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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為導入民間資金及經營管理活力，相繼於民國83年發布施行「獎勵民間參與交

通建設條例」及民國89年發布施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鼓勵範疇從原本限於

交通建設、觀光遊憩建設二類，擴大到污水下水道、新市鎮開發、文教設施、社會福利及

農業設施等13類20項公共建設，參與方式有BOT、ROT、OT、BTO（有償及無償）、BOO

等，至今成功簽約之計畫已超過600件，首宗BOT案─「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建暨營運台

灣南北高速鐵路」也於民國96年正式營運。倘若僅以促參法所推動之計畫而言，民間預

定投資之金額高達3600億元以上，降低政府營運支

出近6000億元、增加財政收入（租金、稅收及權利

金）約3500億元，另外所創造之就業機會超過9萬

名，故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在台灣已具有相當程度的

執行成效與經驗。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迄今14年，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或是中華顧問工程司始終是配

合政策推動之最佳協助執行者，經歷法令變革的過

度期，一起學習與成長，迄今所執行之民參相關評

估計畫與招商案件已超過百件。不只擔任過政府招

商總顧問、扮演過民間申請人之備標總顧問、受邀

提供融資機構工程授信服務，更擔任興建階段或營

運階段政府之履約管理顧問，也受聘擔任興建階段

民間機構之專案管理顧問，在不同的執行經驗中傳

承與發展，達到(1)發揮民間企業活力，降低公共建

設的興建及營運成本；(2)引進民間財力資源，減輕

舒緩政府財政負擔。(3)排除行政法規束縛，消除興

建及營運的阻力；(4)有效提昇公共設施之興建品質

及營運績效等「公私協力」的目摽。

　　本期專輯以「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主題，除

提供本公司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累積之經

驗外，另特別專訪產官學界之專業人士，希望藉以

進一步了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政策與願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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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問：目前政府財政拮据，導入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應為主要推動方向之一，就財源支

應上而言，民參推動策略面為何？優先

順序為何？獎勵與配套措施為何？

答：分幾個層次來說明，政府財政好壞是一

回事，促參又是一回事。政府財政好，要推促

參；政府財政不好，更要推促參。所以不完全

是著眼於政府財政，而是要從效率及效能來

看，資源有效利用來考量。常言「兄弟同心，

其利斷金」，而促參是「公私合作，其利斷

金」。今日政府不再是家父長式，什麼都由政

府來推動，而是要朝公私協力，利用民間物

力、財力、人力資源參與公共建設，而政府必

須訂定合理遊戲規則讓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以GNP來看，政府佔17％，民間佔83％，

可知民間物力、財力、人力資源是無窮，如何

運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發揮槓桿原理以小搏

大，政府出一點小錢，讓民間出大錢，招商成

功後政府又可收稅金，以此邏輯設計公平合理

遊戲規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前提是要認同

整理／林貴貞  ‧  攝影／黃教正

　　財政部李述德部長1980年畢業於美國曼卡圖大學並取得企業管理碩士，歷

練台北市秘書長、財政局局長、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局長、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

稅局副局長、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主任秘書、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等職務，從地

方到中央的財政經驗豐富。

　　英國、新加坡、泰國等辦理促參推動事務均由財政部為主導，李部長服務台

北市期間曾積極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業務，目前升任財政部長，在執行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應有更積極之作為及遠景。

　　本期刊很榮幸於97年7月18日專訪李述德部長，也非常感謝李部長於百忙之

中撥冗接受專訪，並提出寶貴的經驗，其內容精闢值得讀者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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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機制，再談技術面問題，以促進與鼓勵來營

造有利民間投資環境。但政府體制與民間企業

迴異，一定要遵守公開、程序正義。

　　促參法尚未公佈前，台北市就積極引入民

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例如晶華酒店、101大

樓開發。雖不是現在促參法所謂之BOT或OT，

而是採設定地上權方式，但其精神是一樣的。

而後促參法公佈後，台北市積極配合政策，力

推之促參計畫包含交九、市府轉運站、北投纜

車、大巨蛋等等。事實上，政府隨客觀環境變

化，須調整政府之財政策略、業務策略，遊戲

規則亦要調整。在無促參法前，有獎參條例、

採購法、地方政府如台北市有市有財產管理辦

法，均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至民國89年2月

公布促參法，不論採用何法，此一系列政策調

整，其基本精神邏輯均為政府要與民間合作，

透過公開合理競爭機制，政府僅制定公平遊戲

規則；然而，因政策新、觀念新，有些公務人

員或首長之調整腳步不夠快，致使在規劃過程

中，不夠開放心胸，擔心法律無規定或無案例

而不敢嘗試。

問：英國、新加坡、澳洲等新進國家，有      

關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皆由財政部門主

導，據悉國內政府組織再造後相關業

務亦將由財政部主政，因此針對有些

不易回收且投資效益較低之公共建設

或自償性較低之計畫，國外係採所謂

的DBFO (Design Build Finance Operate）

模式，由政府付費來支付公共建設的

興建和營運，部長認為是否可導入此

經驗？應注意之事項為何？

答：戲法人人會變，萬變不離其衷，均是

目的導向。社會科學無標準答案，好的方向

就要做，但方法要調整，財務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有許多財務工具，衍生商品不斷推

陳出新，政府財務策略亦要創新，以過去在台

北市服務之經驗，政府執行公共建設之財源籌

措不外來自公務預算、基金預算、個別預算以

及採民參方式。以台北市所推動之大巨蛋、12

個運動中心等體育文化設施為例，主要是以基

金預算及民參方式推動。大巨蛋是以促參方式

由政府先投資土地成本約250億元，後由民間企

業以BOT方式再投資約250億元，興建巨蛋及相

關附屬商業設施，以帶動周邊之發展；而12個

運動中心是政府先以基金預算興建硬體設備，

再委由民間營運，以營運之盈餘或權利金償還

基金之興建成本。政府財務策略要以長期規劃

來應變財源籌措，此外，還可利用證券化方

式，如北市於信義計畫區所擁有之A9、A12、

A13及B5土地出租給新光三越、遠東百貨等企

業，每月雖然可收租金達千萬元，也是不錯之

收益，但政府建設所需資金是相當龐大，當時

採更積極有效財務工具，利用地上權租金證券

化發行金額達18億元，一方面可降低市政建

設舉債金額，募集之資金又去買土地，後又採

BOT方式讓民間企業蓋大樓，北市府又可收權

利金及稅收，創造多贏利多。總而言之，不論

採DBFO或其他方式，只要對人民好的方向就去

做，但是招商條件一定要清楚，要秉持公開、

程序正義下謀求全民大眾之福利。

問：對於促參法46條－民間自提規劃計畫，

　　目前有哪些屬性之計畫較為合宜？部長

　　對類似計畫之看法為何？ 

答：促參法是相當靈活及多元，一般所熟習之

42條是由政府規劃訂定開發方向，民間廠商配

合；但46條是民間業者主動積極提出規劃，倘

若又符合政府政策則就有合作機會，若僅涉及

民間自己的土地，政府僅給予開發許可權，若

涉及政府土地，又回歸公平性問題，程序較複

雜須政策公告、初步審核、再審核階段、談優

先承作權、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階段；過程雖

較繁瑣，但此一觀念如民間流行已久之合建分

坪作法，運用至促參是政府與民間合建分物，

祇是細節繁雜，外行人不易瞭解，若執行稍不

謹慎較易引人詬病。過去在台北市政府期間亦

辦理過公有市場民間參與，有些土地被劃設公

有市場，但因政府無錢徵收，透過46條讓民間

主動開發，並與政府合作。民間很早就存在此

共同開發之觀念，祇是政府以前少用此方式，

現在配合促參法讓政府更靈活。但是仍要強調

規劃之重要性，不論採42條或46條，許多BOT

案推動中會出現雜音，就是作業時要透明、要

說清楚，所以規劃作業是關鍵。

 (左)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李述德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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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國內壽險資金之運用是否可增加其彈　

　   性，以利參與大型公共建設之投資？

      有無鬆綁之配套措施？

答：壽險資金目前並非財政部主管業務，而是

由金管會負責，但不論資金由誰管均為政府在

管理。從國內外來看，社會長期資金有效導入

政府重大公共建設是正確的，如日本之郵儲資

金、社會長期保險資金，透過財政部統籌規劃

導入重大建設。國內目前亦有此機制，如經建

會的中長期資金為一橋樑，協調銀行投入重大

建設。而國內壽險資金相對而言是非常龐大，

國內一年所收取保費等之保險資金約有1兆元，

依保險法146條之5，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應申請並經主管

機關核准，相信未來主管機關金管會亦會朝開

放態度。此外例如四大基金「公務人員退撫基

金」、「郵儲基金」、「勞保基金」、「勞退

基金」，目前已累積達3000多億元。每個基金

均有其收支保管運用辦法，辦法均有規範有多

資金運用整個架構，前提是相關壽險資金或退

休基金之運用須不能影響民間廠商之資金運用

效率，廠商是在商言商，這些資金存入銀行之

定存，或投入股市有其基本之收益，但若有長

期投入公共建設之好計畫，若能創造高於此之

報酬，是會有誘因且非常穩定。

問：是否開放外資參與公共建設，另我國工

　　程技術專業條件極佳，財政部除協助推

　　動國內民參案外，可否參考日本及法國

　　經驗，支援並積極參與海外民參計畫，

　　引領國內業界走入國際？

答：政府未來八年預計將投入3兆9,900億元帶

動經濟成長，配合「愛台十二項建設」政府將

投資2兆6,500億元，吸引民間投資1兆3,400億

元，民間投資部分應是透過促參安排讓民間資

金導入十二項建設。其實「愛台十二項建設」

某些部分亦是商業建設，正如我個人就覺得高

鐵非常成功，雖然過程有些波折，是因為外界

少可投入股市、有多少可投入重大建設，目前

國內之社會中長期資金雖有投入公共建設但並

不理想。國內一年平均公共建設約2兆6000億元

固定資本形成，其中約6000億元由政府採編列

預算方式投入，另2兆元則是由民間投入。新政

府會有新思維，對社會中長期資金統籌運用要

有策略思維，雖然將社會之長期資金導入政府

公共建設會牽涉許多部會之討論及協商，但基

本上此方向是對的。新政府亦在思考社會長期

資金運用整個架構，前提是相關壽險資金或退

休基金之運用須不能影響民間廠商之資金運用

(左1)林貴貞副理 (左2)王子安協理 (右2)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1)李述德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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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瞭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好處，若後續財務

安排好，則相關民參之優點就可外顯。事實

上，除仰賴國內民間業者，亦希望能吸引外資

參與，就外資部分，政府預計今年底前將可完

成六十六項財經法規鬆綁，包括開放陸資來台

投資生產事業、放寬外國企業來台上市等。除

鼓勵民間企業投資國內重大公共建設，從較大

思維來看，政府責任是幫助民間企業能賺錢，

不論於國內外投資均能獲利，一旦有機會可將

國內成功之BOT經驗行銷海外。就赴海外投資，

政府應做民間企業之後盾，除從外交途徑協助

民間拓展海外市場，最重要是金流之安全及穩

定，就此點政府態度是積極且開放。

參、後記

　　承蒙李部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專

訪，闡述政府財務籌措之策略與思維，以及對

於促參推動之認知及作法。綜合本次訪談要

義，概為：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政府服務人民之方

法與思維亦要創新及調整，促參法非常彈性與

靈活，是公開為大眾謀求福利，但是承辦人員

仍須秉持政府體制，遵守公開、程序正義原

則，訂定合理之遊戲規則引入民間參與，尤其

規劃要透明、條件要清楚，才能發揮促參之優

點，杜絕外界之誤會。在在顯示部長貫徹「以

財政支援建設」、「以建設培養財政」的理

念，達到財源籌措要多，財務效能要高，財政

措施要快的目標。

(左1)王子安協理 (左2)李述德部長 (右2)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1)林貴貞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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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問：主委以往也有相當豐富的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經驗，可否談談對民間參與案如高

      鐵、高捷、污水等民參案的看法？

答：目前高鐵、高捷、污水案執行尚稱順利，

提高了交通便利性，也有助於生活環境品質的

提升。不過過去執行過程也引起一些批評，特

別是有政府出錢的時候，政府與民間機構之風

險分攤是否合理，本會刻正研修促參法，將蒐

集國內外相關法令案例及各界意見，建構兼顧

誘因、雙方權利義務平等、興利與防弊的促參

法制環境，以排除民間投資之障礙，提高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之意願。

問：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至今已超過10年 

     ，政府累積許多推案執行經驗， 除現有

      制度外？如何鼓勵各單位積極導入民間

      參與，以提供專業及資源協助第一線人

      員辦理前置作業、招商及履約管理？

答：為鼓勵公務員辦理促參業務，現有制度   

      有：

（一）金擘獎—政府機關團隊獎：獎勵

實際推動促參案件之主辦機關工作團

隊，團隊成員可包括機關各單位人員。

經評定獲得政府機關團隊獎者，由行政

院頒獎，其特優案件之團隊最高可獲得

100萬元獎金，且團隊成員最高得敘一次

記二大功之獎勵。

整理／魏家傑、宋欣財 ‧  攝影／黃教正

　　公共工程委員會范良銹主委，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歷任臺

北捷運公司副總經理、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局長、臺北市政府副秘書長、桃園

縣副縣長等職務，對交通方面之公共建設具有非常豐富之經驗。

　　目前擔任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一職的范良銹曾於媒體表示，目前最重要的任

務就是全力協助推動愛台十二項建設，至於全國的公共工程問題將設法解決，而

且公共工程合約要站在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平正義上做考量。

　　本期刊很榮幸於97年7月17日專訪范良銹主委，也非常感謝范主委於百忙之

中撥冗接受專訪，並提出寶貴的經驗與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展望，其內容值得

讀者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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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發地方政府獎勵金：地方政府

成功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簽約，由本會

按「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作業要點」，計算

獎勵金（如1億元以下，發給5%），並

由主計處撥付。

　　為擴大激勵主辦機關辦理促參業務，刻正

研議針對完成簽訂促參案件投資契約之主辦機

關主、協辦人員，頒發激勵獎金，以有效激勵

主辦機關各單位人員辦理促參案件之企

圖心。

　　另為提供主辦機關辦理

促參案件相關資源，本會

除已訂有「公共建設委託

民間營運案件作業手冊」、

「主辦機關委託顧問機構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計畫作業手冊」等，並刻正委請專業顧問研

訂招商文件及契約範本，可提供主辦人員作業

參考。此外，本會也會辦理相關專業訓練，及

透過本會延聘之顧問提供必要之輔導，以提升

主辦機關承辦人員專業能力。

問：國家各項重大建設(包括愛台12項建　

　　設)中有哪些項目適用且適合以民間

　　參與方式來推動？

答：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條規

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範圍包括：交

通建設、污水下水道、水利設施、衛

生醫療設施、文教設施、觀光遊憩重

大設施…等20類公共建設。經初步檢

視愛台12項建設其內容，其中適

用促參法之公共建設類

別包括捷運、鐵

路 、 港 埠 、

航空站、智慧運輸系統、海洋遊憩區、科學園

區、現代化漁港、森林遊樂區、污水下水道

等。

　　個案公共建設是否適合以民間參與方式推

動，各主辦機關於推動公共建設時可就本會已

建置之「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

先就政策面、法律面及財務

面先行檢視，如初步

可 行 者 ， 主

辦機關可

續辦促參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及招商作業。

　　另民間投資招商法令除促參法之外，尚包

含都市更新條例(例如公有土地為主之都市更新

案)、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商港法等，

民間廠商可依相關法令規定參與投資。

問：國家各項重大建設若以民間參與方式來

　　推動時，是否可提醒須注意的事項？

答：為確保主辦機關依公平、公開之程序及符

合公共利益、公平合理之原則辦理促參案件，

研議針對完成簽訂促參案件投資契約之主辦機

關主、協辦人員，頒發激勵獎金，以有效激勵

主辦機關各單位人員辦理促參案件之企

圖心。

　　另為提供主辦機關辦理

促參案件相關資源，本會

除已訂有「公共建設委託

民間營運案件作業手冊」、

　　設)中有哪些項目適用且適合以民間

　　參與方式來推動？

答：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條規

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範圍包括：交

通建設、污水下水道、水利設施、衛

生醫療設施、文教設施、觀光遊憩重

大設施…等20類公共建設。經初步檢

視愛台12項建設其內容，其中適

用促參法之公共建設類

別包括捷運、鐵

路 、 港 埠 、

航空站、智慧運輸系統、海洋遊憩區、科學園

區、現代化漁港、森林遊樂區、污水下水道

等。

　　個案公共建設是否適合以民間參與方式推

動，各主辦機關於推動公共建設時可就本會已

建置之「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

先就政策面、法律面及財務

 (左)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范良銹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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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已訂有「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案件作業注意事項」，規範促參案件各階段

（預評估、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公告、申

請及審核、議約及簽約、履約）之重要內容及

應注意事項，以供主辦機關依循。例如：主辦

機關於辦理促參案件各階段之作業，應確保維

護公共利益及公眾使用權益之公共建設目的；

主辦機關及甄審委員應本公平、公正原則辦理

評審等。

　　此外，在規劃個案時，也要注意政府與民

間的風險分攤、權利義務都要對等，在契約訂

定明確規範，相關使用者的意見也要納入考

量，才能使案件順利推動，提供高品質的公共

服務。

問：有關外資(包括陸資、港資、外資)之投

　　資部分，是否有相關限制或更積極開放

　　之措施？

答：外資投資部分：為借重外人之資金及效

率，促參法對外資是採鼓勵歡迎之態度，如促

參法第4條規定「民間機構有外國人持股者，其

持股比例之限制，主辦機關得視個案需要，報

請行政院核定，不受其他法律有關外國人持股

比例之限制」，即如果有其他法律對外資有限

制時，可按前開規定程序，予以排除限制。

　　有關陸資部分，陸資於台灣地區投資，必

須回歸「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之規範(例如，該條例第73條，陸資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行為)。倘我

國開放陸資投資，則可能經由以下方式參與促

參案件：（1）陸資可依公司法於我國設立公司

或經主辦機關核定為私法人，做為促參案之民

間機構；或（2）陸資可投資我國促參案件之民

間機構，做為該民間機構之股東。

問 ：據悉工程會為引進類似英、日等國施行

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模式，目

前於促參法第8條之1及之2草案條文中

增列長期獲取民間機構提供公共服務方

式，若採此種制度，是否對民間參與的

推動有具體之幫助？

答：PFI係指政府與民間機構間以長期契約方式

約定，由民間機構投資公共設施資產，於民間

機構開始利用公共設施資產提供服務時，政府

向民間機構購買符合約定品質之公共服務，並

相對給付費用之一種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模式。

　

　　PFI模式起源於英國，後為日本等國家仿

效，做為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的模式。有鑑

於在英、日等國已施行多年，獲得相當之成效

（根據英國統計，在非採PFI模式辦理之工程有

70%遲延完工、73%成本超支；在採PFI模式辦

理之工程僅有20%遲延完工、20%成本超支），

因此，本會刻正審慎研議是否將此模式納入促

參法中規範。

問：目前民參計畫之委託技術顧問服務費用

偏低或預算短缺，常造成工程技術評估

不完整或有爭議或計畫推動時程延宕，

是否可能由民間機構支付前期先期規

劃、招商以及履約管理之費用？在法令

上是否有所限制？

答：有關由民間機構支付前期先期規劃、招商

及履約管理之費用乙節，初步看法為：

（一）大型促參案件之規劃招商可能長

達1～2年，顧問機構可否同意政府於1～

2年後始支付相關費用。

（二）倘促參案件招商不利，未能順利

完成簽約，即無選出民間機構可支付

相關前期顧問費用，對顧問機構存在風

險。

（三）另按預算法第27條規定：「政

府非依法律，不得於其預算外增加債

務」，故目前所提作法恐有不符預算法

之疑慮。

范良銹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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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主委在擔任捷運局長期間有許多成功的

聯合開發案，在擔任桃園縣副縣長，也

是桃園縣促參推動小組召集人，各縣市

政府在推動促參業務上均相當倚賴專業

顧問，可否針對專業顧問所提供之服

務，目前是否有需加強之處或建議？

答：目前促參案件之推動，較缺乏國外經驗

之引進，今後將借重促參專業顧問協助主辦機

關辦理促參業務，另亦將蒐集國外招商文件、

契約等文件以及履約經驗，並吸納相關經驗或

適時引進國外顧問，適切運用於國內案件之執

行。

　　為建構有效吸引民間投資愛台12項建設之

機制及協助輔導各促參主辦機關辦理促參提案

作業，本會刻正研議「促參提案輔導機制建置

計畫」，由本會或委請專業輔導團隊，結合專

家、學者共同組成諮詢及輔導團隊，調查分析

各界對於公共服務之需求，以及可開放民間參

與之空間，協助各主辦機關策劃促參之提案作

業，以期擴大促參案源，達成促參民間投資金

額大幅成長之目的。

問：「卓越」兩字是范主委的專業精神與

工作要求，且擁有如此豐富的人生歷

練，應該有許多心得可以分享給所有

工程師。

答：未來的工程師必須要有遠見，應培養以

宏觀的角度探究問題，以世界級的技術提昇能

力，以旺盛的企圖心迎接挑戰，如此對國家、

社會才能有所貢獻。

參、後記

　　承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范主委於百忙

之中接受專訪，闡述個人對目前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的看法，以及未來配合國家重大建設計畫

之推動方式。綜合本次訪談要義：

(左1) 宋欣財工程師 (左2)魏家傑副理 (左3)李正剛協理                             (右3)王子安協理  (右2)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1)范良銹主委

(右1) 王子安協理 (右2)李正剛協理  (右3)范良銹主委
                       (左1) 宋欣財工程師  (左2)魏家傑副理  (左3)崔伯義副總經理 

  

一、建構兼顧誘因、雙方權利義務平等、興利

與防弊的促參法制環境。

二、改善法制環境以排除民間投資之障礙，提

高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意願。

三、持續鼓勵及獎勵公務員辦理促參業務。

四、持續推動國家各項重大建設，並依「公共

建設促參預評估機制檢視，且歡迎外資或陸資

積極投資國內建設。

五、審慎研議將PFI模式納入促參法中規範之可

行性。

六、藉由與國外顧問合作之機會，積極導入國

外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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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問：副市長從學者專家之角色轉至市府擔任

      公僕，參與許多民參案的推動與執行，

      可否就學理與實務分享寶貴之經驗？

答：促參之遊戲規則及規定為既定，在此規則

及規定下各角色各自扮演其功能並盡其應盡之

責任。故就促參而言，其本質是不變的，不因

身分是學者或政府官員而有所改變。就學者而

言，其角色及功能就是學者，然而成為市府官

員，最重要的就是把事情做成，這就是所謂的

角色不同。

　　學者主要之專長在於教學及研究分析，在

促參之角色扮演中係屬協助者之角色，為政府

提供知識服務；學者在協助政府時須有職業道

德，協助係指政府決定政策過程中的諮詢提

供，而非替代政府決定，不應利用學者擔任委

員之職位得到不當利益或者是藉由接近政府決

策核心之便行私人之操作。故學者相對地站在

較客觀的立場，協助政府決策之推動。促參之

本質即是為興利，若無利可圖，私人絕不可能

進行投資。所以學者若擔任促參案之甄審委

員，等於是以其聲望及社會地位、公信力替該

案做背書。但是，學者畢竟為協助者之角色，

事情最後能不能成功，不是學者關心的。

　　

　　若角色轉換為政府官員，重視的是如何在

程序公開透明之機制下推動並完成政策目標(事

情要做成功)。這就是所謂的目標導向，化被動

為主動，化消極為積極，無學術之光芒，這就

是政府官員與學者最大之不同。因為本身過去

在台大城鄉所之歷練，充分體認多元社會中所

需對事情之包容性，因此在角色之轉換較無適

應上之問題。

整理／蕭孟玫  ‧  攝影／黃教正

　　台北市政府林建元副市長，1987年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並取得交通工程博

士，曾歷練台北市政府財政局局長、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住宅及都市發展處薦

任技士、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及運輸工程與管理系副教授、國立台灣大

學建築及城鄉研究所教授等職。

　　本期刊很榮幸於97年7月21日專訪林建元副市長，也非常感謝林副市長於百

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並提出寶貴的經驗，其內容精闢值得讀者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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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台北市寸土寸金，對於市有土地的利

　　用或釋出，目前市府有其構想或執行

　　策略？

答：市府以市有土地支持BOT案是自然、合理

之結果，目前財政局為推動促參之窗口，未來

之促參案件會越來越多，財政局之角色會從推

動者之角色漸漸轉換為協助者之角色。

問：台北市以財政局為促參推動之統合單

　   位，類比英國、新加坡、澳洲、泰國

　　等國家辦理促參推動事務均由財政部　

　　主導，似乎較符合國際趨勢。考量市

　　府在有限的財政資源下，對中央未來

　　推動促參之期望及給予之協助和配套

　　措施為何？

答：促參不一定要以財政之觀點觀之，它只

是財務安排之一種手段。以財政局之立場較

關心的是如何以稅收或借錢等方法完成促參。

促參案要解決的不只是財務的問題，而是如何

提供符合市民需求之公共服務。目前政府單位

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誘因系統去誘導出服務的

熱誠，進而創造較佳之服務品質，所以必須引

入民間活力。所謂的民間活力不只是人力及資

金運用上之彈性及組織變革之能力，而是只有

民間才有辦法發揮服務業之最高極至(服務熱

忱)。所以從政府角度看引進民間力量，不完全

是解決財源不足之問題，還有更積極性的意義

是：有些公共服務必須引進民間力量才能超越

目前的服務品質。

　　為引進民間力量，台北市政府常會以土地

開發做為對價，吸引廠商投資。對價可分為兩

種層次：一為民眾與該案之對價，一為政府與

投資廠商間之對價。就民眾與該案之對價而

言，涉及何種項目可以給民間做，定價是否應

做管制等議題。開放給民間之案件屬於具公益

性有市場收費機能之類別，此類案件通常會有

票價上之管制。就政府與投資廠商間之對價而

言，市府以土地開發做為對價是自然之結果，

以BOT為例，不外乎是土地開發型及公共建設

型，就整體開發費用而言，土地成本為最高，

特別是在台北市，所以就BOT案而言民間要能

(左1)林建元副市長 (左2)崔伯義副總經理 (左3)王子安協理 (右2)蕭孟玫規劃師 (右1)林貴貞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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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回收，最直接的就是土地由政府提供並採優

惠之計價方法。政府通常不把土地納入成本計

算，只要求民間機構回饋合理之權利金。市府

用市有土地或公有土地推動BOT案，重點不在於

得到對價，而是在於降低BOT案在財務上之負

擔。故，市府以市有土地支持BOT案是自然、合

理之結果。

問：台北市對於已完成之公共設施，在公私

　　協力基礎下，可將現有人力投入在市政

　　核心業務上，是否考量全面以OT或ROT

　　的方式來委外營運？是否有其構想或優

　　先推動順序？

答：台北市是全國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最早

之地方政府，大部分之委外案件係依「台北市

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辦理。之後

促參法公佈實施後，諸多之獎勵措施、程序之

簡化及公權力之賦予均較地方自治條例為優。

對市府而言，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為重要之

政策，若能適用促參法則優先適用，不能適用

者則回歸自治條例辦理。

　　　

　　市府目前係全面推動促參，每個局處推動

之案件皆要優先評估採促參法辦理之可行性。

　　在目前公務人力緊縮之情況下，未來還有

一段漫長的路要走，必須思考轉型之策略，目

前也積極和各局室溝通，透過教育訓練，培養

推動促參之共識並建立市府同仁辦理各項公共

建設計畫應優先思考採促參法辦理之觀念，以

跳脫既有之辦理經驗。推動促參之動機不在於

減人、減事、減錢，而是在於把事情做好、做

對及做夠。市府之功能隨著時代在改變，公共

服務之提供也必需能跟得上人口結構之改變，

所以必須積極思考哪些公共服務是符合時代需

求的。促參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手段之一，在事

情的安排上多一個可以選擇的管道，藉由合理

引進民間力量，讓市府在同樣的組織同樣的經

費下發揮更大的服務能量。

參、後記
　　

　　承蒙林建元副市長撥冗接受本次專訪，並

說明由學者專家之角色轉至市府擔任公僕，參

與台北市推動民參案之經驗，綜合本次訪談要

義，概為：

　　台北市是全國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最早

之地方政府，從早期依「台北市市有財產委託

經營管理自治條例」到採促參法辦理之民參案

件已累積相當之經驗。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為台北市政府重要之政策，推動促參之動機

不在於減人、減事、減錢，而是在於把事情做

好、做對及做夠。藉由合理引進民間力量，讓

市府在同樣的組織同樣的經費下發揮更大的服

務能量。

(左1)蕭孟玫規劃師 (左2)王子安協理 (中)林建元副市長 (右2)崔伯義副總經理 (右1)林貴貞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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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問：黃總經理辦理一般融資與專案融資實務      

驗非常豐富，請黃總經理與我們分享就

BOT計畫比較國際與國內融資環境與實

作經驗。

答：本公司參與BOT計畫財務評估是從高鐵案

開始，其後亦參與高捷案，計畫類型主要是自

交通建設慢慢拓展到觀光事業、土地開發及污

水下水道等，服務涵蓋類型眾多，但交通建設

比重近九成。民間參與交通及公共建設計畫之

實施很成功，從國外經驗來講，這就是所謂的

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PPP在英國發展經驗已相當久，而國內民參首例

之高鐵案舉辦第一次說明會時，BOT當時在國內

算是相當新穎的概念。也因為國內部分金融業

者對專案融資之精神及操作仍不熟悉，而大多

數同業對於專案融資辦理仍持較保守態度，因

此在辦理BOT融資時反而要花較多精神來與金融

同業溝通。

　　

整理／李淑彥  ‧  攝影／溫河舜、李淑彥

　 　 兆 豐 銀 行 之 前 身 中 國 國 際 商 業 銀 行 曾 獲 1 9 9 5 年 歐 洲 貨 幣 雜 誌

（EUROMONEY）、亞洲貨幣雜誌（ASIAMONEY）評選為台灣最佳銀行；1996 

年獲得商業週刊「全國銀行服務品質大調查」第 1 名，同年獲得國際知名債信機

構穆迪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等為國內債信與財務最佳銀行，1997 

年再度榮獲亞洲貨幣雜誌（ASIAMONEY）之亞洲傑出商業銀行最佳本國銀行；所

發行之「兆豐企業基金」於2004年更獲Asian Bankers Association頒發協助中小企

業籌資之最佳產品設計首獎。

　　 黃森義總經理目前服務於兆豐國際商銀投資銀行部，具有澳洲執業會計師資

格（Certificate of Certified Practicing Accountant），服務銀行界逾廿八年，為兼

具學識與經驗之銀行資深主管。工作期間對於大型投資計畫之財務規劃及風險管

理擁有豐富的經驗。

　　本期刊很榮幸於97年7月22日專訪黃總經理，另也非常感謝黃總經理於百忙

中撥冗接受專訪，並提出寶貴的經驗，其內容精闢值得讀者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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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與國外融資基本性質一樣，一般銀

行在做貸款可分為兩類：企業融資（corporate 

finance）及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商

業銀行主要是提供企業融資，即支應公司需

要之短、中、長期資金，基本上係以公司整個

資產負債情況做為融資參考基礎，甚會要求大

股東或董監事擔任保證人，然而這種作法在國

外是行不通的。國內雖有不少家族事業、中小

企業，惟已漸仿效國外及上市櫃公司朝向專業

經理人制度，將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所以由

大股東當保證人的狀況已逐漸減少。至於專案

融資與企業融資並不同，專案融資事前必須先

有完整之規劃，進而評估是否具融資可行性。

如要提供融資，尚須檢驗其預測（projection）

是否可靠，包括財務、法律、技術、營建等規

劃，然最終結果皆反映在財務表現上，從而得

知股東報酬與整個計畫報酬為何，因此財務顧

問的角色即相形重要。國外民間機構辦理專案

融資會聘請專業財務顧問，負責計畫財務可行

性評估，同時提供務實可行之籌資方案，協助

業主募集股權資金與籌措聯貸；藉由財務顧問

專業服務，使民間機構能更順利籌集資金。而

國內民間機構囿於成本考量，加上時有不認同

專業顧問輔助之重要性，因此常有自行規劃卻

於實際執行階段發現原先規劃方案並不可行，

導致籌資受阻影響計畫進度，耗費更多時間與

成本。

　　由於專案融資多以聯貸方式辦理，民間

機構需準備或委請專業顧問編製計畫說明書

（Project Information Memorandum, PIM），提供

將來投資人或融資機構參考以決定是否承作或

承貸，因此資料須客觀且完全充分透明。國外

許多重要基礎建設計畫通常委聘國際知名專業

市場顧問進行市場調查分析，並檢視當地發展

潛力及參酌國際市場經驗編製營運預測，提供

投資者未來營運規劃重要參考依據，同時其預

測亦為金融機構所信賴，據以評估專案融資之

可行性。而國內民參計畫雖有委請專業市場顧

問者，惟並不普遍，投資者多依據以往產業投

資之經驗值推估，或直接套用國外營運值，致

使金融機構對民間機構營運預估多所保留。

　　

　　國際曾有由政府保證計畫最低營運量或營

運收入之一些案例，藉此降低營運期間運量或

費率不穩定之風險，強化民間機構之還本付息

履約能力。而國內除部分民營電廠、焚化廠計

畫有最低營運量保證外，其餘類型計畫並無提

兆豐國際商銀投資銀行部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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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王子安協理 (右)林貴貞副理

供營運保證機制，此亦影響金融機構之融資意

願。因此，以市場資料取得、運量估計難度較

高的交通建設而言，政府宜提供某種程度之風

險分攤機制，以降低融資機構疑慮。此外，以

高鐵案及高捷案為例，政府必須提供三方合約

之融資保障，加強銀行借貸意願；企業融資與

專案融資還是有差異，形式與實質均有不同，

以專案融資而言，國外不會採企業融資的作

法；然以台灣現狀而言，很多案例因開始營運

初期並不會產生足夠現金流量，且年期長、不

確定性高之故，因此欲推展真正專案融資難度

較高。

　　目前公共工程融資環境來說是較困難的，

除銀行受限於銀行法擔保授信與無擔保授信額

度的規範之外，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影響，金融

機構對於資本適足率要求在資本運用效能更為

審慎，一般在國際有設分行之銀行，資本適足

率均維持在10%以上，否則在國際間籌資會有

困難。而融資提供將直接影響資本適足率，若

長期評等在A級以上，其風險係數為50%，若評

等在AA級以上，其風險係數為20%，足見資本

運用差異。其次，國內目前對公共建設並無評

等制度，無法提供客觀衡量風險之參考，影響

銀行貸放意願。以最近聯貸市場而言，現在要

做十年期以上的貸款銀行的接受度會較低，例

如最近幾個聯貸案，欲籌組五年期以上融資案

並不容易，而且國外金融市場波動仍劇，並不

利目前的BOT案之融資籌措。可見時代環境變

遷，總體因素及外在條件已經改變很多，若高

鐵或高捷在現今環境下，籌資必定更加困難。

問：一般係由金融機構之授信部門評估抵押

　　標的，考量民參計畫之特殊標的及專業

　　獨特性，與一般授信評估較為不同，請

　　問總經理對於金融機構委由工程專業人

　　員進行品質管理及資產鑑價之需求性看

　　法為何？

答：從財務顧問的角色來看，主要評估要素包

括三項：即評估該計畫是否具備可行性?是否具

融資可行性（bankable）?是否有合理的風險分

攤機制？這三項要素牽涉範圍很廣，其中最重

要的就是風險承擔機制。其實專案融資本質如

僅以整個專案的資產負債表做為擔保品來看是

不切實際的，專案融資基本係仰賴現金流量，

以現金流量去計算報酬率，包括計畫報酬率及

股東報酬率，據以評估計畫是否可行。個人認

為專案融資的擔保品並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只

有做為提供擔保品之營運資產產生現金流量能

足敷支應民間機構還本付息，才構成專案融資

的條件，故若此擔保品未能產生現金流，則此

擔保品並沒有意義：一來此擔保品能否處分及

處分實益、承受對象有限，二來未來仍需要維

護，且維護管理還會增加額外成本。

　　

　　各類型公共工程（如橋梁、隧道）資產項

目與一般授信抵押標的迥異，就其資產效能

（堪用程度）與價值鑑定實為一大學問。以高

鐵為例，透過獨立具誠信之第三者機構擔任

獨立驗證與認證（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IV&V）角色，藉由外部查核監督

機制，確保公共建設之品質、功能與安全之無

虞，同時提供可信賴查核報告，充分發揮專業

分工與管理監督之功能，彰顯IV&V之重要性。

鑒於國內鑑價制度仍未完善，其公信力仍普遍

遭受質疑，如有工程專業人員參與品質管理及

資產鑑價，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

問：就興建而言，此部分非金融機構之專      

長，以高鐵案為例，聯貸行有另委託工

程授信查看進度，以此模式即藉由工程

專業配合融資機構進行專案融資，不知

總經理對此看法為何?

