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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促參政策及委外之目的促參政策及委外之目的促參政策及委外之目的促參政策及委外之目的 

在邁向國家建設現代化與經營企業化的時代，政府與民間企業適當分工合作為時勢之所趨，政府

藉由制訂國家基本政策及建設方向並給予投資者足夠的獎勵誘因，配合民間企業充沛的活力、經

營的創意、反應迅速的決策能力與效率，除可大幅加速國家建設的腳步外，並可藉此有效建立政

府與民間企業分工合作的模式，進而強化與提昇國家整體競爭力。  

公私部門協力興建營運公共建設模式在國外行之有年，如澳洲、日本、加拿大及英國近年簽約案

件分別超過 106 、 120 、 100 及 500 件，而英國簽約之金額甚至超過 520 億英鎊，顯已成

為世界潮流趨勢，然在台灣卻仍屬新興之觀念與合作模式。  

我國在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歷程中，民國 83 年前除「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外並無專

屬法規，當時是以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及國有土地租售條例引入民間資金；爾後為確保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之順利進行，行政院於民國 87 年頒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與審核作業注意事項」，

交通部後依行政院「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與審核作業注意事項」第 12 點及相關法令，頒布「交

通部暨所屬各機關辦理民間參與交通建設作業實施要點」，規定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辦理重大交

通建設案應依此要點辦理。至民國 89 年 2 月促參法公告施行，並於同年 10 月頒布施行細則；

民國 92 年 7 月 30 日核定促參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後續推動民參案均應依促參法來

辦理。促參法所稱公共建設計有 20 類，分別是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環境污染防治設施；污水

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衛生醫療設施；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文教設施；觀光遊憩重大設

施；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運動設施；公園綠地設施；重大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新

市鎮開發；農業設施等。  

 

截至 93 年 6 月為止，工程會列管推動民參案計 175 件，計畫規模 4,267 億元，其中民間投資 



3,306 億元；依計畫性質交通建設有 25 件、文教設施 35 件、運動設施 9 件、觀光遊憩重大設

施 26 件，其他 80 件。  

然考量國內既存環境與體制等方面的限制，如要形成一個既有效率、又重效能的政府與民間平等

合作機制，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歷程，也需要政府與民間努力合作，以發展出高效能的推動模式，

本文僅就促參法辦理過程中應注意事項，及依促參法完成簽約之委外經營 OT 案（依促參法第 8 

條第 5 款由政府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探討辦

理過程中重要課題及經驗，供未來承辦民參案參酌。  

…………………………………………………………………………………………………………………………………………………………………………………………………………………………………………………………………………………………………………………………………………………………………………    

    

二二二二、、、、委託民間參與經營各階段評估委託民間參與經營各階段評估委託民間參與經營各階段評估委託民間參與經營各階段評估    

 

依據促參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條規定，主辦機關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

前，應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並應依各該公共建設之性質，於公告時，載明相關事項，其

流程詳圖 1 及圖 2 。    

((((一一一一) ) ) ) 可行性評估階段可行性評估階段可行性評估階段可行性評估階段        

按促參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主辦機關辦理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前，

應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但未涉及政府預算補貼或投資者，不在此限。該項可行性評估，

應依公共建設特性及民間參與方式，以「民間參與之角度」，就公共建設之目的、市場、技術、

財務、法律、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等方面，審慎評估民間投資之可行性。故依促參法可行性評估

工作內容重點如下：  

1.1.1.1.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計畫目的        

計畫之目的，應說明計畫緣起及主辦機關將計畫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目的，以導引未來規劃書撰

寫及經營方向。  

2.2.2.2.市場可行性分析市場可行性分析市場可行性分析市場可行性分析        

市場可行性分析為進行財務可行性分析前重要之前置作業，且是判定財務評估結果是否合理之重

要依據。一般而言，進行市場分析之重點包含如市場價量供需分析、市場競爭力分析、目標客群

定位及未來發展趨勢等要項，其中尤以市場發展趨勢分析最為重要。在研析過程中，對於推估方

式及預期環境之說明，往往是各階段審查委員提問焦點，亦是影響計畫是否可行之重要關鍵，且

為日後辦理招商座談會或說明會，潛在廠商關心之重點。  

    



    

圖圖圖圖 1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作業流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作業流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作業流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作業流程 ( 由主辦機關自行核定由主辦機關自行核定由主辦機關自行核定由主辦機關自行核定 ) 

 

 

 

 

 

 



 

圖圖圖圖 2  2  2  2 計畫執行流程圖計畫執行流程圖計畫執行流程圖計畫執行流程圖    



3.3.3.3.技術可行性分析技術可行性分析技術可行性分析技術可行性分析        

技術可行性分析依其計畫屬性需求撰擬，以 OT 案而言，由於興建期已由政府完成興建，因此

在工程技術分析上較少著墨。而依計畫特性或主辦機關要求，一般 OT 計畫之技術可行性分析，

著重在可允許給民間機構在空間規劃及動線調整等之彈性項目，以及政府所堅持之原則，如建築

結構之安全要求。  

4.4.4.4.財務可行性分析財務可行性分析財務可行性分析財務可行性分析        

財務可行性分析首重基本假設參數及營運規劃資料之合宜性，再依據評估方法進行財務評估及敏

感度分析。基本假設參數中折現率之設定，最為審查委員及潛在投資者關心。為力求客觀及務實，

折現率除應收集相關產業資料，並應藉由招商座談會及招商說明會之機制，瞭解投資廠商可接受

之範圍，再以適當 CAPM 理論、迴歸分析等方式推估最適折現率。對於財務可行性分析成果至

少應包括如權利金、評估經營回收年限、最適許可年期說明等。  

5.5.5.5.法律可行性分析法律可行性分析法律可行性分析法律可行性分析        

法律面之分析基本上可分為三大法類，分別為促參法類、經濟稅賦法類及計畫相關目的事業法類

等。法律可行性分析著墨重點為民間參與法令依據及方式、計畫屬性類別、主辦機關、重大公共

建設界定、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定程序、現行法令環境概況及其他重要法律課題分析等。  

6.6.6.6.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分析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分析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分析土地取得及環境影響分析        

OT 案因建物已興建完成，一般較少有用地取得課題，故僅對於土地位置、段號、面積、權屬及

管理機關作一詳細說明，俾於申請須知內容之撰擬，以充分告知申請人。至於 OT 案環境影響

分析則著重在配合民間參與探討廢棄物處理或交通影響等項目，故於此階段應對基地環境進行詳

細勘察，將現況及營運後可能產生之影響作一評估，必要時並可藉由申請須知予以規範，或需由

主辦機關提供協助或承諾事項，以減少民間參與而造成對環境之衝擊。  

((((二二二二) ) ) ) 先期規劃作業階段先期規劃作業階段先期規劃作業階段先期規劃作業階段        

完成可行性評估後，應按促參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第三項，進行先期規劃撰擬先期計畫書，並

應依公共建設特性及民間參與方式，就擬由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興建、營運之規劃及財務，進行分

析；必要時，應審慎研擬政府對該建設之承諾與配合事項及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之範圍，並研

擬政府應配合辦理之項目、完成程度及時程。故依促參法先期計畫工作內容重點說明如下：  

1.1.1.1.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計畫之目標，為未來進行民間參與之重要依據與方向，因此除遵循主辦機關對計畫期許外，亦須

融合計畫本質、地方特性、社會期許等因素考量，定義最適切之目標，以期計畫具備民間參與之

誘因，創造政府、投資者及民眾之三贏。  



2.2.2.2.委託營運範圍及委託營運期限委託營運範圍及委託營運期限委託營運範圍及委託營運期限委託營運範圍及委託營運期限        

委託營運範圍應依據計畫特色及不違背設置宗旨下，規範委託經營標的物之許可經營項目、委託

營運期限、並從公私部門之角度規範營運屆滿後優先訂約之條件。  

3.3.3.3.營運計畫營運計畫營運計畫營運計畫        

撰擬營運計畫之目的，是要規範未來投資者應提出之經營管理計畫，內容至少包含設施及空間未

來調整計畫、開幕籌備計畫、行銷宣傳計畫、維護管理計畫、資產移轉與返還計畫。  

4.4.4.4.財務計畫之辦理方式及時程財務計畫之辦理方式及時程財務計畫之辦理方式及時程財務計畫之辦理方式及時程        

財務計畫需依可行性分析結果，據以研擬投資者之財源籌措規劃方式及資金到位時程。一般而言， 

OT 案投資者較難從債券市場及股票市場募集資金，主要資金來源為營運盈餘、自有資金及融資

等方式，規劃財源籌措方式應依相關產業實際狀況，推估計畫最佳之權益比例。研析資金到位時

程，為撰擬申請須知及契約草案時用以規範投資者應於何時備足資金。  

5.5.5.5.政府與民間機政府與民間機政府與民間機政府與民間機構雙方風險分擔之基本原則構雙方風險分擔之基本原則構雙方風險分擔之基本原則構雙方風險分擔之基本原則        

就 OT 案而言，其風險可分為三大類，分別為營運期風險、移轉期風險及不可抗力風險。營運

期風險主要為市場風險、價格風險、管理能力風險、營運中斷風險、財務風險等，在營運風險中

影響最大為市場量未達預期 ( 市場風險 ) 及競爭條件改變價格變動 ( 價格風險 ) 之風險；移

轉期風險主要為移轉契約風險、移轉品質風險及承接經營能力風險等；不可抗力風險主要為天然

災害風險、政治風險、政策變動風險、政府承諾辦理及配合協助事項風險及群眾抗爭等。  

6.6.6.6.政府承諾與協助事項政府承諾與協助事項政府承諾與協助事項政府承諾與協助事項        

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並鼓勵民間機構投資，政府將承諾與協助相關事項，以提高計畫委託

民間經營之可行性，如勞委會承諾相關勞工教育訓練會優先於勞工教育學苑辦理，為間接保證使

用量。  

…………………………………………………………………………………………………………………………………………………………………………………………………………………………………………………………………………………………………………………………………………………………………………    

 

三三三三、、、、國內委託民間參與經營現況國內委託民間參與經營現況國內委託民間參與經營現況國內委託民間參與經營現況 

((((一一一一))))具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計畫特性具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計畫特性具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計畫特性具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計畫特性        

綜觀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案例，依其招商成功與否為指標，歸納能成功招商之計畫所具備之主要

特性包括計畫本質佳、公部門之強力支持、具適法性、產權清楚及內容與規模適當性等，茲分別

說明如后：  



１１１１．．．．計畫本質佳計畫本質佳計畫本質佳計畫本質佳     

計畫本質可謂所有條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好的本質包括具市場性，如區位佳、定位清楚、目標

市場廣大等。此外，收益性佳若又能兼顧公益性之計畫，必能吸引民間廠商之目光，營造多家競

爭之局面，不但可提供多元的創意服務，公部門也多能由此類案件中獲取較大之利益，私部門在

經營上也能有合理之報酬。  

２２２２．．．．公部門強力支持公部門強力支持公部門強力支持公部門強力支持     

公部門之強力支持可與計畫本質並列許多成功委外案之兩大特性，若計畫本質佳，公部門卻不支

持，增加許多行政上或政治上之阻礙，再好的案子，民間廠商也可能卻步不前；反之，有公部門

之強力支持，雖計畫本質普通，在公部門之協助或是釋出善意的情況下，計畫委外成功之可能性

也非常高。  

３３３３．．．．具適法性具適法性具適法性具適法性     

計畫在法令之適用明確是委外經營的基本要件，是公私部門往來之基礎，若於法無據，對於公私

部門都會造成困擾，造成計畫無法推動之窘況。  

４４４４．．．．標的產權清楚標的產權清楚標的產權清楚標的產權清楚     

所謂產權清楚或是單一所有權人，對廠商往後營運上之協調會較容易，窗口單一，可節省溝通或

行政作業的時間。  

５５５５．．．．委託經營內容與規模適當委託經營內容與規模適當委託經營內容與規模適當委託經營內容與規模適當     

因為是公共設施委外，故具備一定的公益性需維持。在規模考量上，必須為民間廠商所能掌控的，包括對

計畫特性與產業規模及潛在廠商規模與財務能力之了解，以作為不同性質與規模之計畫是否適合委外之參

考要素；在委託民間營運之項目中，以符合成立宗旨又具市場性之營運項目為主，部份原本屬於公部門職

責或是公部門應有的功能，仍由公部門主導，或是明確要求廠商未來之配合方式，以達到公私部門互惠、

大眾獲益的三贏局面。  

(二二二二)已營運及未營運計畫之委外辦理重點已營運及未營運計畫之委外辦理重點已營運及未營運計畫之委外辦理重點已營運及未營運計畫之委外辦理重點 

委外經營案可分為已營運及未營運之標的物，採委託民間營運之原因主要包括政府單位人力不

足、經費有限或因任務重新定位，使公共設施蓋好後閒置，或是因為設施陳舊、服務未能因應使

用者之需求更替，以致無法發揮公共設施應有之效能。為能順利引進民間廠商營運公共設施，在

辦理過程中有許多應注意之事項，以下將列舉一般須注意事項，再依已營運及未營運設施在辦理

委外時分別需注意之事項予以說明。  



一般不論是已營運或未營運之公共設施在推展民間參與營運時，從可行性評估、先期計畫到招商

階段，需掌握以下幾項重點。  

１１１１．．．．符合設置宗旨符合設置宗旨符合設置宗旨符合設置宗旨     

未來規劃之營運內容必需能符合原來設施之設置宗旨，獲利之際要能兼顧公益性之服務，此為公

共設施委外案之最高指導原則。  

２２２２．．．．釐清委託營運範圍釐清委託營運範圍釐清委託營運範圍釐清委託營運範圍     

營運範圍包含交付營運之資產範圍要明確及營運內容之規範富彈性，易於執行，未來廠商營運時

較不會產生疑義。  

３３３３．．．．明確劃分權利義務明確劃分權利義務明確劃分權利義務明確劃分權利義務     

不論是廠商或是政府之權利義務都要清楚列示，如廠商之營運權利為何、該繳付之權利金或是租

稅等都要揭示，政府方面，主要的應辦事項、時程及協辦事項也需提出，可使廠商了解政府推案

之決心。在雙方皆對權利義務有充分認知之情況下，可減少委外期間之爭議，有利於合約之執行。  

４４４４．．．．清楚列出政府需求清楚列出政府需求清楚列出政府需求清楚列出政府需求     

政府之需求要明確，如空間之保留需求、活動之要求內容場次或是空間使用期間之保留等均應事

先明訂，以利民間廠商納入營運規劃之考量。  

５５５５．．．．要求適宜民間投資者資格要求適宜民間投資者資格要求適宜民間投資者資格要求適宜民間投資者資格     

不同的 OT 案依性質與規模不同，對民間廠商之財務能力、營運能力與經驗作適當之要求，以

對未來之營運品質先行把關。  

６６６６．．．．規範不可變更之空間或用途限制規範不可變更之空間或用途限制規範不可變更之空間或用途限制規範不可變更之空間或用途限制     

部份委外空間可能因建築法規之規範或為計畫之必需功能，不可作空間之變動或是必需作某種用

途使用，要能明確告知廠商，使其在進行評估投資可行性時能加以考量。  

（（（（一一一一））））已營運已營運已營運已營運 

１１１１．．．．委外經營單位人員安置事宜委外經營單位人員安置事宜委外經營單位人員安置事宜委外經營單位人員安置事宜     

已營運之公共設施，辦理委外作業期間，對現有人員之安置應作妥善之安排，以免影響到委外案

件之推動，此為已營運設施經常需面對之重要問題。委外經營單位人員安置事宜及早規劃，其安

置方式應兼顧委外經營作業與同仁意願，做好內部溝通，化阻力為助力。  



２２２２．．．．擬定交付資產項目擬定交付資產項目擬定交付資產項目擬定交付資產項目     

因民間廠商之營運規劃非常可能與原來之營運模式不同，所需之營運資產要求及項目也不同，若

全部交付，將產生保管、報廢及返還等問題，徒增日後民間廠商與主辦機關之困擾，故交付資產

之明細，需要充份的溝通達成共識，可減少履約點交時之困難及爭議。  

３３３３．．．．地方回饋之延續性地方回饋之延續性地方回饋之延續性地方回饋之延續性     

在委外經營前，既有之經營方式，若已提供地方回饋，例如澎湖水族館委託民間經營前，每年依

其營收提撥比例金額回饋地方，為顧及地方利益及民間廠商營運期間之和諧，建議對地方原回饋

承諾，在由民間廠商營運時，最好予以要求保留，或是提供更好之條件，有助廠商之順利營運，

消弭地方之反彈情緒，但前提是不能影響民間廠商財務負擔能力。  

（（（（二二二二））））未營運未營運未營運未營運        

１１１１．．．．期初投資之要求與認定期初投資之要求與認定期初投資之要求與認定期初投資之要求與認定 

因新建之公共設施在未進行裝璜及購置營運資產時若決定要委外經營，通常交付給民間之資產僅

建物本身，內部通常只有天地牆完備，營運設備多由廠商自行購置，為使委外之公共設施可達到

要求之營運品質，需對期初投資之金額及投入時程依不同案件之性質予以規範，一般期初投資是

依會計原則認定之資產為準，但期初投資之資金來源是未來之乙方或其分包商出資，亦應於契約

中規範，以免徒增未來公私部門認定之差異。  

２２２２．．．．營運資產之交付日營運資產之交付日營運資產之交付日營運資產之交付日     

未完成之建物其交付日會影響廠商之營運計畫，因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產業特質，有淡旺季或是

節慶之考量因素，開始營運之時點對廠商之行銷計畫及營收皆會有直接之重大影響，故規範交付

日應在最有利之時間，且是主辦機關確實能交付時間為原則。  

３３３３．．．．可營運項目與使用執照之取得可營運項目與使用執照之取得可營運項目與使用執照之取得可營運項目與使用執照之取得     

未營運設施之使用若在公益性之外，可提供其他商業活動設施，如在社會福利設施中，建築物之

某一層樓可作為餐廳使用，則需另請使用執照，若使用目的可確定，主辦機關可先行辦理使用執

照之取得，協助民間廠商早日進駐營運，並可減少未來廠商繁複之申請程序與不確定性。  

４４４４．．．．主建物之裝修程度主建物之裝修程度主建物之裝修程度主建物之裝修程度     

未營運前主建物之裝修程度，應探尋市場之一般需求，可免除民間廠商進駐後再行拆除，進行二

次施工之時間與成本之浪費，一方面也可節省公帑；或在符合工程發包合約下，重新檢討主建物

之裝修工程，以滿足投資者進駐後之需求。  



５５５５．．．．睦鄰計畫睦鄰計畫睦鄰計畫睦鄰計畫     

為增加未來民間廠商與地方之良性互動，投資計畫書或經營計畫書中常要求民間廠商提出睦鄰計

畫，如舉辦活動、提供就業機會保障、提供鄰近里民優惠或給予地方回饋金等，皆可促使公共設

施之委外更為當地接受，民間廠商亦能獲致較佳之營運成果。  

(三)完成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案例  

依據促參法定義之公共建設中，其中以文教設施、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之成功案例最為豐富。究

其原因，可能是過去政府財源較為充裕，故大力興建這兩類與國人生活較為相關的設施，然近年

來隨著整體環境的變遷、政府組織人力的精簡、勞務分包之預算無法順利完成編列等等因素影

響，而使得多項設施不如預期發揮其原有的功能，且為配合政府提倡民間能做的就讓民間來做的

政策，導入民間投資廠商靈活的經營手法，提升各項公共建設之使用效能。  

自促參法民國 89 年頒布以來，以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文教設施成功案例包括國立三重高中游泳

池 OT 案、國立大里高中游泳池 OT 案、國立新竹女中游泳池 OT 案、國立台灣大學尊賢館 OT 

案、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OT 案、國立台灣大學第二活動中心 OT 案、國立台灣大學溪頭教學

會議中心及住宿餐飲設施 OT 案。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OT ＋ BTO 案，更是在促參法公佈前，

在工程會之協助下，教育部完成國內首宗文教設施之民參案例。  

以委託民間參與經營之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成功案例包括勞委會勞工教育學苑 OT 案、台南縣

勞工育樂中心 OT 案、桃園縣婦女館 OT 案、桃園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 OT 案、台北市青少年

育樂中心案、華僑會館 OT 案、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OT 案及桃園職訓中心部分設施 OT 

案等，相關簽約案例簡介請見表 1 。 

促參法適用範圍 OT 招商成功案例 

社會及勞工福利設

施  

勞工教育學苑、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桃園縣婦女館、桃園縣青少年館、

華僑會館  

文教設施  國立三重高中游泳池、國立大里高中游泳池、台大尊賢館、國立台灣科

學教育館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室內溫水游泳池、溪頭教學會議中心

及住宿餐飲設施委託民間經營計畫  

觀光遊憩設施  武陵農場第二賓館、布洛灣山月村  

表表表表 1  1  1  1 依促參法相關依促參法相關依促參法相關依促參法相關 OT  OT  OT  OT 招商成功案例招商成功案例招商成功案例招商成功案例    

…………………………………………………………………………………………………………………………………………………………………………………………………………………………………………………………………………………………………………………………………………………………………………    

 

 



四四四四、、、、公私部門合作機制公私部門合作機制公私部門合作機制公私部門合作機制 

((((一一一一))))公私部門權利與義務關係公私部門權利與義務關係公私部門權利與義務關係公私部門權利與義務關係        

私部門以民參方式參與公共建設不同於傳統政府採購或特許經營的執行模式，政府與民間機構雙

方必須具備「合夥人」 (Partners) 的精神，在政府公權力與行政支持下，由民間充分發揮其資源

整合與經營效能，除避免政府行政之諸多限制，並可確保計畫的執行績效。  

就 OT 案而言，經營公共建設的執行主體轉換為民間機構，但由於計畫之本質仍屬於公共建設，

所以計畫要能順利執行，仍須政府的全力支持。因此，政府的角色應有明顯的不同，必須彌補民

間在「權」方面的不足，來排除公共建設因民間機構營運而產生之障礙，使民間順利執行營運計

畫，但也要在合約與相關法令許可範圍內提供必要之協助，充分賦予民間在「能」方面的施展空

間，擺脫傳統採購制度下過多的管制與束縛，使政府與民間形成有效率的工作團隊，全力發揮工

作效能。  

((((二二二二))))公部門如何協助提高可行性公部門如何協助提高可行性公部門如何協助提高可行性公部門如何協助提高可行性        

OT 案係在民間商業利基下營運公共設施。這種商業利益與公共服務結合方式，對於大部分公務

機關尚屬創新事務，執行過程常需進行內部整合、外部協調及財務、法律等專業判斷，且為確保

公共服務品質，從政策制定、計畫執行至後續之監督管理皆應有完整規劃，對於政府公務人員實

為一大挑戰。  

依 陳總統指示：「民間可以做的，政府就不做」，因此，無論是現階段進行中之公共建設，抑

或是「挑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劃」規劃之創新及知識型產業發展與軟硬體基礎建設，皆優

先朝民間參與方式辦理。故，許多由公部門興建之公共建設逐漸釋被放出來尋求民間廠商經營。

為順利開啟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大門，公部門對計畫本身之定位及開放條件是關係公共建設是否

成功委外之關鍵因素。以下提供兩點建議供公部門作參考：  

１１１１．．．．得宜之經營定位得宜之經營定位得宜之經營定位得宜之經營定位     

以公益性強之社會福利設施為例，一般投資者聽到“社會福利設施”，往往會將其與公益聯想在

一起，在推案之過程中往往造成公部門極大的困擾，故在經營規劃上必須以突破傳統之經營手法

打破一般人對社會福利設施之觀念限制，以活潑創新之手法開創經營之新領域 ( 仍維持原公共

建設之興建宗旨 ) ，如此才能在推案初期成功吸引廠商之目光，增加廠商詢問之機會。  

２２２２．．．．合理之利潤空間合理之利潤空間合理之利潤空間合理之利潤空間     

在確保原公共建設之興建宗 旨下，給予民間機構合理之利潤空間，為營利單位與公部門兼負社

會及公益責任之形象明顯不同，故應考量民間機構在經營上有其成本效益之考量，必須讓民間機

構能夠維持生存，甚至有機會創造合理利潤，亦可在收取權利金之機制上酌以特別考量以增加投

資誘因。  



 ((((三三三三))))與私部門談判之籌碼與私部門談判之籌碼與私部門談判之籌碼與私部門談判之籌碼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在執行過程，常涉及機關內部整合、跨部會協調，若依循原有行政模式，常曠

日費時。有鑑於此，公部門在推案時應建立有效之部會整合協調機制，以排除計畫障礙、加速推

動成效。茲將公私部門合作成功之重要因素分析如下：  

１．在先期規劃及招商階段，公部門應屏除只辦行政不辦業務之心態。對於未來廠商經營時所會

面臨之問題，應與其他相關各單位協調溝通並找出對計畫未來發展有阻礙之關鍵因素，預為規劃

排除。例如： OT 案多為公部門已建設完成之建築物交由民間機構經營，建築物之空間規劃係

以公部門之角度考量，不一定符合投資者之需求，為使民間機構能有充分之經營彈性，創造生存

契機與利基，公部門應保留彈性，在「不違背興建目的」、「保證建物結構安全無虞」及「現有

設施變動最少，滿足民間機構未來經營需求，創造最高效益」的原則下，賦予民間機構適度權限，

以針對其經營定位及財務狀況進行空間與設施運用的調整修正。  

２．政府必須提供民間機構足夠的誘因 (Incentive) ，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多屬政策性投資，關係

社會大眾福祉，因此政府多要求低費率、高水準之服務，此類計畫投資報酬率多在資金成本上下，

對民間機構而言較缺乏投資誘因，故需要政府分擔部份責任與風險，確保計畫之財務可行，方能

吸引民間資金投入。  

在財務方面， OT 計畫要能吸引民間投資，其財務計畫必須可行，且須具備與其他投資案競爭

的利基，否則政府應設法提供相對的獎勵與承諾，使財務計畫可以滿足銀行融資及市場籌資的需

要。此外，由於 OT 計畫的未來營收為長期預測之結果，由於長期的未來具備相當高的不確定

性，因此政府必須給予民間機構適度的保障，以降低計畫的不確定性風險。  

３．政府應適時提供承諾及協助事項 ( 例如：行政協調、協助推廣使用及使用空間調整等 ) 分

攤民間機構在許可營運期間之風險，增加投資誘因。  

４．有效與潛在投資人溝通，潛在投資人意見若屬合理可行，即立刻與各相關單位協調，能退讓

之條件一次讓足。 

…………………………………………………………………………………………………………………………………………………………………………………………………………………………………………………………………………………………………………………………………………………………………………    

五五五五、、、、最佳廠商之評選機制最佳廠商之評選機制最佳廠商之評選機制最佳廠商之評選機制 

成功之公私部門合作機制，除投資者方面期待政府所提供之誘因、執行決心、允諾之成諾及協助

事項外，公部門更希望能找到真正適切適能之投資者，才能交付設施以履約，本節即探討該如何

選商。  

((((一一一一))))相關法令運作機制相關法令運作機制相關法令運作機制相關法令運作機制        



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係政府既訂的政策，如何篩選最佳廠商是完成民參目的之最重要關鍵亦是成

敗決戰點。選商作業之工作相當繁複且涉及財務、法律等專業技術，如何依據促參法及相關法規

之規定有效制定選商機制，使之發揮最大效能，進而使選商作業順利。  

一般而言，選商作業法令程序包含：（ 1 ）舉辦民間投資說明會、（ 2 ）訂定評審辦法辦理資

格預審及綜合評審、及（ 3 ）議約簽約。  

舉辦民間投資說明會：邀請與該案性質相似或接近之國內各廠商、顧問機構、政府機關、及銀行

等，說明該案未來委由民間經營之規劃內容、民間投資範圍、政府與民間之權利義務…等，會後

並應安排參觀委託營運之預定場館。一般而言， OT 案之規模通常不大，且原有館社興建之初

主要提供國內民眾使用，故本土性較高，較難吸引國外投資者參與，但招商說明會若有機會亦不

排除可邀請國外廠商參加以交換意見。另透過說明會可瞭解投資廠商之準備時間，因有些資格文

件必須給予充分時間才能備齊。  

評審辦法：依促參法分資格預審及綜合評選階段。資格預審階段是由甄審委員會就申請人所提資

格文件進行審查，選出合格申請人；綜合評選階段：由甄審委員會就合格申請人評選出最優申請

人，或增選次優申請人。一般規模不大之 OT 案常將資格預審及綜合評選於同一天辦理以節省

甄審委員時間。  

議約簽約：藉由議約程序可使主辦機關與民間廠商對投資契約草案之條款有機會逐一溝通，進而

使雙方對其內容充分瞭解，降低爾後雙方違約或發生履約爭議之可能性。然 OT 案實務上因性

執較單純，可視個案性質，除發生促參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所列情事外，得不經議約程序，以

節省從甄審完成後的等待簽約時間。  

((((二二二二))))資格條件之設定資格條件之設定資格條件之設定資格條件之設定        

促參法規範參與之廠商必須是私法人，而所謂私法人是指依公司法成立之公司、或主辦機關核可

依法可經營該案之相關私法人如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除法人資格條件外，遴選廠商之資格條件

至少需包含財務能力及營運能力，用以規範參與競爭之投資者基本門檻。財務能力是指投資者應

具備之最小資本額或成立年限、而財務狀況有相關信用條件及繳稅證明。至於營運能力部分應述

明經營該案設施所具備相關經驗之實際能力，除規範資格條件外，必須繳交相關文件以玆證明，

若此證明非由政府機關所出具，則必須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後提出。  

資格條件之設定需因案而定，有些規模小且地域性強之計畫案，若採國際級高標準之資格條件，

恐會造成曲高和寡排除有意參加之當地投資者，例如勞工教育學苑推案之初，因主辦機關及顧問

團隊求好心切，希望能尋覓具有國際觀光旅館經驗之經營者參與，最初草案所設定之資格條件採

高標準門檻，但透過招商說明會後發現，有意願之經營者屬一般旅館級經營者為主。但有些計畫

案本質屬私有財特性，進入經營門檻低，且一般投資者較易接受之計畫，雖屬規模小，但仍可採

較高標準之資格條件，以徵選出較佳投資者已達永續經營之公共服務。  



((((三三三三))))有效之評分機制有效之評分機制有效之評分機制有效之評分機制        

就評分機制而言，促參法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僅規範甄審委員會

之任務，對於評審之方法、項目及漂準是授權由甄審委員會決定，因各案性質不同評分機制亦有

差異，一般慣用總分法配上序位法，或單用總分法、或序位法。不論採用何種方法最重要是依法

並公平、透明下選出投資者。然促參法之評分機制比較接近所謂最有利標之方式，非以價格為最

重要考量。  

研擬評分機制時應與主辦機關、甄審委員充分說明及溝通，評選促參案計畫最重要是要掌握計畫

特性、未來投資者之特色，有些計畫案因產品獲益性佳，深獲投資者喜愛致競爭高，則評分時可

考慮加強價格方面之計分，如就財務計畫中之權利金或回饋可提高權重；若公益性較高之計畫如

社會福利設施，為提高投資者誘因，建議應加重申請者過去經營實績分數，已吸引較大財團來參

與。  

…………………………………………………………………………………………………………………………………………………………………………………………………………………………………………………………………………………………………………………………………………………………………………    

六六六六、、、、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自 89 年促參法公佈後，政府各級相關單位努力推動下，每年完成簽約之促參案件如雨後春筍。

促參案推動環境在國內已蔚為風氣，就觀察目前之發展，私部門投資者學習最快且已認知並接受

此新的經營模式，過去私部門投資者之開發成本為資本支出，現可透過參與民參案將資本支出轉

換以權利金型態之營運支出，不但紓解沉重之開發成本壓力，且開發風險透過許可合約部分轉移

給政府；又增加之營運支出透過稅制達到節稅轉換為盈餘；透過成立新公司使小企業聯鎖化而有

能力走向集團式經營，另參與民參案之公司上市條件較寬等。故許多私部門投資者一旦進入此經

營模式，瞭解此經營模式所產生實質及無形利益後，對後續推出之民參案會易於接受。  

再觀政府部門執行者之學習腳步，有成功案例之主辦機關，後續應將經驗傳承給他單位時，並應

傳導訊息；正在進行推案或尚未推案之主辦機關或執行機關則建議勿以「配合上級指示」之消極

心態來執行，應調整並要充分瞭解促參之真意，破除「辦公心態」，推動過程需研判何者該「捨」、

何者該「給」，何時該「堅持」。政策上政府雖強力支持民參案之推動，但在執行過程中有些權

力未充分釋放，致有些決策過程冗長，延宕招商時機。  

礙於公部門龐大體制，恐無法充分調整及配合私部門步伐，為能發揮民參案之真意及效能，建議

在合理的服務費用下，提昇招商作業顧問公司之角色，藉由第三者以公平客觀之角度，充分賦予

顧問公司做資源整合及協調工作，破除推案中之障礙，除可使公私部門於執行促參案時獲得良性

互動，更進而創造國內健康之民參環境。 

…………………………………………………………………………………………………………………………………………………………………………………………………………………………………………………………………………………………………………………………………………………………………………    



    



 

…………………………………………………………………………………………………………………………………………………………………………………………………………………………………………………………………………………………………………………………………………………………………………    

    

一一一一、、、、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    

政府近年來積極倡導以民間方式來興建重大公共工程建設，並於民國 89 年 2 月公佈實施「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 以下簡稱「促參法」 ) 。勞工教育學苑甫於 89 年興建完成所有設

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 以下簡稱「勞委會」 ) 為配合政府政策，即依促參法辦理勞工教育學

苑委託民間經營案，本案為國內第一件依促參法完成委外經營案。  

((((一一一一))))勞工教育學苑簡介勞工教育學苑簡介勞工教育學苑簡介勞工教育學苑簡介    

勞工教育學苑（以下簡稱本學苑）位於人文內涵豐富、交通可及性佳之鹿港鎮，其規模及各項設

施均媲美位於台北市之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本學苑原興建目的是以辦理勞工教育訓練、辦理技能

檢定及闈場試務工作、提供勞工健康休閒娛樂場所，故規劃為一地上十四層地下三層之三棟連通

建築物，緊鄰勞工公園（鹿港生態公園）、運動公園、兒童公園，戶外景觀區包含綠地、景觀步

道、露天花園表演場、地湧泉、瀑景設施等，內部包含教育訓練區（包含普通教室、電腦教室、

會議室、國際會議廳及視聽教室）、住宿區（包含單雙人房、三人房及貴賓房共 158 間）及休

閒育樂設施區（包含保齡球館、溫水游泳池、歡唱中心、三溫暖及各項球類及康體設施），為一

集商務、訓練、休閒於一身之全方位生活城堡(詳圖一)。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勞工教育學苑勞工教育學苑勞工教育學苑勞工教育學苑    



