化及觀光外，民間參與推

動比較多的是醫療類別的計畫，未來還是繼續

朝這些方向繼續發展。市政府在開源節流的策

略上，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主要開源策略之

一，台南市政府於2013年榮獲財政部「招商卓

越獎」第二名。

　　臺南人口老化，長期照護需求高，同時臺

南日照長，生活費用較低，具備發展長期照護

的優良條件。市政府亦曾拜訪「林口長庚養生

文化村」，園區規劃良好，長期而言，若以此

模式推動長期照護園區，壽險資金之投入可能

會更為適合。短期規劃，先以閒置的機關用地

或空餘床位進行活化利用，提供長期照護之服

務。

問：台南具有豐富的觀光資源，關子嶺勞

工育樂中心OT計畫更是特別，目前已

進入第2個十年，民間機構也曾獲得金

擘獎。市府未來在擴展觀光資源上，

如何利用現有文化、海岸、溫泉、特

殊地理環境等資源，以公私合作夥伴

關係，打造台南市成為觀光大市？未

來有哪些計畫也將積極引入民間資源?

答：由關子嶺勞工育樂中心OT計畫推動初

期，地方反對，經過溝通後，得以順利推動。

經營至今，很多公司的會議旅遊至此舉辦，進

而增加關子嶺之遊客量，並帶動周遭飯店服務

品質提升。

　　台南市為歷史古都，古蹟多，整個台南

也富有自然景觀及生態資源。在山線，有白

的優良條件。市政府亦曾拜訪「林口長庚養生

文化村」，園區規劃良好，長期而言，若以此

模式推動長期照護園區，壽險資金之投入可能

會更為適合。短期規劃，先以閒置的機關用地

或空餘床位進行活化利用，提供長期照護之服

問：台南具有豐富的觀光資源，關子嶺勞

工育樂中心OT計畫更是特別，目前已

進入第2個十年，民間機構也曾獲得金

擘獎。市府未來在擴展觀光資源上，

如何利用現有文化、海岸、溫泉、特

殊地理環境等資源，以公私合作夥伴

關係，打造台南市成為觀光大市？未

來有哪些計畫也將積極引入民間資源?

由關子嶺勞工育樂中心OT計畫推動初

期，地方反對，經過溝通後，得以順利推動。

經營至今，很多公司的會議旅遊至此舉辦，進

而增加關子嶺之遊客量，並帶動周遭飯店服務

台南市為歷史古都，古蹟多，整個台南

也富有自然景觀及生態資源。在山線，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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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承蒙張處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專

訪，闡述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對臺南市政推動之

成效與新契機。概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

政府長期推動公共建設重要活水來源。規劃計

畫時，須配合市府重要發展策略。台南市政府

發展之契機，除民間之資金投入外，民間所能

帶來之創意與長期經營能力，亦為市民之福，

未來將持續為謀大眾之福利而努力。

河蓮花、關子嶺溫泉及二寮觀日出；在海線，

有北門水晶教堂、七股黑面琵鷺、四草綠色隧

道等。觀光資源豐富，足以提供2-3天的觀光

行程，惟台南地區較缺乏能接納團客的大型旅

館，及來台南的旅客大幅成長等因素，在旅館

住宿需求上，仍然具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民

間參與的部分還有努力的空間，但也受限，古

蹟是否合適民間參與，有待討論。為加速觀光

發展，近年積極推動公車捷運化，全面提升景

點可及性。

　　為提升旅館品質及解決旅客住宿需求，台

南市政府特規劃「安平水景BOT案」，希望能

引入住宿及商場等服務。另於財政部2014年所

舉辦第2場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招商大會中，亦發

布「安平漁港遊艇管理中心BOT案」之投資資

訊，希望能引入民間資源積極開發。此外，受

旅館業相關法規變更，原定規劃青年旅館計畫

需進行調整，因此未來希望可以參酌雙連市場

青年旅舍案例，以市場多目標使用進行規劃。

　　真正有創意的構想，政府願意提供必要的

協助。有很多創意，不一定需要花很多資金，

如左鎮岡林國小於2011年執行空間再利用，

將岡林國小建置為月世界生態旅遊服務中心，

提供操場及涵管作為露營場所，結合二寮觀日

出，成為熱門景點。台南有些廢棄校舍，興建

於日治時代，階段性工作已完成，需靠創意再

行活化。
安平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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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1)高瑞琪規劃師    (左2)李元唐副總經理    (中)張紹源處長    (右2)王子安協理    (右1)林貴貞副理 

安平漁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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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交通部／參事（前台北市財政局／局長）／陳盈蓉

台北市政府推辦
市有土地租金
債權證券化經驗談
◎ 關鍵字：證券化、租金債權

近來民眾對公共建設需求持續增加，惟預估未來經濟成長率及GDP成長有限下，政府舉債額度受

限。為籌措財源，臺北市政府研擬創新管道之籌措財源方式，為「市有土地租金債權證券化」。於本文

中就臺北市政府辦理租金債權證券化之緣起及過程作介紹，以提供其他地方政府透過證券化籌措財源之

借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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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2007年金融資產證券化

一、辦理緣起

由於2011年間中央不斷減（免）稅，營業

稅改為國稅，以及國內經濟景氣低迷，致地方

稅收大幅減少，推動之重大建設以公務預算支

應已顯拮据，台北市政府財政局經管臺北市市

有財產開發基金，為籌措市政建設工程經費及

彌補基金短期資金缺口，遂於2007年間規劃將

該基金財產之信義計畫區A9、A12、A13及B5

等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之租金收入，作為金融

資產證券化之標的，以資靈活調度財務。亦即

藉由市有土地之租金收入（即租賃債權），發

行金融資產證券化商品，發行證券化商品後，

將未來年度之土地租金折現以籌集大筆資金，

供具有自償性之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用於

購買土地，復將該筆土地標設地上權以收取租

金，再將該筆租金再予以證券化，如此循環運

用，此舉「集小錢為大錢」，並且「以錢賺

錢」，可為市府創造更大財務效益。

二、辦理過程

由於本案為台北市政府執行租金債權證券

化第一個個案，其政策決定過程相當審慎。市

台北市政府推辦
市有土地租金
債權證券化經驗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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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於2003年5月12日函請財政部釋示市府可否

擔任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創始機構」，經該部

2003年7月18日函釋示市府可擔任創始機構；

2003年8月~2006年2月間財政局5度向馬前市長

專案簡報，最後獲得政策支持；2006年2月~3

月間洽請9家國內金融機構提供相關經驗及意

見，以廣納金融界意見；2006年6月19日第1

次公開招標徵求發行機構，由其辦理發行20年

期證券，發行金額29億元；2006年7月20日開

標，因無人投標而流標；2006年11月9日第2次

公開招標徵求發行機構，並調整為發行10年期

證券，發行金額18億元。2006年12月21日開

標結果由寶來證券以每年市府應交付土地租金

2億199萬9,888元之報價得標，並於2007年1月

15日市府與寶來證券簽訂市有非公用土地租金

債權證券化契約；2007年8月30日寶來證券順

利發行受益證券，當日並由第一商業銀行將發

行價格18億元全數匯入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

金帳戶。

貳、主要效益

發行租金債權證券化之主要效益，就投資

人而言，本受益證券之購買者可享有分離課稅

之優惠，利息收入不併入所得稅計算，擁有節

稅優惠，因此高所得者之購買意願較高。而該

受益證券幾乎等同政府公債，台北市政府並為

信用擔保，投資人風險因台北市政府全額負擔

而大為降低，是投資風險較小的金融商品。就

台北市政府而言，推辦市有土地租金債權證券

化主要帶來三點財務效益，第一點是增加台北

市政府籌資管道，降低財政負擔，紓緩特定期

間財政收支失衡情形。因推動執行重大政策，

特定期間支出大幅擴張，或由於景氣因素，產

生週期性或循環性收入縮減現象，導致財政收

支嚴重失衡，如將未來收入以證券化方式提前

實現，可使政府收入與重大建設之支出需求配

合，以因應特殊時期財政需求，具有紓緩特定

期間財政收支失衡之效果。第二是降低債務餘

額，保留舉債額度，以挹注市政建設。因本案

土地租金債權證券化，係以台北市政府未來一

定期間內市有非公用土地每年產生之租金收入

為發行證券之還本付息財源，具有特定之償還

財源，依公共債務法第4條規定，係屬舉借自償

性公共債務，不列入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不受

債限管制，故不致增加台北市政府債務負擔，

可保留台北市政府舉債額度以挹注市政建設。

第三是本案籌措之財源可用於償還高利率之非

自償性債務，為台北市政府節省債息支出，且

可規避未來利率上升之風險。

參、2013年金融資產證券化

一、辦理緣起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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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民眾對公共建設需求持續增加，

主計總處預估未來經濟成長率及GDP成長有限

下，市府的舉債額度受限，為籌措財源，台北

市政府財政局遂再度於2013年規劃辦理晶華酒

店及101大樓得標等13筆市有土地地上權開發案

土地租金債權證券化，希冀籌措財源償還高利

率非自償性債務，以節省債息及增加台北市政

府舉債空間。2013年8月2日辦理顧問服務案公

開招標，並辦理本案證券化分析評估及招標遴

選本案受益證券發行之專業團隊合作廠商等作

業；2014年2月6日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租金

債權證券化案」廠商座談會；除召開專家學者

諮詢會議，就本案相關議題提出意見並進行雙

向溝通外，並召開9次工作小組會議審查顧問公

司擬具之招標文件。惟因台北市政府2014年各

地上權開發案陸續標脫，大筆權利金入庫，資

金充裕，且基於財務操作效益考量，透過短借

公開比價之機制，取得市場低廉資金，作業程

序簡便且無須負擔任何籌資相關手續費用，在

資金取得時效或行政作業成本方面，均較具效

益，旋於2014年7月7日與顧問公司終止契約。

肆、總結

綜言之，對財務困難對外舉債的機關而

言，土地租金債權證券化不失為「集小錢為大

錢」，並且「以錢賺錢」，創造更大財務效益

的管道之一，在市場及法令日趨成熟下，謹將

台北市政府辦理之經驗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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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私協力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政府公帑價值節省 (Value for Money, VFM)

            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參部／協理／王子安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參部／經理／林偉崇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參部／正工程師／李菁蓉 3

關鍵詞：公私協力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政府公帑價值節省 (Value for Money, VFM)

邁向台灣
民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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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現行政府財務負擔沉重與面對民參推動之瓶頸，未來該如何突破執行困境？

又該如何鼓勵及精進民參投資？

建議共同努力的方向是順應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之潮流、記取推動失

敗經驗、檢討「三不原則」(即政府不出資、不保證、不補貼)、建立「三要配套」(即要

有政府公帑價值節省(Value for Money)、要有合理分配風險、要有績效付款機制)、謹慎履

行合約管理、將正確觀念納入國人公民教育。

1 2 3

壹、前言

2014年在北京召開第21屆亞太經濟合作

組織(APEC)財長會議的聯合聲明[1]，針對「公

共建設投融資合作」提出與公私協力(以下簡稱

PPP)相關的5項決議：(一)公共建設的投資會影

響經濟成長和發展目標的實現；(二)公部門在以

PPP模式推動公共建設投資時，發揮著重要的

主導作用；(三)重申公部門PPP專業建置的重要

性，優質專業將有助推動計畫的融資；(四)PPP

中心(PPP center)的設置可以提昇公部門推動計

畫的能力；(五)將動員私部門參與公共建設投

資，促進各經濟體內部資本市場的發展，並建

構有利於公共建設發展的環境，顯示亞太地區

各國皆以PPP為推動公共建設之新方向。

PPP在世界銀行[2]、亞洲開發銀行[3]、

歐盟委員會[4]、經合組織[5]等國際組織，或

是加拿大[6]、美國[7]、南非、英、澳、韓[8]

及中國大陸[9]等國都各有其定義。因為長期公

共工程合約也是PPP五大分類之一[10]，所以

像澳、韓、中國大陸等更直接把PPP合作標的

就認定為提供公共建設服務。不論在未開發或

開發中國家，國際金融組織亦以PPP積極協助

發展其公共建設。像日本、新加坡、韓國、美

國、加拿大等已開發國家，亦無不以PPP為推動

手段之一，許多文獻也進行案例與經驗之分享

[10,11,12,13]。Grimsey and Lewis[11]認為PPP

具備下列特點：(一)公部門依據合約條款將其土

地、財產或設施點交或移轉給私部門，並視合

約規定是否須支付價金；(二)私部門負責新建或

擴建設施的工作；(三)公部門訂定設施的營運服

務規範；(四)在營運期間，私部門使用設施提供

服務，但營運標準及費率通常會受到公部門的

規範 ；及(五)私部門同意在契約終止時將設施

以有償或無償移轉的方式交給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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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國中央政府社會福利支出比例

僅佔12%，但至2015年已達22.5%，金額超過

4,400億元，而公共建設預算卻不及其二分之

一。所以政府積極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下

簡稱民參)投資，以彌補公共建設預算缺口，並

帶動經濟發展。事實上，此措施從「獎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稱獎參條例)到「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已

有20年之久。推動歷程也不是一帆風順，從初

始被視為「萬靈丹」，到電影「海角七號」中

「山也BOT，海也BOT」的無奈。

英國推動PPP甚早，1990年代後以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為主。歷經數次改革，2012年

再度檢討而進化成PF2，提出改革方向[14]：減

少政府資產投資比重，吸引長期股權投資者參

與；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縮減適用

範圍，提高計畫彈性及透明度；提高資訊透明

度；妥適分攤雙方風險；修正新的政府公帑價

值節省評估機制，取代現行指導原則；改善未

來債務融資機制等。

為何PPP在國際間可以掀起風潮並成為趨

勢？因為公共建設不僅是工程，它更與國家財

政狀況息息相關，進一步影響國家經濟發展，

所以大家須共同理性關注此議題。有鑒於此，

本文回顧國內民參的推動進程，同時對未來的

發展提出淺見。

貳、民參1.0─獎參時代

1993年高鐵第2期工程特別預算遭立法院刪

除，1995年立法院又決議該計畫「民間投資額

度不得低於40%」，於是決定了高鐵建設以民

參推動之命運。獎參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分別在

1994年12月5日及1996年1月15日發佈施行，這

應該是台灣民參1.0版本的開始。

交通部依法辦理高鐵招商作業，1998年7月

與台灣高鐵公司完成簽約，從此揭開台灣民參

之熱潮。受到高鐵BOT完成招商的激勵，在那個

時期全台引發一股BOT風潮，所以後續民參的作

業幾乎都是模仿高鐵模式。參考當時政府提出

之民參白皮書[15]中，羅列了17個民參示範計畫

如表1所示，許多都是超出百億元的大計畫。今

天檢視實際執行成效與預期是否一致時，發現

其中不乏是終止執行，或是改由政府自辦。

表1 1998年17項民參示範計畫

項目名稱 經費預估(新臺幣億元) 辦理期間

國道公路頭城花蓮段 1,787 1993-2009

南北高速鐵路 5,097 1998-2003

大發工業區廢棄物焚化廠 22 1991-1998

麥寮工業港 93 1993-1998

台中大型購物中心 300 1998-2000

月眉大型育樂區 179 1997-1999

民營電廠 2,969 1996-2002

垃圾焚化廠第一梯次項目 514 1996-2004

淡江大橋及聯絡道建設 180 1999-2005

台中台南鐵路地下化車站 169 —

淡水港第二期工程 227 1998-2013

中正機場至臺北捷運 660 1998-2004

高雄捷運系統 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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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金等事項，導致長生公司在2002年喪失資

格。政府遂於2003年決定該建設改為自辦，目

前仍在興建中。

四、小結

上述案例經驗凸顯了軌道建設BOT計畫的

特性為：(一)介面複雜的系統性工程；(二)興建

經費龐大且回收期長；(三)運量預測不確定性

高，財務及營運風險高；(四)外部效益大於內

部效益。BOT僅是PPP的一種方式，應靈活應用

各種可能組合，而且長期合約的增修機制是必

要的。

同時另有關太平山仁澤森林遊樂區及東部

國道高速公路建設(頭城-蘇澳-花蓮段)，分別因

為申請廠商資格不符再加上受天災影響、及政

府設定投資非自償部分之上限，導致此二計畫

未能完成招商簽約。

許多計畫的執行結果，驗證了行政院毛治

國院長在1998年就指出的「BOT的五大迷失」

[17]：(一)BOT的基本精神就是政府不花錢；(二)

民間比政府有創意，所以BOT案在招標之前，

政府不需要浪費去作規劃；(三)BOT比傳統發包

省時、省錢；(四)BOT案本身的投資報酬率不足

時，可以利用土地開發，來大幅度提高它的財

務可能性；(五)BOT案民間做失敗了，政府接手

的話，不過是把原來該做的事，重新拿回來做

而已。

事實上，當時為解決招商問題，政府做了

相當多的補救作為[18]，亦反饋至日後的招商作

一、高鐵BOT建設

2007年3月全線通車，實現了台灣西半部

一日生活圈的夢想。截至2014年12月平均發車

率99.93%、平均準點率99.42%、總運量共約

29,709萬人次、每日平均13.5萬人次，平均座位

利用率由初期之49.44%增加至57.57%。儘管各

項表現在國內外都備受肯定，但目前仍面臨嚴

重的危機，期待以財務重整來度過此次嚴峻的

考驗。

二、高雄捷運紅橘線BOT建設

2001年簽約，2008年通車營運。政府雖依

約對非自償部分投資了近80%的建設費用，但

營運階段實際運量遠不如預期，財務虧損嚴重

影響公司經營。經過長期的協商，2013年高雄

捷運公司提前移轉機電資產並和高雄市政府完

成了合約的修訂，期使(一)透過調整合約促成高

捷系統永續經營；(二)全盤妥處修約前雙方履約

爭議；(三)延續市民、政府及民間業者三贏之成

果。[17]

三、臺北至桃園機場捷運BOT建設

1998年長生公司獲評為最優案件申請人，

該公司原擬以土地開發財務效益挹注到軌道建

設非自償部分上，但隨之而來的不動產開發風

險亦提高。當時估算初期的軌道建設成本為789

億元，另外有高達568億元的區段徵收費用，

但最終因無法於簽約期限前完成有關區段徵收

開發計畫之核定、興建營運合約草案之協商、

取得融資協議、增資至50億元以上及備妥履約

項目名稱 經費預估(新臺幣億元) 辦理期間

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 1,231 1994-2007

臺灣省興建大型體育館 33 1993-2002

臺北市興建大型體育館 228 1997-2002

高雄市籌建綜合體育館 33 199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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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中，要求相關單位在專案推動前，必須依法

適性，事先擬定符合該專案的執行程序，這些

經驗為後續促參法的立法打下基礎及產生一定

的影響。

參、民參2.0─促參時代

為擴大獎參條例僅適用於交通建設類別，

同時規範公私部門出資比例，2000年2月發布實

施之促參法，廣開公共建設適用範圍之大門，

同時規範主辦機關之投資價款額度，不得高於

民間投資興建額度。

促參法原主管機關為公共工程委員會，因

應政府組織再造及國際趨勢，於2013年起改由

財政部主管。由於促參法採通案立法，主管機

關除積極發布相關子法配套外，亦提供許多辦

理促參之作業手冊、招商申請須知範本、投資

契約範本、注意事項、促參標準作業流程及重

要事項檢核表等，相關資料皆可在財政部專屬

網頁中查詢下載[19]。除此之外，主管機關辦

理公職及顧問人員教育訓練，期能分享辦理經

驗、矯正執行心態與方式、提升專業水準及建

立共識。同時為讓監督單位能瞭解促參業務，

教育訓練的對象，也擴大至主計、審計、法

務、檢調及司法等公職人員。

雖然促參法所適用範圍很廣、參與方式

多樣，但仍有些設施項目及新的參與方式無法

援用。於是各級機關善用促參法過往所累積之

經驗，推動所謂廣義的民間投資案件，以擴大

民參範圍，如「都市更新條例」辦理的公有土

地都更、「大眾捷運法」辦理捷運站的聯合開

發、「國有財產法」辦理國有非公用土地的設

定地上權、「住宅法」辦理的社會住宅、「地

方公產條例」辦理的設定地上權、「商港法」

辦理的港埠設施建設、「電業法」辦理的電力

開發等。

肆、民參2.0─發現與探討

行政院促參推動委員會第31次會議決議，

自2008年8月26日起將廣義民投案件納入促參之

列管和統計。自網站截取2003年至2015年2月2

日資料統計 [20]，計畫總件數為986件，總投資

金額約為7,220億元，每件投資平均金額約為7.3

億元，民間投資超過總投資金額的98%。相關

分析與探討如下：

一、以民參方式統計

(一)  圖1所示計畫數量以「OT」方式遙遙

領先、「公開招標」方式(此方式，

圖1 以民參方式統計計畫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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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每件35.7億元緊追在後。每件計

畫之平均總投資金額以「其他」類最

高，主要是受「中龍鋼鐵公司一貫作

業鋼廠第二期建廠BOT案」(以下簡稱

中龍案)，該計畫總投資金額高達600

億元。

二、以民參辦理法源統計

(一)  圖3所示計畫數量以「促參法」辦理佔

793件明顯領先、「商港法」居次、

「政府採購法」位居第三。因適用

「促參法」之公共設施類別廣泛，辦

理計畫數量明顯高於其他法源，但是

平均辦理每件投資總額約4.86億元，

僅高於「商港法」每件投資總額2.16

億元。

大部分為非促參法招商計畫)居次、

「ROT」方式佔其餘方式中141件而位

居第三，而「BOT」方式排列第四。

「OT」方式數量最多，很明顯地是因

為大部分的OT計畫規模較小，參與

門檻相對容易，平均每件投資金額約

3,600萬元，設施內容主要是停車場與

游泳池兩類，兩者總數就超過300件。

(二)  圖2所示計畫總投資金額以「公開招

標」方式明顯居首、「BOT」方式居

次、「其他」方式(此類型為部分促參

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七款中其他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方式，且為政府土地民間自提

招商計畫)位居第三。「公開招標」類

總投資金額最高，不難發現許多計畫

所含之土地開發內容比重較高，如聯

合開發、設定地上權、都市更新等。

「公開招標」計畫數量高達182件，平

均每案之投資金額約16.3億元。

(三)  表2所示每計畫之平均總投資金額以

「其他」方式每件113億元居冠、

「無公開招標」方式(此方式為部分

電業法、獎參條例、商港法及都更條

例)每件35.9億元位居第二，「BOT」

圖2 以民參方式統計計畫總投資金額

表2  以民參方式統計計畫數量及每計畫之平均總

投資金額

計畫數量 仟元/件

其他 6 11,300,030

無公開招標 11 3,594,380

BOT 60 3,573,998

其餘 909 440,246

總計 986 73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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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4所示計畫總投資金額以「促參法」

辦理過半居冠、「地方公共造產自治

條例」辦理居次、「政府採購法」辦

理位居第三。

(三)  表3所示每計畫之平均總投資金額是以

「地方公共造產自治條例」辦理每件

62億元居冠、「獎參條例」辦理每件

50億元位居第二，「都市更新條例」

辦理每件34億元位居第三。有關「地

方公共造產自治條例」辦理每件計畫

之平均總投資金額最高，主要是在這

17個計畫中，單是「臺北市信義區

A15、A18、A20」及「臺北市信義區

圖3 以民參辦理法源統計計畫數量

圖4 以民參辦理法源統計計畫總投資金額

表3 以民參辦理法源統計每件平均總投資金額

計畫
數量

仟元/件

地方公共造產自治條例 17 6,181,689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6 5,002,088