答：以BOT案來說，無論興建期、營運期，民

間機構的技術團隊很重要，工程技術應由業主

掌控，業主能否掌握技術、能否如期完工、先

期規劃是否周詳等，均有賴委請專家或工程顧

問團隊予以協助及落實執行。

　　

　　在銀行立場方面，包括扮演財務顧問與融

資提供者。以本行辦理高捷財務顧問為例，鑒

於業主使用歐洲設備，本行當時即提醒業主應

進行避險，以現在歐元兌換美金匯率觀之，採

購成本節省相當可觀。所以財務顧問並非僅在

興建前的規劃而已，在興建期間相關避險措施

建議也很重要，可降低業主成本超支的風險。

而在融資動用方面，乃依據專業第三機構(如

工程顧問、IV&V、會計師)出具工程進度查核

報告，按照工程進度撥款，並將款項撥入工程

專戶；而未來營運產生現金流入亦存入專戶控

管，且所有現金流量均透過專戶控管。憑藉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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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檢核及把關，以及專款專用運作機制，目的

即希望計畫能如期如質完成並營運順利，以確

保還本付息之正常，因而借助工程專業進行專

案融資控管，確實為可行之合作模式。

問：民參計畫在國外再融資（refinance）很

　　普遍，國內融資環境是否可執行？

答：再融資主要目的係為取得較佳融資條件，

一般而言，在興建期較難取得再融資，如進入

營運期間一段期間，營運績效良好且計畫現金

流量穩定，而當時金融市場與計畫初始籌資

環境有明顯變化時（如資金寬鬆、利率走低

等），將較有利於民參計畫之再融資。以現在

金融市場受次貸影響融資成本走揚，即便國際

評等甚佳的歐美體系的銀行也需要籌資，造成

信用市場緊俏，較不利於再融資。另就融資期

間較長、融資金額較大之民參計畫，再融資尚

須考量利息以外之資金取得成本，且整個融資

申請作業須重新再辦理一次，勢須耗費相當時

間。國內融資作業與國外不同，國內銀行辦理

聯貸，主辦行必須等所有參貸行承諾額度後才

算完成聯貸，融資金額龐大的計畫因參加銀行

家數多，籌組過程較費時，不確定因素也較

高；而國際聯貸主辦行（Initial Mandated Lead 

Arranger）通常會先提供所需融資後，再尋求其

他金融同業共同參與。國內辦理聯貸作業模式

應該要有這種概念，即先洽3~5家居市場領導地

位的銀行確定融資提供，談定之後整體融資計

畫便可順利完成。

　　其次，目前重大公共建設事業欲申請股票

上市／櫃尚有資本額或工程成本之門檻限制，

另發行公司債募資亦有不易取得較佳評等之困

境，進而影響資本與債券市場接受度，相對限

制促參案件再融資之籌資管道，凡此確為現階

段推展民參計畫再融資實務窒礙難行之處，亦

是有待大家未來一起努力的方向。

問：金融機構對於國內民參投資案之發展，

　　對政府有何一般性建議？

答：政府與民間之間，銀行可以扮演潤滑角

色。以全球觀點來說，政府都希望公共工程由

民間參與，因為政府預算有限，而且預算大多

用在健保、社會福利等公共事務上，這些都需

投入相當大經費，所以可預期未來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的機會會越多。民間執行有其效率，因

此若由政府提供公共建設服務效能不彰，那就

採外包（outsourcing）的方式，無論是聯開或是

BOT都是一樣的精神，即風險及利潤應回歸市場

機制，讓民間決定政府是否推動此計畫，由民

間替政府審慎評估，到底其是否具備可行性，

讓整個市場機制發揮它應有的效率，若民間認

為具市場機能、有獲利空間，便會積極爭取，

所以政府不應過度主導或干預太多；當然有些

設施係屬於由使用者付費，報酬率穩定但絕非

暴利，則政府需提供完善法律架構，例如立法

機關對於ETC計價係按里程或是計次之方式等，

予以合理監督並保障民間機構應有投資利潤。

尤其民參案件投資規模龐大，回收期間較長，

政府應重視政策執行之延續性及一貫性，以確

保民間投資權益，提高民間參與誘因。

　　

　　至於銀行怎麼扮演這些角色？其實只要前

所提及三要素完備，銀行對於配合政府推動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絕對責無旁貸。另外政府可藉

由聘請經驗豐富、信譽卓著的專業顧問公司協

助，以期提出務實可行且具市場性的公共建設

服務規劃，方能吸引民間業者參與投標，利於

民參投資案件之推展。

參、後記

　　承蒙黃森義總經理撥冗接受本次專訪，

綜合本次訪談要義，概為：

　專案融資與企業融資不同，專案融資前必

須先有完整之規劃，進而評估是否能融資。從

財務顧問的角色來看，主要係評估三要素，即

評估該計畫是否具備可行性?是否具融資可行性

?是否有合理的風險分攤機制？專案融資的擔保

品並非那麼重要，惟該提供擔保之營運資產能

產生足夠現金流量，才構成專案融資的條件。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是一個時代潮流，也是未來

我國公共建設應走的方向，但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之發展實有待整體環境配合，就金融方面，

除了法令的鬆綁及金融機構融資技術提昇外，

市場上金融工具之多樣化與融資資金來源之廣

泛化亦為未來發展重點。

(左1)潘怡真資深專案經理 (左2)林貴貞副理 (右2)黃森義協理 (右1)王子安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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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訪談紀要

問：以英國執行PFI的執行成效及經驗，可

否提供相關建議或看法，供國內後續推

動PFI參考?

答：英國1992年即立法實施PFI（Pr i v a t e 

Finance Initiative），做為政府採購公共服

務之依據，以公私協力概念與PFI模式吸引

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歷經多次改革後已

建立一套完整之運作制度，主要指導原則可

參考HM Treasury ”PFI: strengthening long-

term partnerships”與”Standardisation of PFI 

Contracts”，並有多項技術文件協助政府機關人

員執行PFI，故英國的PFI配套措施相對完備。英

國於1997年工黨執政之後，為推展公共建設與

減輕財政負擔，政府全力推動PFI，冀能延緩財

政支出壓力，並藉由民間參與提高公共服務品

質。在政府全力支持下，地方政府先行實施，

且推動的PFI案件比中央還多。

　　英國政府於採用PFI前必須透過「財政支出

價值」（Value for Money, VfM）評估，做為採

用PFI模式之依據，僅在具有VfM時，才會採用

PFI採購模式，以增加推動上之成效。但以英國

的經驗發現，PFI雖可以解決財政的沉重負擔，

但仍招致很多理論上的批評，且實務上不乏失

敗之案例。

問：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經常面對自償      

率不足之情形，雖政府可投資非自償部

分，可引進政府獲得長期公共服務方式

(PFI)，以該方式在英國執行的經驗來

看，可相當程度的改善政府財政負擔，

倘若PFI可應用於台灣，哪些計畫可以

採用PFI？

整理／唐櫻芬  ‧  攝影／溫河舜、廖珮吟

　　

　　政治大學黃明聖教授於1985年通過教育部公費考試留學英國，1990年取得博

士學位回台後，一直在政大財政系任職，2003~2007年膺選為二任的財政系主任，

研究領域為運輸財政、公債理論。

　　本期刊很榮幸於97年7月31日專訪黃明聖教授，感謝黃教授於百忙中能撥冗

接受專訪，就其參與政府採購長期公共服務之經驗與觀察，提出寶貴的觀點。



1
人
物
專
訪

38 │No.80│ October, 2008 

1
人
物
專
訪

No.80│ October, 2008 │39 

答：國內於初步推動PFI時，可先選擇具有強烈

公共建設特質、公益性高、產業成熟、技術變

動不大、具市場競爭性以及一定規模以上之計

畫，有利建立具體量化服務品質指標者，例如

道路、教育設施、污水下水道等。惟應注意相

關執行事項和限制：

1.財務自償率較低者：若公共建設性質強烈

且非常重要者，通常財務自償率並不佳，故

此類計畫可透過PFI方式推動，並依據廠商之

performance，由政府付費。

2.修法改進預算的編列方式：國內預算制度，

最長為中期四年預算制，無法依計畫年期編

列長期預算，以推動執行，而且目前立法委員

的任期為四年，亦使得長期支付購買勞務的預

算無法長期編列，以免有侵犯下屆立委職權之

嫌。

問：利用政府獲得長期公共服務方式 (PFI) 

可提高政府出資上限 (總建設費50%以

下)，惟PFI推動前須先進行VfM (政府

財政支出效益)，以國內現況為例，VfM 

應如何辦理較為合適？或應具備那些條

件下再導入VfM較合宜？

答：英國的VfM評估可分為定性評估與定量評

估，可結合國內促參評估與執行三個階段程

序，從計畫的可行性研究、先期規劃、到招標

採購，每一階段皆需進行VfM評估，並予以不

同定性評估程序與目的，於不同階段更新定

量評估。此外，牽涉複雜評估程序與參數採

用，建議由專業機構負責VfM評估，英國是由

獨立的 National Audit Office、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和 Audit Commission，負責對於PFI

計畫進行VfM的評估，並提供建議。

　　由於執行VfM評估需花費較多的人力資源

和相關成本，故建議選擇計畫金額較大者，例

如英國於計畫金額於2000萬英鎊以上者，才進

行PFI評估。另英國建立一套評估程序與公部門

比較基準(Public Sector Comparator)之實證資料

庫，得以客觀評估可否將風險移轉與達到財政

支出效益，這些均為國內推動PFI制度時可參考

之做法。

問：黃老師過去曾擔任許多民參案件的甄審

委員，針對國內廠商於申請階段所提

供之投資計畫(財務部分)，有哪些須加

強、注意或改善事項?另後續履約階段

財務部分應如何加強督導查核？

答：國內促參發展已經一段時間，民間機構的

投資計畫已進步很多，可能是邊做邊學，漸漸

黃明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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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了經驗。在甄審階段財務審查時，財務計

畫的基本參數假設應更接近現實，例如在計算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預估通貨膨脹率、

費率調整時，應考量現階段經濟環境與未來趨

勢。再者，稅費負擔應明確，如地價稅、房屋

稅在契約中清楚約定由誰負擔。

　

　　在履約階段，主辦機關應按照合約所規定

的事項制訂相關檢查表，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廠

商的財務報表、權利金繳納、資產增置和其他

應履行事項。

問：顧問機構在前置作業階段進行可行性評  

      估與先期計畫書時，所撰擬之財務評估 

      ，是否有需加強、注意或改善事項？

答：前置作業階段應特別注意計畫每年的現金

流量變化，此為財務風險所在。對民間機構所

支付的權利金可協助折算成現值，以利甄審作

業進行。再者，於先期計畫與招商條件間可予

以適當連結，或於先期計畫中可適度說明建議

之招商文件中財務條件設立之原因與影響，以

利評審委員了解專案重點與審查民間機構投資

計畫書之作業。

　　

　　建議政府機關審慎增加委託顧問之計畫經

費，使財務顧問機構能更有餘力進行評估，維

持較佳的評估品質。

參、後記

　　承蒙黃明聖教授撥冗接受本次專訪，綜合

本次訪談要義，概為：

　　從英國於政府採購長期公共服務之發展來

看，以PFI推動方式，是延緩了財政支出壓力，

但也不因財政問題而延誤公共建設推動，引入

民間參與後，政府有機會獲取較以往採購方式

便宜與良好的公共服務品質，其推動之成效有

賴完整制度與配套措施，並藉著專業協助予以

推展與執行，達到PFI成效與目的。國內於促參

推展上亦不斷變革，制度亦相形完善，目前正

著手進行促參法修法與推行PFI預做準備，相信

在妥善的規劃與政府執行決心，應可發揮PFI成

效，並達到推動公共建設目的。

(左)王子安協理 (右)黃明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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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主要目的在引進民間的

資金、管理及活力，協助政府推動公共建設。

惟民間機構不同於政府機關，發包方式、品保

制度、工程管理或操作營運等，與傳統政府機

關辦理方式不盡相同。政府推動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十多年來，由政府自行籌建或由民間參

與，何者帶來較高效能之公共建設，尚未有定

論。

　　本研究探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因素對興

建進度與品質之執行及效能之影響，比較傳統

工程與民參計畫效能的不同，以台北捷運(政府

自辦)與高雄捷運(民間參與)為案例，相同工程

類型，已有同樣比較基準，執行方式不同藉以

評估效能優劣，效能評估可在興建及營運兩個

階段，但高捷的營運剛開始，尚未穩定，只有

興建階段適合評估。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在執行效能上是否較傳統政府自建佳尚未有定論。本研究探討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之因素對興建進度與品質之執行及效能之影響，比較傳統工程與民參計畫效能的不同。

　　以北捷與高捷為案例，各選取五個標案，訪談政府業主、承包商、設計者、許可公司等。分析

歸納興建期間發包方式、進度、品質、參與者心理等因素對執行效能的影響。由研究結果發現，發

包方式上，民參計畫採用獎參條例採購較具彈性，民間機構可發揮活力及能力。許可公司聲譽及能

力很重要，民間機構最好由興建及專業營運公司組成。民間機構財力需比傳統工程雄厚。設計與施

工關係若依傳統方式執行，會造成許多困難。進度因素中，民參計畫設計加施工工期短。採計價里

程碑可能因認知不同，產生施工順序及勘驗問題。興建營運期機制會使興建進度較快。品質因素

中，民參計畫若政府出資，監督程度不會比傳統鬆。監督組織與程序上，民參計畫監督組織程序複

雜，造成負擔及混亂。民參高捷工程品質效能與北捷沒有不同。參與者心理因素中，民參計畫如政

府出資，心態上還是不會輕鬆，但已不若傳統工程嚴格。民間機構可發揮活力，但應考慮政府風

險。施工廠商受重視、地位提高。施工廠商的經驗能力雖非民參影響唯一因素，卻直接深刻影響民

參計畫之執行與效能。

貳、研究方法

　　首先回顧文獻及北/高捷之資料與報導，找

出受民間參與影響之外在因素，或是影響效能

的風險因子（如表1所示）。為了解及印證受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影響因素，對興建進度與品質

之執行及效能之影響，各選取五個標案，訪談

政府機關、民間機構、設計及施工廠商，解析

受訪者之回答。

　　訪談資料彙整共分三階段（見圖1），將各

標案意見皆彙整成發包方式、進度、品質、參

與者心理四面向因素。根據上一階段資料彙整

北捷及高捷所有標案意見，分別比較北捷、高

捷之各自四個面向因素。最後比較北、高捷間

在此四面向因素的影響差異，此部分依第一、

二階段各因素之比較表彙總而來，主要敘述雖

來自訪談內容，但亦加入文獻及推導。

關鍵詞：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傳統工程、台北捷運、高雄捷運

成功大學／土木所工程管理組／教授／張行道

成功大學／土木所工程管理組／博士生

               高雄市政府建設局市場管理處／科長／土木技師／呂文豪

成功大學／土木所工程管理組／碩士生／林晉毅
1 2 3

1

2

3



2

44 │No.80│ October, 2008 

專
題
報
導

2

No.80│ October, 2008 │45 

專
題
報
導

    
圖1 效能因素彙整過程

參、研究假設與推理

　　本研究架構如圖2所示，在探討興建期間發

包方式及參與者心理等之輸入因素、執行過程

之進度與品質因素，及輸出結果進度及品質效

能之關係，此四類因素是否影響民參計畫的執

行。由資料回顧中，初步找出受民間參與之影

響外在因素。

　　發包方式中除法律適用外，尚包括廠商之

組成、財力及設計與施工之關係等因素[1,2]。

民間參與計畫如BOT，因民間機構需營運，通常

由負責營運公司為主而組成的許可公司，另包

括許多投資者，因而財力雄厚。對於設計與施

工之關係，傳統工程之設計者與承包商各自獨

立，設計完成交付施工，而民間參與則由許可

公司自行選定承包商(甚至設計者)，由承包商僱

用設計者，由於趕時間，通常採用設計加施工

(統包)方式進行[3,4]。BOT案較需獲利高的專案

才能吸引民間投資[5]。

　　於進度面，由於設計加施工之工期是民間

參與的短，研究已有定論[3,6]，此亦即進度之

效能。民間參與採用里程碑計價，也就是在契

約上訂定適當數目之里程碑，承包商完成各里

程碑才能請款。而傳統工程的按月計價，一般

廠商習以為常，做多少請款多少，進度正常。

民間參與之興建、營運期間固定，及早營運可

以回收。但是在快的同時，應特別注意品質是

否在那些環節被交換(trade off) [7]。

　　於品質面，初步提出政府監督程度、監督

組織與程序、安全、結果(效能)四個因素。由

於是民間參與，政府的監督管理可能較傳統工

程為鬆[2,8]。在監督組織及程序方面，傳統工

程由於設計完後施工，監督的組織與程序比較

扁平而簡單，用兩層級的QA/QC即可[8]，公

共工程要求的三級品管也適用。民間參與的工

程通常規模較大，由於求好心切，或想給人好

印象，監督組織與程序一開始訂得很嚴，層層

把關審查，層級多而複雜，例如IV&V，ICE等

[7,9]，對安全及品質效能而言，嚴格監督或組

織程序是否帶來較佳結果尚無定論[10]。

　　參與者心理上，近十年由於高鐵及高捷以

民間參與的BOT方式實施，此種機制在興建期

間應以何種方式執行，監督之鬆緊程度如何，

其實多數工程參與者都在摸索。對民間參與的

認知不同，態度就會不同，執行的力度也會不

同，此心理層面一般研究少有探討，但可能影

響工程的執行。本研究將初步探討政府主辦單

位、民間機構、設計者及施工廠商的心理。

　　民間參與由許可公司執行投資契約，有時

被稱為政府的合夥人，或許政府主辦單位會覺

得輕鬆。民間參與強調發揮民間公司的活力，

但是否發揮、如何發揮待進一步了解。

肆、台北及高雄捷運案例

一、台北捷運

　　選取北捷五個標案如表2所示，各標案工程

性質不同，包含土建地下與高架站體、機廠、

軌道及無線電工程，工程金額從6億多到43億不

等，設計者與承包商都具一定規模，軌道與無

線電工程有法商參與。

二、高雄捷運

　　選取高捷五個標案如表3所示，各標案工程

性質與北捷所選取工程相互對應，金額從17億

到88億，統包商多為大型公司，有外商JV。高

雄捷運公司以統包的方式，把細部設計與施工

合併發包，並採大區段標分標，將水電、環控

工程併入土建工程中發包[2]。

三、監督管理程度比較

                              表1 政府自辦及民間參與工程執行之影響因素比較

因素
                           工程 傳統工程(北捷) 民間參與計畫(高捷)

一、發包方式

  1. 法律適用 採購法，採購受限 促參法，採購自由

  2. 廠商組成 一般營造廠 營運公司為主組成許可公司

  3. 廠商財力 普通 雄厚

  4. 設計與施工關係
1.設計者獨立於承包商
2.設計完成交付施工

1.設計者受僱於承包商
2.設計與施工併行

二、進度 

  1. 設計加施工工期 長 短

  2. 計價方式 按月計價，習以為常→進度正常 里程碑計價，壓力、誘因→進度快

  3. 興建營運期機制 未受營運期壓力→慢 受營運期壓力→快

三、品質

  1. 政府監督程度 嚴格 較鬆

  2. 監督組織與程序 扁平簡單，QA/QC即可 層級多複雜，IV&V、ICE…

  3. 安全 佳或不佳 佳或不佳

  4. 結果(效能) 佳或不佳 佳或不佳

四、參與者的心理

  1. 政府主辦單位 負全責，慎重 合夥人(partner)，較輕鬆

  2. 執行廠商 受約束 發揮活力

  3. 設計者 受重視 較不受重視

  4. 施工者 較不受重視 受重視

1.

1.1.

執行過程 輸出結果輸入因素

四、

                            表2 北捷五個標案

標案
 內容 工程性質 金額

(億) 工期

土建標11. 地下站體 23.0 91/6/1~98/5/31     (共84月)

土建標22. 高架站體 43.0 92/6/16~96/10/16  (共52月)

機廠13. 機廠 18.9 91/1/15~98/3/16   (共86月)

軌道14. 軌道工程  9.8 92/12/15~98/9/30 (共68.5月)

無線電15. 無線電工程  6.7 92/12/15~101/6/30(共102.5月)

                            表3 高捷五個標案

          標案 
內容

     工程性質 金額
(億) 工期

土建標A1. 車站 88.3 91/10/4~96/9/4(共59月)

土建標B2. 車站 73.6 91/10~95/12   (共50月)

機廠A3. 機廠 38.0 91/4~96/10     (共66月)

軌道A4. 軌道 60.0 92/3/21~95/6/30    (共39月)

無線電A5. 無線電 17.0 92/12~96/1     (共37 月)

圖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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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建標與機電標品質監督程度見圖3所示。

北捷土建從政府到承包商，品質監督有一定的

程度，視各工程規模大小、複雜性及人員需求

程度，釐訂分標發包及監造計畫，並決定是否

由工務所自辦監造，或全部委由顧問公司監

造；自辦監造時由工程處理查證、稽查，委辦

監造則由工務所辦理查證，工程處辦理稽查，

局本部以考評方式推動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

度。高捷品質監督程度，一是政府KMRT(高市

府捷運局)對許可公司KRTC(高雄捷運公司)的監

督，二是KRTC對統包商的監督。此兩層級監督

程度加起來照理應與傳統工程政府監督承包商

一樣，但由於多了一層，政府監督怕不嚴格，

結果很可能造成許可公司品質監督鬆。

　　
北、高捷機電標皆為統包方式辦理，品質

監督程度如圖3右方所示，情況是否會如高捷土

建標，即政府品質監督嚴，反而造成統包商品

質監督鬆，或政府品質監督適當，而統包商品

質監督嚴，待進一步探討。

伍、傳統與民參計畫訪談結果

　　為了解及印證受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影響因

素，對興建進度與品質之執行及效能之影響，

對兩捷運工程之工程參與者進行訪談。訪談分

為二個階段，前階段於96年上半年，後階段於

96年下半年。彙整資料分三層，第一層初步

訪談各標案後，將各標案單位人員意見彙整為

四個面向。第二層訪談完成後再進一步各別將

北、高捷所有標案人員意見歸納結合彙整成四

個面向。第三層將前北、高捷各自結果比較相

互對照如表4，確認這些因素是否確因傳統或民

參計畫而有不同影響。

陸、北捷與高捷效能因素比較

　　如表4所示，以下就發包方式、進度、品質

與參與者心理說明如下。

一、發包方式

　　北捷工程發包方式採用政府採購法，並以

最低價得標，採購受限。廠商組成考量施工金

額龐大，甲級營造廠以上較適合，或因技術需

求可採JV，而機電標因技術性高，所以要求

廠商需要有實績。廠商財力方面北捷週轉金比

高捷低，但仍比一般傳統工程高，廠商財力必

須雄厚。經驗成熟的土建標及機電標可採用統

包，減少介面。

　　高捷工程發包方式係採用獎參條例，即由

許可公司自行決定採購，較有彈性，所以民間

可發揮活力及效能。國內對於捷運工程採用獎

參方式之前並無經驗，所以高捷招標公告中對

民間機構組成並無特別規定，目前之許可公司

團隊組成以營造業為主，但組成最好包含興建

及營運公司。高捷採計價里程碑又高雄捷運局

及C3C顧問對計價認知不同，造成無法順利計

價，所以工程準備金要比傳統工程多，而機電

標因民間機構在資金管控上較嚴謹，下包商資

金可能需要雄厚些。設計施工併行除進度較快

外，又可減少施工介面，但因統包商對設計施

工併行不熟悉，且高雄捷運局及C3C顧問未跳脫

傳統心態，仍產生許多問題。

二、進度

　　北捷進度效能方面，工程發包設計圖及工

期已固定，月計價程序及項目明確，所以工程

進行期間之計價方式，採用月計價廠商負擔較

輕。

　　高捷進度效能方面，設計加施工比設計後

施工工期短研究已有定論，採用計價里程碑方

式，原希望產生誘因使許可公司加速趕工，但

因規範不清及業主認知不同，且政府出資又大

於民間，致興建期間產生許多「計價勘驗」問

題，統包商會為計價而顛倒施工順序，反而造

成工程二次施工，又工程施工期間皆以工程為

考量，所以里程碑應審慎訂定，要考量民間機

構財務能力，且不需勘驗。

三、品質

　　政府監督程度上，北捷採傳統三級品管方

式全程監造，故較高捷嚴格。機電廠商因技術

性高，政府無法深入監督，且廠商有自主品

管，不需過多監督，僅需對結果驗收即可。由

於北捷工程施工已有十幾年經驗，且政府機關

對工安重視，近幾年台北捷運工程已鮮少發生

重大工安意外，而機電標因作業環境單純，安

全問題不大，其實工安問題主要在廠商的態

                                      表4 傳統方式與民間參與各面向外在因素結果比較

因素        模式 傳統方式（北捷） BOT（高捷）

發
包
方
式

法律適用 採購法 獎參條例

廠商組成
廠商需有實績、甲級營造廠以上或JV
廠商能力及信譽重要

許可公司最好由興建及營運公司組成
許可公司之聲譽及能力重要
機電(軌道及無線電) 在傳統及民參上無不同

廠商財力
高捷財力較北捷雄厚
北捷財力比一般工程雄厚

高捷財力比北捷雄厚
機電的財力在民參上似亦需雄厚

設計與施工關係

設計完後施工較周全，爭議少
爭議可溝通及提出變更
統包適用於無線電及經驗成熟之土建工程
機電(軌道、無線電)工程皆為統包，設計施工不因傳統民
參而對立

設計施工併行雖較靈活，但執行未跳脫傳統心態
對機電而言，傳統與民參無不同，都是先設計後
施工，沒有設計、施工對立問題

進
度

設計加施工工期 傳統工程依合約工期執行 民參工期短

計價方式
月計價程序及項目明確，壓力較低
里程碑計價雖有誘因，但包商能力及配套仍為成功主因

里程碑計價合適，但里程碑應審慎訂定，考慮民
間機構財務能力，不要造成施工順序顛倒
里程碑計價不需勘驗

興建營運期機制 北、高捷各有通車、營運壓力 高捷有營運壓力，進度較快

品
質

政府監督程度
北捷政府監督較高捷嚴格
政府監督較廠商多

高捷表示政府監督程度與北捷一樣嚴格

監督組織與程序

品管要有制度，但勿查驗費時、重覆，文件過多造成負擔
品質是監督出來的
北捷不需IV&V
機電廠商有自己品管，不需多監督

高捷監督程序多層級，較北捷複雜
品質是監督出來的
組織及程序要適當

安全
北捷已有多年經驗，工安意外少
工安在廠商態度、經驗、落實
機電安全問題不大

安全北、高捷差不多

效能
北高捷品質效能一樣
設計後施工品質較易掌握

北高捷品質效能沒有差別，有些人認為高捷較佳

參
與
者
心
理

政府主辦單位 北捷政府需負責，較慎重
高捷對BOT認知不同，政府心態上不輕鬆，但應
較北捷好些

民間機構 民參可發揮活力，莫因監督過當壓抑活力

設計者 傳統工程較重視設計者 設計者不若傳統工程受重視

施工者
傳統工程較不重視施工者
民參使施工者地位提高

施工者受重視程度提高不少

圖3 土建標與機電標品質監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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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經驗及落實與否，廠商重視工安及經驗豐

富，工安問題自然不大。品質效能因設計後施

工較易掌握，一般而言，北、高捷品質效能是

一樣的。

　　高捷品質結果比較方面，由於高雄捷運政

府出資大於民間，高捷表示政府監督程度與北

捷一樣嚴格。監督組織及程序應要適當，品質

雖是「監督出來的」，過多的監督造成負擔及

混亂，且因高雄捷運局及C3C顧問監督較嚴，

高雄捷運公司反而較鬆。高雄捷運對工安方面

相當重視，尤其近幾年造成之工安事故牽扯政

治，高雄捷運對工安嚴謹。品質效能方面，大

致上北、高捷沒有差別，但部份認為高捷品質

效能較北捷佳。

四、參與者心理

　　參與者心理方面，因北捷為捷運局自辦監

造，所以現場監造工程師需負責，心態上較慎

重，且由於工程發包訂約後各項設計及權利義

務已完整規定，所以承包商較無法發揮活力，

傳統方式施工期間，設計單位為業主之「參

謀」，一般較受業主重視。

　　高捷因政府出資大於民間，而對BOT認知不

同，所以KMRT及KRTC並不像一般民參計畫為

合夥人，所以心態上不會輕鬆，但與北捷比較

應該還是負擔較輕，採民參方式，民間機構確

有很大彈性，民間機構得依經驗及能力發揮活

力，但民間機構必須具備能力及專業，始可順

利執行，且其因業主認知問題，造成監督過當

反抑活力。設計單位一般由民間機構聘請，地

位不如傳統工程般受到重視，施工廠商因採民

參方式地位提升不少，業主施工期間較重視施

工廠商。

柒、結論

　　本研究整理歸納發包方式、進度、品質、

參與者心理因素對進度、品質的影響，藉由理

論與實務的探討及互相印證。

　　在發包方式上民參計畫較具彈性，民間機

構可彈性採購以發揮活力及能力，無論傳統工

程或民參計畫，廠商的能力與信譽為最重要，

民參計畫許可公司最好包含營運公司以減少營

運困難及風險，捷運工程承商之財力要比一般

工程充足，而民參計畫民間機構財力又必須比

傳統工程更雄厚，民參計畫之工程雖設計施工

併行且較靈活，但因對制度不熟悉且仍依傳統

心態執行，造成許多困難。

　　進度方面，民參計畫之工程如高捷建設工

期較短，但計價里程碑因政府及許可公司認知

不同，造成進度受影響。計價里程碑應考量民

間機構財務及能力審慎訂定，無論傳統工程或

民參計畫都有通車壓力，而民參計畫多了營運

壓力。

　　品質方面，傳統工程監督較嚴，而民參計

畫如高捷監督組織程序複雜，造成負擔及混

亂，應由許可公司及統包商落實監督及自主檢

查。

　　參與者心理上，傳統工程政府單位需負責

而較慎重，但民參計畫若涉及政府出資，仍以

傳統心態監督，心態上同樣不輕鬆，民參計畫

設計者不若傳統工程受重視，施工者受重視地

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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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International PPI Practices

The trend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is global, accelerating and encompassing a broad 

range of infrastructure sectors including transport, 

power, telecoms,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However, 

the distribution of investments across sectors and 

regions is shifting away from Latin America. With 

the economic recovery rebounding strongly, the 

Asian region has started to boom, and East Asia has 

nearly 6.2 percent of the GDP investment level in 

infrastructure for the region, generally higher than 

all other developing regions. The World Bank has 

estimated that East Asia needs to invest $165 billions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PI) has become popular worldwide, and it is aimed to 

benefit governments, the public and economies. Meanwhile, it provides huge market opportunities for 

private investors for profitability. This paper provided an overview on current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PPI markets, and also discussed the entry modes to PPI markets in China and Vietnam. The study showed 

that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nterprises should capitalize on its main strength on PPI experiences 

and management/technical expertise. It also suggested some possible rol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m.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trategies for Taiwan enterprises to ventur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PPI market which consists of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strategies.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事業(PPI)在全球範圍內變得越來越普遍。它致力於讓政府，公眾及

國民經濟受益，並對私有業者尋求收益提供巨大的市場契機。本文對國際PPI市場的當前慣

例進行了概述，並討論了進入中國與越南PPI市場的模式。研究表明臺灣工程顧問企業應

充分利用其在PPI經驗及管理/技術專長的優勢，並建議了一些可能的市場角色與機會。最

後，本文提供了一個概念性框架，闡述了臺灣企業進入國際PPI市場的策略。

per year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between 2006–10 

for electricity, telecommunications, major inter-urban 

roads, rail routes, water and sanitation (The World 

Bank et al. 2005). Concession is still the dominant 

project type for the Transport sector, while green-fi eld 

and management & lease contract are growing (The 

World Bank 2007). The opportunities for PPI investment 

are plenty due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boom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East Asia region.

Project sponsors and investors need to be aware 

that risk profi le keeps changing during the life cycle of 

a project.  Correct identifi cation and mitigation measure 

implemented are essential for the success of a project. 