((((二二二二))))遴選招商顧問遴選招商顧問遴選招商顧問遴選招商顧問    

本學苑基地編訂為社教用地，係於民國 86 年 5 月 1 日動工興建，並於 89 年 2 月竣工，興

建經費 ( 不含土地 ) 約 9.7 億元，同年 8 月間先以任務編組方式自行經營，配合部份勞務外

包，對外開放使用。  

但為配合促參法之公佈實施，本案依據勞委會於民國 89 年 6 月 14 日的主管會報指示，未來

本學苑營運應朝公辦民營方式規劃辦理，希望透過民間之資金及資源，能提供各界勞工更舒適及

多元之休憩育樂場所。爾後，勞委會依據採購法相關規定於 89 年 12 月選出本工程司為最優之

專業顧問機構，本工程司依促參法辦理後續相關招商作業。    

…………………………………………………………………………………………………………………………………………………………………………………………………………………………………………………………………………………………………………………………………………………………………………    

 

二二二二、、、、辦理經過辦理經過辦理經過辦理經過    

((((一一一一))))工作團隊之組成工作團隊之組成工作團隊之組成工作團隊之組成     

自本工程司成為本案之招商顧問後，勞委會並組織內部工作團隊，以賀端蕃主任秘書為計畫召集

人，劉國雄參事、林振裕技監分別負責部會間協調、實務作業及其與地方政府之協調，勞工福利

處莊鎮坤處長負責實務作業之督導，由勞工教育科劉金娃科長等人負責各項行政作業、資料收

集、問題研析與解決方案之建議等；並由計畫召集人，定期或因特殊需要不定期召開相關會議會

商與管制進度。另在秘書室、會計室等各相關單位充分參與 配合，秉持多收集資料、多會商、

多協調之推動策略，以使本計畫得以順利進行。  

((((二二二二))))相關作業之歷程相關作業之歷程相關作業之歷程相關作業之歷程     

由於本計畫是促參法公佈後第一個適用案例，本工程司的工作團隊同仁憑藉如履薄冰、盡心盡力

之精神做好每一個環節及步驟。於民國 90 年 5 月如期如質依工作執行計畫書之期程，完成所

有相關文件作業，包含可行性、先期規劃及招商文件。勞委會及顧問團隊為求公告文件之周延及

可行，從民國 90 年 5 月起共歷經 8 次密集會商，並邀請工程會及具實務參與民參計畫之長官

蒞席指導，針對公告文件之申請須知、委託經營契約草案議定之營運年限、營運費率及調整機制、

權利金支付、建物及設備維護標準、營運績效評估、合約變更、修改或終止處理、風險分攤管理、

爭議及仲裁處理等，逐字逐條檢討斟酌以力求完善。  

在研擬辦理公告文件之同期間，適逢促參法主管機關工程會討論重大公共建設適用範圍，顧問團

隊與勞委會共同向工程會建言，將勞工福利設施重大公共建設門檻制定，並爭取將本計畫納入重

大公共建設優惠適用範圍，終於民國 90 年 6 月獲工程會函頒將「勞工福利設施」納入。    

勞委會於民國 90 年 8 月 14 日假台北舉辦招商說明會，緊接著於民國 90 年 9 月 5 日辦理

第一次公告「勞工教育學苑民間參與經營招商作業案」公開徵選民間機構之招標資料。第一次公

告計有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立德旅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但因當時國內經濟環境



不佳，因而兩申請人皆無法符合所訂定之財務標準。後經謹慎研商及召開甄審會議後，略微調整

財務標準後，再於民國 90 年 11 月 12 日辦理第二次招商公告；且於同年 11 月 26 日補充公

告中將履約保證金調降為 700 萬元，定額權利金修正為每年 500 萬元，及經營權利金百分比調

為不得低於 3.5% 。最後，歷經資格預審及綜合評審兩階段之甄審過程，於民國 90 年 12 月 25 

日由申請廠商太平洋立德旅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被選為最優申請人，並於民國 91 年 1 月 4 

日與勞委會簽定委託經營契約。  

太平洋立德旅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係由太平洋建設集團投資，其主要商品及服務項目包括：旅館

規劃設計及經營管理、休閒遊樂事業開發、水上遊憩設施規劃、水療設施規劃設計安裝及設備代

理進口。除負責太平洋生活事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開發各休閒旅遊據點外，該公司以勞工教育學

苑為其參與 OT 委託經營之首例，隨後又陸續取得台大尊賢會館、太魯閣國家公園布洛灣山月

村及台大 溪頭教學會議中心及住宿餐飲設施 之委託經營權等，為國內對於公共建設委託民間經

營積極參與的旅館經營管理業者之一。  

((((三三三三))))委外權利義務委外權利義務委外權利義務委外權利義務     

委託經營委託經營期間自民國 91 年至民國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凡民間投資者僅需具備三

千萬元以上之投入資本，並為依法設立之單一國內公司法人、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經認許之外

國公司，皆可提出申請。  

本案委託經營標的物為勞工教育學苑現有土地、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附屬設施及營運資產。

基地總面積 12,944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 48,938 平方公尺。此外，週邊空地尚有綠地、景

觀步道、露天表演場、地湧泉及瀑景等設施。  

就委託經營權限而言，勞委會具有委託經營標的物之所有權，其他與民間機構使用目的不抵觸之

限定物權亦屬於勞委會，民間機構僅享有營運之權利。但民間機構應自負盈虧、負責維護管理勞

委會交付之所有資產，並負擔受託營運所衍生之各項規費、維修、行銷、人事、罰鍰、稅捐等。  

就委託經營範圍而言，民間機構利用委託經營標的物，提供教育訓練及會議服務，配合住宿、餐

飲、休閒等勞工育樂與展覽服務；此外，闈場保留原功能，除依契約規範作為闈場使用之時間外，

其餘時間由民間機構提出經營構想經勞委會同意後營運。  

在本學苑設施之使用，民間機構須依契約優先提供勞委會辦理勞工教育訓練、會議研習、技能檢

定及試務工作，且其使用費率依民間機構之定價享有 8 折之優惠；另為維持本學苑之經營品質，

要求民間機構自民國 92 年起，每年應投資於更新或擴充經營管理設備、器具及補充設施之金

額，不得低於前 1 年營業總收入 1% 。 

    

…………………………………………………………………………………………………………………………………………………………………………………………………………………………………………………………………………………………………………………………………………………………………………    

 

 



三三三三、、、、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 

本案達成委外經營，不僅使政府相關經費支出得以節省，透過權利金、各項稅收挹注政府財源外，

在各方面亦產生顯著之效益。如社會效益方面，創造地方就業機會及保護勞工；在經濟效益方面，

引進民間機構之活力與效率，為全國勞工提供高品質、平價位之教育訓練及休閒服務，更能有效

帶動地區經濟發展與繁榮；綜合言之約可分為下列效益：  

((((一一一一))))對地方之社會效益對地方之社會效益對地方之社會效益對地方之社會效益     

（1） 提升學苑設備效能：有效運用學苑場地，辦理相關勞動事務教育訓練、休閒活動，培育有

準備的勞動力，以提升勞動素質與生活品質。  

（2） 回饋地方：每年分別得免費提供彰化縣政府及鹿港鎮公所使用集會堂 2 天及 17 天，且

平時其使用費率亦依定價享有 8 折優惠。具勞工身份個人者使用教學、會議及住宿設施或場地，

亦應依定價給予 8 折優惠。  

（3） 創造就業機會：學苑之工作人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彰化縣縣民，目前民間機構可提供

約 100 個就業機會，確有助於創造整體並兼顧地區發展之就業機會。  

（4） 保障勞工權益：對於具有勞工身份者，使用學苑設施或場地，給予八折之優惠。  

((((二二二二))))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促進地方及全國經濟發展促進地方及全國經濟發展促進地方及全國經濟發展促進地方及全國經濟發展     

以區域觀光遊憩結合商務、訓練、休閒，可大量引進外來活動人口，將可有效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與繁榮。  

((((三三三三))))財政效益財政效益財政效益財政效益     

（1） 節省政府經費支出：提高公共財產使用效率，增進經營管理績效與服務品質，於委託經營 

10 年期間房屋稅、地價稅、營業稅、權利金收入，及人事費用之節約等項，總計約新台幣 6 億 

8400 餘萬元。  

（2） 政府權利金及其他收入：按固定權利金及經營權利金二項計收，每年收取固定權利金新台

幣 500 萬元；至於經營權利金之收取方式，依廠商每年營業總收入之 3.5% 繳交經營權利金。  

（3） 增加政府稅收：可增加房屋稅、地價稅、營業稅之收入， 10 年合計約新台幣 1 億 3000 

萬元本案達成委外經營，不僅使政府相關經費支出得以節省，透過權利金、各項稅收挹注政府財

源外，在各方面亦產生顯著之效益。如社會效益方面，創造地方就業機會及保護勞工；在經濟效

益方面，引進民間機構之活力與效率，為全國勞工提供高品質、平價位之教育訓練及休閒服務，

更能有效帶動地區經濟發展與繁榮；綜合言之約可分為下列效益：  



((((一一一一))))對地方之社會效益對地方之社會效益對地方之社會效益對地方之社會效益     

（1） 提升學苑設備效能：有效運用學苑場地，辦理相關勞動事務教育訓練、休閒活動，培育有

準備的勞動力，以提升勞動素質與生活品質。  

（2） 回饋地方：每年分別得免費提供彰化縣政府及鹿港鎮公所使用集會堂 2 天及 17 天，且

平時其使用費率亦依定價享有 8 折優惠。具勞工身份個人者使用教學、會議及住宿設施或場地，

亦應依定價給予 8 折優惠。  

（3） 創造就業機會：學苑之工作人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彰化縣縣民，目前民間機構可提供

約 100 個就業機會，確有助於創造整體並兼顧地區發展之就業機會。  

（4） 保障勞工權益：對於具有勞工身份者，使用學苑設施或場地，給予八折之優惠。  

((((二二二二))))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促進地方及全國經濟發展促進地方及全國經濟發展促進地方及全國經濟發展促進地方及全國經濟發展     

以區域觀光遊憩結合商務、訓練、休閒，可大量引進外來活動人口，將可有效帶動地區經濟發展

與繁榮。  

((((三三三三))))財政效益財政效益財政效益財政效益     

（1） 節省政府經費支出：提高公共財產使用效率，增進經營管理績效與服務品質，於委託經營 

10 年期間房屋稅、地價稅、營業稅、權利金收入，及人事費用之節約等項，總計約新台幣 6 億 

8400 餘萬元。  

（2） 政府權利金及其他收入：按固定權利金及經營權利金二項計收，每年收取固定權利金新台

幣 500 萬元；至於經營權利金之收取方式，依廠商每年營業總收入之 3.5% 繳交經營權利金。  

（3） 增加政府稅收：可增加房屋稅、地價稅、營業稅之收入， 10 年合計約新台幣 1 億 3000 

萬元 

…………………………………………………………………………………………………………………………………………………………………………………………………………………………………………………………………………………………………………………………………………………………………………    

四四四四、、、、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 

因本案為促參法實施後首件辦理委外經營之計畫，為補足基地交通不夠便捷，又無緊臨知名觀光

景點之優勢，勞委會透過舉辦投資座談會、招商說明會來強化招商，以瞭解潛在廠商投資意願。

然辦理招商作業期間，正逢國內經濟景氣成長最低迷、民間投資意願保守，雖以嚴謹之民間投資

者角度進行各項評估，及研議有效之招商策略及條件，曾先後發佈投資資訊 1 次、公告 2 次、

補充公告 2 次，始能完成招商作業，對優先續約之許可期限、權利金、履約保證金等機制之設

計，提供誘因吸引民間機構投資。凡此種種之努力，希冀能排除計畫障礙、達成公私部門良善之

夥伴關係，然辦理期間仍面臨諸多困難，其中與地方政府協調，對於土地使用目的之限制、商業



登記適法性等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對於地方政府要求之回饋機制，亦兼顧民間機構投資意願與

勞委會及地方政府權益，進行多方協商。以下僅就本案作業過程中，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

甄審策略及激勵民間投資者之做法提出探討。  

((((一一一一) ) ) ) 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        

（（（（ 1  1  1  1 ））））    相關法令之疑義相關法令之疑義相關法令之疑義相關法令之疑義     

本案甫於促參法公告後旋即辦理，彰化縣政府及勞委會對於相關促參法之適用及程序，亦屬於摸

索階段，對相關法令之適用持疑。例如，期間對業經勞委會撥用取得之公有土地得否提供民間機

構使用存有疑義。本基地學苑之興建係基於民國 83 年 11 月 7 日前台灣省政府委員會議核定

台灣省加強勞工福利建設方案籌設，並於民國 85 年經前台灣省政府核定本學苑興建計畫後變更

原都市計畫公二用地為社教用地，據以辦理無償撥用原為國有財產局、彰化縣政府及鹿港鄉公所

管有之公有土地，於民國 88 年 12 月興建完成本學苑，供作勞工教育學苑。後經本團隊之分析，

由於勞工學苑業經興建完成，其縱委託民間機構使用，性質上亦不變更原撥用供學苑使用之目

的，無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九條之情事，而不須收回國有。另就土地租金部分，經詢促參法主管機

關公共工程委員會解釋有關促參法第十五條之適用問題，因第十五條係規定「訂定期限出租、設

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故屬擇一關係，若收取使用

土地之權利金，則不另收租金，且收取租金涉及依公告地價調整之問題，適用上較為複雜，故可

採土地、建物及設備一併收取權利金方式辦理。  

（（（（ 2  2  2  2 ））））    正視與地方政府協調正視與地方政府協調正視與地方政府協調正視與地方政府協調、、、、誠懇回應地方政府回饋誠懇回應地方政府回饋誠懇回應地方政府回饋誠懇回應地方政府回饋     

本案雖由中央機關勞委會負責執行，但基地位於彰化縣鹿港鎮，故為爭取當地縣市鎮之支持、瞭

解當地仕紳及勞工之需求，勞委會誠摯與地方相關人士溝通。期間曾多次拜訪鹿港鎮李鎮長及彰

化縣勞工局局長，獲知地方之需求後，再經調整計畫內容，期能滿足地方需求又不影響民間廠商

投資誘因，經協調後達成回饋地方之方式為每年分別免費提供彰化縣政府及鹿港鎮公所使用集會

堂 2 天及 17 天，且平時其使用費率亦依定價享有 8 折優惠，並雇用於學苑之工作人員，應有

二分之一以上為彰化縣縣民，計可提供約 100 個就業機會。  

((((二二二二) ) ) ) 甄審策略之研擬甄審策略之研擬甄審策略之研擬甄審策略之研擬        

由於本計畫是第一次依促參法來辦理，當時並無前例可循，且在勞委會及本顧問團隊求好心切，

因而對申請人之資格條件採較嚴謹及高標準，第一次公告辦理甄選民間經營廠商招標財務能力之

要求為：  

(1) 最近一年 ( 民國 89 年 ) 之實收資本額或基金應在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  

(2) 最近一年 ( 民國 89 年 ) 之淨值不得低於新台幣 500 萬元。  

(3) 最近一年 ( 民國 89 年 ) 之流動資產不得低於流動負債。  

(4) 最近一年 ( 民國 89 年 ) 之總負債不得高於淨值之 4 倍。  



(5) 最近三年無退票記錄。  

(6) 依法納稅。  

雖上述財務能力要求似不嚴苛，但事實上，就國內相關旅館業之產業條件來分析，大部分之旅館

業很難完全符合上述條件。故第一次遞件之二家申請人均無法符合財務能力要求。  

有鑑於此，將總負債、流動資產等兩項資格要求排除後，勞委會於民國 90 年 11 月 12 日辦理

第二次招商公告，並於第二次招商補充公告中，將履約保證金調降為 700 萬元，定額權利金修

正為每年 500 萬元，經營權利金百分比調為不得低於 3.5% 。  

((((三三三三))))激勵民間投標之作法激勵民間投標之作法激勵民間投標之作法激勵民間投標之作法        

於本計畫招商期間，本團隊分析因本學苑用地仍屬社教用地，在都市計畫法令中土地使用管制有

關規定之限制下，並無法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工作團隊曾就委託民間經營如何辦理營利事業登記

證疑義於民國 90 年 7 月間請工程會協商，雖獲致「…如民間機構為營利法人，其營利事業登

記證之營業項目如已包括原有設施項目，則得提供該項服務，且如未達分公司設立要件，則不須

辦理分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至於有關稅捐之稽徵……均應向彰化縣稅捐處申請辦理營業登記。」

本團隊秉於開誠佈公原則，於招商說明會中讓投資者瞭解未來可能會面臨之問題，終獲投資廠商

認可而完成本計畫之招商工作。  

惟委外經營後，民間機構太平洋立德旅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囿於經營之瓶頸，仍積極爭取辦理營

利事業登記證。本工程司於此時雖與勞委會之合約關係結束，惟考量政府委外業務應有永續經營

之精神，多次偕同勞委會出席「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協調推動小組工作小組會議」會商，戮力

為民間機構爭取權利，終於民國 92 年 4 月 11 日，在工程會召開之「研商勞工教育學苑及育

樂中心土地使用管制及營利事業登記相關事宜」會議中，對於勞工福利社施土地使用管制及營利

事業登記做出以下結論：  

(1) 凡屬勞工福利設施之附屬設施，均視為符合其原使用目的，毋須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變更使

用項目；若為勞工福利設施之附屬事業，則應依促參法第 27 條，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並應符合

相關之建管消防規定。  

(2) 請勞委會彙整研擬勞工福利設施之附屬設施及附屬事業容許使用項目，函送工程會召開會議

研商確定，以資依循。  

(3) 有關營利事業登記事宜，可參考勞委會勞工教育學苑之模式，民間機構以「其他工商服務業 

( 受「○○機關∕縣政府委託經營勞工教育學苑∕育樂中心」 ) 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公司名稱

可採「○○機關∕縣勞工教育學苑∕育樂中心—○○會館」並列之方式，並在委託經營契約書內

載明委託經營範圍 ( 例如以教育訓練、會議服務為主，附設餐飲、住宿等設施等 ) ，以符合相

關規定。  



(4) 有關住宿設施之建管、消防標準認定事宜，若該設施為附屬設施，則按該勞工福利設施之附

設住宿設施標準認定；如其性質為附屬事業 ( 例如旅館 ) ，則應變更土地使用分區以符合相關

建管、消防之標準。  

…………………………………………………………………………………………………………………………………………………………………………………………………………………………………………………………………………………………………………………………………………………………………………    

 

四四四四、、、、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 

因本案為促參法實施後首件辦理委外經營之計畫，為補足基地交通不夠便捷，又無緊臨知名觀光景點之優

勢，勞委會透過舉辦投資座談會、招商說明會來強化招商，以瞭解潛在廠商投資意願。然辦理招商作業期

間，正逢國內經濟景氣成長最低迷、民間投資意願保守，雖以嚴謹之民間投資者角度進行各項評估，及研

議有效之招商策略及條件，曾先後發佈投資資訊 1 次、公告 2 次、補充公告 2 次，始能完成招商作業，

對優先續約之許可期限、權利金、履約保證金等機制之設計，提供誘因吸引民間機構投資。凡此種種之努

力，希冀能排除計畫障礙、達成公私部門良善之夥伴關係，然辦理期間仍面臨諸多困難，其中與地方政府

協調，對於土地使用目的之限制、商業登記適法性等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對於地方政府要求之回饋機制，

亦兼顧民間機構投資意願與勞委會及地方政府權益，進行多方協商。以下僅就本案作業過程中，影響民間

投資之障礙因素、甄審策略及激勵民間投資者之做法提出探討。  

((((一一一一) ) ) ) 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影響民間投資之障礙因素        

（（（（ 1 1 1 1    ））））    相關法令之疑義相關法令之疑義相關法令之疑義相關法令之疑義     

本案甫於促參法公告後旋即辦理，彰化縣政府及勞委會對於相關促參法之適用及程序，亦屬於摸索階段，

對相關法令之適用持疑。例如，期間對業經勞委會撥用取得之公有土地得否提供民間機構使用存有疑義。

本基地學苑之興建係基於民國 83 年 11 月 7 日前台灣省政府委員會議核定台灣省加強勞工福利建設方

案籌設，並於民國 85 年經前台灣省政府核定本學苑興建計畫後變更原都市計畫公二用地為社教用地，據

以辦理無償撥用原為國有財產局、彰化縣政府及鹿港鄉公所管有之公有土地，於民國 88 年 12 月興建完

成本學苑，供作勞工教育學苑。後經本團隊之分析，由於勞工學苑業經興建完成，其縱委託民間機構使用，

性質上亦不變更原撥用供學苑使用之目的，無國有財產法第三十九條之情事，而不須收回國有。另就土地

租金部分，經詢促參法主管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解釋有關促參法第十五條之適用問題，因第十五條係規定

「訂定期限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資方式」，故屬擇一關係，

若收取使用土地之權利金，則不另收租金，且收取租金涉及依公告地價調整之問題，適用上較為複雜，故

可採土地、建物及設備一併收取權利金方式辦理。  

（（（（ 2  2  2  2 ））））    正視與地方政府協調正視與地方政府協調正視與地方政府協調正視與地方政府協調、、、、誠懇回應地方政府回饋誠懇回應地方政府回饋誠懇回應地方政府回饋誠懇回應地方政府回饋     

本案雖由中央機關勞委會負責執行，但基地位於彰化縣鹿港鎮，故為爭取當地縣市鎮之支持、瞭解當地仕

紳及勞工之需求，勞委會誠摯與地方相關人士溝通。期間曾多次拜訪鹿港鎮李鎮長及彰化縣勞工局局長，

獲知地方之需求後，再經調整計畫內容，期能滿足地方需求又不影響民間廠商投資誘因，經協調後達成回



饋地方之方式為每年分別免費提供彰化縣政府及鹿港鎮公所使用集會堂 2 天及 17 天，且平時其使用費率

亦依定價享有 8 折優惠，並雇用於學苑之工作人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彰化縣縣民，計可提供約 100 個

就業機會。  

((((二二二二) ) ) ) 甄審策略之研擬甄審策略之研擬甄審策略之研擬甄審策略之研擬        

由於本計畫是第一次依促參法來辦理，當時並無前例可循，且在勞委會及本顧問團隊求好心切，因而對申

請人之資格條件採較嚴謹及高標準，第一次公告辦理甄選民間經營廠商招標財務能力之要求為：  

(1) 最近一年 ( 民國 89 年 ) 之實收資本額或基金應在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  

(2) 最近一年 ( 民國 89 年 ) 之淨值不得低於新台幣 500 萬元。  

(3) 最近一年 ( 民國 89 年 ) 之流動資產不得低於流動負債。  

(4) 最近一年 ( 民國 89 年 ) 之總負債不得高於淨值之 4 倍。  

(5) 最近三年無退票記錄。  

(6) 依法納稅。  

雖上述財務能力要求似不嚴苛，但事實上，就國內相關旅館業之產業條件來分析，大部分之旅館業很難完

全符合上述條件。故第一次遞件之二家申請人均無法符合財務能力要求。  

有鑑於此，將總負債、流動資產等兩項資格要求排除後，勞委會於民國 90 年 11 月 12 日辦理第二次招

商公告，並於第二次招商補充公告中，將履約保證金調降為 700 萬元，定額權利金修正為每年 500 萬元，

經營權利金百分比調為不得低於 3.5% 。  

((((三三三三))))激勵民間投標之作法激勵民間投標之作法激勵民間投標之作法激勵民間投標之作法        

於本計畫招商期間，本團隊分析因本學苑用地仍屬社教用地，在都市計畫法令中土地使用管制有關規定之

限制下，並無法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工作團隊曾就委託民間經營如何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證疑義於民國 90 年 

7 月間請工程會協商，雖獲致「…如民間機構為營利法人，其營利事業登記證之營業項目如已包括原有設

施項目，則得提供該項服務，且如未達分公司設立要件，則不須辦理分公司營利事業登記；至於有關稅捐

之稽徵……均應向彰化縣稅捐處申請辦理營業登記。」本團隊秉於開誠佈公原則，於招商說明會中讓投資

者瞭解未來可能會面臨之問題，終獲投資廠商認可而完成本計畫之招商工作。  

惟委外經營後，民間機構太平洋立德旅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囿於經營之瓶頸，仍積極爭取辦理營利事業登

記證。本工程司於此時雖與勞委會之合約關係結束，惟考量政府委外業務應有永續經營之精神，多次偕同

勞委會出席「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協調推動小組工作小組會議」會商，戮力為民間機構爭取權利，終於



民國 92 年 4 月 11 日，在工程會召開之「研商勞工教育學苑及育樂中心土地使用管制及營利事業登記相

關事宜」會議中，對於勞工福利社施土地使用管制及營利事業登記做出以下結論：  

(1) 凡屬勞工福利設施之附屬設施，均視為符合其原使用目的，毋須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或變更使用項目；若

為勞工福利設施之附屬事業，則應依促參法第 27 條，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並應符合相關之建管消防規定。  

(2) 請勞委會彙整研擬勞工福利設施之附屬設施及附屬事業容許使用項目，函送工程會召開會議研商確定，

以資依循。  

(3) 有關營利事業登記事宜，可參考勞委會勞工教育學苑之模式，民間機構以「其他工商服務業 ( 受「○○

機關∕縣政府委託經營勞工教育學苑∕育樂中心」 ) 辦理營利事業登記，公司名稱可採「○○機關∕縣勞

工教育學苑∕育樂中心—○○會館」並列之方式，並在委託經營契約書內載明委託經營範圍 ( 例如以教育

訓練、會議服務為主，附設餐飲、住宿等設施等 ) ，以符合相關規定。  

(4) 有關住宿設施之建管、消防標準認定事宜，若該設施為附屬設施，則按該勞工福利設施之附設住宿設施

標準認定；如其性質為附屬事業 ( 例如旅館 ) ，則應變更土地使用分區以符合相關建管、消防之標準。  

…………………………………………………………………………………………………………………………………………………………………………………………………………………………………………………………………………………………………………………………………………………………………………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值此政府全面致力於組織再造之際，以促參方式，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政府公共建設，已然形成風

潮，難以抵擋。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辦理過程中，廣涉法律、市場、營運、技術、財務及建

築規劃等專業領域知能，為能周延規範雙方權利義務並使招商順利成功，主辦機關與顧問團隊於

合作期間應充分溝通。就參與本案之重要經驗，歸納成功之關鍵因素有：  

（ 1 ） 落實依法行政，審慎推動：如遇有法令競合問題，因事涉中央、地方主管機關職權，為

能爭取各機關全力支持及獲致共識，應蒐集完整資訊，主動積極協商，必要時亦可商請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予以協助，期以有效解決。  

（ 2 ） 主動營造優勢，贏取機會：無論是主辦機關或是顧問團隊均應秉持「民間最大的參與」

及「政府最大的審慎」兩大原則，掌握最新投資訊息，對於招商條件，可於招商說明會時與廠商

交換意見，將有助於促參案件之推動辦理。  

（ 3 ） 樂於溝通協調，謀求共識：有關委外經營定位，涉及用地取得的顧慮，地目變更的限制，

以及原興建目的之維持，主辦機關於先期作業階段時宜儘速釐清，將有助於全案之推動。  

（ 4 ） 運用團隊精神，創造致勝先機：本計畫推動期間主辦機關亦成立工作團隊，依業務性質

歸屬而由勞委會相關人員擔任，涉及非勞委會之業務，亦請工程會協調進行跨部會協商，以創造

先機。  



勞工教育學苑係為國內首宗遵循「促參法」辦理之委外經營案，推動之初，國內無案例可循，然

本案之完成除已奠基勞工福利設施之 OT 方式推動之範例，亦為後續國內各公部門如教育部國

立台灣大學尊賢館、僑委會華僑溫泉會館、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等辦理促參作業時之重要參考案

例。  

在工作團隊的努力下，勞委會並因本案而獲得行政院所頒第一屆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而

本工程司與勞委會合作期間，承蒙勞委會指導，為往後本工程司參與其他類似民參案例業績奠下

穩健基石。  

 
 

 

 

 



 

…………………………………………………………………………………………………………………………………………………………………………………………………………………………………………………………………………………………………………………………………………………………………………    

 

一一一一、、、、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 

((((一一一一))))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近年來國人隨著所得及生活水準提高，日益注重休閒生活，使得遊憩人數正逐年大幅成長中。政

府為了因應此一趨勢，極需選定一條件較優

的地點，將其開發成為一具多元化遊憩活動

的大型風景區，以滿足未來國人對旅遊設施

質與量方面較高的需求，進而吸引更多國外

觀光旅客。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位於台灣西岸西南部，屏

東縣東港鎮和林邊鄉交界，臨台灣海峽，常

年氣候溫和適於水上遊憩活動，且為台灣地

區少數大型潟湖地形之一（詳圖一），水域

廣闊平靜，視野良好，漁村人文景觀純樸，

具有豐富之生態景觀遊憩資源。當地屬南台灣熱帶氣候，適宜水域活動，區位和交通條件良好。

交通部觀光局遂於民國 81 年報經評定大鵬灣為「國家級風景特定區」，並於民國 85 年 11 月

經交通部公告經營管理範圍，民國 86 年 11 月正式成立「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積極推

動該風景特定區之開發。至民國 87 年 1 月即委託前台灣省政府住都處市鄉規劃局（精省後隸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大鵬灣風景特定區」新訂都市計畫作業，並於民國 90 年 10 月正式發佈

實施「擬定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書」，期能提供高品質及多樣化之觀光遊憩活動，以滿足國民

旅遊及國際觀光需求，並兼顧開發建設與環境保育之功能。  



((((二二二二))))開發目標開發目標開發目標開發目標        

如前所述大鵬灣為潟湖地形，水域廣闊平靜，經出潮口與台灣海峽相連，為漁類、鳥類、海洋生

物、海濱熱帶植物的棲息地、哺育場、生長地，在熱帶氣候孕育下，形成大鵬灣特有的生態環境

與自然景觀，為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最具代表性的環境資源，構成大鵬灣成為國家級風景區的基

礎，配合旅遊需求趨勢之規劃，本風景區之開發預計可達以下效益目標：  

（（（（1111））））經濟效益方面經濟效益方面經濟效益方面經濟效益方面 

鼓勵民間投資觀光旅館、水上遊憩活動及遊樂設施，以帶動大鵬灣及鄰近地區之發展，促進高屏

地區成為南台灣觀光重鎮。  

（（（（2222））））產業方面產業方面產業方面產業方面 

轉移原已沒落、低效益及污染環境之農漁生產、使之朝向休閒觀光發展，利用條件極佳之水域，

設置遊艇碼頭基地，改善社區環境，將使遊艇業再造新契機，帶動地方相關產業之發展。  

（（（（3333））））生態觀光教育方面生態觀光教育方面生態觀光教育方面生態觀光教育方面 

鄰近之海洋具有豐富的資源、生態環境及「潟湖」景觀，可配合全區之遊憩活動，整體規劃環境

教育解說系統，發展生態觀光。  

（（（（4444））））實質環境方面實質環境方面實質環境方面實質環境方面 

本區漸成為嚴重污染之水域，可藉由實質開發及東港溪之整治，不僅防止環境惡化，更促進大鵬

灣水質之改善，從而使國家資源得以充分利用。  

（（（（5555））））提供國民遊憩及招徠國際旅客觀光提供國民遊憩及招徠國際旅客觀光提供國民遊憩及招徠國際旅客觀光提供國民遊憩及招徠國際旅客觀光 

1. 提供一國際級水域活動區域並帶動海上遊憩風潮，串聯高雄、小琉球、大鵬灣及墾丁成為海

上走廊，並形成一以遊艇港為主軸之國際渡假區域，構成一海上渡假網。  

2. 引進各項水域活動（如遊艇、游泳、滑水、潛水等）加上寬廣之陸域腹地，提供國民從事水

上運動之機會，並紓解假日赴恆春半島之旅客人潮。  

（（（（6666））））國際交流方面國際交流方面國際交流方面國際交流方面 

塑造海上活動基地（遊艇碼頭），可提供國外旅客搭乘遊艇來華觀光，並可舉辦國際級船舶活動，

促進國際交流。  

（（（（7777））））遊憩系統規劃方面遊憩系統規劃方面遊憩系統規劃方面遊憩系統規劃方面 

對於國內海域之活動規劃，將有示範及帶動功用，可促進台灣地區近岸海域遊憩活動蓬勃發展。  

((((三三三三))))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規劃構想        

基於維護大鵬灣原有整體環境本質，並考量在市場機能下，需促成開發目標之實現，故訂定全區

開發原則如下：  



（1）維護大鵬灣原有整體環境本質  

1. 依據核定之「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管制灣域及海岸建築物、結構物的高度、色彩、型態

及土地使用。  

2. 限制有害整體環境、景觀、生態的土地使用及活動，並避免高污染、高噪音、與整體環境不

調和的土地使用及活動。  

3. 著重自然環境資源保育，追求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之平衡。  

4. 維持低密度開發。  

（2）考量市場機能及投資誘因，賦予開發者彈性選擇及適當配置土地使用。  

1. 本風景區以民間為主體進行開發，其中公有土地部分（集中於中心地區）採 BOT 招商方式

供民間開發。  

2. 公共設施儘可能使用公有土地，塑造投資誘因。  

3. 尊重市場機能，賦予開發者彈性選擇及適當配置土地使用。  

整個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將以核定之「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依據，實施

建築物高度、開發總量、最大建蔽率、分區總樓地板面積管制。為開發大鵬灣成為 多功能國際多功能國際多功能國際多功能國際

級休閒渡假區級休閒渡假區級休閒渡假區級休閒渡假區    為目標，其主要觀光遊憩設施之規劃構想包括各類型住宿設施 ( 國際觀光旅館、

休閒渡假村、汽車旅館、露營區 ) 、二座遊艇港及結合遊艇港之水濱渡假別墅或渡假村、高爾

夫球場、主題樂園區、國際水上競賽場、跑馬場、海濱遊憩區、民俗村、生態保護區等（詳圖二）。  

 

圖二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整體配置構想圖 



二二二二、、、、    辦理經過辦理經過辦理經過辦理經過    

就實際開發之推動，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議之結論一略以：「 --- 充分發揮大鵬灣地區之遊

憩資源特色，而於開發方式，配合政府政策，以開放民間參與為主，原則同意」，故觀光局鵬管

處即積極研擬獎勵民間參與本風景特定區投資開發方式 (BOT) ，希藉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參與來

達成開發目標，並依實際土地所在區位條件，配合整體開發之方式及構想，將全區劃分為 BOT 範

圍 ( 遊一、遊二、遊三、公二及停一 ) 及開發許可遊憩區 ( 遊四、遊五、遊六、遊七及遊八 ) 。

各區分佈情形及 BOT 範圍之分區面積如圖三。  

 