都市更新條例 13 3,423,747

電業法 6 3,310,792

大捷法 6 3,052,242

其他 14 2,400,291

國有財產法 11 1,301,255

政府採購法 44 1,048,927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10 1,021,880

促參法 793 486,322

商港法 66 215,610

總計 986 732,213



3
專
題
報
導

No.106│April, 2015 │45

碼頭合作興建暨石化工業專業區土地

租賃案」兩計畫之總投資金額就超

過700億元，這部分或許和企業本身

投資決策考量生產製造需求有密切的

關係。

四、以簽約時間統計―全部計畫

(一)  圖 6 顯 示 計 畫 數 量 分 別 以 2 0 0 6 、

2005、2013及2014年居前四名，計畫

總投資金額以2012、2004、2014及

2013年居前四名，圖7顯示每件總投

資金額分別以2004、2012及2014年居

前三名。

(二)  簽約數量在2006年達到最高峰，但逐

年衰退至2010年。之後受廣義民投案

件納入民參業績，2011年後簽約數量

信義(A25)」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

就貢獻了近740億元的總投資金額。在

不同法源依據下辦理每件計畫投資總

額若超過30億元的計畫，計畫內容大

多是包括較高比例之土地開發。

三、以規劃主體統計

(一)  在「民間自提」部分如表4所示，雖然

計畫數量僅佔6.29%，但由圖5看出計

畫總投資金額高達約1,700億元，整體

之24%。表5揭露「民間自提」計畫每

件總投資金額超過27億元，明顯較政

府規劃之每件近6億元來得高。

(二)  「民間自提」案中以交通建設港埠與

其設施之總投資金額最高，約890億

元，中龍案及「臺中港西八及西九號

表4 以規劃主體統計計畫數量

計畫
數量

計畫比率

民間自規自備土地案件 20 2.03%

政府土地民間自提 42 4.26%

政府規劃民參案件 924 93.71%

總計 986 100.00%

圖5 以規劃主體統計計畫總投資金額

表5 以規劃主體統計計畫每件平均總投資金額

計畫
數量

仟元/件

民間自規自備土地案件 20 2,717,819

政府土地民間自提 42 2,753,015

政府規劃民參案件 924 597,379

總計 986 73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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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也都在增加，計畫總金額在2013

年及2014年分別達近710億元及980

億元。

(三)  2004年計畫總投資金額超過千億元

大關，主要因為中龍案、高雄市巨蛋

BOT案、ETC案及楠梓污水下水道系

統BOT案等四件，合計就高達800億元

(中龍案就佔600億元)。2012年計畫總

投資金額超過千億元大關，主要因為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段二小段573地號市

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案、臺北市信義區

A15、A18、A20設定地上權案、桃園

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BOT計畫、鹽水

污水下水道系統BOT計畫、機場捷運

A19案等5件合計達835億元。

圖6 以簽約時間統計計畫數量及計畫總投資金額

圖7 以簽約時間統計每件平均總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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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簽約數量逐步上升，但年總投資金

額及每件平均投資金額卻自2012年開

始下滑，即便其簽約數量是第二、第

三高。

(二)  圖9所示，除2004、2006及2007年

外，非促參法平均每件之投資金額遠

大於促參法。

六、以公共建設設施類別統計

(一)  以計畫數量來分析，圖10所示計畫

五、以促參法計畫簽約時間統計

(一)  如圖8所示促參法簽約計畫數量以

2005居冠、2013位居第二、2012年及

2014年同時並列第三。促參法簽約計

畫總投資金額以2004、2006、2009

年依序分佔前三名，這三年分別佔促

參法簽約金額之30.06%、10.34%、及

9.92%。其餘各年一般簽約數量維持

在60～80件，而年簽約金額在200～

400億元。簽約數量在2005年達到最

高峰，但逐年衰退至2008年，2009年

圖8 以促參法計畫簽約時間統計比較計畫數量及計畫總投資金額

圖9 以簽約時間比較促參法、非促參法及所有計畫平均每件總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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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以交通建設、文教設施及衛生醫

療設施依序分佔前三名。交通建設數

量高，主要是受停車場設施規模小及

其委外期限短之影響。文教設施數量

高，原因是受游泳池設施規模小及委

外期限短之故。

(二)  以總投資金額來分析，圖11所示計畫

總投資金額以交通建設、其他(如部分

都市更新、地上權、或政府採購法涉

及土地開發的計畫)、及觀光遊憩重大

設施依序分佔前三名。交通建設總投

資金額明顯高出其他設施，主要是計

畫內容受捷運聯開、站區開發及港埠

及其設施的建設密切相關。

(三)  以建設設施類別平均每件之投資金額

來看，圖12顯示污水下水道建設BOT

計畫以每件約71億元的投資金額居

冠，其他類別以每件約44億元居第二

名，重大工業設施以每件約31億元居

第三名。

七、進一步綜合探討

(一)  廣義的民間投資的確提高了民參的簽

圖10 以公共建設設施類別統計計畫數量

圖11 以公共建設設施類別統計計畫總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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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如交通、給水、排水、污水、電力等；社會

類型如學校、醫院、圖書館等[11]。因為攸關人

民生計，推動時必涉及許多利益關係人如公務

行政、民間企業、社會大眾、審計、金融機構

等人士。這些關係人的認知、作為、或專業程

度將會影響PPP計畫的成敗。

首先，瞭解藉由PPP來健全及滿足公共建

設不足的理由：(一)透過資源整合，使雙方互蒙

其利；(二)強化民主決策與民主參與的效果；

(三)改善傳統公共行政的缺失，有效解決社會問

題；(四)解決市場失靈的現象[21]。

其次，對於民參推動的精進，除務實的推

動民參，及考量重要利益關係者的想法[22]外，

在面對民參所遭遇的瓶頸與挑戰時，別忘了表

6所整理世銀專家Jeffrey Delmon對於PPP政策制

定者的提醒[23]。

再者，強調PPP必須依法、依約、依程序行

事的重要性，像對於必要性、優先性、低自償

性的公共建設，若要推動民參，應該重新檢討

政府不出資、不保證、不補貼的三不原則，在

法律大力支持下才能讓公共建設的服務早日實

現，例如採用促參法第29條有關非自償部分出

資、或進行利息補貼的施行、有償BTO的採用、

約數量，更明顯的增加了投資總金

額，但許多是附屬土地開發所貢獻

的，這類土地開發且商業性強的非促

參計畫也容易造成所謂公益性認知上

的爭議。

(二)  每件民參案的平均投資金額約7.32億

元，相對於國際間之PPP計畫規模較

小。若僅考慮促參法之計畫，每件平

均投資金額約4.86億元，相對規模更

小；而非促參法之計畫每件平均投資

金額則約為17.42億元。

(三)  計畫若與製造生產相關，因關係投資

人自身需求，投資金額就明顯提高。

但促參法的計畫推動到2009年後似

乎遇到瓶頸，每件的投資金額難以提

升，是否意謂大型公共建設計畫未能

突破民參1.0時代許多負面經驗而舉步

不前呢？

伍、啟動民參3.0─建議應考量事項

基本上，依公共建設的屬性可大分類為經

濟類型(Economic)與社會類型(Social)，經濟類

7,090,007 

4,391,391 

3,081,111 

2,871,194 

1,591,290 

1,005,000 

768,892 

406,474 

732,213 

 -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4,000,000  5,000,000  6,000,000  7,000,000  8,000,000

( )

圖12 以公共建設設施類別統計計畫每件平均總投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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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對於PPP政策制定者的提醒

項　目 內　容

隨時完備有利
於投資的環境

● 力求平衡以找出正確的組合
● 因案置宜，PPP不是一體適用。

審慎進行啟案
● 有目的性的選擇好的計畫，過程中要投入，切忌置身事外。
● 定期檢視確定可行性，避免失去計畫的焦點。

準備招商前置
作業

● 要有耐心
● 要做好準備
● 要準備接受挑戰
● PPP基本上是靈活的
● 考量所有的利益相關者
● 考慮資金的籌措要靈活
● 確定要得到最好的政府公帑價值節省（VfM）
● 在架構財務融資時，小心衍生而來的風險。
● 專案融資是複雜的作業
● PPP可因政府的資金而有效的改善
● 不要將風險硬塞給私部門

執行招標

● 招標不可便宜行事
● 政府需求要讓投標者明確知道
● 公開討論政府的期待，私部門或許可提供很好的建議
● 評選最優廠商需要十分謹慎
● 兼顧資金貸款人的關注及保護授予人的利益

確實履約

● 公部門要管理和監督
● 因為不可能預測到所有的風險，計畫執行過程中必須做好改變的準備。
● 尋求穩定是目標
● 確保服務不中斷
● 保持營收的明確性及可預期性，並能排除不利因素。
● 籌組正確的管理團隊
● 面對未來必須要有所準備
● 靈活的做好解決衝突的準備
● 重新談判或修約，會給雙方一個存活的機會。
● 面對可能的爭議，公部門要主動。

回應所面臨的
經濟危機

●  危機不會改變PPP的基本原理，PPP應具備足夠的靈活性以因應市場條件而調整。
● 要讓PPP延續下去

乃至於擬增訂促參法條文第九條之一「增加政

府付費取得公共建設之公共服務之規範，及辦

理公帑價值節省之評估、編列預算與評估服務

績效之機制等事項。」、或在其他法令下，賦

予政府採購長期公共服務之依據，這些都是亟

待凝聚專業的共識、全民的支持、民意機關的

認可，方有機會將可能資源投入到日益衰退的

公共建設投資。

最後，適時的修法以納入公平正義的要

求、現實與利益關係人的期盼。在計畫之初有

關公共建設是由政府做或由民間做較適當之判

斷，或可參考圖13所示流程原則。合約的設計

須有配套措施，必須在政府公帑價值節省(或稱

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條件下，除維護公共

利益外，還須確實安排公平對等的夥伴關係與因

應風險啟動的修約機制、以及引進績效付款之

機制等，讓政府公職人員辦理時放心，民間投

資人對權益保障安心，社會大眾才能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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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關係(合作)，由兩個主體(公、私部門)透過三

個分享(資源、風險及利益)，以實現4E為目標

(Emergency、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

第三，我們必須認知PPP中政府的三不原則

(不出資、不保證、不補貼)需要檢討調整，但因

應配套而生的三要(政府公帑價值節省(Value for 

Money)、合理分配風險、績效付款機制)，更要

具體研議與落實。

第四，我們必須認知錯不二犯。如要完全

複製成功的專案，須考量專案具備的主觀與客

觀的條件。但是對於其他專案所發生的失敗因

素，則應當吸取其經驗並仔細省思，避免重蹈

覆轍。

第五，我們必須認知要加強PPP教育。既然

民參是推動公共建設的一個選項，就會與眾人

相關，尤其最近社會要求檢討PPP。大家必須盡

陸、結論

PPP是促進公共建設發展的手段，要促成

一個成功的PPP計畫須具備七個特點：(一)政策

上的意願；(二)適當的法律框架；(三)適當的計

畫規模；(四)全生命週期的設施服務提供；(五)

持續且可預測的計畫需求量；(六)彈性的契約；

(七)具備專業能力的公部門[20]。

藉由過去的資料整理與發現，目前以促參

法推動民參，的確面臨到發展的瓶頸，我們應

當積極的面對。態度決定一切，本文最後就從

這個面向提出建議。

首先，我們必須認知PPP是國際的潮流，但

千萬不能落入早期為BOT而BOT的舊思維，再陷

入為PPP而PPP的迷失。

其次，我們必須認知PPP基本上是一個合

使用者
付費?
使用者
付費?

許可權模式許可權模式
政府採購公
共服務模式
政府採購公
共服務模式

政府出
資超過
50%

政府出
資超過
50%

公共建設
由民間做
公共建設
由民間做

公共建設
由政府做
公共建設
由政府做

民間承
擔興建
風險?

民間承
擔興建
風險?

民間承擔
使用需求
風險?

民間承擔
使用需求
風險?

民間承擔
提供服務
風險?

民間承擔
提供服務
風險?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否

否

否

圖13 判斷公共建設適當執行主體建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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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獲得共識，透過溝通和教育，當正確的公私

協力概念落實為公民教育之一部，才能邁出成

功的第一步。

最後，謹慎履行合約。依法、依約、依程

序只是基本原則，眾人之事就會被關注，被關

注就會被管理，那涉及到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

治，所以民參之專案管理更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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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促參履約案件逐年增加，未來在履約階段所面臨的修約壓力亦隨之增加，然修

約主要是來自於財務計畫不如預期，雖投資契約已規範修約機制，惟為探討財務計畫修

正之啟動點及修正之門檻，本文嘗試量化民間機構財務修約影響數，以利後續財務計畫

之修約啟動正當性。

1

壹、緒論

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發

展，我國於2000年2月9日頒布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以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依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迄2014年12

月31日止，廣義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簽約件

數已達1218件。

參照促參法作業流程，從招商前置作業至

投資契約簽訂後之履約管理階段，因案件規模、

個案獨特性、政府政策與社經環境等因素變化，

導致促參案件潛在風險一直存在，進而影響該案

件原有之財務可行性。而促參法實施迄今，辦

理成效已獲相當認同，惟關於財務計畫於履約

階段是否可以修正，修正理由及具體影響如何

量化等相關議題，似乎較少篇幅加以討論。基

上，本文希冀達成下列目的為目標：

一、�分析履約期間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提出財

務計畫修正之事由

二、�研擬財務計畫修正之流程與修正門檻

三、�提供財務計畫修正之建議配套措施，以有

效進行履約管理。

貳、財務計畫修約案例蒐集

本文擬將財務計畫修正之事由，彙整為

由主辦機關提出以及民間機構提出二類。相較

於民間機構提出之事由，主辦機構提出之事由

所影響之促參案件將更為全面性，且所因應之

解決措施亦將更為明確。反之，民間機構提出

之事由，則可能因促參案件其特有的因素，致

使最終解決措施或處理方案可能僅只適用於該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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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機關提出事由

案例一、甲市政府「財稅減免方案」

事由：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嚴重衝擊國內經濟

景氣

依2009年3月24日甲府授財產字第X號，因

自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爆發後，國內經濟景氣亦

受嚴重衝擊，甲府工商發展趨緩，失業率逐漸

升高。為降低衝擊及加速振興甲府經濟，甲府

允應整合各項市政府資源，透過各項具體措施

之採行，降低甲府產業、商家之經營成本，以

協助其安然渡過本次危機，並包含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案。實施期間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

年12月31日止。

措施：租金、權利金延緩或分期繳納

財稅減免具體措施包括：租金、權利金延

緩繳納，市有不動產、圍籬設置廣告物租金(使

用費)免(減)收優惠，營利事業租稅延緩或分期

繳納等。其中關於租金、權利金延緩繳納措施

之說明如下：承租甲府市有房地、甲府所屬OT

案或依促參法新設之特別許可廠商，其每月月

繳租金或權利金逾5萬元以上，經提出財務困難

證明文件及檢具還款計畫書，得向管理機關或

主辦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以減輕財務負

擔。上開申請分期繳納總金額不得超過廠商提

交之履約保證金，倘無履約保證金者，申請分

期繳納期限不得逾契約期間。

案例二、國有財產局「因天然災害而受損承

租戶之租金減免事宜」

事由：梅姬颱風天然災害

依國有財產局2010年11月新聞稿表示，受

到梅姬颱風的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之共伴效應

影響，宜蘭地區降下數十年難見之雨量，致受

災嚴重，對於因天然災害造成地方普遍農損災

害或國有出租基地地上房屋毀損不堪居住、使

用者部分。該局藉由已建置天然災害租金減免

之機制，一旦發生地區普遍性災害時，該局所

屬地區辦事處、分處即可主動辦理受災地區國

有出租土地之租金減免作業。

措施：租金減免

而為服務國有耕地、養地、農作地、畜

牧地、養殖地及基地承租人，該局臺灣北區辦

事處宜蘭分處已主動提供出租資料，請轄區鄉

(鎮、市、區)公所及災害防救機關查勘受災地區

國有土地可減免租金的成數，並將依據公所查

定的減租或免租結果辦理租金減免或免租，承

租人不需再向公所提出申請。

二、民間機構提出事由

案例三、地下停車場(公辦民營委託經營方

式，許可年限：20年)

事由1：地方相關法令政策變更

A公司於2000年與乙地方政府依自治條例

簽訂投資契約與土地承租契約，依契約A公司向

乙地方政府承租本案土地，租期20年，並興建

停車場，且由A公司自行承擔其營利事業盈虧，

期滿後建物產權無償移轉給乙地方政府所有。

由於該案半徑600公尺內之競爭者眾多，再加上

乙地方政府於本案簽約後，尚未正式營運前，

宣佈開放夜間黃線免費停車、縮短路邊停車開

單時間(即由原本下午11點，提前至下午8點，

得於黃線臨時性車位停車)，致使該案實際營運

量不如先前預期。

事由2：中央相關法令政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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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由彙整

本文收集國內已研議修約案例，將各項修

約事由，依促參生命週期整理如表１。

參、現行法令規範

為了解修約之合法性，藉由彙整促參法

法規及投資契約範本中，涉及契約修改及財務

計畫變更之法條，並針對現行法令範圍及限制

進行討論，擬研析進行財務計畫修正之辦理方

式，裨益財務計畫修約之正當性。

一、法條彙總

(一)��促參法第49條

� 民間機構參與之公共建設屬公用事

業者，得參照下列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

務計畫內擬訂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

方式：

1.��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2.�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3.�營運年限

4.�權利金之支付

5.�物價指數水準

� 前項民間機構擬定之營運費率標準、

調整時機及方式，應於主辦機關與民間機

構簽訂投資契約前，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

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機關納入契約並

公告之。

� 雖眾多簽約成功案例之民間機構，投

資經營之公共建設非屬公用事業者，但目

前相關投資契約仍遵循前項辦理。

(二)�促參法施行細則

� 促參法施行細則第22條：主辦機關與

另，本案簽約後，交通部於2001年1月29

日公告實行之「路外停車場租用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計時停車場之收費改

為不足30分鐘者以30分鐘計，不同於以往之收

費不足1小時者以1小時計，而與該案先期所規

劃財務方式不同。A公司於2005年11月開始實

行停車場定型化契約之規定，A公司預測若停車

場之延車時間相同時，則營業收入將會因此減

少。又，A公司履約初期持續虧損，且停車場使

用率偏低，導致營業收入無法支應龐大折舊、

營業費用與利息費用。考量上述因素，A公司希

望乙地方政府可以減收租金與延長特許年期。

措施：減收土地租金

A公司面臨財務與經營上困難，部分原因係

因地方與中央政府法規變動所致。為使本案公

共建設能繼續提供市民停車服務，避免造成不

便。研析外在客觀環境變動所致損失之補救措

施，後續透過財務試算，以減收租金方式較能

直接協助本案繼續推動，故將土地租金降為公

告地價之1%。雖延長許可年限方式或可增加本

案投資效益，但無法立即改善公司財務狀況。

經由雙方協商及乙地方政府相關局處會議決議

後，協議調降土地租金率至1%，並進行相關契

約修訂。

表1�財務計畫修正事由彙整表

履約階段 事�����由

興(整)建期
用地交付之範圍與設施取得之認定不同

新建、修繕工程相關缺失

營運期

國內經濟景氣受到嚴重衝擊

重大天然災害

中央相關法令政策變更

地方相關法令政策變更

民間消費力嚴重衰退

民間廠商主要營收不如預期

附屬設施停止營運，仍須持續支付相關費用

社區居民抗議，並要求提供更多回饋

資料來源：本文研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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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依本法第11條規定簽訂之投資契

約，不得違反原公告及招商文件內容，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原公告及招商文件內容載明得經協商後

變更。

2.�於公告後投資契約訂立前發生情事變更。

3.��原公告及招商文件內容不符公共利益或

公平合理之原則。

� 投資契約，應明定協調委員會之組成

時機、方式及運作機制，以協商處理契約

履行及其爭議事項。

(三)��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作業注意事項

1.��第55條�(修約前提)

�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之投資契約，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主辦機關應進行檢

討，經檢討確有修約之必要者，經雙方

協議後辦理修約：

(1)�投資契約載明之修約事項

(2)��基於公共利益考量，依原契約繼續履

行或處置有礙公共利益者。

(3)��發生不可抗力或法令變更等情事，致

依原契約繼續履行有失公平合理或窒

礙難行者。

(4)�契約訂有定期檢討約定者。

2.��第56條(修約程序)

� �主辦機關辦理修約，依下列程序辦理，

並作成書面記錄：

　　由主辦機關提出修約時，主辦機關應

敘明理由，擬具修約內容及影響事項，書

面通知民間機構提出修約意見，供主辦機

關評估。由民間機構提出修約時，民間機

構應敘明理由，擬具修約內容及影響事

項，書面通知主辦機關。

(四)��促參案件權利金設定及調整原則

　　依2007年工程會所函頒之權利金調整

原則簡述如下：

1.��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招商文件(併投資契

約)得依個案特性，載明權利金定期檢討

時機、調整因子或得調整情形及其調整

方式與程序。

2.��除符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之

情形或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權利金不

應任意調整。

3.��權利金調整時，由雙方依投資契約規定

或就履約當時之整體經濟景氣情形、廠

商經營實情及發生事由之可歸責性協議

檢視權利金計收之合理性。

4.��權利金依投資契約調整時，民間機構應

檢具該案之工程、營運財務報告等相關

資料，於投資契約約定一定期限內向主

辦機關提出協議調整，如雙方無法達成

協議，則由協調委員會作出是否調整及

調整金額的決定，協調不成者，循法律

途徑尋求解決。

� 綜上研析國內相關法令規範，針對

「財務計畫修正」之議題，就行政程序面，

促參法已賦予契約可修約之機制。雖於契

約中可見財務計畫修正之精神，但針對啟

動修約的時間點，啟動事由、修約之財務

影響數及修約協商時須提供哪些相關文件

等作業細節，作業流程仍留有解釋空間。

肆、財務計畫修正機制之參考流程

簽約成功後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其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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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計畫修正之門檻 

由表2可知，財務計畫得修正之首要門檻在

於民間機構之實際歷史財務報表(即提出財務計

畫修正啟動點以前)，其累積整體計畫淨損益為

負值，同時累計本業淨損益為負值時才得以修

正；而財務計畫修正階段可分為興建期及營運

期，包含興建成本面臨非預期性之因素影響而

暴增或暴跌，以及營運成本、營運收入亦面臨

非預期性因素之影響。

因此，為提供投資契約讓甲乙雙方參酌

依據，建議財務計畫修正可參考下述公式之精

神，列入契約要項中；下述公式之目的在於試

算民間機構提出財務計畫修正前之總實際影響

數，為衡量該影響數得歸咎於非主辦機關或民

間機構之程度，故設定修正門檻以界定實際影

響數之值。其中若財務計畫修正之啟動點為營

運期間提出，則民間機構應根據最大影響因素

及受影響項目並檢具相關佐證資料，於興建成

本、營運成本或營運收入之中擇一計算實際影

響數，以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方向。

惟下列公式其代表符號之定義未來可於契

約中詳述，於本文公式之符號僅為舉例說明而

已，且公式與公式彼此間無關聯性。

可年期長達數十年，因應物價之漲跌可能影響

工程之興建成本、營運成本及營運收入。促參

案件之主辦機關常遇到民間機構以此等理由提

出減免租金或其他稅費，或延長許可年期等訴

求。然目前促參法雖有修約之規範，但尚未有

明確法令規範財務計畫修約之操作方式，故本

文參酌行政院於2008年04月18日公布之「機關

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數門檻

調整處理原則」，期能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參

考流程，而有助於後續促參案件之履約管理。

經研析國內現行法令規範，建議可於「機

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

項」第41條(契約要項)中納入「財務計畫依各項

指數調整」之項目；併建議，主辦機關及民間

機構若於契約中明列上述項目時，則契約中亦

應載明下列詳細調整項目：

●�得調整之項目及金額

●�調整所依據之物價、薪資或指數及基期

●�得調整及不予調整之情形

●�調整公式

●�民間機構應提出之調整數據及佐證資料

●�管理費及利潤不予調整

●�其他事項

一、財務計畫修正之時間點

為探討財務計畫修正之啟動點及修正之門

檻，根據促參法施行細則第31條(民間機構經營

公共建設及附屬事業之收支，應分別列帳)之精

神，且促參案件之規劃是以公共建設之本業為

主體，故公共建設之本業財務狀況應為財務計

畫修正之最大依據。因此，當公共建設之本業

淨損益為負值時，財務計畫才得有提出修正的

空間。表2分析民間機構提出修正財務計畫之各

情境並設定財務計畫修正之標準。

表2�財務計畫修正之情境分析

累計整體

計畫淨損益

累計本業

淨損益

累計附屬

事業淨損益

財務計畫

可否修正

－ － － 可

－ － ＋ 可

－ ＋ － 否

＋ － ＋ 否

＋ ＋ － 否

＋ ＋ ＋ 否

註：＋表盈餘，－表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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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建成本變動