The basic risk allocation principle is to allocate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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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party who is best able to manage it. The risks of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delay and cost 

overrun, operating cost overrun, revenue and fi nancial 

risk, force majeure and performance risk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risk are common risks that can be 

grouped into 3 major categories: fi nancing, political and 

technical risks (Tiong 1992). As companies go global, 

they must be aware of those risks. Financing risks can 

be mitigated from host government support such as 

foreign exchange guarantee, offshore escrow account 

and off-take agreement. Cost overrun which comes 

from infl ation, currency depreciation can be mitigated by 

contingency fund, standby credit facility, and fi xed price 

contracts. Political risk,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risk for PPI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y, can be 

mitigated by various government supports incorporated 

into concession agreement, financial undertakings 

by host government, political risk guarantees and 

i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Technical risks can 

be secured by engaging experienced contractor with 

a lump-sum, turnkey contract. PPI projects in different 

sectors have different risks and challenges profi les.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demand uncertainty, competition 

from similar facility, land acquisition, and constraint in 

tolls adjustments are major challenges (Eggers 2006). 

The current leading practitioners in the transport 

sector are mainly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They are activ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sia such as China since PPI market here is booming. 

There are about 19 types of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PPI market: sponsor, borrower, financial advisers, 

arrangers/lead underwriters, Export Credit Agencies 

(ECAs) / Multilateral Lending Agencies (MLAs), 

agent/trustee, lessors, independent experts, lawyer,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contractors,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M) companies, insurers, 

swap counterparties, suppliers, equipment vendors, 

off-takers,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and rating 

agencies(Tinsley 2000). Different participants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international PPI market to fulfi ll their 

own objectives. Multilateral/bilateral fi 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and 

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 are 

still the leading force to promote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and to help sector refo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DB has in place technical assistance, 

equity, loan and credit enhancement instruments 

including guarantees f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t 

would be prudent for countries that are ADB members 

to be up to date on the opportunities in consultancy, 

contracting and material and equipment supply in 

ADB-financed jobs and to be familiar with ADB’s 

procurement procedures for tender proposals. Also 

ADB is taking a leadership role in developing loc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region to provide long-term 

funding for capital-intensiv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Project Finance International 2006). World Bank 

Group with its five associated intuitions (IDA, IBRD, 

IFC, MIGA, ICSID) provides different instruments to 

facilitat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Khan 2003). IDA accounts for significant portion of 

financing fund f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Vietnam. 

IBRD has developed Partial Risk Guarantee (PRG) to 

cover commercial loan and Partial Credit Guarantee 

(PCG) to cover debt payment under specif ied 

circumstance; IFC can provide both equity and loan to 

private companies as well as technical assistance and 

advice to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MIGA helps to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providing guarantees and insurance to foreign 

investors against loss caused by non-commercial risks. 

Therefore,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DB are continuing 

to play an active and key role in the PPI market, and 

it is prudent to be involved in World Bank or ADB-

financed projects and to even get them involved as 

equity partners or lenders in PPI projects. 

As polit ical r isk is perceived as the most 

signifi cant risk in Asia for PPI projects, it is important to 

mitigate such risk. MIGA is not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political risk coverage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as 

Taiwan is not a member of the World Bank. However, 

there could be options where they could consider a 

subsidiary of a Taiwanese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a 

territory who is member of the World Bank and MIGA 

(such as Singapore), and where the subsidiary is 

engaged in substantive business. Taiwan Enterprises 

can approach the private insurers for political risk 

insurance (PRI). Today, there is a thriving global private 

insurance market. Some of the prominent private 

insurance companies that offer and underwrite PRI 

are Zurich (Switzerland), AIG (USA), Chubb (USA), 

Sovereign (Bermuda), Lloyd of London (UK) and ACE 

(Bermuda) (Anderson 2007). Capacity available for 

single PRI risk: US$ 932,500,000.

Other b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ECAs also play 

important role in PPI market. Besides those from the 

Europe and UK, export credit agencies (ECAs) from 

Japan and Korea are stepping up their lending activities 

in the PPI market by providing loans and guarantees, 

thereby giving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fi rms a huge 

advantage in tendering, and winning lar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especially the energy-related projects in the 

Middle East, Indonesia and even Vietnam. For example 

JBIC and KEXIM provide loans and guarantees to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firms in winning energy and 

water/ environmental project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top lenders in Asia Pacific are JBIC, 

ANZ Investment Bank, Westpac, Bank of Scotland 

and SMBC while Ernst & Young, Price Waterhouse 

Coopers, SBI Capital Markets, KPMG and HSBC 

are the top global advisors (Infrastructure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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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Project Finance International 2007). The top 

transportation developer list is led by Australian 

Macquarie and is dominated by European players when 

there are 2 Chinese companies in the list, Cheung 

Kong Infrastructure (10th) and New World Infrastructure 

(27th) (Public Works Financing 2006). From these lists, 

Taiwan enterprises could focus on what can be learnt 

from them such their export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how to engage them to enter foreign developing market 

such as China and Vietnam.

In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procurement 

market, new players,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companies from China such as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 

and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 

are emerging as strong competitors.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 and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 are listed in ENR’s top 10 global contractors 

based on industry construction contracting revenu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Engineering News Record 

2007a). Furthermore, based on contracting revenue 

from projects outside home country, the ENR Top 200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list from Asia are dominated 

by China (Engineering News Record 2007b). Beijing 

Capital Group and Shanghai Tunnel are two examples 

of major domestic players in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PPI market, while Ho Chi Minh C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ompany, Vietnam Builder Constrexim and 

VinaCapit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td are active 

players in Vietnam construction and PPI mark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process and the criteria used by governments 

will defi nitely help the promoter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and positively in the tendering and negotiation process. 

The government's evaluation goal should be to select 

a balanced proposal that is financially attractive and 

technically cost effective. In the final selection, the 

following 5 main criteria are commonly used (Tiong and 

Alum 1997):

•Degree of attractiveness of fi nancial package;

•Financial returns to government and benefi ts 

to the community;

•Relative soundness of technical solution for 

project implementation;

•Relative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of the 

project promoter in similar projects;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are summarized: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in Taiwan has 

different fragments like technical consultancy, 

architect, O/M, and others

•Construction contractor is not allowed to 

design according to Taiwan law;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 long duration, high contract risk

b) intelligent intensive industry

c) various kinds of technical personnel

d) strong connection

e) strong location dependency

SWOT analysis of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industry was conducted as below: 

Strength

•Sufficient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nd strong 

expertise in PPI projects in Taiwan

•Language advantages ( in both China and 

Vietnam Market) 

•Location advantage: Link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Competitive pricing as compared to Japanese 

and Europeans

•Flexibility in dealing with local  joint venture 

partners in international projects

Weakness

•Compared to foreign competitors,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fi rms have smaller scale 

with limited fund

•Limited risk-bearing capability

•Lack of long term strategic alliance

Opportunities

•After joining WTO, i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opportunities to collaborate with foreign 

investors, and to learn foreign experience

Threat

•Weak support from equipment supplier and 

manufacturer

•Lack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Discussions on Entry Modes to PPI 
Markets in China and Vietnam

S a c h s  e t  a l . 

s u m m a r i z e d 

p r o b l e m s  o f  P P I 

application in China as 

unrealistic guarantees 

and supports made 

by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 

s t e p p i n g 

d o w n  P P I 

inves tments 

b y  t h e  k e y 

C h i n e s e 

offi cials due to 

excess profi ts 

e a r n e d 

by foreign investors from previous PPI projects, short-

sighte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macro-economic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on investment and marke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vestors’ over-reliance 

on Chinese government’s promises especially their 

verbal promises, high cost of the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and assistance due to the corruption of 

some local government offi cials, different ways of PPI 

implementation in different places in China due to 

no national PPI law, and no standardized tendering 

process and documents etc (Sachs et al. 2007). 

The entry modes to China’s PPI market could 

be Wholly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Sino-Foreign 

Equity or Cooperative Joint Venture, subcontracting 

f r o m  o t h e r  m a i n  c o n t r a c t o r s , 

consortium and licensing, and 

preparations prior to entry can 

be done via setting up local 

representative offi 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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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it was not clear of the legal status of 

Taiwan investment in China’s PPI projects at the time 

when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thus more focus was 

put towards entry strategies to Vietnam’s PPI markets. 

Ninh concluded that top Ten Risks in Vietnam 

PPI market are (1) land acquisition delay risk, (2) delay 

in approval by government agencies, (3)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region influencing to project; (4) cost 

overrun, (5) unrealistic forecast fu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and, (6) increasing inflation 

rate, (7) incorrect analysis of duration of ownership, 

(8) interest rate fl uctuation, (9) general corruption and 

untrustworthiness of public offi cial risk and (10) actual 

traffi c revenue lower than estimated (Ninh 2006). 

Factors those are considered as entry barrier and 

obstacles in Vietnam PPI market are summarized as 

bottlenecks in the issuance of regulations, diffi culty in 

determining which projects were open to investments, 

complicat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potential 

investors and Vietnamese authorities as sometimes 

as many as 10 state agencies are involved in a single 

project, relatively high fees for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and degree of financial risk, as there is little time to 

gather information before work must begin (Viet Nam 

News 2006). So, although Vietnam is an attraction to 

foreign investors, they require long-term commitment, 

deep pockets, fl exibility, patience and persistence.

For  Ta iwan  en te rp r i ses  i n  eng inee r ing 

consultancy services industry, Vietnam market is not 

new. For instance, CECI has been there since 1994, 

and it was the fi rst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ultant 

chosen to assist in Vietnam's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n it was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services of a highway 

improvement section on Vietnam National Highway No. 

5.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nterprises could act 

as host government advisors in Vietnam, but also could 

be advisors for the private partner or independent 

engineers for the lenders or the consortium. If possible, 

Taiwan enterprises could also join an equity partnership 

in the private sector consortium with eithe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from Singapore, Australia, US and Europe.

Some possible rol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nterprises in Vietnam PPI are 

listed as below: 

The potential joint venture partners or equity 

partners for Taiwan enterprises (as Developer/ 

Sponsor) are:

•Investment Bank

a.International: Australia’s Macquarie, France’s 

Calyon, Japanese’s Mizuho, New Zealand’s 

ANZ, Netherland’s ABN AMRO, Scotland’s 

RBS, etc

•Construction Company

a . In te rna t i ona l :  Aus t ra l i a ’s  Le igh ton , 

Singapore’s Semb Corp, etc

b.Vietnamese: Constrexim, Cienco4, etc

•Infrastructure Fund Manager

a.International: Macquarie, 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 etc

b.Vietnamese: VinaCapital, etc 

•Financial Advisors

a.International: E&Y, PwC, KPMG

The potential clients for Taiwan enterprises (as 

Advisor/ Independent Engineer/ Project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pecialist Designer) are:

•Lenders (as Advisor/Independent Engineer)

a.Development Bank: ADB

b.International Bank : Macquarie, Calyon, 

Mizuho, ANZ, ABN AMRO, RBS, etc

•Vietnam Government Agencies (as Advisor/

Independent Engineer/PM/CM/Designer): 

Vietnam Expressway Corp, Vietnam Railway 

Corporation, etc

•Main Contractors (as PM/CM/Designer)

a.International : Australia’s Leighton, etc

b.Vietnam’s: Civi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No.1 (Cienco1), Cienco4, Cienco5, 

Cienco6, Cienco8, Thang Long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TLC), Song Da Corporation, Bach 

Dang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Constrexim,  

etc.

•Project Sponsor/Developer (as Advisor/

Independent Engineer)

a.International: Macquarie (Australia), Bechtel 

(US), Bilfi nger Berger (Germany), etc 

b.Cheung Kong Infrastructure (HK, China), 

New World Infrastructure (HK, China)

•Private Partner Consortium/Project Company 

(as Advisor/Independent Engineer/PM/CM/

Designer)

•Operators (as Advisor/Independent Engineer/

PM)

The possible roles for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nterprises in Vietnam PPI are summarized 

in Table 1 below.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trategies to 
Venture into International PPI Marke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Quak Ser Khoon (Khoon 

1991), authors have developed the suitabl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trategies for Taiwan enterprises to 

ventur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PPI market which consists 

of short term and long term strategies.

Figure 1. Strategies for Taiwan Enterprises to
               Venture into PPI Market

      
   Table 1. Summary of Possible Roles for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nterprises in Vietnam PPI Market

Role for each type of PPI Contracts

Potential Partners and Clients
As equity 
investor in 
BOT

As Advisor /
Independent 
Engineer in 
BOT

As specialist 
designer in 
BOT/DB

As Project 
Manager in 
O&M

As Project/ 
Construction 
Manager in PM/
CM

1. Host Government Agencies √ √ √ √

2. Project Sponsor/ Developer √
3. Consortium/ Project Company √ √ √ √
4. Operators √ √ √
5. Lenders

Development Banka. √
Internationalb. √

1. Investment Bank

Internationalc. √

1.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ternationald. √ √ √
Vietnam’se. √ √ √

1. Infrastructure Fund Manager

Internationalf. √

Vietnam’sg. √
1. Financial Advisor

Internationalh. √
Vietnam’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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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rt term strategies are: (1) bidding for 

consultancy and construction contracts in World Bank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rojects, (2) marketing 

and bidding for design-build contracts, specialist works 

and supply contracts as lender’s engineer, investor’s 

independent consultants, etc, (3) forming consortium 

and strategic alliances to target for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such as ports,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etc, (4) marketing and bidding for 

design-build or project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contracts in say roads and rail projects; and (5) 

bidding for medium-sized projects such as waste water 

treatment plants, water supply projects, that require 

fi nancial packaging.

The long term strategies are (1) competitive 

edge strategies in an effective long term plan in 

ensuring that all the marketing efforts are directed 

towards involving in the right projects and services in 

the right market, (2) strategic planning and targeting 

niche market, not merely to confirm existing niche 

markets, but more importantly to target future niche 

markets, (3) long term export strategy, on top of market 

development, is to develop a competitive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edge which summarized in 2 groups 

of strategies aimed at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edge. First group of long term export strategy is marke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 marketing, for 

example, Taiwan enterprises partner with international 

fi rms, set up branch offi ce, say in Singapore, forming 

consortia for overseas investment, strategic alliances 

and developing financial packaging and total project 

management capability. Taiwan enterprises should 

develop expertise in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contracts such as FIDIC forms of contracts, DBO 

contracts, ICE contracts and pract ices and in 

government tendering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the 

second group of long term export strategy is technology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 acquiring specialized 

technology, developing design-and-build capability, 

expertise in project management, facility management 

and asset management for infrastructure sectors such 

as ports, high-speed rails and in areas such as water 

and environmental sectors. Taiwan enterprises should 

also keep itself abreast in climate change issues 

such as green house gases (GHG) emission, carbon 

reduction credits, green and energy effi cient buildings 

and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clusion

Internat ional PPI market is dynamic and 

complicated, full of challenges, and structuring a 

successful PPI project need to pay attentions to various 

factors affecting development, fi nancing,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the project.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nterprises should 

capitalise on its main strength on PPI experiences and 

management/technical expertise. The combination 

of PPI expertise with relevant technical/engineering 

expertise in respect to the particular project undertaken 

could provide Taiwan enterprises the niche into 

international PPI markets.

Taiwa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enterprises could 

play the role as host government advisors, professional 

advisors for the private partner, independent engineers 

for the lenders or the consortium, and also could join an 

equity partnership in the private sector consortium with 

either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from Singapore, Australia, 

US and Europe.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has dealt with strategies for Taiwan 

enterprises in entering international PPI marke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ore study can be carried out 

on tactical iss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nhancing 

Taiwan enterprises’ roles and capabilities to cope with 

future market challenges.  

It is recognized internationally that Taiwanese 

engineering and consultancy firms have certain 

strengths over other firms from other countries like 

Japan when doing business in Vietnam. These include: 

(1) Taiwanese engineering firms are competitive in 

price,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expertise when 

compared to other firms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2) The staffs in Taiwan have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and can communicate better with the 

Vietnamese when compared to Japanese; and (3) 

Taiwanese enterprises have good fl exibility in dealing 

wit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joint 

ventures. Thus, it is suggested that further study be 

carried out on tactical ways and solutions for Taiwanese 

firms to resolve the risks of entering Vietnam market 

by bringing in finance, technical and professional 

solutions.  

Detailed feasibility study (includ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nalysis) and detailed joint venture 

requirements for a project, say a port project or a 

road project, in Vietnam could be carried out. The 

study could include how Taiwan enterprises could 

go about forming the joint venture with local and 

foreign investors, and the details of how to go about 

implementing the port project, including getting the 

necessary approvals and permits from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elect the main contractor and sub-

contractors, as well as the suppliers and operators. 

References

1. Anderson, D. H. (2007). "Political Risk: A Private Insurer's 
Perspectives. ." In: Asian Export Credit Agency Workshop, 
Zurich Emerging Market Solutions, Singapore.

2. Eggers, W. D., Startup, T. (2006). "Closing the Infrastructure 
Gap: the Role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Deloitte.

3.  Engineering News Record. (2007a).  "Top Global 
Contractors 2006." McGraw-Hill Construction.

4. Engineering News Record. (2007b). "Top International 
Constractors 2006." McGraw-Hill Construction.

5. Infrastructure Journal. (2007). "Asia Pacific Review H1 
2007."

6. Khan, M. F. K., Parra, R. (2003). Financing Large Projects, 
using Project Finance Techniques and Practices, Pearson 
Prentice Hall.

7. Khoon, Q. S. (1991). Marketing Abroa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and Market Niches for the Singapor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acifi c Trade Press Pte Ltd, Singapore.

8. Ninh, N. D. (2006). "Stakeholders' Perspective on Risks 
and Opprtunities of BO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Vietnam: a 
Case Study of the Yen Lenh Bridge Project,"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ailand, Bangkok.

9. Project Finance International. (2006). "PPP-AP Policy 
Scenario." In: Global Infrastructure Report 2006.

10. Project Finance International. (2007). "2006 League 
Tables." Project Finance International.

11. Public Works Financing. (2006). "2006 International Major 
Projects Survey: Top Transportation Developer."

12. Sachs, T., Tiong, R., and Wang, S. Q. (2007). "Analysis of 
Political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in China and Selected Asian Countries: Survey results." 
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 1(2), 126-148.

13. The World Bank. (2007).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Database." The World Bank Group.

14. The World Bank, ADB, and JBIC. (2005). "Connecting East 
Asia: a New Framework for Infrastructure." The World Bank,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15. Tinsley, R. (2000). Practical Introduction to Project 
Finance, Euromoney/DC Gardner workbook, London, UK.

16. Tiong, R. (1992). The Structuring of Build-Operate-Transf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Center for Advanced Construction 
Studies, School of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eri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17. Tiong, R., and Alum, J. (1997). "Evaluation of Proposals for 
BOT Proj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15(2), 67-72.

18. Viet Nam News. (2006). "Private sector should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ADB." In: Viet Nam News.



60 │No.80│ October, 2008 

2
專
題
報
導

│中│華│技│術│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SUMMARY摘  要

2

No.80│ October, 2008 │61 

專
題
報
導

壹、背景說明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料顯示，民國96

年國內籌資總額達36兆4,285億元，其中金融機

構授信餘額達27兆6,005億元，佔籌資規模之

75.77%，尤其是政府於民國83年12月公佈「獎

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並於民國89年2月

公佈施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完備

建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法制基礎後，積極推

動各項大型公共工程，引進民間充沛資金與效

率，達到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加速興建基礎建

設之目的，致使國內籌資總額以每年約10%之

速度急速增加。

　　由於政府推動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

投資成本大，許可期限長；再者，金融機構在

融資限額之排擠效應下，若投資計畫未能提出

合理之財務規劃及風險管理，將導致計畫不確

定性提高，使金融機構望之卻步，以致於民間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最大的資金提供者，不是民間機構，而是融資機構，因融資機構無

主動執行計畫的能力，僅能以授信評估及追蹤做為風險管控的方法，故直到民間機構還款

前，隨著計畫時間的演進，未清償授信餘額愈來愈多，造成融資機構承受的風險也愈來愈

高。融資風險管控最重要的方法為風險轉移，將各項風險適當地分攤至最有能力承擔該項

風險的參與者，以確保任何風險因素之發生均不致危及計畫整體之可行性；而政府機關常

礙於法規之條文限制，無法承諾應為政府機關所適承擔的風險，造成政府機關及融資機構

於計畫中各有本位，使民間機構融資取得困難，亦造成政府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之

困難。 

機構無法取得融資，計畫無法推動。

　　新政府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提高內需市

場與就業率，以「愛台十二項建設」為主要經

濟政策之一；然而，新增十二項建設之投資總

額3兆9,900億元中，將由民間投資1兆3,400億

元。因此，不論政府推動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計畫之法源基礎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亦

或「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為瞭解計

畫融資取得之可能性，本文將以金融機構之角

度探討公共工程之授信風險，供計畫推動者、

民間參與者及融資者參考。

貳、金融機構授信業務

一、金融機構定義

　　依據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四條，金融機構之

關鍵詞：融資風險管控、工程授信、專案融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授信專案／專案協理／蘇宗寶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授信專案／專案經理／張正育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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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1.銀行業，包括銀行、信用合作社、

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票券金融公司、信

用卡業務機構及郵政儲金匯業局；2.證券及期

貨業，包括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

投資顧問事業、證券金融事業、期貨商、槓桿

交易商、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及期貨

顧問事業；3.保險業，包括保險公司及保險合作

社；及4.信託業等。因融資業務為金融機構之銀

行業特性，故民間投資公共建設計畫之籌資管

道，主要是透過銀行業辦理。

二、銀行授信種類

　　銀行授信業務，依銀行法可分為放款、透

支、貼現、保證、承兌等，其期限在一年以內

者，為短期信用；超過一年而在七年以內者，

為中期信用；超過七年者，為長期信用。若依

據授信對象可分為個人、法人（包含公、民營

企業或政府）及金融同業間的授信。

三、工程授信

　　工程授信屬銀行授信業務中授信對象為

「企業」之授信，其授信業務內容及作業規定

在銀行法之附屬法規「銀行對企業授信規範」

中已經予以明確規範，惟工程授信因產業之特

殊性，故常冠有專業名詞，如土地融資、建築

融資、在建工程融資(應收帳款融資)、專案融

資、押標金保證、履約保證、預付款還款保證

及保固保證等，實則授信內容與企業授信並無

軒輊。

四、專案融資

　　專案融資是一種特殊的融資安排，是以計

畫未來產生之現金流量為還款來源，並以計畫

所取得之權利(如：特許權、地上權等)作為擔

保，向融資機構取得特定用途之融資。其特性

為：

(一)一般均成立特許公司作為融資與投資

的權利義務主體

1.可避免因投資母公司/股東之債務行為

而終止計畫。

2.可以無資產負債表的融資方式（off-

balance-sheet financing）使投資母公司/

股東不因投資計畫產生負債/或有負債。

3.可以無或有限追索權(Non-Recourse，或

Limited Recourse Financing)的融資方式辦

理，使計畫產生之債務不追溯或有限追

溯至投資母公司/股東。

(二)計畫需具有經濟及財務可行性

　　計畫現金流量是專案融資之唯一還

款來源，故計畫財務規劃之假設，未來

營運收支預估、獲利能力、短期償債能

力、營運管理能力等，均需具有可行性

及自償能力；若未具完全自償能力時，

需取得依據促參法第29條所述之「主辦

機關補貼」，較易取得專案融資。

(三)融資機構一般均要求有介入權

　　由於融資機構為計畫資金最大提供

者，為保障融資機構之權利，特於促參

法第52條規定，民間機構經營不善情事

時，融資機構之介入權，惟融資機構一

般並無繼續辦理興建營運之技術能力，

因此融資機構介入權之訂定，實屬備案

機制。

參、銀行授信作業及審查

一、一般授信作業及審查

　　一般授信作業主要分為洽談、授信審查及

撥款三個步驟，授信作業流程詳圖1，作業內容

及審查重點，說明如下：

(一) 洽談

　　企業有融資需求時，通常會先準備

融資計畫，洽經常往來銀行，經銀行初

步核定後，正式提出融資申請。

(二) 授信審查

　　銀行評估貸款人與企業信用時，一

般均採用「5P原則」，所謂5P原則是：

1. 貸款人或企業之狀況(People) 

　　指針對貸款人的信用狀況、營運狀

況、經營效能、財務狀況、業界地位

（含市場佔有率）、信用評等及其與銀

行往來情形進行評估。

2. 資金用途(Purpose)

　　銀行需就經濟效益、技術、組織、

管理、市場、財務等觀點深入瞭解分

析，從而評估貸款人所提出投資計畫可

行性及還款能力，以判斷是否予以融

資。

圖1 授信作業流程

資料來源：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營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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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還款來源(Payment)

　　授信首重安全性，其次才是收益

性、公益性，所以還款來源是授信原則

最重要的參考指標。通常貸款人是否能

有足夠還款來源與其借款的資金用途有

關；因此應針對計畫之資金來源與應

用，在合理之假設基礎下預估未來營運

及財務狀況，並計算各項指標（NPV、

EIRR、回收年限、自償率、長期償債能

力、現金流量、損益兩平點等）及敏感

性分析。

4. 債權確保(Protection)

　　為了確保債權，銀行通常均要求兩

道防線，一為還款來源；另一則為債權

確保，即提供擔保品。當貸款人不能就

其還款來源履行還款義務時，銀行仍可

藉由處分擔保品而收回放款。

5. 授信展望(Perspective)

　　銀行在承貸時，會預估承貸後的基

本風險和預期報酬的利益，此稱為授信

展望。銀行的基本風險為本金的損失與

資金的凍結，而預期報酬的利益，則為

扣除貸款成本後的利息、手續費收入及

有關其他業務的成長。因此銀行應就整

體經濟金融情勢對借款人行業別的影

響，及借款人本身將來的發展性加以分

析，再決定是否核貸。

(三) 撥款

　　經銀行審核通過並簽約後，貸款人

依據授信契約之規定，於動撥條件滿足

時，提出撥款申請，銀行在撥付貸款之

前，應詳加審核是否符合授信契約所規

定之撥款條件，並應對貸款人投資計畫

實施之進度、成效，以及其承諾事項有

否完全履行等，予以追蹤查核。

二、聯貸作業及審查

　　由於銀行內部授信風險控管及對同一企業

授信限額，當融資金額較大時，銀行多以聯貸

方式辦理融資，以降低授信風險。其聯貸作業

可分為委任、籌組聯貸及核撥三大步驟，說明

如下：

(一) 委任主辦銀行（Mandate）

　　以往聯貸案僅委任一家銀行擔任主

辦銀行，但隨著聯貸案金額變大及聯貸

內容複雜，已非少數銀行能單獨承作，

因此會以多家大型銀行共同籌組主辦銀

行團來辦理。委任之方式分為：

1. 競標

　　此方式常用於信用良好的大型企業

融資，銀行主動對借款人之融資計畫、

財務狀況、信用評等及市場概況作綜合

評估，如認為具可行性，擬訂相關承作

條件，競標取得委任。

2. 洽詢

　　民間投資計畫複雜度高，融資風險

大，通常以洽詢金融機構方式辦理。借

款人就計畫的需求及融資計畫內容，洽

詢數家銀行，經銀行對融資計畫及市場

概況作綜合評估，如認為具可行性，須

與借款人進一步洽商承作條件細節，再

承諾受委任。

(二) 籌組聯合授信銀行團

　　主辦銀行(團) 接受委任後，即著手

撰寫「聯合授信說明書」，邀請有參

貸意願之銀行參加聯貸說明會，討論融

資計畫可行性及承作條件，並協商攤貸

比率等，確定聯貸銀行團之權利義務及

主辦銀行(團)應辦理事項。俟各參貸銀

行簽辦核准後(確定參貸金額及比率)，

簽訂「聯合授信契約」及「融資機構契

約」。

(三) 撥款

　　簽約後主辦銀行(或管理銀行)執行代

理行業務。借款人於符合聯合授信契約

所訂動用條件時，發出動用通知給主辦

銀行(或管理銀行)，經主辦銀行(或管理

銀行) 審核後，通知各參貸銀行於一定期

限內，依各聯合授信銀行攤貸比率及金

額，將該款項撥入主辦銀行(或管理銀行)

專戶，統一撥入借款人帳戶。

三、俱樂部貸款方式包銷(Club Deal)作業及      
　　審查

　　俱樂部貸款方式包銷(Club Deal)作業，其作

業與聯貸作業差不多，惟因貸款金額較小或主

辦銀行認為無分銷必要，或借款人自行挑選常

往來之數家銀行，委任一家銀行當主辦銀行辦

理，故此類案件通常不會流入聯貸市場中，且

通常能談出較佳的融資條件。

　　因為參貸銀行的數量較少，將大幅提高個

別銀行的倒帳風險，一旦景氣變壞，來往銀行

緊縮信用，借款人可能因授信額度不足而被迫

另尋資金。

肆、專案融資之風險

　　專案融資是以投資案本身的財務可行性作

為融資信用的主要依據，民間機構所研提之財

務計畫是否審慎務實，涉及計畫管理、市場供

需及風險分攤等三項關鍵因素，尤其是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期間長，牽涉的風險多

且複雜，故銀行在評估其是否可行時，對技

術、環境、政治、法令、組織、管理、市場、

財務及經濟效益等問題，如何事先正確的評

估，就成為專案融資時最重要的議題。依據國

內銀行專案融資審查案例，主要考量風險，包

括：

一、 計畫契約架構風險

　　民間機構參與投資公共建設之首要考量，

即為確定計畫之各項風險均已適當地分攤至最

有能力承擔該項風險的參與者，且有明確的風

險分攤架構以確保任何風險因素之發生均不致

危及計畫整體之可行性(詳表1計畫分工表，以台

表1 計畫分工表，以台灣高鐵BOT計畫為例

銀行團、交通主管機關、IV&V與特許公司等三方於興建期之分工
          【符號說明：◎：主辦、△：協辦、◆：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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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ICE ISE IV&V
GC

(總顧問)
BOTHSR
(高鐵局)

GC(專業
顧問)

BANKS
(主辦行)土

木
機
電

土
木

機
電

土
木

機
電

設    計
設計審查

◎
△

◎ △
◆
◆

◆
◎

△ ◆

獨立顧問包
括：IV&V、
ICE及
ISE三者

施    工
施工審查

◎
△

△ △ ◎ △
◆
◆

◆
◎

△ ◆

安全驗證 △ △ △ △ △ ◎ ◎ △ ◆

監    理 △ △ ◎

專案管理
工程進度
工程成本
風險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團要求銀
行團顧問協助
驗證「進度與
成本」及「管
理與風險」

協    調
履    勘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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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收風險

　　發生營收風險可分二個層面來討論，一是

在計畫規劃時，營運收入預估過於樂觀，此問

題除依據類似市場予以評估外，尚需考慮因科

技進步、替代品之出現，產生未來市場變動

之預估；另一是在計畫執行時，生產力不如預

期，供應短絀，使營收變小，此部份融資機構

於評估民間機構履約風險時，即可併同考量。

部分營收風險可透過契約模式將風險有效分

攤，常見如政府提供保證收購量或保證運量，

或藉由費率之調整，保證其收益率的之長期銷

售契約消弭風險。

六、 其他風險

　　其他融資機構於專案融資審查時考量之風

險尚包括相關工程介面延誤風險、不可抗力或

除外情事風險、法令變更風險、民眾抗爭風險

等，此類風險因個案嚴重程度各有不同，部分

藉由許可契約或保險契約等契約將風險分攤，

惟融資機構於評估時仍須謹慎。

伍、銀行風險控管與工程顧問之角色

　　融資機構於專案融資考量之風險要項，部

分內容已非融資機構之專業範疇所能有效控

管，故須遴聘與專案相關之顧問協助；又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計畫風險要項主要是以工程技術

為核心所衍生(雖包含法律、財務、保險等)，

為統籌管控風險，通常直接委託工程顧問(或

稱專業機構)辦理，再由工程顧問分包處理，

或分別遴聘各類顧問協同辦理(以下統稱專業機

構)。

　　專案融資之風險管控可分為四個階段加以

說明：(專案融資流程，詳圖2) 

一、 招商階段

　　民間機構(申請人)依據申請須知準備投資計

畫書，除做為競標之用外，同時由投資計畫書

摘出融資計畫概要書供融資機構做為融資委任

之參考。有關申請須知中載明投資計畫書須附

融資機構出具之融資意願書(含評估意見)，其內

容多屬條件式表達內容，又非屬法律文件，故

對融資機構並無風險，而政府機關則希望透過

融資機構之出具融資意願書，來協助瞭解民間

機構財務計畫之融資可行性，然其實質效果有

限。

二、 簽約階段

　　簽約階段為融資機構決定是否融資之決策

階段，依據專案融資風險，本階段之風險管控

包含：

灣高鐵BOT計畫為例)。風險分攤是否透過契約

模式予以有效分配，如投資契約之政府應辦事

項、土地交付時程等；保險契約之延遲完工保

險、預估營收損失險等；工程承攬契約之統包

(Turn-key)契約；匯率及利率避險契約等，即是

融資機構於專案融資審查時關心的重點。

二、 民間機構履約風險

　　計畫執行順利成功的最重要核心要項即是

執行團隊的技術能力(包含興建能力、整合能

力、營運能力等)，為確保民間機構具備專案履

約技術能力，融資機構將透過各項營運實績紀

錄，瞭解民間機構及其協力廠商之組合，以降

低無法履約之風險。

三、 自有資金籌措風險

　　民間投資公共建設所需資金規模較大，借

款人自有資金是否能如期到位，將影響計畫執

行進度。自有資金籌措能力除牽涉特許公司組

成股東之財力外，組成股東之信用、公開募股

之能力及財務規劃能力(如股東貸款、特別股、

可轉換公司債、海外受託憑證等)，均是融資機

構預先評估之要項。

四、 工程延誤及成本超支風險

　　專案計畫常因受通貨膨脹、能源危機及變

更設計等因素影響使成本超出預算，另由於計

畫執行效率低、學習曲線落後等造成工程延

誤，導致現金流量不足，雖此風險可由民間機

構技術能力評估及風險分攤之契約架構予以降

低，惟融資機構通常僅依據財務計畫之現金流

量提供融資，因此民間機構需提列相當之準備

金，或尋求其他自有資金來源，以降低此項風

險。

(一) 計畫契約架構風險

　　本階段之契約主要為投資契約

及授信契約轉讓之風險管控，除瞭

解專案之法源依據外，有關投資契

約中是否賦予許可權利之轉讓？及

授信契約是否要求之其他權利？依

據專案授信風險承受度必須加以配

合設計，並與民間機構、政府機關

折衝討論。

1. 投資契約中是否賦予許可權利之

轉讓？包括不動產抵押權設定、動

產抵押權設定、權利抵押權設定、

應收帳款設質交付信託或金融機構

得代位行使權利(介入權)等。

2. 授信契約是否要求之其他權利？

包括有價證券質權設定、分包契約

權利轉讓、保險權益轉讓、反面

承諾、本票授權、專戶控管及扣款授權

等。

　　
計畫契約關係，以台灣高鐵BOT計畫

為例，詳圖3。

圖３ 計畫契約關係圖，以台灣高鐵BOT計畫為例

聯貸銀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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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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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專案融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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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間機構履約風險