圖三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土地使用分區及 BOT 範圍圖  

((((一一一一))))政府的決心政府的決心政府的決心政府的決心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之第一期民間投資招商作業 ( 即 BOT 部分 ) ，政府辦理事項主要可分為三

大項，分別是土地取得、水質改善及公共設施建設，此三事項係以全區性辦理為原則，除助益 BOT 

案之順利推動，亦可營造有利於私有地部分之投資環境，吸引民間業者開發。  

（（（（1111））））土地取得土地取得土地取得土地取得     

民間業者之開發計畫必須配合土地交付時程進行，而政府於土地交付之前，應先處理其它地上權

利及地上物，並取得管理權。初步估算，政府辦理土地取得之相關成本包括：軍方土地取得費用、 

BOT 及公共設施土地取得成本等二項，成本合計為 50 億元。  



（（（（2222））））水質改善水質改善水質改善水質改善     

大鵬灣對外除有一處潮口與台灣海峽相接外，並無其它天然河川流入灣內帶動灣內水流，加以有

六條渠道將鄰近之污水及廢水排入灣內，不利遊艇港、水上活動及親水遊憩設施之開發。為利民

間業者進行相關設施開發及水上活動規劃，鵬管處已著手進行水質改善工作。  

探究大鵬灣水質污染之主因，以早期灣域養蚵及魚塭養殖為兩大主要污染源，目前灣域內養殖設

施物皆已拆除，灣域內已見風帆揚行（詳圖四），另為改善灣內與海洋水流間之交換率及日後遊

艇航行需要，另將進行灣域底泥及航道浚渫等工作，以提高大鵬灣自淨能力並利於船隻航行。此

外，為隔絕風景區外廢水排入灣域，將推動東港外圍截水溝上游分離、林邊鄉污水下水道工程及

畜牧廢水管制等工作，以免各污染源繼續污染灣域而影響水質改善效果。  

 

圖四 大鵬灣灣域清理前後比較圖  

（（（（3333））））公共設施興建公共設施興建公共設施興建公共設施興建     

在公共設施興建方面，為營造良好投資環

境，政府將事先完成主要公共設施之建設，

包括 30 公尺寬環灣道路、南二高聯絡道、

嘉南大橋改建、雨、污水處理系統、管理處、

青洲遊憩區遊客中心（詳圖五）等設施。  

((((二二二二))))招商作業推動現況招商作業推動現況招商作業推動現況招商作業推動現況    

大鵬灣 BOT 案曾於民國 91 年 6 月及 12 

月公告招商，由於近年來社會政經環境變遷，市場不確定因素過高，導致此大規模投資案乏人問

津，經考量投資風險，主辦機關即以風險分擔之公平原則，針對招商條件進行合宜調整，包括 增增增增

加分期分區開發的彈性加分期分區開發的彈性加分期分區開發的彈性加分期分區開發的彈性    、 取消最少投資項目要求取消最少投資項目要求取消最少投資項目要求取消最少投資項目要求    、 降低履約保證金降低履約保證金降低履約保證金降低履約保證金    、 大幅降低權利金大幅降低權利金大幅降低權利金大幅降低權利金    … 

等，希望藉由放寬投資內容的限制，賦予廠商在瞬息萬變的市場機制中有更大的開發彈性，以期

在維持原有之規劃品質及開發原則上，吸引廠商投資。  



民國 92 年 7 月下旬觀光局鵬管處再度舉行第三次公告前之招商說明會，共有近 30 家國內外

知名企業出席，顯示了對大鵬灣開發案的濃厚興趣。至民國 93 年 3 月 12 日辦理第 3 次公

告，並於 7 月 9 日截止收件，總共有二家廠商投標，經過資格審查後僅有一家符合資格規定，

最後由東方高爾夫國際集團集資組成的 RIVETT INVESTMENT LTD. 獲得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

資格，並於評選後隨即進入議約階段，預定在民國 93 年 12 月下旬完成簽約手續。  

…………………………………………………………………………………………………………………………………………………………………………………………………………………………………………………………………………………………………………………………………………………………………………    

 

三三三三、、、、    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 

依據民間投資初步開發規劃內容與財務預估結果，未來政府於本計畫可收取之相關權利金總額約

達 70 億元，其中包括固定權利金 3.4 億元，及開始營運後各年度可依實際營收狀況收取之營

收變動權利金（ 1% ）與淨利變動權利金（ 12.5% ）。  

另外除了投資者內部財務效益之考量外，本計畫之推動將創造許多可提高全民褔祉之外部效益 

(External Benefit) 。 

((((一一一一))))可量化之外部效益可量化之外部效益可量化之外部效益可量化之外部效益        

依最優申請人投資計畫書之初步預估結果，本計畫可量化之外部效益主要分為三部分：  

（（（（1111））））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     

本計畫開發完成約可創造 2,000 個常置就業機會。  

（（（（2222））））擴大內需帶動經濟成長擴大內需帶動經濟成長擴大內需帶動經濟成長擴大內需帶動經濟成長     

預估本計畫之政府與民間投資總額將達 181 億元，若以簡單凱因斯總體經濟模型來預估乘數效

果 ( 約為 2.76 倍 ) ，則因本計畫投資所增加之社會總產出金額將可望達 500 億元；  

（（（（3333））））創造地區綜合產值創造地區綜合產值創造地區綜合產值創造地區綜合產值     

本計畫開發興建期每年投資金額達 7-10 億元，自 98 年開始營運起預估每年經營收益則達 10 

億元以上，至 109 年全區建設完成，將對地區帶來近 30 億元直接綜合產值。  

（（（（4444））））增加稅收增加稅收增加稅收增加稅收     

依據民間投資財務預估結果，本計畫營運期間，政府各種直接稅收包括地價稅、營業稅、房屋稅

等，每年預計可達 1.5 億元以上。  

((((二二二二))))不可量化之外部效益不可量化之外部效益不可量化之外部效益不可量化之外部效益 

在不可量化之外部效益方面，本風景區之開發則將可提供國人高品質之水域休閒活動、吸引海外

觀光客、創造土地增值利益、帶動產業升級、保存潟湖之天然景觀及防止地層下陷等等。  



（（（（1111））））提供國人高品質之水域休閒活動提供國人高品質之水域休閒活動提供國人高品質之水域休閒活動提供國人高品質之水域休閒活動     

大鵬灣地處四季如夏之高屏地區，又有潟湖及海洋之自然景觀配合，極適合發展以水上活動為主

軸之遊憩設施。大鵬灣風景區完成之後，將可提供水上活動愛好者一全新風貌之休閒去處，高雄

與墾丁間之風景線也將更為完整。  

（（（（2222））））強化觀光產業競爭力強化觀光產業競爭力強化觀光產業競爭力強化觀光產業競爭力     

大鵬灣風景區之開發，計畫引入住宿、旅遊、娛樂及生態教育等完善渡假休閒功能，提昇高屏地

區另一個休閒旅遊的基地，並可提供南部地區舉辦大型活動、商務會議及住宿等需求，完備休閒

產業的架構，並同時具有遊艇港及高球場等高水準遊憩休閒設施，且全年氣候條件良好，亦可望

吸引國外喜愛高爾夫球及遊艇活動之觀光旅客，有助於國內外觀光事業之發展。  

（（（（3333））））創造土地增值利益創造土地增值利益創造土地增值利益創造土地增值利益     

根據大鵬灣國家風景區之整體開發構想計畫，除了公有地、灣域及海域規劃由 BOT 業者開發之

外，其餘私有地亦將以開發許可或 BOO 之方式由民間投資者 ( 或地主 ) 自行開發，其觀光活

動的開發與經營，將直接帶動地區商業的發展，可預期能進一步帶動當地地價、租金與地區相關

產業的蓬勃發展，可實質增進地區居民的資產效益。。  

（（（（4444））））提昇地方生活水準提昇地方生活水準提昇地方生活水準提昇地方生活水準，，，，縮小城鄉差距縮小城鄉差距縮小城鄉差距縮小城鄉差距     

本計畫開發將投入大量的基礎建設及相關輔助機能設施，包括道路、自來水、電力、電信、停車

場、公園與公用設備等改善，將可提升當地居民生活品質，縮短城鄉生活品質的差距。  

（（（（5555））））保存潟湖之天然景觀保存潟湖之天然景觀保存潟湖之天然景觀保存潟湖之天然景觀     

大鵬灣擁有國內罕見之潟湖景觀，亦是天然海洋生物之哺育場，然而以往大鵬灣域卻長期為漁民

養蚵之蚵架所佔據，導致潟湖之生態環境特色已被嚴重破壞。為推動大鵬灣 BOT 計畫，政府已

花費十數億元經費進行灣域養殖設施物拆除及水質整治工作，灣域自然生態之重建指日可待，將

來投資人亦將被要求須秉持環境保育與永續經營之理念進行開發，期能保存潟湖珍貴之天然景

觀。  

（（（（6666））））防止地層下陷防止地層下陷防止地層下陷防止地層下陷     

大鵬灣當地存在大量養殖魚塭，已面臨業者抽取地下水而使地層下陷之問題，大鵬灣開發案已編

列魚塭拆遷之預算，將能控制並減輕部分魚塭養殖造成地層下陷之程度。 

…………………………………………………………………………………………………………………………………………………………………………………………………………………………………………………………………………………………………………………………………………………………………………    

 

四四四四、、、、    重要招商課題與對策重要招商課題與對策重要招商課題與對策重要招商課題與對策     

((((一一一一) ) ) ) 重要招商課題重要招商課題重要招商課題重要招商課題        

本計畫於民國 91 年間兩次公告招商皆因無人投標而流標，經探詢各潛在廠商意見後，了解投資

人對本計畫原招商內 容 主要疑慮如下：  



（（（（1111））））開發規模過大開發規模過大開發規模過大開發規模過大，，，，投資風險之疑慮投資風險之疑慮投資風險之疑慮投資風險之疑慮     

開發面積達 257 公頃，開發項目包含國際觀光旅館、遊艇港、主題樂園、高爾夫球場等，預估

投資金額達新台幣 175 億元，考量市場風險及環評與請照風險，恐無法於 98 年底完全開發完

成，加上全球景氣低迷，顧慮投資風險，投資縮手，廠商卻步。  

（（（（2222））））權利金過高權利金過高權利金過高權利金過高     

原規劃履約保證金 12 億元、開發權利金 16 億元，造成開發初期資金壓力過大。  

（（（（3333））））遊艇港風險之疑慮遊艇港風險之疑慮遊艇港風險之疑慮遊艇港風險之疑慮     

認同遊艇港能突顯本計畫主題，其開發具必要性，惟國內目前並未具備遊艇港市場，疑慮其經營

風險過高。  

（（（（4444））））環境品質尚待改善環境品質尚待改善環境品質尚待改善環境品質尚待改善     

大鵬灣灣域水質不佳，周邊漁塭養殖廢水、鄰近村落生活廢水及灣域污泥等影響水質，對開發案

造成負面影響。  

((((二二二二) ) ) ) 風險分擔對策風險分擔對策風險分擔對策風險分擔對策        

為確實消除民間廠商對本計畫投資之疑慮，提高大鵬灣 BOT 案之投資誘因，主辦單位與總顧問

遂針對以上重要課題研擬各別風險分擔對策，並據以落實調整本計畫第三次招商架構：  

（（（（1111））））分期分區開發機制分期分區開發機制分期分區開發機制分期分區開發機制，，，，避免開發規模過大風險避免開發規模過大風險避免開發規模過大風險避免開發規模過大風險     

落實分期分區開發原則，對於未來市場不確定之風險，可藉由後期開發之機制進行開發或放棄。  

（（（（2222））））調整權利金之支付原則調整權利金之支付原則調整權利金之支付原則調整權利金之支付原則，，，，降低初期權利金負擔降低初期權利金負擔降低初期權利金負擔降低初期權利金負擔     

考量投資環境現況，調整權利金之支付原則與時程。  

（（（（3333））））減免過高地租減免過高地租減免過高地租減免過高地租，，，，降低公告地價漲幅不確定風險降低公告地價漲幅不確定風險降低公告地價漲幅不確定風險降低公告地價漲幅不確定風險     

依據「促參…公有土地出租及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及「屏東縣促參…減免地價稅…自治條例」

收取土地租金。基於合理之風險分攤原則，於地價調幅過高時，減免部份土地租金。  

（（（（4444））））保留遊艇港開發彈性保留遊艇港開發彈性保留遊艇港開發彈性保留遊艇港開發彈性，，，，降低市場風險降低市場風險降低市場風險降低市場風險     

保留開發彈性，投資人依實際需要自行決定開發規模。  

（（（（5555））））積極協助辦理環境品質改善積極協助辦理環境品質改善積極協助辦理環境品質改善積極協助辦理環境品質改善、、、、環評作業等相關事項環評作業等相關事項環評作業等相關事項環評作業等相關事項     

由鵬管處先行以全區開發計畫製作「環評說明書」送環保署審查，投資人實質開發計畫若有不同，

再自行提送「差異分析」報請審查，以縮短環評時程；並持續依水質改善計畫（區外截流綜合規

劃、灣域底泥浚渫綜合規劃…等）及特定區計畫積極辦理環境品質改善作業，期達成灣域水質親

水性目標。  



本計畫於招商條件調整方案確認後，經持續邀集潛在廠商訪談，多次說明招商條件調整之內容，

並瞭解其對本計畫之相關負面考量後，儘力協助突破。  

…………………………………………………………………………………………………………………………………………………………………………………………………………………………………………………………………………………………………………………………………………………………………………    

五五五五、、、、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計畫自本工程司與鵬管處於民國 87 年簽定「大鵬灣國家風景區民間投資招商作業第一期總顧

問服務」以來，歷時已近 7 年，單就招商適用之法令而言，歷經「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行政院 87 年 7 月 22 日台八十七內字第○○六四七五號函頒「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與審核

作業注意事項」、「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辦理民間參與交通建設作業實施要點」、「交通部觀光

局辦理民間參與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建設作業要點」、及現行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期

間自土地使用發展規劃與評估、整體效益策略分析、計畫風險與管理策略、用地問題、民間投資

招商架構研擬、相關文件編撰 … 等協助鵬管處一路走來，從計畫基地規劃、到營區遷建、蚵架

拆除、青洲遊憩區興建、環灣道路興建 … 等許多重大課題，亦逐一克服。今日終能順利協助完

成甄審，與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進入議約程序，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必能順利簽訂開發營運合約；

期待在各專業人員的努力下，大鵬灣國家風景區即將開啟我國觀光遊憩新氣象。  

 



 
…………………………………………………………………………………………………………………………………………………………………………………………………………………………………………………………………………………………………………………………………………………………………………    

 

一一一一、、、、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以下簡稱「科教館」)創建於民國 45 年，原址座落於台北市南海學園內，

由於原館舍狹小、老舊建築、陳舊破損展品，實難完成肩負科教應有的新時代使命，因此另覓得

台北市士林基河路廢河道新生地作為遷建科教館新館基址(以下簡稱「新館」)，於民國 88 年 11

月 23 日正式發包興建。 

由於新館總樓地板面積 30,446 坪，約為舊館規模之 20 倍，展覽面積與周邊場地設施範圍廣大，

各項業務所需司職人員甚鉅，為配合當前政府組織再造政策，有效運用政府與民間資源，遂依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五

款之規定，採促參法 OT 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將新館朝整體委外營運方式進行規劃辦理。 

（（（（二二二二））））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１）打造以「展示」、「實驗」、「演示」等方式呈現科學與人文互動的真相，形塑國人對科

學知識具有正確觀念的『科學中心』；強化中小學科學教育、推廣及普及全民科學素養之營運主

要宗旨。 

（２）引進民間企業之精神與機制，提升經營之行銷與營運效率，達到科教館永續經營的目標。 

（３）透過民間參與經營之方式，撙節政府預算，並使經營績效得以回饋政府，由全民共享。 



（（（（三三三三））））新館基地範圍與環境現況新館基地範圍與環境現況新館基地範圍與環境現況新館基地範圍與環境現況 

（（（（１１１１））））新館基地範圍及空間設施概況新館基地範圍及空間設施概況新館基地範圍及空間設施概況新館基地範圍及空間設施概況        

新館基地位於雙溪南側，為基隆河廢河道之新生地，屬

於社教機構用地，東側鄰接美崙公園與台北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西側為士商路與士林高商相對，南側為基河

路，北側為知識經濟產業園區，基地面積約 2.774 公頃，

為一地下三層、地上十層、高度 49 米之鋼骨構造建築，

總樓地板面積約 30,446 坪，約為舊館之二十倍，每層樓

高為 4 米。  

展示、實驗樓層由第 B1 層至第 8F 層 (9F、10F 為行政、

圖書、資訊視聽空間等)，為東亞地區展坪面積最大之

科學館。基地內規劃有戶外景觀公共藝術區、科學展示

區、特展區、立體動感劇場區、科學實驗區、公共服務

區、辦公、會議空間與圖書館、資訊視聽區等(詳圖二)。 

    屋頂花園 

10F   行政辦公空間 委外辦公室 機電 

9F 
  國際會議廳、視聽室、圖書館、資訊辦公室、資訊網路教室、交誼活動室、伺服

器空間、館史展示走廊 
機電 

7-8F   休息區 應用科學展示區、特展室 機電 

5-6F   休息區 物質科學展示區 機電 

3-4F   休息區 生命科學展示區、特展室 機電 

2F   簡式餐飲 / 禮品販售商店 3 3D 劇場 機電 

1F 
  禮品販

售商店 
大廳、半戶外空間 33D 劇場 機電 

B1 

  餐飲/賣

店/辦公

室 

保留地科大實

驗室 2 間、階梯

會議室 1 間 

科學實

驗室 
會議室 

兒童玩

具箱 

地底 

世界 

4D 虛

擬/實

境劇場 

3 3D 劇場 機電 

B2   停車場（1,200 部機車停車位） 保留 100 部機車位 機電 

B3 
  

停車場（334 部汽車停車位） 
保留 70 部汽

車車位 
儲藏室 

機電

設施 

註：色塊部分為委託民間機構經營之空間範圍；空間面積僅供示意參考，實際仍以附錄圖說為準。 

圖圖圖圖 2 2 2 2 委託民間機構經營之建築內部空間範圍示意圖委託民間機構經營之建築內部空間範圍示意圖委託民間機構經營之建築內部空間範圍示意圖委託民間機構經營之建築內部空間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網站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網站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網站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網站    

圖圖圖圖 1111 本計畫基地位置圖本計畫基地位置圖本計畫基地位置圖本計畫基地位置圖    



（（（（２２２２））））    週邊環境與建設計畫週邊環境與建設計畫週邊環境與建設計畫週邊環境與建設計畫    

    

新館週邊相關之建設計畫包括「士林新文化中心計畫」、「士林基河路廢河道細部計畫」、「臺

北知識經濟產業園區規劃案」、「士林舊市區都市更新計畫」、「士林官邸暨附近地區開發計畫」

等。在台北市政府都市計畫發展局的規劃下，新館週邊未來將發展成為台北知識經濟園區。全區

以發展綠建築為導向，並預留大眾運輸工具接駁之彈性空間與輕軌電車系統或公車轉運之設施，

與本計畫基地北側相鄰之第三種商業區用地，未來依台北市政府的規劃，將設置音樂廳，並結合

商業娛樂設施整體開發，配合既有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新館，形成文化教育、休閒設施集中的

特區（詳圖三）。 

 

資料來源：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修訂基隆河修訂基隆河修訂基隆河修訂基隆河((((士林段士林段士林段士林段))))新生地及附近地區建設細部計畫圖新生地及附近地區建設細部計畫圖新生地及附近地區建設細部計畫圖新生地及附近地區建設細部計畫圖 

 

（（（（四四四四））））委託經營規劃委託經營規劃委託經營規劃委託經營規劃    

（（（（１１１１））））委託經營標的物委託經營標的物委託經營標的物委託經營標的物 

整體委託經營標的物包括建築物主體及戶外空間部分，包括新館 B3 至 10F 屬於公共服務性質及

不涉公權力之業務與建築設備（詳圖 2），戶外空間部分面積約 1.5 公頃，含公共藝術 4 座。 

 

（（（（２２２２））））    委託經營期限委託經營期限委託經營期限委託經營期限 



１． 委託經營期間：自營運開始日起算五年、得優先續約一次，以續約一次（五年）為限。 

２． 試營運期間：簽訂委託經營契約後，營運開始日前。試營運期間收入歸民間機構所有，不

計入權利金計算。試營運期間之營運成本，人事、清潔、保全部份之營運成本由民間機構自行負

擔，水電費成本由科教館支付。 

（（（（３３３３））））    權利與義務權利與義務權利與義務權利與義務    

１． 享有之權利 

． 以提供之科教館新館土地、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附屬設施及營運資產（以點交時之財

產清冊為準）、營運享有經營收益。 

． 得利用委託經營標的物提供相關科學教育展示、推廣、實驗演示、教學等活動，或相關特展

專屬紀念品、禮品、文具、書籍、科教產品之銷售經營與開發業務及提供其他相關之餐飲、休閒

等服務；惟不包括科教館之「形象標誌」及科教館製作影片相關造型與肖像權等之授權部分。 

． 其他經科教館同意經營之項目。 

 

２． 履行之義務 

． 負責管理、維護科教館所交付之土地、建築物、工作物、基地上之附屬設施及營運資產（以

點交時之財產清冊為準）。 

． 負擔受託營運衍生之各項規費、維修、行銷、人事、稅捐（包括但不限於地價稅、房屋稅、

營業稅等費用）及因違反法令應繳納之罰鍰等費用。 

． 給付定額及經營權利金。  

    

（（（（４４４４））））    最少投資金額最少投資金額最少投資金額最少投資金額    

１． 期初投資金額 

為確保科教館服務品質，民間機構於自簽訂委託經營契約之日起六個月內，投資金額不得少於新

台幣伍仟萬元整（含稅）。其投資項目須包括但不限於 7F-8F 及其他公共服務空間（如賣店、餐

飲設施等）之裝修及相關營運設備添置等。 

 

２． 每年科教活動推廣投資金額 

自委託經營後第一年度開始，民間機構每年投資於科教館研提之各項【科教活動推廣】（如全國

中小學科展、國際科展、陽明書屋戶外研習、科學教育巡迴車、特展、相關科學圖書期刊之充實

等）總金額不得少於新台幣伍佰萬元整（含稅）。 

 

（（（（５５５５））））    公部門空間保留使用需求公部門空間保留使用需求公部門空間保留使用需求公部門空間保留使用需求    

１． 科教館保留 2 間地球科學大實驗室、1 間階梯會議室、B1 入口處半戶外空間大車停車位 10

個、B2 機車停車位 100 個、B3 汽車停車位約 70 個、B3 儲藏室、10F 科教館行政辦公空間及頂

樓儲藏室。 

 

２． 9F 國際會議廳及 B1 具遠距教學設備之階梯會議室，由民間機構經營管理，惟應優先無償

提供科教館每年各十天（以一天二個時段，每時段四個小時計）或各二十個時段之使用權利。科



教館於使用前二個月提出場地需求，並於一個月前再行向民間機構確認。超過時段部分，由科教

館向民間機構租用之，使用費率由雙方另行協議定之。 

 

３． 科教館如因業務衍生之必要，須使用前述保留使用需求以外之空間時，在不影響民間機構

營運的情況下，民間機構應優先提供科教館租用，使用費率由雙方另行協議訂之。 

 

（（（（６６６６））））    委託經營要求委託經營要求委託經營要求委託經營要求    

１． 全年營業日不得少於 360 日；展場每日經營時間至少應為早上 10:00 至下午 5:00。 

 

２． 公司名稱、部門名稱、人員職稱應與科教館部門名稱有所區隔，避免使民眾混淆。 

 

３． 民間機構應遴聘具有二年以上從事相關科學教育事業工作經驗之員工至少十名，現場導覽

人員應具備基本科學教育知識，並應接受導覽教學課程之專業訓練。 

 

４． 所經營之各單項參觀設施（如 3D 動感電影院、4D 虛擬實境劇場、3F~6F 展示區、B1 的地

底世界等等）票價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壹佰元整；自開始營運之日起，每三年得申請調漲票價，

但以 10%為上限，並須於送交科教館核准後始得實施。  

 

（（（（七七七七））））    權利金收取原則權利金收取原則權利金收取原則權利金收取原則    

１． 定額權利金 

第一年度定額權利金為新台幣 1,000 萬元整。第二至四年繳付之定額權利金為新台幣 1,500 萬元

整，於經營年度屆滿前一個月繳納。 

 

２． 經營權利金 

於委託業務範圍營業收入超過 3 億元時，應按該年度營業收入支付一定比例金額作為經營權利

金。營業收入係指因經營新館之業務所得,包含門票、餐飲、圖書禮品銷售、特展及其商品、科

學教育活動等, 依健全會計制度採應計基礎下計算所得之全部收入，但不包括處分資產之利得及

利息收入。於翌年的五月三十日前，按其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之營業收入計算權利

金金額，繳付前一年度應付之經營權利金金額予科教館。經營權利金支付比例如下表： 

營業收入（元） 經營權利金比例（%） 

1 － 300,000,000 0 

300,000,001 － 400,000,000 2 

400,000,001 － 500,000,000 3 

500,000,001 － 600,000,000 4 

600,000,001 － 以上 5 



（（（（八八八八））））政府承諾事項政府承諾事項政府承諾事項政府承諾事項        

１．至遲於【營運開始日】前一個月依委託契約約定交付相關設施操作手冊副本及相關建築配置、

機電、設施等竣工圖說與電子檔予最優申請人。 

２．正式簽約完成後即可按交付時現狀，陸續單點點交營運資產（含土地、建築物、營運資產及

相關設施）予民間機構試營運。 

３．至遲於【營運開始日】前完成交付財產清冊。 

４．同意民間機構正式簽約完成後即可與館方洽商進駐館內進行裝璜裝修工作。 

５．遲於【營運開始日】前一個月完成水電供應，符合開館之需。 

 

（（（（九九九九））））    政府配合事項政府配合事項政府配合事項政府配合事項    

１． 重大災害復舊貸款之協助：民間機構在營運期間因天然災變而受重大損害時，得由教育部

會商財政部協調金融機構或特種基金依促參法第三十五條規定提供重大災害復舊貸款。 

 

２． 行政配合協調之協助：在法令許可及權責範圍內，將協助民間機構與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

調或提供必要之證明文件。 

 

３． 協助辦理優惠貸款：民間機構如符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優

惠貸款要點」之規定，得依該要點辦理優惠貸款，在法令許可及權責範圍內，將協助民間機構與

相關政府機關進行協調或提供必要之證明文件。 

４．協助推廣使用：在委託營運期期間將儘力協助或協調相關機關（構）優先考慮參觀新館或使

用新館之設施。  

５．使用空間調整之同意：營運後如有調整使用空間需要，在符合原空間使用目的、相關法令及

無危害建築結構安全之虞者，得於報經科教館書面同意後為之。 

 

６． 保固維修之協助：民間機構請求協助時，科教館應通知建築物、工作物、營運資產或相關

設施之保固廠商按民間機構要求提供保固維修。  

 

（（（（五五五五））））    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 

 

 

 

 

 

 

 

 

 



表表表表 1 1 1 1 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    

甄審標準 
項次 評審項目 

參考權重 審查重點 

1 
經營團隊成員、相關實

績經驗 
25％ 

A.申請人法人簡介 

B.經營管理實績說明（含服務品質、管理績效） 

C.經營組織、成員及業務分工簡介 

D.經營管理技術及相關經營管理績效說明 

2 營運計畫 45％ 

A.整體營運管理構想 

B.教育活動計畫 

C.觀眾服務計畫 

D.特展計畫 

E.行銷宣傳計畫（含票務、商店、會員招募計畫） 

F.人力組織架構與招募訓練計畫 

G.資產維護管理計畫 

H.睦鄰計畫 

I.點交及返還計畫（點交計畫、返還計畫） 

J.回饋計畫（如協助或贊助本館籌設科學教育基金會、

推廣或贊助本館辦理各項巡迴科學教育活動，協助或贊

助本館之展示設施或立體劇場影片更新等） 

3 財務計畫 20％ 

A.財務基本參數說明 

B.營運收支預估 

C.預估財務報表及財務效益分析 

D.權利金給付計畫 

E.風險管理與保險計畫（風險分析、保險計畫） 

4 
 

簡報及答詢 
10％ － 

…………………………………………………………………………………………………………………………………………………………………………………………………………………………………………………………………………………………………………………………………………………………………………    

 

二二二二、、、、辦理經過辦理經過辦理經過辦理經過 

茲將本計畫各項工作事項辦理時程整理如表 2，重點工作詳細內容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    選聘招商總顧問選聘招商總顧問選聘招商總顧問選聘招商總顧問（（（（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1919191 年年年年 04040404 月月月月~~~~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1919191 年年年年 05050505 月月月月）））） 

科教館遵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民國 91 年 01 月 17 日局力字第 0910000312 號函及教育部民國 91

年 04 月 03 日台（九一）社（三）字第 91023547 號函指示，將新館朝整體委外營運方式進行規



劃辦理，並依據「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完成甄選「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公辦民營營運規畫顧問

公司」（91 科推字第 91002615 號陳報在案），協助科教館辦理民間參與可行性研究、先期規劃

及後續招商甄審作業，並於民國 91 年 05 月 31 日與中華顧問工程司簽訂顧問服務合約。 

 

（（（（二二二二））））    可行性研究及先期規劃可行性研究及先期規劃可行性研究及先期規劃可行性研究及先期規劃（（（（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1919191 年年年年 06060606 月月月月~~~~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1919191 年年年年 09090909 月月月月）））） 

為免高估未來投資廠商之經營效益，於可行性研究初期，即針對新館特性及民間參與角度，就公

共建設的目的、市場、財務、法律等方面審慎評估民間投資之可行性，並以對各空間最保守的經

營方式下進行模擬本計畫未來之財務效益；期間並配合政策，協助科教館研提公法人因應措施建

議草案。 

經評估結果，為讓本計畫能順利招商，不論就票價、設施收費標準、空間規劃及使用強度，應讓

未來經營的民間機構有充分發揮的空間，使新館達成其設置功能，創造社會利潤，並依前述規劃

成果，設計委託經營權限之各項規範、政府與民間雙方之間權利義務關係等，俾作為後續推動依

據。 

    

（（（（三三三三））））    研擬招商文件研擬招商文件研擬招商文件研擬招商文件（（（（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1919191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1919191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於完成先期規劃、提送招商專業文件草案（包含申請須知及委託經營契約草案）後，共召開四次

招商專業文件草案修改意見討論會，討論招商專業文件草案內容，同時亦參酌過去推動民間參與

案件之經驗及契約規範內容、館內委員及外聘顧問意見，並針對本計畫特色研議配套機制，以明

確規範申請人資格及契約雙方權利義務關係。 

    

（（（（四四四四））））    發布投資資訊發布投資資訊發布投資資訊發布投資資訊（（（（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1919191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929292 年年年年 04040404 月月月月）））） 

為瞭解招商文件所規範之內容是否具市場性及廣徵民間投資廠商對招商之意見，期使本計畫之招

商專業文件（草案）更加合理而完善，民國 91 年 12 月 30 日假科教館及工程會網站公開徵求民

間廠商之意見。 

於民國 92 年 01 月 14 日假科教館新館 B1

會議室舉辦招商說明會及現地勘查，向潛

在投資人說明其所關心之許可權規劃內容

及所需支付之成本（如權利金計算繳付方

式等），以座談之方式由科教館與潛在投

資廠商交換意見（詳照片一）。 

為讓本計畫之招商專業文件（草案）內容更具

有民間參與性，故規劃於民國 92 年 01 月 15 日

至民國 92 年 01 月 23 日為招商說明會後之徵詢

投資廠商意見期間，並依投資人意見適度修

正，俾使招商文件符合市場性。 

 

（（（（五五五五））））    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929292 年年年年 02020202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929292 年年年年 04040404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日日日）））） 

本計畫公告招商訊息除登錄於行政院工程會公告系統、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及科教館網站首頁

外，同時亦以 e-mail 及電話通訊方式聯繫曾表達有投資意願或曾參與說明會之投資廠商，俾以各

種適宜之公開管道，提供有興趣、且適宜本案特性之投資廠商知悉此招商訊息。 

 

（（（（六六六六））））    甄審作業甄審作業甄審作業甄審作業（（（（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929292 年年年年 04040404 月月月月~~~~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929292 年年年年 05050505 月月月月）））） 

依申請須知規定，申請人一次備齊所有文件提出申請，共有四家團隊提出申請（太極影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新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通新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四家皆符合「合格申請人」資格。 

於民國 92 年 05 月 02 日經甄審委員會評定，所有合格申請人均達七十五分門檻要求，並評選出

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為「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次優申請案件申請人為「亞通新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照片一照片一照片一照片一    



（（（（七七七七））））    簽訂興建營運契約簽訂興建營運契約簽訂興建營運契約簽訂興建營運契約（（（（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929292 年年年年 06060606 月月月月 09090909 日日日日）））） 

最優申請人「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旋即依本計畫『申請須知』規定完成相關文件提送，

並經科教館核備及據此辦理履約保證金繳交，於 92 年 6 月 3 日完成用印簽約事宜，並於民國 92

年 6 月 9 日雙方舉行簽約儀式（詳照片二）。 

  

照照照照片二片二片二片二                                                                                                                                                    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 

    

（（（（八八八八））））    執行興建營運契約執行興建營運契約執行興建營運契約執行興建營運契約（（（（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92929292 年年年年 06060606 月月月月 09090909 日日日日~~~~迄今迄今迄今迄今）））） 

科教館與委託經營團隊（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雙方依委託經營契約規定，開始辦理後續

財產點交事宜；新館於民國 93 年 1 月 15 日開幕試營運，於民國 93 年 6 月 1 日正式營運（詳照

片三）。 

 

 

 

 

 

 

 

 

 

表表表表 2222 本計畫案辦理歷程摘要本計畫案辦理歷程摘要本計畫案辦理歷程摘要本計畫案辦理歷程摘要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完成工作完成工作完成工作完成工作 

民國 91 年 05 月 31 日 簽定顧問服務合約 

民國 91 年 07 月 03 日 提送可行性評估報告 

民國 91 年 08 月 20 日 提送先期計畫書（草案） 

民國 91 年 09 月 24 日 提送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計畫書（修正版） 

