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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機電總工程師

　　「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的趨勢已日漸取代坊間所知悉的BOT(Build-

Operate-Transfer)一辭。「公私協力」除了有建

構為夥伴之意思外，也存在著以契約架構彼此

互助互信的合作關係。所以，「公私協力」是

公部門與私部門間相輔相成，共同推動公共建

設或促進社會福祉的興建、營運模式。私部門

藉由提供設施、資產或公共服務等資源，參與

公共建設以換取合理的報酬。從民國70年代設

定地上權，開發墾丁凱薩國際觀光旅館，80年

代以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建設台灣南北

高速鐵路、促成高雄捷運系統之興建，另以採

購法及國有財產法興建及營運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及90年代以捷運聯合開發法建設具備開

發潛力捷運車站以來，廣義的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已完成超過800件投資計畫，如果再

加上最近推動得如火如荼之都市更新，「公私

協力」已儼然成為社會各界推動建設計畫的潮

流與趨勢。

　　在「公私協力」推動過程中，雖然仍然存

有許多待改進之處，台灣社會不是唯一出現不

同意見的國家，但各國政府屢因受制於公部門

預算不足之窘境，以及考量民間經營彈性與效

率優於公部門，故「公私協力」仍然成為各國

政府推動公共政策及實踐公共建設的重要利器

之一，相關成效也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公私協力」之概念越是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其推動之成熟度及效益性也就越廣泛；「公私

協力」之觀念及運作模式越是正確，其成功機

會也就越大；「公私協力」之程序越是透明與

健全，其產生的爭議性也就越小。由此可見，

公共建設之推動不再侷限於工程技術，必須廣

納與整合法律、財經、產業、公共行政、經

營、管理、文化、藝術等專業，同時凸顯跨

領域整合的重要性。

　　本期主題「公私協力再創台灣黃金時

代」，特別專訪：

1.曾經以民間經營者身分，榮獲兩屆促參金

擘獎評選特優獎之現任行政院衛生署邱文

達署長，談「民間參與衛生醫療設施之契

機」;

2.締造促參年簽約額2164億元歷史紀錄之

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范良銹主委，

談「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經驗及未來展

望」;

3.蟬聯地方政府促參簽約冠軍之台北市政府財

政局邱大展局長，談「台北市之招商經驗及

促參招商王奪冠秘訣」;

4.坐擁面積2,052平方公里及383萬人口之新北

市政府城鄉局張璠局長，談「結合公私力量

打造城鄉發展新風貌」。

　　另外亦邀約新投入促參業務的生力軍現

身說法，包括：

1.「敲響古蹟成亮點」：專訪擊樂打擊樂團藝

　術總監朱宗慶校長。

2.「帆船飯店啟航」：專訪麗寶集團之麗豐資

　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陳志鴻總經理；

3.「科技龍頭結綠BOT」：專訪鴻海集團之三

　創數位公司張瑞麟董事長；

　　本次專輯除介紹促參案例外，並且多面

向探討都市更新及不動產信託等熱門之「公

私協力」議題，亦專文介紹在中國大陸、英

國、日本及新加坡等地方推動「公私協力」

之經驗，以供社會大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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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統計過去11年民間參與公共設施案