　　民間機構履約風險管控除透過民間

機構及其協力廠商實績紀錄瞭解外，主

要由專業機構協助評估民間機構之投資

計畫書，包括：

1. 技術可行性及施工能力之評估

2. 工程成本、營運成本及費用之合理性   

    與成本超支可能性之評估

3. 營運能力評估

4. 營收預測評估

5. 風險管理評估

6. 保險計畫評估

7. 財務可行性評估

(三) 自有資金籌措風險

　　依據投資計畫書財務假設、工程成

本、工程進度規劃、現金流量表、融資

比率及增資時程表，評估自有資金需求

量及資金來源之合理性及可行性。

三、 興建階段

　　興建階段為融資機構之最主要風險管控階

段，其中大部分之管控項目，如工程進度、成

本、品質之監督、驗證、查核，工程計價審查

及確認，未完工程之資產價值鑑定，專戶控

管、核撥之協助，專案融資關鍵風險項目之因

應措施與處理方式追蹤，各項保險契約或保險

單之內容及範圍，並追蹤重大保險項目之理賠

進度與現況等，均非融資機構之專業，需委由

專業機構協助辦理。各風險管控說明如下： 

(一) 計畫契約架構風險

　　本階段之風險管控重點，仍為風險

轉移，民間機構利用發包機制要求承包

廠商拋棄法定抵押權及拋棄法定抵押權

登記請求權，並以保險契約降低施工中

之風險。

(二) 民間機構履約風險

　　民間機構必須於計畫開始前設計一

套計畫管理辦法，而此計畫管理必須至

少包含進度管理、品質管理及工程付款

等，專業機構搭配該計畫管理建置一套

資產價值鑑定機制，以做為資產價值鑑

定、專戶控管、融資核撥之依據。因雙

方在同一工作內容上作業，不僅在控管

上不易有爭議，且有事半功倍、資訊透

明之優點。

　　此一機制對民間機構與融資機構而

言為最重要之工作，資產價值鑑定方法

必須同時取得彼等雙方之同意。鑑定之

結果將直接導致撥款與否之認定，例如

發現施工品質不能接受時，即聲明在民

間機構完成改善前不予鑑價撥款，以此

迫使民間機構改善，確保工程品質，故

專業機構在本計畫中之角色即益形重

要。

(三) 自有資金籌措風險

　　自有資金籌措除依契約中增資時程

表之規定外，融資機構的撥款機制，重

點是要控制融資撥款能夠始終維持在已

完工工程資產價金之融資比率範圍內。

採用這種方式，民間機構或其包商須自

行準備大於自有資金之週轉金，在工程

尚未進行至可計價時，先行支應工程款

(例如，原料、機具、人工成本等)，俟工

程進行至可計價時，才能取得銀行團之

融資。

　　又為確保民間機構有健全的財務及

還款能力，興建過程中，專業機構須就

民間機構的財務報告，檢核授信契約中

有關負債比率與本金利息保證倍數等財

務指標。

(四) 工程延誤及成本超支風險

　　工程成本是融資機構融資額度之計

算基礎，也是融資機構債權鑑價之基

礎。因融資機構對工程成本超出部分不

予融資，故民間機構常以統包契約，轉

嫁成本超支風險；但興建過程，因設計

或施工方法的變更，工程成本亦將隨之

變動，專業機構將就其變動內容查核其

合理性，並分析原因後專案向融資機構

報告，以確實掌控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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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風險

　　本部分之風險管控，除藉由許可契

約或保險契約等將風險分攤外，於興建

過程中，專業機構隨時追蹤重大不利差

異意見，回報融資機構。

四、 營運階段

　　營運階段為民間機構之還款階段，融資機

構最重要的管控項目為還本還息正常，又營運

階段之營運計畫及維修計畫審查及追蹤，亦非

融資機構之專業，為有效風險管控，仍須委由

專業機構協助辦理。各風險管控說明如下：

(一) 計畫契約架構風險

　　民間機構可將營運工作委託專業之

營運公司辦理或自行辦理，若委託專業

之營運公司辦理，則營運風險需轉移至

營運公司。另本階段最重要的風險管控

為營運/營業各項保險契約或保險單之內

容及範圍是否符合市場上一般標準及適

當性，保險契約、保險單之內容或範圍

變更之因應，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之

信用償債能力及續保保險計畫。

(二) 民間機構履約風險

1. 因預估年期、興建過程等，原規劃之

計畫已大不相同，故本階段應重新評估

本計畫：

(1) 市場可行性分析；

(2) 財務可行性分析；

(3) 風險分析與風險分擔機制；

(4) 投資報酬率分析；

(5) 如有工程延誤、成本超支及償債能力

不足時之因應措施等。

2. 對本計畫之營運、維修及事故災害預

防與處理等相關計畫進行瞭解並追蹤執

行情形。

(三) 營收風險

　　本階段之營收風險為融資機構之最

大風險所在，因融資金額已動撥完畢，

融資風險將全部由融資機構承擔，除事

先以風險轉移者外，融資機構為有效風

險管控，委由專業機構協助辦理：

1. 原訂營運時程延後造成預估的現金流

入延後之影響。

2. 各項營運、維修執行異常部分列案說

明營收之影響，並續追蹤改善措施及因

應對策。

3. 意外事故造成理賠責任對營收之影

響，並續追蹤改善措施及因應對策。

4. 對所提年度預算及收支之審核與追

蹤，並進行營收專戶控管。 

　　

　　若仍無法有效管控融資風險時，融

資機構可以行使介入權或以財務結構重

整工具，做為最後避險管控之方法。

陸、結論

　　國內推行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多年，為提高

專案融資之融資意願，於促參法及其相關子法

中，對於融資及租稅優惠雖已訂有相關條文予

以協助，惟該等條文對於民間機構之實質融資

協助，並未能啟立竿見影之效，而融資機構對

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融資風險之評估及管控，

方為主要承作因素。

　　由本文瞭解，專案融資之最大出資者為融

資機構，然融資機構無主動執行計畫的能力，

僅能以授信評估及追蹤做為風險管控的方法，

故直到民間機構還款前，隨著計畫時間的演

進，未清償授信餘額愈來愈多，造成融資機構

承受的風險也愈來愈高。因此，在愈早期進行

風險管控，日後對融資機構造成之風險也愈

小，尤其是政府機關與民間機構(最優申請人)之

議約過程中即將融資相關議題納入許可契約，

甚或必要時簽訂三方契約、制訂照價收買機制

等，將可增加計畫融資可行性。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招商作業大都以防弊大

於興利為之，議約過程為求公平正義，對融資

協助僅為浮面，未能落實；反觀之，民間參與

之公共建設大都屬公共財，若因融資取得未

果，造成招商不順或導致民間機構無法執行，

基於社會成本考量，最後最大損失者還是政

府。因此，建議政府機關於招商作業之申請須

知即納入融資協助相關內容，令有能力之所有

民間機構立於公平原則參與計畫，再加以嚴密

甄審作業，必能有效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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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共建設即使不是經濟發展的引擎，至

少也是經濟發展的車輪。」〔1〕，公共建設通

常是指用以支持社會發展而具備技術性的構造

物，如道路、給水、污水、電力、防洪、通信

系統等；另一個較通用的說法：「公共建設是

一個具備整體性、組織性與網絡性的系統與資

產，它必須持續的維護與更新其組成，目的是

能長久地保持在某一特定的服務水準之上。」

〔2〕。

　　早先公共建設不是被地方政府就是由中央

政府所擁有和管理，因此也被稱之為「民生基

礎設施」或「市政基礎設施」。直到1970、80

年代英、美相繼興起私有化（Privatization）

之風潮，開始將部分公共建設轉由私部門開發

與經營。美國前總統雷根曾說過：「 You can 

accomplish much if you do not care who gets the 

credit.」，辜振甫先生在「拉高思考層次的管

理心法」中巧妙的將它解釋為：「一個人假如

不計較功勞歸屬於誰，他的成就也就會更大」

〔3〕。如果將他們的觀念轉化在公共服務上，

不論是由公部門或是私部門提供公共建設，目

的就是要提供一個特定且穩定的服務水準給社

會大眾。

　　本文將對台灣近幾年推動之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提供粗淺的建議，藉由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之觀念釐清、正視可行性評估的重要性、確

切落實務實的先期規劃、建置彈性的招商機

制、強化自主的履約管理，衷心期盼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之發展更為穩健，成果能更為豐碩。

關鍵詞：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frastructures，簡稱PPI）， 

BOT（build, opeate, transfer），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簡稱PPP），

私有化（Privatization）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協理／王子安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副理／高慧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工程師／王憶靜 1 2 3

1

2

3

　　本文除了從民間參與之基本觀念，探討民間參與之目的；更進一步從作

業程序層面，分別探討政府規劃案及民間自提規劃案之執行方式。強調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是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的一種，執行

時必須做到政府明確的政策領導、公部門確實的參與計畫、公私部門建構完

整的規劃、創造計畫穩定的收入、營造計畫關係人充分溝通的平台及選擇正

確的合作夥伴等六大要項，以期能成功的創造政府、廠商、社會大眾三贏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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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
　　　沿革

　　我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發展首推台灣南

北高速鐵路BOT案，為此政府於1994年12月5日

頒佈「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以下簡

稱「獎參條例」），惟該法侷限於交通建設。

為了能落實「民間之最大參與」及「政府之最

大審慎」兩大原則，2000年2月9日採通案立

法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

「促參法」）頒佈施行。其中，促參法第3 條

明確的將公共建設定義為20類建設，包括(1) 

交通建設；(2) 共同管道；(3) 環境污染防治設

施；(4) 污水下水道；(5) 自來水設施；(6) 水利

設施；(7) 衛生醫療設施；(8) 社會福利設施；

(9) 勞工福利設施；(10) 文教設施；(11) 觀光遊

憩重大設施；(12) 電業設施；(13) 公用氣體燃

料設施；(14) 運動設施；(15) 公園綠地設施；

(16) 重大工業設施；(17) 重大商業設施；(18) 

重大科技設施；(19) 新市鎮開發；(20) 農業設

施。由此看來促參法所包含公共建設之範疇，

遠比世界銀行所列之電力、通訊、給水與污水

以及交通等四大區塊來得更大。

　　從1929年的「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發

展到2000年的「促參法」，我國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之政策發展重要歷程〔4〕如表1所示。在

2003、2004年間，行政院更是以每年簽約總額

1000億元做為促參推動列管目標值。除此之外

更結合預算審議，要求新興公共建設計畫具民

間參與可能性者，應先進行促參可行性評估，

惟經評估民間參與不可行者，方能編列公務預

算執行。蕭萬長副總統表示，在推動愛台12項

公共建設中，約有新台幣1.3兆元將鼓勵私人投

資或採行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深究

政府之用意，應為廣義的以各種可能或可行之

模式導入民間參與，而非僅侷限在BOT模式。

叁、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觀念釐清

　　自1980年起，世界各國陸續嘗試引進民間

企業資源，以不同的合作模式應用於公共建設

之興建營運。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自1996年

至2006年總計約有9239億美元，2816個PPI計

畫被執行。即便是在先進的國家如英國，在引

進民間資源的概念下，也有510個案例已完成興

建並參與實際營運，大多數的公部門管理人與

使用者認為私部門所提供的服務令人滿意〔5〕

〔6〕。這裡也揭露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是一

股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政府部門已由「操槳

者」，演變成「領航者」，進而蛻變為「提供

服務者」，以滿足「公營」、「民營」、「非

營利」等機構聯盟相互需求之「新公共服務」

〔7〕〔8〕〔9〕。

　　反觀國內推行現況，絕大數的人都認為之

所以要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係因為政府

缺乏資金，於是主辦機關之相關作為被誤認為

「變賣祖產」或「寅吃卯糧」。數據顯示，政

府財政狀況的確是不理想，但這不應該是「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的唯一理由。主計處公

佈我國截至2004年底國富淨值高達新台幣93兆

元，其中土地資產新台幣19兆元、及營建資產

新台幣3.6兆元。如何有效的運用才是開源的關

鍵〔10〕。熊彼得於「國富論」之讀者指南中

闡述：「分工是導致經濟進步的唯一原因。」

〔11〕。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PI）是一種公私

協力（PPP），全球在追求公私協力的過程中營

造夥伴關係，公私部門各自發揮其核心專長、

風險合理分攤、追求最大利益，不也是一種分

工嗎？

　　比爾蓋茲發表「Making Capitalism More 

Creative」專文，強調：「但要促使企業行善，

得提供誘因，讓它們服務窮人的同時還能獲

利」〔12〕。這不正是：「天下熙熙，皆為利

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只是公部門的

利較著重於「公共利益」，而私部門的利較著

重於「商業利益」。民間參與應避免在不成熟

的環境或不完備之條件下冒然推動，因為可能

產生不良示範，進而造成社會大眾的誤解。建

議在推動和檢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個案時當思

考以下問題〔13〕：(1) 民間參與過程中是否產

生競爭現象？(2) 民間參與推動過程中，如招商

程序、簽約、監督與管理是如何發展的？是否

有適當的管制機制？(3) 民間參與過程中對於公

民參與部分是否納入考量？(4) 民間參與的結果

是否能促使服務的質與量提升？(5) 民間參與後

現有的服務是否因而消失？(6) 民間參與後是否

發展出新的服務？(7) 民間參與後是否產生了高

效率、高效能的激勵機制？(8) 民間參與後是否

導致公共建設的投資增加？(9) 民間參與後是否

因為追求效率而引發分配不公之問題？(10) 民

間參與後是否會產生集體抗爭的問題？(11) 民

間參與後是否對就業產生影響？(12) 民間參與

後是否對基本社會福利產生影響？(13) 民間參

與後是破壞還是促進文化的多樣性？(14) 民間

參與後是增進還是減少公部門或私部門的弊端

現象？(15) 民間參與後是否能提升產業之競爭

力？是財團化？還是促使企業在國際舞台上更

具競爭力？

肆、正視可行性評估的重要性

　　就法令面來看，最早論及民間參與要執行

作業評估的是「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民間參與公

                                      表1 我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之發展歷程

時間 法令或政策指示

1929 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2000年04月26日修正) 

1953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

1989 行政院成立「公營事業民營化推動專案小組」，開始推動民營化政策

1991 「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全文修正

1993 行政院「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期中檢討報告」開始提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1994 開放電業作業要點、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1995 行政院經建會核定「以BOT 方式推動國內公共建設」方案列管台灣南北高速鐵路等22項BOT 示範計畫

1996
獎勵民間參與投資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投資興建住宅辦法(2001年10月31日修正)、行政院環保署提出「鼓勵公民營機
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鼓勵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作業辦法

1998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與審核作業注意事項（已廢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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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廢止）

1999
交通部觀光局辦理民間投資興建觀光遊憩重大設施作業要點(已廢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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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廢止)、經濟部公佈「現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廠方案」(已廢止)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籌備處辦理海洋生物博物館暨服務設施民間參與經營管理及投資建設作業要點

2000

2月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5月  ：陳前總統就職演說：「『大有為』政府的時代已過去，我們應該加速精簡政府職能與組織，積極擴大民間扮
          演的角色，讓民間活力盡情發揮，並大幅減輕政府的負擔。」
8 月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
10月：行政院張俊雄前院長召開「當前財政問題研討會」，重要共識：「政府應擴大業務委外， 建構小而美的政
         府，以撙節政府支出」

2001
行政院第2718次院會審議通過「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計畫」、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
施要點（2007年1月修正）、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例暨契約參考手冊

2002 行政院設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

2006 行政院蘇貞昌前院長指示：「本著務實評估、審慎推動、有效管理之原則，持續推動促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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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申請與審核作業注意事項」第2條，日後

促參法施行細則第39條中明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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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對於不需政府補貼

或投資之計畫並未做強制性的要求。實務上，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係為一種投資行為，存在獨

特的計畫收益性、風險性與期程性。所以可行

性評估之實質面，也是投資者與招商者進行計

畫最終決策的重要依據。

　　在促參推動過程中，其實有許多計畫在完

成招商文件後，赫然發現了短時間內無法克服

的關鍵議題，計畫因而停滯不前，甚至無疾而

終。建議在進行促參可行性評估作業前，必須

務實的依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建設促參預評估

機制」辦理預評估作業程序，就政策面、法律

面及財務面進行檢討，初步評估促參可行性。

　　在預評估檢核要項中之計畫基本資訊，必

須針對計畫之區位、設施規模、設置目的、收

益性、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分區、周邊交通系

統現況及其他可能因個案特性之重大影響性因

素進行檢視；其次是計畫之政策面，必須針對

公共建設之營運政策方向進行檢視，這部分主

辦機關本身必須自行釐清；再者是計畫之法律

面，必須針對計畫之促參法適用性（倘若不

適用促參法，其民間參與之法源依據必須釐

清）、土地取得難易性、土地使用管制性進行

檢視；最後是計畫之財務面，必須針對使用對

象或計畫本身之穩定性、民間初步參與可能意

願、民眾對使用者付費之接受情形進行檢視。

　　倘依促參法第42條辦理之政府規劃促參

案件，其可行性評估項目或可參考作業手冊

〔14〕，建議可行性評估作業各評估項目及研

析要項如表2所示，惟執行時仍需因案制宜，千

萬別一味的視為形式上的檢核表。在作業過程

中，往往忽略了思考「公共建設的特性」、討

論「民間參與的方式」、落實「以民間參與之

角度評估」，評估成果之時效性亦必須確實掌

握〔15〕。 

 

伍、確切落實務實的先期規劃

　　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任何一個公共政策的

推出都存在有正反兩面的意見。就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而言，支持者的看法不外乎：(1)公私部

門可各發揮所長、(2)降低開發風險、(3)降低公

部門資本投入、(4)活化資產、(5)改善服務品

質、(6)效率提昇提早完工、(7)增加成本效益、

(8)資源共享、(9)風險分攤、(10)創造雙贏等理

由。反對者的看法不外乎：(1)政府部門可支付

建設所需之費用、(2)私部門一切以營利為導

向、(3)私部門是難以信賴的、(4)公私協力就是

私有化、財團化、(5)公部門自此喪失設施服務

功能之主導權、(6)主要目的是降低政府財政赤

字、(7)服務品質自此下滑、(8)公部門之員工自

此喪失工作機會、(9)為確保私部門利潤，往後

勢必讓使用者增加日後使用成本、(10)公部門可

借貸到較低成本之資金等理由。因此在執行前

不得不謹慎，否則難以落實「民間最大參與」

及「政府最大審慎」之兩大原則。

　　故促參法施行細則第39條特規定先期計畫

書要項，而工程會頒布之「機關辦理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以下簡稱

「注意事項」）之第14條再度重申先期規劃作

業內容，含括興建、營運、財務、風險等十四

層面規劃，其實質面就是規劃政府於招商作業

中所需掌握之辦理主體、事項與時程，並強調

如何落實合理的風險分攤。先期計畫書評估項

目或可參考作業手冊〔14〕，在此建議先期計

畫書作業項目及研析要項如表3所示，惟執行時

仍需因案制宜。

                                            表2 可行性評估作業評估項目及研析要項

評估項目 研析要項

興辦目的

公共建設目的

計畫構想

基地現況說明 基地位置、週邊交通現況、基地使用現況、鄰近資源

市場可行性分析

設施供給及使用現況（必
要時納入附屬事業）

市場供需現況調查分析、供需預測分析

發展定位、檢討與建議

初步營運構想

民間參與意願 探討潛在投資對象，必要時進行訪談、問卷調查或召開座談會

法律可行性分析

辦理法定程序

重要相關法令問題分析 促參法類、目的事業法類、經濟稅賦類、其必要相關法系分析

計畫特性蒐尋可能觸及之
特別法規

法律體系與位階、必要之中央法規與地方單行法規分析、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之法規疑義解釋

工程技術 
可行性分析

資料調查分析 資料調查、地形與地質適宜性分析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營建類相關法規

初步工程規劃

興建時程規劃

工程費用估算
規劃設計費、建造費、重置與增置費、維護費、管理費、預備金、利
息等

土地取得 
可行性分析

用地取得難易度分析 用地調查、土地權屬、土地使用可行性分析

用地取得構想分析 用地取得方式、用地取得時程

用地取得成本 土地取得費、拆遷補償費等

財務 
可行性分析

基本假設參數
評估基期、評估期間、物價上漲率、折舊方式、稅賦、股東要求報
酬、貸款條件（融資利率、借款期限、寬限期、還本期）、資本結
構、折現率

基本規劃資料
興建工程經費或期初投資經費、營運成本分析（營運維修費用、人事
費用、水電通訊費用、管理費用、保險費用、履約保證費用、土地租
金、權利金、稅賦）、重置成本分析、營運收入分析

財務分析 自償率、淨現值、內部報酬率、回收年期、償債比率

敏感度分析 興建成本、營運成本、重置成本、營運收入、其他

融資可行性分析 償債比率、負債權益比、分年利息保障倍數

本業及附屬事業收入

權利金評估

環境影響分析 環評法令、施工期間之影響分析及改善對策、營運期間之影響分析及改善對策、交通衝擊評估

可行性綜合評估 彙整可行性分析結果摘要、闡述可行性評估結果之可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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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置彈性的招商機制

　　從民間企業看公共建設投資案的招商機

制，其考量是否參與之觀點不外乎：(1) 政治氣

氛是否合宜？(2) 政府採購程序是否透明？(3) 

是否存有合宜的法律架構？(4) 是否真的需要這

個計畫？(5) 是否存在穩固的合作關係？(6) 市

場評估是否正確？(7) 是否有合理的開發期程？

(8) 環境影響是否納入評估？(9) 是否財務可

行？(10) 是否可管控或分攤風險？

　　本節將從政府規劃及民間自提規劃方式、

申請須知、投資契約要項及甄審作業等四大要

項分別探討。

一、政府規劃及民間自提規劃方式

　　就促參法而言，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以遵

循促參法第42條政府規劃之方式邀請民間廠商

參與投資，亦可以依據促參法第46條由民間自

提規劃方式（Unsolicited Proposal）提出申請。

其中民間自提部分包括可以自備土地參與，或

是利用政府的土地、設備及設施。但至今民間

自提申請案之執行，並未因工程會已頒布「主

辦機關審核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注意事項」而明顯加速，或進展較順，主要

原因是每一個計畫都存在其特性。

　　論及政府規劃之民參案，基本上可分為前

置作業階段、公告招商階段、申請人提出申請

階段、甄審評選階段、議約簽約階段、興建營

運階段，在過程中廠商可針對公告招商階段、

申請人提出申請階段、甄審評選階段之疑義提

出異議與申訴，倘若評決最優申請人後，其不

                                                    表3 先期計畫書作業項目及研析要項

項目 研析要項

公共建設目的 確保維護公共利益及公眾使用權益之公共建設目的。

許可範圍 投資興建範圍、營運範圍

許可期限 民間機構取得興建、營運公共建設本業及附屬事業之權利的期限

興建規劃
工程調查、規劃、設計、施工及監督
管理

分工原則與項目、辦理方式、建議辦理時程、必要之
規劃設計準則或基本規範、環境影響評估辦理方式、
主體及時程

營運規劃 營運計畫監督與管理

營運構想、營運要求與原則（含營運目標、費率標準
與調整機制、許可公司之辦理營運時程、營運缺失處
理）、主辦機關之辦理營運監督及管理之項目與辦理
時程（含績效評核項目及標準、監督與管理機制）

移轉返還規劃
轉讓、出租及設定負擔之限制、契約期滿時之處理方式、契約屆滿前之處理方式、施工或
營運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強制接管

土地取得規劃

用地範圍劃定
土地所有、使用及管理單位、符合法令規範或允許變
更使用項目

地上物拆遷及補償 地上物清查結果、協調及補償計畫、拆遷及復舊計畫

用地取得規劃
取得方式、取得成本、取得時程、用地變更規劃、辦
理單位

用地交付範圍、交付方法、交付時程

財務規劃

興建工程經費資金需求、政府資金來源與運用（資金來源、資金去路、分年資金來源去路
表）、民間投資資金來源與運用（資金來源、資金去路、分年資金來源去路表）

自有資金 公司資本結構、自有資金預計投入時程

融資計畫
新台幣融資來源、外幣融資來源、避險操作、融資動
用及償還計畫

附屬事業規劃 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之範圍

風險規劃

興建期風險、可能影響、因應或減輕
策略

規劃設計風險、施工技術風險、營造商風險、營建管
理風險、興建成本超支風險、完工風險、財務風險

營運期風險、可能影響、因應或減輕
策略

市場風險、價格風險、營運管理風險、營運中斷風
險、營運成本超支風險、財務風險

移轉返還期風險、可能影響、因應或
減輕策略

契約屆滿期前移轉返還風險、契約屆滿時移轉返還風
險、承接經營能力風險、移轉返還契約風險

不可抗力風險因素、可能影響、因應
或減輕策略

政策風險、天然災害、政府應辦事項政府協助事項風
險、群眾抗爭風險

風險分擔的原則
政府、民間機構（含承包商、供應商、保險公司）、
融資機構

權利金規劃
開發權利金及經營權利金之額度建議與收取方式、超
額利潤之回饋機制

政府承諾與 
協助事項

市場之限制或避免競爭

法令制度之訂定或修改

施工場地之提供、聯外交通、取棄土計畫、公用設施計畫、管線遷移、證照申請、必要公
共及服務設施之興建或改善項目與時程等。

匯率之保證、融資之提供、不可抗力之緊急融資、政府之參與投資或出資、稅賦、租金之
優惠及減免

最低營收之保證、利息之補貼、非自償之投資、許可期限屆滿之優先定約權

行政介面之協調、與相關主管機關必要協調之事項。

履約管理規劃

進度及品質管理機制 履約管理重點、履約管理作業方式、監督要求

控管及查核項目及時機
營運要求事項、營運及財務檢查、營運資產之管理、
緊急事故通報計畫、營運維修紀錄之保存

營運績效評估
評估組成原則、評估方法、評估項目、評估內容、評
估標準

後續作業事項及期程
各階段權責與時程規劃、籌組甄審委員會、招商文件之研擬與報核、辦理招商公告與說明
會、申請案件之甄審、協商、議約、簽約、政府承諾與配合事項之執行

其他 必要之相關計畫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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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期完成簽約，可由次優申請人遞補簽約，

若無則可重新辦理公告。此部分程序經過這幾

年之執行經驗回饋後已日趨完善，各主辦機關

已有所依循。

　　至於民間自提規劃案，首先探討自備土地

規劃之民參案。民間申請人（亦稱原提案人）

依促參法46條規定提出申請，主辦機關接獲申

請文件後籌組審核委員會或逕行審查（一般來

講不會選擇後者方式進行）。依據審核結果評

定是否通過，如果通過則依規定時間內籌辦、

議約、簽約、興建及營運。倘若經審核認定不

通過則須通知申請人。至於使用政府設施土地

自提規劃案就較為複雜了，尤其對於沒有執行

過促參法42條之主辦機關或授權執行機關、

顧問公司、申請人、審核委員，往往會將一個

很單純之事件複雜化，也很有可能為了便宜行

事，將一個重要之權利義務關係給忽略。建議

主辦機關之承辦人員必須具備執行促參42條之

經驗者，方得辦理46條民間自提規劃案。民間

申請人檢具構想書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當主

辦機關接獲初步構想書後必須公開資訊，公開

時間為15日，在此期間其他民間申請人得提出

不同種類公共建設之構想書。主辦機關此時必

須籌組審核委員會進行「初步審核」，並針對

審核結果公告之。倘若不通過，同樣必須通知

民間申請人。如果通過，民間申請人就必須依

法提出進一步規劃報告書，交由審核委員「再

審核」。倘若不合格，同樣必須通知民間申請

人。如果合格，民間申請人與主辦機關必須協

商規劃案公開內容，若協商不成則此規劃案不

成立，協商成功則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

公開徵求之時間以45天為限。至於公開項目

包括協商同意公開內容、主辦機關最低功能及

效益需求、審核標準、投資契約草案等，而後

之進行步驟就與政府規劃方式雷同。自從台灣

大學學生宿舍民間自提規劃案成功簽約後，又

在政府規劃與民間自提間創造出另一種邀標模

式，叫做「政策公告民間自行規劃案」，也是

目前廣為各級政府使用的方式。

二、申請須知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基本遊戲規則，多載

明於申請須知中。就法令面而言，促參法施行

細則第40條及「注意事項」第25條規範招商申

請須知公告之項目。在實際執行面上，建議更

該思考公告作業大家所關切的事項是什麼？這

裡所稱之「大家」包括政府部門、民間企業、

及社會大眾。事項如：（1）計畫內容；（2）

市場前景；（3）開發構想與建議及限制條件與

擴充範圍；（4）許可投資範圍與期限；（5）

權利與義務之規範；（6）費率；（7）開發或

興建要求；（8）營運要求；（9）移轉要求；

（10）申請程序；（11）申請保證金；（12）

履約保證金；（13）權利金；（14）回饋金；

（15）土地租金；（16）稅賦；（17）政府承

諾事項；（18）政府協助事項；（19）回饋計

畫；（20）議約方式與原則；（21）簽約。

三、投資契約要項

　　在促參法第11條明確指出須依個案特性記

載投資契約要項，另於「注意事項」第41條更

是要求應依個案特性記載22個事項。特別提示

其中之財務事項，至少應包含自有資金比率、

融資協議書提送時間、及未提送融資協議書之

處理措施等；稽核及工程控管事項，於依促參

法第8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辦理或有政府投資

非自償部分併由民間機構興建者，應包括工程

品質之監督及驗收規定；有關契約之變更，至

少應包含修約：(1)修約，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

公平合理為原則；(2)主辦機關未同意變更契約

前，民間機構不得自行變更契約；(3)民間機構

不得因契約變更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但

經主辦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4)主辦機關因組

織調整或另為授權，致契約當事人變更者，民

間機構不得拒絕變更。契約變更，非經主辦機

關及民間機構之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

蓋章者，無效。

　　至於其他約定事項，至少應包含政策變更

之處理機制、契約所含文件、當事人雙方通知

方式及準據法等。

四、甄審作業流程

　　就法令面而言，申請與審核須依促參法第

四章之相關規定辦理，另「注意事項」第29-38

條做了更細部之規範。甄審作業流程如圖1所示

〔16〕，只是在實務執行過程中，協商機制並

不常在甄審過程中引用。有關甄審作業大家關

切的事項一般包括：(1)評審作業程序；(2)申請

作業期程；(3)申請人資格；(4)資格審查文件內

容；(5)權利金；(6)回饋金、回饋計畫；(7)投資

計畫書；(8)評審辦法（甄審項目、甄審標準、

評定方法）；(9)綜合評審文件內容。

　　申請須知、民間投資契約、評審辦法是政

府招商機制設計的重點，交通部毛治國部長早

在1998年就指出「太緊太沒有彈性的規範，必

然會扼殺民間參與的機會；但是過於寬鬆、不

符專業標準的民間參與合約，則可能會為整個

社會帶來災難」〔17〕。

柒、強化自主的履約管理

　　促參法於第五章「監督與管理」之第49-54

條、「施行細則」之第47-62條、及「注意事

項」之第七章「履約管理與監督」第44-54

點，對於促參案件之履約管理皆做了原則性之

規範，惟許多主辦機關誤以為辦理委外後凡事

皆與公部門無涉，或是民間機構誤以為簽約後

仍能依據過去完全私營之型態處理問題，在

調查中發現最常見之投資契約履行缺失態樣

〔18〕，故建議在履約管理規劃上〔19〕必須

做到：(1)確認公共建設的宗旨；(2)擬訂履約管

理計畫；(3)成立履約管理專責小組；(4)若有需

要，應編列適當預算；(5)善用其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或外部機構之監督。

圖1 甄審作業示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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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格文件及公告所定
應檢附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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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土地使用計畫、興建
計畫、營運計畫、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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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促參法第四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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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評分方法、序位法、
價格加權法)

評審

投資計畫書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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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商內容涉及原公告
內容之可變更者

2. 協商內容涉及融資者

3. 協商結束後，應由各
入圍申請人依據協商結
果於約定期限重新提出
修改之投資計畫書

最優申請人
(次優申請人)

議約

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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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楊明暐，「推動創意資本主義」，中國時

報，（2008）

13.O.R. Young and M. Finger（王小衛、周纓

譯），“Limits to Privatization: How to Avoid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私有化的侷

限），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第17-18頁， 

（2006）

1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辦機關委託

顧問機構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作業手

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究報告，台

北，第伍-13-伍-23頁，（2005） 

15.John Stainback ，”Public/Privat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John Wiley & Sons, Inc., N.Y., 

pp80-81, （2000）

　　身為履約管理的執行者，根本上必須先在

心態上建立健全的四要：(1)要有正確的履約態

度；(2)要有通暢的溝通管道；(3)要有可執行的

履約管理計畫；(4)要有管理人員異動的處理。

　　綜上，建議履約管理應依促參階段列出時

序上之執行原則與作業重點，如：(1)前置招商

作業規劃階段，研議履約管理原則；(2)甄審、

議約與簽約階段，研議履約管理計畫草案，並

與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協議，以確認履約管理

計畫；(3)履約階段，依據興建、營運、移轉期

之不同履約管理要項，執行督導與考核。

捌、結論與建議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是公私協力的一種，而

公、私部門透過契約約定之方式，共享相關技

術、資產、風險與報酬，進而實現公共服務之

提供〔20〕。雖然國內過去幾年民參之推動也

曾陷入困境，但這樣的發展歷程並非是台灣僅

有之現象，就世界銀行的統計，1990-2006年

間合計約1094億美元之234個計畫發生計畫中

止或停滯之現象，分佔金額與計畫數量之8％與

6％〔21〕，其他計畫仍舊繼續執行，新的計

畫也不斷產生。為什麼？因為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是架構在計畫全生命週期觀點、資金與資源

互補共生、動態管理與監督、風險合理分攤等

特性上。國內若要使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推動

更為穩健、成果更為豐碩，就必須體認公私協

力的目標， 以實際之行動做到政府政策明確的

領導、公部門確實的參與計畫、公私部門建構

完整的規劃、創造計畫穩定的收入、營造計畫

關係人充分溝通的平台、及選擇正確的合作夥

伴。

參考文獻

1.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Infrastructure for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Y.，pp14，（1994）

2.維基百科網頁，http://en.wikipedia.org/wiki/

Infrastructure，（2008）

3.蔡宏明&李茂興譯，「平衡演出」，弘志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台北，第XI頁，（1998）

4.楊子毅，「民間參與汙水下水道系統興建營運

之適法性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桃園，第11頁，（2007）

5.HM Treasure UK，”Infrastructure procurement 

delivering long term value”，London，pp8，

（2008.03）

6.Partnerships UK，”Report on Operational PFI 

Projects”， Partnerships UK，London，pp83，

（2006）

7.李宗勳，「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理論策略與經驗

（再版）」，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

第69-85頁，（2007）

8.孫本初，「公共管理（四版）」，智勝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台北，第536-537頁，（2005）