公式：A×(指數增加率－修正門檻)×D

A：�累計實際發生之直接工程成本(直接工程

費用應扣除規劃費、設計費、土地及權

利費用、法律費用、保險費、利潤、利

息、稅雜費等)。

指數增加率：(B/C-1)*100%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指數，參

照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統計資料庫。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指數(如物價、營

建工程物價指數、地租等)。

D：�(1＋營業稅率)。

　　營業稅率應核實計之。

(二)��營運成本與營業收入變動

1.��營運成本變動

公式：E×(指數增加率－修正門檻)×D

E：累計實際發生之營運成本。

� 指數增加率：(B/C-1)*100%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指數，參

照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統計資料庫。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指數(如物價、薪

資等)。

D：�(1＋營業稅率)。�

營業稅率應核實計之。

2.��營運收入變動

公式：�F×(指數減少率之絕對值－修正門

檻)×D

F：累計實際發生之營運收入。

指數減少率之絕對值：(B/C-1)*100%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指數，參

照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統計資料庫。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指數(如來客數成

長率指數、住房成長率指數等)。

D：�(1＋營業稅率)。�

營業稅率應核實計之。

� 主辦機關得參酌上述公式並自行訂定

修正門檻，並於契約中敘明門檻值及該值是

否得以調整。惟在訂定主要項目修正門檻

時，須再考量部分特定項目之成本或收入佔

總成本或總收入之比例，是否具影響性(如

薪資)。故財務修約除訂定主要項目修正門

檻外，得以加訂特定項目之門檻；而若欲

檢視特定項目，則上述公式仍可適用，但

建議特定項目之門檻值須依其特性調整。

� 若特定項目、總成本或總收入皆達到

修正門檻時，將以特定項目或總數之實際

影響數比較後之較大值作為參考值；經試

算後之結果即為民間機構之虧損或營運不

如預期等，無法歸咎於民間機構可控制因

素之影響數，藉以提供主辦機關作為後續

執行財務計畫修正之參酌；主辦機關得以

此為依據並視民間機構財務虧損程度而降

低權利金、延長許可年限、調降地租或調

整收費標準等，亦或同意民間機構直接提

出修正後之財務計畫。

三、小結

民間機構在其財務狀況已無法負擔之情境

下，才有可能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要求；然主

辦機關判定是否可行之依據將視民間機構之實

際財務報表中累計整體計畫及本業淨損益的狀

況而定。故民間機構之實際財務報表經主辦機

關檢視後，若民間機構之整體計畫及本業淨損

益確為負值，才得進行財務計畫修正門檻之計

算；另由前述可知，財務計畫修正期間可分為

興建期及營運期，而若財務計畫修正於營運期

提出，則民間機構須檢具相關證明並視真實情

況擇一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要求，財務計畫修

正之參考流程圖如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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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實際影響數：

1.��公式：A×(指數增加率－2.5%)×D

A-�累計直接工程成本實際值：�

1333.5(百萬)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物價指

數：114.24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物價指數：

110.41

D-(1＋營業稅率)：1＋5%

伍、模擬範例

一、興建成本變動

假設丙案之財務計畫(詳表3)以2010年為基

期，興建期為2011年至2016年。但2015年時，

民間機構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要求，且假設主

辦機關訂定之物價指數修正門檻為2.5%；經主

辦機關審核後確定其累計整體財務淨損益及累

計本業淨損益皆為負值，故得以適用上述公式

圖1�財務計畫修正之參考流程圖

年　度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預估

物價上漲率預估值 2.00% 2.00% 2.00% 2.00% 2.00%

預估物價指數 100 102 104.04 106.12 108.24 110.41

直接工程成本之預估值(百萬) 150 250 300 350 250

累計直接工程成本預估值(百萬) 150 400 700 1050 1300

實際

物價上漲率實際值 3.00% 2.00% 4.00% 2.00% 2.50%

實際物價指數 100 103 105.06 109.26 111.45 114.24

直接工程成本之實際值(百萬) 154.5 255 312 357 255

累計直接工程成本實際值(百萬) 154.5 409.5 721.5 1078.5 1333.5

表3�丙案財務計畫預估數及實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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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5*{[(114.24/110.41)－1]*100%�

－2.5%}*(1＋5%)＝13.57。故13.57百萬

即為A案之民間機構因物價調整變動之實

際影響數，該參考值可提供主辦機關作

為降低權利金或同意民間機構財務計畫

修正之依據。

二、營運成本變動

假設丁案之財務計畫(詳表4)以2010年為基

期，營運期自2017年時開始。民間機構於2021

年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要求，且假設主辦機關

訂定之物價指數修正門檻為2.5%，另該案於規

劃評估階段時認知，薪資此特定項目佔總營運

成本之比例約為10%以上，並於投資契約將此

特定項目納入可修約項目之一，且該特定項目

之修正門檻也將列為10%；經主辦機關審核後

確定其累計整體財務淨損益及累計本業淨損益

皆為負值；且民間機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後得

知，財務計畫須修正係肇因於營運成本增加，

而代入上述之公式試算實際影響數：

1.��特定項目考量－薪資成本

� �因累計薪資成本佔累計營運成本之比

率為841.72/4128.64＝20.39%已超過

10%，故可將薪資指數視為特定項目考

量，同時此薪資所得之指數增加率應達

10%方可修正，代入上述公式試算實際

影響數。

� 公式：E
2
×(指數增減率－10%)×D

� E
2
-累計薪資成本實際值(仟)：841.72(仟)

�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薪資指

數：110.92

�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薪資指數：100.40

� D-(1＋營業稅率)：1＋5%

� →�[(110.92/100.40)－1]*100%＝10.48%，

已達修正門檻10%，可執行。

� →�841.72*(10.48%－10%)*(1＋5%)�

＝4.24(仟)

2.��總成本考量－營運成本受物價指數影響數

� 公式：E×(指數增減率－2.5%)×D

� E-�累計總營運成本實際值(仟)：�

4128.64(仟)

�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物價指

年　度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預估

薪資每年成長率 0.00% 0.10% 0.10% 0.10% 0.10% 1.50%

預估薪資指數 100.00 100.10 100.20 100.30 100.40 101.91

薪資成本預估值(仟) 150.00 150.15 150.30 150.45 150.60 152.86

累計薪資成本預估值(仟) 150.00 300.15 450.45 600.90 751.50 904.36

物價上漲率預估值 0.00% 1.50% 1.50% 1.50% 1.50% 1.50%

預估物價指數 100.00 101.50 103.02 104.57 106.14 107.73

總營運成本預估值(仟) 750.00 761.25 772.67 784.26 796.02 807.96

累計營運成本預估值(仟) 750.00 1511.25 2283.92 3068.18 3864.20 4672.16

實際

薪資每年成長率 0% 2.4% 2.5% 2.7% 2.9%

實際薪資指數 100.00 102.40 104.96 107.79 110.92

薪資成本實際值(仟) 160.00 163.84 167.94 172.47 177.47

累計薪資成本實際值(仟) 160.00 323.84 491.78 664.25 841.72

物價上漲率 0.0% 2.6% 2.6% 2.9% 3.0%

實際物價指數 100.00 102.60 105.27 108.32 111.57

總營運成本實際值(仟) 780.00 785.00 813.40 850.00 900.24

累計營運成本實際值(仟) 780.00 1565.00 2378.40 3228.40 4128.64

表4�丁案財務計畫預估數及實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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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計畫淨損益為判斷該計畫是否得以提出財務

修約之前提。之後，藉由審慎評估財務計畫修

正之事由及該計畫歷史財務報表等相關佐證資

料，檢視指數變動率或特定項目是否達修正門

檻等因素，並試算財務計畫修正之實際影響

數。本研析亦建議對於未來可預見指數變動情

形，雙方可將指數之調整機制於契約中訂定。

三、推廣財務計畫修約之觀念

建議未來於辦理促參教育訓練課程時，可

推廣財務計畫修約之觀念，有助於主辦機關相

關工作人員判別財務風險因子，及啟動協議修

約時計算公式之應用，以備因發生不可歸責於

雙方啟動修約事由，而進入修約階段之因應。

此外，亦可經由撰寫修約相關作業手冊，建置

標準修約作業流程SOP及建議操作公式，以供相

關工作人員參考，縮短案例蒐集時程，以減緩

調整租金、其他稅費、或許可年限的時間與壓

力，而利於促參案件的推動與履約。

四、應永久保存相關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

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各項會計憑證，除

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年

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各項

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有關未結會計事項

者，不在此限。由於促參案件許可年限長短不

一，建議後續促參案件於契約條文中規範乙方

應永久保存重要會計憑證、相關會計帳簿及財

務報表，以有助於後續履約管理，及順利應用

財務計畫修正之施行。

參考文獻

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令彙編。

數：111.57

�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物價指數：106.14

� D-(1＋營業稅率)：1＋5%

� →�4128.64*{[(111.57/106.14)－1]*100%�

－2.5%}*(1＋5%)＝113.40(仟)

因特定項目之指數增加率高於修正門檻

10%，且總成本或總收入之指數增加率亦達修

正門檻2.5%時，則本案之實際影響數將視特定

項目或總數比較後之較大值為主辦機關後續執

行財務計畫修正時之參酌依據。故113.40仟元

即為B案之民間機構因物價調整變動之實際影響

數，該數字可提供主辦機關作為降低權利金或

同意民間機構修正財務計畫之依據。

陸、結論與建議

隨著民參案件持續推動，未來在履約階段

面臨修約是不容忽視之課題，為提早因應本文

茲建議下列作法：

一、加強全生命週期風險控管機制

建議後續促參計畫推案時，於前置作業階

段之財務可行性，應確實進行敏感度分析外，

更應重視敏感性之重要意涵，因敏感度分析有

助於研判計畫可行之合理性與了解風險屬性；

進入甄審階段時，甄審項目應納入是否有進行

敏感度分析，及如何防範風險策略等；至議約

階段，針對回應甄審委員所建議主要風險因應

作法，予以落實於投資契約中，作為後續修約

之參酌因子。

二、約前訂定指數調整機制及試算修約實際

影響數

依本文提出之財務計畫修正之參考流程

圖與建議公式，建議初步由主辦機關以累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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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間參與、保險業資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風險控管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資深規劃師／劉嘉雯	 1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新動能─引導保險
業資金投入公共建
設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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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來在政策推動上積極引導保險業資金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惟保險業仍受限

於保險法等相關法令之規範，所以在導入保險業資金投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

下簡稱促參法）所稱之公共建設前，本文先就保險業參與投資之現行相關法令進行說

明，再就政策鬆綁後，保險業者採合作聯盟或單一廠商方式參與之不同模式進行分析，

並務實的分別就契約設計、投資誘因及法令鬆綁等層面提出建議，以期兼顧公共利益及

保戶權益，為政府、民眾及保險業者共創多贏局面。

1

壹、緒論

行政院於2013年推出提振景氣措施重大政

策，宣示引進保險業資金參與公共建設投資為

重點推動事項，壽險公會隨即主動建請主管機

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修正或解釋相關規定，並協調保險業者積極參

與投資政府公共建設案件。隔年，馬總統英九

於2014年元旦文告再次強調，近年來政府公共

預算拮据，加強公共建設投資為政府經濟工作

之重點，隨後行政院江前院長宜樺宣示「引導

保險業資金參與公共建設」為當年度行政院重

大政策，指示財政部與金管會等相關部會，共

同建立依促參法適合保險業投資之公共建設模

式，並期許各公共建設之主辦機關(即指主辦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之機關)於設計招商案

件時，將保險業之特性及資金財務需求納入考

量，以增加保險業參與投資管道，擴大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能量。

促參法之主管機關財政部表示，國內民間

資金相當充裕，以保險業為例，國內保險公司之

可運用資金達新臺幣15兆元，依法可直接投資於

公共事業之投資總額高達新臺幣1.5兆元，對於

解決政府公共建設預算缺口有相當幫助。因此，

配合前述中央政策之推動，評估引導保險業資金

投入公共建設案件將具備滿足公共建設需求、提

昇公共建設品質、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提昇公

有土地利用、強化區域發展、促進產業經濟繁

榮、創造民眾就業機會等社會經濟效益。

另就保險業者而言，透過專案投資方式

參與公共建設，將具備增加保險業資金運用管

道、創造長期穩定收益來源、分散投資風險、

提昇社會公益形象等效益。其中，由於公共建

設投資案具備穩定收入之特性，與保險業之投

資需求吻合；而保險業資金屬於長期資金性

質，亦與公共建設需長期穩定資金挹注之需求

相符。是故，本文針對保險業者參與投資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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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以下簡稱促參案件)，分

就法令、契約及實務等面向探討保險業者如何

參與公共建設投資，以為政府、民眾及保險業

者創造多贏局面。

貳、保險業投資促參案件之相關
法令

保險法第146-5條規定：「保險業資金辦

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

主管機關核准；其申請核准應具備之文件、程

序、運用或投資之範圍、限額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前項資金運用方

式為投資公司股票時，準用第146條之1第3項規

定；其投資之條件及比率，不受第146條之1第1

項第3款規定之限制。」是故，保險業資金參與

投資促參案件，主要係依據「保險法」及「保

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

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保險業專案投資管理辦

法)規定辦理，茲就相關規定說明如后。

一、公共投資事項

保險業資金辦理公共投資須為保險業專案

投資管理辦法第3條所列之投資事項，包括交通

運輸設施(含公路、鐵路、港灣、停車場及機場

等)、公用事業設施(含水力、電力、電信等)、

興建國民住宅、環境保護設施(含河川、下水道

之整治，垃圾、廢棄物處理等)、殯葬設施、國

民休閒等公眾福利設施，以及其他配合政府獎

勵及建設之公共事業。故若保險業者投資促參

案件，除該條第1-5項所列之項目外，其他投資

事項亦可屬第6項所指「其他配合政府獎勵及建

設之公共事業」之範疇。

此外，為持續擴大保險業之資金運用管

道，金管會業於2014年6月17日修正發布保險業

專案投資管理辦法第3條條文。其中，為加速推

動社會住宅政策，並使保險業得投資社會及老

人住宅之法令更為明確，已增列「社會住宅」

及「老人住宅」為保險業得辦理公共投資之項

目，惟有關社會住宅及老人住宅之範圍，仍應

依住宅法及老人福利法等相關法令認定。

二、投資額度

依據保險業專案投資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

「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

投資之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10%。對

於同一對象投資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該保險業

資金5%。…」。若進一步以可運用資金總額前

10名之保險業者為例，可運用資金總額約介於

新臺幣4,000億～3.5兆元間，故個別公司於專案

運用及公共投資之投資總額約介於新臺幣400～

3,500億元，單一個案之投資金額不得超過新臺

幣200～1,750億元，顯見保險資金著實為國內

公建投資之龐大動能，惟若個案總投資金額較

為龐大者，或保險公司自身之可運用資金較低

者，仍須留意此項投資上限規範。

三、辦理程序

保險業者辦理專案運用及公共投資，應依

保險業專案投資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訂定處理程

序，經董事會通過後，函報金管會備查，並提

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處理程序應記載下列

內容：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含董事會授權額度、

層級及執行單位)。

(二)		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含價格決定方式

及參考依據)。

(三)		內部控制制度(含風險管理措施、定期

評估方式及績效分析等)。

(四)		指定高階主管人員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辦理績效。

(五)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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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聯盟方式

保險業者得依據保險法及保險業專案投資

管理辦法，採合作聯盟方式參與投資促參案件。

(一)		股權投資上限

	 依據保險業專案投資管理辦法第7條規

定：「保險業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

福利事業投資之總額，不得超過該保險業

資金10%。對於同一對象投資之總額合計

不得超過該保險業資金5%。對於同一對象

之投資，不得超過被投資對象實收資本額

10%；…其被投資對象為第3條及第4條所

列項目之事業者，不得超過該被投資對象

實收資本額45%。」。為引導保險業積極

參與公共建設投資，金管會於2012年7月

19日將保險業投資專案公司之股份由不得

超過該公司實收資本額25%提昇至35%；

復於2014年6月17日修正發布保險業專案

投資管理辦法第7條條文，再次將投資限

額由35%提昇至45%，以增加保險業資金

參與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之彈性及誘

因。[1]

(二)		不得擔任董監事

	 由於保險法第146條之1第3項禁止保

險業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有

關保險業資金辦理公共事業投資者，依據

保險法146條之5第2項準用上開規定；亦

即，依據保險法第146條之5規定，保險業

不得擔任專案公司之董監事。

	 由於此限制影響保險業投資公共建設

之意願甚鉅，關於保險法規鬆綁部分，金

管會已研擬保險法第146條之5之修正草案

方向，適度放寬保險業得擔任公共建設投

資事業之董監事。該提案已進入立法院審

議程序，金管會表示將持續追蹤上開提案

進度，並配合立法院審查程序辦理，以提

此外，保險業者辦理專案運用及公共投

資，應依保險業專案投資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

須檢附下列書件，報經金管會核准：	

(一)		投資計畫及目的(含目的、方式、市場

分析、成本分析、長短期投資效益分

析、股東結構及經營團隊)。

(二)		辦理資金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

事業投資之明細及其績效分析(含各期

投資績效分析及說明)。

(三)	被投資對象之財務報告。

(四)	董事會會議決議或其授權文件。

(五)	有關機關之審核文件。

(六)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依此申請程序，金管會自申請書件送達之

次日起15工作日內，未表示反對、要求補件或

說明者，視為已核准；而若經金管會要求補件

或說明者，金管會自補件資料或說明書件送達

之次日起15工作日內未表示反對者，視為已核

准。是故，保險業者若欲參與依促參法第42條

辦理之政府規劃公告招商案件，應預為掌握備

標作業期程，於提案申請(即投標)前應事先取

得金管會之核准，始得為之；而若保險業者係

依促參法第46條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亦應於檢附規劃構想書向主辦機關提出申

請前，事先取得金管會之核准。

參、保險業投資促參案件之參與
方式

金管會為配合行政院提振景氣措施，對於

保險業資金參與公共建設投資秉持鼓勵及支持的

立場，且為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現行

保險法及相關法規已訂有多元投資管道，保險

業可依自身財務能力及案件特性，選擇適當投

資標的及管道。茲分就保險業者採合作聯盟或

單一廠商方式參與投資促參案件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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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險業投資公共建設之意願。[2]

二、單一廠商方式

政策開放保險業者得依據保險法及保險業

專案投資管理辦法，採單一廠商方式參與投資

促參案件。

(一)		權利義務原則[3]

	 中央政府為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

建設，針對保險業資金投資公共建設涉及

民間機構(即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其他

經主辦機關核定之私法人，並與主辦機關

簽訂參與公共建設之投資契約者)須負公共

建設「興建」及「營運」之責，以及保險

業資金具有高度公眾性，不宜承擔非其業

務經營風險等課題進行檢討。經行政院邀

集相關機關協調後，確認保險業資金投入

公共建設無須修訂促參法及保險法等相關

法令，並配合建立適合保險業資金參與促

參案件之模式，保險業者得依循促參法現

有規範，按下列原則採單一廠商方式參與

促參案件：

1.		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包含保險業)之權

利義務，透過投資契約予以規範，民間

機構負契約所定履約之責。

2.		民間機構於前項投資契約中之營運責

任，得經主辦機關同意，透過民間機構

與受託或承租者之委託或租賃契約予以

明確規範由該受託或承租者承擔。民間

機構與受託或承租者之契約內容及權利

表1	財政部「促參案件BOT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參考範本」建議條文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建議條文

第三章　乙方興建及營運權限

3.1	乙方於本契約期間內，享有下列權利：

	 1.		就甲方同意之本計畫用地，興建及營運本計

畫。

	 2.		乙方得就甲方同意之本計畫用地，另依第11章附

屬事業之規定，辦理開發附屬事業。

第三章　乙方興建及營運權限

3.1	乙方於本契約期間內，享有下列權利：

	 1.		就甲方同意之本計畫用地，興建及營運本計

畫。

	 2.		乙方得就甲方同意之本計畫用地，另依第11章附

屬事業之規定，辦理開發附屬事業。

3.2	契約權利不得轉讓

	 3.2.1	 	民間機構依投資契約所取得之權利(義務)如

下：

	 1.	擔任本契約當事人地位。

	 2.	如期如質完成本計畫之興建。

	 3.		確保本計畫之正常營運，以及公共服務之提供

不中斷。

	 4.	繳交本契約之土地租金、權利金。

	 5.		本計畫屬公用事業涉收取使用費者，向使用者

收取使用費。

	 6.		契約期滿(或終止)後，移轉公共建設所有權、營

運權予政府。

	 3.2.2	 	前項之權利(義務)，除有促參法第52條規定

之改善計畫或第53條規定之適當措施所需，

且經主辦機關同意者外，不得轉讓、出租、

設定負擔或為民事執行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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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促參案件BOT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

參考範本」，以供主辦機關就個案情形視

實際需求參酌辦理，相關建議條文詳表1。

(二)		保險業者可投入之公共建設類別

	 針對擴大保險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事宜，

行政院復於2014年1月20日邀集金管會、

財政部及促參各主辦機關，協調各部會放

寬保險業可投入之公共建設類別。依跨部

會協商結果，保險業投入促參案件將不限

於原先規劃的21項公益性較小案件，行政

院會中同意鬆綁，投資項目不以公益性大

小作為保險業是否適合參與指標重點。另

針對促參法及其子法規定之公共建設類別

(計13類、20大項、83小項)，除衛生醫療

設施(含衛生醫療、物理治療、醫事放射、

護理等9項)、社會福利設施(如老人安養機

構、長照機構)、農產品批發市場等11項因

義務，須納入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契

約中。[4]