民國 91 年 11 月 01 日 提送招商專業文件草案（包含申請須知及委託經營契約草案） 

民國 91 年 11 月 05 日 提送可行性評估暨先期計畫書（修正定稿版） 

民國 91 年 12 月 03 日 先期計畫書經教育部核定，並授權科教館繼續辦理本計畫後續相關事宜 

民國 92 年 01 月 14 日 協助召開招商說明會 

民國 92 年 01 月 29 日 完成第一次招商文件草案（包含申請須知、委託經營契約及評審辦法草案）修訂 

民國 92 年 02 月 10 日 召開第一次甄審委員會議，決議評選項目及權重 

民國 92 年 02 月 14 日 完成公告之招商文件修訂（包含申請須知、委託經營契約草案及評審辦法） 

民國 92 年 02 月 17 日 正式上網公告招商 

民國 92 年 02 月 20 日 公告招商文件開始領標作業（招商文件包含申請須知、委託經營契約草案及評審辦法） 

民國 92 年 03 月 11 日 協助科教館回覆廠商之釋疑，並完成補充公告事宜 

民國 92 年 03 月 18 日 提送招商文件暨評審辦法（修正定稿版）報告 

民國 92 年 04 月 23 日 申請人遞送申請文件（資格文件、投資計畫書及申請保證金） 

民國 92 年 04 月 24 日 協助科教館作相關投標文件預審之幕僚工作 

民國 92 年 04 月 30 日 
申請人完成資格文件補正及澄清；協助科教館作相關補正、澄清投標文件審查幕僚工

作 

民國 92 年 05 月 02 日 
協助召開第二次甄審委員會，宣布資格預審結果，並評選出最優及次優申請案件申請

人 

民國 92 年 05 月 06 日 
協助處理次優申請案件申請人函請科教館取消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資格【（92）科總

收 0920001792 號函】 

民國 92 年 05 月 28 日 
提送科教館有關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之「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民間參

與營運招商作業案」經營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 

民國 92 年 06 月 03 日 雙方協商同意之契約生效日期 

民國 92 年 06 月 09 日 雙方舉行正式簽約儀式，科教館正式委由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營 

民國 93 年 01 月 15 日 開幕試營運 

民國 93 年 06 月 01 日 正式營運 

三三三三、、、、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 



本計畫可獲得之財務、社會、經濟可量化與無形效益包括： 

（（（（一一一一））））    政府之財務效益政府之財務效益政府之財務效益政府之財務效益 

（（（（１１１１））））    節省政府財政支出節省政府財政支出節省政府財政支出節省政府財政支出 

委託經營五年期間預估政府預算共節省約新台幣 11.3 億元（包含每年至少 140 名之人事成本 4.1

億、管銷費用 6.7 億及期初投資成本 0.5 億）。 

 

（（（（２２２２））））    增加政府權利金增加政府權利金增加政府權利金增加政府權利金、、、、稅收或其他收入稅收或其他收入稅收或其他收入稅收或其他收入    

委託經營五年期間之定額權利金收入約新台幣 7,000 萬元，若營收超過新台幣 3 億元以上另需支

付一定比例之經營權利金。委託經營五年期間預估政府可增加之稅收（含房屋稅、地價稅、營業

稅、所得稅、娛樂稅…等）約新台幣 2.2 億元。 

 

（（（（二二二二））））    計畫之經濟效益計畫之經濟效益計畫之經濟效益計畫之經濟效益    

（（（（１１１１））））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以寓教於樂文教設施與區域休閒觀光景點結合之策略聯盟等行銷手法得宜，預估每年將吸引百萬

遊客人次，帶動北部士林、北投地區經濟發展與繁榮。 

 

（２２２２））））    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創造就業機會    

依本計畫估算約至少提供 140 人以上之就業人力機會。 

 

（（（（三三三三））））    計畫之社會效益計畫之社會效益計畫之社會效益計畫之社會效益 

（（（（１１１１））））    善盡社會責任持續推動科學教育善盡社會責任持續推動科學教育善盡社會責任持續推動科學教育善盡社會責任持續推動科學教育    

正式營運後民間機構除權利金之挹注國庫外，每年至少須投資於科教館之各項科教活動推廣費用

總金額至少新台幣 500 萬元整，以協助本館繼續辦理推動偏遠地區科學教育及資優學生科學能力

培育等多項大眾科教推廣活動 

 

（（（（２２２２））））    提升社區生活品質提升社區生活品質提升社區生活品質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民間機構未來營運開始將實施：1.提供休憩福利設施與社區居民共享；2.舉辦參觀活動增進社區

居民對科學教育之認同；3.訂定里民日增進彼此交流提供科學教育意見交流網站等多項規畫，將

有助於社區里民生活品質之提昇。 

 

（（（（３３３３））））    服務弱勢族群服務弱勢族群服務弱勢族群服務弱勢族群    

民間機構未來對 65 歲以上老人、90 公分以下幼兒、及領有殘障手冊、清寒證明之民眾將予免費

優待以達到照顧弱勢團體之教育目的 

 

（（（（４４４４））））    與國際接軌之願景提昇競爭力與國際接軌之願景提昇競爭力與國際接軌之願景提昇競爭力與國際接軌之願景提昇競爭力    

除期待借重民間經營活力與彈性激勵行政效率，更期待活潑的經營手法可以提供與國際接軌之體

制外學習，藉以提昇未來青年學子之競爭力。 



…………………………………………………………………………………………………………………………………………………………………………………………………………………………………………………………………………………………………………………………………………………………………………    

 

四四四四、、、、遭遇困難及解決遭遇困難及解決遭遇困難及解決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本計畫執行期間歷經政策由「科教館自營規劃」到「配合精簡人力朝整體委外經營規劃」到「朝

公法人方向規劃」到「不涉公權力業務委外辦理」等等變革指示，以下僅就各執行階段遭遇之困

難與因應方式概述如下。 

    

（（（（一一一一））））    先期規劃階段之困難與因應方式先期規劃階段之困難與因應方式先期規劃階段之困難與因應方式先期規劃階段之困難與因應方式    

    

（（（（１１１１））））如何兼顧建館宗旨及創造商業利潤如何兼顧建館宗旨及創造商業利潤如何兼顧建館宗旨及創造商業利潤如何兼顧建館宗旨及創造商業利潤    

「科教館適合委外嗎？」是本計畫執行過程中（甚至到招商成功）一直受到各界質疑的問題。將

科教館委託民間機構經營是否就因此無法達到科學教育普及化目的？是否科教館就將淪為商業

導向之遊樂城？除科教館內部反覆思索上述問題外，本顧問團隊於規劃中能確實堅守館方的原則

（「不失建館宗旨目標下又能配合政策落實執行」），同時審慎以民間投資者之角度評估、分析

本計畫各面向問題後，設計一在有限的條件內仍可讓投資廠商有發揮創意空間之民間參與機制，

使新館既能兼顧其設置目的，而民間機構亦可透過各種行銷規劃之努力，確保及創造其經營效益。 

 

（（（（２２２２））））    與同質博物館間之競合問題與同質博物館間之競合問題與同質博物館間之競合問題與同質博物館間之競合問題    

本計畫立地條件雖佳，然博物館經營畢竟非屬獲益性的產業，又與相鄰的台北市立天文館及台北

海洋館之經營競爭，該如何創造競合策略達到互贏是一大課題。在考量民間財務角度可行的前提

下，將部分課題納入招商時之投資計畫書評選項目，由投資廠商發揮創意，而投資廠商在思索改

善問題所增加之投資成本，允許其能以調整設施收費、或強化空間使用等契約條件設計方式來確

保其可獲得合理的經營利潤，創造投資誘因。    

    

（（（（二二二二））））    招商公告及甄審階段之困難與因應方式招商公告及甄審階段之困難與因應方式招商公告及甄審階段之困難與因應方式招商公告及甄審階段之困難與因應方式    

（（（（１１１１））））    招商公告時遭逢國內經濟景氣低迷和招商公告時遭逢國內經濟景氣低迷和招商公告時遭逢國內經濟景氣低迷和招商公告時遭逢國內經濟景氣低迷和 SARSSARSSARSSARS 衝擊衝擊衝擊衝擊    

本案招商公告徵求投資廠商期間，正適逢國內經濟景氣低迷和 SARS 衝擊。所幸，館方與本顧問

團隊雙方經由多方溝通與討論，確實掌握本計畫特性，研擬出合宜之民間參與招商策略，並謹慎、

積極落實執行，才能在整體經濟環境不理想的情況下，仍創造出招商說明會約有八十位廠商代表

與會、多家廠商競標之榮景。 

    

（（（（２２２２））））    承受各界關注的眼神及投資廠商對甄審之公平性有疑慮承受各界關注的眼神及投資廠商對甄審之公平性有疑慮承受各界關注的眼神及投資廠商對甄審之公平性有疑慮承受各界關注的眼神及投資廠商對甄審之公平性有疑慮    

由於新館主要使用對象為學校師生及親子，公益性及教育性質強，因此於招商階段常承受各界關

注的眼神，投資廠商對甄審之公平性亦存有疑慮。為令招商過程公平與確實，除設立單一窗口發

佈一致之公告訊息外，亦配合有意願之投資廠商要求，把握面對面溝通機會提供完備之資料、帶

領實地勘察及積極介紹願景外，同時善用網路發佈投資訊息，利用招商說明會廣徵意見與溝通，



了解廠商營運需求；而為求甄審作業符合公平、公開、公正原則，亦建立獨立甄審機制，由甄審

委員會全權處理綜合評選事宜，主辦機關充分尊重甄審委員會決議。 

…………………………………………………………………………………………………………………………………………………………………………………………………………………………………………………………………………………………………………………………………………………………………………    

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計畫係國內第一件文教設施以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 OT 方式完成簽約之民間參與案，也

是目前委託營運規模最龐大的 OT 案（委託營運資產近 40 億元），辦理過程中雖存在眾多推案

限制條件及大環境不佳，本案最終仍吸引四家團隊參與競爭，且順利完成招商，榮獲第二屆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政府團隊優等獎，回首整體計畫執行歷程，歸納數項成功可能因素如下： 

 

（（（（一一一一））））    重視可重視可重視可重視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過程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過程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過程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過程 

體認可行性研究是瞭解計畫案財務、營運特性之基礎，配合先期規劃作業研擬適宜之許可年期，

不增加投資者之財務壓力。 

 

（（（（二二二二））））    招商文件內容具市場性招商文件內容具市場性招商文件內容具市場性招商文件內容具市場性（（（（滿足營運彈性與市場需求滿足營運彈性與市場需求滿足營運彈性與市場需求滿足營運彈性與市場需求）））） 

本計畫招商條件明確、時程確定，兼顧建館宗旨及創造商業利潤的策略，除讓投資廠商能營造本

計畫利基，且可充分發揮其經營專業。 

    

（（（（三三三三））））    掌握推動時程與促成潛在投資者掌握推動時程與促成潛在投資者掌握推動時程與促成潛在投資者掌握推動時程與促成潛在投資者 

除於先期規劃階段即積極拜會潛在投資廠商，向其決策者進行簡報，並透過舉辦大型招商說明

會、善用網路發布投資資訊，進行雙向溝通，並利用各種場合宣導本計畫案之特色，以強力促銷

熱絡市場競爭、激勵業者參與投標。 

 

（（（（四四四四））））    招商甄審作業策略得宜招商甄審作業策略得宜招商甄審作業策略得宜招商甄審作業策略得宜 

於招商策略上，透過各種公開管道徵求投資廠商意見並鼓勵業者提出申請，利用招商說明會與釋

疑機會排除投資廠商疑慮，並設置單一窗口明確、迅速且公平、公開的一致回應投資廠商各項疑

義，適度將投資廠商合理意見納入契約文件中，使其更符合投資者需求；於甄審策略上，採「資

格預審」及「綜合評審」二階段合併辦理，節省雙方甄審作業時間與成本，加上甄審委員用心盡

責，專業顧問經驗豐富、配合度高，因此招商甄審作業能順利、圓滿完成。 

 

（（（（五五五五））））    執行機關果斷執行機關果斷執行機關果斷執行機關果斷 



辦理過程中執行機關充分展現推案之決心，除凝聚共識與一次成功之企圖心，更積極與相關單位

協調，排除各項障礙因素，並得主管機關（教育部）之支持與協助（充份利用行政資源），政策

回應迅速。 

簽訂營運契約後本計畫實際執行面問題才真正開始，唯有契約順利執行，本案 OT 才算真正成功，

公、私部門若能以互信、互諒的合作夥伴精神執行營運契約，方能共創民間企業、社會大眾與政

府機關三贏目標。 

 

 



 

…………………………………………………………………………………………………………………………………………………………………………………………………………………………………………………………………………………………………………………………………………………………………………    

台南縣勞工人口數約六、七十萬人，佔全縣總人口數 55%至 65%之間，基於造福勞工朋友的信念，

保障勞工權益、照顧勞工生活，已成為台南縣政府施政要務。由於本案興建前台南縣尚無勞工集

會育樂及研習之適當場所，為落實勞工福利政策，充分發揮勞工育樂中心應有之教育與休閒等功

能，台南縣政府在財源極為拮据之情況下克服困難，從寬編列經費預算，興建台南縣勞工育樂中

心。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託民間機構參與經營 OT 案，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自民國八十

九年二月公布實施後，國內首宗地方政府依「促參法」推動招商作業成功簽約之案例，在維護政

府權益並兼顧民間參與投資意願之考量下，秉持「民間最大的參與」及「政府最大審慎」兩大原

則，依促參法規定程序，在本計畫團隊密集研商，並借重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協助，循序

完成本案委外作業，本 OT 案在本質上即具有縣級政府業務委託民間參與開創性的創新意義，成

為縣級政府爭相援照辦理之成功案例。  

…………………………………………………………………………………………………………………………………………………………………………………………………………………………………………………………………………………………………………………………………………………………………………    

 

一一一一、、、、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計畫概述 

本案係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

團體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本案之公共建設類別係屬「社會及勞工福

利設施」，本案重要項目如下： 

（一）民間機構名稱：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二）簽約日期：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三）民間投資額度：自完成點交之日起六個月內，投資至少四千萬元 

（四）計畫內容概述： 



（1）基地座落在台南縣白河鎮關嶺里關子嶺 28 號，包括台南縣白河鎮關子嶺段 5 之 53 等 16 筆

地號，其使用分區為社教用地與旅館用地，基地總面積 5,984 ㎡、總樓地板面積 16,045.77 ㎡，包

含地上五層樓，地下二層；分為室外建築及室內建築兩部分，室外建築部分為「庭園景觀、游泳

池、步道、溫泉池」等，室內建築為「地下二層停車場，地下一層康樂體育、歡唱中心、咖啡休

憩室、溫泉池；地上一樓至五樓為住宿房間、研習教室、中西餐廳、廚房、展售區、管理中心、

國際會議廳、大禮堂等。 

（2）委託經營期間：得標之民間廠商自對外營運之日起算十年（即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起至

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3）履約保證金新台幣七百萬元，乙方得於許可年限期滿後領回。 

（4）權利金：定額權利金十年總計三千二百萬元（民國九十二年及民國九十三年各二百四十萬

元，民國九十四年至民國一百零一年各三百四十萬元）；經營權利金十年總計至少五千零一十萬

元。（民國九十二年營運總收入 5.80%，民國九十三年至民國一百零一年均為營運總收入 6.00%）。 

 
台南育樂中心外觀台南育樂中心外觀台南育樂中心外觀台南育樂中心外觀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內部配置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內部配置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內部配置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內部配置 

…………………………………………………………………………………………………………………………………………………………………………………………………………………………………………………………………………………………………………………………………………………………………………    

二二二二、、、、辦辦辦辦理經過理經過理經過理經過 

依招商各個階段，辦理過程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確認營運管理方式確認營運管理方式確認營運管理方式確認營運管理方式    

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廿九日簽奉准前台南縣長陳唐山以「公辦民營」方式，委託民間廠商經營管

理。 

（（（（二二二二））））招商籌備階段招商籌備階段招商籌備階段招商籌備階段    

(１１１１))))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民國九十年七月至民國九十一年五月民國九十年七月至民國九十一年五月民國九十年七月至民國九十一年五月民國九十年七月至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規定，以民間參與之角度，就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

公共建設之目的、市場調查、營運、財務、法律層面、空間規劃等，進行審慎評估民間投資之可行性，並

撰擬先期計畫書，由真理大學觀光學院麻豆分區-休閒遊憩系舒程擔任主持人。 

((((２２２２))))延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重新評估規劃案延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重新評估規劃案延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重新評估規劃案延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重新評估規劃案    

１．政策性之變動，對原規劃委託經營管理法律層次之補強 



原規劃對援用之法規，除促參法之適用外，仍有必要再審酌其他相關法律之適用問題，以杜爭訟；乃另延

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進行相關諮詢事宜，以彌補原先規劃之不足。 

２．營運範圍擬納入附屬空地，重新進行評估及考量。 

((((３３３３))))召開工作召開工作召開工作召開工作（（（（幕僚幕僚幕僚幕僚））））小組研商會議小組研商會議小組研商會議小組研商會議、、、、招商說明會及甄審委員會議招商說明會及甄審委員會議招商說明會及甄審委員會議招商說明會及甄審委員會議 

１．組成並召開幕僚小組研商會議（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十八日）。 

２．發佈投資資訊，分別辦理南北部招商說明會： 

依據促參法施行細則第四十條規定，利用新聞媒體、網站，辦理公告徵求民間廠商機構踴躍參與，

並分別辦理南北部招商說明會。 

《１》南部場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假勞工育樂中心四樓國際會議廳舉開。計有信眾旅館管理顧問公司等

32 家飯店業者代表百餘人參加，由台南縣縣長蘇煥智親自主持（詳照片一）。 

 

照片一照片一照片一照片一    招商說明會南部場招商說明會南部場招商說明會南部場招商說明會南部場    

 《２》北部場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假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簡報室舉開。計有統帥大飯店等九家飯店

業者代表二十餘人參加，由台南縣政府勞工福利課長李世雄主持（詳照片二）。 



 

照片二照片二照片二照片二    招商說明會北部場招商說明會北部場招商說明會北部場招商說明會北部場    

（（（（４４４４））））確定甄審辦法確定甄審辦法確定甄審辦法確定甄審辦法    

１．審定甄審辦法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假台南縣政府簡報室舉開「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外經營管理甄審委員

會審查會議」，由當時台南縣副縣長曾旭正主持並擔任召集人，審定甄審辦法、甄審須知及契約

書等。 

２．核定招商文件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外經營管理申請須知（甄審辦法）及契約書」等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

二日經簽呈奉台南縣縣長核定，據以執行；民國九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移請台南縣政府統一採購中

心辦理發包作業。 

（（（（三三三三））））辦理招商作業辦理招商作業辦理招商作業辦理招商作業    

（（（（１１１１））））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公告招商    

依據促參法第四十二條暨施行細則第四十條、四十一條規定，公告本案招商文件，並給予投資人

合理時限，辦理投標資格文件與投資計畫書準備事宜。    

１．公開閱覽公告 

《１》閱覽期間：民國九十一年七曰二十三日至民國九十一年七曰二十九日。 

《２》接受廠商要求釋疑：釋疑廠商包括中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公開招標公告 

《１》截止送件日期：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 9 時 0 分。 

《２》同時明定評選日期：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9 時 0 分假台南縣政府簡報室辦理評選 

（（（（２２２２））））參與投標廠商參與投標廠商參與投標廠商參與投標廠商    

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中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台南朝代大飯店

（赤崁大旅店股份有限公司）等計四家。    

（（（（四四四四））））進行甄審作業進行甄審作業進行甄審作業進行甄審作業    

（１）召開甄審委員會議 

民國九十一年八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假台南縣政府簡報室舉開「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

委外經營管理甄審委員會審查會議」，由召集人副縣長曾旭正主持。 

（２）評審結果 

入圍廠商「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及「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３）評定名次 

１．最優申請人：統茂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經營管理權。 

２．次優申請人：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五五五五））））辦理簽約辦理簽約辦理簽約辦理簽約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三）下午一時整假台南縣工業策進會會議室（世紀大樓）舉行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外經營管理 OT 案簽約典禮」，辦理完成簽約（詳照片三）。 

 

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照片三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外經營管理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外經營管理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外經營管理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外經營管理 OTOTOTOT 案簽約典禮案簽約典禮案簽約典禮案簽約典禮 



三三三三、、、、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    

本案為國內首宗地方政府依促參法完成招商簽約之委託經營案，計畫效益包括社會、經濟與財務

效益： 

（（（（一一一一））））社會效益社會效益社會效益社會效益    

（１）提昇生活環境品質 

（２）善盡社會責任 

（３）創造就業機會 

（４）促進觀光產業，重塑關嶺新形象 

（５）保護弱勢族群 

（（（（二二二二））））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    

（１）提高公器的使用率與加強維護 

公有設施常因制度僵化及缺乏專業經營而至閒置或效益不彰，形成國家資源之浪費；藉由民間經

營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將能使設施及制度做更有效的使用，並可透過權利金之機制，使經營績

效得以回饋政府，由全體台南縣民及勞工共享。 

（２）為政府注入新的運作模式 

１．創造利益均霑的投資環境，引進民間機構的活力、精神、機制與效率。 

２．由民間機構之參與經營發揮營運之創意，為政府注入新的營運模式，開創政府與民間機構雙

贏之經營契機，可避免政府員額膨脹及預算編列之困擾，以減輕政府財務負擔，藉以促進國家整

體經濟成長。 

（３）提供高品質、平價位的教育訓練及休閒服務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設備廣泛而完善，為全國勞工團體，提供高檔品質、平實價位的教育訓練及

休閒服務。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營運收入的主要來源，可分為客房收入、餐飲收入、休閒娛樂收

入、服務費收入、教育訓練收入及其他收入，以其利潤提撥 5%做為台南縣勞工團體與關嶺社區

發展協會基金，造福勞工朋友。 

（（（（三三三三））））政府財務效益政府財務效益政府財務效益政府財務效益    

（１）節省政府經費支出，增加財稅收入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以 OT 方式，委由民間專業機構經營管理，以民間專業經營管理技術及人才

經營管理，公用財產使用效益亦可得提高，同時營運、管銷成本及財務風險由民間經營者負擔，

公部門不須編列鉅額預算維護，如以十年合約期計，政府每年可自民間機構收取房屋稅、地價稅

及營業稅約二百五十萬元，預計本計畫許可期間，對整體政府財稅可節省總額為二千五百萬元。

如本案採公辦公營者，員額約需七十至八十人，每個月之人事費用至少需負擔約二百四十萬元，



以 OT 方式經營者，政府每年可節省人事費用成本約二千九百萬元，若再增加權利金之收人後，

政府在本計畫許可期間可獲得財務收益至少四億元挹入縣庫，有效減輕台南縣政府財政負擔。 

（２）政府權利金收入，挹注縣庫財源 

本案經中華顧問工程司財務評估及試算，按固定權利金及經營權利金二項計收，基於考量廠商經

營成本負擔，每年收取固定權利金為： 

定額權利金：民國九十二年及民國九十三年各二百四十萬元，民國九十四年至民國一百零一年各

三百四十萬元，十年總計新台幣三千二百萬元。 

經營權利金：依鼓勵廠商創造業績分享利潤之原則，民國九十二年 5.80%（三百四十八萬元），

民國九十三年至民國一百零一年均為營運總收入之 6.00%，十年總計保證額度新台幣五千零一十

萬元。    

…………………………………………………………………………………………………………………………………………………………………………………………………………………………………………………………………………………………………………………………………………………………………………    

四四四四、、、、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遭遇困難及解決方法     

（（（（一一一一））））許可權及風險規劃具創新性及完整性許可權及風險規劃具創新性及完整性許可權及風險規劃具創新性及完整性許可權及風險規劃具創新性及完整性    

本案對於委外經營期間，以契約規定優先續約的許可期限，並規範政府承諾事項，以合理的許可

期限，爭取優惠措施，增加誘因；以權利金調整機制及履約保證金、重大天然災害協調提供復舊

貸款、教育訓練場地之推廣使用、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經許可同意調整育樂中心使用空間等，來

分擔風險；並由政府協調中美基金提供融資貸款並協助廠商辦理相關委外經營事宜等等，在許可

權規劃內容及風險分擔設計上，均秉持務實與合理的原則，自有其獨特性與創新性。 

（（（（二二二二））））發揮招商及協商策略發揮招商及協商策略發揮招商及協商策略發揮招商及協商策略，，，，獲致具體績效獲致具體績效獲致具體績效獲致具體績效    

有關促進民間參與經營之招商策略，則以調查潛在廠商投資意願投資座談會、招商說明會來強化

招商效果；此外，本案於招商過程中，正值國內經濟不佳，民間投資意願低落之際，為能堅持促

參政策之推動，爰秉持專業，嗣經本 OT 團隊無數次縝密研議，擬訂有效之招商策略及資格條件，

曾先後多次發布投資資訊，始完成招商作業，甄選出最優投標廠商，進而依原訂計畫目標，達成

委外經營任務，其過程倍感艱辛，成果亦得來不易。 

（（（（三三三三））））計畫障礙之排除計畫障礙之排除計畫障礙之排除計畫障礙之排除    

（１）為興建勞工育樂中心，依法變更都市計畫用地 

（２）審慎執行任務，突破癥結瓶頸 

本 OT 案進行籌劃當時，正逢經濟不景氣，造成投資大環境並不十分理想的情況，又本 OT 案於

民國八十九年年底即將竣工時，其營運方式台南縣政府內部尚未能取得共識，「促參法」對地方

機關而言，尚屬陌生，從未有援引辦理之成功案例可循，其營運方式經決議擬採用公辦民營辦理



之初，仍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籌備期程進行一段期程後，始查覺不適法，立經籌備小組

決議，依「促參法」規定，重行辦理。 

勞工育樂中心原預定於民國九十年十一月間完成招標並確定經營廠商，民國九十一年四月間開幕

啟用，惟因「委外經營管理甄審須知」內「甄審評分表部分審甄項目」意見尚極具爭議，非短時

間內得以整合，主辦單位為謀審慎，擬再召開甄審委員會議審慎研議，且時值新舊任縣長交接在

即，本案屬重大施政案件，為表尊重新任縣長職權，不宜匆促定案，是本案經於民國九十年十二

月七日簽呈奉陳前縣長唐山，准暫予保留至新任縣長交接視事並完成簡報後，奉新任縣長核示再

行接續辦理。 

新任蘇縣長煥智就任聽取簡報後，認為本案以公辦民營方式辦理確屬可行，惟對於委外營運法律

層面，除促參法之適用外，仍有必要再審酌其他相關法律之適用問題，以杜爭訟；原規劃單位對

本案招商實務與法律經驗，尚嫌薄弱，乃另延請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進行諮詢事宜，以彌蜅

原先規劃之不足；並對營運範圍是否納入附屬空地，重新進行審慎評估及考量。主辦單位為求公

平、公正、公開之原則，並增進投資誘因，主辦單位本諸審慎謹敬之態度以對，乃參採或諮詢各

方及有意願之廠商意見，兼顧台南縣政府及地方權益問題，積極與台南縣民意機關、地方等積極

協商，期使申請辦法、廠商資格等條件，得以達到至善、合情、合理之標準。 

（３）搜集相關資料、案例及法律諮詢，積極運作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之興建，本 OT 案涉及層面廣泛，含公有土地及其使用目的、商業登記、回

饋內容、招商作業及契約內容的適法性等問題，本案工作團隊為得以順利進行，遂採取積極策略，

經常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等相關單位洽詢法

令適用疑義與實務經驗，並參酌其成功之案例資料（包括「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報告」、

「申請須知」、「甄審辦法」、契約稿等文件），幸蒙上述等單位多方之協助與鼓勵，經依「政

府採購法」規定，評選專業顧問及諮詢團體，負責整合協調，提供專業諮詢意見，期能依「促參

法」之法定程序，完成可行性評估、先期計畫書，訂定招商文件，舉辦招商說明會，公告招商，

辦理甄審作業，評選最優申請廠商，並簽訂完成委託經營契約，辦理過程均能與各相關單位積極

協調配合，依法行政並掌握計畫時效，圓滿達成任務。 

（（（（四四四四））））有關協助解決營利事業登記問題有關協助解決營利事業登記問題有關協助解決營利事業登記問題有關協助解決營利事業登記問題    

行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工程扳字第 09100539660 號函略以：「三、依促

參法辦理之勞工福利設施，如屬於機關用地，建議其使用項目依社教用地編列，以為因應。」。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係屬「關仔嶺特定區計畫社教用地」，（其中一小部分屬於「關仔嶺特定區

計畫旅館用地」）。受託營運單位統茂大飯店公司向台南縣政府申請營利事業登記證結果，經台

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簽以：「本案涉及旅甲（二）及社教用地，已簽奉先行准予同意使用，有關

分區問題，於關仔嶺第三次通盤檢討時自行辦理」及交通觀光局簽以：「除依法辦妥公司或商業



登記外，並應依旅館業管理規則第四條規定，辦妥登記後始得營業」，統茂大飯店公司因此受限

於用地問題，始終無法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 

勞工育樂中心得標營運公司「統茂大飯店公司（即統茂溫泉會館）」積極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證，

其最主要之原因為：「（一）一般公司勞工旅遊之上網公開招標，均有規定「所提供住宿、用餐

之場所，須有營利事業登記證」。（二）政府機構辦理員工教育訓練，須依政府採購法上網公開

招標，投標廠商須具備營利事業登記資格證明文件。（三）由於未能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造成

一般顧客誤解為「不合法經營之會館」，觀光局及各縣市政府觀光單位之旅遊資訊無法配合刊登

行銷，文宣品亦無法上架擺設供民眾取用，甚而無法加入一般區域及全國性之旅遊及旅館公會，

喪失同業營運管理相互成長機會與廣告曝光之效益。」 

台南縣政府極為重視並全力協助得標廠商統茂大飯店公司盡速取得營利事業登記，俾建全其營運

管理，曾於民國九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三月六日舉開「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託民間廠商經營管

理輔導小組九十二年度第一次研商會議」，縝密研議。 

其癥結之所在為：「（一）在商業登記法第二十條修正案尚未施行前，仍依目前之「營利事業統

一發證辦法」辦理，目前社教用地無法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證，主要之問題為「違反都市計畫法令

中土地使用管制之有關規定」。（二）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屬發展觀光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三項「非

以營利為目的且供特定對象住宿之場所」，交由民間機構經營後，是否即無該條例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取得旅館業登記之適用？不無疑義。」，嗣經貿科技局建議：「請

該公司於台南縣另覓適當地點當辦公室辦理分公司營利事業登記。」 

經濟部商業司於民國九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以經商六字第 09202403870 號函復台南縣政府（略

以）：「有關台南縣政府函詢營利事業登記證疑義一案。按台南縣政府擬將該縣勞工育樂中心委

由他公司經營，倘若該勞工育樂中心之經營主體為台南政府，亦即以該縣勞工育樂中心之名義對

外營業，則受委託經營之公司，其營業項目得登記『IZ99990 其他工商服務業（受台南縣政府委

託經營勞工育樂中心）』」。 

為協助解決統茂大飯店之癥結問題，嗣經台南縣政府勞工局簽以「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之經營主

體為台南縣政府，統茂大飯店公司係以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之名義對外營業」屬實。 

本案用地即為「社教用地」，違反都市計畫法令中土地使用管制之有關規定，無法辦理營利事業

登記證，統茂大飯店公司深知台南縣政府協助解決之誠意，乃參採台南縣政府經貿科技局建議，

即「由該公司於台南縣另覓適當地點當辦公室辦理分公司營利事業登記」，終於民國九十二年四

月二十八日順利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依法受託營運管理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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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在推動委外經營招商過程，本團隊均能考量目前經濟景氣狀態，兼顧台南縣政府、地方及廠商之

權益審慎研訂相關規定、研議有效的招商策略、主動積極協商相關單位，本團隊為台南縣政府爭

取利益及顯著績效如下： 

（一）民國九十二年及民國九十三年各年可收取定額權利金新台幣二百四十萬元，自民國九十四

年起至委託經營期間屆滿止，各年可收取定額權利金新台幣三百四十萬元。 

（二）每年可收取按申請人承諾之營業收入百分比計算之經營權利金。 

（三）提供台南縣政府與勞工團體之使用優惠及優厚的睦鄰條件：對當地鎮公所提撥每月營收

0.5%預算作為社區發展基金，提撥每月營收 0.5%預算作為該縣勞工團體發展基金。 

（四）順利於縣長對議會承諾時間內完成招商作業，並破除議會對本案似有內定說之疑慮。 

（五）國內首宗地方政府依「促參法」推動招商作業成功簽約之案例。 

本案於完成招商作業後，中華顧問工程司更本於服務與負責之態度，協助台南縣政府成立「台南

縣勞工育樂中心委託民間廠商經營管理輔導小組」之機制，如對於「得標廠商統茂大飯店公司承

諾對勞工團體及地方之優惠事項勞工身分之認定」、「民間機構價位之定義」、「睦鄰回饋基金

管理及運用原則」、「有關營利事業登記問題」、「施設之增設更動」、「協助舒困方案」、「營

運績效評估權重」、「路標之施設」等等癥結問題，經由小組的慎審研（協）商，獲致圓滿解結

之道，深獲廠商好評，為政府與民間合作之夥伴關係奠定良好之契機，開創政府與民間合作經營

夥伴關係之良好典範。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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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政府主辦機機關在辦理促參案件甄審作業時，主要是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十四

條和「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等規定，法令主管機關工程會為使主辦機

關能評選出最優投資廠商，已彙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作業參考手冊」，希望提供具體參考

資料，以提昇甄審作業品質，加速公共建設之推動。然而，主辦機關在訂定甄審標準和選定評定

方法時，除聽取招商顧問建議外，須考量公共建設目的，由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類別有十三

類，性質差異大，公益性和獨占性等程度不一，且投資方式又分成 BOT、BTO、ROT、OT、、

等八大類，因此評定方法及甄審標準之訂定是否能反映政府之價值判斷，往往影響是否能真正選

到最優的廠商。 

依「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訂定評定方法是甄審委員會職責之一，由

主辦機關參考採購法相關做法或由招商顧問依其經驗先提出建議，委員會審查後也許會提出修改

意見，甚至希望就所建議之評定方法，說明其合理性之佐證，這時招商顧問若能援引相關案例經

驗或相關理論基礎，必定能增加說服力，一方面也能顯示其專業。本文主要係參考「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甄審作業參考手冊」和作者本身參與之案例，針對評定方法進行較有系統之整理，希望做

為民參投資案件選用評定方法之入門參考。 

…………………………………………………………………………………………………………………………………………………………………………………………………………………………………………………………………………………………………………………………………………………………………………    

二二二二、、、、促參甄審作業與最有利標評決促參甄審作業與最有利標評決促參甄審作業與最有利標評決促參甄審作業與最有利標評決        



依促參法第四十四條規定，主辦機關為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案件之評審，按公共建設之目

的，由甄審會決定甄審標準，以引導申請人之提案方向並協助主辦機關獲得符合該目的之民間投

資者參與提案。一般而言，促參案件之甄審作業分成資格預審和綜合評審兩個階段，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資格預審資格預審資格預審資格預審    