9.范祥偉，「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理論與

政策」，人事月刊，第201期，第54-59頁，

（2002）

10.陳伯松，「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經濟日報

會計經緯評論，（2006.06.21）

11.亞當史密斯（黎冷譯），「國富論」，華立

文化，台北，第13頁，（2003）

16.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擬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整體作業手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研究報告，台北，第2-14頁，（2001） 

17 .毛治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基本概

念」，交通部暨所屬各機關辦理民間參與交通

建設實施要點第一次研討會，台北，（1998）

1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機關辦理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缺失態樣」，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台北，第8-9頁，（2007）

1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推動議題改進研究－加強促參案件履約管理

機制」，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研究報告，台

北，第37-82頁，（2006） 

20. NCPPP網頁：http://ncppp.org/howpart/index.

shtml#define

21 .  World Bank and PPIAF ,  PPI Pro jec t 

Database，（2007）



2 │中│華│技│術│

84 │No.80│ October, 2008 

專
題
報
導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SUMMARY摘  要

2

No.80│ October, 2008 │85 

專
題
報
導

壹、背景說明

　　世界銀行有一篇報告[1]引用一段文字為

「幼小植物需要雨水滋潤，生意需要投資。我

們舊有的產業看起來像乾燥的莊稼，而民營化

帶來雨水。當收穫來臨時，豐富了每個人。投

資者組成隊伍，冒一切的風險，並且保證我們

能成功。」，民間參與投資公共建設真的像是

所描述的是一個萬靈丹嗎？依該報告顯示，第

三世界國家透過民間機構進行水務公共事業之

開發，由於民間機構只考慮投資效益較高的地

區，至於需要較急迫的地區如農村卻棄之不

顧，導致民間參與投資公共建設失靈。但在日

本和英國等注重社會福利的國家，在推動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時，透過法律面和制度面之機

制，卻可積極引進民間的資金、技術和效率，

達到政府、社會大眾和投資者之三贏。由此來

看，推動同一政策卻產生不同結果，顯示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是否能成功主要在是否有完整的

制度與配套措施，尤其是政府的支持和態度是

非常重要。

　　近年來我國公共建設之經費因受到預算排

擠而相對減少，在工程會的主導下，藉由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讓各項重大公共建設得以推動，

其中不乏大規模的公共建設投資案，已有部分

案件已經開始營運，另外在既有的或是社區型

的公共建設，也有許多委託民間經營的案例。

在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過程中，也有部分案

件在執行上產生社會大眾疑慮之困擾，如高雄

捷運或國道電子收費等。其實考量國外經驗，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也不全然會百分百成功，總

有部分案件會出現困境甚至到提前終止契約地

步。國內簽約案件日益增多，實有必要針對

「介入權」作介紹，並透過案例分享，以避免

因興建或營運中斷而造成社會大眾之影響。

關鍵詞：介入權、強制接管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經理／

都市計畫技師／林偉崇

　　已簽約之促參案件日益增多，政府如何在面臨民間機構違約而後能

迅速因應，避免興建或營運中斷的情事發生，降低影響社會大眾之權

益，本文希望針對促參案件之「介入權」作介紹，並透過案例分享，期

使未來遇到類似問題時有所借鏡。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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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介入權」之法令與案例

　　「介入權」依據促參法的立法原意是屬於

暫時性接管行為，即待狀況解除後應回歸民間

機構繼續興建或營運。就執行「介入權」主體

來分類，可分為「第三者之介入權」和「政府

強制接管」兩大類，其中「第三者之介入權」

屬於私契約之作為，讓政府可以先不必直接接

管，至於「政府強制接管」係為確保大眾權益

之必要作為，屬於行政處分。

一、第三者之介入權

　　「介入權」之主要法令依據為促參法第52

條第1項和第3項規定，融資機構、保證人、或

主辦機關指定之其他機構在經主辦機關同意，

於一定期限內可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

他機構，暫時接管該民間機構或繼續辦理興

建、營運。

　　由於公共建設資金需求龐大，融資機構在

民參案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透過介入權機制

之設計，使推案不順之案件得以繼續推動，目

前實務上也以融資機構之介入權為最直接可

行，主要因為：(1)就民間機構而言，「介入

權」可避免契約終止之損失；(2)就政府而言，

可避免重新招商所花費之時間、人力及物力，

或融資機構立即就抵押物求償；(3)就融資機構

而言，其債權暫可獲得確保，避免立即產生重

大的損失。

　　介入權機制之運作，雖可將三方損害暫時

降至最低，但須透過投資契約事先約定，使融

資機構於接獲主辦機關通知時即擁有介入權。

不同階段介入權方式也有所不同：

(一)興建階段之介入權

　　民參案件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工程品質重大違失、或其他重大情事

發生時，融資機構、保證人或指定之其

他機構之介入興建，將視停工、工程進

度、工程成本、包商拋棄抵押權與留置

權情形，融資機構將進行一系列債權協

商，判斷民間機構是否得以財務或企業

重整於一定期間內恢復運作，由相關當

事人與接管人協商如何概括承受既有促

參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

　　依據所了解目前某大學宿舍BOT案，

融資機構已與校方協議介入權。該案係

校方為解決學生住宿需求，推動民間參

與宿舍BOT計畫，規劃約2.15公頃的校

地，由民間廠商出資興建至少容納2000

床的學生宿舍及相關生活機能設施，營

運期長達33年，營運期間屆滿後，所有

權將移轉歸校方所有。校方於93年7月

與民間機構簽約，後續配合融資機構要

求，校方同意民間機構將在該案契約之

全部權利義務，概括移轉予為本案新成

立之A公司。

　　後續民間機構因財務不佳導致興建

中斷，負責人出國避不解決問題，融資

機構為確保其債權，便積極尋覓第三人

接續興建，融資機構介入權之行使僅及

於民間機構和A公司於委託興建營運契約

中原定之地上權及興建營運權部分。

　　該宿舍BOT案融資機構介入權係依據

A公司與融資機構所簽訂之融資契約，若

發生類似事情將由融資機構完全接管其

權利義務，也就是第52條第3項所謂繼續

興建營運的部分，而融資機構亦取得校

方同意可將其權利義務移轉給新的接管

公司，包括資產、地上權等等，事實上

不須終止契約，而是由新接管公司持續

改善興建和營運。

　　從上述宿舍BOT經驗顯示，校方與融

資機構均不願走到終止BOT契約，校方

考量的是重新辦理招商耗費時間長，學

生使用新宿舍之時間將再延後，以及有

可能必須編列預算買回已興建之資產；

而融資機構考量的是若契約終止將失去

介入權行使依據，因為終止契約後，地

上權回歸主辦機關，融資機構所融資之

建物為無權佔有，主辦機關可撤除地上

物。此時融資銀行進行拍賣，也可能無

人接手或價格非常低，影響融資機構權

益相當大，該案之介入權行使雖然為台

灣推動促參以來第一遭，由於融資機構

意願非常高，校方也樂於配合，但最終

是否能找到合適的繼續興建營運的廠

商，直接影響校方和學生的權利，值得

後續觀察。

(二)營運階段之介入權

　　當有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

生，如民間機構因故無法繼續營運，由

融資機構、保證人尋覓符合法令規定且

經主辦機關同意之其他機構暫時接管營

運。若主辦機關同意新營運者資格及能

力條件，則將由新營運者接管，直至營

運改善或原民間機構無法營運的問題獲

得解決，再由新營運者將營運權交還民

間機構；若仍無法解決問題，主辦機關

得終止契約。

二、政府強制接管

　　在促參法所稱公共建設之範疇中，一般會

認同在交通建設、環境污染防治、水電供應等

設施具有營運不可中斷性，假如發生營運中

斷，對社會運作或人民生活衝擊較大，因此必

須由政府強制接管。由於強制接管為具有行政

處分特性，其接管營運辦法，依促參法規定由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雖然目前已有社會福利設施及營建相關、

衛生醫療設施、經建設施、交通建設及觀光遊

憩重大設施、運動設施、農業設施、文化設

施、環境污染防治設施、教育設施、勞工褔利

設施等十種項目訂有接管營運辦法，尚未訂定

部分亦可於投資契約中接管專章內事先約定，

若發生有接管營運必要時，雙方同意依投資契

約所約定之接管規定辦理即可。

　　由於強制接管之作為涉及公司事務之執

行、財產支配、人事任免及員工僱用等等事項

而影響層面廣泛，故接管前應儘可能使接管

之事由明確化，增加行政處分之可預測性。

依照工程會之解釋(95年8月31日工程技字第

09500334790號函)，有關政府接管之做法，目

前僅限於營運階段之公共設施，係考量目前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訂之接管辦法法律位

階太低，如果董監事或股東會議對接管有不同

意見而不願配合，將來易引起糾紛。

　　當預估民間機構有可能無法繼續營運時，

政府將如何執行強制接管？首先應擬訂接管計

畫，針對接管範圍、系統複雜度、特殊設備操

作、智財權使用、營運合約數量、資產接管

時程、公司人員等情形，併同考量主辦機關之

人力、相關經驗、有無其他備選計畫等。為因

應接管的可能發生，主辦機關平時必須指派監

督團隊了解設施相關操作規範，參與或接受民

間機構營運訓練。其次，當主辦機關沒有辦法

自行接管時，須評選適當的接管單位來接管，

由於接管單位之籌組和評選作業均需要一定時

間，均應事先因應準備。目前已有台北市接管

小巨蛋的經營案例，該案係以採購法辦理委外

經營，後來市政府以發現委外經營廠商有違反

採購公正行為，要求終止合約並強制接管。

參、促參契約有關「介入權」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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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契約中有關「介入權」專章規定大部

分較為簡略，由於大部分的接管營運辦法規定

相當彈性和甚至過於原則化，為使推動者更能

了解介入權的做法，特別從相關研究計畫、案

例、以及國外標準契約等摘錄值得參考借鏡的

部分，政府可依案件特性考量納入於契約中。

一、研究計畫有關介入權建議

　　依工程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

準文件及要項之研議」報告[2]，認為融資機構

平時即應監督民間機構之運作，一旦發生違約

之情形時，應先鼓勵融資機構介入，民間機構

與融資機構簽訂之融資協議書應訂明事項包括

融資機構行使介入權後，得執行改善計畫。經

主辦機關同意後，於一定期間內自行或擇定符

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暫時接管民間機構或

繼續辦理興建、營運。研究報告建議融資機構

注意事項包括：(1)融資機構執行民間機構重大

權利之拋棄、讓與或重大義務之承諾；委託或

概括讓與民間機構經營全部或部分業務及資產

負債；及民間機構重要人事之任免。(2)融資機

構對於營運資產之處分；重大減損營運資產總

額之行為；及民間機構與他人合併，應事先報

請主辦機關同意。(3)融資機構或其指定之其他

機構於改善期限屆滿前，已改善缺失者，得向

主辦機關申請終止接管。

二、英國財政部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標準契約有關政府介入權

　　PFI是英國推動民間參與投資公共建設所採

用的模式，民間機構以未來政府的保證付款向

銀行融資，以採購服務的概念為基礎，並以服

務績效作為付款依據。從英國財政部網站下載

PFI標準契約[3]並整理有關政府介入權部分，其

重點包括：(1)當民間機構出現違約情況，政府

為減輕對於衛生、安全及環境產生嚴重影響，

或避免影響到政府施政作為，會介入經營。政

府介入權的重點是當遇到問題時能迅速的解

決，而且由政府來做更為適當，此時政府就應

該義無反顧地來做。(2)當民間機構提出書面申

請，政府如果要介入，將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

有關政府希望採取的行動、行動的原因、啟動

日期、期程的必要性、期間內對民間機構提供

服務的影響，希望民間機構能全力配合。(3)如

果非屬違約時的政府介入，政府應該全額負擔

民間機構損失的費用，民間機構配合這樣的介

入也要獲得相對應費用。(4)當政府發現民間機

構違約時，應該告知民間機構並限期改善，在

這種情況下如民間機構無法於規定的期間內補

救，政府有權利介入進行接管並由民間機構負

擔相關介入所產生費用，政府在介入時應秉持

公平合理的態度。如果在政府介入之後狀況仍

無法改善，政府有權終止該契約或允許融資機

構的介入。(5)為給予政府監督績效的能力，在

興建、營運、及維護階段，政府有權進入設施

現勘與檢查的權利，並在合約允許的最大範疇

進行檢查，甚至派員接受訓練或參與工作，以

便監督民間機構承諾興建、營運、維護等義務

和涉及衛生與安全的要求。檢查後如希望作契

約以外的變更，將賠償任何合理的費用或民間

機構的花費。

三、契約中有關介入權之介紹

　　從高雄河港觀光轉運系統設施促參案例來

看，由於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尚未訂定接管

辦法，但該案在其興建營運投資契約(草案)有關

介入權專章對於政府與民間機構權利義務關係

規範相當詳盡，非常值得介紹，特別摘錄重點

部分如下：

(一)通則部分

　　民間機構關於高雄河港觀光轉運系

統設施之興建、營運如有施工進度嚴重

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

其他重大情事發生，得由主辦機關或主

辦機關委任或委託之第三人，或民間機

構之融資機構，依本契約或相關法令之

規定，接管民間機構之興建營運。

(二)融資機構之介入權部分

　　民間機構倘未能於主辦機關指定之

期限內改善缺失或改善無效者，主辦

機關應以書面將該事由通知融資機構，

並訂定三十日之期限，由融資機構決定

是否申請接管高雄河港觀光轉運系統設

施，主辦機關並應將前述通知副知民間

機構。

　　民間機構融資機構於接獲前條之通

知後，得於該通知所訂申請接管期限

內，指定符合申請須知有關興建營運協

力廠商資格之專業機構，作為其接管輔

助人，並檢附接管輔助人資格證明文

件，以書面向主辦機關申請接管。主辦

機關應於接獲融資機構申請後三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是否同意其申請，並副

知民間機構。主辦機關同意融資機構接

管之申請後，應發布接管公告。

　　自接管公告發布之翌日起，至接管

終止日止，關於高雄河港觀光轉運系

統設施之興建、營運及管理，民間機構

與其機關之行為，不得違反接管人之指

示。接管人與接管輔助人於接管期間內

之報酬，由民間機構負擔，並應自高雄

河港觀光轉運系統設施之興建或營運所

得內支應。

　　接管期間內，高雄河港觀光轉運系

統設施興建營運期間不中斷，主辦機關

並不得以該接管事由之原因，於接管期

間內終止本契約。但接管營運事由已消

滅者、有事實足認無法達成接管之目的

者、主辦機關依客觀事實認定已無接管

營運之必要者，主辦機關得終止融資機

構之接管，主辦機關得執行其介入權，

或不經催告終止本契約。

肆、結論與建議

　　政府接管必須考量本身是否可以自行辦理

或者找到適當的接管者，尤其找尋其他第三者

可能涉及是否要公開評選的問題，例如高速公

路電子收費(ETC)促參案件當初政府也曾考量終

止甄審程序改為政府接管，擬委託中華電信公

司營運，但如何確保技術可以完全轉移、接管

過程中營運不會中斷，以及如因政策變動而停

止辦理，政府勢必須補償業者，這些都是政府

在接管必須考量的部分。

　　政府強制接管屬於行政處分，不論國內外

均一致認為宜審慎評估後為之，雖然政府必須

執行法律賦予之工作去維護社會大眾權益，但

政府接管將影響到民間機構權益或者融資機

構、保證人之債權，或者使民間機構認定政府

一定會接管反而有恃無恐，減少原來風險分攤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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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以PPP鼓勵私部門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在

國外已行之多年，並獲致成功解決政府財政困

難、興利於民之成果。國內雖早於民國八十九

年即制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

簡稱「促參法」），作為導入民間資金參與公

共建設之執行依據與配套機制，惟施行迄今，

囿於政府出資額度或專案自償率等迷思，造成

社會大眾、民間投資廠商及公部門執行業務人

員，對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本質產生諸多誤

解。

　　依目前促參法相關規定，專案於推動前，

須先評估其自償率，具完全自償或自償率高之

特性者，依現行促參法規執行已獲初步良好成

效。然針對自償率低（或為零）且公益性高之

專案，政府雖得就其非自償部分予以補貼或投

資其建設之一部，但仍存有額度限制、配套機

制未臻完善及法規適用疑慮等課題亟需解決，

　　以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鼓勵私部門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在

國外已行之多年，並多獲致成功解決政府財政困難、興利於民之成果。依現行促參法規

定，專案於推動前需評估自償率，具完全自償或自償率高之特性者，依現行法規執行已獲

初步成效；然針對自償率低（或為零）且公益性高之專案，政府雖得就其非自償部分予以

補貼或投資其建設之一部，但仍存有額度限制、配套機制未臻完善及法規適用疑慮等課題

亟需解決，始可擴大導入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

　　本文爰簡介英國政府以民間融資提案（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s, PFI）模式推動自償

率低之公益型公共建設專案執行現況，進而於國內既有促參法規體系，建構此類自償率低

（或為零）且公益性高，屬於「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類型專案之推動策略與作法，並

就即將全面啟動之愛台十二建設提出推動方式相關建議，期完善政府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之整體構思，共創民眾、政府與廠商之三贏局面。

始可擴大導入民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1][2]。

　　此類自償率低且公益性高之專案推動模

式，類似於國外採用之PFI模式。但目前英國、

日本等先進國家應用規模最大、歐洲各國也陸

續開始積極推動的PFI模式，則仍然不在國內現

有的促參法規制度體系中[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近年亦已陸續進行

相關研究，探討並參考國外施行PFI經驗，並考

量於既有促參法或政府採購法之架構下，納入

「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模式，以突破前述

困境。

貳、英國推動借鏡

　　PPP是英國政府獲取現代化之高品質公共

服務與促進國家競爭力之主要策略之一，而其

範圍涵蓋多樣化之商業結構組成與夥伴關係

關鍵詞：PPP、自償率、PFI、VfM、愛台十二建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工程師／宋欣財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正工程師／袁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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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如：民間融資提案（PFI）、公私合營

（Joint Ventures）、許可權（Concessions）、

勞務委外（Outsourcing）或出售國營企業股

份（the sale of equity stakes in state-owned 

businesses）等型式[4]。

　　PFI源起於1990年代英國為解決財政赤字嚴

重問題，乃以政府延遲付款之概念，推動自償

率低之公益型公共建設專案，即「公部門可向

私部門長期購買符合品質要求之服務，且利用

私部門為降低財務風險之考量，而驅使私部門

須致力妥善管理；該服務係藉由私部門自行負

責興建設施、營運及維護設施等行為，達成妥

善供應之目標。」[4]。

　　另推動經驗結果顯示，由於軟硬體技術

發展過快之專案（如：資訊產業）在訂定長期

服務品質規範上有其困難度，或專案規模小於

2,000萬英鎊者之公部門作業成本相對較高，故

於2003年後即不採PFI模式推動前述類型專案

[5]。

　　此外，推動PFI專案前，均需進行「政府

財政支出價值」（Value for Money, VfM）之評

估，即將專案採PFI模式推動與採傳統採購模式

辦理之「公部門比較基準值」（Public Sector 

Comparator, PSC）兩者之全生命週期成本效益相

比較，確認採PFI模式推動較具VfM時，始得採

PFI模式辦理[5]。

一、推動現況

　　目前於英國已有510個PFI案例已完成興建

並實際營運中，包括醫療類70件、教育類94件

（涵蓋800間學校）、交通類43件，其他涵蓋國

防、遊憩、文化、住宅、廢棄物處理等類型則

超過300件[6]。另經調查結果顯示，分別有高達

96%之公部門契約管理人以及79%使用者，認為

私部門所提供之服務令人感到滿意[7]。而根據

英國國家審計部統計資料，採PFI模式辦理之專

案，僅24%屬遲延完工且只有8%有遲延超過2個

月之現象，非採PFI模式辦理之專案，則有70%

屬遲延完工；此外，採PFI模式辦理之專案，

僅22%有預算超支情形，非採PFI模式辦理之專

案，則有73%之專案有預算超支情形[8]。此乃

因PFI模式驅使民間廠商需儘速完成硬體設施始

能進入營運階段，並須提供符合營運規範之服

務，始可獲得財務挹注之故。

二、案例簡介

　　茲摘要英國於交通、文教與醫療設施等方

面之PFI相關案例如表1所示。

三、成功因素

　　彙整說明英國推動PFI模式之成功因素[9]，

項
目

圖片來源：http://www.
highways.gov.uk

圖片來源：ttp://www.
portsmouth.gov.uk

圖片來源：http://www.brookes.
ac.uk

圖片來源：http://www.west-
middlesex-hospital.nhs.uk

標
的

英國境內之幹道公路
（Trunk Roads）

Portsmouth Highways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750 

en-suite bedrooms
West Middlesex University 

Hospital

運
作
型
式

公 部 門 與 民 間 機 構 簽 約
後 ， 由 民 間 機 構 負 責 融
資、設計、興建、營運各
幹道公路（Design-build-
finance-operate, DBFO）。

由Portsmouth city council與
Ensign Highways Ltd簽約，
民間機構負責Portsmouth地
區長達414公里之公路、橋
樑、街道照明之修復、管理
及維護，概估公部門合計需
於契約期間支付5億英鎊。

由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與
Jarvis University Partnerships 
Programme 簽約，民間機構負
責拆除400房之舊宿舍、重建
750間套房(每房6床)之新宿
舍、提供學生住宿服務、保養
與維護新宿舍等。

由West Middlesex University 
Hospital NHS Trust與Bywest
簽署合約，由Bywest負責整
建醫院建物並提供設備維
護，以滿足倫敦西區之醫療
服務。

契
約
期
間

一般約20～30年
2004.07.30簽約，最長不得
逾2030.03.31

2001.01～2033.12.26
2001年簽約，許可年限35
年，符合擴充條件下可延長
至60年

付
款
機
制

按 照 道 路 使 用 車 輛 之 種
類、數量、尖離峰之可行
性、安全性、可靠性等計
算價金，由政府直接付費
予民間機構。

公部門依投資契約規定之服
務績效評估成果付費予民間
機構。

校方先向學生收費，續依民間
機構之營運績效付費。

公部門每年固定支付民間機
構1000萬英鎊。

執
行
借
鏡

● 依英國國家審計部之調
查，採DBFO方式執行之
幹道公路專案，較其餘
由政府辦理之公路案件
平均約節省約15%經費
（VfM）。

●付款機制之持續改善。

●民間機構協助妥善處理原
公部門負責公路管理維
護業務之90位員工辦理
轉職或退休，並持續進
行面對面溝通。

●簽約後至2005.01.25期
間為「前置作業期」，
讓民間機構熟悉工作範
圍，並應提出相關設施
改善與營運計畫，俟公
部門於該期間內確認民
間機構可達正式營運標
準後，才正式啟動投資
契約相關期程計算。

● 計畫推動前已由校方自行
完成詳盡市場調查。

●決標過程中，校方與合格申
請人等經歷詳盡溝通、協
調，審慎訂定工作範圍與
工作成果，最後才選出最
優申請人。

● 專業顧問協助訂定興建營
運規範，簽約前已完成興
建基本設計，可有效降低
雙方執行風險。

● 校方負責安排學生進住、
住宿費訂定與收取，並有
保證付款機制，提高投資
意願。

● 將設計、興建、維修與
營運等工作之風險轉移
予民間機構，創造約500
萬英鎊之VfM。

●於投資契約中規劃增加
大型診療室且減少病床
數，使民間機構之履約
富執行彈性，並降低長
期契約之不確定性。

●整體規劃與招商時程僅1
年，有效節省公、私部
門雙方投入成本。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表1 英國PFI案例摘要彙整表

                                    表2  英國推動PFI成功因素一覽表

項次 成功因素 補充說明

一
政府與民間維持良好的合作
關係

專案執行時間長達二、三十年，公、私部門須以合作精神執行專案，方能共
同克服各項障礙。

二 專業協助推動機構

1. 政府與民間合資成立Partnerships UK（PUK），為政府部門提供服務，參與
案件規劃至簽約之工作（亦可擔任民間機構合夥投資人），另亦協助政府
建立相關政策與PFI標準化契約。

2. 英格蘭及威爾斯之地方機關協會出資成立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gram 
Limited（4Ps），提供兩地方政府機關有關推動PFI與其他政府與民間合作
開發案件之諮詢服務。

3. 中央政府成立專案評估小組（Project Review Group），辦理PFI專案之事前
審查及事後監督[1]。

三
政府機關人員必須有能力做
好契約管理

政府在專案之契約管理上扮演重要角色，且專案執行時間常長達二、三十
年，故政府應培養契約管理工作人力，並注意契約管理經驗之累積與傳承。

四 適當之風險分擔
引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並非將風險一律由民間負擔，必須適當分
擔風險由最能管理該風險者承擔之，以最有效率及最節省成本之方式推動專
案。

五 正確地建立契約架構
頒訂PFI標準契約範本提供公、私部門參考遵循，契約中必須規定適當之風險
分擔、明確地定義所欲達成之成效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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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後續國內導入此模式之借鏡（參照表2）。

參、推動策略與作法

一、推動策略

　　參考英國推動PFI成功之經驗，初步就國內

倘欲導入「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民參模式

於既有促參法規體系之過程，提出短、中、長

程推動策略之建議如下：

(一)短期策略

　　適用現行法規限制之初期運作；

1.考量公共建設推動之急迫性，建議初

期可考量依現行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

七款規定：「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

式」，將此類自償率低且公益性高之專

案提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執

行，續由主辦機關依現行促參法四十二

條規定，辦理後續可行性評估、先期規

劃與招商事宜。

2.針對後續相關重大公共建設（如：愛

台十二建設）之推動方式做一整體考

量，擇定領航示範計畫優先推動，並訂

定吸引外資參與之配套機制，以早日實

現經濟效益。

3.研訂標準契約範本，妥適分配專案執

行風險，並給予個案因案制宜調整條文

內容之彈性，俾公、私部門作為簽訂投

資契約參考。

(二)中期策略

　　建立本土化之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

務制度；

1.建立產、官、學界交流平台，廣納建

言，完善促參法、施行細則、注意事項

及相關法規之配套修正。

2.整合公部門相關投入辦理民間參與案件

之資源，設立中央專責單位或智庫，持

續協助政策推動與法規制度修正，並提

供個案之跨部會協調諮詢服務，減少縱

向與橫向工作界面。

3.除領航示範計畫外，持續拓展公共建設

導入範疇，並考量於「政府規劃」方式

推展順利後，逐步納入「民間自行規劃

申請參與」方式執行，積極鼓勵民間資

金主動申請參與，加速提昇整體經濟效

益。

(三)長期策略

　　持續維持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預期

效益；

1.建立專案全生命週期之經驗回饋與交流

平台，使參與不同類型專案之公、私部

門人員獲得交流機會，激發創新思考與

持續推動能量，進而回饋予啟案或執行

階段之各類專案做為推動借鏡。

2.落實履約管理，確保提供公共服務之目

標持續達成，並使公私協力合作精神，

不因公、私部門人員更迭而產生履約管

理方式或契約認知之重大落差。

3.執行營運績效評估，並視專案預期與實

際營運情形是否有重大差異，定期檢核

與調整服務水準量尺、付費機制，有效

降低公、私部門雙方風險。

二、配套作法

　　英國採行PFI模式前需進行VfM之計畫評

估，本文乃建議國內倘欲導入VfM之應用，必須

經過驗證與檢討，始得全面推動執行，並應審

慎研定其適用之專案規模與核定層級，避免因

繁複之計畫評估與執行步驟，延遲計畫效益產

出。

　　另建議同步增訂「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

注意事項」，並考量納入（1）適用於「政府

規劃」方式民參案件之「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2）適用

於「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方式民參案件之

「主辦機關審核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

設案件注意事項」，以完善整體配套作法。

　　為利後續短期策略執行，本文亦提出以

「政府規劃」方式推動「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

務」專案之作業流程(如圖1)，並對應公共建設

之全生命週期，分為前置作業、招商作業、履

約管理與結案等四大階段，可為後續增訂「政

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注意事項」整體架構參

考。

圖2 「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專案組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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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作業階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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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島便捷交通網

1-(1)北中南都會區捷運網            
1-(2)北中南都市鐵路立體化及捷運化
1-(3)東部鐵路電氣化與雙軌化        
1-(4.1)台鐵台南沙崙支線
1-(4.2)台鐵新竹內灣支線              
1-(4.3)台鐵東線客車購置
1-(5)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系統整合

二、高雄自由貿易及生態港

2-(1)建設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2-(2.1)建設高雄港區生態園區
2-(2.2)設立高雄港海洋科技文化中心    
2-(3)高雄旗津國際級海洋遊樂區改造
2-(4)哈瑪星、鼓山、苓雅舊港區改造  
2-(5)擴建高雄國際機場擴建倉儲物流設施
2-(6)改善高雄國際機場周邊交通

三、臺中亞太海空運籌中心

3-(1)建設亞太海空運籌中心運輸網路  
3-(2.1)擴建中部國際機場
3-(2.2)新建中部國際機場航空貨運站    
3-(3)設立中部國際機場倉儲物流及加工增值專區

四、桃園國際航空城

4-(2)擴建桃園機場航廈與跑道        
4-(3)整建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4-(4)建構桃園機場聯外交通建設

五、智慧台灣

5-(1.1)八年八百億改善技職院校軟硬體
5-(1.2)八年八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5-(2.1)設置文化創意及數位內容產業專區
5-(2.2)投資文化創意產業、獎助文化創意及數位內容 
        產業國際行銷
5-(3)建置主要都會區無線上網設施、無線高速公路服
      務偏遠地區
5-(4)建構智慧交通系統與智慧生活環境

六、產業創新走廊

6-(1～5)全國新建科學及產業園區
6-(6)設立花蓮石藝研發創意園區
6-(6)設置台東縣深層海水產業發展園區

七、都市及工業區更新

7-(1.1)台北市首都核心區歷史保存與再發展都更計畫
7-(1.2)基隆火車站及港口水岸都更計畫  
7-(2.1)中興新村文化創意及高等研究中心都更計畫
7-(2.2)水湳機場都更計畫                  
7-(3)高雄愛河口港區水岸再發展都更計畫
7-(4.1)北中南老舊工業區更新計畫          
7-(4.2)高鐵新站開發計畫  
7-(4.3)高鐵車站特定區開發計畫

八、農村再生

8-農村再生計畫

九、海岸新生

9-(1.1)全台漁港定期清除淤砂計畫    
9-(1.2)傳統漁港改造兼具漁業與休閒觀光現代化計畫
9-(2)沿海景點國際招商開發計畫

十、綠色造林

10-綠色造林計畫                        
10-中南部大型平地森林遊樂區計畫

十一、防洪治水

11-(1)檢討八年1160億防洪治水計畫       
11-(2)高屏溪水患與污染治理計畫
11-(3.1)改善地層下陷計畫                  
11-(3.2)整體治山防災計畫
11-(3.3)設置土石流監測及預報系統          
11-(4)重建原住民家園與推動國土保育

十二、下水道建設

12-每年300億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
12-偏遠山區小型污水處理系統建設

表3 愛台十二建設具體建設項目一覽表

　　此外，本文亦提出「政府獲取長期公共

服務」專案執行組織架構(如圖2)，此乃考量

專案特性在於民間機構不僅需完成硬體設施之

興建，更必須持續提供公眾符合營運規範之服

務，故主辦機關應適切訂定興建營運規範界定

興建營運品質需求、研訂服務水準量尺與付費

機制，延聘履約管理顧問協助督導興建營運成

果，積極降低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雙方就服務

費用收支發生爭議之可能。另為確保公共服務

之持續提供，在控管營運中斷風險上，除消極

規定融資機構介入權或援引強制接管辦法外，

更需積極建立從上而下之配套動員應變機制，

以避免公共服務中斷而衍生民怨。

肆、愛台十二建設推動建議

　　政府宣示，未來八年內將投入新台幣3.9兆

元推動愛台十二建設，扣除政府投入2.6兆元，

所餘1.3兆元要鼓勵私人投資，擬以12項優先公

共建設再創經濟新奇蹟[10]。

　　進一步研析愛台十二建設之內容，有部分

項目係屬法規制定、政策檢討或預算編列之套

案，本文乃將愛台十二建設之內容所對應之具

體建設項目整理如表3所示，另依各建設民間參

與可行性與可能之自償率，提出推動模式建議

如下：

一、屬民間參與可行性高

　　屬民間參與可行性高之專案中，推動模式

又可依專案自償率之高、低分為兩類：

(一)專案自償率高

　　此類案件以商業性質強且具高度

民間投資誘因之貨櫃物流設施、機場設

施、科學及產業專區與園區、土地開

發、森林遊樂區開發及都更計畫為代

表，經評估後若為可行，則可考量依促

參法既有之許可權模式進行建設，並因

具民間參與可行性且自償率高，故政府

需予以補貼利息或投資非自償部分建設

之可能性較低，對政府財政支出排擠效

應亦低，建議優先其他建設進行推動。

(二)專案自償率低

　　此類案件以公益性質高且屬公共服

務之捷運建設、鐵路支線、交通運輸路

網、漁港清淤、綠色造林、污水下水道

為代表，自償率雖低但具民間參與可行

性，故經評估後可採「政府獲取長期公

共服務」模式執行，並由政府以遲延付

款方式獲取長期符合營運規範之公眾服

務，可分散對政府財政支出排擠效應、

降低興建與營運風險，建議參酌前述

短、中、長期推動策略進行推動。

二、屬民間參與可行性低

　　此類案件以智慧生活環境建置、大學卓越

計畫、農村再生、防災治水、改善地層下陷、

國土保育、既有鐵路立體化與捷運化為代表，

其特性為推動具時效性、民間參與困難度較

高、工作界面不易釐清、屬資訊產業或財物購

置行為，故建議依傳統採購發包或其他獎勵方

式辦理，推動順序則視政府財政情形與需求急

迫性而定。

　　囿於目前各項建設之細節尚未完成規劃與

定案，故本文初步所提愛台十二建設推動模式

之建議，後續應再視各建設實際定案內容與其

可能對應之自償率與民間參與可行性，再予修

正定調據以執行。

伍、結語

　　隨著政府人力精簡及業務釋出委外之趨

勢，公共建設採用「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

模式推動，已成為有別於傳統採購發包或既有

促參法許可權模式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執行方

式另一重要選項。

　　「政府獲取長期公共服務」模式不僅涵

括勞務、財物及工程之獲得，更重視營運階段

之公共服務品質與效益，且因具備政府延遲付

款、降低政府興建與營運風險等優點，將可有

效降低政府財政支出之排擠效應，使政府財政

得以更為有效運用於較具建設急迫性與民間參

與可行性低之公共建設，及早實現整體經濟效

益。

　　鑑於目前政府財政困境與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推動之世界潮流趨勢，「政府獲取長期公共

服務」模式實有納入促參法修訂考量或另尋法

源依據推動之必要，以完備現行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推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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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開發重大公共建設及公共服務推動機制」，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究報告，台北，第