	 爰此，依財政部2013年6月21日台財促

字第10225510270號函及行政院2013年7月

17日院臺金字第1020141476號函，關於民

間機構參與促參案件，主辦機關與民間機

構之權利義務處理原則，於函示中載明：

「各主辦機關辦理促參案件時，依前項所

述之結論，經評估同意由民間機構將公共

建設之營運責任，透過委託或租賃契約規

範由該受託或承租者承擔者，應於辦理公

告徵求民間參與時，載明於公告及招商文

件中」。財政部並提醒各主辦機關，針對

影響公眾利益較小之公共建設，保險業者

可獨資擔任促參法所稱民間機構，於經營

期間可將經營事項或設施以委託或出租予

經營專業第三方。財政部並配合修訂委託

原條文 建議條文

第十章　營運

10.10	 委託他人經營

	 乙方得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委託符合本計畫資格

之他人營運。乙方因此所簽訂之委託營運契約不得違

反本契約之規定，其內容至少應包含下列規定：

	 1.		委託營運契約之存續期間不得超過本契約之存

續期間；

	 2.		委託經營者應遵守本契約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及

	 3.		本契約期限屆滿前終止時，甲方或其指定之第

三人有權承受乙方於委託營運契約之權利義

務，但應以書面通知受託經營者。

第十章　營運

10.10	 委託(或出租)他人經營

	 10.10.1	 	乙方得經甲方書面同意後，委託(或出租)符

合本計畫資格之他人營運。惟其委託(或出

租)不得違反下列規定：

	 1.		不影響公共建設正常營運及不影響契約期滿(或

終止)時建設移轉予甲方。

	 2.		乙方與其受託(或承租)人間之契約內容及權利

義務，須納入本契約附件，視為本契約之一部

分。

	 3.		乙方之受託(或承租)人未履行其與乙方所定契約

規範責任時，乙方應以本契約當事人地位，督

促受託(或承租)人改善缺失或經甲方同意更換受

託(或承租)人。

	 10.10.2	 	乙方因10.10.1所簽訂之委託(或出租)營運

契約不得違反本契約之規定，其內容至少

應包含下列規定：

	 1.		委託(或出租)營運契約之存續期間不得超過本契

約之存續期間；

	 2.		委託(或出租)經營者應遵守本契約及相關法令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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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限制投資，以及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

燃料設施尚待確認外，其餘70項類別完全

不設限，原則都可朝開放方向辦理，惟金

管會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必須加強監督

及履約風險控管。[5]

肆、保險業投資促參案件之相關
建議

於公共建設預算逐年下滑之際，為維持公

共建設及公共服務之提供，並帶動產業經濟發

展及就業機會，近二年中央政府相當積極地辦

理政策開放及法令鬆綁，以引導保險業資金投

入公共建設。茲分就契約設計、投資誘因及法

令鬆綁等三面向，就主辦機關引導保險業資金

投入促參案件之相關建議說明如后。

一、契約設計面

(一)		首應評估個案特性

	 因保險業者不得兼營保險法規定以外

之業務，故建議各促參案件之主辦機關仍

需謹慎評估公共建設之個案特性，若允許

民間機構為保險業者，由於其僅得扮演營

運資產及設備之出租者角色，至於公共建

設得否穩定營運，並符合每年主辦機關辦

理營運績效評估之要求，主要須視承租者

之營運能力而定，民間機構僅得以督促承

租者改善缺失或經主辦機關同意更換承租

者之方式辦理。故建議於政策開放初期仍

宜以公益性較小之促參案件先行為之，以

避免當承租者之營運表現不佳或出現承租

空窗期時，若保險業介入經營，恐因違反

保險法而遭主管機關之行政處分，而若保

險業任由公共建設出現營運中斷，則恐導

致乙方違約等情事。

(二)		考量保險業特性

	 若主辦機關允許保險業參與，於設

計招商文件中時，除前述允許營運責任轉

由承租者承擔外，尚應留意保險業無法單

獨成立專案公司、不得為保證人或以其財

產提供為他人債務之擔保等特性。惟基於

招商公平性，招商文件之設計宜一體適

用，亦即非保險業者參與該案申請，亦得

將營運責任轉由受託或承租者承擔、亦得

以原申請人名義簽約、亦得不與其他合作

聯盟申請人負連帶保證責任，故此部分風

險需由主辦機關於設計招商文件時一併考

量之。

(三)		妥適分擔投資風險

	 於投資契約中應妥適就主辦機關、民

間機構、受託(或承租)人三者之風險進行適

度分擔，否則就保險業者而言，履約順利

與否將與該承租者(即主要營運者)有極大關

係，且此承租者(亦可稱主要協力廠商)常於

短暫的投標準備期間即須提出，以利綜合

評審時得以勝出，故包括彼此間之營運理

念、合作默契及合作條件皆須於短期間即

須達成一定共識，否則多有促參案例係因

民間機構申請更換協力廠商而造成履約之

爭議。

二、投資誘因面

(一)		應具備合理之投資報酬率

	 由於促參案件之本質為公共建設之長

期營運，而公共建設並不等於具穩定收益

之商用不動產，故主辦機關若欲吸引保險

業者之參與，應使個案具備一定程度之投

資誘因，亦即具備合理之投資報酬率，否

則，保險業資金之投資管道多元，且基於

保障保戶權益之立場，實際上可吸引保險

業青睞之促參案件實屬有限。

(二)		應掌握履約重點及適度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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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投資管理辦法規定辦理外，於提出申請前

應充分瞭解個案特性及投資契約規定，並依業

者自身投資政策及風險承擔能力審慎進行財務

分析、現金流量估算等投資效益及風險評估，

選擇符合保險業資金運用特性之個案參與，並

應依保險法等相關規定辦理，以利兼顧公共利

益及保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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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其他投資管道，就保險業者而

言，執行促參案件須與公部門處於長期合

作關係，包括申請階段之綜合評審機制、

履約階段之監督管理機制及不可預期之政

策風險等，皆為保險業者列入投資評估之

考量因素，故建議主辦機關應掌握履約重

點，於促參相關法令規範下進行適度之監

督管理，若規範或執行過當，將降低保險

業者之參與意願。

三、法令鬆綁面

(一)		開放得擔任專案公司董監事

	 僅管政策的開放及法令的鬆綁已大幅提

昇保險業參與促參案件之管道，但因促參案

件之投資金額龐大，保險業者仍期望開放

得擔任專案公司之董監事，以確保投資權

益，此為業者期待法令面再突破之處。

(二)		放寬採事後報核制

	 於申請程序部分，由於保險業申請促

參案件前須獲得主管機關之核准。就實務

面而言，由於投標準備時間一般而言並不

長，而主管機關準駁或要求補件等不同情

境皆造成投標之不確定性，故亦有保險業

者希冀申請促參案件可比照投標地上權招

商案件，亦即於取得最優申請人資格後，

再檢具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辦理專案報

核，以利備標期程之掌握，而此亦可避免

提前曝光投標意向。

伍、結語

保險業龐大之資金能量的確可為公共建

設注入活水，本文就主辦機關及主管機關之觀

點，分別由契約設計、投資誘因及法令鬆綁等

三面向提出相關建議。最後，提醒保險業參與

促參案件，除應依保險法第146條之5及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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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上權、合作開發、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新市鎮開發條例

國有土地合作開發
之探討─以林口
中商36招商案為例



3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No.106│April, 2015 │73

大面積國有土地若未有適當開發利用，經常容易產生民眾佔用、傾倒廢棄物等諸多

問題，故在實務作法上，經常由國產署與中央或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辦理國有土

地改良利用，以吸引民間廠商進行投資興建及營運，除增進產業發展外，並收取租金、

權利金以增裕政府財源，創造多方共贏的局面。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2009

年6月受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委託執行「林口中商36公有土地招商基地委託專業服務

案」，2013年6月27日新北市政府與日本綜合不動產開發商「三井不動產株式會社」完成

投資契約簽署，成為三井不動產投資臺灣的第一個標的。爰此，本文謹就國有土地合作

開發之內容作一簡介，以為辦理類似招商案件之經驗分享。

1 2

壹、國有土地活化方式探討

現今公有土地之利用方式，已擺脫以往

僅追求短期、一次性財務挹注極大化之標售作

法。以國有土地為例，現階段有招標設定地上

權、參與都市更新、結合中央與地方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合作開發、與民間合作開發、委託經

營及標租等多元方式[1]，透過引進民間技術及

資金，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期能在兼顧政府政

策推動下，又能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除能抒解

投資用地取得問題，並增加就業機會及達到促

進發展目的。

因此，大面積國有非公用土地可結合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產業或政策推動方向，以達

成中央、地方、投資者與消費者多贏局面，如

圖1所示。而最常採行之作法為國產署結合縣

市政府之產業、觀光政策共同辦理國有土地改

良利用方式，亦即由國產署提供土地、縣市政

府辦理招商規劃及履約管理、民間廠商提供資

金、興建經營技術之合作模式。

在此一合作開發模式下，縣市政府主要

負責評估作業、實質招商、興建與營運期之履

約管理等工作，作業過程中應特別考量，如：

政府政策目標、合宜法令及民間廠商享有之優

惠、招商開發方式、合宜的土地使用、財務可

行性及經營管理彈性等因素。至於辦理流程，

主要可分四個階段，包括：標的確立(須與國產

署初步洽詢合作開發之意願)、招商評估(含可行

性評估、先期規劃)、招商作業(含招商文件撰

擬、評審簽約)及興建營運之履約管理等工作內

容(如圖2所示)，以下並以林口中商36招商案之

辦理過程做為案例之經驗分享。



3
專
題
報
導

74│No.106│April, 2015 

圖1	合作開發模式示意圖

圖2	國有土地合作開發之辦理流程示意圖

圖3	中商36基地位置及開發單元示意圖

貳、林口中商36公有土地招商案
推動經驗借鏡

一、計畫概述

林口特定區在政府多年來之全力建設下，

生活機能漸趨完善，加上周邊高科技產業聚

落、醫療園區、高爾夫球場與各式大小公園林

立，環境條件優良，隨著交通建設陸續完成，

吸引不少來自臺北市、桃園市等地的「新移

民」，為林口帶來成長新動能。

招商標的位於林口新市鎮第三期(三、四區)

市地重劃範圍內，屬中心商業區，為林口地區

少數大規模、範圍完整之公有土地，鄰近機場

捷運A9站、主要道路(文化二路、三路)及中山

高速公路林口交流道(如圖3所示)，為強化新市

鎮之都市生活機能，打造特色生活圈，滿足住

宅、產業所需之相關服務，以商業、娛樂雙主

軸為訴求，期能以休閒帶動購物，利用廣大發

展腹地，區隔市中心購物商場，打破僅有購物

限制，結合娛樂元素，營造有趣消費環境，並

希望藉由引入民間資金活力，增加就業機會，

帶動周邊地區之發展，使林口能朝向自給自足

的新市鎮邁進。

許可期間自雙方簽訂契約之日開始起算五十

年，包括「興建期間」及「營運期間」，民間廠

商於許可期間內取得興建營運權利，開發項目應

以購物結合休閒娛樂機能為原則，其中購物商場

之面積不得低於1萬5千坪(不包含停車場面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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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中商36招商辦理過程圖

圖5	中商36	Outlet	Park評估階段照片示意圖

圖6	中商36	Outlet	Park施工前照片示意圖

圖7	中商36	Outlet	Park施工中照片示意圖

三、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

(一)		臺北市仍為廠商投資偏好之主要據

點，招商初期較不熱絡，惟隨著交通

重大建設及民間投資開發持續投入，

未來發展前景可期，提升招商吸引力。

二、辦理過程

辦理過程主要包括計畫啟動(招商顧問簽

約)、招商評估(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國有

土地之開發協調(改良利用工作計畫及契約報財

政部核定)、招商規劃(招商文件撰擬、招商說明

會)、評審簽約、都市計畫變更(公開展覽、說

明會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及簽訂契約等七個階

段，各階段辦理內容，如圖4所示。

自2009年6月啟動招商評估，於2013年6月

完成招商簽約等工作。目前民間廠商機構刻正

辦理工程施作，由於基地地勢平坦、權屬單純

且並無遭占用等情事，加上林口新市鎮之重劃

區工程早已完成，都市基礎建設完備，有助加

速興建進度，預計2015年底可望完成興建並開

始營運，如圖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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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場經營者多選擇人口聚集之既有中

心商業區設立據點，相對於新興成長地區

之投資則持保守態度。惟面對土地發展飽

和且地價高昂的現實問題，考量配合重大

交通建設，人口逐漸往捷運線周邊地區集

結，造就了位於捷運站周邊，交通方便、

腹地完整之土地成為新寵。新北市政府於

林口積極推動新北影視城計畫，吸引民

視、TVBS進駐，而A8、A9捷運土地開發亦

吸引大型建商陸續參與投資，共同營造林

口發展榮景，推升林口發展潛力，亦大幅

增加廠商投資意願。

(二)		既有都市計畫之剛性規範，不利全街

廓整體規劃，故新北市政府預為辦理

都計變更，增加土地管制之彈性，排

除招商障礙。

	 基地屬範圍、面積完整之中心商業區

土地，民間廠商未來可依據其經營構想進行

整體規劃，塑造整體商業氛圍情境，惟原都

市計畫有關退縮建築之剛性規範，將使原本

方整土地必須細分為五個地塊，使未來之經

營受到極大限制。新北市政府為排除投資

者疑慮，於招商前即針對街廓合併開發之

情境，提出整體規劃之配套解決機制，並

先配合變更都市計畫以增加土地利用之彈

性，排除投資者疑慮並增加投資信心。

(三)		雖不適用促參法，但透過新市鎮開發

條例之相關優惠，及地上權契約參酌

促參法精神，配合研訂地租漲幅過高

之因應機制，以增加招商誘因。

	 由於促參法「新市鎮開發」之公共建

設類別，並無類似性質的招商案例可循，故

不依促參法辦理招商，以避免適用法令之

疑義。經評估適用之法令及優惠，考量基

地位於林口特定區，可適用新市鎮開發條

例，享有房屋稅、地價稅及契稅減免、法

規鬆綁等優惠條件，對於公告地價漲幅過

高導致地租暴漲之情事，亦已參酌促參法

精神，於地上權契約中增加緩解之因應機

制，故民間廠商實際可享有之優惠，與其

他採促參法招商之案件並無太大的落差。

(四)		招商範圍包含國有土地(佔78%)、新北

市市有土地(佔22%)，藉由國、市有

土地合作改良利用，提高資產運用效

率，增裕政府財政

　　依都市計畫之開發規範，應為完整街廓

整體開發，由於土地權屬以國有土地面積居

多，故在國產署之積極參與協助下，順利完

成合作改良利用工作計畫、契約書報請財政

部核定之程序。作業過程中，不論是招商評

估、招商文件撰擬、招商說明會，皆積極參

與及提供意見，促進民間業者參與投資，帶

動周邊地區經濟活絡，共創地方及中央雙贏

之局面。

(五)		北臺商場競爭激烈，為塑造不同發展

特色之商城，本案訴求Outlet	Park之投

資建設及新型態之商場經營模式

	 基地位於新興發展地區、區位條件優

良且土地面積完整，故招商策略係訴求吸

引大型Outlet	Park之投資建設，俾利與既有

市場區隔，成為跨國企業擴大經營版圖、

發展新型態商業經營模式之首選區位。

參、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本案符合新市鎮有關促進區

域均衡、誘導人口及產業活動發展之目的，能

減少企業因土地取得所需之龐大費用及吸引國

內外企業參加投資開發，創造公有土地更高價

值，並於地上權存續期間屆滿而收回，故其衍

生之利益亦將由全民共享，以下提出可供借鏡

參考之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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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化開發平衡的思考

公有土地活化開發，應兼顧產業發展、社會

公益、環境永續三者之平衡，妥善使用有限之國

家資源，將公共空間環境品質改善、地區經濟發

展帶動、融入創新及多元文化等思維納入未來招

商規劃之配套條件或規範，希望民間廠商在追求

私利的之同時，也能提升公共利益，並促進敦親

睦鄰、創新發展、永續經營利用等平衡開發之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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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之順利執行，將可提供周邊住宅、

產業所需之商業及生活服務，並可增加

就業機會，帶動周邊地區發展。

得標廠商三井不動產株式會社依招標文件要

求成立專案履約公司「三新奧特萊斯股份有限公

司」與新北市政府簽約，預計投資額達58.8億元，

開發樓地板面積4.5萬坪，政府50年權利金與租金

總收入65.9億元，並可創造2,000名就業人口[3]，

本案可做為其他國有土地開發利用及加強管理之

範例。

二、跳出既有使用之框架，引入前瞻性之思

考

活化利用應釐清招商可能面臨之發展限制及

問題，思考新的使用機能引入之可行性，與發展

趨勢結合，訂定適宜之發展目標及定位，期透過

多元的開發模式(如：短期或長期利用、民間參與

招商、招標設定地上權等)增裕政府財源及促進

產業發展。對於不合時宜之使用管制、設計規範

或分區類別，應跳出既有都市計畫之框架，考量

基地區位、周邊重大投資建設等影響，適度進行

調整變更及放寬，以提昇民間廠商參與投資之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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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上權、信義計畫區、南京復興商圈、南港經貿園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資深規劃師／劉嘉雯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資深規劃師／劉虹彤	 2

依地方政府公產
管理法令辦理
地上權招商案件
之推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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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土地利用、挹注財政收益、強化區域發展、促進產業繁榮及增加就業機會，

臺北市政府依據「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及「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

權實施要點」等相關規定，以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推動招商，以引進民間投資，促

進臺北市之繁榮發展。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公司分別於2010年及2013年接受臺北市政

府財政局委託執行-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三小段6地號(A25)市有土地開發案委託規劃案

(以下簡稱A25招商案)、臺北市中山區長春段一小段782地號等6筆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招

商顧問案(以下簡稱長春段招商案)，及臺北市南港區經貿段42地號市有土地設定地上權

招商顧問案(以下簡稱經貿段招商案)等三計畫，合計協助臺北市政府創造逾新臺幣(以下

同)259億元之權利金收入。爰此，本文謹就協助地方政府推動地上權招商案件之辦理內

容作一簡介，以為辦理類似招商案件之經驗分享。

1 2

壹、興辦目的

臺北市政府以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辦

理招商，期能引進民間投資，達成提昇市有土

地利用、挹注市府財政收益、強化商業發展、

建立公私合作模式、提昇社會經濟效益、促進

經濟繁榮發展等目標。

貳、立地條件分析、開發定位及初
步量體規劃

一、A25招商案

信義計畫區定位為臺北國際金融中心，為臺

北市最精華之市中心區，不但商業發展繁榮，為

各國觀光客造訪臺灣必遊之處，更為外資及陸資

駐台辦公之首選。本基地為信義計畫區少見之大

面積未開發市有土地，具備極佳之區位條件。

(一)		立地條件分析

	 本基地座落於松高路及松勇路口東

北側，即信義計畫區A25街廓，基地面積

18,022m2(約5,452坪)，土地使用分區為

「業務設施區(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

建蔽率不得超過40%，容積率不得超過

400%，使用現況為大客車及小汽車平面

停車場(圖1)，2014年之公告現值總額達

166.5億元。

(二)		開發定位構想

	 評估本基地具備鄰近忠孝東路及捷運

板南線市政府站之區位及交通優勢，並可

延續松高路兩側百貨、辦公、旅館林立之

商業氛圍。因應本基地之優越立地條件及

不動產市場分析，評估可引進國際一流企

業進駐，規劃包括辦公、旅館、餐飲、會

議、商場等複合型商用不動產，打造為全

球經貿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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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初步量體規劃

	 本案係採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

交由地上權人開發，實際開發內容應由地

上權人自行規劃提出，並須經臺北市都

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審議通過。初步模擬本案主體建物可沿

松高路配置，以塑造辦公大樓及頂級旅

館之可識別性，並將開放空間留設於建

物北側，以與大客車停車區域做一適當

區隔。此外，有關穿越本基地之雨水下

水道D□□7000×4000雙孔箱涵，建議可

改道至本基地西北側，並西接松勇路。

整體而言，經推估本案總樓地板面積約

115,000m2(約34,800坪)，總工程費用約

65～85億元。

二、長春段招商案

南京復興辦公商圈為臺北市中心區發展成

熟之商圈，鄰近松山機場，且具備雙捷運(文湖

線及松山新店線)交會之交通優勢，周邊知名

旅館包含六福皇宮、兄弟大飯店及文華東方酒

店，為市中心區少見之未開發市有土地。

圖2	長春段招商案基地現況

圖1	A25招商案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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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

過。爭取獎勵容積部分初步以增加15%計

算，推估本案總樓地板面積約12,600坪，

總工程費用約22～25億元；另依都市計畫

規定，本基地建蔽率得比照臺北市聯合開

發區(捷)，提高5%，且為鼓勵大眾運輸工

具之利用，小汽車及機車停車空間之留設

標準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

條例」之70%為上限。

三、經貿段招商案

南港經貿園區定位為臺灣經貿會展重鎮，

園區內除有臺北南港展覽館(一館、二館)、南港

軟體園區(一、二、三期)及中國信託企業總部之

進駐外，未來將持續引進國際觀光旅館、百貨

商場、A級辦公大樓等商業及產業聚集。

(一)		立地條件分析

	 本基地位於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及

三重路口南側，屬於南港經貿園區範圍，

基地面積3,883.68m2(約1,174.81坪)，屬二

面臨路基地，現況為空地(圖3)；土地使用

分區為商業區(供商務設施使用)，建蔽率不

得超過60%，容積率不得超過360%，2014

(一)		立地條件分析

	 本基地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三段及復興北路口西北側，為光復東村舊

址，基地面積9,081.48m2(約2,747.15坪)，

三面臨路，基地內有設置捷運松山新店線

南京復興站出入口(圖2)，土地使用分區為

第三種商業區(特)，建蔽率45%，容積率

250%，2014年之公告現值總額約26.8億

元。

(二)		開發定位構想

	 由於本基地方正且腹地廣大，周邊辦

公、飯店及商旅活動聚集，基地內即設有捷

運站出入口及雙捷運線交會之交通優勢，有

利於引進多元使用機能之商業設施，預期可

規劃為集餐飲購物、商務辦公、商旅住宿等

複合式之商業中心；平日以周邊上班族群

及通勤旅次為目標客群，假日則可延續環

亞商圈之休閒娛樂人潮，以創造辦公、商

旅、通勤旅次之便利消費及營運綜效。

(三)		初步量體規劃

	 本案係採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

交由地上權人開發，實際開發內容由地上

權人自行規劃提出，並須經臺北市都市設

圖3	經貿段招商案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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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公告現值總額約12.7億元。

(二)		開發定位構想

	 南港展覽館定位為國家會展中心，未

來結合周邊之商業、旅館及娛樂設施，將

形成具國際競爭力之會展園區。此外，南

港尚有軟體中心、生技中心、文創中心等

多項大型建設計畫及土地開發計畫，並配

合包括三高(即北一高、北二高、北宜高)、

二鐵(即高鐵、臺鐵)、二捷(即捷運板南

線、捷運文湖線)、一快(即環東快速道路)

之優越交通條件，將形成完整之交通運輸

網絡，並直接與國際接軌。因應本基地於

都市計畫定位為南港軟體工業園區次期發

展所需之產業用地，並依本案之區位及交

通優勢，預期可規劃為複合商場、辦公、

旅館之現代化地標商業大樓。

(三)		初步量體規劃

	 本案係採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

交由地上權人開發，實際開發內容由地上

權人規劃設計，初步推估本案總樓地板面

積約22,479m2(約6,800坪)，總工程費用約

10～12億元；另依都市計畫規定，包括資

訊軟體或網際網路相關產業、電腦電子資

訊電信相關產業、支援前述之共同資訊設

施及軟體相關產業、生物技術相關產業及

創意產業等相關產業使用之樓地板面積，

以不得低於總樓地板面積之50%為原則。

參、招商條件及辦理成果

一、A25招商案

(一)		招商條件說明[1]