資格預審時，由甄審會就申請人所提資格文件及公告所定應檢附之資料進行審查，選出合格申請

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十二條）。因資格預審主要係審查廠商

是否達到財務、規設、興建、營運能力門檻，訂定資格條件會考量在期望理想廠商之能力和潛在

廠商之能力之間作一折衝。 

（（（（二二二二））））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綜合評審    

在綜合評審方面，首先須訂定「評審項目」、「甄審標準」、及「評定方法」，然這三者息息相

關且相互影響，其中「評審項目」、「甄審標準」是主要決定評分高低之依據。「評定方法」則

涉及選擇最優之計算方法，通常分為「以價格或權利金為評決依據」、「以對政府最有利為評決

依據」兩大類，如何選擇通常依促參案件特性而定，一般來講，性質單純且投資廠商不需要特別

高的財力、營運能力者較適用前者；後者則是目前促參案件使用最多的方式。 

「以對政府最有利為評決依據」概念主要源自政府採購法，依該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適用最有利標或取其精神之採購包括異質之工程、財物、勞務等案件，判斷引用價格標無法找到

適當投資人，適用主辦機關僅提供基本功能及需求規範，市場風險高之，且以最符合公共利益或

最經濟有利為評決機制。由於促參案件不論在異質性上或生命週期上（可能包括規劃設計、興建、

及營運）都比政府採購更為複雜，除了有特別考量外，一般評定採最有利標之方式自然是所有主

辦機關之首選。彙整政府採購法有關最有利標評定方法如表一，可作為促參法案件評定方法之參

考。 

表一政府採購法最有利標評定方法表一政府採購法最有利標評定方法表一政府採購法最有利標評定方法表一政府採購法最有利標評定方法 



 
三三三三、、、、促參案件評定方法說明促參案件評定方法說明促參案件評定方法說明促參案件評定方法說明    

一般促參案件特性差異很大，市場供需等情況也不同，要訂定一套或幾套評定方法一體適用恐不

可行，工程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作業參考手冊」曾彙整國內、外實際經驗與案例，歸納共

同準則，擬作為政府主辦機關選定「評定方法」之參考。 

正如我們深知聯招考試內容會引導學校教學方向，實際上，在決定甄審標準或評定方式時，就隱

含著誘導投資廠商調整投標策略來滿足政府所好，例如「以權利金為標準」，代表主辦機關希望

能夠收取最多權利金來挹助財政，也希望評決方法明確可讓爭議盡量減低，在這種條件下，當然

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資者勢必會儘量去撙節成本並拼命地想各種方式賺錢。因此這時如何確保公

益性和設置宗旨就變成政府必須考量之配套措施，政府在選擇選定評定方法時應該優先考量如何

把投資者帶到符合公共建設目的之方向。 

在採用任何「評定方法」前投資廠商須符合「基本準則」，所謂「基本準則」指的是招標文件有

關興建或營運之基本規範審查投資者的投資計畫書，因為撰寫投資計畫書時間有限，對於聰明投

資者而言，只要願意表達願意遵照辦理，再加上提出規劃構想或營運上的創意，投資計畫書評分

應該可以拿到較高分數。站在幕僚角度，投資者只要能組成堅強陣容團隊、證明其有足夠財力、

對準時完工、成本管控和費率收入之合理性多加著墨、不要求政府承諾超出其能力之應辦事項、、

等，理應可成為促參案件投標常勝軍。 

其次，在通過「基本條件」審查之後，對於綜合評審後階段之作業，依「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

作業參考手冊」也提出了一些評審觀點，包括： 

（一）)那些申請案件所需之生命週期成本（life-cycle cost）比較低或「物超所值」？ 

（二）那些申請案件比較能夠確保所提資金來源不虞匱乏？ 



（三）那些申請案件比較能夠接受主辦機關所提之投資契約草案，尤其是主辦機關所要求之風險      

轉移？ 

（四）對於未具完全自償之計畫，那些申請案件所要求之政府投資比較少？ 

（五）那些投資團隊具備比較充分之計畫組織、整合及管理能力，能夠勝任簽約後所面臨之籌辦、

建造、營運等各項工作？ 

為使大家可以進一了解其觀點之重點在哪裡，以下特別摘錄「國立中正大學第三期學生宿舍民間

參與興建經營招商作業案」評審辦法中有關「評審項目」和「甄審標準」部分，以對上述說明有

個比照，以了解訂定原則。 

（（（（１１１１））））甄審作業原則甄審作業原則甄審作業原則甄審作業原則    

秉持公平、公開之程序，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希望確保民間參與案之品質及兼顧

政府財政上合理之獲益，對於功能需求非常確定的，甄審作業程序通常採一次遞送申請文件，分

資格預審及綜合評審二階段辦理，期能評決出符合興建目的之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 

（（（（２２２２））））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 

由幕僚小組先提出草案，經甄審委員會決議，才會納入招商文件正式公告，其實每個促參案件特

性不一，綜合評審階段之評審項目及甄審標準宜因案制宜，本文摘錄中正大學宿舍 BOT 案資料

如表二，以供參考。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國立中正大學第三期學生宿舍案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國立中正大學第三期學生宿舍案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國立中正大學第三期學生宿舍案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國立中正大學第三期學生宿舍案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    

甄審標準 
項次 評審項目 

權重 審查重點 

1 興建營運管理實績與經驗 10％ 
A.申請人及協力廠商簡介 

B.興建營運管理實績說明 

2 團隊籌組計畫 10％ 興建及營運組織、成員及業務分工等項目 

3 興建計畫 25％ 

A.整體開發構想及定位 

B.土地使用計畫 

（分區及動線規劃、附屬設施配置計畫） 

C.建築設計規劃 

D.綠建築之施行計畫 

E.工程管理組織和施工計畫 

F.成本及時程管控計畫 

4 營運管理計畫 25％ 

A.整體營運管理構想 

B.人力組織架構與招募訓練計畫 

C.維護管理計畫 



D.安全管理計畫 

E.費率標準、調整時機與方式 

F.附屬設施管理計畫 

G..移轉及返還計畫 

5 回饋計畫 5％ 

如協助或贊助本校學術、推廣，或贊助本校辦理各項

教育活動，協助或贊助本校之相關設施更新、訂定獎

勵本校學生相關方案等具體措施。 

6 財務計畫 20％ 

A.財務基本參數說明 

B.營運收支預估 

C.財務報表及財務效益分析 

D.權利金給付計畫 

7 風險管理與保險計畫 5% 
A.風險分析 

B.保險計畫 

 由於評審項目之衡量或評定涉及到統計方法，例如價格高低如何給予不同評分等級、質化項目如

何給予分數、如何整合委員不同分數或排序以選出最優申請人，一般使用在多變量分析中稱為多

評準加權決策方法，這方法也是評定方法的核心。依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作業參考手冊」，

有關評定方法通常包括有總評分法、序位法、價格加權法及共識決法等等，其操作從最簡單到繁

複均有，這部分對評定作業很重要，可直接參考該手冊對於方法介紹、評決步驟、適用對象、評

定最有利的替選作法，內容說明的非常鉅細糜遺，本文僅簡介其作法和適用性如下並彙整如表三。 

（（（（１１１１））））以價格為標準以價格為標準以價格為標準以價格為標準    

以價格為標準，在不同性質案件，其定義也會有所不同，像委託經營的案件，因為政府提供了土

地和設施給廠商使用，這時候所謂價格指的是權利金收入；BOT 案件如採用建置和營運成本的

方式，這時候所謂價格指的是政府每年所需給付的對價或者直接向使用者收的費用；BOT 案件

如未具自償性，這時候所謂價格指的是政府投資非自償部分或補貼之利息經費。故價格高或低所

代表對案件之意義，則取決該案件對於價格之定義。原則上，以價格為標準，適用於商業性較高

者。 

（（（（２２２２））））以最有利方式為標準以最有利方式為標準以最有利方式為標準以最有利方式為標準    

即是以對政府和社會公益最有利為目的，也有人講是最經濟有利，由於考量採以價格為標準之評

決方法所面臨之課題，大部分民間參與投資新建、擴建或整建之公共建設，大都採用以最有利方

式為標準評決最優申請人。一般來講，所謂最有利如以 BOT 案件而言通常從「興建營運管理實

績與經驗」、「團隊籌組計畫」、「興建計畫」、「營運管理計畫」、「回饋計畫」、「財務計

畫」、「風險管理與保險計畫」等項目去評估，通常價格只是評審項目的一部份，而且參考採購



法有關之精神，其權重不會超過 50%，在許多案例中，投資者的完工的能力(包括工程技術、財

務能力) 才是政府最關心的。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評定方法簡介法評定方法簡介法評定方法簡介法評定方法簡介    

評定方法評定方法評定方法評定方法 方法說明方法說明方法說明方法說明 

1.以價格為標準 以價格為標準之評定方法，申請人應先通過投資計畫書之審

查，亦有採綜合性評估以投資計畫書取前三名或過最低門檻後

以價格標最高（高於底價）者為最優申請人。適用於計畫內容

單純且主辦機關能掌握興建、營運、財務特性及風險等，如過

去環保署所辦理垃圾焚化廠 BOT/BOO 案、台北市辦理台北國

際金融大樓案和市府站前交通轉運中心案。 

(1)總評分法 綜合甄審項目之各項加權評分為評決依據（權利金列入甄審項

目之一），案例以月眉育樂園區開發案最具代表性。 

(2)序位法 以綜合評審項目為依據，由委員決定各家排名順序，加總排序

後總分最少者為最優申請人，案例包括台北港貨櫃儲運中心

案、勞委會勞工教育學苑、高雄捷運紅、橘線、一、二期航空

貨運站等，應用最多。 

(3)共識決法 由工作小組提出評估意見，甄審委員會尋求最大共識，必須所

有委員出席且認同，最具代表性案例為台灣南北高速鐵路案。 

2.以最有利方式為

標準 

(4)兩兩比較

法 

綜合考量投資計畫書和權利金，適用家數較少，以往省住都局

曾應用在顧問技術採購上。 

資料彙整來源：工程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作業參考手冊」和教育部海生館、大鵬灣國家風

景區民參案件規劃之兩兩比較方法。 

…………………………………………………………………………………………………………………………………………………………………………………………………………………………………………………………………………………………………………………………………………………………………………    

四四四四、、、、國內促參案件常使用之評定方法國內促參案件常使用之評定方法國內促參案件常使用之評定方法國內促參案件常使用之評定方法     

一般幕僚小組或工作小組在選用評定方法，會參考類似實際執行過之評決案例，考量本案公益性

要求、能否反應重要決策項目、是否具邏輯性且易於解釋操作容易、及可能投標與投資廠商之家

數等因素綜合建議，雖然評定方法誠如前節所述總類非常多，但實際彙整已經或準備執行之案

例，目前主辦機關常使用的評定方法僅有六種，詳如表四，其中，序位法是目前主流方法，其方

法主要是把權利金納入投資計畫書評審之一部份，在廠商簡報後，由個別甄審委員針對投資計畫

書評分後排序，以序位總和最低者為最優。 



通常在投資計畫書評分時會設定最低門檻分數，須出席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評定達到或平均分

數達到，才會列入評比。若有綜合評審序位法排序總分相同，會以評第一名較多者為最優，若第

一名又相同時，則以第二名較多者為最優，以下類推。 

在參與民參案件甄審經驗中，特別想分享的是「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OT 案，台南縣勞工育樂

中心位於關仔嶺溫泉風景區內，當時承接本案時，已獲知參與本案擬投標廠商競爭非常激烈，縣

議會也非常關心勞工權益之維護和權利金收取，各方關說團體也積極運作，因此甄審作業備受關

心，承辦社會局承受很大壓力，招商顧問考量本案特性後，建議以序位法先取三名以內，再以權

利金最高者為最優，因為評定方法非常明確，讓參與投資廠商都沒有任何意見，也順利協助縣政

府完成 OT 甄審作業並確保縣府財庫收入。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目前常使用之評定方法目前常使用之評定方法目前常使用之評定方法目前常使用之評定方法    

評評評評    定定定定    方方方方    法法法法 已已已已    使使使使    用用用用    該該該該    評評評評    定定定定    方方方方    法法法法    之之之之    促促促促    參參參參    案案案案    件件件件     

1.綜合投資計畫書、權利金評分

後排定序位，以序位總和最低

者為最優。 

甄選投資人開發暨營運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用地案 

行政院衛生署甄選民間機構投資興建經營雙和醫院案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民間參與室內溫水游泳池興建營運

作業案 

集集共同引水計畫名間水力電廠 BOT 案 

民間參與海生館濱海管理站經營開發建設計畫案 

台東知本溫泉度假專用區 BOT 案 

勞工教育學苑委託民間經營案 

桃園縣婦女館委託民間經營案 

桃園縣南區青少年活動中心委託民間經營案 

華僑會館委託民間經營案 

桃園職訓中心部分設施委託民間經營委案 

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委託民間經營案 

布洛灣山月村委託民間經營案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民間參與營運招商案 

2.依序位法取前三名以內，再以

權利金最高者為最優。 

甄選投資人開發興建暨營運台中國際會展中心案 

台南縣勞工育樂中心委託民間經營案 



3.通過投資計畫書之審查，再以

權利金最高者為最優。 

觀光局吉貝港休閒渡假旅館民間投資興建營運案 

觀光局福隆旅館區興建營運作業案 

4.先以權利金標單評比，若金額

相同時，再以投資計畫書評比。 

市政府轉運站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營運案 

5.總評分法 民間參與鳳山淨水場淨水設施改善及營運招商案 

 

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民間投資興建營運案(若有平均分數與平均

分數最高者，差距在 3 分以內者，納入以序位法第二次評比。) 

6.兩兩比較法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民間投資興建營運 

…………………………………………………………………………………………………………………………………………………………………………………………………………………………………………………………………………………………………………………………………………………………………………    

五五五五、、、、    兩兩比較方法之深入剖析兩兩比較方法之深入剖析兩兩比較方法之深入剖析兩兩比較方法之深入剖析     

這個方法不像上節介紹的幾種方法那樣明確易懂，該方法最早曾出現在省住都局顧問技術採購

上，操作起來也很複雜，其所考慮的主要是如何將「投資計畫書之評分」和「權利金」整合成為

一個可以決定優先順序的分數。本文介紹兩兩比較方法並不是代表這個方法特別適用於促參案件

或者容易操作，只是因為這個方法最早曾經建議在教育部海生館促參案件規劃使用，但由於該案

只有一家投標，所以也沒有真正使用該方法。後來在觀光局大鵬灣國家風景區開發 BOT 案中開

始也建議採用本方法，最後卻改以序位法來評定。由於在兩案作業過程中，為了說服甄審委員，

曾經深入探討分析，因此才能了解到該方法之適用的優點和困境，由於較難解釋其理論基礎，後

來在參與的 BOT 促參案件如中正大學宿舍 BOT 案和萬華車站大樓 BOT 案都不再建議使用這個

方法。以下進一步說本方法之細節： 

「權利金」高低可從各投資廠商填報之金額可以很明顯判斷，通常以廠商所能承受之權利金上限

視為權利金評分之滿分，以政府至少要回收權利金之金額為零分，中間部分再以內插方式提供分

數等級，通常會以每增加一定金額增加一定分數做評分說明。 

「投資計畫書」由甄審委員依「評審項目」和「甄審標準」分項給分後再加總，通常會取委員的

平均分數，但是也有主辦機關進一步採用統計上常用的技巧，拿掉超過或低於平均分數上下一定

範圍的委員所打的分數，以避免個人委員強烈喜好而影響到評定結果。 

為使大家更容易以後面對甄審委員說明評審辦法時，更能掌握重點，本文將一併深入分析兩兩比

較方法和所衍生之方法，即使未來可能不會採用兩兩比較方法，但也可提供一些原理說明。 

（（（（一一一一））））兩兩比較方法說明兩兩比較方法說明兩兩比較方法說明兩兩比較方法說明    

評定方法參數說明，投資廠商假設按投資計畫書分數優先順序計有 A（投資計畫書分數 A1,權利

金 A2）、B（投資計畫書分數 B1,權利金 B2）、C （投資計畫書分數 C1,權利金 C2）等三家，請



注意在排序上一定是 A1>B1>C1，先計算 A 與 B 之比較：W1 ×(A1-B1)/B1＋W2×(A2-B2)/B2；再計

算 A 與 C 之比較：W1 ×(A1-C1)/B1＋W2×(A2-C2)/C2：再計算 B 與 C 之比較：W1 ×(B1-C1)/C1＋

W2×(B2-C2)/C2。如果 A 與 B 之比較值為正，代表 A 優於 B，如果 A 與 B 之比較值為負，則代表

B 優於 A，其他比較亦同。最後根據三次的比較結果可以判斷三者之排序。舉實際案例：假設經

第一階段評選有三家入圍投標商，其投資計畫書評分與權利金如表五和圖一，評定方法係綜合評

審項目之投資計畫書和權利金，假設投資計畫書權重 60%、權利金權重 40%。有關評決之計算方

式如下： 

表五表五表五表五    入圍投標商投資計畫書評分評分與權利金入圍投標商投資計畫書評分評分與權利金入圍投標商投資計畫書評分評分與權利金入圍投標商投資計畫書評分評分與權利金    

入圍投標商 A 投資計畫書評分：100 分 權利金：26 億 

入圍投標商 B 投資計畫書評分：85 分 權利金：30 億 

入圍投標商 C 投資計畫書評分：75 分 權利金：40 億 

註：權利金係依權利金報價單折現總計金額 

 

Ａ．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 A 與第二優先 B

比較如表六，可知 A 在投資計畫書上較 B 優

17.65%，但在權利金上低(-13.33%)。經分別考

量權重後，A 在投資計畫書上較 B 優 0.6×17.65%

＝10.59%，而在權利金上低 0.4×(-13.33%)＝

-5.33%，相加後 10.59% - 5.33% = 5.25% 為正

值，因此 A 優於 B。 

  

  

  

 

 

表六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與第二優先比較表表六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與第二優先比較表表六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與第二優先比較表表六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與第二優先比較表    

比較 

入圍投標商 
投資計畫書

評分 

權利金 

（億） 投資計畫書 權利金 

 

((((投資計畫書評分投資計畫書評分投資計畫書評分投資計畫書評分) ) ) )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兩兩兩兩兩比較方法評審項目分布兩比較方法評審項目分布兩比較方法評審項目分布兩比較方法評審項目分布        



A 100 26 

B 85 30 

（100-85）/85 = 17.65% （26-30）/30 = -13.33% 

Ｂ．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 A 與第三優先 B 比較如表七，可知 A 在投資計畫書上較 C 優

33.33%，但在權利金上低(-35.00%)。經分別考量權重後，A 在投資計畫書上較 C 優 0.6×33.33%＝

20.00%，而在權利金上低 0.4×(-35.00%)＝-14.00%，相加後 20.00% - 14.00% = 6.00% 為正值，因此

A 優於 C。 

表七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與第三優先比較表表七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與第三優先比較表表七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與第三優先比較表表七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一優先與第三優先比較表    

比較 

入圍投標商 
投資計畫書

評分 

權利金 

（億） 投資計畫書 權利金 

A 100 26 

C 75 40 
（100-75）/75 = 33.33% （26-40）/40 = -35.00% 

  

Ｃ．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二優先 B 與第三優先 C 比較如表八，可知 B 在投資計畫書上較 C 優 13.33%，

但在權利金上低(-25.00%)。經分別考量權重後，B 在投資計畫書上較 C 優 0.6×13.33%＝8.00%，

而在權利金上低 0.4×(-25.00%)＝-10.00%，相加後 8.00% -10.00% = -2.00% 為負值，因此 C 優於 B。 

表八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二優先與第三優先比較表表八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二優先與第三優先比較表表八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二優先與第三優先比較表表八投資計畫書評分第二優先與第三優先比較表    

比較 

入圍投標商 
投資計畫書

評分 

權利金 

（億） 投資計畫書 權利金 

B 85 30 

C 75 40 

（85-75）/75 =13.33% （30-40）/40 = -25.00% 

Ｄ．綜合上述比較結果，顯示三家入圍投標商評選排序分別為 A>C>B，亦即入圍投標商 A 可望

成為最優投標商，入圍投標商 C 可望增選為次優投標商。其實從圖一上其實可以找出很多等優

線（從本案例來看似乎不是平行線），若以通過 A 點那條等優線來看，表示在那條線上的任何

一點，投資計畫書和權利金雖然都不同，但經過加權後，其總體表現與 A 相當，若有廠商之表

現落點在等優線上方，則表示該廠商比 A 廠商較優，反之，若有廠商之表現落點在等優線下方，

則表示該廠商比 A 廠商較差。以本案來講，圖一上 B、C 位於通過 A 等優線之左下方，而通過

次優 C 之等優線則將會向右穿過 A、B 之間。 

 



（（（（二二二二））））兩兩比較方法之迷失兩兩比較方法之迷失兩兩比較方法之迷失兩兩比較方法之迷失    

Ａ．基本上，若照其規定之排序去比較，該不致產生矛盾情況，如產生 A>B、A<C、C<B 或 A>B、

A=C、B<C，但因個人能力無法證明在不同權重、規模範圍條件下不會發生，萬一發生了，其後

果非常嚴重，廠商一定會提異議或申訴。 

Ｂ．為什麼一定要按投資計畫書分數來排序 A、B、C？筆者曾經以隨機排序方式試算過，有產

生各次比較之結果相互矛盾以致於無法確定何者是最優，但是為什麼不用權利金來排序？也許可

以說我們比較重視投資計畫書吧。 

Ｃ．比較所用公式如 W1 ×(A1-B1)/B1＋W2×(A2-B2)/B2，為什麼分母要用後者？可能是一般習慣

以被比較者當分母，若用其他方式究竟會不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特別以本案例試算，其結果如

表九，產生了不一致之效果，但這是只是遊戲規則不同，其公式應該沒有對或錯。 

 

 

表九表九表九表九    兩兩兩兩兩兩兩兩比較方式與衍生方法之比較比較方式與衍生方法之比較比較方式與衍生方法之比較比較方式與衍生方法之比較    

分母不同公式(以 A 與 B 比較為例) 
項目 

A-B/B A-B/A A-B/(75,26) A-B/[(A+B)/2] 

A-B 5.25% 2.85% 5.85% 1.00% 

A-C 6.00% -6.54% -1.54% 0.04% 

B-C -2.00% -6.27% -7.38% -0.98% 

結果 A＞C＞B C＞A＞B C＞A＞B A＞C＞B 

說明 

以投資計畫書順位在

後者為底數，使權利

金高低之敏感性變小 

以投資計畫書順位在

前者為底數，使權利

金高低變的重要 

以投資計畫書(75 分)

及權利金(26 億)最低

標準為底數，使權利

金變的重要 

以算數平均數為底

數，可使權利金高低

之敏感性比前項小 

…………………………………………………………………………………………………………………………………………………………………………………………………………………………………………………………………………………………………………………………………………………………………………    

六六六六、、、、    以標準化加權方法進行評估以標準化加權方法進行評估以標準化加權方法進行評估以標準化加權方法進行評估     

鑒於兩兩比較方法，其實也是要解決評分標準化的問題，筆者請教部門其他同仁提供以統計標準

化法方式，提出另一種較具理論基礎的評定方式(仍祈統計學先進指正) ，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計算公式    

Ａ．標準差 σ(採用偏誤估計計算) =     

Ｂ．標準化常態分配公式 Zx=(Xi– )/ σ    

Ｃ．綜合評分＝W1×Zx＋W2×Zy    

其中，投資計畫書分數為 Xi，i 為第幾家，n 為合格申請人個數。 (權利金 Yi 部分比照投資計畫

書分數為 Xi 公式)  

（（（（二二二二））））以同一案例試算如表十以同一案例試算如表十以同一案例試算如表十以同一案例試算如表十，，，，顯示排序結果為顯示排序結果為顯示排序結果為顯示排序結果為 AAAA＞＞＞＞CCCC＞＞＞＞BBBB。。。。    

表十統計標準化加權評定方式試算表十統計標準化加權評定方式試算表十統計標準化加權評定方式試算表十統計標準化加權評定方式試算    

項目 投資計畫書標準化 Zx 權利金標準化 Zy 加權(W1= 60%，W2=40%) 

A 1.29 5.89 0.37 

B -0.16 -1.02 -0.23 

C -1.14 1.36 -0.14 

結果 A > C >B 

七七七七、、、、    以以以以 TOPSISTOPSISTOPSISTOPSIS 順序評估方法進行評估順序評估方法進行評估順序評估方法進行評估順序評估方法進行評估     

（（（（一一一一））））方法說明方法說明方法說明方法說明    

TOPSIS 為「Technique for Order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之簡寫，即為「理想解類似

度偏好順序評估法」。TOPSIS 法為 Yoon 與 Hwang，1981 年所發展之一種多評準決策方法，乃

根據「距理想解（Ideal Solution）之距離最短，且距負理想解（Negative-idealSolution）之距離為

最遠」，作為方案選擇之依據。其假設每一準則（目標或屬性）具有單調遞增或遞減之效用，則

理想解為所有準則最佳值所組成，而負理想解則為所有準則最差值所組成，如圖二所示，方案Ａ

1 與Ａ2 比較時由於方案Ａ1 至理想解(Ａ*)與負理想解(Ａ-)之距離較短，方案Ａ1 之 a1／(a1+b1)

值較方案Ａ2 之 a2／(a2+b2)值大，因此方案Ａ1 較方案Ａ2 排序為優先。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TOPSISTOPSISTOPSISTOPSIS 順序評估方法圖示順序評估方法圖示順序評估方法圖示順序評估方法圖示    

    

（（（（二二二二））））案例評決說明案例評決說明案例評決說明案例評決說明    

Ａ．各準則評值標準化： rij= Xij / (Σxij2)1/2 

 

Ｂ．加權：[Vij]=[Wi rij] 

 

Ｃ．求取至理想解(A*：為投資計畫書分數最高和權利金最高的點）之距離 Sj*與負理想解(Ａ-：

為投資計畫書分數最低和權利金最低的點)之距離 Sj-  

 

Ｄ．計算與理想解接近程度 Cj*＝Sj-/( Sj*+ Sj-) 

 

 

（（（（三三三三））））以同一案例試算如表十一以同一案例試算如表十一以同一案例試算如表十一以同一案例試算如表十一，，，，顯示排序結果為顯示排序結果為顯示排序結果為顯示排序結果為 CCCC＞＞＞＞AAAA＞＞＞＞BBBB    

表十一統計標準化加權評定方式試算 

案例與情境 與理想解接近程度 

A 0.4997 

B 0.3450 

C 0.5003 

結果 C＞A＞B 



 ………………………………………………………………………………………………………………………………………………………………………………………………………………………………………………………………………………………………………………………………………………………………………… 

八八八八、、、、    兩兩比較方法之深入剖析兩兩比較方法之深入剖析兩兩比較方法之深入剖析兩兩比較方法之深入剖析 

（一）本文介紹各種評定方式從最簡單到繁複均有，但詳細的說明仍請參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甄審作業參考手冊」。 

（二）本文特別介紹本「兩兩比較方法」並不是因為這個方法特別適用於促參案件或者容易操作，

只是因為在辦理促參案件過程有接觸，且為說服甄審委員特別曾經去深入分析，但最後也沒有辦

法證明兩兩比較不會產生有矛盾情況。 

（三）後續提出了較具理論基礎的「標準化加權方法」、「TOPSIS 順序評估方法」，其評定結

果也與「兩兩比較方法」不一定相同。 

（四）不同評定方法對相同案例優先順序將產生不同之結果，其差異只是遊戲規則不同並非評定

方式有誤，可能係因所假設不同、考量觀點不同、計算公式不同，甚至權重不同所導致。 

（五）政府常會要求促參案件要「物超所值」（Value for money），但我們也深刻體會天下沒有

白吃的午餐，對民間投資業者而言，沒有合理的利潤可能不會來投資的，當政府官員在要求投資

者負擔較多不合理的責任或風險時，而終於找熱心公益的善心廠商，這可能才是夢靨的開始。 

 



 

…………………………………………………………………………………………………………………………………………………………………………………………………………………………………………………………………………………………………………………………………………………………………………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長銲鋼軌是指長度在二百公尺以上，能在中央產生不動區間之連續銲接鋼軌，簡稱長軌。 

長軌舖設是軌道工程技術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及趨勢，它大大減少軌道養護及維修的人力與成本，

並提昇了行車的舒適性。 

隨著國內捷運系統及高速鐵路等軌道工程漸蓬勃發展，長軌舖設相關技術的研究亦日趨重要，本

文即針對舖設長軌之軌道所衍生之問題及國內相關規範之規定作一廣泛探討及說明，內容包括： 

(一)溫度力與舖定溫度 

(二)長軌端伸縮量計算 

(三)軌道挫屈與道床阻力 

另外鐵路橋梁上舖設長軌所引致的橋上長軌縱向力問題亦是本文所要探討的課題，包括： 

(一)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 

(二)低溫斷軌開口量計算 

(三)跨距及支承配置對橋上長軌之影響 

(四)道床阻力對橋上長軌之影響 

(五)橋梁固定支承的長軌縱向載重 

最後針對軌道挫屈及橋上長軌各舉一案例作實例分析與評估。 



二二二二、、、、    溫度力與舖定溫度溫度力與舖定溫度溫度力與舖定溫度溫度力與舖定溫度        

（（（（一一一一））））溫度力溫度力溫度力溫度力    

不受拘束可自由伸縮之鋼軌，當其受溫度變化之伸縮量為： 

δ＝βΔt L 

式中 β：鋼軌膨脹係數（11.4×10－6） 

Δt：溫度變化量 

L：鋼軌長度 

當鋼軌的軸向變形被限制，無法自由伸縮時，鋼軌的軸向變形將轉換為內應力，由材料力學力與

變位的關係可知： 

 

由上式推得鋼軌溫度力 Pt 為：    Pt＝EAβΔt(1) 

 

由式(1)可以瞭解，鋼軌溫度力與溫度變化成正比，但與鋼軌長度無關，這就是舖設長軌的理論

基礎。因此，理論上長軌舖設可以無限延伸，但考量不同路況及號誌迴路等限制，必須切斷長軌

設置伸縮接頭，對於號誌迴路問題，目前已可採用膠接絕緣接頭接續長軌。 

（（（（二二二二））））舖定溫度舖定溫度舖定溫度舖定溫度    

由於鋼軌溫度力與溫度變化有直接關係，而溫度變化量是以相對於長軌舖設時的平均軌溫做為舖

定溫度來估算，因此必須選擇適宜的舖定溫度，滿足下列二項原則： 

（（（（１１１１））））夏季最高軌溫仍不致發生軌道挫屈夏季最高軌溫仍不致發生軌道挫屈夏季最高軌溫仍不致發生軌道挫屈夏季最高軌溫仍不致發生軌道挫屈。。。。 

（（（（２２２２））））冬季最低軌溫不致發生鋼軌斷裂冬季最低軌溫不致發生鋼軌斷裂冬季最低軌溫不致發生鋼軌斷裂冬季最低軌溫不致發生鋼軌斷裂。。。。 

軌溫不完全與氣溫相同，兩者關係如下： 

１．氣溫在 0℃以上，白天測得的軌溫高於氣溫。 

２．夏季軌溫比氣溫高，最大相差 20℃。 

３．冬季軌溫與氣溫相近。 



根據實測資料，建議採用當地近 30 年之最高氣溫加 20℃作為最高軌溫，以最低氣溫作為最低軌

溫。依據國內頒佈之「1067 公厘軌距鐵路長銲鋼軌舖設及養護規範」之規定，最高軌溫為 60℃，

最低軌溫為 0℃ 

（（（（１１１１））））依據原則依據原則依據原則依據原則(A)(A)(A)(A)決定舖定溫度最低限決定舖定溫度最低限決定舖定溫度最低限決定舖定溫度最低限    

以 50N 鋼軌，曲線半徑 R＝1000m，道碴橫向阻力 g＝400kgf/m，縱向阻力 γ＝2g，所對應之最

低挫屈強度 Pt＝70t，設安全率＝20%，    

則 P＝70－(70×0.2)＝56t    

依式(1)    

 

即為防止軌道挫屈，長軌舖定溫度不得低於最高軌溫 35℃。 

（（（（二二二二））））依據原則依據原則依據原則依據原則(B)(B)(B)(B)決定舖定溫度最高限決定舖定溫度最高限決定舖定溫度最高限決定舖定溫度最高限

    

則溫度變化容許應力 σa＝  

 

即為防止鋼軌斷裂，長軌舖定溫度不得高於最低軌溫 40℃。依日本從鋼料特性研究，採用 50℃

尚屬安全。根據(A)及(B)計算結果，長軌舖定範圍如圖 1。 

圖圖圖圖 1111 舖定溫度範圍示意圖舖定溫度範圍示意圖舖定溫度範圍示意圖舖定溫度範圍示意圖        

 



依據國內頒佈之「1067 公厘軌距鐵路長銲鋼軌舖設及養護規範」之規定，長銲鋼軌舖定溫度可

依表一「鋼軌舖定範圍表」之規定辦理。 

 

長軌舖定溫度若不在舖定溫度範圍內，必須選擇適當時機作應力解放重新舖定，並將舖定溫度詳

實記錄，作為日後養護維修時核算長軌溫度力的依據。  

…………………………………………………………………………………………………………………………………………………………………………………………………………………………………………………………………………………………………………………………………………………………………………    

 

三三三三、、、、    長軌端伸縮量計算長軌端伸縮量計算長軌端伸縮量計算長軌端伸縮量計算 

 

參考圖 2，舖設長軌路段，當鋼軌受溫度變化產生軸向變形時，由於受道床縱向阻力 γ0 的拘束，

軸向變形將由軌端逐漸轉化為軸力，累積儲存應變能於鋼軌中，當溫度變形完全轉為軸力，即鋼

軌無軸向變形時，即構成長軌的不動區間，此時鋼軌的軸力為式(1)的 Pt 值。 

 

圖圖圖圖 2222    長軌軸力圖長軌軸力圖長軌軸力圖長軌軸力圖        

 

 



但在長軌兩端的伸縮區間，縱向阻力 γ0 尚未完全阻止溫差造成的鋼軌軸向變形，因此長軌兩端

仍有伸縮區間的伸縮量，此伸縮量的估計，依材料力學可知，恰為軸力圖斜線面積除以 EA，其

推導如下： 

伸縮區間長度                       (2) 

斜線面積  

軌端伸縮量               (3) 

當長軌兩端有接頭阻力(PH)時，鋼軌的軌端伸縮尚須克服軌端的接頭阻力，因此圖 2 長軌軸力圖

應修正如圖 3： 

 

圖圖圖圖 3333    具接頭阻力之長軌軸力圖具接頭阻力之長軌軸力圖具接頭阻力之長軌軸力圖具接頭阻力之長軌軸力圖    

伸縮區間長度 Xb’及軌端伸縮量 Yo’應修正如下：  

                      (4) 

                    (5) 