59-60頁（2004）。

10.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台灣經濟新藍

圖系列－愛台十二建設」，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網站http://www.cepd.gov.tw，台北，第2頁

（2007）。

　　

　　期藉本文所述短、中、長期推動策略與

配套作法，以及初步針對即將全面啟動之愛台

十二建設所提推動模式之相關建議，逐步完善

政府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整體構思，進而

塑造民眾、政府與廠商之三贏局面，再創台灣

經濟新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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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近年來國際專案管理認證體系引進國內，

所提供的是一套標準管理流程與架構，此架構

為國際所認同，因此可作為建立國內公共建設

專案管理執行之依據。然而國內的工程管理實

務常以經驗傳承，此為新進的工程管理人員在

工作中常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無

奈情境[1]。根本的原因是缺乏一套有系統的執

行流程架構，而目前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導

入國內，少有實際執行之作法或流程之論述。

有鑑於此，本文希望以系統性之論述方式，詳

述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的作業程序，並運用

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招商作業階段，讓專案

管理快速且真正應用於實際上，而不是紙上談

兵，期能作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在辦理招商作

業執行時之參考。

　　隨着政府財源日益緊縮，採用民間參與方式推動公共建設已成為政府日漸重視之施

政方向，其中愛台十二項建設將有1.3兆的民間資金將投入公共建設。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自民國八十九年施行以來，已陸續有許多完成招商之案例。有鑑於近年來國際專案

管理認證體系引進國內，而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所提供的是一套標準專案管理流程與架

構，如何有效運用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導入國內民間參與案之招商作業階段，亦成為推

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一大課題。

　　本文試以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並參酌實際招商作業案例，探討於招商階段導入由

國際專案管理協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建立，並普遍為業界所肯定與應

用之專案管理知識體指南（PMBOK® Guide）之可行性，進而提出相關執行程序與建議，

期可提昇民間參案招商作業之整體效能，增加招商成功機會，創造民眾、廠商與政府之三

贏局面。

貳、國際專案管理標準之介紹

一、簡介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MI）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PMI）成立於1969年，主要是由一群

從事專案管理多年之專家退休後，基於推動專

案管理之熱忱而組成。PMI 目前提供之認證

資格包括：計畫管理師（Program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gMP）、專案管理師（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及專案助理

（Certified Associate in Project Management, 

C A P M ） 及 專 案 風 險 管 理 師 （ P M I  R i s k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I-RMP）。要取得

PMP 資格者必須先修過35小時PMI所授權之專

案管理教育課程，並具備相當之專案管理實務

工作經驗方能報考[2]。

關鍵詞：民間參與、招商作業、PMBOK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副理／魏家傑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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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I於1984年制定專案管理的知識體系

指南（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PMBOK），其內容包括整合管理、範圍管理、

時間管理、成本管理、品質管理、人力資源管

理、溝通管理、風險管理、採購管理等九大知

識體系[3]。

　　PMBOK 將專案管理的主要過程區分為五

大流程：包括專案起始(Initiating)、專案規劃

(Planning)、專案執行(Executing)、專案監控

(Controlling)及專案結束(Closing) [4]。

　　「專案管理」是將管理知識、技術、工具

和方法綜合運用到一個專案活動上，以期能符

合專案的需求。此五大流程由啟始至結束有其

合理的流程，啟始後要先有計畫，然後依計畫

執行並加以檢核控制。如有偏離原定計畫，則

檢討後作適當計畫修訂，以因應調整執行，直

到專案結束。以下將詳細說明五大流程與44個

子流程之內容。

二、五大流程

(一)專案起始

　　在專案起始階段包含「制定章程」

及「制定專案初步範圍說明書」等2項子

流程，如表1。

(二)專案規劃

　　在專案規劃階段可由九大知識領域

「專案整合管理計畫」、「專案範圍

管理計畫」、「專案進度管理計畫」、

「專案成本管理計畫」、「專案品質管

理計畫」、「人力資源管理計畫」、

「專案溝通管理計畫」、「專案風險管

理計畫」、「專案採購管理計畫」，細

分21項子流程，如表2。

 

(三)專案執行

　　在專案執行階段包含「指導與管理

專案執行」、「實施品質保證」、「專

案團隊組建」、「專案團隊建設」、

「資訊發佈」、「詢價」、「賣方選

擇」等7項子流程，如表3。

 (四)專案監控

　　在專案監控階段包含「監控專案工

作」、「整體變更控制」、「範圍驗

收」、「範圍控制」、「進度控制」、

「成本控制」、「實施品質控制」、

「專案團隊管理」、「績效報告」、

「利害關係者管理」、「風險監控」、

「合約管理」等12項子流程，如表4。

(五) 專案結束

　 　 在 專 案 結 束 階 段 包 含 「 合 約 結

束」、「行政結束」等2項子流程，如表

5。

          表2 專案規劃階段之子流程

           表1 專案起始階段之子流程

子流程 說明

制定章程

依據契約、業主要求之工作項目、
公司制度及程序等制定章程，授權
本案之專案經理人及確定執行方
式。

制定專案初步
範圍說明書

依據章程、業主要求之工作項目、
公司制度及程序等制定專案初步範
圍說明書，確立本案可交付成果之
要求以及驗收方式等。

子流程 說    明

1.專案整合管理計畫 依據專案初步範圍說明書、公司制度及程序等初步範圍說明書，確定本案如何規劃、執行、監控及結案。

2.專案範圍管理計畫 內容包括「範圍規劃」、「範圍定義」、「制定工作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等3項子流程。

　(1)範圍規劃
範圍規劃是依據章程、專案初步範圍說明書、專案管理計畫、公司制度及程序等制定專案範圍管理計畫，經由專家
判斷確定相關範本、表格及標準。

　(2)範圍定義
範圍定義是指完成專案所需投入的總活動量，通常書面化成詳細的專案範圍說明書，提供更明確的可交付成果及目
標。

　(3)制定工作分解結構
WBS的功能是把專案範圍拆解成比較好進行管理，人員指派和資源估計的活動（activity）。WBS是專案成本估計、
工時估計、品質標準、風險辨識、組織設計、人力需求、物料採購及團隊溝通的基礎工具。

3.專案進度管理計畫
專案進度管理計畫內容包括「活動定義」、「活動排序」、「活動資源估算」、「活動持續時間估算」、「制訂進
度表」等5項子流程。

　(1)活動定義
活動定義是將WBS 最底層的工作，往下繼續拆解成可以執行的活動，換句話說，活動就是產出每個工作包所必須
完成的任務，而專案的達成就是指這些活動的執行完畢，而且驗收通過，並產出活動清單、活動屬性、里程碑清單
等。

　(2)活動排序
活動排序是指將所有需要完成的活動，依照彼此之間的各種執行上的關聯性，以圖形呈現方式，排列出專案活動的
先後執行順序，並產出專案進度網路圖等。

　(3)活動資源估算
活動資源估算的目的，主要確保專案在執行過程，能夠及時的取得所需要的資源。以達到專案的目標，資源的規劃
必須和專案的進度密切結合，包括預算的核准及調配，設備及材料的招標和採購等，並產出活動資源要求、資源分
解結構(Resource Breakdown Structure, RBS)。

　(4)活動持續時間估算
活動持續時間估算是指依照活動的特性，估計所有需要執行的活動的工期。工時估計如果能夠參考歷史資料再配合
專家諮詢，應該可以將工時估計的精度，控制在某一個合理的範圍，並產出活動持續時間估算表。

　(5)制訂進度表
制訂進度表以圖形的表達方式，來呈現專案的活動、里程碑、活動先後關係、活動工時及專案完成期限等。專案進
度必須包括所有的WBS活動、活動開始及結束時間、活動工時及活動負責人等。

4.專案成本管理計畫：費用預算 專案成本管理計畫內容包括「成本估算」、「成本預算」等2項子流程。

　(1)成本估算
成本估算是預估執行專案活動所需要的成本，首先要知道每一個活動所需要的資源種類和數量，然後乘上單價及工
期，最後加總就得到整個專案的總成本，並產出活動成本估算、活動成本估算支持細節。

　(2)成本預算
成本預算是執行所有WBS 項目所需要的成本，編列費用的時間點。經過核准的成本就是專案的預算或稱為成本基
準，並產出成本基準及專案資金要求。

5.專案品質管理計畫
品質規劃的主要目的是根據客戶的需求，確認專案必須達成的品質目標，再將專案品質目標拆解成各項活動的品質
標準，接著規劃達成這些品質標準的方法，並產出品質管理計畫、品質測量指標、品質基準、品質核對表、流程改
進計畫等。

6.人力資源管理計畫
人力資源規劃的重點包括人員的調度、人員的召募以及人員各種必要的訓練等。另外每一個專業背景都不一樣，人
格特質及做事的方法和態度也不相同，因此人力規劃是專案成功的主要因數之一，並產出人員之角色與職責、專案
組織圖、人員配備管理計畫。

7.專案溝通管理計畫
溝通規劃的目的是確認誰在什麼時候，需要什麼資訊，以及用什麼方式。也就是確認誰是專案關係人，以及每個專
案關係人有什麼需求，然後在專案執行過程，及時的滿足他們的需求，並產出溝通管理計畫。

8.專案風險管理計畫
專案風險管理計畫包括「風險管理規劃」、「風險識別」、「定性風險分析」、「定量風險分析」、「風險應對規
劃」等5項子流程。

　(1)風險管理規劃
風險是影響專案不能成功完成的潛在因素。風險管理規劃的目的是詳細說明誰負責風險的管理，包括規劃、分析、
處理和監控；風險如何追蹤、備案如何執行、及專案儲備使用時機等，並產出風險管理計畫。

　(2)風險識別
風險識別是找出會影響專案成功的風險，它是一個反複進行的過程，可以分成三個階段進行，首先由專案風險管理
人員進行；再由專案全體成員或主要關係人進行；最後由專案無關人士做最終確認以減少誤差及偏見，並產出風險
登記冊。

　(3)定性風險分析
定性風險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由風險發生機率和衝擊大小，和計算兩者的乘積，也稱為風險優先數，來排出風險的相
對重要度，定性風險分析的結果是一份所有風險的影響重要性排序。

　(4)定量風險分析
定量風險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討風險定性分析前20％的風險發生時，對專案的實際影響有多大，包括專案可能完
成的時程總長、達成專案進度和成本目標的可能機率。

　(5)風險應對規劃
風險應對規劃是對專案會造成危害的風險，擬定適當的因應措施，以消除或降低其負面的效應。風險因應措施必須
符合風險的嚴重性及成本效益。而且在專案執行過程，要定期稽核因應措施是否如預期的產生效果。

 9.專案採購管理計畫 專案採購管理計畫包括「採購規劃」、「發包規劃」等2項子流程。

　(1)採購規劃
採購規劃是規劃如何由專案以外的單位獲得執行專案所需要的材料、設備及服務等資源。而採購規劃所要決定的事
項，包括有採購什麼東西、什麼時候採購、如何採購、以及採購多少，並產出採購管理計畫、合約工作說明書、自
辦或外委決策。

　(2)發包規劃
發包規劃是針對需要招標的物品或服務，製作成供應商或包商參考，以獲得他們的報價或建議書的招標文件，並產
出採購文件及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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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應用

一、案例背景

　　高雄市政府配合中央政策，依行政院92年

6月18日核定之「促進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

統建設推動方案」，將楠梓污水區之污水下水

道建設採政府規劃、民間參與方式，並將本案

及估算支付民間機構之費率上限報請行政院核

准，為本案執行之依據。

　　本案依政府採購法公告選聘招商專業顧

問，協助高雄市政府完成招商作業，主要工作

內容包括撰擬招商文件、拜訪廠商、召開招商

說明會、研擬合宜之招商條件，並完成公告、

議約、簽約等事宜。於92年11月11日經公開評

選，並於92年11月18日與顧問公司簽訂委託技

術服務契約，並於93年12月結案。

二、案例應用說明

　　在案例應用說明中，除考量公司內部程序

及實際狀況，主要以國際專案管理之專案起

始、專案規劃、專案執行、專案監控及專案結

束等五大流程分項說明，其中專案起始及專案

規劃為備標階段，專案執行及專案結束為執行

階段，而專案監控將貫穿全生命週期。

(一)專案起始

1.制定章程

　　本案公告後依公司規定簽辦本案之專

案經理(Project Manager, PM)或主辦工程

師，PM依招標文件之內容開始備標。

2.制定專案初步範圍說明書

　　依招標文件、契約、業主要求之工作

項目，撰擬初步範圍說明書(如服務建議

書)，確定工作執行方式、服務範圍(工作

項目、預期成果)、工作時程、服務費用

分配情形、品質稽核及保證、人力配置計

畫(團隊組成、組織架構、工作人員學經

歷)、聯絡方式、風險管理、協力廠商分

包方式，得標後可據以修正為「工作計畫

書」。

(二)專案規劃

1.制定專案管理計畫：PM應全盤了解本案

執行過程中所需之程序，撰擬「專案管理

計畫」。可參考類似案件之結案報告以及

公司之ISO程序，並詳讀契約考量如何規

劃、執行、監控、結案本案，此專案管理

計畫如服務建議書中之執行方式。

子流程 說   明

指導與管理專案執行 在指導與管理專案執行包含執行專案管理計畫及計畫修正，並產出工作績效資訊。

實施品質保證
品質保證是定期評估專案的整體績效，以確保專案能夠達成相關的品質標準。專案品質保證
的主要功能是建立一套流程機制，來確定所有活動都是依照品質管理計畫的規定進行。

專案團隊組建
依據人員角色和職責、專案組織圖、人員配備管理計畫，將人員分派到位並確認相關資源可
利用情形。

專案團隊建設 待專案團隊組建完成，需考量相關培訓、規定、獎勵等，以利產出團隊績效評估。

資訊發佈
資訊的互相傳遞是集體力量能否發揮的關鍵，包括問題的解決、衝突的處理、資源的調配、
績效的報告等，把最適當的訊息，在最適當的時間，傳遞給最需要的人。資訊傳遞對專案成
員分散在不同地點的場合尤其重要。

詢價 依採購管理計畫及採購文件，確立合格買方清單、採購文件等。

賣方選擇
依採購管理計畫、採購文件及合格買方清單，選出賣方(委外對象) ，並進行簽約，後續產出
合約管理計畫。

子流程 說   明

監控專案工作
監控專案工作的目的是讓專案團隊、包商、專案發起人及其他專案關係人了解專案的進展，
並針對發生的問題討論解決方案。專案成員必須準備各自的狀況報告，說明活動現況、完成
比例、里程碑有否延誤、主要問題和待決事項等。

整體變更控制
依據專案管理計畫、工作績效資訊、請求的變更等，以專家判斷及專案管理資訊系統分析，
提出相關變更後之可交付成果。

範圍驗收 依據專案範圍說明書、專案範圍管理計畫、工作分解結構詞匯表，驗收可交付成果。

範圍控制
範圍控制是確保專案在規劃時間內，如期完成應該執行的工作，而且沒有執行超出專案範圍
的活動。

進度控制
進度控制是比較進度規劃基準和實際進度，以確認專案是否如期進行，並由進度的差異分析
和績效衡量，來判定進度變更要求的合理性。

成本控制
在專案執行過程，需要定期審查專案的成本績效，以確保有限的資源被做最佳的利用。如需
要追加預算的時候，也要讓追加的預算都受到嚴格的管制和核准。

實施品質控制
品質控制的目的是監督專案品質結果，以確認是否符合相關的品質標準，以及找出方法來消
除造成不良的原因。

專案團隊管理
依據團隊績效考核、工作績效資訊、績效報告，經由觀察交談、考核，產出組織之績效考核
及經驗教訓紀錄。

績效報告
績效報告是利用各種分析方法和圖表，將專案工作結果的資料，轉成專案績效資訊的過程，
以確定有沒有提出變更要求的需要。

利害關係者管理
在專案執行過程中遇到任何問題，依據溝通管理計畫，適時與所有之利害關係者說明，並產
出解決問題之方法，可作為組織之經驗教訓紀錄。

風險監控
風險監控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專案規劃階段沒有確認出來，而在專案執行階段才出現或發現的
風險，以補救計畫予以控制。

合約管理
在專案執行過程，依據合約上所規定的事項，來對供應商或包商進行績效審查，並且依照績
效審查結果進行付款及扣款的動作。合約經過雙方同意後就可以變更。但是任何有關合約的
變更，都要經過合約變更管制系統的同意。

圖5 專案結束階段之子流程

 子流程 說   明

合約結束
供應商或包商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務，經過檢驗通過，正式允收之後，合約就正式結束。專案
團隊可以用正式的書面，通知供應商或包商合約已正式結束，最後做成完整的合約檔案，以
備後續專案的參考。

行政結束
行政結束是收集專案有關的資料，包括專案的結案評估報告等，然後開會檢討專案的規劃、
執行和控制過程的成功和失誤，並記錄發生問題的前因後果，形成可以做為未來執行專案參
考的知識庫。

表3 專案執行階段之子流程

表4 專案監控階段之子流程

           表5 專案結束階段之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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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範圍規劃：依契約、初步範圍說明書及

專案管理計畫，產出「專案範圍管理計

畫」，針對專案工時估計(考量招商不成

之時間)、成本估計(直接薪資、差旅費、

委外費用)、品質標準(公司ISO程序及表

單)、人力需求(包括環工、法律、財務等

各類專業人員)、團隊溝通(包括全部利

害關係人之聯絡方式及會議前後之討論

等)、風險辨識(招商不成、議約不成、簽

約不成等)及委外採購(法律分包)。

3.範圍定義：確定工作範圍內所有可交付

成果及目標，本案包括招商文件及結案

報告。一般契約皆已明確詳列

工作範圍，得標後應注意議約

時所增加之工作一併納入工作

範圍。

4.制定工作分解結構：招商文

件中可再細分為撰擬申請須

知、撰擬契約草案、撰擬甄審

辦法、撰擬興建營運基本需求

書等工作。

5.活動定義：WBS再細分出活

動清單、活動屬性、各階段里

程碑清單等，說明各個活動之

內容、完成時間等。

6.活動排序：由於本專案執行各階段雖有

前後關係，但為縮短工時仍考慮部分活

動可同時並行，且以圖形方式呈現，排

列出專案活動的先後執行順序，並產出

專案進度網路圖。

7.活動資源估算：備標時先以公司IWB-

01 「服務成本概算表」先行概算，得標

後再從公司「計畫網頁」輸入「工作規

劃指派」進行活動資源估算。為能及時

取得所需要之資源，以順利達到專案控

管的目標，資源的規劃必須和專案的進

度密切結合，後續執行時至少每月須確

認一次。

8.活動持續時間估算：備標時可先以IWB-

01 「服務成本概算表」先行概算，工時

估計如果能夠參考以往案例再配合專家

諮詢，應該可以將工時估計的精度，控

制在某一個合理的範圍，並產出活動持

續時間估算表。得標後於進行活動持續

時間估算，應先估計所有需要執行的活

動的工期，再從公司「計畫網頁」輸入

「工作規劃指派」，以利控管。

9.制訂進度表：依契約要求之作業時間，

以EXCEL來制訂進度表，並以圖表的方式

來表示，如圖1；其中仍應包括專案的活

動、里程碑、活動先後關係、活動工時

及專案完成期限等。

10.成本估算：備標時先以IWB-01 「服務

成本概算表」先行概算，得標後依公司

規定製作MIS。

11.成本預算：備標時先以IWB-01 「服務

成本概算表」先行概算，得標後依公司

規定陳核MIS，並經由公司「計畫網頁」

輸入「工作規劃指派」，以完成成本預

算。

12.專案品質管理計畫：備標時先說明本

公司之ISO程序，得標後依公司ISO之品

質保證系統程序完成品質計畫書，並依

品質計畫書執行文件等之品質管控。

13.人力資源管理計畫：依契約要求，於

服務建議書說明人力資源規劃，包括組

織圖，以及適時派遣相關專業人員(包括

環工、法律、財務等各類專業人員)參與

本案的撰擬、審查及會議等作業，並給

予必要的訓練。後續執行時應考量每一

個專業背景都不一樣，人格特質及做事

的方法和態度也不相同，PM要明確告知

其角色與職責。

14.專案溝通管理計畫：依公司ISO之溝通

管理程序，於服務建議書詳列全部利害

關係人之聯絡方式，包括公司電話、網

址、地址、手機等，以及洽公會議紀要

之備查方式。

15.風險管理規劃：從備標閱讀契約時即

應開始考量執行本案有何風險，風險由

PM或利害關係人負責(包括規劃、分析、

處理和監控)，以產出風險管理計畫。

16.風險識別：依據以往之經驗，識別出

本案有招商不成、議約不成、簽約不成

等三個風險，並產出風險登記冊。

17.定性風險分析：依以往經驗分析上述

三項風險發生機率和衝擊大小，排序依

次為招商不成、議約不成、簽約不成。

18.定量風險分析：計算出本案重新招商

約需增加三個月之工作量，以及所需服

務費用。其餘二項有可能因契約中止，

而僅能收到部分之顧問服務費用。

19.風險應對規劃：先將可能多發生三個

月之成本加入成本預算中。

20.採購規劃：本案契約並無需特別採購

物品，僅須考量本案因需具備法律專業

人員，於投標前須考量依公司ISO程序，

法律分包廠商可於公司合格分包商名

錄中挑選，並取得合作同意書及報價。

得標後提供分包商本公司制式之分包契

約，並加入工作項目、履約期程及付款

方式。故於採購管理計畫確認此部分採

委外方式辦理，並依公司制式之分包契

約辦理採購。

21.發包規劃：得標後應依公司ISO之「採

購及分包作業管理程序」辦理。

(三)專案執行

1.指導與管理專案執行：應依公司ISO

之「計畫執行管理程序」，執行專案管

理計畫及計畫修正，並產出工作績效資

訊。

2.實施品質保證：依公司ISO做內部稽

核，以確定所有活動都是依照品質管理

計畫的規定進行。

3.專案團隊組建：依公司規定陳核MIS過

程中，一併確定協辦部門及人員，並將

人員分派到位。

圖1 專案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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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案團隊建設：依公司ISO之「教育訓

練與品質驗證人員鑑定程序」，待專案

團隊組建完成，PM要關心人員之培訓、

規定、獎勵等，以利產出團隊績效評

估。

5.資訊發佈：PM應將資訊互相傳遞，包

括問題的解決、衝突的處理、資源的調

配、績效的報告等，把最適當的訊息，

在最適當的時間，傳遞給最需要的人。

尤其本案業主在高雄，對利害關係人分

散在不同地點的資訊傳遞更為重要。

6.詢價：可依以往慣例或由廠商報價，惟

PM應先確定工作內容，以及合格買方清

單。

7.賣方選擇：依ISO程序選出委外廠商，

並進行簽約。

(四)專案監控

1.監控專案工作：依公司ISO之「流程績

效(計畫執行進度及成果)管理程序」，

PM監控專案工作進展，並針對發生的問

題討論解決方案。專案成員必須準備各

自的狀況報告，說明活動現況、完成比

例、里程碑有否延誤、主要問題和待決

事項等。

2.整體變更控制：因本案首次招商失利，

PM依據專案管理計畫、工作績效資訊、

廠商意見等，提出相關變更後之可交付

成果，即修正招商文件。

3.範圍驗收：依據契約、工作計畫書確

定可依審查結案報告，來驗收可交付成

果。

4.範圍控制：依據契約、工作計畫書之規

定，以日報表及月報表確保專案在規劃

時間內，如期完成應該執行的工作，而

且沒有執行超出專案範圍的活動。

5.進度控制：依據契約、工作計畫書之規

定，以時程表隨時確認專案是否如期進

行，並由進度的差異分析和績效衡量，

來判定進度變更要求的合理性。

6.成本控制：由公司之MIS每月審查專案

的成本績效，如有請款進度過慢或超支

時，PM應做適當處置。

7.實施品質控制：依公司核定之「品質計

畫書」監督專案品質結果，以確認是否

符合相關的品質標準，以及找出方法來

消除造成不良的原因。

8.專案團隊管理：PM依據團隊績效考

核、工作績效資訊、績效報告，經由觀

察交談、考核，產出組織之績效考核及

經驗教訓紀錄。

9.績效報告：專案工作結果的資料皆轉成

專案績效資訊，並作為組織之經驗教訓

紀錄。

10.利害關係者管理：每次會議皆考量

利害關係者應適時出席並表達意見，相

關紀錄可作為組織之經驗教訓紀錄；本

案共有14次專案會議、11次工作小組會

議，3次甄審會議、4次議約會議。

11.風險監控：本案執行過程發生一次流

標，此風險所產生之費用已於預算中考

量。

12.合約管理：本案分包商依公司ISO之

「採購及分包作業管理程序」進行績效

審查。

(五)專案結束

1.合約結束：本案分包商依公司ISO之

「採購及分包作業管理程序」，經進行

績效審查通過，分包合約就正式結束。

2.行政結束：依本公司ISO之「結案執

行管理程序」將相關資料提送業研部圖

書室，可做為未來執行專案參考的知識

庫。

肆、結論與建議

　　由於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在國際上已是

大家所認同，但國內在理論與實際上少有實際

應用作法的論述，透過上述說明將楠梓污水下

水道BOT案之招商作業，以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

系架構依5大流程分44個子流程循序說明執行之

經過，一方面可以檢視當初是否在執行上有盲

點，而造成疏漏或瑕疵，另一方面亦可找出因

本案之特性而不適用之子流程。

　　實際將楠梓污水下水道BOT案之招商作業導

入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經檢視雖當時並未

考量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相關程序及流程，

但因公司之以往案例經驗及ISO程序，實際上

PM已遵循著國際專案管理知識體系的流程執

行中，並無造成疏漏或瑕疵。但是，也發現許

多計畫書並不如想像中需要厚重的報告，因為

本案尚屬小型案件，相關計畫書可能是以條列

綱要或以表格方式陳述，如專案管理計畫在規

劃上僅為服務建議書之執行方式條列式說明；

人力資源管理計畫在規劃上僅為服務建議書之

組織圖、人員專長一覽表及執行人力配置計畫

表。

　　

　　本文可以讓PM在執行專案時，從五大流程

逐一思考如何推動專案之進行，也可以讓PM知

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無論在推動民間參與案招

商作業或其他更大專案能有所依據，若進而配

合公司之ISO程序，一定能順利完成各類型專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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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是以民間參與的角度來評估公共建設計畫是否具有民間

參與之機會，而民間參與又取決於財務評估的結果，故民參計畫之啟案來自於具

有財務可行的機會，與民間機構簽約亦為財務可行之結果。計畫經適當的財務規

劃，做為民間參與之重要參考依據。以促參生命週期來看，自可行性評估、先期

計畫、招商文件、甄審作業、議約與簽約、履約管理、返還與移轉等階段，每個

階段均有財務評估項目，可見財務評估對促參案之評估與履行有相當重要性。本

文將以二階段來說明促參案之財務評估，首先為評估規劃與招商階段，其次為履

約管理期間之財務查核。

壹、背景說明

一、財務評估要項與方法
    

　　為了能包含民間機構對促參計畫之整體規

劃與財務可行性，應至少對下列財務要項進行

評估，始能了解財務計畫是否涵蓋營運計畫所

提事項，其財務結果是否足以支撐風險因子的

影響，是否可有適當風險管理得以降低計畫風

險，並進而提高其融資可行性，使得財務計畫

得以落實，促參計畫得以執行。各項財務評估

要項與方法如下：

(一)假設基礎

    重要項目如評估基期、興建年期、物

價上漲率、借款利率、稅賦、股東必要

報酬率、折現率、折舊方法等。評估基

期為計算現值依據，得以將各年貨幣表

示金額折現至評估基期成為現值，俾便

以基期之貨幣價值做相關比較與分析。

物價上漲率依計畫特色得以再區分為消

費者物價年增率、躉售物價年增率、營

建物價年增率、薪資年增率等，不同項

目依其關連性採用不同物價年增率。

　　借款利率依金融利率水準、融資期

間與計畫風險而定。稅賦包含地價稅、

房屋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等，若為促參

重大公共建設，則享有相關稅賦優惠。

股東必要報酬率則依各產業特性不同有

不同預期報酬率，這也反應了股東對計

畫相對於無風險利率之加碼程度，也是

相對的投資機會成本。按融資比率與股

權比例並考慮利息稅盾效果計算為加權

平均資金成本(WACC)，做為計畫面之折

現率。

關鍵詞：財務評估、財務查核、履約管理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 財經分析師／唐櫻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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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開發成本、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與費用之說明

　　興建期之各項開發成本包含規劃

費、土地、建築、機電、資本化利息、

開辦費等，應注意施工期、技術性所對

應之成本是否合理，是否考量合理之物

價成長率，不致產生成本超支風險。營

運收入包含各項收入之計算，營業量與

價格是否符合市場需求，以及成長率假

設、營業收入變化趨勢是否合理。若招

商文件對費率有所限制時，是否符合招

商文件之要求。成本與費用包含營業成

本、行政管理費、維修費、廣告行銷

費、水電費、利息、折舊等，應注意與

營運規模是否一致，營業毛利率與營業

利益率相較同業是否有明顯差異，其原

因是否合理。再者應留意設備重增置項

目、金額與更換頻率，尤其對於公共建

設性強、使用人次眾多、特別注重公共

安全者，其設備更換計畫應有嚴格要

求。

　　此部分與工程、市場、營運、土地

等專業相關，最好能取得相關專業顧問

意見或請其協助檢核條件是否允當，由

於各計畫條件差異甚大，並無絕對數字

可供參考，各項假設條件之重點在於合

理可行。

(三)資金籌措計畫

　　進行分年開發成本、收入、成本與

費用分析後，可了解計畫分年現金流

量、各年資金需求情形，即可擬定財務

計畫與適當的融資比例。開發期融資比

例與計畫風險以及資金流量穩定性高度

相關，例如發電廠、焚化爐、淨水廠與

污水下水道，雖然投資金額龐大，然因

營運期之現金流量穩定，還款來源明

確，故可採較高融資比例，可達80%，

依投資人信用與營運能力甚可達85%。

相對的，若市場風險高、營收變動性

大，建議融資比例不宜過高，以免營運

風險產生時加速財務惡化。

　　依興建期各年資金需求情形與籌資

原則，即可規劃各年股權、債權籌資金

額。自有資金是否能及時到位，視申請

人之財務能力而定，故大型計畫對申請

人之財務能力要有一定之規範。此類計

畫只要規劃得當，理論上應可進行專案

融資與無追索權融資，然國內金融機構

並不太進行專案融資，仍以投資人與原

母公司之財務能力與是否提供擔保進行

融資評估，通常融資年限不超過15年，

寬限期約3-5年。投資人於申請遞件時往

往被要求附上銀行融資意願書，內容雖

顯示銀行之意願但仍須進一步評估，日

後不一定會進行融資，其融資額度與條

件均須待銀行正式授審或董事會決定後

而定。

(四)財務報表分析

　　依上述財務預測並考慮應收應付政

策、董監事與員工報酬、股利政策，即

可編製預估損益表、資產負債表與現金

流量表。損益表是表達一段期間內（一

年）收入、成本與費用情形，表示計畫

之經營成效，應注意每年損益變動情形

與原因是否合理，在營運常未穩定或滿

載前，折舊與利息常成為營運初期造成

虧損之主因，何時開始可轉虧為盈，代

表現金流入情形較佳，愈有能力還款。

資產負債表是表達某一特定日之資產、

負債與股東權益的狀況，可表示計畫

之財務現況。應注意每年現金、固定資

產、借款、資本額、股東權益之變化，

均為計畫財務結構變化之主因。現金流

量表為計畫於一段期間內資金的變動情

形，可了解計畫淨現金流量是來自營運

淨現金流量、投資活動或理財活動所

致。

　　三個報表相關數字應互相勾稽與一

致，否則代表計畫預估報表之編製有錯

誤，其顯示之財務結果不足參考。

(五)權利金支付計畫

　　從三大報表分析結果，可得知計畫

是否有支付權利金空間，若有即代表計

畫有超額利潤，除保留必要報酬率予民

間機構股東外，應將此利益回歸與社會

共享。對於大型、商業性質較高之促參

案，一般於興建期要求支付開發權利

金，於營運期再依營業收入收取一定比

例之經營權利金，而小型或文教設施類

型因經營風險高，一般多僅收取經營權

利金，可依營收級距按不同比例收取，

協助民間機構可於經營條件下，讓政府

機關同享經營成效。

(六)財務效益分析

　　促參計畫財務效益評估方法係採

用現金流量法（Discount Cash Flow，

DCF），以評估期間年度之現金流入量與

現金流出量來衡量計畫之財務效益。分

析效益指標有淨現值（NPV）、內部報酬

率（IRR）、回收年期（PB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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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淨現值

　　計畫淨現值乃是將計畫各年之現金

淨流入量，扣除現金流出差額之現值加

總，亦即淨現金流入的現值加總。若淨

現值為正，則表示計畫方案為可行且對

投資者而言具有投資價值，總額越高，

表示該計畫越具投資吸引力。計畫觀點

之現金流量中，以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ACC）作為現值之折現率。以股權觀

點之現金流量，則以股東預期之投資報

酬率作為現值之折現率。

2.內部報酬率

　　內部報酬率係指使計畫淨現值等於

零之折現率，為評估整體投資計畫報酬

率之指標，當內部報酬率大於投資者資

金成本率時，即表示此計畫對投資人而

言具有投資價值，比率越高，此投資計

畫越具吸引力。

3.回收年期

　　回收年期是視計畫之投資總成本於

何時可回收，亦即計畫之累積淨現金流

量為正時，為計畫之回收年，又稱名目

回收期，若為累積淨現金流量現值為正

時之回收期，稱為實質回收期。回收年

期愈短，投資效益愈好，計畫風險愈

低。

(七)財務比率分析

　　預估財務比率結果至少應包括自

有 資 金 比 率 、 流 動 比 率 、 償 債 比 率

(DSCR)、純益率、股東淨值報酬率、資

產報酬率，前三項為計畫之財務能力強

度，自有資金比率愈高、流動比率愈

高、償債比率愈高表示財務能力強。後

三項表示計畫之報酬率，分別相較於營

業收入、股東權益與總資產比例之報酬

率。

(八)敏感性分析

　　應就重要風險因素對計畫財務指標

(NPV, IRR, PBY)之影響，進行敏感性分

析。風險因子依專案特性而異，一般為

興建成本、各主要收入項目(如價格、營

運量…)、主要營業成本、主要營業費

用、利率、物價上漲率、公告地價等，

民參計畫所受影響最高者多為興建成

本，但有些計畫，其營運期之維護費用

亦不可小看。 

(九)風險管理與保險計畫

　　經由營運模式、敏感性分析應確認

主要風險因素，評估風險因素可能造成

之影響，擬訂風險因應策略。例如於工

程風險，可用工程統包、付款條件、工

程保險、工程成本入股與政府應辦事項

來做風險分攤與轉嫁。財務風險高時，

議約時一般會就自有資金比例、股東承

諾事項進行討論，但以不違反申請時之

公平原則。應注意風險管理所致之成本

或費用是否反應於財務計畫。

　　風險管理政策將影響保險計畫，保

險計畫應列出主要保險項目、投保時

程、投保金額及被保險人自留及除外不

保項目之損失承擔方式；保險項目於整

修期應包括但不限於營造工程綜合保險

（包含第三人責任險、雇主責任險），

營運期應包括但不限於財產綜合險（包

括但不限於火險）、公共意外責任險、

雇主責任險等，各項保額應符合各目的

事業與各縣市政府之相關規定。

二、民間機構常用之籌措財源方式

　　促參案因其類型、民間參與方式與民間機

構財務能力，其籌措財源有不同方式，若無興

建投資者，如OT，準備裝修、營運準備金、營

運初期費用等，投資金額較小，故多以自有資

金因應。而有興建投資之計畫，如BOT、ROT、

BTO、BOO等，因投資金額相對較大，民間機

構實務上多會以其他籌措財源方式輔助之，以

提高股東報酬率。民間機構所運用之籌措財源

方式只要是合法、合理，在不增加計畫風險與

財務風險之情形下，應讓民間機構自由妥善運

用，讓民間發揮財務創意，以更有效率方式降

低資金成本。茲將民間機構常用之籌措財源方式

簡要說明如下。

(一)自有資金

　　由民間機構各股東依約出資，並按開

發期自有資金需求時程與額度依比例進

行現金增資，對於主要股東於興建期與營

運期會訂定最少持股比例，至於增資價格

一般按面額增資，因興建期尚未有營運績

效，且民間機構較少公開發行上市，故無

釋股需求所致。

(二)銀行借款

　　民間機構為促參計畫可進行銀行借款

或聯貸，對於合於促參優惠貸款要點之

民間機構可透過銀行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向行政院經建會爭取中長期資金運用優惠

利率。對於大型計畫，會要求民間機構於

申請案件時出具融資意願書，於簽約後一

段時間要求出具融資協議書或完成融資簽

約，以確保興建期之融資到位，此類大型

計畫，銀行為確保債權，多會要求設定地

上權，並得行使介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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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口設備融資