	 地上權存續期間為50年，未來地上權

人可依都市計畫規定規劃商業使用，惟不

得開發經營住宅。此外，地上權人應於本

基地建物內增設至少44席大客車停車位、

認養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三小段1地號等3

筆土地，以及於興建期間設置大客車臨時

停車場等投資開發規範。

(二)		招商辦理成果[2]

	 本案於2014年6月23日截止投標收件，

計1家廠商投標，並於次日辦理資格審查作

業，經審查符合投標須知隨即辦理開啟價

圖4	A25招商案簽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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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商辦理成果[4]

	 本案於2014年2月24日截止投標收

件，計有2家廠商投標，並於次日辦理資格

審查作業，經審查皆符合投標須知規定，

隨即辦理開啟價格標作業。本案開標結果

係由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權利金

總價65億8880萬元得標，較權利金底價56

億8000萬元高出9億880萬元，溢價率達

16%。整體而言，本案預估民間投資金額

約80億元，市府除可收取權利金外，每年

尚可收取土地租金約3,200萬元，不僅可增

裕市庫收入，增加就業機會約2,225人，並

可帶動整體經濟發展。

三、經貿段招商案

(一)		招商條件說明[5]

	 地上權存續期間為60年，未來地上權

人可依都市計畫規定開發辦公、旅館、餐

飲、商場等產品，惟不得作住宅使用，並

應於本基地西側中段預留3*6平方公尺之土

地，無償提供市府作為設置新型式候車亭

格標作業。本案開標結果係由富邦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權利金總價172億8800

萬元得標，高出權利金底價800萬元。整體

而言，預估民間投資金額約250億元，市府

除可收取權利金外，每年亦可收取土地租

金約2億274萬元，不僅可引入民間企業之

效率與創意，加速推動建立信義商圈新地

標，並可增裕市庫收入，增加就業機會約

7,500人，帶動地方經濟之整體發展。

二、長春段招商案

(一)		招商條件說明[3]

	 地上權存續期間為70年，未來地上權

人可依都市計畫規定開發辦公、旅館、餐

飲、商場等產品，惟不得作住宅使用。此

外，依都市計畫書相關規範，於地上權契

約中約定基地建物應與松山新店線捷運設

施地下連通、提供西側公園用地未來所興

建之建物與基地建物地下連通、額外設置

除法定停車位及衍生停車需求外之公共停

車位等投資開發規範。

圖5	長春段招商案簽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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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外，依都市計畫規定，本案建物

供「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第2期引進產業或功

能類別一覽表」之第1至第4項(資訊軟體或

網際網路相關產業、電腦電子資訊電信相

關產業、支援前述之共同資訊設施及軟體

相關產業、生物技術相關產業及創意產業)

相關產業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以不得低於

總樓地板面積之50%為原則。

(二)		招商辦理成果[6]

	 本案於2013年12月26日截止投標收

件，計有3家廠商投標，並於次日辦理審查

作業，經審查僅有2家符合投標須知規定，

隨即辦理開啟價格標作業。本案開標結果

係由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權利金

總價20億2345萬6789元得標，較權利金底

價13億6800萬元高出6億5545萬6789元，

溢價率達47.9%。整體而言，市府於本案

除可收取權利金外，每年尚可收取土地租

金約1,500萬元，相信藉由民間之活力與創

意，必然可創造出更具風格之地區意象，

並帶動南港經貿園區之整體發展。

肆、結語

茲就協助臺北市政府推動此三件設定地上

權招商案件之招商條件及成果彙整如表1所示，

而相關經驗分享如后。

表1	A25、長春段、經貿段招商案之招商條件及成果彙整表

案例 A25招商案 長春段招商案 經貿段招商案

區位條件 信義計畫區商圈 南京復興辦公商圈 南港經貿園區

基地面積（m2） 18,022.00 9,081.48 3,883.68

地上權存續期間（年） 50 70 60

權利金底價（萬元） 1,728,000 568,000 136,800

得標權利金（萬元） 1,728,800 658,880 202,345

簽約日期 2014年8月13日(圖4) 2014年4月16日(圖5) 2014年2月14日(圖6)

地上權人 富邦人壽 富邦人壽 新光人壽

圖6	經貿段招商案簽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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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權利金底價評估時，應與估價師充分溝通

個案特性，以避免因高估權利金底價而導致流

標，不但徒增行政成本，更可能因此錯失瞬息

萬變之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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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儘早確認投資開發規範

辦理招商過程中，招標機關多會另賦予地

上權人額外之投資開發規範，例如，於A25招商

案，地上權人應滿足信義計畫區之大客車停車

位需求，以及負擔認養範圍之相關義務；於長

春段招商案，有基地建物與松山新店線捷運設

施地下連通、提供西側公園用地未來所興建之

建物與基地建物地下連通、額外提供機車及停

車位等規範；於經貿段招商案，地上權人則須

配合市府預留新型式候車亭所需土地。是故，

儘管設定地上權招商案件相較於促參案件，賦

予投資人較大之投資彈性，但若有額外之投資

開發規範，包含權利義務關係、營運規範、負

擔費用上限等，建議儘早確認相關要求，並於

契約中約定清楚，以利潛在投資人評估。

二、充分與估價師溝通個案特性

臺北市設定地上權招商案件之權利金底價

設定，係由市府委託三家估價師事務所估定權

利金，並提經市府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以下簡

稱財審會)審定。依前述，由於各案件多有額

外之投資開發規範，然若估價師無法事先瞭解

額外要求之公共建設義務等個案特性，並於價

格評估過程納入考量，即有高估權利金底價之

可能，而財審會基於維護市產權益之立場，多

會尊重估價結果。因此，建議招標機關於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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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間參與、營運績效評估項目、營運績效評估指標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副理, PMP／魏家傑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主任工程師／李治威 2

營運績效評估
新面向─
以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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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擅長採用績效評估方式來檢視公司運作成果，除掌握企業之營運狀況外，

並依績效評估結果來激勵員工及了解企業運作上的缺失，進而引導企業朝目標前進。然

國內促參計畫因建設類別及計畫特性不同，所衍生之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指標亦不同。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建立一套較務實的營運

績效評估機制，藉以有效促使民間機構提昇公共服務之品質及營運之效能。

在執行營運績效評估作業時，如何決定評估項目及設計評估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本

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訪談專家之實際執行經驗，就營運績效評估部分歸納出污水下水道

系統興建營運移轉(BOT)案中之四大需求面向、九大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評估指標。

1 2

壹、前言

以民間參與方式推動公共建設的投資是目

前國際發展趨勢，各國積極導入目的之一，不外

乎是要藉由引進民間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達到

提高執行效率及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在這施政前

提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

「促參法」)頒布迄今已逾15年，已累積相當多

的案例經驗。其中，高雄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案(以下簡稱「楠梓污水案」)自2004年簽約

後，已有高雄楠梓、新北市淡水、宜蘭羅東、

苗栗竹南頭份等四個系統分別開始營運。

依促參法第54條規定：「民間機構應於

營運期限屆滿後，移轉公共建設予政府者，應

將現存所有之營運資產或營運權，依投資契約

有償或無償移轉、歸還予主辦機關。經主辦機

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主辦機關

得於營運期限屆滿時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

委託其繼續營運。前項營運績效評估辦法應於

契約中明定之。」；促參法施行細則第61條：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54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營運

績效之評定，應於營運期間內辦理，每年至少

一次；並得成立評估委員會辦理之。主辦機關

依本法第54條第二項規定與該民間機構優先

定約前，應就委託繼續營運進行規劃及財務評

估，研訂繼續營運之條件，以與該民間機構議

定契約。」；促參法施行細則第62條：「本法

第54條第三項所定營運績效評估辦法，應載

明下列事項：一、營運績效評估方法及項目。

二、營運績效評估程序及標準。三、其他績效

評估事項。主辦機關應將營運績效評估結果，

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雖然促參法第54條

及促參法施行細則第61條及62條，賦予營運期

績效評估之法源依據，但未明文規定績效評估

之詳細辦法，廠商的權益恐因而受到影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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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方法流程圖

主辦機關所訂定之營運績效評估辦法，往往因評

估項目之範圍過大，導致評估結果失其客觀性。

因此，若能依據公共設施之服務特性，進而整

合建立一套營運績效評估模式，將可作為未來

主辦機關對民間機構進行履約管理時之參考。

本研究以民間參與楠梓污水案之營運範圍

及營運契約規定事項為主要探討內容，希望透

過「文獻探討法」及「訪談專家之實際執行經

驗」，歸納出營運績效評估項目與指標，研究

方法流程圖詳如圖1所示。

貳、重要文獻回顧

本節主要是針對營運績效評估理論及評估

項目之相關文獻資料加以歸納整理，以作為建

立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績效評估模式

之基礎及論述之參考。

林貴貞[1]強調建置營運績效評估的目的，

主要是瞭解公共建設當初規劃方向與事後營運

方向是否一致，及民間機構所提供之服務效能

是否符合當初參與投入公共建設之承諾。然而

公共建設之性質可能產生獨佔性或外部性，僅

憑市場力量未必能使民間機構提出具備經濟效

率之服務，因此在投資契約履行期間，對於民

間機構之營運績效進行評估確有其必要性。

林貴貞[2]指出促參法第54條係賦予促參個

案營運期績效評估之法源依據，有鑑於民間機構

於營運後期已逐漸回收其投資，缺乏對營運資產

進行維修或更新之意願，為鼓勵其繼續維修或更

新營運資產，因而促參法有「優先定約權」之設

計，並以民間機構營運績效良好與否為依據。對

於主辦機關而言，倘若民間機構於營運期之績效

良好，則為延續該公私夥伴關係所創造之效益，

優先定約權之設計將可避免重新招商的困擾。

王明德[3]認為促參案營運階段的績效評估

項目應包括：營運績效(營運階段服務品質、個

案經營績效)、加速社會經濟發展、弱勢員工雇

用數及地區就業人口創造量。而林貴貞[2]則以

財務、顧客、內部流程(經營管理)及學習項目，

發展促參案之營運績效評估指標。

張世佳[4]提出營運績效評估的主要目的有

四：1.檢討目前營運績效表現與原訂目標的差異

性，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2.隨時或定期回饋營

運績效成果給受評單位，圖求能立即解決營運

問題點；3.利用營運績效評估成果所採行的獎懲

功能，有效激勵受評單位的士氣；4.運作營運績

效評估機制，有助於受評單位釐清未來的營運

策略目標與方向。

邱文盛(2006)[5]則以蓮潭國際文教會館促

參個案為例，列舉營運績效評估構面包括：社

會責任履行、經營效益(民間業者)、政府財政效

益及設施服務品質。

李有義(2007)[6]以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的理論基礎—將財務績效、顧客績

效、內部流程績效(經營管理)、學習績效及資訊

系統運作績效，作為交通建設類促參案的營運

績效衡量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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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仁武行政區界起，沿半屏山南側稜線及楠

梓、左營行政區界西行，接世運大道、中正

路、介壽路至先鋒路後，向西沿楠梓與左營、

鼓山行政區界至海，全部面積約3,394公頃。本

計畫服務範圍包括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網及污水

處理廠之興建及營運，除高雄市楠梓污水區之

生活污水外，蚵仔寮地區、左營軍區及中山高

速公路以西部分仁武區域內之生活污水及零星

工業廢水亦一併予以收集，處理至符合興建營

運契約中之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之放流水水質

標準後排放至典寶溪。

楠梓污水處理廠用地面積約14.2公頃(如圖3

及圖4所示)，處理規模達75,000CMD，污水下水

道管網分三期興建，總長度約為125公里。

二、摘錄本案營運績效評估辦法

(一)  依據楠梓污水案興建營運契約5.7辦

理，制定「高雄市楠梓污水廠BOT案

營運績效評估辦法」[8]。

(二)  目的為評估民間機構於許可年限屆滿

前，如符合本契約所定之營運績效評

張世佳(2012)[7]強調營運績效評估的四個

需求分別為：主辦機關需求、使用者需求、社

會大眾需求及營運整體評價。

參、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
簡介

一、案例簡介

污水下水道建設為國家現代化的重要評量

指標，惟其建設所需經費龐大，高雄市政府(以

下簡稱「市府」)之經費有限，於整體考量後，

遂以引進民間業者資金、人力及技術方式推動

「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並採促

參法第42條辦理，由市府進行BOT招商前置作業

規劃，並於2004年10月20日與民間機構完成簽

約，為全國第一個以促參法辦理並完成簽約的

污水下水道系統。

楠梓污水區(如圖2所示)位於高雄市北側，

東北側範圍係以高速公路及改制前之高雄縣市

界為界，西臨台灣海峽，南邊範圍線東自楠

圖2 楠梓污水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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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辦法規定，則得申請與甲方優先議

約，以繼續營運及維護本計畫設施，

以優先議約作為營運績效評估之誘

因，促使民間機構落實營運管理單位

之監督及管理工作，確保公共建設營

運品質，發揮最大功能。

(三)  為辦理營運績效評估作業，得依本辦

法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評估委員

由甲方就相關業務需求由專門知識人員

派兼或聘兼之，另可視實際情況選擇聘

請相關專家、學者出任，委員設置外聘

比例不限，以5～11人為宜。

圖3 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廠位置示意圖

圖4 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廠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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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營運績效項目探討

為探討營運績效評估之項目，本節就第二

節之文獻回顧歸納整理相關資料，以作為建立

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績效評估項目之

參考。

一、 根據參考文獻可歸納出四大營運績效評估

面向及項目，詳如表1所示。

二、 楠梓污水案之營運績效評估六大項目，詳

如表2所示。

三、訪談相關專業人員

(四)  委員評分之平均值佔當年度評分之

80%，主辦單位評分佔當年度評分之

20%，加總後即為當年度評分。

(五)  評估結果由高雄市政府以書面通知民間

機構，當年度評分之平均值為70分以

上者，則當年度評定為「營運績效合

格」；未超過70分者則不予評定為「營

運績效合格」。民間機構並應於30日

內提出營運改善說明書予甲方審核。

(六)  高雄市政府如需調整營運績效評估項

目之權重者，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

構，並自下一年度開始實施。

表1 四大營運績效評估面向及項目表

評估面向 評估項目

主辦機關需求面向

資產之維護與管理

經營之績效

設施之維護與管理

計畫財務之管理

政策配合度

使用者需求面向 客訴處理機制

社會大眾需求面向 社會責任履行

營運整體評價面向
促參案民間機關(構)的優良事蹟表現

違規/違約事件

表2 楠梓污水案營運績效評估項目之評估明細及評估指標表

評估項目 評估明細 評估指標

一、人員管理 人員異動情形 忠誠度、向心力

人員訓練情形 訓練績效、參與程度、熟練度

員工學經歷及證照 核心員工專業程度

與業主之配合程度
職工進用(當地人員任用情形)、敦親睦鄰、

缺失改善情形

資訊化管理能力 文件資料電腦化

廠長之功能發揮 綜合以上實際作為

二、操作管理
污水處理成效

去除率、操作參數之掌握、環保罰單、水質

不合格情形

污泥處理成效 污泥餅含水率及最終處置

標準作業程序執行情形 熟悉度及文件紀錄完整性

與關聯廠商之配合情形 關聯廠商之配合度與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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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訪談執行楠梓污水案之相關專業人員，

大多數認為本案之營運績效評估至少需具備包

括：主辦機關需求、使用者需求、社會大眾需

求、營運整體評價等四大面向，並建議將目前

楠梓污水案之營運績效評估六大項目納入主辦

機關需求面向之評估項目中，以符合主辦機關

與民間機構簽訂之興建營運契約之要求。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經由文獻探討及訪談專家之

實際執行經驗，歸納出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

統BOT案的四大需求面向、九大營運績效評估項

目及評估指標，詳如表3所示。

評估項目 評估明細 評估指標

三、維護管理 管線、設備檢修情形 定期檢視、檢修處理流程與時效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維護情形 定期檢視、檢修處理流程與時效

檢測儀器維護情形 定期校正情況

庫存管理 備料及管理完整性

四、實驗室管理 實驗室品質管理之落實情形 文件完整性

QA/QC計畫之執行情形 定期執行紀錄

檢驗數據之合理性 資料分析紀錄

五、環境清潔及管理 環境監測及管理系統之執行情形 執行情形及完整度

違反相關法規之紀錄 罰單紀錄、後續改善情形

廠區環境 環境維護紀錄

辦公室、宿舍及機房等室內環境 環境維護紀錄

六、安全管理 勞安事故紀錄及處理情形 勞安事件

勞安計畫執行情形 計畫之完整性及落實度

提供之安全器材 設置符合法規

緊急應變計畫執行情形 計畫之完整性及執行情形

表3 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評估指標

需求面向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主辦機關需求

資產之維護與管理 資產維護及資產清冊與盤點

經營之績效 經營績效、人員管理、實驗室管理

設施之維護與管理 設施維護管理、環境清潔及管理、安全管理、操作管理

計畫財務之管理 民間機構財務及計畫執行能力

政策配合度 報告提送及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使用者需求 客訴處理機制 客訴預防及處理程序 

社會大眾需求 社會責任履行 對社會回饋執行情形

營運整體評價 

優良事蹟表現
創新之營運管理、非契約之重要投資或活動、獲公部門機
關獎項獎勵、其他特殊貢獻事蹟 

違規/違約事件
違約事項(甲方書面通知件數)或違反相關法令事項(環保、
消防、衛生及勞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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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邱文盛，「組織變革論述與實踐：高雄市

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的故事」，商鼎文

化，台北，第145～170頁(2006)。

6. 李有義，「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營運績效評

估之研究－以交通建設為例」，國立台北

科技大學碩士論文，台北，(2007)。

7. 張世佳，「促參案件營運績效評估機制建

構」委託專業服務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研究報告書，台北，(2012)。

8. 高雄市政府興建營運契約，「高雄市楠梓

污水廠BOT案營運績效評估辦法」，高雄，

(2004)。

後續建議以分析層級程序法(AHP)的思維邏

輯，表達各評估因子與績效構面間之相關性，經

由問卷調查建立指標權重，進而建構評估模式，

最後研擬模式處理及應用機制，依據評估項目

及權重，制訂評鑑表，並訂定操作程序，就評

估結果不合格原因，作矯正措施。最後經由實

例應用，評估其經營效率，以作為改進民間參

與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營運績效評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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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PPP、PFI、PF2、PSC、VfM、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風險評估、

污水下水道系統。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協理／王子安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副理, PMP／魏家傑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正工程師, PMP／袁輔中 3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正工程師／宋欣財 4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工程師／林利澄 5

關鍵詞：PPP、PFI、PF2、PSC、VfM、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風險評估、

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
設模式所涉風險評估
之初探─以污水下水
道系統建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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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鼓勵私部門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在國

外已行之多年，並多獲致成功解決政府財政困難、興利於民之成果。

行政院於2012年9月11日發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並於該方案內容方針四「(二)

創新財務策略推動公共建設」列入「4.推動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PFI制度」之方向，期

藉由研訂相關配套制度、選定暨推動示範案例、建置推動協調平台等措施，吸引民間資

金投入公共建設。

本文爰簡介英國政府以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s)模式推動低自償率之公益型公

共建設專案執行概況，進而就國內後續欲參考PFI模式推動公共建設過程，可能需配套建

置本土化VfM評估方式所涉之風險評估作業，以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為例，初步研析可行

作法並提出相關建議，期完善政府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整體構思，共創民眾、政府

與廠商之三贏局面。

1 2 3 4 5

壹、前言

以公私協力(PPP)鼓勵私部門參與公共建

設之方式，在國外已行之多年，並獲致成功解

決政府財政困難、興利於民之成果。世界銀行

(World Bank)亦曾根據公、私部門關於設計、興

建、營運和維護等作業參與程度的不同，揭示

PPP計畫屬性之區分[1](參照圖1)。

國內則於2000年制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作為導入民間

資金參與公共建設之執行依據與配套機制。依目

前促參法相關規定，專案於推動前，須先評估其

自償率，具完全自償或高自償率之特性者，依現

行促參法規執行已初步獲良好成效。然針對低

自償率(或為零)且高公益性之專案，政府雖得就

其非自償部分予以補貼利息或投資其建設之一

圖1 世界銀行對PPP計畫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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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但仍存有額度限制、配套機制未臻完善及

法規適用疑慮、社會觀感等課題亟需突破，始

可擴大導入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2][3]。

國內近來持續研究英國、日本及其他國家

所採用之PFI模式，行政院亦於2012年9月11日

發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並於該方案內容

方針四「(二)創新財務策略，推動公共建設」列

入「4.推動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PFI制度」之

方向，期藉由研訂相關配套制度、選定暨推動

示範案例、建置推動協調平台等措施，以突破

前述困境，達成吸引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之

目標[4]。

參照英國作法，於採PFI模式推動專案前，

均需進行Value for Money(VfM)評估，即將專案

採PFI模式推動與採傳統採購模式辦理之「公部

門比較基準值」(Public Sector Comparator, PSC)

兩者之全生命週期成本效益相比較，確認採PFI

模式推動較具VfM時，始得採PFI模式辦理[5]。

此外，自2011年12月迄今，英國已全面檢討PFI

模式推動成效，並初步考量後續將採取於專案

股權結構增加公部門資金投入之方式及公、私

部門雙方更為合理適切的風險分配，以追求更

透明、彈性、效率的專案績效表現，並稱之為

PF2模式[6]。

是以，如國內後續欲導入PFI

或PF2模式推動公共建設，容須考

量根據國情與既有資源，建置合宜

的本土化VfM評估方式，以免因冗

長或不當的評估，導致遲延公共服

務產出。復考量國內目前依據促參

法推動之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促參

計畫，興設有其必要性，且計畫本

質為低自償率、高公益性，同時具

備興建、營運、移轉之BOT特性，

且係先由民間機構出資興建，續由

政府依據放流水之處理水質與水

量，採長期付費以購買服務，故後續或有從中

擇定試驗計畫、配套建置本土化VfM評估，進而

比照PFI模式推動之可能性。

爰此，本文乃參酌英國現行VfM評估方式，

以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為例，嘗試以公部門角

度思考及研析後續建置本土化VfM評估所涉風險

評估作業之可行作法，並提出相關建議。

貳、英國推動借鏡

一、推動現況

PPP是英國政府獲取現代化高品質公共服

務與促進國家競爭力之主要策略之一，而其範

圍涵蓋多樣化之商業結構組成與夥伴關係建

構，如：民間融資提案(PFI)、公私合營(Joint 

Ventures)、許可權(Concessions)、勞務委外

(Outsourcing)或出售國營企業股份(the sale of 

equity stakes in state-owned businesses)等型式

[7]。PFI起源於1990年代英國為解決財政赤字嚴

重問題，乃以政府延遲付款之概念，推動低自

償率之公益型公共建設專案，即「公部門可向

私部門長期購買符合品質要求之服務，且利用

圖2 英國PFI模式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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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股權結構增加公部門資金投入、加強管控前

置作業時程、設計易檢核與操作的服務規範、

專案資訊管制透明化、適切的風險分擔、放寬

融資取得管道、提出新的VfM評估方式等作法，

以追求更透明、彈性、效率的專案績效表現，

而此類新型態的推動模式即為PF2模式[6]。

二、VfM評估簡介

PFI模式之VfM評估可分為三大階段[5]。

第一階段：計畫評估階段，評估計畫是否具

備採PFI模式執行之可行性。其定性評估主

要因子包括三類：可行性(viability)、有利性

(desirability)以及可達成性(achievability)。可行

性指評估專案是否適合以長期契約方式辦理，

有利性指評估專案採PFI模式是否相較於其他推

動模式更具效益與佔有優勢，可達成性則係評

估公部門採PFI模式推動專案之能力以及投資者

參與及競爭執行專案之意願。

第二階段：個案評估階段，除定性評估外，應依

據2006年英國財政部之VfM Assessment Guidance[5]