四四四四、、、、    軌道挫屈與道床阻力軌道挫屈與道床阻力軌道挫屈與道床阻力軌道挫屈與道床阻力     

（（（（一一一一））））軌道挫屈軌道挫屈軌道挫屈軌道挫屈    

鋼軌隨溫度變化而伸縮，若伸縮受阻，即產生內應

力。令 Dt 表示鋼軌溫度與舖設溫度的差值，則伸縮

受阻鋼軌的軸力 Pt＝EAsDt。軌道強度不足以抵抗

膨脹壓力時，軌道即向橫方向變形，稱為軌道挫屈。 

軌道挫屈與一般構材挫屈不同，軌道除靠鋼軌本身

的勁性外，也靠道床及軌框勁性抵抗挫屈，因此挫

屈形狀及波長皆變化極大，同時道床抵抗力與變形

間的關係亦非線形，因此分析較困難。挫屈形狀一

般在曲線半徑 R＜800 公尺為單曲線，在直線或 R

＞800 公尺為 S 曲線。 

軌道受軸壓變形情形可以圖 4 表示。溫度上昇初

期，鋼軌因軸壓之橫向變位量甚小，到達 A 點後，溫度雖維持不變，鋼軌橫向變位量大增，至 B

點才達到穩定狀況。此種由 A 點突然大量變化到 B 點的現象即為軌道挫屈。為確保安全起見，

一般取 C 點的 Pt 量為軌道最低挫屈強度。 

根據日本沼田實博士以實物軌道試驗結果，導演出下

述的軌道挫屈理論： 

（（（（１１１１））））挫屈抗力挫屈抗力挫屈抗力挫屈抗力    

軌道挫屈須賴軌框勁性及道床力來抵抗。軌框由鋼軌

與枕木藉扣件成一體，軌框勁性遠大於鋼軌本身的勁

性。道床阻力則包括縱向阻力與橫向阻力，為阻止軌

道挫屈最主要的部份。 

 

（２２２２））））挫屈波形挫屈波形挫屈波形挫屈波形 

依據實物及模型軌道實驗結果，挫屈波形共有圖 5

所示的 4 種，皆屬正弦波形。 

（（（（３３３３））））挫屈後的軸壓力分佈挫屈後的軸壓力分佈挫屈後的軸壓力分佈挫屈後的軸壓力分佈 

 

圖圖圖圖 4 4 4 4 溫度上昇與鋼軌變位關係溫度上昇與鋼軌變位關係溫度上昇與鋼軌變位關係溫度上昇與鋼軌變位關係    

 

圖圖圖圖 5 5 5 5 曲線上的挫屈波形曲線上的挫屈波形曲線上的挫屈波形曲線上的挫屈波形    



軌道挫屈後，軸壓力分佈如圖 6 所示。軌道橫方向變

位同時，亦有縱向伸長，解放部份軸壓力，使挫屈部

份的軸壓力由 Pt 降至 P，而達到平衡狀態。鄰接部份

的軸壓力則介於 P 與 Pt 間。當鋼軌溫度上昇，軸壓

力達 Pt，但尚未挫屈時，軸壓力 Pt 定義為最低挫屈

強度 Pt,min。 

日本國鐵採用依據能量法推導之理論式，將鋼軌軸力

使其產生變形之內能與阻止其產生挫屈波形之外功取得平衡而得挫屈理論式如下： 

… ………(6) 

其中 

                     

Pt：發生挫屈瞬間前之鋼軌軸力(kgf)             P：發生挫屈後之平衡軸力(kgf) 

n：挫屈波形數                               E：鋼軌彈性係數(2.1x106 kgf/cm2) 

J：鋼軌之橫向慣性力矩(cm4)                   r：道床縱向阻力(kgf/cm) 

g：道床橫向阻力(kgf/cm)                      A：鋼軌斷面積(cm2) 

 

上式之挫屈強度 Pt 與平衡軸力 P 之間，以最小能量原理求得最小挫屈強度 Pt,min 即為鋼軌挫屈

強度。 

（（（（二二二二））））道床阻力道床阻力道床阻力道床阻力    

 

圖圖圖圖 6666    挫屈後的軸力分佈挫屈後的軸力分佈挫屈後的軸力分佈挫屈後的軸力分佈    



影響挫屈強度的軌道因素除了前述的曲線半徑及鋼軌種類外，尚包括(1)道床抵抗力(2)軌框強度

及(3)軌道不整等，其中以道床抵抗力的影響最大。 

道碴橫向阻力一般以軌道單側每單位公尺之橫向阻力大小（kgf/m）表示，其測量方法，係使用

「道碴阻力測定器」將道床中之 PC 枕 1 根向軌道外方抽拉，然後視壓力計達最大值時，記錄其

道碴阻力，再將該道碴阻力值換算為軌道單側每單位公尺之道碴橫向阻力值 g。 

據佐藤吉彥研究結果顯示：枕木的底面、側面及端面各分擔三分之一的道床橫抵抗力。因此枕木

浮起將減低道床抵抗力。一根枕木發揮之道床抵抗力可以下式表示： 

F ＝ aW+bρGe+cρGs(7)                         其中 W ＝枕木上重量(kgf) 

ρ＝道碴單位體積重量(kgf/cm3)                   Ge ＝枕木端面對上緣之斷面一次矩(cm3) 

Gs ＝枕木側面對上緣之斷面一次矩(cm3)           a,b,c＝係數，如下表 

係數 

軌道結構 

a b c 

PC 枕、碎石 0.75 29 1.8 

木枕、碎石 0.75 29 1.3 

 式中右邊三項分別表示枕木底面，端面及側面的橫抵抗力值。公式計算結果與實測值約有 10%

的誤差，故以公式求其抵抗力，精確度可接受。 

道床抵抗力除了橫向抵抗力外，還有沿軌道縱向阻止伸縮之縱向抵抗力，長軌縱向抵抗力隨多種

因素而改變，包括道碴品質及枕木的材質、重量、尺寸、排列間距等因素。因此要估計軌道縱向

抵抗力的大小，需記錄長軌軌溫與長軌兩端伸縮接頭之伸縮量，製作長軌伸縮管理圖來推定縱向

抵抗力的大小，若無現地實測資料可供參考時，一般可取 γ＝1.5g~2g。 

依據國內之規定，長銲鋼軌之道床阻力應達到如表二之道碴橫向阻力及 600kgf/m 以上之縱向阻

力。 

 



五五五五、、、、    橋上長銲鋼軌受溫度變化之軸力分析橋上長銲鋼軌受溫度變化之軸力分析橋上長銲鋼軌受溫度變化之軸力分析橋上長銲鋼軌受溫度變化之軸力分析        

長銲鋼軌舖設於橋梁上時，隨著溫度變化，梁會以固定支承端為不動點而發生伸縮，由於梁與鋼

軌之溫度變化伸縮量相異，致鋼軌與梁之間會有軌道縱向力之作用。 

長銲鋼軌與橋梁間縱向作用力之傳達路徑如圖 7，對於橋枕軌道、版式軌道及直結軌道而言，鋼

軌與梁間縱向作用力之大小係依預先設計之鋼軌扣件之縱向阻力而決定，另一方面橋梁受溫度變

化之伸縮則受支承束制之影響；因此長銲鋼軌與橋梁間之互制影響沿著軌道之縱方向增減鋼軌軸

力，使軸力分佈複雜化。 

因此無道碴之橋梁上舖設長銲鋼軌時，必須針對橋軌互制之影響實施計算，檢討是否適宜舖設長

銲鋼軌。 

 
圖圖圖圖 7777    橋上長銲橋上長銲橋上長銲橋上長銲鋼軌與橋梁間作用力之傳達徑路鋼軌與橋梁間作用力之傳達徑路鋼軌與橋梁間作用力之傳達徑路鋼軌與橋梁間作用力之傳達徑路 

（（（（一一一一））））基本計算式基本計算式基本計算式基本計算式    

（（（（１１１１））））分析計算使用之符號分析計算使用之符號分析計算使用之符號分析計算使用之符號 

 

圖圖圖圖 8888    縱向阻力之作用與軸力分布縱向阻力之作用與軸力分布縱向阻力之作用與軸力分布縱向阻力之作用與軸力分布     



參考圖 8，為簡化起見，以單跨簡支梁為例說明，分析計算時使用之符號如下： 

 

（（（（２２２２））））假設條件假設條件假設條件假設條件    

分析計算時假設條件如下： 

１．長銲鋼軌舖定時之橋梁溫度與鋼軌溫度相同，而溫度上昇量、下降量亦相等。 

２．梁不被鋼軌拘束，隨溫度之變化自由伸縮。 

３．橋上縱向阻力 g 及路堤段縱向阻力 g0 為定值。 

４．梁與鋼軌之相對變位是經由梁上之扣結裝置，對鋼軌施加單位長度均等之縱向阻力 g 所造成。 

考慮長銲鋼軌之不動區間內有單跨之橋梁時，所定之溫度上昇量 t 時，梁之伸長量為向右移動以

Gy 直線表示。此時鋼軌各點相對於舖定時之移動量以 Ry 曲線表示，於 O 點梁與鋼軌之移動量

相等(Gy＝Ry)，此時在 AC 及 BD 間因鋼軌向右側移動，故縱向阻力 g0 向左側作用，於 OA 間亦

因鋼軌向右之移動量比梁大，致縱向阻力 g 向左作用，另一方面 OB 間之梁向右移動較大，因此

縱向阻力 g 向右作用。 

如上述決定阻力方向，即對應之軸力分佈可得如圖 8 所示，求解未知數 c1、c2、d。 

（（（（３３３３））））分析計算流程分析計算流程分析計算流程分析計算流程    

於前述假設之條件下，對梁上長銲鋼軌之軸力計算流程如下： 

１．假設鋼軌與梁之位移一致點 O，繪製軸力分佈圖如圖 8 所示之情形，此時 C、D 為梁區間外

鋼軌之不動點。 

２．由力的平衡可得如下之關係式。 



 

３．CO 間之鋼軌伸長量與 O 點之梁移動量為一致，S1 為 CO 間之軸力圖所包含之面積，則 CO

間之變位可以下式表示 

             (9) 

同樣對 OD 間； 

           (10) 

４．(8)～(10)式聯立求解可得 c1、c2、d。以此計算雖然亦可適用二跨度以上之橋梁，但隨著跨

數增加，變數亦增加，難解度亦提高。 

５．若解答不適當須重新假設位移一致點 O 再計算，如某支梁之位移一致點 O，經檢算後超過

該梁範圍，表示一致點假設位置不適當，必須改變一致點重新計算。 

６．繪製最高軌溫下之橋上長軌之軸壓力分佈圖，並檢討軸壓之挫屈穩定性，以國內常用的 50N

及 UIC60 鋼軌為例，在滿足基本道床阻力條件下，鋼軌軸力不得超過 74tf（50N）及 100tf（UIC60），

若在曲線段則需依前述軌道挫屈強度計算曲線段鋼軌之挫屈強度，再加以評估其挫屈穩定性。 

７．繪製最低軌溫下之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檢核斷軌開口量，參考圖 9，當長軌裂斷為兩節，

受拉鋼軌將由斷口向兩邊收縮，形成一斷軌開口，其開口量估計可以軸拉力圖在斷口處以縱向阻

力為斜率，向兩側繪製兩條斜線延伸至軸力線，其所包圍的斜線面積 SD 除以 EA 即為斷軌開口

量 D，如下式： 

              (11) 

考量此開口量的目的在防止鋼軌在疲勞或其他因素下發生斷軌時，形成之斷軌開口仍不致使列車

運行時發生脫軌意外，嚴格來說，斷軌開口量容許值應與鋼軌強度及營運列車之輪徑有關，但國

內規範並無明確規定，參考日本文獻資料，一般可採用 50mm（50N）及 70mm（UIC60）作為開

口量容許值。 

 

 

 



圖圖圖圖 9999    裂斷時開口量之軸拉力圖裂斷時開口量之軸拉力圖裂斷時開口量之軸拉力圖裂斷時開口量之軸拉力圖        

 

 

（（（（二二二二））））橋上長軌檢核時梁長之決定橋上長軌檢核時梁長之決定橋上長軌檢核時梁長之決定橋上長軌檢核時梁長之決定    

如前所述，橋上長銲鋼軌受溫度變化之軸力分析的基本模型為簡支梁，然而實際橋梁型式可能是

連續梁、懸臂梁、或多種橋梁型式組合而成，因此在進行橋上長軌檢討前，必須將橋梁分析模型

簡化成簡支梁型式，方能依前述理論進行橋上長軌之分析檢核。 

而上述簡化分析之簡支梁模型之決定，係考量橋梁上構受溫度變化而產生軸向變形時，根據軸向

變形的束制情況，決定其固定端支承及可動端支承位置，並進而決定梁長，參考圖 10。 

 

圖圖圖圖 10101010    橋上長軌檢核時梁長之決定方式橋上長軌檢核時梁長之決定方式橋上長軌檢核時梁長之決定方式橋上長軌檢核時梁長之決定方式 



（（（（三三三三））））跨距及支承配置對橋上長軌之影響跨距及支承配置對橋上長軌之影響跨距及支承配置對橋上長軌之影響跨距及支承配置對橋上長軌之影響     

長銲鋼軌在活動端有軸力累積現象，在梁長較大之活動端亦有較大軸力，參考圖 11 不同支承配

置（FM 及 FF、MM）之橋上長軌軸力計算例中，可以比較發現；FF、MM 支承配置之橋梁鋼軌

軸力較均一，不易累積軸力，而 FM 支承配置之橋上長軌軸力雖然中央附近軸力較小，但活動端

橋台卻有軸力累積現象，顯然，支承配置對橋上長軌之軸力有顯著影響。 

當橋梁跨距增加時，軸力高峰值亦將隨之提高，當橋長增加時，以型式 I（FF、MM）配置之橋

梁，在相同跨距下，簡支梁跨數超過六跨與六跨梁計算結果相近，因此跨數超過六跨之簡支橋軸

力計算可以六跨梁的計算結果代替。而以型式 II（FM）配置之橋梁，當橋長增加時，活動端橋

台軸力亦隨之提高，顯然此種支承配置之橋梁不利於多跨之橋上長軌之佈設，解決之道可在適當

位置設置伸縮接頭或緩衝軌，以降低軸力累積現象。 

 

(a) (a) (a) (a) 型式型式型式型式 I (FFI (FFI (FFI (FF、、、、MMMMMMMM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之橋上長軌軸力圖之橋上長軌軸力圖之橋上長軌軸力圖之橋上長軌軸力圖    

 

 

(b) (b) (b) (b) 型式型式型式型式Ⅱ(FMⅡ(FMⅡ(FMⅡ(FM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之橋上長軌軸力圖之橋上長軌軸力圖之橋上長軌軸力圖之橋上長軌軸力圖    

 

圖圖圖圖 11111111 支承配置與鋼軌軸力分佈之關係支承配置與鋼軌軸力分佈之關係支承配置與鋼軌軸力分佈之關係支承配置與鋼軌軸力分佈之關係    



（（（（四四四四））））道床阻力對橋上長軌之影響道床阻力對橋上長軌之影響道床阻力對橋上長軌之影響道床阻力對橋上長軌之影響    

由圖 11 橋上長軌之軸力圖可知，軸力線的斜率均為縱向阻力 γ，當縱向阻力越大，軸力波峰值

亦大，再參考圖 8 縱向阻力作用與軸力分佈，鋼軌雖受橋梁伸縮之影響而產生軸力變化，但橋梁

本身亦承受其反力，此力即為橋梁固定支承設計所需考量之長軌縱向載重，此縱向載重在全跨中

雖有正有負，但考量安全性而以全跨長乘以縱 

 

 

L：梁長 

由上式可知，縱向阻力 γ 越大，橋梁固定支承之縱向載重越大。 

基於上述理由，日本鐵路針對橋上長軌，常採取降低扣件縱向阻力之方式，來降低鋼軌軸力及橋

梁支承之受力。 

…………………………………………………………………………………………………………………………………………………………………………………………………………………………………………………………………………………………………………………………………………………………………………    

六六六六、、、、    軌道挫屈實例評估軌道挫屈實例評估軌道挫屈實例評估軌道挫屈實例評估        

本案例為路堤段道碴軌道，舖設 50N 長銲鋼軌，其基本資料如下： 

軌道曲線半徑 R=800m 

道床阻力依”1067 公厘軌距鐵路長焊鋼軌舖設及養護規章”最小需求。 

道床縱向阻力 γ=600kgf/m 

道床橫向阻力 g=400kgf/m 

舖定溫度 = 16 ℃ 

最高軌溫 = 60 ℃ 

鋼軌彈性模數 E = 2100000 kgf/cm2 

鋼軌斷面積(50N) A = 64.05 cm2 

膨脹係數 β= 0.0000114   

Δt = 44 ℃ 

鋼軌溫度力 Pt =EAβΔt =67.47 tf 



 

 

(NG) 

所以在最高軌溫（60 ℃）下，因為列車行駛所造成之振動、煞車等影響，導致軌道橫向阻力不

足，即發生軌道挫屈(圖 12)。 

 

圖圖圖圖 12121212    軌道挫屈圖軌道挫屈圖軌道挫屈圖軌道挫屈圖        



七七七七、、、、    橋上長銲鋼軌實例分析橋上長銲鋼軌實例分析橋上長銲鋼軌實例分析橋上長銲鋼軌實例分析        

 

圖圖圖圖 13131313 橋梁配置圖橋梁配置圖橋梁配置圖橋梁配置圖    

本案例為一 15 跨鐵路橋梁，跨距及支承配置詳圖 13，橋上採用無道碴版式軌道，橋台以外採用

道碴軌道，舖設 50N 長銲鋼軌，全橋位於長銲鋼軌之不動區間，其基本資料如下： 

曲線半徑 R＝820M 

舖定溫度 25℃ 

 

橋上版式軌道採用之 Pandrol 扣件，設計扣夾力為 300kgf/個 

路堤段道碴軌道採用之 Pandrol 扣件，設計扣夾力為橋上的二倍，約為 600kgf/個 

軌枕間距 S＝0.625m 

（（（（一一一一））））道床阻力計算道床阻力計算道床阻力計算道床阻力計算    

橋上屬於版式軌道（直結軌道），鋼軌係藉由扣件固定在版式軌道上，因此鋼軌縱向阻力直接與

扣件扣夾力有關；一組扣件（兩個）所提供之縱向阻力 γ 可計算如下： 

扣件與鋼軌間之摩擦係數 μ＝0.5 

縱向阻力 γ＝300×2×0.5/0.625＝480kgf/m 

路堤段屬於道碴軌道，軌道縱向阻力受道碴影響，必須記錄區間內鋼軌伸縮管理圖來估計道碴縱

向阻力，目前缺乏此項資料可供參考，故取縱向阻力 γ＝2g；g 為橫向阻力，可依式（7）計算

一根 PC 軌枕（參考圖 14）之橫抵抗力 F，再推求單根鋼軌之縱向阻力，計算如下： 

 



圖圖圖圖 14PC14PC14PC14PC 軌枕斷面圖軌枕斷面圖軌枕斷面圖軌枕斷面圖    

 

 

軌枕上重量（含鋼軌及軌枕自重） W ＝172+50×2×0.625＝235 kgf 

 

係數 a ＝0.75 

係數 b ＝29 

係數 c ＝1.8 

F ＝ aW + bρGe + cρGs ＝547 kgf 

枕木間距 S ＝0.625m 

g ＝ F/S/2 ＝438 kgf/m 

γ’＝2g＝875 kgf/m 

由於路堤段之設計扣夾力為橋上的二倍，因此扣件所提供之縱向阻力亦為橋上的二倍，故縱向阻

力 γ”＝960kgf/m，但實際採用之數值應取上述二者之較小值。 

γ0＝ Min(γ‘,γ”) ＝ 875 kgf/m。 

（（（（二二二二））））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繪製最高軌溫繪製最高軌溫繪製最高軌溫繪製最高軌溫（（（（60℃60℃60℃60℃））））下之橋上長軌軸壓力分佈圖下之橋上長軌軸壓力分佈圖下之橋上長軌軸壓力分佈圖下之橋上長軌軸壓力分佈圖((((圖圖圖圖

15)15)15)15)，，，，並進行軸壓之挫屈穩定性檢核並進行軸壓之挫屈穩定性檢核並進行軸壓之挫屈穩定性檢核並進行軸壓之挫屈穩定性檢核：：：：    

 

 



圖圖圖圖 15151515 橋上長軌軸壓力分佈圖橋上長軌軸壓力分佈圖橋上長軌軸壓力分佈圖橋上長軌軸壓力分佈圖    

 

 

參考圖 15，最高軌溫下橋上長軌之最大軸壓力 Pc,max＝65.1tf，由於本路段為曲線段，計算曲線

段之軌道挫屈強度 Pcr 如下： 

 

 

(NG) 

所以在最高軌溫下，若有其他擾動導致軌道橫向阻力不足，如砸道、列車行駛所造成之振動、煞

車等影響，即可能發生軌道挫屈。 



（（（（三三三三））））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繪製最低軌溫繪製最低軌溫繪製最低軌溫繪製最低軌溫（（（（0℃0℃0℃0℃））））下之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下之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下之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下之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圖圖圖圖

16)16)16)16)，，，，檢核斷軌開口量檢核斷軌開口量檢核斷軌開口量檢核斷軌開口量 DmaDmaDmaDmax≦50mmx≦50mmx≦50mmx≦50mm    

圖圖圖圖 16161616 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橋上長軌軸拉力分佈圖        

 

根據軸拉力分佈圖，選擇每一個波峰點作為斷口處，以縱向阻力為斜率，繪製斷軌軸力圖。 

以橋上縱向阻力為斜率之夾角：  

以路堤段縱向阻力為斜率之夾角：  

計算斜線面積 SD，再除以鋼軌斷面性質 EA 即為斷軌開口量 D，得到最大斷軌開口量為 

Dmax＝25.8mm<50mm(OK) 

所以最低軌溫下之斷軌開口量仍在安全限度下，列車運行仍不致脫軌。 

…………………………………………………………………………………………………………………………………………………………………………………………………………………………………………………………………………………………………………………………………………………………………………    

八八八八、、、、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長軌舖設是軌道工程的發展趨勢，它減少軌道養護及維修的人力與成本，並提昇行車舒適性，然

而對其衍生之問題必須有深入了解，並進行必要之檢核，包括： 

(一)溫度力大小 Pt＝EAβ△t 

(二)舖定溫度範圍 25℃～50℃ 

(三)長軌端伸縮量  



(四)最高軌溫下軌道挫屈之穩定性檢核 

Pc,max≦74tf（50N 鋼軌，直線段） 

Pc,max≦100tf（UIC60 鋼軌，直線段） 

 

當鐵路橋梁上舖設長銲鋼軌，考慮橋軌互制的影響，必須針對橋梁的跨距、支承配置，作適當的規劃，並

進行必要的分析與檢核，包括： 

• 採用 FF、MM 配置橋梁支承  

• 避免大跨距橋梁  

• 橋上採取降低扣件之縱向阻力的方式，以降低鋼軌軸力及支承受力  

• 進行橋上長軌之軸力分析  

• 橋梁固定支承的長軌縱向力檢核 LR＝γL  

• 最低軌溫下之鋼軌裂斷開口量檢核  

Dmax≦50mm（50N 鋼軌） 

Dmax≦70mm（UIC60 鋼軌） 

 



 
…………………………………………………………………………………………………………………………………………………………………………………………………………………………………………………………………………………………………………………………………………………………………………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建築部執行工程專案管理業務類型繁多，其中國家衛生研究院竹南院區工程、榮民總醫院醫學科

技大樓工程，皆需執行動物實驗室設計審查，因而建築部聘有國際知名之專業機構澳洲 Cox Group

擔任顧問，爰經業主要求參訪澳洲、美國等數個重要動物實驗室，今特將美國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動物實驗室設計加以分析與探討，並提出相關成果與經驗，俾供大家分享。 

…………………………………………………………………………………………………………………………………………………………………………………………………………………………………………………………………………………………………………………………………………………………………………    

二二二二、、、、    美國衛生署美國衛生署美國衛生署美國衛生署 NIHNIHNIHNI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成立於西元 1887 年，今日已是全世界最著名醫療研究中心之一，也是美國聯邦政府醫療研究之

焦點。 

（（（（一一一一））））NIHNIHNIHNIH 主要任務主要任務主要任務主要任務    

１．本身實驗室之指導研究。 

２．支持美國國內外及非聯邦政府之大學、醫學院、醫院、研究機構科學家研究。 

３． 協助訓練實驗研究者。 

４．建立醫療資訊聯繫。 

（（（（二二二二））））NIHNIHNIHNIH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NIH 組織包括 28 個分類組織，主要機構及中心有 75 棟建築物面積超過 320 畝基地位於美國馬里

蘭州之 Bethesda 市，2001 年預算超過 203 億美元，經費百分之八十二用來每年支助美國國內外

2000 個以上研究機構，院區內主要設施包括研究實驗室、臨床研究醫院（每年超過 7,000 住院病



人、68,000 門診病人）、新臨床研究中心（250 病床、門診）、國家醫藥圖書館、生醫資訊中心、

動物培養中心；員工約 20,000 人包括有科學家、醫生、護士、圖書館館員、行政人員等，並有

超過 4000 人擁有博士學位，得到 NIH 資助之科學家中有 97 人曾得到過諾貝爾獎。 

（（（（三三三三））））NIHNIHNIHNIH 研究目標研究目標研究目標研究目標    

NIH 研究目標是為取得新的知識包括防止、偵測、診療、醫療疾病及殘疾等方向，研究內容從稀

有基因突變至一般感冒。 

（（（（四四四四））））NIH NIH NIH NIH 重要動物實驗室重要動物實驗室重要動物實驗室重要動物實驗室((((參圖一參圖一參圖一參圖一、、、、圖二圖二圖二圖二、、、、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 ) )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Building 10 Building 10 Building 10 Building 10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Building 50 Building 50 Building 50 Building 50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Building 49 Building 49 Building 49 Building 49    

(圖一)Building 10 為 NIH 最主要建築物，面積超過 2.500,000ft2，每年有超過 7,000 住院病人、68,000

門診病人，為配合科技發展需求，舊有實驗室、動物室已配合陸續更新，此次參訪為一已更新之

動物室。其位置在 Building 10 之一角，散布於各樓層。 

(圖二)Building 50（The Louis Stoke Laboratories)包括有六層實驗室（含辦公室空間）、地下一層動

物室、屋頂機械層，粗面積 294,000ft2，淨面積為 186,000ft2，造價 7,680 萬美元，平均造價 260

美元/ft2。施工由 1997 July~2001 April，歷時 4 年興建完成使用，為美國環保機構及能源部強力推

薦為 21 世紀實驗室能源有效利用之指標建築物，此棟建築物提供 9 個研究機構約 650 個研究者

進駐，與榮民總醫院醫學科技大樓之需求相類似。 

(圖三)Building 49 主要空間為辦公室、實驗室、動物實驗室，有別於 Building 50、 Mark O. Hatfield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及 Neuroscience Research Center。實驗室設置維修走廊不設維修夾層，比

Building 50 早興建完成，動物室設計採用單走道多樓層設計，並集中建築物一側，養殖內容： 

１．Mice （小鼠） 2,212 cages 

２．Rats（大鼠） 145 cages  

３．.Xenopus 18 tanks   

    

…………………………………………………………………………………………………………………………………………………………………………………………………………………………………………………………………………………………………………………………………………………………………………    

    



三三三三、、、、    設計探討設計探討設計探討設計探討    

在美國研究設施使用動物必須符合 Association for Assessment and Accreditation of Laboratory Animal 

Care(AAALAC)指導認證，NIH 動物設施設計必須反應最新 AAALAC 之規定，動物是不能被放置

於一般實驗室或其他空間超過 24 小時。 

（（（（一一一一））））活動空間活動空間活動空間活動空間    

活動空間包括供應例行動物照顧、環境維持、從事動物研究、提供一般行政服務以及大量動物實

驗室所需支援等空間。    

• 環境維持包含更換墊料、飼料準備、定期清洗籠架及飼養室、消滅害蟲及廢棄物處理。  

• 例行動物照顧包含每日動物檢查、例行病理檢測及動物分區飼養。  

• 動物研究包含基因研究、動物藥物、化學檢驗及生物媒介、病理、診斷、外科手術、顯

影、遺傳、行為研究、資料保存。  

• 一般行政服務包含接待區、獸醫及助理、技工、研究人員辦公室。  

• 支援空間包含動物運送接收、消毒、飼料及墊料儲存及丟棄、清洗籠架、洗衣、醫療病

理冷藏、動物飼養者所需更衣及用餐等所需空間。 

（（（（二二二二））））人員配置人員配置人員配置人員配置    

人員數量配置依據動物實驗室面積大小而不同，通常包括主要及助理獸醫、行政、研究、動物照

顧、飼料墊料處理人員、技工。    

（（（（三三三三））））趨勢趨勢趨勢趨勢    

生物醫療研究極依賴動物研究提供動物模式作為人類疾病處理研究，並為動物物種選擇經常改

變，因此動物實驗室需配合經常改變之動物研究，在設計上必須富有彈性且可調整。    

NIH 大部份動物研究包含從特定動物之特徵及從事行為研究、顯影生化技術研究之基因突變及轉

殖，以及從觀測藥物效果、新陳代謝及行為模式所進行之毒物研究。 

近年來齧齒目動物及靈長類動物已成為主要選擇之實驗動物，並戲劇性增加使用水生動物如斑馬

魚、海膽及其他，因此造成動物實驗室更新及調整。提供心臟手術使用大型動物如綿羊、豬等飼

養空間。貓、狗、雞則提供特殊實驗使用，數量較少。靈長類動物及大型動物則提供遊戲室、自

然光、運動空間。 

動物實驗室另一趨勢增加機械化籠架清洗以減少員工受傷，加強安全範圍及特殊動物加強環境管

理，並增加診斷實驗室、會議室及特殊用途配套措施。 

（（（（四四四四））））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使用者參與 

使用者、研究員及獸醫意見應加入設計階段之需求計畫。 

 



四四四四、、、、    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NIH 提供最新動物設施以維持世界級生物醫療界之領導地位，而為維持此目標，所有 NIH 興建

或更新之動物實驗室，必須符合未來持續改變的生物醫療研究需求。 

（（（（一一一一））））平面標準平面標準平面標準平面標準    

動物實驗室之設計必須符合 Guide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 指導、公共衛生部門、

動物福利等規定，並經 AAALAC 認證。理想之動物室應符合以下條件： 

 

１． 動物實驗室空間應能擴充及彈性應用。 

２． 提供更新彈性設計有效管理。 

３． 有效之成本設計、建造、操作、營運。 

４． 設計、建造應減少能源、營運、人員及擴充成本。 

５． 提供友善工作空間。 

（（（（二二二二））））生活環境品質考量生活環境品質考量生活環境品質考量生活環境品質考量    

生活環境確定對動物、生物及行為反應有重要直接或間接影響，例如噪音、光線、震動、聲音、

通風等影響動物生活品質及研究成果，至少動物飼養及處理室必須確保動物福祉及符合研究需

求，容易清潔及維護，減少實驗的變異及增加可信度。 

（（（（１１１１））））動物福祉動物福祉動物福祉動物福祉 

依不同動物種類提供動物一個仿天然、健康之環境，並依據不同種類、特性飼養不同動物，且動

物籠架應不限制動物活動空間。 

（（（（２２２２））））員工福祉員工福祉員工福祉員工福祉 

動物實驗室也是人類員工之工作地點，因此職業安全衛生是需被考慮，提供員工及研究員之宜人

環境，且動物飼養有效、安全、容易維護，能充分供應過濾進排氣，減少動物氣味及過敏源，提

供自然光、舒適、有效率之工作空間。 

（（（（３３３３））））圖示及標誌圖示及標誌圖示及標誌圖示及標誌 

動物實驗室內通常沒有視野及顯著地標以提供方向感，因此建議在走道交會處提供地圖，不同功

能走道繪不同顏色及符號，每一房間需清楚標示房間號碼。 

（（（（４４４４））））其他空間其他空間其他空間其他空間 

提供其他舒適空間如交誼廳、休息室、訓練教室、員工辦公室、會議室，動物管制區外設置更衣

及淋浴空間。 

（（（（５５５５））））自然光自然光自然光自然光 



需要固定週期光線之飼養動物通常不建議採用，雖包括但不限制齧齒目動物、兔子、魚等，飼養

大型動物如靈長類、狗、家畜等則要求開窗，因此除了大型家畜外，大部份動物飼養室必須配備

人工光源系統，以調整日間周期，例如動物飼養室設置窗戶，獸醫或研究者應考量其位置及處理

方式，儘可能於提供人員行政空間窗戶設置。 

（（（（６６６６））））光線光線光線光線 

動物實驗室通常建議使用日光燈，獸醫及研究者須考慮光譜及光罩，光罩使光柔和減少對動物傷

害，燈具需考量防水、放入凹處、設置於天花板、密封填縫，防止小虫入侵，同時能配合全面消

毒。 

亮度控制是主要考量，無論大、小飼養室或處理室，光線強度會因不同種動物影響實驗結果，房

間亮度儘可能由中央監控獨立調整監控，設置區域燈及警鈴來警告燈具失效，亮度依據研究者調

整周期，紅燈裝置不要影響飼養室夜間周期，最好設置室外。 

（（（（７７７７））））噪音噪音噪音噪音 

音量控制在設計階段平面規劃非常重要，大部份動物會因噪音產生壓力，不同動物對高、低頻噪

音忍受度不同，此項議題應與使用者討論。空調籠架會產生噪音，籠架密度將影響噪音程度，機

械設備產生噪音頻率可能對人沒有影響，但音源過近恐產生潛在性影響，設備產生噪音須儘可能

遠離或隔絕於動物飼養室。 

大動物通常比小動物吵鬧，鳥類又比同體型齧齒目動物吵鬧，因此需隔離、隔音，並注意管線噪

音傳導，且必須消除突然產生不同噪音元素如火警警鈴。 

 