　　對於有大額進口設備需求者，可運

用進口設備融資與租賃方式，如中國輸

出入銀行提供多種方式，有些進口商或

供應商自行出資進行設備進口，待完工

後再依設備成本加計機會成本後，由民

間機構支付一定比例貨款，其他額度則

以入股方式辦理。

(四)資本市場工具

　　對於銀行借款額度用盡、股東已無

法再進行增資、其他財源方式也用得差

不多時，可運用特別股進行籌資，一方

面可改善財務結構，不影響每股獲利能

力，每年固定股利率可吸引要求比分離

課稅報酬要高的投資人。若目標為海外

籌資市場，可運用國外可轉換公司債，

在轉換條件與到期贖回條件設計上，可

吸引國外大額投資，透過換匯換率交

易，可有效鎖住利率與匯率風險。

(五)資產證券化

　　近年資產證券化商品大行其道，民

間機構也開始運用此項工具，然資產

證券化是相對複雜結構性金融商品，程

序、計價、合約架構、風險隔離複雜與

嚴謹。民間機構多運用於土地開發促參

計畫，多屬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由

於開發型不動產證券化尚未開放，所以

待興建完成並營運一段時間後，再予以

證券化，對此建議於合約中應規定，不

動產證券化所得應以一定比例繳付權利

金，優先償還貸款，並規範於信託合約

中。待開發型商品開放後，可取代一部

分銀行融資需求，但困難度亦更高。此

外另有一種類似不動產證券化之方式，

將不動產開發預售所得進行金錢信託控

管，規定信託所得之分配方式，避免民

間機構挪為他用，影響計畫進行，並以

民間機構為計畫最後債務義務人，以確

保不影響第三者房屋買受人權益。

貳、履約管理財務查核注意要項

　　促參案之履約管理廣泛包含興建、營運與

移轉，相關財務事項貫穿整個履約管理時期，

不同時期有不同財務事項重點，故在履約管理

中如何進行財務查核，以確保民間機構於執行

促參案時，能符合合約之財務事項要求，則相

形重要。

　　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23條，政府機關得對

民間機構進行財務監督，再依施行細則第31

條，附屬事業應分開列帳，以進行對附屬事業

之監督與檢查。故於興建營運合約中訂定財務

監督事項，政府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進行財務

查核，並要求民間機構提供相關財務資料以利

審查，成為政府機關進行財務查核之主要依

據。

一、財務查核目的

　　履約管理之財務查核目的主要是發揮財務

預警效果，經由財務查核，了解民間機構財務

與業務狀況，若有對計畫不利之因素產生，提

早因應，要求民間機構限期改善，以免產生營

運中斷。其次可確保政府權益與公共利益，監

督民間機構收費機制是否符合契約及公益，避

免發生不符市場行情之情形。確認民間機構實

際營業收入及獲利情形，避免權利金減收。再

者，確認其他財務要求是否符合投資契約與相

關重要合約之規定，如財務結構、主要投資人

持股比例、董事成員與重要經營團隊異動等，

減少因重大財務事件而造成違約之情事。

二、財務查核方式

　　主辦機關會要求民間機構於年度結束後一

段時間內(一般不超過年度結束後四個月)提送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告書與相關表單，其

中包含固定資產明細表等，以利財務查核之展

開，此項作業可併同經營績效評估進行，透過

財務查核與實地抽查，可做為經營績效重要評

估項目。財務查核由主辦機關執行，若承辦單

位非財務會計專業人員，可協請機關財務會計

專業人員共同參與，或視計畫規模與複雜度，

聘請專業顧問予以協助。

　　其查核時機可分為定期查核與不定期查

核，定期查核是針對重點項目進行年度查核與

半年度查核，屬較廣泛查核，依計畫屬性甚至

有每季或每月查核；不定期查核為每年不定期

進行查核或為特殊目的所做查核。先由財務查

核人員就民間機構所提供資料與自行搜集資料

進行書面查核，再至民間機構營業處所進行實

地查核，或至相關往來廠商進行訪查。而此實

地查核與會計師進行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內容

不同，促參計畫財務查核是依投資契約要求項

目進行，以主辦機關立場對民間機構進行財務

情形了解，以達財務預警目的，與會計師依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進行報表查核簽証目的與內容

是不同的。

三、促參各階段財務查核重點

　　中華顧問工程司於民國95年協助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進行「加強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案件履約管理機制」之研究案，就促參計

畫各階段財務查核重點多所討論，簡要說明如

下：

(一)簽約階段 

　　民間機構成立時其實收資本額是否

符合興建營運契約之要求，其發起人

中主要股東之持股比例是否符合契約要

求，一般要求於簽約與興建期至少佔股

份總數之50%以上。

(二)興建階段 

　　應注意配合興建時程之資金到位與

條件，於簽約後一定時間內由民間機

構提出融資計畫書、融資協議書或簽訂

融資契約，民間機構若將所取得營運資

產、設備、權利設定負擔予金融機構，

應經主辦機關書面同意。若採非銀行融

資需求之信託機制或辦理不動產證券化

之情事，其信託契約應經主辦機關審查

同意。此外應留意興建成本、自有資金

比例、股權移轉情形，以及資金支出情

形是否合理。

(三)營運階段 

　　營運期間應注意年度營業收入與獲

利情形，相關費率訂定之合理性，權

利金繳交情形，權利金計算依據是否正

確、試營運營業收入是否納入計算範

圍，計算方式、繳交方式、繳交時點是

否符合契約規定。民間機構轉投資情

形，轉投資本業與非本業是否符合契約

規定，是否影響權利金之計收。此外，

股權移轉情形、自有資金比例、現金流

量是否允當、還本付息是否正常亦是重

要查核事項。

　　如需獨立列帳，民間機構之財務是

否依契約規定以獨立列帳方式辦理，是

否於年度結束後一定期間內提送財務報

告，其財務報告書是否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包含報表與附註說明。若有辦理

信託事項者，可提送信託管理報告供主

辦機關備查。對重大財務事項通知是否

依約辦理，如法人組織變動通知之規

定，減資、合併事宜應於董事會決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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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快通知。履約保證金是否有效，每三

年定期更換，以符合規定之履約保證金

方式更替之，其效力持續至契約終止且

資產返還移轉後一定期間(六個月)。若民

間參與方式為OT，資產所有權屬政府機

關，應注意期初投資之規定與固定資產

之管理。

(四)移轉或返還階段 

　　確認資產所有權人與資產移轉或返

還範圍，依移轉或返還計畫進行資產盤

點、訂立清單，必要時依契約規定進行

需移轉之資產鑑價。再者，資產設定負

擔之排除，如資產之出租、出借、設定

等到期或解除資產之出租、出借、設定

或其他任何負擔，包含地上權設定登記

塗銷。待資產移轉與返還後一段時間再

依約返還履約保證金，若有待解決事項

者，得暫扣履約保證金，待解決後始發

還民間機構。

四、財務查核主要問題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參與國內

促參案件近百件，包含促參全生命週期之各階

段，近年亦協助政府機關執行多件履約管理案

件，就財務查核部分主要問題探討，可分為規

劃面與履約執行面二部分來說明。

(一)規劃面

　　民間機構財務績效不佳多為規劃時

風險分攤不均，由民間單方面承擔過多

風險所造成，而且無法移轉其風險，致

使風險因子產生時，造成業務與財務上

之影響。此外於投資契約上，對興建成

本、投資總額或是OT案件期初投資認

定方式不明，造成財務查核上對興建成

本、投資總額或期初投資認定上之疑

慮，以致影響對民間機構之執行是否符

合契約規定之判斷。資產管理方面，應

於契約中釐清資產歸屬於民間機構或政

府機關，資產點交時應有清楚的財產清

冊，以及明確界定須返還與不須返還之

資產清單，於營運期間有正確的財產清

冊，以利於履約管理期間之資產盤點，

方能評估民間機構於履約期間其財產管

理情形。

(二)執行面

　　就促參發展歷程來看，履約管理往

往是案件執行挑戰的開始，所以主辦機

關具管理監督之責，主辦機關未依計畫

性質納入適當專業之成員，或依計畫需

求與專業複雜度未聘請專家與顧問予以

協助，致使財務查核無法落實執行。

　　主辦機關委託專業財務顧問協助辦

理履約管理或財務查核，對其提出之相

關缺失意見有些未立即查驗，進行適當

處理或追蹤後續改善情形，所以無法發

揮財務預警功能。建議應依契約規定執

行財務查核，畢竟財務查核為履約管理

相當重要且具體之工作，亦是營運績效

評估之重要內容，要求民間機構依約執

行，依年度營運計畫、年度財務報告與

相關表單、經營績效報告，進行適當查

核，予以適度監督管理與改善追蹤，才

能讓財務預警措施得以發揮，減少營運

風險，達到促參計畫原有的公共建設宗

旨與促進全民福址。

參、結語

　　民參計畫之生命週期包含規劃與招商階段

以及興建、營運、移轉之履約管理階段，前階

段注重財務評估，以良好的財務規劃增加計畫

可行性與招商誘因，並做為履約管理階段財務

查核重要指標。履約管理階段著重於財務查

核，依契約要求針對重點項目進行定期與不定

期查核，使機關能掌握民間機構經營情況，發

揮財務預警的效果，以協助履約管理之執行。

是故財務評估與財務查核於民參計畫各階段均

扮演重要角色，若能掌握財務評估技巧與履約

管理財務查核要點，有助於民參計畫之執行，

達成公共建設目的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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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招商作業程序

　　招商作業程序包含：招商準備作業、公告

招商、甄審及評決與議約及簽約作業，各階段

程序及過程中可能發生之議題詳如圖1。

　　

貳、招商準備作業

　　招商準備作業為公告前之前置作業，工作

內容包含：擬訂招商文件草案、發佈投資資訊

與舉辦招商說明會、召開甄審委員會、成立工

作小組及擬定公告內容等。

一、擬訂招商文件草案

(一)申請須知草案

　　申請須知可謂為規範申請人之遊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作業流程可分為計畫形成階段及計畫招商、執行階段。招
商作業之重點在於依據先期規劃之結果，設計務實且可行之招商條件，並於公
平、公開之機制下評選出最優申請人。

　　招商作業程序包含招商準備作業、公告招商、甄審及評決與議約及簽約作業
等。以擬定招商文件為例，執行過程中應注意之議題包括：是否掌握潛在投資廠
商之類型及規模、投資廠商之資格條件規範是否造成不當競爭、發起人持股比例
是否應限制、財務條款是否造成申請人負擔影響投資意願等。

　　因此，本文除詳細說明促參法招商作業程序外，亦針對各階段所可能發生之
議題提出說明，期待藉由經驗分享使促參招商作業更臻周詳。

關鍵詞：促參作業程序、招商、評審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財經分析師／蕭孟玫

1

1

1. 主要準備作業
2. 發布投資資訊與舉辦招商說明會
3. 甄審委員會
4. 工作小組
5. 公告內容之擬定

1. 評審程序
2. 評審項目
3. 評審標準
4. 評審時程
5. 評決方法
6. 澄清 
7. 協約

1. 公告
2. 公告招商注意事項
3. 公告內容釋疑

1. 議約
2. 簽約簽  約

公告招商

招商準備作業

甄審及評決

圖1 招商作業程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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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參考資料1

規則，主要說明委託範圍、用地交付、

委託條件、申請作業流程及時程、申請

人資格及申請文件之內容等。以下就各

項說明如下：

1.委託範圍：應分別列出本業及附屬事

業之委託範圍並詳述地號及面積。以安

平活魚儲運中心OT案為例，雖然委外範

圍包含取水設施，但為降低民間經營風

險，海水取水管與集水管是由主辦機關

負責維護管理。故，委託範圍應明確，

以利未來民間機構可清楚估算相關成

本，例如：地租、維護成本等。

2.用地交付：應明訂交地時程、交地程

序、地上物之處理、環境污染處理、土

地使用、民眾抗爭及地上權之設定與塗

銷等。此部分關係到潛在投資人於投資

計畫書中對於興建計畫之規劃及成本估

算，若交付用地具不確定性將增加民間

機構之風險，故必須增列主辦機關無法

如期交付時之處理機制。

3.民參條件：包含基本規範、許可年限、

興建及營運要求、權利金收取、地租收

取、政府承諾及協助事項等。

(1)基本規範：包含基本應興建及營運之

項目、最遲開發營運時程(含取得建造執

照時程、取得使用執照時程及最遲開始

營運期程等)、最小投資金額等，以確保

該案之興建宗旨及主辦機關對該案之掌

握度。有些公益性質強之設施會規範本

業及附屬商業設施樓地板面積之比例，

以確保該案之興建宗旨及政策目標。例

如：文教設施類別之BOT案，通常要求本

業(文教設施)興建之基本規模必須達到某

一樓地板面積(參考資料1)，而附屬設施

所佔之樓地板面積則不得大於該案文教

設施樓地板面積。

(2)許可年限：重點在於許可期間、興建

期及營運期之計算方式。許可期間依個

案特性有以交付土地及資產之日、或設

定地上權之日、亦或簽約之日為起算點

之不同計算方式。有些促參案件會明確

規範興建期間，有些案件則只規範許可

期間，若民間機構使用過多興建期間，

則相對地壓縮後續之營運期間。

(3)興建及營運要求：在興建期間，對於

設計階段須遵守之準則及需求會在申請

須知中一併說明，例如：位於特殊區位

之促參案(如古蹟保存區或遺址保存區)除

促參法外另須依中央目的主管機關法令

(文化資產保存法)之規定辦理；若委託範

圍內有需受保護之樹木，則須遵守樹保

條例等。

　　而在營運期間，通常對於具公益性

但有市場收費機能之促參類別在費率上

都會有適當合理的管制制度。反之，若

屬開放完全競爭之市場，則不須對費率

有過多的管制。

(4)權利金收取：應載明權利金之計算方

式及繳付時間，以利潛在投資人於財務

評估時納入考量。

(5)地租收取：土地租金之計算原則上應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

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辦理。

土地租金之起算日通常係為主辦機關交

付該案用地之日。土地租金之計算因興

建期及營運期而不同，興建期間之土地

租金計算方式為：公告地價×1％×基地

面積，而營運期間之土地租金計算方式

為：公告地價×5％×基地面積×60%。

(6)政府承諾及協助事項(參考資料2)：所

謂政府承諾事項係指政府承諾民間機構

於一定期限或一定範圍內完成或保證之

事項，而政府協助事項係指政府應或得

協助民間機構完成之事項，但並不保證

一定可達民間機構之要求。政府承諾及

協助事項涉及潛在投資人對該案之風險

評估，以BOT案為例，政府承諾通常包

含：主辦機關承諾於一定時間內完成土

地交付及地上權設定登記；而在政府協

助事項部分，依促參法規定政府可提供

之協助有：協助申請中長期資金貸款(促

參法第30條)、重大天然災害復舊貸款(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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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申請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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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法第35條)。此外，若該案開發項目符

合重大公共建設範圍者，主辦機關亦可

協助民間機構辦理租稅優惠。惟須特別

注意的是：主辦機關不保證協助事項一

定會達成，潛在投資人於投標前須有此

認知，以免投標後對主辦機關之協助未

達預期效益時而要求賠償或減少權利金

或租金等給付。

4.申請作業流程及時程

(1)申請作業流程：申請作業流程可分為

4大階段：公告招商階段、資格審查階

段、綜合評審階段及議約簽約階段，其

流程如圖2所示。

(2)作業時程：應明定公告招商文件時

間、申請人請求釋疑期間、主辦機關回

覆釋疑期間、資格審查時間、綜合評審

時間、修正投資計畫書期間、議約期間

及簽約時間等。

5.申請人資格：通常依個案特性(規模及

性質)，規範申請人型態、財務能力、興

建營運能力及協力廠商資格等。申請人

型態主要有單一公司或企業聯盟，若為

單一公司須說明是否對其設立期間加以

規範，若為企業聯盟須說明對於其成員

之要求；在財務能力部分，則會針對實

收資本額、信用狀況、是否依法納稅及

近幾年財務比例做規範。有關實收資本

額之設定必須參考先期規劃階段對潛在

投資廠商類型、規模之掌握度並避免造

成不當競爭；在興建營運能力部分，依

設施類別(農業設施、文教設施等)規範申

請人或協力廠商必須具備與該設施類別

直接或間接相關之興建及營運經驗，並

能提出證明文件。若申請人或協力廠商

皆無經驗，則可以專業經理人替代之。

6.申請文件之內容：分為二大部分，一為

資格證明文件，一為投資計畫書。

(1)資格證明文件：主要包含申請書、申

請人代表授權書、智慧財產權切結書、

申請文件真實無虛偽不實之切結書、中

文翻譯切結書、債信能力聲明書、企業

聯盟協議書、協力廠商合作意願書、法

人資格證明、財務能力證明、興建能力

證明、營運能力證明及金融機構融資意

願書及金融機構評估意見等。申請人所

提的投資計畫書若涉及融資，應提出金

融機構之融資意願書及對投資計畫書之

評估意見。所謂融資意願書，一般為融

資機構表明對計畫有意願提供融資之文

件，其內容不具法律約束力，而金融機

構評估意見，為金融機構針對投資計畫

書中之興建、營運、財務、保險等計畫

提出簡略之風險評估意見，不包括融資

授信條件。

(2)投資計畫書：主要包含：申請人經

驗及實績、團隊籌組計畫、興建計畫、

營運計畫、財務計畫、風險管理及保險

計畫、返還及移轉計畫等。通常主辦機

關會針對上述項目訂定最少應包含之內

容，以作為潛在投資人撰寫投資計畫書

時之依據。

(二)契約草案：契約撰寫時須考量之要項

及要項內容規範說明整理如表1。

(三)評審辦法草案：主要包含兩大部分，

一為評審之程序及時程，一為評定方法

與評審項目及標準。

                                                           表1 契約內容要項及規範說明

 項目 要項內容規範說明

1.工作範圍、乙方之興建
營運權限及甲乙雙方之
聲明與承諾事項

應規範內容包括：甲、乙方工作範圍之約定，界定及釐清雙方權利義務關係；許可期間(含興建期間、營運期間）；乙方營
運權限（乙方若欲經營附屬事業，應另訂附屬事業契約）；雙方之聲明與承諾、協助事項。

2.土地交付 
應規範內容包括：土地交付範圍、交付時程（交地時程、點交時程）、交地程序、土地使用及租金收取等事項，以避免後
續因用地疑義或糾紛致生本計畫執行之障礙。

3.規劃、設計與興建 應規範內容包括：規劃設計之基本原則、工程執行、工程期限、分包廠商、工程監督管理等事項。

4.營運管理
應規範內容包括：營運期程、營運基本原則、品質管理、資產重置、營運維修紀錄保存、委託他人經營、附屬事業經營、
營運績效評估及營運期間屆滿之優先定約等事項。

5.營運費率之計算、繳納
與調整機制

規範內容包括：營運費率之計算、調整機制等。

6.財務事項 至少應包含自有資金比率、融資協議書提送時間及未提送之處理措施等(參考資料3)

7.稽核及工程控管
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辦理或有政府投資非自償部分併由民間機構興建者，應包括工程品質之監督及驗收規
定。(參考資料3)

8.許可年限屆滿時之移轉
或返還

應就移轉或返還範圍、方式、程序、條件等於契約中明定之，以免將來滋生爭議。
以OT案之返還為例，考量公共建設之興辦與民生事業及公眾利益攸戚相關，不容許任何營運之中斷致生可觀之損失。故於
返還交接期間，民間機構自有義務維持公共建設之繼續營運。至於其報酬，可由雙方協議之，惟應約定民間機構不得以其
價金或報酬尚未支付為由而停止正常營運狀態。主辦機關亦可指定專業之營運機構接任，以維持系統之正常營運。至於其
他民間機構人員之資遣及轉任，則由民間機構自行負責。

9.許可年限屆滿前之移轉
或返還

此部分主要就民間機構於契約提前終止時，民間機構應移轉之標的、返還前後之權利義務、瑕疵擔保責任等內容應加以規
定。

10.財務監督
營運計畫全靠投資人之自有資金、借貸款項以及現金流量之靈活運用，故其基本財務條件的合理維持，為計畫成功之關
鍵。因此契約中除將相關法令中對於民間投資興辦公共建設所必須之財務條件納入，當作契約條款之一部分。

11.融資
於投資契約中應規定民間機構應依所提投資計畫書之內容，自行取得完成本計畫所需之融資， 政府不負擔為民間機構取得
融資之義務。

12.保險
保險之目的在分散可能產生之各項風險，故契約中應詳加規定民間投資機構應投保之險種及範圍，以確保不因意外事故之
發生導致本計畫無法如期完成。

13.履約保證
履約保證之目的在減少民間機構違約之可能性，故履約保證之內容，除參考一般工程慣例外，並應考量計畫之特性，基於
公益之需要及民間機構之能力，於契約中詳加規定。履約保證之主要內容包含：興建期及營運期履約保證、履約保證之期
限、履約保證之方式、履約保證人之更換、履約保證金之沒收、履約保證金之解除及返還等等。

14.聲明、承諾與擔保
此部分在於澄清雙方之聲明、承諾與擔保事項。聲明條款所陳述之事實係促使當事人訂契約之重要基礎，若聲明不實，常
會導致他方當事人終止或解除契約以及請求損害賠償。至於違反承諾或擔保條款，可約定讓違約當事人先行補正，無法補
正時，他方即可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15.不可抗力與除外情事 不可抗力情事範圍、除外情事範圍、通知及認定程序、認定後之效果等，應作議定，以界定雙方之風險分擔及責任歸屬。

16.違約事由及違約責任

按政府依契約得為：1.要求定期改善；2.終止其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故契約中宜將民間機構違約情形，依其情節輕重分為缺失與違約。缺失部分，僅得要求改善；違約部分，則視情節輕重，
停止其興建或營運、撤銷營運許可或終止契約，並得強制接管以及請求損害賠償。其詳細內容及行使方式均應於契約中明
訂。

17.契約終止 此部分內容在規範有關契約之終止事項、效力及其他繼續有效之情形。

18.聯繫、協調與爭議解
決

此部分內容在規範契約當事人之聯繫、協調與爭議解決方式。

19.其他約定事項

1.此部分在規範契約之修改、契約及相關文件之解釋、契約不得轉讓、準據法、通知與文件之送達、契約份數等其他相關
事項。
2.修約之原則、前提、程序及協調須依「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第55點-第58點辦理。(參考
資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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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評審之程序及時程：包含依「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

第4條、第5條及第7條成立甄審會、依第

13條成立工作小組協助辦理甄審作業、

擬定評審程序(含資格審查及綜合評審)

及評審時程(含遞件時間、限期補正或澄

清時間、資格審查時間、綜合評審時間

等)。

2.評定方法與評審項目及標準：評審項目

通常依據申請須知規範之投資計畫內容

而定再加以分配各項目之權重，由各權

重之比例可以顯現出主辦機關較重視之

重點。

二、發佈投資資訊與舉辦招商說明會

　　辦理招商說明會之目的在引發潛在投資者

或融資機構的興趣。目前做法為邀請與該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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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經

營之規劃內容、民間投資範圍、政府與民間之

權利義務等，並期望瞭解潛在投資者對整體招

商作業及相關文件之看法與建議，進而作為研

(修)定招商文件之參考。辦理招商說明會有關

事前的準備工作，現場氣氛的掌握，事後的追

蹤均甚為重要。至於招商說明會場地與場次安

排，可視計畫案性質作不同的考量。 

三、召開甄審委員會

(一)甄審會之組成（「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4條、第

5條、及第7條）

　　甄審會置委員七至十七人，由主辦

機關首長就具有與申請案件相關專業知

識或經驗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外

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甄審會置召集人一人，綜理甄審事宜；

副召集人一人，襄助召集人處理甄審事

宜；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由主辦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委員擔任，或由委

員互選產生之。

　　此外，應注意「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9條甄審

委員應迴避之情形。

(二)甄審會之任務（「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3條）

有關甄審會之任務如下：

1.訂定或審定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甄審

標準及評定方式。

2.辦理申請案件之綜合評審。

3.辦理依促參法第29條第一項規定應由甄

審會評定之事項。

4.協助主辦機關解釋與甄審項目、甄審標

準及評定結果有關之事項。

(三)開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

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8條、第26條及第

27條）

　　甄審會委員應親自出席甄審會會

議。甄審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以上，且至少五人以上之出席，始得開

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

　　甄審會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

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入會議紀

錄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甄審會不

得拒絕。

　　甄審會會議紀錄，於綜合評審作業

完成後公開之。

(四) 成立及解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2條）

　　甄審會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前成

立，並於完成甄審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

後解散。

四、成立工作小組

　　主辦機關為協助甄審會辦理與甄審有關之

作業，應成立工作小組（評審辦法第13條），

工作小組之工作內容依「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

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14條之規定，係

就申請案件資料擬具初審意見供甄審會參考。

五、擬定公告內容

　　
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40條，公告之內容應

包含之事項如下：

1.公共建設計畫之性質、基本規範、許可

年限及範圍。

2.申請人之資格條件。

3.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及甄審標準。

4.有無協商事項。

5.公告日、申請文件遞送截止日、申請程

序及保證金。

6.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之範圍及其所需

土地使用期限。

7.主辦機關依促參法第5條規定授權或委

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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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民參招商最重要之使命即是將可行性評估

及先期規劃已完成之成果成功地行銷出去，整

個過程必須合法、公平、公開，在作業程序完

備下，配合成熟之投資環境才能找到適合之投

資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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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資計畫書主要內容及格式。

9.申請案件之評定方式及評審時程。

10.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

11.協商項目及程序。但不允許協商者，

不在此限。

12.議約及簽約期限。

13.投資契約草案

參、公告招商

　　依促參法第42條規定：經主辦機關評估得

由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主辦機關應

將該建設之興建、營運規劃內容及申請人之資

格條件等相關事項，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公告

摘要應公開於資訊網路，並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給予廠商的備標期間，應視公共建設之內

容與特性及申請人準備申請文件所需時間，合

理定之。以BOT案為例，備標期間通常不少於30

天。

肆、甄審及評決

　　評審作業應由甄審會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的性質，決定評審作業分成資格審查及綜合評

審二階段依序辦理之，或合併兩階段辦理，並

納入公告內容，茲將評審作業各階段程序、應

注意之事項及常發生之問題說明如下：

一、資格審查

(一)程序及應注意事項：依「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

第17條，資格審查時，由主辦機關依招

商文件規定之資格條件，就申請人提送

之文件，進行審查，選出合格申請人。

申請人提送之資格文件缺漏，但其資格

事實確實存在，主辦機關得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件。審查過程，主辦機關如認申

請人所提送之相關文件不符程式或有疑

義，得依招商文件規定，通知申請人限

期補正或提出說明。資格審查結果，主

辦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最遲不得逾甄審

會選出最優申請人時或評決無最優申請

人時；對審查不合格者，並應敘明其原

因。

(二)常發生之問題

1.財務能力要求應提出公告日後由票據交

換所開具之最近一年內無退票證明，然

申請人提送之文件為銀行開具之證明或

查詢日期為公告日前。

2.申請保證金之有效期限不符規定

3.申請人文件用印不一致

4.申請人權利金計算與招商文件規範不同

5.未能於補正要求時限內完成補正作業

二、綜合評審

(一)程序及應注意事項：依「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

18條，綜合評審時，由甄審會依招商文

件規定之甄審項目、甄審標準及評定方

式，就合格申請人所遞送之投資計畫書

及相關文件，選出最優申請人，必要時

得增選次優申請人。甄審會對申請人所

提送之投資計畫書及相關文件有疑義，

得通知申請人限期澄清，逾期不澄清

者，不予受理。

(二)常發生之問題

1.甄審委員要求增加合格申請人之回饋計

畫及總投資金額

2.申請人所提投資計畫書與該案定位不符

3.投資計畫書內容與簡報內容不符

4.委員評分表傳回後發現有委員未簽名或

評分欄位內有塗改分數情形

伍、議約、簽約作業

　　此階段應注意之事項包括議約、簽約之時

程控管及議約原則。依「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議約及

簽約作業，除有特殊情形報者外，不得逾下列

期限：1.議約期限：自評定最優申請人之日起至

完成議約止之期間，不得超過等標期之二倍，

且以六個月為限；2.簽約期限：自議約完成至簽

訂契約期間，以一個月為原則，並得展延一個

月。但簽約前依促參法第45條及第46條規定之

籌辦時間，不予計算。

　　而議約原則應以公告文件內容之投資契約

草案為基礎並限制議約範圍，以有效掌控議約

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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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營運績效與民間參與

　　近年來，世界各國積極導入民間參與興建

公共建設，主要在藉由引進企業經營管理理

念，以強化效率及改善公共服務品質。以英國

為例，自1999年開始大力推動民間融資提案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PFI），迄今已累

積相當多的案例與經驗，在2003年3月，由英

國中央公共支出稽核單位國家審計局（National 

Audit Office，NAO）執行並遞交給國會下議

院的一份報告：「民間融資提案：營建績效」

（PFI: Construction Performance）針對中央所推

動將近40個PFI計畫進行施工階段的績效評估。

該報告顯示，PFI在計畫成本與工期、設計及施

工品質等方面之成效表現均明顯超過傳統政府

工程採購的表現，可見公共建設以民間參與在

良好的機制與經營環境搭配下可以展現相當好

的計畫成效[1]。

　　我國於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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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

法執行至今已8年，累積相當案例經驗，促參

法第54條規定，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

好之民間機構，主辦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時

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營運績效評估辦法應

於契約中明定。基此，如何妥善確保公共建設

目的，使其能維護使用者權益及公共利益？主

辦機關在促參案件營運期應採用何種方式進行

營運績效評估？就哪些營運績效之項目進行把

關？哪些營運績效之評估要項應落實於投資契

約以作為履約管理及優先定約之依據？均為促

參案件能否達成立法目的之重要課題。

貳、營運績效文獻與案例

　　就學理而言，績效評估是探討資源投入與

關鍵詞：PFI、NAO、優先定約權、效率及效果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財經管理副理／林貴貞 1

1

　　民間企業擅長採用績效評估來檢視組織之運作成果，掌握組織之營運狀況，並

依績效評估來激勵、測量員工之表現，了解組織運作上的缺失，以增進組織整體的

表現，進而能引導每位關係人朝向組織目標前進。然隨著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蓬勃

發展，英國將績效評估概念，運用至檢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成效及施政品質，依

英國績效評估模式分三層次，從個案、公共建設類別至PFI整體執行成效。我國推

動促參法至今已8年，累積相當履約案例經驗，應適時發展一套檢視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成效之績效評估機制，並應將績效評估與日常之履約管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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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出之間的績效，1991年Robert G. Eccles於《哈

佛商業評論》發表《績效度量宣言》一文，揭

示不管是一般公司亦或政府單位都必須重新設

計其評鑑與績效考評與系統，以提升核心競爭

力來因應強大的全球競賽。管理學大師Drucker

（1974）[2]及國內管理學者許士軍（2000）

[3]也曾指出，績效評估對組織的管理具有「控

制」的功能，其消極的意義是為化解與修正執

行進度時之歧異，積極的意義則是，引導每一

關係人朝向組織目標前進。

　　就組織管理而言，績效評估屬於管理控制

系統的一環，當組織有了績效評估及績效管理

的方法後，便能有效地管理資源、衡量並控

制組織目標（Hugh, Ashworth, Gooch & Davies, 

1996）[4]。同時績效評估也具有激勵、測量

及表現等功能，能明確顯現組織的營運概況

（Robbins, 1990）[5]，進而了解組織運作上的

缺失，以增進組織整體的績效表現，也由於績

效評估在不同環境下，對於不同對象會有不同

的意義（Carter, 1991）[6]，因此組織依據推動

生產力而言，可將績效評估目的分為：評鑑性

目的及發展性目的（French, 1990）[7]。

　　然就運用績效機制檢視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成果，可借鏡英國經驗，依英國PFI案件執行績

效檢討報告之評估方式，在「評估對象」分為

三個層次，初期以「個案之執行成效」為主，

俟同一公共建設類別案件執行數量累積到一定

規模，再發展成以「公共建設類別」為評估對

象之中期評估方式；當累積不同類別公共建設

PFI案執行經驗，則依個案執行之實際成果，發

展出「PFI整體之績效」檢討報告。由英國之經

驗可知，營運績效評估指標之建立由初期至整

體發展，需建立在促參案件執行數量達一定規

模之基礎，始能有系統評估民間參與之績效。

　　