辦理定量評估。英國財政部亦進一步發佈定量

評估工具(Value for Money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preadsheet[10]，參照圖3、圖4)及使用指南，使

公、私部門有更為明確的執行依據。定量評估過

程即藉由輸入相關參數於定量評估工具，藉以比

較專案採PFI模式或政府採購模式兩者之專案全程

成本(Whole Life Costs)、樂觀偏差(Optimism Bias)、

彈性溢價(Premium Flexibility Factor)、稅(Tax)等差異

情形，以評估採何種模式辦理較具優勢。

第三階段：採購評估階段，形塑良好且完整的

競爭機制，並藉定性與定量評估，確認相關投

標內容確具VfM，復於投資契約簽訂前，確認相

關財務架構已合理配置，相關風險亦已妥適分

攤，進而完成簽約。

私部門為降低財務風險之考量，而驅使私部門

須致力妥善管理；該服務係藉由私部門自行負

責興建設施、營運及維護設施等行為，達成妥

善供應之目標。」[7]

截至2012年3月，英國採PFI模式推動公共

建設情形如圖2，其專案類型則涵蓋國防、交

通、觀光遊憩、文化、住宅、醫療、廢棄物處

理等類型[6]。

推動經驗結果顯示，軟硬體技術發展過快

之專案(如：資訊產業)，在訂定長期服務品質規

範上有其困難度，或專案規模小於2,000萬英鎊

者之公部門作業成本相對較高，故英國於2003

年後，即不採PFI模式推動前述類型之專案[5]。

而根據英國國家審計部2003年之統計資料顯

示，採PFI模式辦理之專案，僅24%屬遲延完工

且只有8%有遲延超過2個月之現象，非採PFI模

式辦理之專案，則有70%屬遲延完工；此外，

採PFI模式辦理之專案，僅22%有預算超支情

形，非採PFI模式辦理之專案，則有73%之專案

有預算超支情形[8]。復依Partnerships UK 2006

年之調查結果顯示，斯時分別有高達96%之公

部門契約管理人以及79%使用者，認為私部門

所提供之服務令人感到滿意[9]。此乃因PFI模式

驅使民間廠商需儘速完成硬體設施始能進入營

運階段，並須提供符合營運規範之服務，始可

獲得財務挹注之故。

然而，PFI模式推行迄至2011年，經檢視推

動成果仍有未盡理想處，包括：(1)推動作業期

程緩慢導致推動成本增加而減少VfM、(2)投資

契約在營運期的變動彈性較小，導致難以變動

對於服務產出之要求、(3)專案財務績效不夠透

明化、(4)不適當的風險移轉，造成公部門需支

付較高的風險貼水予投資廠商、(5)投資廠商於

執行專案過程時有暴利觀感，衍生VfM檢核課題

[6]。爰此，英國政府自2011年起，乃全面檢討

PFI模式推動成效，並初步考量後續將採取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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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VfM評估之定量評估工具輸出結果視窗截圖

圖3 VfM評估之定量評估工具輸入資料視窗截圖

參、國內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之民
間參與現況與VfM相關研究

一、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概況

2003年至2008年間，行政院執行「污水下

水道第三期建設計畫」，擇定36處污水下水道

系統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之建設、營運、移

轉(BOT)模式辦理，後再由行政院核定「促進民

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推動方案」及其修

正方案，明確頒佈污水處理費之財源籌措與補

助原則、執行措施與權責分工事宜等，期於國

家財政日益困難之情形下，廣納民間充沛之資

金、效率與活力，加速提昇污水下水道之用戶

接管普及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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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內政部營建署2008年12月「我國污水

下水道系統建設政府自辦與BOT之比

較分析研究報告」：以新北市淡水系

統為例進行評估，於許可年限35年期

間，以採購法或促參(BOT)方式辦理，

考量政府總風險成本、交易成本、規

劃成本、營運及設備更新成本等項目

後，以促參(BOT)方式辦理較具VfM(差

異為8.74%)，顯示促參(BOT)辦理效益

較高[12]。

(二)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9年2月

「我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導入VfM評

估模式之建置研究報告」：以新北

市淡水系統為例進行評估，經加總計

算基礎成本淨現值差額、政府承擔風

險損失淨現值差額、彈性溢價折現差

額、稅收差額等，最終之VfM指示值

為14.24%[13]。

自2004年完成簽約之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

道促參計畫開始，現行污水下水道促參系統均

係依促參法第四十二條辦理，其作業流程如圖

5。污水下水道促參系統之污水處理費，涵蓋

許可年限期間之建設費、營運費及機電設備重

置費，並以各系統報奉行政院核定之先期計畫

財務試算結果之污水處理費內容，作為付費上

限，續經各主辦機關(縣市政府)公告招商、簽約

後，按各民間機構進入營運之履約績效符合投

資契約情形，再予給付。前述36處污水下水道

促參系統歷經規劃、招商作業，目前累計有8案

完成簽約執行中，詳如表1[11]。

二、國內就VfM評估之相關研究成果

國內就VfM評估之官方研究論述有限，相關

初步研究與案例計算結果顯示，以民間參與方

式推動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確具VfM，包括：

表1 國內已簽約執行之污水下水道促參系統基本資料摘要彙整表

    備註：中壢系統業自101年9月14日起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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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土化VfM評估所涉風險評估
作業芻議—以污水下水道系
統建設為例

考量參酌英國VfM評估過程辦理定性評估，

於國內運用尚無明顯窒礙問題，復考量於定量評

估部分，其專案全程成本、彈性溢價及稅等面

向，均可有較為客觀之數值可做進一步計算。

英國現行VfM評估就樂觀偏差(Optimism Bias)部

分，業已精進至針對不同類型專案配對風險檢核

表(Risk Register)，標準化辨識風險項目與影響程

度，並據以計算各類風險對專案總基礎成本淨現

值造成之影響，進而有效簡化風險評估作業；是

以，英國官方係藉由建置完整之基礎資訊，提

昇其於風險評估作業之效率與可行性[13]。

圖5 依促參法第四十二條辦理污水下水道促參系統流程



3
專
題
報
導

No.106│April, 2015 │101

其中，「政策、金融、市場、法律、不可

抗力」等五大類風險，主要係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案件之「外部環境風險」，政府(主辦機關)

多以風險貼水及與民間機構於投資契約約定風

險處置方式辦理。此外，「完工、營運」兩大

類風險，則係政府採民間參與方式移轉予民間

機構承擔之主要風險，並藉由投資契約約定興

建、營運之成果規範與收(付)費機制，並運用民

間機構企業經營之活力與效益，期加速實現暨

持續提供具一定品質之公共服務。

為瞭解政府藉由設定污水處理費上限(包括

建設費攤提與營運費)暨採民間參與方式推動污

水下水道系統之興建、營運後，移轉予民間機

構承擔風險之效益(主要為完工風險、營運風險

對成本及工期之綜合影響)，可參酌行政院核定

之各污水促參系統先期計畫書內容，並輔以實

際執行招商、履約管理之工作經驗，羅列前述

七大類風險之可能因子，邀集具備實務參與經

驗之專家進行確認與補充，進而可完成污水下

水道系統建設採民間參與方式執行之風險項目

辨識(格式參照表2)。

爰此，於個案評估階段，考量以公部門

角度辦理本土化VfM評估所涉量化風險評估作

業之可行方式，國內尚無公部門彙整暨公布各

類型專案適用風險項目與影響程度之完整統計

數據，故建議於執行初期，回歸風險管理原

則，採取「半定量化分析方式」搭配「專家意

見法」，依序進行辨識風險項目、編制風險矩

陣、計算風險損失期望值百分比、估算可移轉

風險百分比等四大步驟，並以污水下水道系統

建設計畫為例，說明本土化VfM評估所涉風險評

估作業如后。

一、辨識風險項目

根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1年12月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

業手冊」柒、風險分擔原則，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之風險內容可概分為七類，包括：「政策、

金融、市場、完工、營運、法律、不可抗力」

等，詳細風險因子則須視該工程建設計畫性質

而定[14]。

表2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採民參方式執行之風險項目與影響階段辨識結果彙整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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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制風險矩陣

為瞭解各風險項目發生時，對應之階段成

本變動可能之衝擊程度與發生機率，乃參酌美

國專案管理協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所

出版之PMBOK® Guide 5th Edition[15]，編制5乘5

之風險矩陣進行半定量化風險分析。

各專家於完成「辨識風險項目」後，即依

其經驗將風險項目編號填入5乘5之風險矩陣(格

式參照表3)，每格可由專家自由填入1個以上的

風險因子。

其中，因子發生機率，係指該風險項目(事

件)於衍生成本變動階段可能發生之機率，衝擊

程度則係指該風險項目(事件)發生後對於成本

(興建成本或營運成本)之可能影響程度。

三、計算風險損失期望值百分比

「完工、營運」等兩大類風險，係政府採

民間參與方式時移轉予民間機構承擔之主要風

險，故須納入風險損失期望值百分比計算；其

餘風險則多藉風險貼水或藉投資契約約定風險

處置方式予以因應，故無須重複納入風險損失

期望值百分比計算。

是以，經依前揭原則剔除無須重複納入風

險損失期望值百分比計算之風險項目，並分別

以興建總成本、營運總成本作為基準，則可計

算求得各主要風險項目對應之風險損失期望值

百分比(格式參照表4)。

四、估算可移轉風險百分比

藉蒐集專家意見(問卷或訪談)，可幫助釐清

公部門如何看待民間參與專案之風險移轉與分

攤情形[16]，本文爰建議除「辨識風險項目」、

「編制風險矩陣」及「計算風險損失期望值」

等三步驟需邀請專家參與外，可再另外邀請實

務專家提供有效意見，俾協助判斷各主要風險

項目採政府採購模式或PFI模式辦理之風險移轉

程度，進而計算求得前揭兩類模式之政府保留

風險差值百分比(格式參照表5)。

最後，參酌前揭政府保留風險差值百分

比，並考量專案全程成本、彈性溢價及稅，可

加總換算求得VfM評估指示值。

五、案例計算結果

按前述一～四之步驟，選定國內已完成簽

約之C污水下水道促參系統進行案例試算，先

經專家訪談及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台灣世曦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實務參與污水下水道相

關規劃、設計、監造及專案管理之相關資深工

程人員，合計25位)，顯示採民間參與方式執

行之主要風險對應風險矩陣如表6，續經專家

提供有效意見評估政府保留風險(完工風險)差

值約12.24%、政府保留風險(營運風險)差值約

14.15%，最後加計專案全程成本、彈性溢價及

稅，換算求得VfM評估指示值約8.92%，顯示C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具民間參與效益，此結果

亦與國內官方先前對於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具

民間參與效益之研究成果方向一致。

表3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採民參方式執行之

      風險矩陣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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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括勞務、財物及工程之獲

得，更重視營運階段之公共服

務品質與效益，且因具備政府

延遲付款、降低政府興建與營

運風險等優點，將可有效降低

政府財政支出之排擠效應，使

政府財政得以更為有效運用於

較具建設急迫性與民間參與可

行性低之公共建設，及早實現

整體經濟效益。

英國採行PFI模式前需進行

VfM之計畫評估，本文乃就國

內後續欲參考PFI模式推動公共

建設需研議建置本土化VfM評

估所涉風險評估作業，以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

為例，初步研析可行作法並提出相關建議，期

可為後續發展本土化VfM評估方式提供更廣泛之

伍、建議及展望

「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PFI)」模式不僅

表4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採民參方式執行之主要風險損失期望值百分比彙整表格式

表5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採民參方式執行之可移轉風險百分比彙整表格式

            表6  C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採民參方式執行之

                 

主要風險項目對應風險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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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執行方向。惟應特別注意，即便公共建

設之專案類型相同，經按本文所載步驟進行評

估，仍可能因有不同之專家參與，而將產出略

有差異之VfM評估結果。

後續，國內建置「民間財務主導公共建設

(PFI)」制度倘欲導入VfM之應用，必須經過審慎

驗證與檢討，始得全面推動執行，並建議應由

具備民參實務、工程、法律及財務經驗之綜合

型顧問協助作業，進而審慎研定其適用之專案

規模與核定層級，避免因繁複之計畫評估與執

行步驟，延遲計畫效益產出。

此外，短期應建置並採取較為簡易之本土

化VfM評估方式，並研訂標準契約範本，妥適分

配專案執行風險，給予個案因案制宜調整條文

內容之彈性，俾公、私部門作為簽訂投資契約

參考。

長期而言，仍有賴公部門完整建置各類型

專案配對風險檢核表(Risk Register)，標準化辨

識風險項目與影響程度之作業模式，並據以計

算各類風險對專案總基礎成本淨現值造成之影

響，進而有效簡化風險評估作業，提昇風險評

估作業之效率與可行性。

期藉本文所述，逐步完善政府推動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之整體構思，進而塑造民眾、政府

與廠商之三贏局面，再創台灣經濟新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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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以PFI模式推動
長期照護經驗對台灣
未來發展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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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我國人口老年化的趨勢，長期照護(以下簡稱長照)的需求與日俱增，藉由國

外經驗導入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模式，可視為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一旦方案成

立且朝這個方向持續發展，可預期會對我國物業管理業生態產生質變的影響。過去20年

來，全球物業管理的理念啟了重大的變革，整合型的物業管理成為全球趨勢。而促成此趨

勢的最大推手，就是各國積極應用之公私夥伴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本文藉由探討英國物業管理及長期照護經驗，進而研析台灣長期照護若採PFI模式可

能衍生的相關議題，最後提出對國內推動長照之借鏡與建議。

1 2 3 4

壹、英國經驗

英國設施管理專業化的契機出現於80年

代，當時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政府進行

政府採購改革，推動強制性競標(Compulsory 

Competitive Tendering)，要求各級政府將下屬設

施管理單位(如道路養護與建物維護等)與民營廠

商置於同樣基礎上進行競爭，使得政府外包設

施服務的比例逐漸增加。而此一趨勢，在梅傑

(John Major)政府於1992年正式導入PFI模式後更

加明顯。PFI在最初幾年的推展雖然有些緩慢，

但到了1997年新工黨政府上台後，執行金額大

幅躍升，至今已有超過700個計畫完成發包，且

絕大數已經開始營運。

PFI模式下之合約，其主要特點在於將專案

之設計(Design)、施工(Build)、融資(Finance)及

營運(Operate)整合，進行包裹式的採購。有資格

參與這類專案的廠商必須要有足夠之規模，並

具有整合管理之能力。所以當PFI逐漸成為英國

主流的採購模式時，也直接促進了物業管理市

場的蓬勃發展，同時促成90年代英國各大營建

廠商的積極參與。

一、英國物業管理業概況

近年物業管理業在全球迅速發展，服務項

目種類繁多，內容可依據表1可區分為三大類：

(一)  硬物業服務(Hard Facilities Management)

 「硬物業服務」是指影響建築物物理

環境運作的相關服務，它除了包含室內環

境系統的建置外(如熱暖與通風系統)，亦包

括與建築物安全相關的設備建置(如防火與

警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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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軟物業服務(Soft Facilities Management)

 「軟物業服務」是指設施使用人在建

築物內活動，所需要的支援服務，如與硬

體輕維修有關的安全及電力設備檢測、隨

叫隨到的維修服務，或與內部裝潢有關事

宜等，有時甚至也包括產物保險的諮詢。

(三)  加值服務

 加值服務的產生多因業主特定的需求

而產生，且成長迅速。其中最好的例子就

是在全球暖化的趨勢下，建築物能源管理

成為一個新興的服務項目。亦有業主希望

服務提供者能將空間規劃與設計、資產管

理、資產購買與處置、搬家服務等加以整

合，成為一條龍式的服務。事實上在過去

10年期間，英國物業管理產業經歷了許多

重要變化，茲分述如後：

1.  物業管理外包持續增加

 　在全球化競爭壓力下，企業利潤受到

壓縮，促使非核心業務的外包，最初僅限

於低技術門檻的清潔與餐飲。然而當外包

形成趨勢後，物業管理業者的供給能量與

服務種類亦隨之增加，使得物業管理外包

進入良性循環，進而促使該產業

日益壯大。

2.  整合型物業管理形成需求趨勢

 　物業管理業務外包增加的

同時，業主亦希望物業管理業者

能夠整合多類型的物業管理服

務。依據KPMG[1]的研究，整合

型物業管理(Integrated Facilities 

Management)可帶來多重效益，包

括：

(1) 降低成本(Reduce Cost)

(2)  精減營運與減化過程(Streamline 

Operations and Simplify 

Processes)

(3)  改善營運效率(Improv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4) 改善服務(Improve Service Delivery)

(5)  降少管理複雜性(Reduce Management 

Complexity)

(6)  促進資產組合管理的一致性(Drive 

Consistency across the Portfolio)

(7)  取得經濟規模(Gain Economies of Scale)

(8)  增進分享資訊的能力(Enhance Ability to 

Share Information)

(9)  引進最佳典範(Introduce Best Practices)

(10)  改進全球服務能力(Improve Global 

Delivery)

(11)  改善資料、技術與報告(Improve Data, 

Technology, and Reporting)

(12)  促進持續變善(Driv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13)  提供更富有彈性的服務系統(Provide a 

More Flexible, Scalable Delivery Model)。

3.  市場重組

 　在快速成長的物業管理市場中，大公

表1 物業管理之分類與服務內容

硬物業服務 軟物業服務 加值服務

機電服務 清潔 能源管理

給熱與通風系統 餐飲 廢棄物管理

水電 商品買賣 回收

建築控制與管理系統 運送服務 資訊系統(如建立資料庫與檔案系統

建築物隔熱 洗衣服務 通信系統(內部網路)

家電檢測 郵件運送與管理服務
資產管理(空間規劃與設計、資產管

理、資產購買與處置、搬家服務)

防火系統 接待服務

警報系統 保全

家俱提供

內部裝潢

安全與電力設備檢測

建築物保險

隨叫隨到維修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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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預防式照護及就近取得醫療服務，成

為近年來英國長照制度理念的主流，且民眾開

始正視設施對於長照品質之重要性，使得多重

照護式住宅一躍而成為政府長照設施的主流如

圖1，故地方政府所擔負的角色也就日益吃重。

因採PFI模式能獲得中央政府財源補助，在地方

政府財源不足的情況下，各地方政府開始嘗試

將長照服務與醫療服務聯合提供，以期能利用

較豐富的醫療資源增加長照服務能量，PFI故而

逐漸成為長照服務的主要採購機制。

因為PFI將設計、施工、融資與營運等各階

段的工作整合成為單一合約，廠商的整合協調

能力成為影響專案成敗的關鍵因素。在長照類

PFI專案中，主要的特色為將住宅與長期照護兩

者傳統分離的職能結合在一起，運用成果規範

(Output Specification)的方式，將老年住宅與長

期照護的最新科技納入需求中，以期能營造合

宜的老年住宅。

一般而言，在長照類PFI專案中，所要營造

的環境包括：單人房或是雙人房(客廳、廚房、

無障礙浴室、中央空調、緊急鈴)、無障礙建築

物設施、個人照護服務、社區交誼廳、餐廳、

洗衣間、社區花園、訪客休息室、房間打掃服

務、理容服務、24小時支援服務、閉錄電視與

對講系統及社交活動。居住老人可將住房裝潢

成為所要的環境，其目的在於減少老人的社會

疏離感，以及增加老人生活的獨立性。物業管

理在這類專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要維持

司為了增加提供整合服務的能力，於是購

併中小型的專業廠商。例如英國最大的物

業商Carillion，在2005年併購了PME加強其

工程能力。同年又買進了Mowlem，其後在

2007年購進Alfred McAlpine。活躍的購併

使得產業更具有活力，也讓廠商具有全球

的競爭力。

4.  網路為基礎之技術(Web-Based Solutions)

 　過去10年間，因為網路效能的大幅躍

升與網路基礎建設的普遍建置，使得物業

管理業者能增加服務的類型與營運時間。

5.  政府物業管理需求的大幅增加

 　政府部門的需求增加，成為物業管理

市場快速成長的主要動力，2008年金融危

機爆發後，民間企業開始大幅節省支出，

進而影響民間企業物業管理的需求。相較

之下，公部門的物業管理需求呈現較穩定

的狀況。因此，政府的需求成為影響物業

市場走向的重要因素。

二、英國長期照護模式

2000年後，英國推動結果付款(Payment by 

Results; PbR)系統，醫療服務提供者不論是公

營或是私營，所得醫療付款是依據全國均訂的

價格為基礎，以及所服務的病人數目而定。其

後，英國的醫療白皮書(Health White Paper)揭示

醫療與社會照護的新方向，希望能就近照護，

將資源由急救照護轉到基礎照護，由側重醫院

照護轉到社區照護。在一份名為「民眾為先」

(Putting People First)[2]的政府報告中，重申這

個轉變方向。英國政府已開始推動個人預算，

期望能推展到所有成人社會照護服務，使得照

護預算的支配權力由組織轉到使用者個人，讓

服務的使用者擁有較大的獨立性，以及對服務

內容有較多的選擇與控制。

圖1 多重照護住宅之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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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正常運作外(如建築物維修，以及設施的

維護)，更重要的是提供社區運作所需的軟體服

務。如何運用輔助技術，提升長照服務的品質

與效率，是長照產業近年來相當關注的議題。

同時，為了營造重視老人參與之養老環境，如

何將文化休閒活動融入老人的生活中，亦為這

類專案最大不同於傳統養老設施之處。

貳、台灣長期照護市場

一、台灣機構式長期照護服務之供給現況

台灣長期照護服務之供給模式，可分為機

構式、社區式、特殊性長期照護及遠距健康照

護等四種。本文討論範疇為機構式長期照護服

務，其依服務屬性又可分為護理之家及長期照

顧機構。另依機構的設立依據，以設立/經營者

為政府或民間單位區分，則又可分為公立、公

辦民營機構、財團法人機構及小型機構(免辦財

團法人登記、不對外募捐、不接受補助且不享

受租稅減免，屬於營利單位)等四種，依服務屬

性及機構設立依據彙整如表2所示。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4年6月統計，長期照

顧機構、養護機構及安養機構，這三種機構可

供進住人數總計為58,364人，實際進住人數則

有44,260人，平均使用率僅75.8%，且僅佔老年

人口之1.6%。如依實際使用率高低排序，以長

期照顧機構76.9%最高，養護機構使用率76.8%

次之，安養機構66.9%居第三，如表3所示。其

顯示，使用率可能受機構設置的地理位置、分

布、資格限制及條件是否符合需求等影響。在

家老化與機構老化之間的統合關係，還是有進

一步調整的必要及需求。[3]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的統計，2014年底

時我國戶籍登記人口中65歲以上的老人計有

2,808,590人，占總人口數11.99%，老化指數(＝

老年人口數∕幼年人口數×100%)為85.70%，

不僅老人人口比例在1993年即已跨過聯合國所

訂定人口高齡化國家的門檻標準7%，且上述三

項統計值呈現持續增加的趨勢，老化指數趨勢

變化如圖2。我國社會高齡化的顯著現象，同

時意味著社會對於老人長期照顧及安養機構就

養等需求將隨之提高。除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之

外，失能亦是長期照護服務的主要需求來源，

根據主計處2013年的統計，台灣平均每家戶平

均人數為3.12人，平均每戶就業人數僅1.46人。

圖2 老化指數趨勢變化

設立者屬性

機構類型

公立
機構

公辦民營
機構

財團法人
機構

小型
機構

護理之家 ○ ○ ○

長期照護機構 ○ ○

養護機構 ○ ○ ○ ○

安養機構 ○ ○ ○ ○

榮民之家
○

（退輔會）

                    資料來源：台灣長期照護專業協會http://www.ltcpa.org.tw/

統計項目

機構類型
家數

家數
比例

可供進住
人數

實際
使用率

長期照顧機構 55 5.29% 2,566 76.9%

養護機構 967 92.27% 49,852 76.8%

安養機構 25 2.39% 5,946 66.9%

總計 1047 99.9% 58,364 75.8%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表3 台灣長期照護及安養機構