（（（（８８８８））））振動穩定性振動穩定性振動穩定性振動穩定性 

振動穩定對敏感齧齒目動物實驗非常重要，因此齧齒目動物飼養室須遠離籠架清洗室、主要運送

走道、機房、電梯管道，振動除行為測試室外對大動物的影響不大；振動穩定必須考慮動物顯影

設備、電子顯微鏡、電子生理過程、細胞內的資料收集設備等，動物飼養室如設置於建築物頂樓，

必須特別考量振動穩定，敏感性儀器必須設置隔震地板。 

（（（（三三三三））））動物實驗室空間動物實驗室空間動物實驗室空間動物實驗室空間    

（（（（１１１１））））飼養室與處理室比率飼養室與處理室比率飼養室與處理室比率飼養室與處理室比率 

在計畫階段使用者須考慮到飼養室可能飼養不同品種動物，飼養室與處理室應被設計為可替代使

用，只需在結構稍作調整，重要空間應彈性設計以提供未來計畫迅速及有效空間利用。 

通常三、四個飼養室考慮配置一個處理室，每一?隔離室及每一組空間至少配置有一個處理室；

大型動物處理室必須考慮科學或特別的設備，大部份大型動物飼養設備室有開刀房及特別處理及

準備室，大型動物之安樂死及屍體解剖位置通常與開刀房分開，驗屍間通常可執行此項特別處理

作業。 



（（（（２２２２））））動物研究支援室動物研究支援室動物研究支援室動物研究支援室 

動物研究支援室與飼養及處理室面積比例通常為 2:1 或更高，包括墊料、飼料儲存空間、卸貨區、

洗衣房、飼料準備室、行政空間、休息室、會議訓練室、更衣室、衣帽間、籠架清洗室、消毒室、

診斷實驗室、藥房、儲藏室、清潔用具室等，其中儲藏室應包括籠架及一般物品儲藏空間、研究

者衣物及特殊研究之設備儲藏空間。 

共同使用空間包括開刀房及其支援空間如顯影室、行為觀查室、基因轉殖室、放射醫學室、X 光

照射室等，共同使用空間也常被歸類為飼養及處理室。 

（（（（３３３３））））辦公室及行政空間辦公室及行政空間辦公室及行政空間辦公室及行政空間 

行政空間應依政府或合約指定標準實驗空間設計，並設置在靠近動物室主要入口處，讓管理人員

可管制人員及設備進出；訪客、廠商、維修人員進出行政空間不會干擾動物飼養、處理室及支援

空間，理想上每位獸醫及管理者有自己私人辦公室，並提供影印傳真設備、中央監控設備空間，

且行政區域應有會議室、休息室及行政區專用廁所。 

（（（（４４４４））））空間分配空間分配空間分配空間分配（（（（粗估商數粗估商數粗估商數粗估商數）））） 

建築物粗面積通常包括地下室、夾層、閣樓、電力、機械、交換機房、封閉卸貨空間，粗面積比

淨面積之粗估商數範圍通常取決於動物室內部走道型式、隔間、設備分佈、機械設備形狀，通常

粗估商數至少為 2，較高粗估商數取決於籠架及走道型式選擇。 

（（（（四四四四））））彈性及適用性彈性及適用性彈性及適用性彈性及適用性    

動物實驗室設計應富有彈性及可調整性，因應機能及法規調整而無須作巨大變動，提供動物飼養

及相關設備之最大容量，將儘量避免特定規劃或定製空間。 

（（（（１１１１））））設備與系統設備與系統設備與系統設備與系統 

動物實驗室內水、電、空調等公用設備必須滿足科學實驗、動物照顧及供應未預期採購新設備及

因應實驗規定變動，最初設計上應預留一定比率容量提供動物增加，並考量所有設備系統進出、

維護修理不會進入動物飼養處理空間，而維護空間擴充儘量不影響動物實驗。 

（（（（２２２２））））擴充及更新考量擴充及更新考量擴充及更新考量擴充及更新考量 

在規劃階段應考慮水平及垂直方面的擴充，並減少影響對動物實驗室操作與現有設備系統的干

擾。 

（（（（３３３３））））設備與動物實驗室連接設備與動物實驗室連接設備與動物實驗室連接設備與動物實驗室連接 

設備必須分佈於每一獨立空間，每一設備連接點設於一定位置，提供簡單擴充不影響之臨近空

間，而設備運作於夾層空間，允許飼養處理空間變更，不必增加或提升基礎設備的容量或位置。 

（（（（４４４４））））設備與系統的分佈概念設備與系統的分佈概念設備與系統的分佈概念設備與系統的分佈概念 

動物實驗室的空調單元必須有併行空調系統或備用設備容量設計安排，以保證當設備當機及停機



維護時能繼續營運操作，所有空間可共同擁有一個進氣口，但動物室排氣系統需獨立於該區域，

空調系統應備有緊急電源。 

公用事業設施包括通訊資訊系統，無論於水平或垂直方向必須安排於特定區域，提供一致系統配

置及水電設施到每一動物飼養、處理室，設計選擇及公用事業分佈系統位置是依產品功能、經濟

上具競爭力、容易進出維護、未來水電設施及動物實驗室改建等考量，動物飼養、處理室可交換

使用至少有一定比率，多少房間比率及配置具排水應於規劃階段決定之。 

（（（（５５５５））））水電設施及動物設施空間連接特別考量水電設施及動物設施空間連接特別考量水電設施及動物設施空間連接特別考量水電設施及動物設施空間連接特別考量 

建築/機電設計對水電設施及動物設施空間連接必須有以下特別考量： 

 

１．小動物飼養室內應設置一水槽，小型隔離室外之處理室應設置水槽，而大動物飼養室外應設

置一水槽，通常有洗手水槽設置是較為方便的。 

 

２． 家畜飼養室及水族箱室必須有地板排水，其餘飼養室可以免設置，當有排水裝置必須注意

排水管尺寸、落水頭維護及洩水坡度。 

 

３． 動物給水方式（自動給水或瓶裝）應於規劃階段決定，如自動給水設置有困難，應提供一

定比率適當系統供將來使用，考慮提供高淨度水如 RO 水，在很多情況供水需要額外處理如用氯

消毒、酸化、中和，水處理監測等是必須的，提供水處理須考量合適設備、管材及配管系統。 

 

４． 必須考慮蒸汽管線、乾淨蒸汽、RO 水及在籠架清洗、裝瓶設施區域管子須作額外刨光處

理，消毒鍋提供乾淨蒸汽，洗瓶室及動物處理室提供 RO 水。 

 

５． 小動物籠架系統應於規劃階段儘早決定，進而決定管道連結，每一籠架系統有不同連結並

影響到排風管位置，提供排風管裝設所需足夠空間和寬度，而有些籠架系統將配有區域網路監控

裝置。 

 

６． 所有動物飼養室必須考慮電線插頭位置及防水蓋，電負載須充分提供飼養、處理室需求，

理想上通風籠架及其他設備、電線、插頭等位置應提高，以防止電線懸掛所造成危險。 

 

７． 動物飼養室亦考慮配有區域網路監控裝置。 

（（（（五五五五））））模矩規劃模矩規劃模矩規劃模矩規劃        

模矩規劃方法是傳統上所提供合適工具，模矩規劃尺度使用以擴充動物飼養、處理室空間可能

性，模矩規劃建立於三度空間及設施概念，用於重覆型式於每一種動物實驗室功能。結構單元尺

寸無論垂直或水平都關係到實驗室模矩、機房配置和未來平面擴充，模矩規劃發展必須基於操

作、規定、預期飼養多少種動物之評估。 



動物實驗室最普遍單元是動物飼養室，設計一個多功能動物實驗室，動物飼養室模矩之決定乃基

於籠架系統尺寸，尺度可能或不可能類似實驗室標準模矩，動物飼養室寬度決定於多少種動物飼

養、何種籠架、清潔方式使用。房間長度決定基於籠架選擇、籠架間走道最小寬度及提供如洗手

槽、清潔工具、更換台等服務空間等等。房間高度則必須考慮採用籠架包括風扇在內之最高高度，

及在籠架上提供充分空間，以供氣流於室內流動。 

儘可能將房間成?依大、小動物、不同籠架、廢棄物處理、隔音、防震、照顧需求、調查、規定、

疾病情況、氣流需求分區。 

（（（（１１１１））））飼養室飼養室飼養室飼養室、、、、處理室及支援室差異處理室及支援室差異處理室及支援室差異處理室及支援室差異    

動物實驗室模矩之長、寬、高將依空間使用性質訂定，飼養室是否有自己的前室而有不同尺寸，

飼養、處理室組依不同研究目標而有不同模矩組合，每組內可再細分而位置也可不同。其他支援

空間如籠架清洗或行政區域組成多個模矩不用牆分隔，以提供大型設備或開放辦公室空間。    

（（（（２２２２））））結構單元空間結構單元空間結構單元空間結構單元空間 

動物實驗室之結構負載必須十分堅固，混凝土磚牆和每日運作之重型設備，結構系統最基本需求

為不妨礙其他系統及未來變動，因此結構系統之空間水平、垂直構件必須配合房間、走道形狀及

水電設施分佈。 

（（（（六六六六））））動物實驗室機能關係與分區動物實驗室機能關係與分區動物實驗室機能關係與分區動物實驗室機能關係與分區    

動物實驗室分區可分公共區、過渡區、無特定病菌（SPF）區及污染區等四大類，主要以「乾淨」、

「骯髒」區分，乾淨或骯髒是依動物或物質從外面來源傳遞疾病至其他動物。舉例動物從未經核

准來源在隔離期間將被視為「骯髒」，直到已經被評估為健康狀態；在「乾淨」管制區只能接受

被核准「乾淨」之動物及物質，使用過籠架可能為感染源是「骯髒」，不能移至「乾淨」區域。 

（（（（１１１１））））公共區公共區公共區公共區 

公共區包括公共走廊和電梯、多用途卸貨區、供應室、管制區外實驗室及員工穿著一般服裝區域，

公共區被分類為「骯髒」，因為這些區域沒有管制動物

污染之能力。 

（（（（２２２２））））過渡區過渡區過渡區過渡區 

過渡區被定義為從公共區域移動至動物飼養處理室，或

是飼養不同動物間之過渡區域，過渡區可能包括氣鎖

室、更衣室、衣物櫃室、飼料儲藏室及「乾淨」、「骯

髒」動物專用電梯。(參圖四)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動物專用電梯動物專用電梯動物專用電梯動物專用電梯 

    



（（（（３３３３））））無特定病菌無特定病菌無特定病菌無特定病菌（（（（SPFSPFSPFSPF））））區區區區 

無特定病菌區為該區域動物無特定病菌，在動物實驗室

不同區域有不同 SPF 程度，SPF 及「乾淨」、「骯髒」

等級由獸醫或使用者定義，通常飼養室設置於無特定病

菌（SPF）區；有一例外發生當「骯髒」動物必須被研

究時，飼養分區包括隔離區通常因這個原因設有氣鎖

室。(參圖五) 

（（（（４４４４））））污染區污染區污染區污染區    

污染區是指放置死亡及感染動物或「骯髒」設備被運送或儲存之地方或隔離室或研究「骯髒」動

物區域，這區域連絡通道必須緊密，以減少對無特定病菌

動物交叉污染。「骯髒」走道被用在運送骯髒的籠子和物

質到籠架清洗區的「骯髒」側內，驗屍房通常被定義為「骯

髒」，單走道系統依動物室計劃管理提供不同程度乾淨之

定義及物種隔離。(參圖六)     

（（（（５５５５））））分區關係圖分區關係圖分區關係圖分區關係圖 

在動物實驗室內物品、籠架、動物、人員供給流程必須有

效且經濟，操作上相類似空間應擺在相鄰之處，以減少運

送距離，有關運送、動物接收、飼料和墊料、隔離室、飼

養室、處理室、儲藏室、員工更衣室、行政人員空間有效

安排，並考慮相鄰空間及性質。(參圖七) 

 

圖七圖七圖七圖七    動物實驗室機能關係圖動物實驗室機能關係圖動物實驗室機能關係圖動物實驗室機能關係圖    

 

圖五圖五圖五圖五    動物飼養室動物飼養室動物飼養室動物飼養室    

 

圖六圖六圖六圖六    動物室廢棄物推車動物室廢棄物推車動物室廢棄物推車動物室廢棄物推車    



（（（（七七七七））））人員人員人員人員、、、、動物動物動物動物、、、、物質動線物質動線物質動線物質動線 

動物實驗室內動線空間是管制污染和加強操作、處理的重要要件，動線規劃必須注意到籠架運

輸，因為籠架運輸為動線空間最常見之行為。最重要的是在設計階段設計團隊必須決定何種走道

系統，以管制污染可能性及規定移動時間及方向；人員、裝備及供應物品應從最低污染區移至較

高污染區，人員、裝備及供應物品移動應規劃以減少對乾淨區可能污染並考慮重覆動線使用，舉

例來說消毒鍋位置應靠近「骯髒」籠架清洗區，允許污染籠架再回到籠架清洗區，而方便之淋浴

更衣空間位置提供人員從「骯髒」區回到「乾淨」狀態。 

（（（（１１１１））））水平動線走道水平動線走道水平動線走道水平動線走道 

通常水平動線走道系統包括單走道、「骯髒」及「乾淨」雙走道、或無方向性之單走道，NIH 規

劃新的動物設施現已不採用雙走道系統。 

（（（（２２２２））））單走道系統單走道系統單走道系統單走道系統 

在單走道方案中，動物飼養室及籠架清洗室為雙方向運輸流向，單走道最大優點為有效的空間利

用，缺點是「乾淨」及「骯髒」在走道上會發生可能相互污染，在單走道運送動物、籠架、物品，

交通阻塞也是一項問題，可是細心安排運送時間及覆蓋運送籠架可減少無方向性單走道「乾淨」

及「骯髒」籠架衝突，管理技術使用會減少交通阻塞、污染；單走道在適當位置應裝置氣鎖室，

以維持動物室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氣鎖室裝置位置必須和使用者討論，必須管制進出處設置門

禁控制。 

（（（（３３３３））））雙走道系統雙走道系統雙走道系統雙走道系統 

選擇雙走道系統最主要理由就是管制污染，在雙走道系統系統動物飼養室有兩個分開走道，即運

送「乾淨」及「骯髒」籠架之專用走道，雙走道在空間利用上比較不經濟。 

（（（（４４４４））））走道寬度走道寬度走道寬度走道寬度 

走道寬度應依據動物室之交通流量及儲藏空間容量，指導手冊建議為 1825~2450mm，但大型動物

室則建議為 3050~3650mm 走道，以提供更大彈性，提供兩個籠架能夠舒適交會通過，並提供足

夠儲藏空間及整齊消毒鍋位置，以防將來設備不會儲存於走道上，保持走道淨空。 

（（（（５５５５））））垂直動線電梯垂直動線電梯垂直動線電梯垂直動線電梯 

在多樓層動物室專用「乾淨」及「骯髒」動物電梯是必須的，電梯運送「乾淨」物質應靠近籠架

清洗「乾淨」區，運送「骯髒」物質應靠近籠架清洗「骯髒」區，電梯尺寸與位置必須滿足籠架

清洗、動物及物品接受及廢棄物處理數量，電梯因運送動物及器材必須使用耐磨、易清潔材質，

電梯箱地板材質應與動物室地板材質相同，並在適當高度裝設防撞護欄，電梯門高度足夠提供動

物室所使用最高籠架與足夠兩個籠架進出寬度，至少有一電梯具有超載能力，並提供備用電梯以

預防其他電梯故障停用，位置可設置於「乾淨」及「骯髒」側旁或兩者之間作為支援用。 

 



（（（（八八八八））））安全安全安全安全    

動物實驗室安全目標是要保證動物、人員、器材和資料安全，研究者應了解所在地、建築物、動

物室、房間等安全等級。動物實驗室所在地為第一級安全管制，利用其位置以管制進出；建築物

為第二級安全管制，因為有關送風及中央設備為防止入侵者須有安全防護，建築物進出需管制；

第三級安全管制為動物實驗室本身的進出，包括行政人員、研究及獸醫人員、維修人員、販售者

都會進出動物實驗室。因此建議主要接受區為動物實驗室大門管理位置，並作為卸貨區及設備出

入口；最後第四級安全管制為特殊動物室、污染區、開刀房區、藥房或動物實驗室內其他附屬空

間須較高等級管制，一個完整系統設計管制動物室進出，也須被證明為有效管理工具。 

（（（（九九九九））））卸貨區卸貨區卸貨區卸貨區 

建築物內設有動物實驗室必須有專用卸貨區，作為動物及物品接收或廢棄物運棄處，卸貨區應視

為動物實驗室的一部份，去除害蟲並保持一個無害蟲區域，以符合或超越 AAALAC 指導，以及

達到無害蟲、良好衛生、適當位置之要求；卸貨區以耐久可清洗材料興建、空間大小應符合現在

及未來計畫需求及彈性使用，作為「乾淨」環境與外界間之有效防護地區，動物實驗室卸貨區必

須符合以下要求： 

 

１．動物實驗室專用卸貨區應受安全保護，並與其他卸貨區相隔離。 

２．接受區有溫度、濕度控制，以保護研究之珍貴動物，整個門周圍應填縫及裝置刷子以排除害    

蟲，門及門框須有效密封，當關閉時可防止害蟲入侵，卸貨區門裝置氣簾開啟時，以排除會飛害

蟲及塵土進入。 

３．儘可能安排運送之專用路徑。 

４．墊料如在卸貨區消毒必須設置有一大型穿越式之消毒鍋。 

５． 一個區域可提供未進入動物室之裝動物容器消毒，室內表面材料應容易保持清潔並易清洗，

且足夠耐久一般之清洗消毒，卸貨區之接受區將不設置地板排水。 

６． 提供冷房以儲藏動物屍體。 

７． 卸貨區入口處必須與固體廢棄物打包、處理、儲藏操作隔離，因固體廢棄物容易招引害蟲

入侵。 

８． 回收容器不能設置於卸貨區，待運送之廢棄物不要設置於卸貨區之接受區。 

９． 輻射醫療病理廢棄物將依其相關規定辦理。 

１０． 水管、管線、壁燈等不要外露，以避免鳥類築巢。 

１１． 牆壁、轉角、踢腳之施工裝置與填縫應一致。 

１２． 貫穿樓板、牆、天花處、牆壁告示板、開關盤、插座蓋子等必須填縫，所有填縫產品及

施工應一致。 

１３． 電力設施應提供接收區及電梯梯廳之補蟲燈所需電力，以排除害蟲。 

１４． 避免採用直接光以減少吸引會飛的昆蟲，不要使用壁燈，燈不要直接照射接收區及人員

辦公室之門。 

１５． 提供動物室專用卸貨區之管理辦公室。 



１６． 提供化學儲藏室。 

１７． 提供氣體鋼瓶儲藏室。 

…………………………………………………………………………………………………………………………………………………………………………………………………………………………………………………………………………………………………………………………………………………………………………    

五五五五、、、、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近年來保護動物聲浪高漲，常有以保護動物行為者侵入動物實驗室進行破壞，因此相關動物室機

構都不對外開放，本次爭取國外動物實驗室參觀得到國外顧問諸多幫忙，得以順利完成；由於國

內欠缺較完整動物實驗室書籍可供參考，且動物實驗又是藥品試驗重要環節之一，在藥品上市人

體試藥前，動物實驗是不可缺少的，本工程司自擔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醫學科技大樓專案管理工

作，必須擔負設計審查工作，依本案專案管理合約要求必須聘請有經驗的國際專業顧問，執行專

案成員亦和國外顧問 Cox Group 參訪澳洲 Queensland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CSIRO Joint 

Building Project 及業主推薦之美國 NIH 等具有動物實驗室之生技實驗大樓，參考美國 NIH 相關規

定及其他最新相關實驗室書籍、期刊、報告發表，作為專案執行專案管理工作之參考及依據，並

期望醫學科技大樓動物實驗室獲得認證。 

有關榮民總醫院醫學科技大樓動物室設計已要求本案設計建築師許常吉建築師事務所依照美國

NIH 相關準則及反應最新 AAALAC 之規定設計，惟相關準則及規定將持續修正，此次撰寫目的

是提供本工程司最新美國 NIH 動物實驗室設計相關訊息，期望將來本工程司對爭取動物實驗室

設計業務有所幫助。 

 



 

…………………………………………………………………………………………………………………………………………………………………………………………………………………………………………………………………………………………………………………………………………………………………………    

    

一一一一、、、、既有隧道路線因側邊民房或地下構造物開挖而造成環片裂縫既有隧道路線因側邊民房或地下構造物開挖而造成環片裂縫既有隧道路線因側邊民房或地下構造物開挖而造成環片裂縫既有隧道路線因側邊民房或地下構造物開挖而造成環片裂縫，，，，如何處理如何處理如何處理如何處理 ?  ?  ?  ?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修復工法很多，應視個案檢討。主要以不影響隧道淨空的方式來修補，如採用鋼架支撐補強。  

•  若裂縫過於嚴重時則須更換環片。    

…………………………………………………………………………………………………………………………………………………………………………………………………………………………………………………………………………………………………………………………………………………………………………    

二二二二、、、、        潛盾環片如受額外應力而龜裂潛盾環片如受額外應力而龜裂潛盾環片如受額外應力而龜裂潛盾環片如受額外應力而龜裂，，，，其補強工法為何其補強工法為何其補強工法為何其補強工法為何 ?  ?  ?  ?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潛盾機在推進時，千斤頂之推力將影響 30~40 環之環片。平板型環片配弧形螺栓可能亦會有

鎖緊、面差、偏壓力等之問題。  

•  龜裂情形與造成之原因均會影響補強之方式。 •  一般設計時已考量地盤應力及其它相關外

力，如環片仍產生龜裂，主要是因環片製作品質不良，施工或吊裝時碰撞，或操作千斤頂不當，

以致產生高額應力致使環片受損，參見照片 5-1 與照片 5-2 。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5 5 5 5----1111    

地盤沉陷地盤沉陷地盤沉陷地盤沉陷、、、、偏壓與千斤頂施力偏壓與千斤頂施力偏壓與千斤頂施力偏壓與千斤頂施力

集中造成環片受損案例集中造成環片受損案例集中造成環片受損案例集中造成環片受損案例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5 5 5 5----2 2 2 2     

潛盾機轉彎千斤頂偏壓造成環潛盾機轉彎千斤頂偏壓造成環潛盾機轉彎千斤頂偏壓造成環潛盾機轉彎千斤頂偏壓造成環

片受損例片受損例片受損例片受損例    

照片照片照片照片 5 5 5 5----3333    

環片因漏水災損事故引起地盤環片因漏水災損事故引起地盤環片因漏水災損事故引起地盤環片因漏水災損事故引起地盤

沉陷沉陷沉陷沉陷、、、、偏壓而造成環片受損偏壓而造成環片受損偏壓而造成環片受損偏壓而造成環片受損        

•  不同之額外應力其產生之龜裂形式與補強方式亦不同，環片可進行補強，嚴重時亦可加以更

換。處理時須先將造成損害之原因 ( 如外力變化、材質不良、漏水等 ) 去除。再進行龜裂環片

之補修，一般可以使用樹脂來補修，處理方式與場鑄 

之內襯砌修補方式類似。  

•  以捷運隧道採用之弧形螺栓為例，考量環片組裝之工作性，螺栓孔 (28mm) 與螺栓 (22mm) 

間須有一適當之間距，參見圖 5-1 ，則兩螺栓間之接合處在正常之施工情形下，將會有高達 

12mm 之接合誤差。由於係採弧形螺栓，相鄰兩環片間表面之接合處在正常之施工情形下，將可

能會達 9.85mm 之接合誤差，參見圖 5-2 。  

 

圖圖圖圖 5 5 5 5----2222    正常施工下因螺栓與螺栓孔之間隙而可能產生之環片接合面差正常施工下因螺栓與螺栓孔之間隙而可能產生之環片接合面差正常施工下因螺栓與螺栓孔之間隙而可能產生之環片接合面差正常施工下因螺栓與螺栓孔之間隙而可能產生之環片接合面差    

 



  

圖圖圖圖 5 5 5 5----3333    常見之環片破壞型式常見之環片破壞型式常見之環片破壞型式常見之環片破壞型式        
圖圖圖圖 5 5 5 5----1111    環片螺栓孔與弧形環片螺栓孔與弧形環片螺栓孔與弧形環片螺栓孔與弧形

螺栓間組合後存在之間隙螺栓間組合後存在之間隙螺栓間組合後存在之間隙螺栓間組合後存在之間隙        

•  由於環片螺栓孔與螺栓間仍有間隙，當受額外之外力 ( 偏壓、不均勻沉陷、地震 ) 作用下，

容易由環片與環片間之接頭處或螺栓孔附近破損，參見照片 5-3 。  

•  常見之隧道受損型式如圖 5-3 所示。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曾於 1998 至 1999 年間 ( 日本阪神大地震後 ) 委託台灣營建研究

院、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榮工公司與中華顧問工程司等共同辦理「震後隧道結構快速診

斷手冊之建立與震後隧道結構快速補強手段」之研究報告 (083) ，可參考該研究計畫之相關資

料辦理。 

…………………………………………………………………………………………………………………………………………………………………………………………………………………………………………………………………………………………………………………………………………………………………………    

三三三三、、、、        潛盾隧道穿越民房下方時潛盾隧道穿越民房下方時潛盾隧道穿越民房下方時潛盾隧道穿越民房下方時，，，，對於日後開挖深度的限制應如何考量對於日後開挖深度的限制應如何考量對於日後開挖深度的限制應如何考量對於日後開挖深度的限制應如何考量 ?  ?  ?  ?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這問題和各國的法律有關，在日本地表上土地向下投影至地心之範圍皆屬於地主所有，在都

市中隧道從民房下方通過應設定其地上權，其補償價格與市價購買土地的價格相差不大，故很少

有這種情形。  

•  最近，由於大深度地下開發之推展，日本已有新的法令規定對於地下 50 公尺以下之權利範

圍重新定義，但對於地下 50M 內使用權仍屬於地主，要進入此區域內，需經地主同意並給與地

主補償。在地表下 50 公尺以下，公共工程則可以使用。因此，此類規定乃視各國法律對人民權

利保障程度不同而異。  

•  針對捷運穿越民房下方時之分析，可考量民房在開挖解壓等應力狀態之各種組合情況加以分

析計算，以檢核環片應力之設計是否可承受。  



•  註：目前國內已有「大眾捷運系統兩側公私有建築物與廣告物禁止及限制建築辦法」頒布，

可參考之。 

…………………………………………………………………………………………………………………………………………………………………………………………………………………………………………………………………………………………………………………………………………………………………………    

    

五五五五、、、、採取非破壞性採取非破壞性採取非破壞性採取非破壞性    之檢測方式進行環片受損情形之技術可行性如何之檢測方式進行環片受損情形之技術可行性如何之檢測方式進行環片受損情形之技術可行性如何之檢測方式進行環片受損情形之技術可行性如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茲就較可能適用於環片受損檢驗之各種檢測儀器特性，摘列如表 5-1 所示，就其檢測技術與

原理做進一步之探討說明。  

工作項目  目 的  使 用 儀 器  檢測成果  

隧道孔隙調查  檢視隧道襯砌背面的孔隙大小、襯

砌厚度  

透地雷達 (GPR)  隧道襯砌厚度

分佈  

襯砌背後之孔

隙或裂隙  

混凝土裂縫深

度檢測  

檢視隧道壁面內的裂縫孔隙深度，

以為安全穩定評估及改善措施規劃

設計之依據  

超音波探測儀或 

Impact-Echo 系統  

裂縫深度  

混凝土強度試

驗  

簡易測試隧道襯砌混凝土強度，以

為安全穩定評估之依據  

施密特鎚  隧道混凝土襯

砌強度  

表表表表 5 5 5 5----1 1 1 1 隧道適用檢測技術說明表隧道適用檢測技術說明表隧道適用檢測技術說明表隧道適用檢測技術說明表    

•  透地雷達掃描  

•  透地雷達是一種反射電磁波探測法，以 80MHz~2.5GHz 之電磁波導入地下或結構體中，在界

面發生部份反射，由接收天線接收，記錄於儀器內，將連續之歷時記錄排在一起，則成雷達波剖

面，用以描述地層或結構體內部構造。一般探測深度從幾公分至 30 公尺，頻率越高解析度越高，

但是穿透能力越低；相反地，頻率越低解析度越低，而穿透能力越高。一般用於極淺層之地層調

查、管線鋼筋調查、空洞廢礦坑調查、廢棄物場址調查、古蹟調查、道碴調查、道路鋪設調查、

混凝土完整性調查、襯砌完整性與厚度調查以及其背後之狀況調查等。  

•  由於透地雷達法對施測目標具非破壞性，且所得之資料為一剖面影像，故能清楚反應出被探

測目標的狀況，近幾年來，更由於儀器設備與軟體不斷地更新進步，並可將所施測的不同剖面結

合成一擬似３Ｄ剖面，對該區域的資料做一整體性的判讀。此外，透地雷達因具有儀器輕便、探

測具非破壞性、探測結果解析度高、資料處理及雷達圖判釋較為容易等四大特點，因此在淺層地

層探測具有相當的實用性。而其在隧道執行調查狀況及檢測成果，可參閱圖 5-4 之示意。  



    
圖圖圖圖 5 5 5 5----4 4 4 4 透地雷達掃描及資料研判成果例透地雷達掃描及資料研判成果例透地雷達掃描及資料研判成果例透地雷達掃描及資料研判成果例    

    

•  透地雷達因係利用探測介質之差異性對比之原理進行判釋處理，如空氣和混凝土之對比相當

大，故當襯砌中有蜂窩、背後空洞、含水等缺陷都可以進行探測。唯此儀器因係利用電磁波之原

理進行探測，鐵性物質 ( 如螺栓、鋼筋等 ) 對透地雷達檢測電磁波有影響，而較不利於判釋。  

•  常用之環片厚度為 25cm ，其混凝土強度大，一般輕微受損之環片損壞範圍或孔隙空洞或裂

隙應不大，加以一般環片襯砌所產生之龜裂於長度或寬度均細微，欲進行透地雷達檢測，其發射

天線可能需達 1200MHz ，目前國內此類型天線儀器設備並不普遍。且隧道環片鋼筋與螺栓密

佈，研判進行此等之透地雷達檢測恐亦無法獲致清楚明確之判讀。  

•  超音波法  

•  超音波檢測法係以頻率 (20kHz 以上 ) 在超音波的範圍內的震波傳入襯砌內，藉由量取襯砌

現地之波速，以評估襯砌之單壓強度等，或量取其走時 (travel-time) 以評估裂縫深度，或以反射

震測的原理分析襯砌結構。  

•  超音波探測儀係利用超音波在結構物內部因分子結構之差異性而產生各種不同折射及改變波

速之情形，進而可藉以檢視結構體壁內之混凝土壁厚度、裂縫深度及孔隙位置等。  

•  如隧道環片生產與檢驗過程嚴謹，預鑄環片襯砌當不致有蜂窩現象。而超音波檢測法一般獲

得之測讀資料誤差值高，研判採取超音波檢測法恐亦無法獲致良好之判讀。  

•  破壞性檢測法  

•  以目前之科技，並不容易採取非破壞性之檢測方式量得環片受損之裂縫深度，可考慮採取直

接將受損環片敲除至目視無裂縫產生之部位以量測紀錄裂縫深度與環片受損狀況是否僅至鋼筋

保護層之程度，應是最直接且可靠之量測方式。  

•  史密特錘與測試槍 - 混凝土強度試驗  

•  混凝土強度的探測方法有許多，如史密特錘法，測試槍法，拉拔試驗、貫入阻力法等。其中

史密特錘與測試槍法，能測得混凝土表面之強度指標，且其施作簡便，因此常被運用為現場之簡

易測試。  



•  史密特錘法係利用高強度之測試錘 ( 史密特錘 ) ，用手頂住錘末梢，再以緩慢的下壓方式

讓錘尖頂住測試面，而壓縮內部彈簧，待達一緊縮程度，彈簧放開錘心鋼棒，而直接擊打貫入混

凝土測試面，再由錘心之回彈程度，而可簡易測試出混凝土的強度。 

    

•  針對輕微受損之環片 ( 如僅是保護層 ) 可以高強度之 FRP 樹酯進行補強，一般而言，此等

材料強度極高，應可符合隧道環片對混凝土強度之要求，惟為進一步確認了解修補之效果，於必

要時可考慮於受損環片與非受損環片間，選擇適當之處所進行史密特錘之測試，並進行對比測試

以作為評估驗證之參考。    

…………………………………………………………………………………………………………………………………………………………………………………………………………………………………………………………………………………………………………………………………………………………………………    

六六六六、、、、        打樁振動對隧道的影響如何估計打樁振動對隧道的影響如何估計打樁振動對隧道的影響如何估計打樁振動對隧道的影響如何估計 ? ? ? ?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打樁對隧道的影響主要傳遞的不是力量而是振動波，以目前鄰近隧道約 10 公尺以上之情況

而言，振動波對隧道應無影響。但仍應避免採用打擊樁施工，而應儘量採用鑽掘場鑄樁施工。  

…………………………………………………………………………………………………………………………………………………………………………………………………………………………………………………………………………………………………………………………………………………………………………    

七七七七、、、、潛盾隧道環片十分碎弱潛盾隧道環片十分碎弱潛盾隧道環片十分碎弱潛盾隧道環片十分碎弱，，，，稍受鄰近工程施工變位事故影響即可能受損稍受鄰近工程施工變位事故影響即可能受損稍受鄰近工程施工變位事故影響即可能受損稍受鄰近工程施工變位事故影響即可能受損，，，，如仍採平板如仍採平板如仍採平板如仍採平板

型環片配弧形螺栓型環片配弧形螺栓型環片配弧形螺栓型環片配弧形螺栓，，，，宜如何補強宜如何補強宜如何補強宜如何補強？？？？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如場鑄襯砌在整圈襯砌內之連接性為 100% ，而隧道環片是以螺栓連接，其連接性在日本一

般是根據經驗假設為 60%~80% 。  

•  影響環片結構安全之兩項重要因素為：螺栓數量與螺栓鎖緊之扭力。  

•  根據日本之下水道常採用之環片型式及其設計規定為例，如以直徑 6M 隧道採 25cm 環片厚

為例，其環與環間之接合係採 21 組直螺栓連接，其連接性可考慮假設為 80% 。然目前國內類

似尺寸隧道工程環片之環與環係僅採 11 組弧形螺栓接合，因此其連接性將較差，應以接近下限

值 ( 如 60%) 進行設計較適宜。  

…………………………………………………………………………………………………………………………………………………………………………………………………………………………………………………………………………………………………………………………………………………………………………    

 

八八八八、、、、日前曾對某隧道環片受損事故提出日前曾對某隧道環片受損事故提出日前曾對某隧道環片受損事故提出日前曾對某隧道環片受損事故提出「「「「部分環片之受損與否應與是否在盾殼內組立或部分環片之受損與否應與是否在盾殼內組立或部分環片之受損與否應與是否在盾殼內組立或部分環片之受損與否應與是否在盾殼內組立或

土砂流土砂流土砂流土砂流????無關無關無關無關，，，，其原因應是螺栓之鬆動其原因應是螺栓之鬆動其原因應是螺栓之鬆動其原因應是螺栓之鬆動，，，，此為平板型螺栓所配置之弧形螺栓之數量過少此為平板型螺栓所配置之弧形螺栓之數量過少此為平板型螺栓所配置之弧形螺栓之數量過少此為平板型螺栓所配置之弧形螺栓之數量過少