　　至於對個案績效檢視方法，參考英國PFI標

準契約，對於民間機構營運績效之監督機制如

圖１，政府機關透過抽查方式或委由獨立機構

獲致公正客觀之評估資訊，來檢視原公共建設

委由民間機構執行成效，採取的是上述學裡所

謂的「評鑑性目的」。

       圖1 英國PFI制度政府機關之營運績效監督機制

　　由英國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經驗顯

示，履約後的績效評量從推動公共建設之目的

而言是相當重要，但國內對此觀念相較招商簽

約之榮耀較為淡薄。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的

許可期間短則數年、長則數十年，就政府而言

是屬公共投資，然對民間而言亦屬於大型投資

之行為。因此，無論是對政府財政、整體社會

與經濟層面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而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委託經營案於營運期間，營運績效除

攸關公部門的施政品質，更關係受託經營之私

部門的獲利，及後續的承接意願。因此，建立

一套有系統地追蹤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執行成

效的績效評估機制至為重要。

　　然不同單位、不同管理者角度，對績效之

看法也不盡相同，因此，公私部門間需要設計

一套多元且均衡的策略管理機制，建立一套客

觀可行的績效衡量指標，除可適切的衡量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的成效、協助私部門朝組織願景

邁進、加強公部門的管理外，並可做為公私部

門溝通的平台，協助公私部門達到共同的目

標。

參、營運績效評估之依據與目標

    促參法賦予促參個案營運期績效評估之法

源依據，為鼓勵私部門能永續經營或維持營運

品質、更新營運資產，促參法設計「優先定約

權」，以私部門營運績效良好與否為依據，若

私部門營運績效良好，即可獲得營運期屆滿後

之優先定約權。對主辦機關而言，若私部門營

運績效良好，即可達成公部門、私部門、民眾

三贏之效益，亦可避免公部門於許可期屆滿後

需重新招商之困擾。促參法第54條及促參法施

行細則第61及62條，對於主辦機關訂定營運績

效評估辦法皆有其規定，表1說明促參法對於營

運績效評估之相關規定。依促參推動之目的，

履約後之營運績效評估其目標為：

一、提供公部門於不同構面檢視私部門營運活

動之機制，以確保私部門之營運活動符合公共

建設之宗旨及目標。

二、定期提供公部門有關私部門營運之建議及

諮詢，及早發現問題，避免突發性之營運困

難，而中斷公共建設營運服務。

肆、營運績效評估之重點

    建置營運績效評估機制主要是瞭解公共建設

當初規劃方向與事後營運方向是否一致，民間

機構所提供之業務服務效能是否符合當初參與

投入公共建設之承諾。然而因為公共建設依其

性質可能產生獨佔性或外部性，僅憑市場力量

未必能使民間機構提出具備經濟效率之服務，

因此在許可權期間，對於民間機構之營運績效

進行評估確有其必要性。

一、營運績效評估應限於營運階段

    依我國促參法，投資契約之履行原則可分為

興建、營運及移轉與返還等階段，各階段因應

目標不同，分別有其績效評估方式；然而依據

促參法施行細則第61條規定，營運績效評估係

於營運期間內辦理，故營運績效評估之重點係

以營運期間之履約績效為主。

二、營運績效評估之目標係以公共利益之確
　　 保為前提

表 1 促參法暨相關子法之營運績效評估相關條款[8]

促
參
法

第
54
條

第
２
項

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
間機構，主辦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
時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委託其繼
續營運。

第
３
項

前項營運績效評估辦法應於契約中明
定之。

促
參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61
條

第
１
項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營運績效之評定，應於營運期
間內辦理，每年至少一次；並得成立
評估委員會辦理之。

第
２
項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前，應就委
託繼續營運進行規劃及財務評估，研
訂繼續營運之條件，以與該民間機構
議定契約。

第
62
條

第
１
項

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三項所定營運績效
評估辦法，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營運績效評估方法及項目。
二、營運績效評估程序及標準。
三、其他績效評估事項。

第
２
項

主辦機關應將營運績效評估結果，以
書面通知民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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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Performance)係源自企業管理之概

念，一般而言可以區分為效率(Efficiency)及效

果(Effectiveness)兩者，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認為效率係以正確的方式做事，而效

果則是做正確的事。正確與否之判斷牽涉評估

角度，只要評估角度不同，績效之定義將隨之

轉變，例如以民間角度而言，效果係達成獲利

目標，而公部門則係關心民間機構是否忠實遵

循公共建設委外之宗旨。如參考工程會93年出

版之「BOT專案進度與品質管理參考手冊」，其

中於工作階段之區分指出，營運階段主要工作

係「依契約與規範之要求，民間機構對BOT專案

之構造物或經核准之相關事業進行經營，並維

持其允諾的服務水準，確保公共利益。」因此

無論BOT、OT、BTO或ROT類型促參案件，其營

運績效評估亦應繫於服務水準及公共利益之達

成。

三、必須建立目標後，據以制訂績效評估指
　　標，並賦予誘因

　　績效評估本身意義係透過衡量策略執行效

果及效率，因此如果目標未被允當設定，後續

之評估將僅流為形式之為民間機構打分數而打

分數，失去管理之意涵。在目標確立上即有下

列兩項課題：

(一)政府部門目標訂定

　　在政策衡量層面，公共設施之成效

牽涉主辦機關預期之目標與承辦單位在

前述目標下所欲成就之事項，目前促參

案件常見之困擾係兩者之間缺乏關連，

如主辦機關恐於辦理促參計畫前未明確

闡明目標，而承辦單位誤以為僅要求單

位縮減成本，將公共服務予以委外，但

對於社會公益目標較缺乏具體要求，以

致承辦單位亦未真正能探討委外設施之

公益目標。

(二)民間機構目標訂定與公益考量

　　
民間機構為達成獲利目標，本身即

有建立績效評估制度，並對於各年度之

營業額、成本費用訂有預定目標，然而

這些目標可能與政府部門之預期相違，

因此委外效益中，較能達成項目係成本

之節省、稅收增加與權利金之收取，與

政府部門預期施政目標無法有效連結。

　　因此，如政府部門依據所欲達成之目標制

訂績效評估方式，如無有效之誘因，則民間機

構往往堅持本身之營運目標，不易妥協。因此

為達成促參案件之公益性目標，政府各機關應

建立明確之促參公益目標，而非消極僅參酌目

前促參法中賦予優先定約之績效評估，對於民

間機構而言誘因不高，故應建立相關誘因之績

效評估機制。

伍、目前營運績效評估之作法

一、淪為年度大拜拜，對於原委託公共建設
　　 經營之宗旨較難把關

　　雖依促參法第54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61

條及62條對於主辦機關訂定營運績效評估辦

法皆有其規定，然招商時，因未來確切之民間

機構不知為誰？於招商文件所載明之營運績效

評估辦法僅規範未來執行時大方向，若招商程

序又無實質議約，後續主辦機關往往因資源有

限，無法結合民間機構實際運作狀況去設計營

運績效評估辦法，造成履約期間民間機構之運

作無法勾稽。屆時，年度營運績效評估無法達

成年度總體檢，反而成為年度大拜拜之形式監

督， 對於民間機構是否達成委託公共建設服務

責任，較無實質功效。

二、出席外部委員僅能提供表面意見無法實
　　 質建言

　　依目前執行經驗，若主辦機關僅依循當初

招商文件所載之營運績效評估辦法來執行，則

通常年度營運績效評估會議之做法，是由民間

機構先提送簡報資料，於會議中報告年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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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出席委員則就契約中規範辦法之評分權

重項目來評分，由於外部委員無法瞭解民間機

構日常實際運作，通常聽完民間機構之抱怨及

輝煌成果之後，認知原招商就不易，更難掌握

民間機構履約之實際狀態，只要民間機構不要

出現重大違約情勢，委員會非常客氣給予民間

機構形式上之改善意見，較難針對未來營運改

善方向提出較具體及實質建言。

三、評分權重項目與民間機構日常營運無法
　　勾稽

　　促參案件共有13類20項，事實上每項公

共建設之特質不同，營運績效之項目應因案制

宜，且必須參照勾稽民間機構日常營運作業，

然目前主辦機關在辦理營運績效評估時，因無

相關營運經驗難給予參考辦理方向，囿於資源

限制，幾乎每年之評估項目及權重均未調整，

且無法稽核民間機構日常營運作業，而失去營

運績效評估辦法執法之真意。

四、無法藉由營運績效評估提供預警顯示

　　根據主計處資料統計，台灣中小企業平均

存活率約13年，然促參案件委託許可期間常

長達數十年，若平常無法掌握民間機構日常營

運動態，則當民間機構偏離正軌後再修正，就

會浪費國家資源。故若能依循民間機構日常之

營運自律或自我檢核表單，發展成營運績效項

目，甚至展開成量度指標，則藉由年度營運績

效評估會議之外部專業專家，可提供相關預警

提醒功能，有助於主辦機關預防民間機構未來

營運偏離之把關。然目前主辦機關辦理營運績

效評估卻無法達到預警提醒功能應需調整作

法。

五、主管機關無法掌握主辦機關營運績效評
　　 估效益

    工程會目前對促參案件之查核，雖已從推

案進度列管，延伸至對於履約作業督導查核機

制，但對於目前各主辦機關之進行方式或執行

成果，尚無系統地建置資料及控管，故無法將

經驗累積回饋於進行中之計畫，實難掌握履約

後之民間機構是否落實參與之承諾。

陸、營運績效評估之建議模式

　　鑑於上述營運績效執行過程中所面臨之課

題，初步建議，未來健全營運績效機制應分層

級，一為主管機關與各主辦機關、另一為各主

辦機關與各民間機構之關係。

一、就第一層級之營運績效機制建議作法 

　　　　　
　 圖2 營運績效機制組織關係圖

(一)、營運績效評估制度需尊重各主辦機關與計

　　  畫屬性之差異。

(二)、充分授權各主辦機關建立各自共通與個別

　  　兼具之績效評估制度。

(三)、績效考評制度應公正、客觀。

(四)、績效目標以具代表性、客觀性及量化與質

　　  化兼顧為原則。

(五)、績效考評應著重長期效益。

(六)、主管機關應發展可持續、落實、追蹤改善

　　　主辦機關之查核表單。

　　鑒於主管機關工程會人力有限，無法就已

簽約履約案件之營運績效實質參與，建議平時

透過列管表單來查核列管，以建立對主辦機關

營運績效辦理之資料庫；另就特別個案以抽檢

方式做個案瞭解，或發生異常現象時之特別輔

導方式來進行對主辦機關之支援。基本上，建

議營運績效主要權責應在主辦機關。

二、就第二層級之營運績效機制建議作法

(一)傳統委外之績效評估以控制性管理觀

　   點為出發

　　依接受受託人之實際表現來評估；

然促參案則為政府與民間機構雙方對委

外的目標均有共同責任，雙方均要付出

才能獲得共識的成效，強調誘因管理，

例如需在政府協助或承諾之下，才能達

成共同目標，故建議績效指標之建立是

由政府與民間機構雙方討論而制定，並

可隨著政府欲強化之年度公共設施服務

之目的而調整。

(二)架構客觀可量度指標

　　為讓營運績效評估較客觀並重視專

業，以往主辦機關會聘請外部專家參與

年度營運績效評估會議，然若未制定營

運管考紀錄，很難藉由相關財務報表或

僅憑一次簡報，瞭解乙方是否落實甲方

預期之委外宗旨。故營運績效評估項目

及指標應依據乙方日常之營運管考紀錄

化為客觀可量度指標。更重要，委外績

效評估不可僅針對財務績效，需涵蓋公

共建設性質及公共利益面向。

(三)營運績效考評項目應與民間機構組織

　  及特性結合

　　例如民間機構之自我監督營運管理

制度、自我營運操作考核績效、確實完

成許可合約之要求等。因為好的企業會

提供所有員工正式的訓練及標竿分析管

理相關資訊，以促進企業整體對於標竿

分析管理的了解與運用。故健全之企業

自我監督管理日常營運制度，可減少主

辦機關投入監督查核成本，並具體掌握

民間日常實際運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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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達到最初推動促參案件之目的。茲將履約

管理及營運績效評估之機制概念圖說明如圖3所

示。

一、營運績效評估應與履約緊密結合

　　既然績效係指各項營運活動之效率

及效果，績效評估必須站在資訊已經

對於評估者充分揭露之基礎上，因此如

評估所依據之資訊僅片面由民間機構提

供，對於評估者在短期內難以判斷其真

偽，評估者亦難以判斷是否還有其他未

經經營者揭露之資訊。而促參案件之績

效評估目前多半以成立評估委員會方式

進行，儘管目前部分促參案件參考工程

會之契約範本，藉由賦予評估委員調

閱、調查及勘查之權限，減少資訊不對

稱之情形，然而實際上因評估期間甚

短，評估委員有效執行上述權限並不多

見。因此透過政府部門平時進行之營運

管理會議等履約管理機制都能有效減少

資訊不對稱，此外履約管理機制亦可提

供大量公正客觀的量化資訊，從而減少

評估委員誤判機會。

二、營運績效評估為履約管理工作一環

    　　

　　營運績效評估亦不能自外於履約管

理機制之外，評估結果亦應回饋作為履

約管理之依據。精密的監督機制可使民

間機構從中獲益，因為細緻的要求能提

升服務品質，從而改善獲利。一個完備

的績效評估結果必然對於民間機構之組

織流程改善產生高度的參考價值，此外

評估結果亦應納入後續履約管理，追蹤

考核後續之改善作業。

柒、營運績效與履約管理

　　以何種方式辦理促參案件，其精神仍以發

揮「公私協力」效能最大之目標，各司其核心

業務並發揮各自專長。為確保促參案件能順利

運作，監督管理機制的建立有其正當性與必要

性，就整個促參案件生命週期而言，簽約完成

只是履約管理的開始，因此，監督管理才是確

保民間機構如期如質提供服務的重要環節。

　　履約管理機制可分為就契約日常來看之

「管制性」及就事件查核成果而言之「績效

性」兩大方式。「管制性」方式為藉由契約之

詳細條款來嚴格規範民間機構的作為，讓主辦

機關能夠預測每一階段，追求一種確定性，一

個安全契約，創造高度確定性和低潛在責任

性。「績效性」方式則是注重結果，著重於公

共目的之達成，相較於「管制性」方式，為低

度不確定性、高責任性。以目前我國公部門推

動促參案簽約後管理之作法來看，履約管理著

重依契約規定之監督管理，偏向「管制性」方

式，並同時重視營運績效評估類似「績效性」

方式，以衡量民間機構是否提供更佳之公共服

捌、結語

　　營運績效評估因涉及公私部門的協力，必

須由公部門站在雙方契約履約管理的權利義務

上，針對委外之目標設置績效監督機制，作為

雙方溝通之基礎，並建立雙方定期或不定期的

營運管理會議作為溝通平台，以確保履約管理

能及時掌握私部門履約情形，並提升私部門履

約及改善誘因。就私部門之角色而言，則係就

契約許可之營運管理業務，透過內部之績效評

估，投入民間之經營效率及創意。

　　本文對營運績效評估機制建議如下1.雙方應

於履約管理的目標進行溝通：因政府部門主要

重視服務成果，民間機構主要重視財務成果，

兩者目標之差異需透過會議協調以訂定民間機

構未來可遵循之績效管理目標；2.建立績效監

督機制： (1)未來推動案件應及早於契約中增列

績效監督機制規範，履約後並隨著外在市場環

境變化需預留調整機制。(2)善用私部門管理報

表思考績效監督方式，並隨個案私部門規模需

因案制宜。(3)加強公眾參與的監督等。(4)倘如

民間機構對於績效改善要求配合程度不佳，亦

需建立相關罰則，甚至退場機制，減少雙方困

擾。

　　營運績效評估之目的，希望能提供主辦機

關於不同構面檢視民間機構營運活動之機制，

以確保乙方之營運活動符合公共建設之宗旨及

目標。並且能透過定期訊息提供主辦機關有關

民間機構營運之建議及諮詢，及早發現問題，

避免突發性或不可控制之營運困難，最重要能

提供專案報告及營運績效評估報告予營運績效

評估委員會參考，增加評估之客觀性。故藉由

建置營運績效評估機制，將各案之甲、乙雙方

的目標拉近，在符合公共建設之宗旨下，希望

民間機構能永續經營，提供品質優良的服務，

創造政府、民間機構及使用者三贏的局面。

 圖3  履約管理及營運績效評估機制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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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間參與，鳳山淨水場，興建營運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

正工程師／黃正中

　　為考量高雄地區長久供水穩定、安全出水備載容量及

水源調配順暢，另配合政府改善大高雄地區水質政策，台灣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水公司）規劃進行鳳山

淨水場之水質改善工作，使鳳山淨水場民生用水部分具有因

應水源水質變化能力，提升其清水水質之口感、味覺等適飲

性品質。惟為鼓勵民間積極參與公共投資，有效運用民間資

源，藉以提升效率並減輕政府負擔，決定將鳳山淨水場之水

質改善工作，交由民間投資業者提升現有設施並為營運。基

於以上興辦緣由，並欲藉由導入民間參與興建營運達到以下

目的：加速提升高雄地區飲用水品質、撙節台水公司更新設

備之投資、控制成本改善台水公司之財務及專業分工及創造

多贏之概念。於是在92年10月7日執行「民間參與鳳山淨水場

淨水設施改善及營運招商案」，其中辦理工作包括可行性評

估、先期規劃、招商作業與簽約等四大項。[1][2]

　　爰此，本文乃協助台水公司辦理之經驗，就推動該案之

歷程與實務作一簡介，供未來辦理類似民間參與投資興建營

運公共建設參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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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興辦緣由

(一) 計畫緣起

　　為考量高雄地區長久供水穩定、安

全出水備載容量及水源調配順暢，另配

合政府改善大高雄地區水質政策，台水

公司規劃進行鳳山淨水場之水質改善工

作，使鳳山淨水場民生用水部分具有因

應水源水質變化能力，提升其清水水質

之口感、味覺等適飲性品質。惟為鼓勵

民間積極參與公共投資，有效運用民間

資源，藉以提升效率並減輕政府負擔，

決定將鳳山淨水場之水質改善工作，交

由民間機構提升現有設施並為營運。

　　為求順利推動「民間參與鳳山淨水

場淨水設施改善及營運」（以下簡稱本

計畫），台水公司委託財團法人中華顧

問工程司（現由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繼受）依據：「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

「經濟部暨所屬各機關（構）辦理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作業實施要點」及「民間

參與經建設施公共建設接管營運辦法」

等相關規定，協助台水公司辦理本計

畫。

(二) 民間參與方式

    為鼓勵民間積極參與公共投資，有

效運用民間資源，藉以提升效率，減輕

政府負擔，且鳳山淨水場現有一、二期

淨水設備（分別供應民生用水及工業用

水）介面難以分割，台水公司乃決定將

鳳山淨水場水質改善之工作，依據促參

法以整場方式，委託民間機構予以擴

建、整建後並為營運，使該場民生用水

部分之水質，達到台水公司要求之水質

標準（當時參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

國94年5月30日修正發佈實施之第三階段

「飲用水水質標準」，總硬度配合淨水

場內控要求應在200 mg/L以下）。

二、計畫目的

    本計畫基於以上興辦緣由，並欲藉由導入民

間參與方式達到以下目的：

(一) 撙節政府預算

(二) 改善台水公司之財務

(三) 專業分工及創造多贏之概念

(四) 加速提升高雄地區飲用水品質

貳、計畫內容簡介

　　鳳山淨水場原有一期及二期共二套淨水處

理系統，分別於民國68年及73年興建完成，一

期（北側）淨水設備處理能力為35萬CMD，二

期（南側）淨水設備處理能力為35萬CMD。民

國90年3月擬定之「鳳山淨水場供應民生用水

工程計畫」，將現有兩套淨水處理設備分離個

別處理不同水源，二期（南側）淨水設備處理

東港溪（或鳳山水庫）原水後供應工業用水之

用，一期（北側）淨水設備利用「高屏溪原水

取水口上移至攔河堰工程」（該工程已完工並

已開始正常供水）之管線輸送高屏溪攔河堰較

佳之原水至鳳山淨水場，供作小港、前鎮及旗

津附近區域之民生用水，本計畫實施前實際出

水量約40萬CMD，包含民生用水10萬CMD及工

業用水30萬CMD。計畫完工後，鳳山淨水場具

備提供30萬CMD民生用水及40萬CMD工業用水

之能力。

一、計畫位置

    鳳山淨水場位於高雄市小港區天池路一號，

距高雄市區中心約22公里，佔地面積含水庫約

共計197公頃，預定交付民間機構使用之興建營

運範圍面積約為20.2公頃，土地屬都市計畫區內

之10號機關用地。

二、計畫實施前設施概況

    鳳山淨水場內原有：管理大樓、加藥樓、儲

藥槽、清水池、污泥沉澱池、污泥脫水設備大

樓、沉澱及快濾池及活性碳粉添加廠房等淨水

設施，區內普遍植樹美化，為低密度利用並留

有大面積綠地供後續擴充使用，並配合高級淨

水設施之新建，一併依促參法交由民間機構營

運。

    鳳山淨水場原有之處理流程屬傳統之處理

方式，原水先預氯氧化，再加硫酸鋁混凝、

沉 澱 、 快 濾 。 先 興 建 之 第 一 期 設 備 為 法 國

Degremont型式，第二期設備為澳洲William 

Boby型式，兩期設備構造相似，沉澱池均為上

流式污泥層沉澱池，快濾池為重力式，併用空

氣及清水反沖洗砂。

參、民間參與作業內容

一、本計畫民間參與興建營運之法令依據

(一) 本計畫適用促參法之依據

    針對本計畫之委託民間機構參與興

建營運，究應適用促參法或政府採購法

（以下簡稱「採購法」），曾於辦理本

案時，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

下簡稱「工程會」）申請解釋。依據

工程會於民國92年9月30日以工程技字

第09200388510號之函覆，該函說明

第三點表示：「依促參法第二條規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本法之

規定。…，爰本計畫應優先適用促參

法。」因此，本計畫應用促參法辦理。

(二) 主辦機關與被授權之執行機關

1.主管機關與主辦機關

　　依據促參法第5條規定，主管機關

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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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主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之

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主辦機關依促參法辦理之

事項，得授權所屬機關（構）執行之。

　　復參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2年9

月30日工程技字第09200388510號函對

本計畫函釋：「所謂「在中央為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按機關之行政管理、

監督體系來做判斷，故係指辦理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之院屬一級機

關」之意旨，本計畫公共建設之種類係

屬「自來水設施」，即應由院屬一級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為主辦機關。

2.執行機關及簽約主體

　 　 由 前 述 工 程 會 工 程 技 字 第

09200388510號函說明第二點表示：

「…，並得由經濟部授權所屬國營事

業 — 台 灣 省 自 來 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辦

理。」，且台水公司已依促參法第五條

第二項後段向經濟部申請授權，並獲

經濟部於民國92年8月15日以經營字第

09202611650號函回覆，該函之說明

第二點表示：「…，有關本案依『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之可行性評

估、先期規劃、招商、甄審、簽約及監

督管理等相關事項，授權由 貴公司執

行，……..。」，故台水公司得擔任被授

權之執行機關，以推動本計畫之民間參

與程序。

　　工程會92年10月21日工程技字第

09200429140號函說明二：「本案主

辦機關為經濟部，如由經濟部授權所屬

國營事業—台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辦理，未來得由台水公司與民間機構簽

訂投資契約。」可由經濟部或台水公司

擔任簽約主體。又於前述經濟部經營字

第09202611650號函之說明第二點，

因此，本計畫係由台水公司擔任簽約主

體。

3.鳳山淨水場土地可依促參法辦理招商

　　鳳山淨水場土地所有權為台水公司

所有，依促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公有土地者，主

辦機關得於辦理撥用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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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民間機構使

用，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

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

之限制。其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租金，

得予優惠。」

　　由前節所述：經濟部為主辦機關，

經濟部以授權之方式由台水公司執行

促參法程序，而台水公司為土地管理機

關，此時台水公司對該土地有管理權

責，是否可行？本公司時任本計畫招商

顧問已於民國92年9月19日以遠基字第

九二０七三號向工程會申請解釋：「…

因鳳山淨水場用地所有權為自來水公司

所有，在經濟部授權自來水公司執行依

促參法辦理之事項時，執行機關自來水

公司是否必需將鳳山淨水場用地辦理撥

用於經濟部，始得將土地將於民間機構

使用。」，該會於92年10月21日以工程

技字第09200429140號函覆，該函說明

三：「經查本計畫基地權屬已為自來水

公司所有，依國有財產法第四條規定，

尚非屬公用財產，爰不適用促參法第

十五條之規定。」該函認為本計畫根本

不需適用促參法第十五條，以解決適用

促參法之重要疑慮。故本計畫即可啟動

促參法之程序。

　　因本計畫之土地為台水公司所有，

依工程會解釋不適用促參法第十五條之

規定，故亦無「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公有土地出租及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

之適用，另關於土地使用之對價，亦應

回歸台水公司既有之出租規定辦理。

二、許可範圍規劃

    本計畫許可範圍為鳳山淨水場淨水設施之

改善及營運及其相關附屬事業之興建、營運及

移轉，包括原有及改善後之全部處理設備（含

鳳山水庫取水口、快混池、膠凝池、沉澱池、

快濾池、清水池、廢水及污泥處理、混凝劑、

活性碳粉、酸鹼、氯氣等加藥設備及台水公司

刻正辦理施工中之設備等）、高級淨水處理設

備及其附屬設備及操作房控制中心等全套處理

設備，除管理大樓及加藥樓之二樓以上（含二

樓），興建營運範圍內之所有建物及設備民間

機構皆可使用。民間機構必須依興建營運契

約（含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投資執行計畫

書）、興建執行計畫書等要求，辦理鳳山淨水

場增設高級淨水設施及改善現有設施工程後，

依興建營運契約、營運執行計畫書等辦理鳳山

淨水場整場營運。許可範圍包括興建範圍及營

運範圍[3]：

(一) 興建範圍

　　興建範圍主要係投資、設計、興建

高級淨水設施與改善現有設施及其地上

物與附屬設施物，投資興建內容：

1.投資新建設計出水量達30萬CMD之高級

淨水設施

　　民間機構必須於劃定可使用之高級

淨水設施預定地範圍，包括高級淨水設

施預定地一～三，投資新建出水能力達

30萬CMD之高級淨水處理設施，並於簽

訂興建營運契約後3年內正式營運。鳳山

淨水場內現有設施若需整建或擴建而致

該設施原有用地不敷使用者，亦可利用

高級淨水預定地一～三為之。

2.整建或擴建其他因營運本計畫所需之設

施或設備

鳳山水庫進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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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營運範圍

    營運範圍除需包含上述之興建範圍

外，將以整場（含民生用水及工業用

水）方式將鳳山淨水場交由民間機構改

善現有設施並為營運。由民間機構負責

達成符合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規定之出

水要求，以避免既有處理設施與增設高

級處理設備間之處理界面問題。

三、處理費用之支付及調整

(一) 處理費說明

　　為民間機構取得本案興建營運權並

代為處理自來水，台水公司所應支付之

對價，由申請人自行依其財務計畫研提

金額並填具處理費報價單。

1.處理費

　　處理費須同時考量建設費用、操作

維護費用和合理報酬率因素之影響。為

確保民間機構能回收其投資，並避免台

水公司超額支付處理費用，故本案建設

費用與固定操作維護費用以設計處理水

量（民生用水30萬CMD、工業用水40萬

CMD）之規模為估算及支付基礎，變動操

作維護費用將以實際淨水處理量為估算及

支付基礎。

(1)建設費

　　建設費用性質係屬固定成本，包含：

土建工程、機械工程、配管工程、儀電工

程、重增置成本、試運轉及融資成本等所

有非屬操作維護費用者，與操作維護費並

無直接關聯。

(2)操作維護費

　　操作維護費用亦可再依成本屬性區分

為固定操作維護費用及變動操作維護費

用。

A.固定操作維護費

　　固定操作維護費用包含：人事費用、

維護費用、管理及雜費。

B.變動操作維護費

　　變動操作維護費用包含：藥品費、動

力費及廢棄物處置費。

　　基於考量成本屬性、未來處理費用

支付和費率調整之公平與合理性，申請

人於投資計畫書中財務計畫之營運收入

分析須將處理費區分為建設費用、固定

操作維護費用和變動操作維護費用，並

填入處理費報價單內；其中建設費用以

每日539,061元為上限、固定操作維護費

用以每天241,408元為上限、變動操作維

護費用民生用水以每立方公尺1.156元為

上限；工業用水以每立方公尺0.457元為

上限。

2.影響處理費率主要因素

(1)工程費用

　　包含興建高級淨水設施及整建或擴

建現有設施之直接及間接工程費與相關

設計階段作業費等。

(2)設備重增置成本

　　營運期間之設備重置與增置成本

等。

(3)營運費用

　　包含公司開辦費及行政管理費用與

淨水場相關之營運費用。

(4)營運收入

　　包含建設費用收入、固定操作維護

費用收入和變動操作維護費用收入等。

(二) 處理費支付機制

　　處理費支付機制因考量民間機構是

否於計畫營運日前開始營運等因素，可

區分以下二種情境計算支付之處理費：

1.興建期逾（含）3年

　　本案民間機構於簽訂興建營運契約

起超過3年（含3年）開始營運，即營運

開始日為計畫營運日或逾計畫營運日，

於營運開始日後，台水公司應依公式(1)

支付處理費用予民間機構，以供民間機

構依興建營運契約規定操作維護鳳山淨

水場；但營運開始日若逾計畫營運日，

民間機構可營運期間將隨營運開始日延

後而縮短，且逾期之罰責另計。

SF =（CC＋FC）×該請款月之日數＋　

　　　FTi×VCi＋FTd×VCd .......................(1)

其中

SF ：處理費，元

CC：每日所分攤之建設費用（來自「處

　　理費報價單」），元/日

FC：每日處理淨水所須固定操作維護費

　　用（來自「處理費報價單」），元/

　　日

FTi：民間機構於該月實際處理工業用水

　　 總量，立方公尺

VCi：處理每立方公尺工業用水所須變動

　　 操作維護費用（來自「處理費報價

　　  單」），元/立方公尺

FTd：民間機構於該月實際處理民生用水

　　  總量，立方公尺

VCd：處理每立方公尺民生用水所須變動

　　  操作維護費用（來自「處理費報價 

        單」）， 元/立方公尺

以上費用皆不含百分之五加值型營業

稅。

　　若整月因非可歸責於民間機構之因

素暫停供水，台水公司仍應支付處理費

用予民間機構，以供民間機構依興建營

運契約規定操作維護鳳山淨水場，則公

式(1)可簡化如公式(2)：

SF = （CC＋FC）×該請款月之日數......(2)

鳳山水庫管理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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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興建期未逾3年

　　為鼓勵民間機構提早興建完成通過

試運轉後開始營運，若民間機構於簽訂

興建營運契約起3年內開始營運，自營運

開始日至計畫營運日前，台水公司依公

式(3)支付處理費予民間機構（即不支付

每月分攤之建設費用），而計畫營運日

後處理費仍依前項1.之規定支付，供民間

機構依興建營運契約規定操作維護鳳山

淨水場：

SF = FC×該請款月之日數＋FTi×VCi＋

　　　FTd×VCd ...............................................(3)

其中

SF：處理費，元

FC：每日處理淨水所須固定操作維護費

用　（來自「處理費報價單」），元/日

FTi：民間機構於該月實際處理工業用水

　   總量，立方公尺

VCi：處理每立方公尺工業用水所須變　

　　動操作維護費用（來自「處理費報

　　     價單」），元/立方公尺

FTd：民間機構於該月實際處理民生用水

　　  總量，立方公尺

VCd：處理每立方公尺民生用水所須變動

　　  操作維護費用（來自「處理費報價 

        單」），元/立方公尺

以上費用皆不含百分之五加值型營業

稅。

　　若整月因非可歸責於民間機構之因

素暫停供水，台水公司仍應支付處理費

用予民間機構，以供民間機構依興建營

運契約規定操作維護鳳山淨水場，則公

式(3)可簡化如公式(4)：

SF = FC×該請款月之日數...........................(4)

(三) 處理費用之調整

　　營運期間內，每營業年度處理費用

之每日固定操作維護費用依中華民國行

政院主計處公佈之前一年度消費者物價

指數年增率逐年調整，變動操作維護費

率則依公式(5)求得調整因子W後逐年調

整；如有法令之變更，處理費用得經台

水公司及民間機構雙方協商同意後予以

調整。

W=W1×38.4%+W2×35.3% +W3×26.3%(5)

其中

W1：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台灣地區物價 

　　統計月報之前一年度躉售物價指數

　　中化學製品指數年增率（每年3月公

　　佈）

W2：台灣電力公司之歷年平均電價之前

　　一年度電價年增率（每年5月於該公

　　司官方網站所公佈）

W3：行政院主計處發佈之台灣地區物價

　　統計月報之前一年度消費者物價指

　　數年增率（每年3月公佈）

　　當遇新的年度計算時，若行政院主

計處尚未公佈前一年度平均消費者物價

年增率、躉售物價指數中化學製品指數

年增率及台灣電力公司尚未公布前一年

度之平均電價年增率，則各項處理費率

暫不調整，直至其公佈後當月之請款金

額中再將之前未調整消費者物價年增率

之請款差額列入一併請領或扣減。

五、結語

　　本計畫於選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並完成

議約後，由惠普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成立新公

司之方式辦理興建營運，並擇訂93年12月15日

由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與東昕水務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契約並召開記者會，台水公司董事

長李文良先生及新光集團總裁吳東賢先生均親

自出席該簽約記者會。

　　東昕水務股份有限公司已依興建營運契約

規定於時限內完成鳳山淨水場興建及改建工

程，並於96年12月14日通過台水公司驗收，

正式進入營運期，本計畫除創造政府、台水公

司、民間企業、民眾多贏局面外，並為國內首

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引入民間參與自

來水設施興建營運之典範，亦帶動民間參與投

資興建營運自來水相關公共建設之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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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水庫沈澱及快濾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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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期「中華技術」正式與大家見面了，這一期是由本公司軌道事

業群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主導撰寫；由於我國近年積極推動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為政府施政的重點之一，尤其在民國89年2月公佈「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後，促參案件得以有力推廣，適切引進民間資金

及經營效率，有助公共建設之興建、營運、維護與管理，撙節政府所

需人力、物力等資源，另一方面亦促進國內投資環境，增加企業資本

支出，進而提升經濟成長。

　　本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已參與近百件促參案，累積相當多的

實績與經驗，並多次榮獲金擘獎的肯定，因此本期特以「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為主題，一方面希望展現本公司在民間參與建設所累積之經

驗及實績，另一方面也希望藉由專訪民參專業之產官學界，進一步了

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政策及實務經驗；希望經由本期內容使得讀者

了解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發展過程中

相關課題之經驗及技術，並提供讀者參考。

　　將於明年1月份出刊的81期「中華技術」適逢中華技術創刊20週

年，我們將以特刊方式呈現，敬請各位期待。

編 後 語

中華顧問                            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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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06大安區辛 
     亥路二段185號27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81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創刊20週年紀念特刊
出刊日: 98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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