       (僅長期照顧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   

表2 台灣長期照護及安養機構現有設立者屬性     

      

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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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最早出現的相關法令是2003年由內政部

頒布的「老人住宅綜合管理要點」。該要點明

示地方政府得視實際需要，專案興建、鼓勵民

間興建、或由民間自行興建，其中屬於政府專

案或鼓勵民間興建之老人住宅，僅專供租賃；

民間自行興建者若未享有任何政府優惠者，則

可依市場機制租售。至於老人住宅的經營管

理，要點中亦規定必須由核准登記之「老人住

宅業」受委託執行，業者可視進住老人之實際

需要，依相關法令規定，自行或結合相關服務

業或資源提供下列「物業管理」服務：

(一)  環境清潔之維護

(二) 房舍及其設備之維護、維修

(三) 門禁安全與緊急呼叫之授信及聯繫

(四) 居家照顧或社區照顧服務

(五) 餐食服務

(六) 交通服務

(七) 文康休閒服務

(八) 醫療保健服務

(九) 必要之適當轉介服務

(十) 其他必要之住宅管理及生活家事服務

最近10年間，國內陸續提供樂齡住宅，包

括公辦民營及民間自行投資興建營運。公辦民

營的案例包括：台北市陽明老人公寓、高雄市

崧鶴樓老人公寓等。而民間自行投資興建營運

的代表性案例包括：潤泰集團於新北市淡水區

推出之潤福生活新象、台塑集團於新北市林口

區推出之長庚養生文化村、西園醫院興建於台

北市萬華區的永越健康管理中心、康寧醫院興

建於台北市內湖區的康寧會館以及奇美集團於

台南市關廟區投資之悠然山莊等。就供給數量

而言，國內現有的市場供給量仍相對小，且集

中於北部地區。

就規劃特性而言，目前除了長庚養生文

化村之外，設施機能均偏向單一化，亦即將安

養、養護或是長期照護機能做了較明確的區

若該家戶出現一位失能者，以平均來看每戶可

提供照護之人數將不到1人(0.46人)，由上述平

均值之推估，即可看出台灣失能者家庭照顧人

力之嚴重缺乏，同時也反映社會對長期照護服

務之迫切需求。

二、台灣機構式長期照護服務發展走向

為因應上述需求，建構我國完整長期照顧

體系，行政院於2007年核定「我國長期照顧

十年計畫~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

(2007-2016年)[4]；分階段規劃2008-2011年之

目標為發展基礎服務模式，2012-2015年為擴大

服務對象並健全長期服務資源網絡，2016-2017

年為銜接長期照護保險法。從計畫推動內容來

看，我國政策是以多元化、社區化、優質化、

可負擔為主軸方向，並訴求兼顧性別、城鄉、

族群、文化、職業、經濟、健康等條件差異，

因此以政策計畫擬強化發展之長照服務，包

括：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居家護

理、社區及居家復健服務等。對照英國在長照

服務上之推展歷程，居家照護與社區式長照服

務的普及化，無論在英國或台灣，都是在人口

高齡化趨勢下無可避免的發展主軸。

英國經驗值得台灣效法的一個重點，在

於社福政策上除了思考如何建立長照服務系統

之外，也一併強調如何運用具專業照護功能之

安養住宅，讓一定年齡層以上的老年人口轉進

此類住宅，使其能在保持原有獨立生活模式的

同時，因為獲得更周全的健康管理與社群活動

安排，進而能延後其需要長期照護服務的時間

點。此一經驗的學習對台灣未來長期照護市場

的啟示，在於除了將政策主軸由機構式長照模

式轉向社區或居家式長照模式之外，發展「樂

齡住宅」與「全齡住宅」，應是另一項值得期

待的趨勢。

「樂齡住宅」的概念在台灣已有約1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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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惟明確區分機能可能帶來以下問題：當安

養設施中的進住老人身心機能逐漸衰退至必須

增加護理或醫療服務時，便會因為設施本身的

照護機能不足，而必須遷移至養護或長期照護

機構，因而對當事人造成另一種環境適應性與

心理的負面衝擊。因此政府應藉由鼓勵民間投

資或開放由民間自行投資興建營運樂齡住宅，

使此類設施在規劃上能有更具延續性的機能設

計與更多元的服務選擇，方可實現真正的「長

期照護」精神。

而「全齡住宅」與「樂齡住宅」需求差異

在於，「全齡住宅」希望能有兩代、三代、甚

至四代同堂的家庭在同一戶住宅中。故設施機

能需可兼顧不同世代家庭成員的生活模式與行

動上的空間需求，以提供全年齡層的便利性、

舒適性與安全健康照護。國人在面對逐漸高齡

化的社會，期望能讓長輩在家中共同生活，由

家人就近照應的意識非常高，因此除了樂齡住

宅之外，全齡住宅也存在非常大的市場需求。

換言之，需要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深入家中或社

區的長照服務，必是主流趨勢。

參、英國經驗的借鏡與建議

藉由英國經驗的提醒，運用PFI模式提供社

會照護時，以下議題必須要仔細考量。

一、承租人的參與

老人參與的程度與專案類型有關，新建與

既有設施整建不同。原則上是愈早愈好，不僅

是個別老人，還包括老人團體，慈善團體與社

區組織。採購過程中，主要需要承租人參與領

域包括: 發展成果規範、評估可能的競標廠商、

設計付款機制中與使用者滿意度相關者。

二、成果規範

成果規範必須要與專案的成功要素連結，

明確地表達各利害關係人可預期的專案成果。

規劃過程中，雖然外部顧問的角色很重要，但

主要還是須由專案小組領導，經由與利害關係

人的諮詢，形成共識。諮詢過程宜設定時程，

其後，僅有重要的事件才能變更。要求應務求

符合現實，同時考慮財務可負擔性。在執行過

程中，招標單位應明確瞭解，最低要求及理想

要求的不同，並保留廠商足夠的創新空間。

三、技術議題

在採購過程中，技術議題通常與土地所有

權與都市計劃有關。這些問題若能儘早解決，後

面就愈不容易造成延誤。理想的狀況是都市規劃

人員在專案一開始即參與，在提交綱要計畫書

(Outline Business Case)前就已解決這些問題。

四、潛在的廠商

儘早納入潛在廠商的意見將利於計畫推

動，廠商的專業知識有助於業主決定最佳範

圍，如照護與支援服務是否應納入，以及成果

規範的發展。就廠商的觀點而言，儘早納入廠

商的意見可加速採購過程，因為可較快地取得

董事會參與投標以及銀行團融資的同意。

五、契約議題

契約是決定全案成敗的關鍵因素，業主在

招投標階段，必須審慎訂定績效標準、付款機

制、業主對入住老人的提名機制、資格標準、

以及主要的風險來源。

六、風險管理

在PFI專案中，風險是經由合約轉嫁給專案

公司。英國財政部建議主辦單位，最好不要更

動標準合約條約。在特定情況下若需要更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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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意見，此與全案品質極為攸關。

(一)  規劃階段

 運作良好的PFI採購應尋求成果型合約

(Outcome-Based Contract)，及透明且具有

彈性的合作關係；廠商應充份瞭解PFI的精

神與採購規則。同時因為PFI採購成本相對

較高，故而對於重要時程的規劃，必須符

合現實，避免延誤。

 此外在規劃與執行時，建議維持同樣

利害關係人代表，這對於確定全案範圍的

釐清以及所需資源的規劃有很大幫助。

(二)  執行階段

 由於運用PFI模式規劃具長期性，為確

保政策目標的達成，讓政府單位獲得與民

間夥伴良好合作的經驗，PFI合約必須考量

給予彈性，使其在議約及履約過程中納入

必要之變更，並主動處理風險規劃等相關

議題，更需考量履約時的績效監督機制之

管理與計畫執行之可行性。

參考文獻

1. KPMG(2012), KPMG 2012 Global Real 

Estate and Facilities Management(REFM)

Outsourcing Pulse Survey.

2. HM Government(2007), Putting people first: 

a shared visi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dult social care

3.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9)， 我國長期

照護資源供給調查，臺北市。

4. 內政部(2007)， 我國長期照顧十年計劃---

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旗艦計畫，臺北市。

準合約，議約也要經由公開方式進行。特別需

要正視的風險類型包括：

(一)  出售單元收益的風險分擔：建議應加

入多餘利潤條款，規範出售多餘利潤

如何分配的問題。

(二)  剩餘價值的決定：合約到期時，專案

資產的價值如何估算，若訂的太高會

影響廠商投資報酬率，若太低，則可

能有損公眾利益。

(三)  潛在缺陷：當專案包括整建工程時，廠

商必須針對現有設施進行改善，廠商在

接手時可能對潛在缺失(latent defects)的

問題(如結構無法達到現有防震標準)，

業主在招標與議約時，應仔細考量最

佳的風險分配模式，並要求廠商細心

考量這個風險，以分析研擬對策。

七、設計與營運風險

(一)  未來需求變更的風險：例如單人房與

雙人房的比例需求變更。

(二)  照護服務的提供方式：雖主要由政府

負責，但廠商有時亦扮演吃重的角

色，特別是政府所能提供的服務會隨

著社福預算而變，當預算不足時，廠

商必須要承擔某種程度照護責任，廠

商會關切這類風險。

八、交叉補貼

在多重照護類PFI專案中，英國政府多會同

意保留一部分單元供廠商在市場中銷售，並將

所得用於補助專案中社會住宅的部分。然而要

如何適當拿捏二者間的比例仍有討論空間。

綜上所述，招標單位對全案的目標、成果

要求、與過程要求皆會直接影響全案對投資者

的吸引力。同時應儘早確定關係人、相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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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雄輕軌、政府採購法、限制性招標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副局長／周德利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捷運工程部／技術經理／林建華 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財經分析師／游可欣 3

輕軌計畫委託營運
及維修之招標機制
─以高雄環狀輕軌
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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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交通建設之營運效率，並撙節政府財政支出，透過「政府採購法」辦理招

標，引進具有經營軌道系統經驗之民間機構，藉由其實務經營經驗與創意，有效擴大交

通運輸之連結。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於2012年受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委

託擔任「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案」之專案管理顧問

(PCM)，工作項目之一為協助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辦理「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

階段)營運管理、維修委託服務案」之招標準備作業。由於本案乃國內首次將輕軌計畫委

託營運及維修之招標案件，故相關經驗值得參考與借鏡。

321

壹、前言

為提昇高雄地區民眾使用大眾運輸之習

慣，使紅、橘兩線捷運系統之投資充分發揮其

效益，高雄市政府於2000年即積極展開「臨港

線發展為輕軌捷運」之規劃工作，期能擴大捷

運紅、橘兩線之服務圈域，健全高雄軌道運輸

系統。「高雄都會區輕軌運輸系統高雄臨港輕

軌建設」規劃報告於2001年3月完成後，歷經多

次審查，於2004年1月14日由行政院函文核定。

在推動過程中，考量有部分路段與2006

年1月核定之市區鐵路地下捷運化通勤路線重

疊，且基於北高雄地區之都市發展需要，乃對

核定計畫之內容進行修正，將路網服務範圍往

北擴展為大環線，更名為「高雄環狀輕軌捷運

建設」(以下簡稱「高雄輕軌」)，相關綜合規劃

報告於2006年3月提請交通部轉呈行政院核定，

並於2008年3月奉核實施，採民間參與興建營運

(BOT)方式辦理。惟因高雄輕軌不但是台灣的第

一條輕軌運輸系統，還採用全球最先進的無架

空線技術，民間廠商須具備相關技術能力與營

運能力，經多次招商不成後，高雄市政府為加

速輕軌系統建設之推動，本案改以政府自辦興

建方式辦理。

貳、計畫概述

一、計畫規劃路線

高雄輕軌業經行政院於2012年11月26日

核定，採政府自辦興建方式辦理，總建設經費

約新台幣165.37億元，其整體規劃路線如圖1所

示，全長約22.1公里，預定設置36處候車站，

以及１處機廠(位於台鐵前鎮調車場)。高雄輕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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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推動期程

高雄輕軌為配合高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工

程，採二階段施作，第一階段之營運路段為C1

車站至C14車站，詳參表1，係由前鎮調車場至

捷運橘線西子灣站(O1)，長度約8.7公里。第一

階段統包工程業於2013年1月14日依規定完成

決標程序，由CAF(西班牙鐵路建設和協助股份

有限公司, CONSTRUCCIONES Y AUXILIAR DE 

FERROCARRILES, S.A.)、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承攬施作。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以下簡

稱「本建設(第一階段)」)統包工程已於2013年

2月18日開始動工，統包商即著手進行車輛、供

電、號誌、通訊、自動收費及維修設備等機電

系統之細部設計。高雄市政府為了將實際營運

本建設(第一階段)之需求及經營構想一併納入

機電系統細部設計內，並儘早進行行車人員及

技術人員之專業訓練，故於統包商進行細部設

計階段，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以下簡稱「機

關」)即著手辦理營運機構設立事宜。
圖1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路線示意圖

表1 高雄輕軌C1～C14車站區位

車站 車站區位 候車站類型 功能

籬仔內站(C1)
規劃設於凱旋四路、一心一路、瑞隆路等道路交會路口之南側，

旁邊有東臨港線自行車道通過。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凱旋瑞田站(C2)
規劃設於凱旋四路與瑞田街路口，鄰近金銀島購物中心及金鑽凱

旋觀光夜市。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凱旋之星站(C3)
規劃設於凱旋四路與中山三路交會路口之西北隅，與高雄捷運紅

線凱旋站(R6)相鄰。
平面候車站 轉乘站

凱旋中華站(C4)
規劃設於凱旋四路與中華五路之間，雖然本站定位為中間站，亦

可能配合營運計畫作為環狀路線南端之發車端點站。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夢時代站(C5) 規劃設於成功二路與時代大道路口，與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相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經貿園區站(C6)
規劃設於成功二路與正勤路口南側，車站周邊為正勤、君毅國宅

住宅區，並鄰近COSTCO、IKEA、家樂福等多家購物中心。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軟體園區站(C7)
規劃設於成功二路與復興三路、四路北側，位於高雄軟體科技園

區，緊鄰臨海工業區與高雄港貨櫃中心。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高雄展覽館站(C8)
規劃設於成功二路與新光路等道路交會路口之成功二路西側，周

邊有高雄85大樓、高雄展覽館、新光碼頭等景點。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之整體規劃路線中，與台鐵美術館站、鼓山站

及科工館(大順)站相互轉乘，另與高雄捷運之捷

運紅線凹子底站(R13)、凱旋站(R6)，以及捷運

橘線西子灣站(O1)相互轉乘，以環狀方式將東西

向及南北向捷運系統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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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機構或經甄選後許可民間投資籌設營運機構

營運。」又該法第26條：「前條大眾捷運系統

營運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

限。」意即，高雄輕軌營運模式可分為政府營

運與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等兩種方式，其中政府

營運又可分為將營運業務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

事業單位辦理，或由高雄市政府自行成立營運

機構。另，決定合適之營運機構，尚須考量下

列經營條件：

參、國內軌道建設營運機構組織
型態

分析目前台灣主要軌道系統的興辦方式如

表2所示。

由於目前尚無輕軌專法，故參酌大眾捷運

法相關規定進行營運機構組織型態之分析。根

據大眾捷運法第25條第2項：「地方主管機關

建設之大眾捷運系統，由地方主管機關設立營

車站 車站區位 候車站類型 功能

旅運中心站(C9)
規劃設於海邊路道路中央，永平路、苓南路口中間、靠近三多五

路，與高雄港埠旅運中心相鄰。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光榮碼頭站(10)
規劃設於海邊路、青年二路與新田路路口之間，本站位於光榮碼

頭，鄰近高雄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東側。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真愛碼頭站(C11)
規劃設於公園二路南側，本站位於真愛碼頭，鄰近高雄海洋文化

及流行音樂中心西側。

高架候車站

(跨越愛河)
中間站

駁二大義站(C12)
規劃設於駁二特區18.18公尺計畫道路，大義街、大智路之間，

鄰近駁二藝術特區。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駁二蓬萊站(C13)
規劃設於駁二特區18.18公尺計畫道路，瀨南街、七賢三路之

間，位於駁二藝術特區且鄰近香蕉碼頭及漁人碼頭。
平面候車站 中間站

哈瑪星站(C14)
位處高雄捷運橘線西子灣站(O1)旁，鄰近台鐵的高雄港車站(已裁

撤，現為打狗鐵道故事館)。
平面候車站 轉乘站

註：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自2014年10月18日開始進行「輕軌C1-C14車站命名活動」，該活動分成三階段進行，將由民眾票

選決定高雄輕軌C1～C14車站正式名稱，並於2015年3月29日公布各站站名。

資料來源：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網站、高雄環狀輕軌建設(第一階段)統包工程招標文件之需求說明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彙整。

表2 國內主要軌道系統興辦方式

軌道系統 興辦方式

台北捷運

● 已通車營運的文湖線、淡水信義線、松山新店線、中和新蘆線、板南線，以及正在興建中的

環狀線西環段(第一階段)、萬大中和新蘆線等，均由政府自建。

● 委由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為臺北市政府公營事業單位)負責營運管理。

高雄捷運

紅橘線

● 以BOT(車路分離)方式，由民間廠商負責高雄捷運機電系統之建設，並負責營運管理。

● 後因自2008年開始營運以來，連年虧損，高雄市政府與高雄捷運公司於2012年進行BOT契約

修約，接收高捷公司的機電設備，續委託高雄捷運公司營運管理。

桃園國際

機場捷運線

原本採BOT方式，後因民間廠商資金週轉與融資問題，經協議後終止BOT契約，並經評估後改

為政府自建。

台灣高鐵 以BOT方式，由民間廠商負責台灣高鐵之興建及營運。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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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高雄輕軌興建工程進度，在時程、專業

人員訓練(如司機員)、對輕軌設計及技術之

瞭解程度等方面，要能達成無縫接軌營運。

二、 須考量專業技術、財務風險，以及對招商

市場是否具有投資誘因。

輕軌系統與公車、捷運系統均有差異，經

營輕軌之概念及方法也須有所不同，無論最後

決定使用何種方式，經營機構必須是對輕軌系

統的營運及維修具有足夠之技術。

綜合考量財務風險及時程外，並結合高雄

地區現有的資源，從技術角度針對政府營運與

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等兩種模式研析不同的解決

方案，如採政府營運模式，可委託高雄市公車

處，並可引進國外有輕軌營運經驗的合作夥伴

共同經營高雄輕軌系統；或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之規定，委由本身具備營運軌道系統

實績之民間機構或其協力廠商營運高雄輕軌。

經上述之評估分析，市府希能透過民間機

構營運之經營創意、有效提升輕軌系統之營運

效率並達成營運成本之節省，決定採委託民間

機構營運本建設(第一階段)方式設立營運機構；

惟為配合本建設(第一階段)興建工程進度，希望

在時程、專業人員訓練(如司機員)、對輕軌設計

及技術之瞭解程度等方面，均能達成無縫接軌

營運，市府爰於2013年4月30日核示依據「政

府採購法」辦理「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

階段)營運管理、維修委託服務案(以下簡稱「本

案」)」之勞務採購，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並

於同年5月底啟動營運機構之招商準備作業。

事實上，要成立營運機構前，尚需考量法

令之完備性，由於高雄輕軌捷運系統之建設與

台灣高鐵、高雄捷運紅橘線之BOT方式不同，

高雄輕軌捷運系統比較偏向委託營運管理方式

(先不論經營機構之身分)，因此在建設完成後，

如何將建設成果移交營運機構手上辦理後續營

運，將有多項先決條件需在短時間內完成，包

括評選機制、營運維修作業規章、管理及獎懲

辦法、退場機制等，均需在營運機構設立前完

成，並將營運機構之各項權利義務界定清楚，

使參與準備成為營運機構之單位清楚所扮演之

角色及責任所在。

肆、招標文件之重要議題與機制

為完成本建設(第一階段)營運機構之設立，

以利於輕軌捷運完工通車後，得以順利營運，

爰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之規定，進行

             表3 高雄輕軌營運機構組織型態之評估分析彙整表

營運機構
設立方式

營運成本
支出來源

是否需先洽詢其
他機關或單位

是否須經 
市議會同意

預計時程 備註

政府

營運

高雄市政府

自營

由市政府

編列預算
無需 是

1.  報請議會同意以及交通

部核定之時程不確定

2.  依公司法成立股份有限

公司(包含前置作業)約

需3個月以上

整體時程受高雄市議

會審議及交通部核定

之時程影響

委託其他

機關或公營

事業單位

由市政府

支付對價
需先洽詢 是

洽詢以及報請議會同意之

時程不確定

其他機關或單位參與

營運之意願不高

民間

營運

依促參法

委託民間

機構營運

民間廠商

自負盈虧
無需 否

與民間廠商完成簽約至少

需14～16個月以上

若第1次公告招商流

標，時程恐超過18個

月以上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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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託年期

(一)  議題說明

 考量本建設(第一階段)預計2015年底

完工通車，且高雄輕軌第二階段將配合高

雄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完成後開始進行施

工，目前暫定2019年底前完工，屆時高雄

輕軌將全線完工，委託營運及維修本建設

(第一階段)之期程，須能與高雄輕軌全線之

通車營運無縫接軌，故須謹慎研擬本建設

(第一階段)之委託年期。

(二)  相關法令規定

1.  對於勞務採購之委託年期，政府採購法

及其相關子法並未特別規範，逕由機關

自行訂定之。

2.  另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之

規定，如於原招標公告及採購文件中敘

明擴充條件者，後續得採限制性招標。

(三)  建議及決定採取之機制

 配合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列、高雄輕

軌兩階段之預定推動期程，以及相關法令

規定，機關將委託年期訂為：

1.  自簽約日翌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

並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

2.  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依據政府採購法

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市府得視需

要，其延長時間以2年(含)以內為限，且

擴充次數以2次為限。

三、投標資格

(一)  議題說明

 考量營運機構須具備輕軌系統營運管

理、維修等實務經驗，惟高雄輕軌為國內

第一條輕軌系統，本案亦為首次將輕軌計

畫委託營運及維修之招標案件，為了能廣

本案招標文件草案之研擬，並經工作小組多次

召開議題討論會議及招標文件草案審查會議

後，方確立本案招標文件之重要機制，以期本

案後續能順利執行。

茲將本案招標文件之重要議題與決定採行

之招標機制簡要說明如下，其中，由於本案係

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勞務採購，故本建設(第一

階段)之全部營運收入均屬於市府所有，民間營

運機構之主要收入來源為提供勞務服務，經機

關審核服務成果後給付服務費用，故準備期(自

簽約開始日起至開始營運前之期間)與營運期之

付款辦法為最重要之議題。

一、招標方式

(一)  議題說明

 本案採購標的係以勞務為主，委託之

工作內容包括本建設(第一階段)之營運、維

護管理等，不同廠商之履約成果可能差異

甚大，故須透過適當之採購招標方式來選

擇民間營運機構。

(二)  相關法令規定

 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異質採購可以

採公開招標(最有利標決標)、或是限制性招

標(準用最有利標決標)等招標方式。此二者

招標方式均經評選程序，主要差異在於公

開招標必須有三家以上廠商投標、無議價

程序；限制性招標可不限於三家，且有議

價程序。

(三)  建議及決定採取之機制

 考量本案性質上應可歸屬於專業服

務或技術服務之委託案，經洽詢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並經機關召開議題討論會議

後，決定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

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方式，公開客觀評

選專業服務、技術服務之優勝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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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民間廠商參與本案投標，對於投標廠商