所衍生出之種種問題所衍生出之種種問題所衍生出之種種問題所衍生出之種種問題。」，。」，。」，。」，主要之考量為何主要之考量為何主要之考量為何主要之考量為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潛盾機發進與到達端之地下水土砂流入淹沒事故為潛盾工法施工典型之案例。  

•  地下水侵入隧道內並伴隨土石流出，地盤中之水路擴大應是直接之肇因。  

•  因該案隧道已封填，並無法由現場情形觀測了解，但由於該區環片係在棄置之盾殼內，環片

並未直接受到地盤沉陷之外力，而通常環片受損與螺栓是否鎖緊及有空隙存在有關，因而亦僅為

一種可能原因之推測。  

•  日本國鐵在 10 年前經常採用弧形螺栓，惟其容易產生之變形量較大而有較多之問題，近年

來已甚少採用。弧形螺栓如運用於直徑較小之隧道，可能之問題較少，應仍屬可行。  

…………………………………………………………………………………………………………………………………………………………………………………………………………………………………………………………………………………………………………………………………………………………………………    

九九九九、、、、台灣潛盾隧道發生幾次包括施工本身造成或其他鄰近工程施工造成之環片受損事台灣潛盾隧道發生幾次包括施工本身造成或其他鄰近工程施工造成之環片受損事台灣潛盾隧道發生幾次包括施工本身造成或其他鄰近工程施工造成之環片受損事台灣潛盾隧道發生幾次包括施工本身造成或其他鄰近工程施工造成之環片受損事

故故故故，，，，部分業主部分業主部分業主部分業主單位已開始思考有關檢討補強環片之課題單位已開始思考有關檢討補強環片之課題單位已開始思考有關檢討補強環片之課題單位已開始思考有關檢討補強環片之課題。。。。惟根據目前之了解惟根據目前之了解惟根據目前之了解惟根據目前之了解，，，，增加鋼筋增加鋼筋增加鋼筋增加鋼筋

量或環片厚度並未能減少問題量或環片厚度並未能減少問題量或環片厚度並未能減少問題量或環片厚度並未能減少問題，，，，對於補強環片之見解為何對於補強環片之見解為何對於補強環片之見解為何對於補強環片之見解為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潛盾隧道工法是一種經由諸多施工經驗累積與試驗結果而逐步發展出來之隧道工法，同樣

地，環片技術亦是累積許多經驗而得。  

•  日本之環片技術也是經歷過 40 幾年之施工、試驗、檢討，同時亦逐步發展出設計方式與公

式。  

•  建議應可再審視這些環片受損案例，並檢討改進方式。  

•  可朝環片種類、弧形螺栓、螺栓數量方面進行檢討。  

…………………………………………………………………………………………………………………………………………………………………………………………………………………………………………………………………………………………………………………………………………………………………………    

十十十十、、、、台灣目前常採用之弧形螺栓是日本國鐵所創台灣目前常採用之弧形螺栓是日本國鐵所創台灣目前常採用之弧形螺栓是日本國鐵所創台灣目前常採用之弧形螺栓是日本國鐵所創，，，，但近年來已很少被日本國鐵再採用之但近年來已很少被日本國鐵再採用之但近年來已很少被日本國鐵再採用之但近年來已很少被日本國鐵再採用之

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最近多採用何種方式最近多採用何種方式最近多採用何種方式最近多採用何種方式？？？？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弧形螺栓是日本國鐵在 20 幾年前首創，近年來較少被採用之主因為：其相較於其他螺栓形

式所產生之變形較大，另螺栓之鬆弛比率亦較其他螺栓形式高。  

•  最近多採用短直螺栓辦理。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短直螺栓之螺栓箱如採鑄鐵其成本將很高短直螺栓之螺栓箱如採鑄鐵其成本將很高短直螺栓之螺栓箱如採鑄鐵其成本將很高短直螺栓之螺栓箱如採鑄鐵其成本將很高，，，，但採鋼製品又有鏽蝕課題但採鋼製品又有鏽蝕課題但採鋼製品又有鏽蝕課題但採鋼製品又有鏽蝕課題，，，，宜如何選宜如何選宜如何選宜如何選

擇較佳擇較佳擇較佳擇較佳？？？？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進行鋼防蝕處理。  

…………………………………………………………………………………………………………………………………………………………………………………………………………………………………………………………………………………………………………………………………………………………………………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針對某施工災損事故導致受損隧道環片需進行更換復原針對某施工災損事故導致受損隧道環片需進行更換復原針對某施工災損事故導致受損隧道環片需進行更換復原針對某施工災損事故導致受損隧道環片需進行更換復原，，，，如採用洞口垂直凍結如採用洞口垂直凍結如採用洞口垂直凍結如採用洞口垂直凍結 +  +  +  + 

灌漿灌漿灌漿灌漿 +  +  +  + 壓氣工法施作壓氣工法施作壓氣工法施作壓氣工法施作，，，，應注意哪些事項應注意哪些事項應注意哪些事項應注意哪些事項？？？？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如果只是一般性之注意事項則如教科書一樣有許多注意事項。  

•  就垂直凍結工法進行鑽孔配置處理洞口而言，應屬可行。  

•  因地盤經災損事故而受擾動，緊急救災時在地盤中注入各式各樣灌漿材，其條件已非施工前

之情形，雖有新增之調查作業為輔，其不確定性仍高。  

•  一般常採灌漿、壓氣、凍結等作為隧道復原作業之輔助工法，且施工實例亦多，而其中又以

壓氣工法為主，但因地盤已受擾動，「現場執行者對要採用執行之工法具有信心」，是工法評估

選用決定之關鍵因素。  

•  壓氣工法在台北捷運亦已有經驗，但事故地點之地層較原地盤已不一樣，可能之漏氣與水路

將較難調查，需特別注意。  

•  如原設計已採壓氣工法進行，一般可採預定之壓氣壓力之 80% 左右開始進行施工。但工址

地盤因事故產生而致擾動，則應採較小之壓氣值慢慢逐步增壓，施工時，工址現場之漏水、漏氣

調查十分重要。  

•  現場施工負責人對工法認為可行與具有經驗與信心是最重要之處。對於緊急救援措施，無論

是採用何種工法，現場負責人對欲採取施行之工法需具有信心。另外，亦須對其欲採取之工法具

有極佳之判斷力與經驗，此為最重要之事項。  

…………………………………………………………………………………………………………………………………………………………………………………………………………………………………………………………………………………………………………………………………………………………………………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對受損隧道四周全面採凍結工法進行施工之看法為何對受損隧道四周全面採凍結工法進行施工之看法為何對受損隧道四周全面採凍結工法進行施工之看法為何對受損隧道四周全面採凍結工法進行施工之看法為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如計畫採水平環狀凍結工法，鑽孔宜與隧道保持一段距離。  

•  惟因需敲除工作井結構，對進度、費用、安全性而言均屬困難。  

…………………………………………………………………………………………………………………………………………………………………………………………………………………………………………………………………………………………………………………………………………………………………………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針對隧道四周已完全由灌漿包圍者與隧道下方無灌漿者針對隧道四周已完全由灌漿包圍者與隧道下方無灌漿者針對隧道四周已完全由灌漿包圍者與隧道下方無灌漿者針對隧道四周已完全由灌漿包圍者與隧道下方無灌漿者 (  (  (  ( 即隧道四周局部即隧道四周局部即隧道四周局部即隧道四周局部灌灌灌灌

漿漿漿漿 )  )  )  ) ，，，，使用之壓氣是否會不同使用之壓氣是否會不同使用之壓氣是否會不同使用之壓氣是否會不同？？？？日本是否有採高壓噴射灌漿日本是否有採高壓噴射灌漿日本是否有採高壓噴射灌漿日本是否有採高壓噴射灌漿 +  +  +  + 壓氣時壓氣時壓氣時壓氣時，，，，壓氣之大小可壓氣之大小可壓氣之大小可壓氣之大小可

因地盤已有灌漿而可降低壓氣之檢討例因地盤已有灌漿而可降低壓氣之檢討例因地盤已有灌漿而可降低壓氣之檢討例因地盤已有灌漿而可降低壓氣之檢討例？？？？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日本近年來已很少有壓氣之案例。  

•  如擬將隧道最低處滲水排出，則須將壓氣增加至隧道底部。然施工時仍宜由低壓逐步往上加

壓，水流進隧道並無問題，重點是不要帶進土砂，如發現土砂流出時，則現場應立即採取填堵或

止灌之措施，使用之壓氣壓力還是應該愈小愈好。  

…………………………………………………………………………………………………………………………………………………………………………………………………………………………………………………………………………………………………………………………………………………………………………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如果進入隧道四周皆由灌漿地盤改良包覆之區域進如果進入隧道四周皆由灌漿地盤改良包覆之區域進如果進入隧道四周皆由灌漿地盤改良包覆之區域進如果進入隧道四周皆由灌漿地盤改良包覆之區域進行環片更換時行環片更換時行環片更換時行環片更換時，，，，是否有機會可是否有機會可是否有機會可是否有機會可

逐漸減小壓氣大小逐漸減小壓氣大小逐漸減小壓氣大小逐漸減小壓氣大小？？？？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採取低壓允許局部滲入水或採稍高壓之壓氣而完全止水之做法，將可能因不同公司或個人之

見解而有所不同，地層條件不同亦會影響見解，應由工址施工之負責人決定要採取之方式。  

…………………………………………………………………………………………………………………………………………………………………………………………………………………………………………………………………………………………………………………………………………………………………………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上方隧道到達如擬採用雙栓塞上方隧道到達如擬採用雙栓塞上方隧道到達如擬採用雙栓塞上方隧道到達如擬採用雙栓塞 DOUBLE PACKER  DOUBLE PACKER  DOUBLE PACKER  DOUBLE PACKER 灌漿灌漿灌漿灌漿 +  +  +  + 潛盾機掘削入連續壁潛盾機掘削入連續壁潛盾機掘削入連續壁潛盾機掘削入連續壁    

+ + + + 工作井側與隧道間設置艙門方式施作工作井側與隧道間設置艙門方式施作工作井側與隧道間設置艙門方式施作工作井側與隧道間設置艙門方式施作，，，，就目前規劃之方案應注意哪些事項就目前規劃之方案應注意哪些事項就目前規劃之方案應注意哪些事項就目前規劃之方案應注意哪些事項？？？？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需經由 DOUBLE PACKER 灌漿之施工管理及驗證試驗 ( 試水 ) 以確認改良成效，連續壁與

地盤改良體間之介面應特別加以注意。  

…………………………………………………………………………………………………………………………………………………………………………………………………………………………………………………………………………………………………………………………………………………………………………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針對上方隧道如擬採取凍結工法施作之看法如何針對上方隧道如擬採取凍結工法施作之看法如何針對上方隧道如擬採取凍結工法施作之看法如何針對上方隧道如擬採取凍結工法施作之看法如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如工期及費用允許則應屬可行。  

…………………………………………………………………………………………………………………………………………………………………………………………………………………………………………………………………………………………………………………………………………………………………………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上方隧道採垂直凍結工法在凍結與解凍過程中上方隧道採垂直凍結工法在凍結與解凍過程中上方隧道採垂直凍結工法在凍結與解凍過程中上方隧道採垂直凍結工法在凍結與解凍過程中，，，，是否會對下方隧道造成影響是否會對下方隧道造成影響是否會對下方隧道造成影響是否會對下方隧道造成影響？？？？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上方隧道因較下方隧道離地表較近，對地面之建物影響將較大。  

•  對下方隧道應無太大之影響。  

…………………………………………………………………………………………………………………………………………………………………………………………………………………………………………………………………………………………………………………………………………………………………………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若潛盾機以棄殼方式到達若潛盾機以棄殼方式到達若潛盾機以棄殼方式到達若潛盾機以棄殼方式到達，，，，應注意哪些事項應注意哪些事項應注意哪些事項應注意哪些事項？？？？目前日本潛盾機到達大多以何種方目前日本潛盾機到達大多以何種方目前日本潛盾機到達大多以何種方目前日本潛盾機到達大多以何種方

式施作式施作式施作式施作？？？？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日本一般並不作此等施工安排，對於潛盾機棄殼作業，並無特別好的對策，皆須承擔風險。  

•  棄殼之機具與連續壁間之縫隙要特別注意。  

•  地盤改良要特別注意。  

…………………………………………………………………………………………………………………………………………………………………………………………………………………………………………………………………………………………………………………………………………………………………………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凍結工法在冰凍與解凍之過程中凍結工法在冰凍與解凍之過程中凍結工法在冰凍與解凍之過程中凍結工法在冰凍與解凍之過程中，，，，將造成地盤之隆起與沉陷將造成地盤之隆起與沉陷將造成地盤之隆起與沉陷將造成地盤之隆起與沉陷，，，，對未來上方隧道施對未來上方隧道施對未來上方隧道施對未來上方隧道施

工是工是工是工是否會有不利之影響否會有不利之影響否會有不利之影響否會有不利之影響？？？？除灌漿工法外除灌漿工法外除灌漿工法外除灌漿工法外，，，，是否尚有其他之處理對策是否尚有其他之處理對策是否尚有其他之處理對策是否尚有其他之處理對策？？？？如採取灌漿工法如採取灌漿工法如採取灌漿工法如採取灌漿工法，，，，

如何決定適當之灌漿範圍如何決定適當之灌漿範圍如何決定適當之灌漿範圍如何決定適當之灌漿範圍？？？？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上方隧道如可等到下方隧道之冰凍管解凍後再構築，則無因解凍而引起地盤沉陷並造成對上

方隧道不利之問題。  

•  針對下方隧道局部環片下方如因無法事先進行灌漿處，須於解凍期間，隨時進行觀測並進行

必要之隧道內灌漿補強。  

…………………………………………………………………………………………………………………………………………………………………………………………………………………………………………………………………………………………………………………………………………………………………………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上方隧道之到達採取凍結工法處理之方式看法如何上方隧道之到達採取凍結工法處理之方式看法如何上方隧道之到達採取凍結工法處理之方式看法如何上方隧道之到達採取凍結工法處理之方式看法如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在洞口附近 1~2M 範圍內採取小規模水平環狀凍結亦是效果很好之方式。  

•  水平環狀凍結一般多在一開始即考量使用，如要作為災損事故後之處理使用，工作井之結構

安全應先檢討確認。  

•  在直井與隧道接頭處間十分短之區段中採取凍結工法時，其施工狀態應是極佳，惟如做此等

考量，應是於當初設計時即已納入考量。反之，如運用於緊急搶救狀態時，要因此而敲除大量結

構物將是十分浩大之工程。  

…………………………………………………………………………………………………………………………………………………………………………………………………………………………………………………………………………………………………………………………………………………………………………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大口徑灌漿工法大口徑灌漿工法大口徑灌漿工法大口徑灌漿工法 (  (  (  ( 如如如如 Superjet Midi  Superjet Midi  Superjet Midi  Superjet Midi 等等等等 )  )  )  ) 係運用於原始地盤中係運用於原始地盤中係運用於原始地盤中係運用於原始地盤中，，，，如災損事故地如災損事故地如災損事故地如災損事故地

點之受擾動地盤點之受擾動地盤點之受擾動地盤點之受擾動地盤，，，，因緊急搶救灌漿致使充灌各種因緊急搶救灌漿致使充灌各種因緊急搶救灌漿致使充灌各種因緊急搶救灌漿致使充灌各種 SL  SL  SL  SL 、、、、 CW  CW  CW  CW 、、、、 LW  LW  LW  LW 等灌漿材料等灌漿材料等灌漿材料等灌漿材料，，，，大口大口大口大口

徑灌漿工法是否仍適用徑灌漿工法是否仍適用徑灌漿工法是否仍適用徑灌漿工法是否仍適用？？？？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已受擾動之地盤施灌效果確實會較一般差，因此施工管理需特別注意。  

•  施工管理重點包括藥劑、灌注深度、壓力、注入量等，且一般在日本執行多無問題。  

•  以曾對台灣某下水道工程之灌漿承包商進行指導之經驗了解，在經過 5 次重複說明要求後，

灌漿承包商最後才正確地施灌，顯示台灣專業承包商品質差距頗大，灌漿作業應找品質與信用好

之專業分包商施作。  

•  在一度曾被破壞擾動之地盤中，為求達到一定程度之安定性及成效，應進行大規模之灌漿改

良。即應在確認流木 ( 障礙物 ) 之處所施以固結灌漿，而固結灌漿則是以施作大口徑之高壓噴

射灌漿對包覆流木之效果較佳。  

•  至於有關化學藥劑之混合攪拌效果，則須找專業廠商說明。  

…………………………………………………………………………………………………………………………………………………………………………………………………………………………………………………………………………………………………………………………………………………………………………    

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日本一般如何處理潛盾機到達棄殼作業日本一般如何處理潛盾機到達棄殼作業日本一般如何處理潛盾機到達棄殼作業日本一般如何處理潛盾機到達棄殼作業？？？？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日本一般不做將盾殼棄置於連續壁外之設計與安排。  



•  潛盾隧道之出發與到達是潛盾隧道施工最危險之階段，應盡快、不停頓地施築完成。  

…………………………………………………………………………………………………………………………………………………………………………………………………………………………………………………………………………………………………………………………………………………………………………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灌漿灌漿灌漿灌漿 +  +  +  + 壓氣工法施工發現漏氣時壓氣工法施工發現漏氣時壓氣工法施工發現漏氣時壓氣工法施工發現漏氣時，，，，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應如何處理？？？？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先降低壓氣壓力，灌漿止漏後再提高壓氣壓力。  

…………………………………………………………………………………………………………………………………………………………………………………………………………………………………………………………………………………………………………………………………………………………………………    

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 日本為何近年來很少使用壓氣工法日本為何近年來很少使用壓氣工法日本為何近年來很少使用壓氣工法日本為何近年來很少使用壓氣工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作業員健康問題。  

•  難以確認壓氣往何處跑。  

•  密閉式潛盾機進步發展，取代開放式潛盾機，壓氣輔助工法自然就減少。  

…………………………………………………………………………………………………………………………………………………………………………………………………………………………………………………………………………………………………………………………………………………………………………    

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 如不考量經費如不考量經費如不考量經費如不考量經費，，，，是否有較佳之受損隧道復原方式是否有較佳之受損隧道復原方式是否有較佳之受損隧道復原方式是否有較佳之受損隧道復原方式？？？？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地盤灌漿改良功能是作為截斷水路，壓氣則是將水吹?，兩者能同時採用最好。  

•  註：國內曾有連通隧道開挖施築一半時忽遇漏水，因該案除地盤改良外，亦備妥壓氣設備而

能緊急提昇壓氣壓力以避免意外事故產生之案例。  

•  凍結工法能將水止住，亦是很好之工法。  

…………………………………………………………………………………………………………………………………………………………………………………………………………………………………………………………………………………………………………………………………………………………………………    

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    凍結工法使用液態氮之看法如何凍結工法使用液態氮之看法如何凍結工法使用液態氮之看法如何凍結工法使用液態氮之看法如何？？？？  

答覆答覆答覆答覆：：：：        

•  液態氮在 30 年前經常使用，其特色為急速凍結，運用於急救時應較佳，現場乾淨漂亮，惟

因膨脹快，難以預測周邊土壤變化情形。  



•  Brain(CaCl 2 ) 則是慢慢凍結，所需設備大。以事故現場已有房屋傾斜情形而言，採 Brain 慢

慢凍結以觀察凍脹影響，並於必要時做適當調整，亦是選擇之考量因素。  

•  不知是何原因，日本廠商目前似乎僅有 Brain 之設備。如擬採液態氮施工，恐須洽歐美之專

業承包商。  

…………………………………………………………………………………………………………………………………………………………………………………………………………………………………………………………………………………………………………………………………………………………………………    

    

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 對未來潛盾隧道之出發對未來潛盾隧道之出發對未來潛盾隧道之出發對未來潛盾隧道之出發、、、、到達區到達區到達區到達區，，，，佈設自動監測儀器之看法如何佈設自動監測儀器之看法如何佈設自動監測儀器之看法如何佈設自動監測儀器之看法如何？？？？     

回覆回覆回覆回覆：：：：        

•  理論上之可行。  

•  但要拉長線佈設，一般較少在現場實施。  

•  自動監測屬宣傳之效果較多，實務上不一定能及時根據量測值進行研判並採取緊急應變對

策，是否確實需要可再探討。  

 

 



 
…………………………………………………………………………………………………………………………………………………………………………………………………………………………………………………………………………………………………………………………………………………………………………    

 
…………………………………………………………………………………………………………………………………………………………………………………………………………………………………………………………………………………………………………………………………………………………………………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鑑於台灣地區中大型都市正積極展開輕軌運輸系統之規劃，行政院爰將輕軌運輸系統之推動納入

「挑戰二ＯＯ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8. 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並積極辦理相關作業，其目的

在於達成下列五大目標。  

•  配合運輸需求，提高服務水準  

•  減少旅行時間，便利大眾運輸  

•  節省運輸能源，增加經濟效益  

•  促進土地利用，配合都市發展  

•  維護都市環境，提昇生活品質  

國內目前已有中運量及重運量捷運，其相關之設計規範標準已甚完備，但在輕軌部分則尚付闕

如，且由於輕軌運輸系統在車輛尺度、列車組成、建造型式、路權型式、控制系統等特性方面具

有因地制宜之彈性，惟台灣地區之幅員不大，實不宜有太多不同系統，因此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

局公開徵選「輕軌運輸系統設計準則顧問」，本部有幸爭取承辦此案，希望藉由本研究案，研擬



適合國情之設計準則，將國內未來施作之輕軌運輸系統與道路交通相關之路線規劃界面釐定清

楚，以利國內各級政府於都市大眾運輸發展體系發展輕軌運輸系統，並符合輕軌運輸系統永續發

展之目標。 

…………………………………………………………………………………………………………………………………………………………………………………………………………………………………………………………………………………………………………………………………………………………………………    

二二二二、、、、    行程說明行程說明行程說明行程說明        

本次參訪行程係會同高鐵局第一組副工程司賴美孜、林佳宜、謝金玫小姐及「輕軌運輸系統設計準則顧問」

案主辦陳淵楠先生，自 93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26 日，詳表一 。  

日 數/日 期 預 定 行 程 駐留城市 參加成員 

1.  6/11（五） BR87 台北啟程（23：55） -  

2.  6/12（六） 去程（台北-巴黎） 巴黎 

3.  6/13（日） 準備 巴黎 

4.  6/14（一） 拜會大巴黎地區大眾運輸委員會

（STIF）、法國軌道工業聯盟(FIF) 
斯特拉斯堡 

5.  6/15（二） 考察 Strasbourg LRT 系統 斯特拉斯堡 

6.  6/16（三） 考察 Strasbourg LRT 系統 巴黎 

7.  6/17（四） 

1. 考察 Paris Montparnasse 1 ET 2 

TGV 車站票務及行車安全措施 

2. 考察 Bordeaux LRT 系統 

巴黎 

8.  6/18（五） 拜會法國交通部（MOTC） 巴黎 

Ⅰ
案
：
謝
金
玫
、
林
佳
宜
、 

Ⅱ
案
：
陳
淵
楠
及
中
華
于
新
源 

.  6/1 （六） 日 參加 2 4 巴黎運輸 會 巴黎 

1 . 6/2 （日） 日 巴黎 

11. 6/21（一） 拜會 CO E 運輸  巴黎 

12. 6/22（二） 考察 Li e LRT 系統 巴黎 

13. 6/23（三） 1. 拜會法國運輸 (CERT ) 

2. 拜會 S TR L 交通  

3. 考察 L on LRT 系統 

 

巴黎 

14. 6/24（四） 

S STR 及巴黎大眾運輸

（R TP） 員 參 巴黎 軌 T1 及

T2  

巴黎 

15. 6/25（五） 考察 Rouen LRT/BRT 系統 巴黎 

16. 6/26（六）

6/27（日） 

BR87 程（巴黎-台北） 

6 5  

- 

 

Ⅱ
案
：
陳
淵
楠
一
人
及
中
華
于
新
源 

賴
美
孜
（
經
濟
部
九
十
三
年
度
聯
合
技
術
訓
練
計
畫
錄
取
赴
法
國
實
習
「
輕
軌
技
術

規
範
及
監
理
法
規
」
案
） 

 

…………………………………………………………………………………………………………………………………………………………………………………………………………………………………………………………………………………………………………………………………………………………………………    



三三三三、、、、    參訪輕軌運輸系統參訪輕軌運輸系統參訪輕軌運輸系統參訪輕軌運輸系統 

( ( ( ( 一一一一 )  )  )  ) 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LRT (Strasbourg) LRT (Strasbourg) LRT (Strasbourg) LRT 

LRT 在法國多稱為 Tramway ，斯特拉斯堡 

(Strasbourg) LRT 由 CTS 營運 (CTS 兼營 

BUS 運輸 ) ，共有 A 、 B 、 C 、 D 四條

路線，各以不同之顏色區分。 Strasbourg LRT 素

以造型優雅亮麗與當地美景相得益彰而著稱，

車輛係由 ADtranz 公司製造，為鋼輪輕軌車

輛，三節連結車型式，其牽引電力為架空線系

統，詳圖 1 。 

 

斯特拉斯堡 LRT 僅有一地下車站及隧道，其餘

均為地面車站，以 C 型路權為主，少部份混合 

A 型及 B 型路權。地面車站設施極為簡單，一

般而言標準車站僅比人行道高約一、二台階，

月台邊緣設有嵌入式地面照明燈及導盲磚，詳

圖 2 上、下行月台兩端各設有驗票機，月台中

間設自動售票機及候車亭，詳圖 3 。候車亭造

型相當一致，均為簡潔之鋼構及玻璃組合，部

份交會站及終點站則明顯有特殊風格之造型，

設計相當活潑多樣，詳圖 4 。  

圖圖圖圖 3 3 3 3----    斯特拉斯堡輕軌斯特拉斯堡輕軌斯特拉斯堡輕軌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自動售票機地面車站自動售票機地面車站自動售票機地面車站自動售票機                                                圖圖圖圖 4 4 4 4----    斯特拉斯堡輕軌交會站斯特拉斯堡輕軌交會站斯特拉斯堡輕軌交會站斯特拉斯堡輕軌交會站    

月台終端立柱設有一反光鏡以利司機員監看乘客上下車之情形，月台啟始點前設有號誌燈桿指引

列車行進，詳圖 5 。除此之外，月台別無一物。  

 

 

 

 

圖圖圖圖 1 1 1 1----    斯特拉斯堡輕軌列車斯特拉斯堡輕軌列車斯特拉斯堡輕軌列車斯特拉斯堡輕軌列車        

圖圖圖圖 2 2 2 2----    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月台邊緣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月台邊緣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月台邊緣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月台邊緣    



 
圖圖圖圖 5 5 5 5----    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反光鏡及號誌燈桿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反光鏡及號誌燈桿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反光鏡及號誌燈桿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反光鏡及號誌燈桿                        圖圖圖圖 6 6 6 6----    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驗票機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驗票機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驗票機斯特拉斯堡輕軌地面車站驗票機 

下了月台距離不遠即漸漸與地面道路或人行道收平，前後處處可見人行及車輛穿越，據筆者觀察

於 6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幾乎隨時人潮不斷，上上下下，乘客極多，車中

座無?席，並多有站立者，幾無尖、離峰時間之差別，顯示其營運極為成功。  

輕軌車票可於各車站自動售票機購得，可分單程及一日票，按操作流程投幣取得紙票後，須於 1 

個小時內插入驗票機後取出車票再候車、上車，無任何閘門阻攔，完全為自動自發行為，大大提

昇了便利性，僅不定時不定點於車上有驗票人員出現驗票，據聞若未依規定將罰以 30 倍票價金

額。而驗票機之數量各站不一，尤其交會站之驗票機數量明顯較多，詳圖 6 。此行為筆者首次

見識 LRT 之開放式自動收費系統。  

法國部份捷運、輕軌車輛在列車靠站停車後並不自動開啟車門，不論上車或下車乘客都要按車門

旁按鈕，車門才會開啟。 

 

斯特拉斯堡 LRT 之軌道區範圍與一般道路或人行道路面，大多以不同之舖面區隔，一側之鐵軌

至軌道區邊緣約 30~50cm ，上行線與下行線之鐵軌側邊之間距約 60~70cm 。  

A 、 D 線均連接至 SNCF 之 Strasbourg Central Station ，以利長途與 Local LRT 之轉乘。  

Strasbourg LRT 輕軌車輛兩端均設駕駛座，司機員除依行車號誌外，還要隨時目視前方汽車、行

人穿越情形而駕駛。  

( ( ( ( 二二二二 )  )  )  ) 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 (Bordeaux) LRT  (Bordeaux) LRT  (Bordeaux) LRT  (Bordeaux) LRT     

波爾多 (Bordeaux) 之 Tramway 目前營運的有 A 、 B 、 C 三線，均屬地面 B 型及 C 型路

權， Line A 長 10 km ， 21 車站， Line B 長 9.3 km ， 20 車站， Line C 長 2.9 km ， 7 車

站。其路線圖詳圖 7 。營運時間為早上 5 點至晚上 12 點，營運速度 20 km/h ，最小班距各線

均為 4 分鐘，最高速度 60km/h 。  

車輛為 ALSTHOM 製造，詳圖 8 ，車寬 2.4 m ，地板高度 28 cm ，列車長度在 Lines A 及 Line 



B 為 46 m ，在 Line C 為 32 m 。波爾多 Tramway 最特殊的為其供電系統，使用 750V DC 包

括架空線系統及地面供電系統 (APS) ，在市中心因多古蹟、街道較狹窄，使用 APS ，可維持

原有優美景觀，詳圖 9 。離開市中心街道較寬處則改採架空線系統，列車可接收兩種供電方式，

由架空線地區駛至 APS 地區，駕駛員操作按鈕收起集電弓，反之由 APS 地區駛至架空線地區

則操作按鈕升起集電弓。 

    

    

圖圖圖圖 7777----    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波爾多 (Bordeaux) LRT  (Bordeaux) LRT  (Bordeaux) LRT  (Bordeaux) LRT 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路線圖        圖圖圖圖 8888----    波爾多輕軌列車波爾多輕軌列車波爾多輕軌列車波爾多輕軌列車    

        

圖圖圖圖 9999----波爾多輕軌地面供電系統可波爾多輕軌地面供電系統可波爾多輕軌地面供電系統可波爾多輕軌地面供電系統可避免架空線衝擊景觀避免架空線衝擊景觀避免架空線衝擊景觀避免架空線衝擊景觀    圖圖圖圖 10101010----    波爾多輕軌地面供電系統波爾多輕軌地面供電系統波爾多輕軌地面供電系統波爾多輕軌地面供電系統        

 

APS 原為一家法國公司所設計，目前已由 ALSTHOM 買下其專利權。 APS 在牽引供電系統上

可說是一大創新，既非架空線也非傳統之第三軌，它在外觀上就像兩條金屬片嵌在一長條?緣片

上 ( 稱為供電軌 ) ，平整舖設於兩條鋼軌之間，詳圖 10 。當列車行駛至任一位置時，列車號

誌感應線?隨即偵測並傳遞訊號給該區段之供電軌，此時在列車中間下方之供電軌才會依訊號提

供 750V DC 電源，而其他地方之導電軌均不帶電。 APS 牽引供電系統在 C 型路權上，行人、

車輛可隨時穿越，毫無觸電危險，著實為一方便、安全且有利於土建界面之設計。 

( ( ( ( 三三三三 )  )  )  ) 里爾里爾里爾里爾 (Lille) LRT  (Lille) LRT  (Lille) LRT  (Lille) LRT     

Lille 之行程係搭 TGV 由巴黎到 Gare Lille Flandres 車站，該車站係 TGV 與捷運車站共構，我

們一行於該車站與當地捷運管理單位 Transpole 之接待人員會面後即由其帶領導覽以法語解



說，陪同之 SYSTRA 公司 Nathalie COUEGNAS 小姐再為我們翻譯成英語。首先簡介 Lille 之大

眾運輸系統包括 Metro 、 Tramway 、 BUS 及 Autocar ， Metro 共有兩條線， 1 號橘線及 2 號

紅線，均為 VAL 自動導軌系統，與台北之木柵線相同。營運路線共 45 km ，含 62 車站，共 143 

輛列車。 1 號橘線長 9.5 km ， 13 車站， 1983 年開始營運， 2 號紅線長達 35.5 公里， 49 車

站，據聞是世界上最長之自動導軌系統， 1984 年加入營運，其中有 35 車站與公車或輕軌轉乘。  

1 號橘線行駛 C.H.R.B-Calmette 站至 4 Cantous 之間， 2 號紅線行駛 St Philibert 至 C.H. Dron 

之間，其間並於 Porte de Douai 站及 Gare Lille Flandres 站交會。另外此二兩線並於 Fort de Mous 

站及 Pout de Bios 站間連接以利尖峰時間區間車之行駛。有趣的是接待人員告訴我們原本其舊有 

VAL 系統只有兩輛車 ( 即 Marriage Pairs) ，但新車型將有 4 輛車 ( 即 2-Marriage Pairs) ，其

實我們心裡早已了解其原委，這應是 MATRA 在經歷台北之創舉後將其技術回饋應用於法國本

身。  

接著介紹 Tramway( 即 LRT) 共有 T 及 R 兩條營運路線共 19km ， 24 輛列車， 36 車站，

其中有 5 個車站與 Metro 1 號及 2 號線可轉乘， 14 個車站可轉乘公車。另 Lille 有 37 條市

區公車路線 (400km ， 1000 停靠站 ) 。  

繼續介紹車站相關設施，但聲明車站內及車上不允許照相，這是當地捷運及輕軌特有之規定。我

們繼續參觀行控中心，該行控中心主要監控 Metro 二條線，顯示板上在左方為 1 號線，右方為 

2 號線，控制台左方有三名控制員，監控 1 號線，右方有七名控制員，其中六名監控 2 號線，

一名監控 1 號與 2 號之連結介面，後方有三名主任控制員，只有主任控制員才有權下令斷電。

控制室外我們發現牆上掛著四具箱體，很好奇地問接待人員，接待人員稱是之前中央控制室曾發

生火警事故，自動氣體滅火設備啟動，導致室內無氧氣，因而人員無法進入，故事後置氧氣筒於

室外，以備不時之需。  

解說告一段落後，我們實地乘坐捷運參觀。雖然接待人員曾說明車站內及車上不得攝影之規定，

但到一高架車站 Les Pres ，乘客較少，接待人員暗示我們，她沒看見，於是我們就逮住機會好

好拍攝一番，詳圖 11 。 

圖圖圖圖 11 11 11 11----    里爾里爾里爾里爾 VAL  VAL  VAL  VAL 高架車站高架車站高架車站高架車站 Les Pres Les Pres Les Pres Les Pres                                                                    圖圖圖圖 12 12 12 12----    盧恩輕軌盧恩輕軌盧恩輕軌盧恩輕軌 (Metrobus)  (Metrobus)  (Metrobus)  (Metrobus) 車輛車輛車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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