之特定資格須謹慎擇定，且須同時考量特

定資格不得過於狹隘而產生限制競爭之疑

慮，亦不得過於寬鬆而未能委託具備相當

營運經驗之廠商，進而影響高雄輕軌之營

運品質及穩定性。

(二)  相關法令規定

1.  依據「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

認定標準」第2條，機關得依採購案件之

特性及實際需要，擇定投標廠商之基本

資格。

2.  依據「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

認定標準」第5條，機關得視採購案件之

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投標

廠商之特定資格：(摘錄)

(1) 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

(2) 具有相當財力者。

(三)  建議及決定採取之機制

 投標資格擬定原則以基本條件作為門

檻，盡量提高廠商投標意願，促進競爭，

除基本資格外，再就相關經驗或實績、相

當財力等事項擬定特定資格。

1.  基本資格：投標廠商須為依本(外)國公司

設立相關法令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且

不得有政府採購法第103條規定之不良紀

錄。

2. 特定資格(摘錄)：

(1)  應具有相當經驗：廠商

於截止投標日前十年

內曾辦理軌道運輸系統

之營運管理及維修(至

少包括車輛、號誌、

供電、軌道)作業之經

驗，並能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者。

(2)  應具有相當財力：投標廠商應符合「投

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

準」第5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

四、付款辦法

(一)  議題說明

 考量本案委託期間包括自簽約日起至

機關通知開始營運日前之準備期，以及機

關通知開始營運後之營運期，為了使準備

期與營運期之契約價金撥付能有所依據，

且為了避免機關撥付作業過於頻繁，故須

擬定適切的付款辦法。

(二)  相關法令規定

 查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對於採

購案件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未有特別規

定，由機關依據實際需要自行訂定之。故

本案決議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勞務

採購契約範本(2012年08月版)，採分期付

款方式給付契約價金。

(三)  建議及決定採取之機制

 依準備期與營運期之工作內容，訂定

契約價金給付條件：

1.  準備期之給付條件：主要以準備期營運

機構須提送並經機關審查核可之各類文

件(文件提送時程詳圖2；營運管理、維

修相關法規文件詳表4；初、履勘所需提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整理。

圖2 高雄輕軌營運機構於準備期之提送文件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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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初、履勘所需提送之各項營運、維修

      相關文件一覽表

項次 文件名稱

1 人力資源計畫

2 行車人員訓練計畫

3 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實施作業規定

4 試運轉計畫

5 試營運報告

6 災害防救業務計畫(含緊急應變計畫)

7 行車規章(與行車安全實施作業規定整併)

8 事故災害搶修作業要點

9 旅客運送實施作業規定

10 旅客須知

11 系統及設備維修策略及計畫

12 路線設施及機電設備修建養護實施作業規定

13
路基及軌道以外之路線設施及機電設備定期檢

修項目週期

14 輕軌車輛檢修實施作業規定

15 機具檢修實施作業規定

16 行車人員訓練成果

項次 文件名稱

17 服務指標(SI)

18 營運手冊及維修手冊

19 列車運行計畫

20 維修計畫

21 主動監督管理實施要點

22 意外事故通報處理程序

23 營運安全計畫

24 營運計畫(含附屬事業經營計畫)

25 運價方案、調整時機與方式

26 營運中斷交通緊急應變計畫

資料來源：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營運管理、維修委託

服務案」招標文件、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彙整。

五、營運績效評鑑制度

(一)  議題說明

 為落實對本建設(第一階段)之民間營運

機構之監督、管理，提升高雄輕軌之營運服

務品質，擬納入營運績效評鑑制度，並以

評鑑結果作為本案後續擴充之續約參考。

(二)  相關法令規定

1.  依據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之規定，

尚未有營運績效評鑑制度之相關規範。

2.  目前尚未有輕軌系統專法；另依據「大

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

法」第16條、第17條及第18條之規定，

由大眾捷運系統之地方主管機關派員執

行大眾捷運系統之定期及臨時檢查。

(三)  決議結果

 考量依據「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

安全監督實施辦法」第17條之規定，每年

定期檢查之檢查事項包括：營運管理狀況

及服務水準、財務狀況、車輛維護保養情

形、路線維護保養情形、行車安全及保安

措施等事項，本案可依據高雄捷運建設之

送之各項營運、維修相關文件詳表5)，

作為給付契約價金之依據。

2.  營運期之給付條件：依招標文件規定按

月提送工作報告，作為給付契約價金之

依據，按月付款。

表4 營運管理、維修相關法規文件(草案)一覽表

項次 文件名稱

1 行車安全規則

2 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

3 旅客運送規則

4 車輛機具檢修規則

5 修建養護規則

6 附屬事業經營管理辦法

7 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修訂(捷運災害)

8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檢查

作業程序修訂

資料來源：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營運管理、維修委託服務

案」招標文件、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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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辦理定

期及臨時檢查之檢查結果，監督民間營運

機構之營運管理、維護狀況及營運品質，

並可作為後續擴充之評估參考，故經決議

後，本案不另外擬定營運績效評鑑制度。

六、獎勵措施

(一)  議題說明

 為鼓勵民間營運機構積極經營本建設

(第一階段)，進而提高高雄地區大眾運輸系

統搭乘率，擬研訂相關獎勵機制。

(二)  相關法令規定

 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實際績效

提高時，得依其情形給付廠商獎勵性報

酬。…給付金額，以不逾契約價金總額或

契約價金上限之百分之十為限」。

(三)  決議結果

 原構想係欲以本建設(第一階段)之載客

數達到年度規劃運量後，就超過部分按比

例給予獎勵，惟考量本建設(第一階段)由政

府自建，相關興建經費係向相關基金舉借

支應，倘有本建設(第一階段)之營運有盈餘

時，須先返還予該基金，且載客數易受到

諸如天災、人為因素所導致之意外事故等

非民間營運機構所能掌控之因素所影響，

屆時有關是否達成獎勵條件恐引發爭議。

故為使本案履約管理單純化、減少履約爭

議，暫不研訂相關獎勵機制。

伍、招商作業辦理情形

依據前述招標文件重要議題與機制討論結

果，於2013年9月5日完成本案招標文件之擬

訂，並於2013年10月28日辦理第一次招標公

告，招商作業辦理情形如表6所示。

陸、高雄輕軌現況與結語

由於高雄輕軌為國內第一條輕軌系統，且

其工程建設較捷運系統單純，機關為了引進民

間經營專業與技術來提高本建設(第一階段)之營

運管理及維護效率，故首創以政府採購法為依

據，以勞務採購之方式辦理委託營運管理、維

修。經由機關各單位審慎研擬招標文件、積極

籌辦本案招標準備作業，順利招標成功，委託

具有軌道系統營運、維護管理經驗之高雄捷運

公司負責高雄輕軌之營運。

本建設(第一階段)目前正在進行C1站至C4

站之開挖、軌道工程、車站工程及機廠興建工

程，2015年1月可完成C1站至C4站軌道鋪設及

車站工程，2015年4月已全數抵達。其中，第一

列車於2014年11月9日至11月16日上線測試並

開放民眾靜態參觀，吸引相當多高雄地區居民

及外縣市民眾前來參觀、瞭解高雄輕軌建設內

容。(詳圖3)

此外，本案以政府採購法辦理委託營運管

理、維修之主要目的之一係提早於準備期進行

司機員訓練，目前高雄輕軌司機員種子教練已

  表6 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第一階段）

        營運機構招商作業辦理情形

執行期程 招商作業工作內容

2013年05月22日 啟動招商準備作業

2013年09月05日 完成招標文件草案

2013年10月17日 辦理第一次評選會議

2013年10月28日-

12月11日

第一次招標公告(一家廠商投

標，後因議價不成而流標)

2014年01月29日-

02月18日
第二次招標公告(一家廠商投標)

2014年03月14日 與得標廠商完成議價作業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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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運輸效益，並達成強化高雄地區大眾運輸系

統接駁運輸服務功能之目標。

資料來源：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圖3 高雄輕軌第一列車上線測試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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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土城醫院、BOT、醫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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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參與衛生醫療
設施之推動經驗─
以新北市立土城
醫院BOT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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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均衡醫療資源，提升新北市醫療品質，市政府規劃於台北區醫療網西區次區域土

城區，籌設綜合市立醫院－「新北市立土城醫院」(以下簡稱本計畫)，並規劃以BOT方式

公開徵求民間廠商投資，以達成一、撙節政府預算、提升新北市立醫院經營績效；二、

提升新北市居民就醫可近性，落實全人健康照護等目標。本計畫係依衛生福利部「醫院

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劃設置區域級之教學綜合市立醫

院，專注於提升急、重症照護水準，提供土城及附近地區民眾需求的現代化醫院。

土城醫院預定地位於土城區金城路二段，原址為土城區第一公墓，土地使用分區為都

市計畫保護區，土地權屬大多公有、少部分私有。新北市政府申請籌設市立醫院，事先

辦理地形測量、基地調查(初步地質鑽探)、都市計畫變更、山坡地解編、醫院籌設計畫、

醫院規劃構想書等規劃作業，俟完成後始公告招商。爰此，本文就協助新北市政府辦理

民間參與衛生醫療設施之推動經驗作一簡介，期供日後辦理類似招商計畫之參考。

1 2

資料來源：底圖為google提供，本研究整理。

圖1 土城醫院基地位置示意圖

壹、基地位置及開發限制

土城醫院預定地位於土城區金城路二段，

距離國道三號土城交流道約2.5公里，經由國道

可前往三峽、鶯歌等地區，經由市區道路往南

可達土城工業區，往北接中和區，往西可經土

城市區至樹林區或板橋區；基地附近已有捷運

土城線，最接近站址為土城站，距離約400公尺 

(基地範圍，詳圖1)。

土城醫院預定地包括土城區柑林段地590、

591-1、591-3、677、678、815等6筆地號及私

有地594、595、814等3筆地號，共9筆，面積

合計為30,580.24平方公尺。基地上原使用包括

登記有案墳墓約1,537門、放租樹林、3幢磚造

平房、1幢鐵皮屋等。為降低日後BOT廠商(以下

簡稱民間機構)興建之不確定性，新北市政府於

公告招商前已陸續完成二次遷墳及邊坡穩定作

業、文化遺址搶救作業、都市計畫變更作業及

私有土地取得…等作業。



3
專
題
報
導

126│No.106│April, 2015 

表1 本計畫推動過程大事紀要

重要項目 時程

新北市與招商顧問簽約 2011/08/04

地形測量 2011/08/04～2011/12/23

基地調查鑽探及試驗 2011/08/04～2011/12/23

醫院規劃構想書 2011/08/04～2012/01/19

變更土城都市主要計畫 2011/08/04～2012/08/07

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 2011/08/04～2012/08/14

擬定土城都市細部計畫 2011/08/04～2013/03/01

核定醫院籌設計畫書 2012/05/07

公告及遷墳作業 2012/02/17～2012/09/25

斬龍山遺址搶救挖掘 2012/09/12～2013/06/30

拆遷補償、安置公有土地占用戶 2013/03/01～2013/09/30

疊葬遷墳作業 2013/09/01～2014/04/30

協議價購私有地主土地 2013/12/01～2014/04/30

促參招商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

招商文件審查作業
2013/12/10～2014/03/12

公告招商、補充公告 2014/03/14～2014/05/27

變更或補充招商公告 2014/04/18～2014/05/28

資格審查 2014/05/29～2014/06/04

綜合評審 2014/06/25

甄審結果公告 2014/06/30

議約 2014/06/26～2014/07/24

簽約 2014/07/25

貳、本計畫推動過程大事紀要

本計畫推動從招商顧問進場提供服務至新

北市與民間機構完成簽約，經歷3年期間，終於

協助完成招商作業，彙整辦理過程如表1。

參、推動本計畫重要議題

一、籌設計畫報核

醫院興建設立程序，一般病床100床以

上，須由衛生福利部核定，且按醫療法第14條

規定，醫院之設立或擴充，應經主管機關許可

後，始得依建築法有關規定申請建築執照。

爰此，本計畫之醫院籌設計畫係由新北市

政府提出申請設立，並採委託民間參與投資興

建方式(即BOT)辦理。本計畫經衞生福利部於

2012年5月7日審議通過，核准設置急性一般病

床499床、精神急性一般病床30床及精神慢性一

般病床100床之規模進行招商，待未來民間機構

進場後，再依核定規模依醫療法相關程序重新

報部審議後興建。

二、山坡地解編議題

本計畫基地屬山坡地，平均坡度約35%，

夾於北二高及面前道路金城路間形成獨立山

頭；又因基地屬土城第一公墓(公墓未遷移前

現況詳圖2)，先於2006年辦理公告禁葬，原預

定於2012年陸續辦理遷墳作業，當時概估地

形可能大幅擾動；再者，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以下簡稱農委會)2010年6月30日農授水保字

第0991871256號公佈之「山坡地範圍劃定及

檢討變更作業要點」第1點規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為依據水土保持法及山坡地保育利用

條例之規定，劃定直轄市以外山坡地範圍及其

檢討變更，特訂定本要點」，即該要點係適用

於「直轄市以外」的區域，新北市已於2010年

12月25日升格為直轄市，依據農授水保字第

1001861459號函：「直轄市或準直轄市政府辦

理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劃出，請自行訂定作

業要點依據以執行」，山坡地解編理似可由新

北市政府逕行公告。

然新北市政府甫於2010年12月25日升格，

因暫未訂定相關作業要點，故土城醫院預定地

辦理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作業時，仍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2010年6月30日農授水保字第

0991871256號公佈之「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

變更作業要點」辦理。惟有關陳報核定部分，

依「水土保持法」第3條第1項第3款規定：「山

坡地…經中央或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自然形

勢…就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

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改由新北

市政府直接陳報農委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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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分散不連續，恐無法滿足興建區域級醫院

目標。

然新北市政府於2012年9月辦竣表層遷墳

後，發現基地下方疊葬嚴重，若未能完全清

理，將影響到未來醫院地下室開挖使用，另考

慮遷墳後表土鬆軟裸露，基於坡地安全考量，

亦需辦理相關邊坡穩定處理，因此新北市政府

經市議會同意編列預算，依水土保持及相關規

定辦理疊葬遷移作業，於2014年5月完成遷移三

萬餘塊疊葬之先人骨骸。遷移後之平均坡度約

24.8%，依建築技術規則，可以配置建築物(三

級坡以下S＜30%)，佔總面積約67.06%；平均

坡度30%＜S＜55%者，得作為法定空地或開放

空間使用(不得配置建築物)，佔總面積約32%；

平均坡度>55%者約佔總面積0.94%。經過疊

葬遷墳作業，基地山坡地開發限制亦得到部分

解決。

四、疊葬遷墳與原地形之認定

有關原地形之解釋，經2012年9月14日市

政府召開會議討論，認定本計畫如因民政單

位遷墳所需之水土保持整地，經農業局核定在

案，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特殊建築基地之

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需要簽奉核定者，後續

申請執照時，得依其核定內容做為原始地形之

檢討，因此未來建築時得視遷墳後之地形為原

地形。(2012年9月26日北府衛企字1012599012

號函)

五、都市計畫變更審核議題

本計畫基地依2000年公告實施的「土城都

市計畫(暫緩發展區及附近地區)通盤檢討計畫

書」為保護區，為配合整體開發期程，新北市政

府於招商前，先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

款採「個案變更」，經新北政府都市計畫審議委

員會決議，將原用地變更為「醫療用地」，並調

本計畫辦理山坡地解編於2012年8月14日

由農委會審議後駁回，因此目前本基地仍屬

山坡地，醫院建築開發前須以山坡地開發之相

關程序辦理水土保持計畫；且依據「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102.09.12)」第24條規定，本計畫基地達3公頃

位於山坡地且申請開發開發面積達一公頃以上

之醫療建設開發，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三、基地坡度開發限制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第262條：「山坡地有左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開發建築。一、坡度

陡峭者：…在坵塊圖上其平均坡度超過百分之

三十者。」，本計畫用地之高程約EL.15～41公

尺，平均坡度35%，經坡度分析後，基地內可

配置建築物(S＜30%)面積僅佔總面積約38%，

土城區第一公墓現況

柑林段815地號之磚造房屋

圖2 基地公墓未遷移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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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土地使用強度為建蔽率40%、容積率400%(變

更示意圖詳圖3)。

經內政部營建署2012年8月7日第785次會議

審議應一併擬定細部計畫，故新北市轉而先辦理

擬定細部計畫，經市都委會審議後，併同原審議

之變更主要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在

2012年12月28日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8

次會議審議時決議：「本計畫細部計畫係配合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85次會議辦理主要計

畫及細部計畫拆離，同意依本次提會細部計畫

內容(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通過，後續請重

新補辦公開展覽，公開展覽期間，如無任何公

民或團體陳情意見或與本計畫無直接關係者，

則逕予核定，否則應再提會討論。」經2013年

3月細部計畫公展後，無人民陳情意見，用地同

意變更保護區為「醫療用地」，但主要計畫與

細部計畫分開審議已影響招商作業約7個月。

主要計畫變更審議時，內政部營建署要求

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後始得發布實施，惟在未

選出投資廠商前，無法獲悉廠商之規劃方案及

開發規模，故新北市政府無法代為辦理環評作

業，因此新北市以「保護區」及都委會會議已

同意變更之決議為前提，先辦理招商作業，等

選出民間機構及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審議後，再

發布實施都市計畫變更案。

六、因應變更都市計畫未發布前私有地之取

得方式

為配合基地坵塊完整規劃，擬將三面被

基地包圍之零星私有土地(土城區柑林段594、

595、814等3筆)一併納入整體開發。基此，

2011年10月7日新北市召開會議決議由政府編列

預算，將此等3筆私地納入公告招商之範圍，新

北市政府衛生局多次與地主協議價購不成，又

因變更都市計畫須俟民間機構完成環境影響評

估後，始得公告發布實施，致依法無據辦理用

地徵收。因此，新北市政府於招商時即以原公

有土地為範圍，並載明私有土地如於招商公告

期間由市府取得後，須無條件納入開發範圍，

所幸新北市政府協商策略得當，在招商公告前

完成協議價購取得私地，得順利據以招商。

七、遷墳過程發現斬龍山遺址之影響

本計畫基地於2012年9月公墓辦理遷移作業

階段，於開挖面附近發現數處文化層，經研究

判定屬「斬龍山遺址」延長之一部分。新北市

政府文化局於2012年9月17日邀集相關考古學者

及相關單位至現場勘查後，決議辦理本計畫基

地附近之「斬龍山遺址」搶救發掘研究。依據

前述發掘研究成果報告，共計完成580個探坑發

掘，總發掘面積為2,320平方公尺。研究成果顯

示當地之史前文化層多為近現代以來之亂葬行

為(可達地表下1～2公尺深)所擾亂，調查所發現

之文化遺物包含陶器、石製品、貝殼及歷史時

期之墓葬遺留等。依據研究成果，斬龍山遺址

之年代約在距今3,100～2,300年代前後。經此次

文化局搶救挖掘後，本計畫基地已可進行後續

之作業。

圖3 本計畫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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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第一個以BOT方式開發之大型綜合醫院－台

北醫學大學競標取得雙和醫院BOT案、環評作業

及水土保持計畫等重要經驗，且與主辦機關通

力合作之默契，加上主辦機關不畏萬難的推動

決心是最重要的關鍵，終能協力完成此旗艦計

畫招商任務。

參考文獻

1. 新北市立土城醫院BOT專區網頁(ht tp : / /

www.health.ntpc.gov.tw/informationlist.

aspx?uid=310)，新北市(2014)。

2.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02年12月25日土城

醫院BOT案說明會資料」，新北市(2014)。

3.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興建營運暨移轉(BOT)案招商文件」，新北

市(2014)。

4.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新聞稿，(1 ) h t t p : / /

www.heal th .n tpc .gov . tw/ in fo rmat ion .

a s p x ? u i d = 3 1 0& p i d = 4 2 2 9 ( 2 ) h t t p : / /

www.heal th .n tpc .gov . tw/ in fo rmat ion .

aspx?uid=310&pid=3669

肆、土城醫院開發投資內容

本計畫於2014年3月14日辦理BOT公告徵求

廠商投資，於同年5月27日截止收件，共計3家

廠商投標，於同年5月30日辦理投標廠商資格審

查作業、6月4日辦理資格補件審查、6月25日辦

理綜合評審，由長庚醫療財團法人獲評為最優

申請案件申請人。經議約程序，於2014年7月25

日由市長朱立倫與長庚醫療財團法人代表共同

簽署合作契約。在長庚醫療體系全力投入下，

新北市民將在2020年7月前，擁有一座總投資

金額67億元，設有38個醫療專科、職業醫學中

心、燒傷病房，以及碘131癌症病房，地下4層

地上16層、總床數達1,064床的教學級綜合醫院

(醫院模擬外觀詳如圖4)，土城醫院在民眾及各

級民代殷殷期盼下，終於邁入新的里程碑，徹

底解決新北市西區次區域醫療資源極度缺乏的

窘境，也使新北市的醫療資源更完整。

伍、結語

本計畫得以3年成功的BOT推動招商，突

破史前文化遺址搶救、都市計畫變更、用地取

得、拆遷戶處理、墳墓遷移、醫院籌設計畫等

種種議題，須有兼具土木、交通、都市計劃、

地政、醫務管理、醫院建築、鑽探、測量、生

態調查、法律、財務之專業外，亦須借重過去

圖4 2014年7月25日簽約時醫院模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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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APEC第21屆財政部長會議，亞太各國聚焦以PPP模式促

進經濟發展，為已是國際潮流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議題再次加溫。

106期「中華技術」由軌道及建築事業群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主

辦，藉以分享本公司在PPP方面所累積之專業與實務經驗，以及反

應目前國內推動PPP之現況及侷限。

　　本期專訪包括促參法之主管機關財政部張璠政務次長，以及國

內推動促參案不遺餘力的新北市政府陳伸賢副市長、台南市政府財

政處張紹源處長，在在顯示政府部門對國內推動PPP之方向持正面

及肯定的態度。從內文得知PPP是促進公共建設發展的手段，而一

個成功的PPP計畫則須具備七大特點：包括政策上的意願、適當的

法律框架、適當的計畫規模、全生命週期的設施服務提供、持續且

可預測的計畫需求量、彈性的契約及具備專業能力的公部門。相信

本期內容會讓讀者對民參再精進與新契機有更深一層了解。

　　將於今年7月份出刊的107期「中華技術」將由台灣世曦公司系

統及機電事業群主辦，主題為「台灣車聯網創新技術展望」，敬請

期待。

  　2014年APEC第21屆財政部長會議，亞太各國聚焦以PPP模式促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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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 街 3 2 3 號 1 0 樓 ， 台 灣 世 曦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企 劃 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107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台灣車聯網創新技術展望
 出刊日：2015年7月31日


	4-5
	6-15
	16-25
	26-33
	34-37
	38-53
	54-63
	64-71
	72-77
	78-85
	86-93
	94-105
	106-113
	114-123
	124-129
	130-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