件，若以類別分析，衛生醫療設施居

第三名，且衛生署雙和醫院自興辦及

營運以來，深獲佳評，公共工程委員

會甚至以模範案例推廣，請問 署長，

未來推動衛生醫療業務面向，是否有

民間可參與發揮之處？

答：就民間參與醫院興辦業務，本人過去曾參

與萬芳醫院OT案與雙和醫院BOT案。當初台北

市政府所主導之萬芳醫院OT案，第一次招標

時，慈濟醫院原有意願參與，後來是因為有人

捐地給慈濟醫院，所以慈濟醫院放棄參與第一

次投標。而後，第二次招標時，新光醫院原本

考慮要參與萬芳醫院OT案，但因集團內的事業

群經營另有考量，所以新光醫院亦沒有參與第

二次投標。於第三次公告時，順利招標成功，

由臺北醫學院參與國內第一次以OT方式辦理醫

院經營委外案。其實委外條件不好，許可年期

僅9年，同時必須履行許多公共衛生責任，最

嚴苛的條件是必須比照市立醫院收費方式，到

目前為止，萬芳醫院掛號費仍為50元。但事後

證明，台北市政府採行OT辦理是正確，所有北

市市立醫院每年均需接受政府補助，唯有萬芳

醫院雖屬市立醫院卻沒有經費補助，而且經營

1年9個月後，就營運收支平衡，營運後4年就

投資回本。甚且，萬芳醫院後來又成為醫學中

心，第一個市立醫院取得JCI國際醫療認證。

　　萬芳醫院採OT方式辦理，地點是其優勢。

當初萬芳醫院完工後，就交給民間經營，民間

投入成本相對於籌建一所醫院低了許多，當初

得標後籌備約6個月即可營運。但缺點是限制

收費標準，每年還要回饋營收1％，約4000萬

前言

　　行政院衛生署邱文達署長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流行病學暨日本大學醫學院神經學博士，並為美國史丹福大

學神經外科研究員；曾任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教授兼校長、署立雙和醫院院長、市立萬芳醫院院長等，專長

領域在於神經外科、流行病學、傷害防治、品質管理。

　　鑒於國內民間參與案件，衛生醫療設施居第三名，且署長過去多次參與BOT及OT之經驗，本期刊很榮幸

於民國100年3月24日專訪邱文達署長，針對未來推動醫療設施民間參與之可行性並分享寶貴經驗，得以提

供後續執行機關借鏡。

整理：林貴貞 ‧ 攝影：黃教正整理：林貴貞 ‧ 攝影：黃教正整理：林貴貞 ‧ 攝影：黃教正

訪行政院衛生署
    

   邱文達署長
談  民間參與衛生醫療
      設施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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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最近民間業者積極向有些縣市提案，

欲興辦醫療照護及觀光醫療設施，請

問署長此類設施是否適合委由民間興

辦，或民間興辦時應注意事項？

答：因國內實施健保制度，醫療涉及大眾安

全，引進民間參與方式要適度，不要改變國內

生態，而影響至全民健康利益。一般所謂觀光

醫療設施，嚴格而言區分為medical tourism，

是指觀光客來台遊玩順便做健檢；而medical 

興建中。當初萬芳醫院僅修改內部設施就花了

一億元。經營團隊就緒後短時間內就能達到預

估營運量，比OT案還快。但缺點還是會受首長

異動之影響。

　　綜觀民間參與衛生醫療設施是正確且可

行，但各主辦機關要注意不論採OT或BOT招標

時，條件要合理、選擇地點要好、若是OT案許

可年期屆滿前議約要提早。未來署立醫院之方

向會重新檢討，民間參與之機會是有的。

支。非常幸運，當初興建期間鋼價還未起漲，

於興建末期時才遇到鋼價飛漲。雙和醫院腹地

比萬芳醫院大，目前營運可達900多床，所以

營運量成長更快，於營運後第一年就達到當初

投標規劃時之財務預估。當初於萬芳醫院服務

時，每科均規劃設有副主任制度，所以在籌劃

雙和醫院經營團隊時就很快的就緒上軌。

　　雙和醫院BOT案之優點仍是地點好，除此

之外就是能依照經營者之想法，落實在醫院的

元左右，成本並不低；OT案不是沒有風險，其

中最大的風險是首長異動，許可經營期間北市

衛生局長約調動7至8位，每位新首長都有新想

法，對民間經營者之經營會造成額外壓力；另

許可年期僅9年，於7至8年時，醫院服務人員人

心會浮動，易造成人員流失困擾，擔心政府是

否會收回，目前之改善作法是建議衛生局提早

議約，以穩定醫院經營。

　　在萬芳醫院服務第8年期間，適逢雙和醫院

BOT案公告，該案前三次公告因有些條件不盡

合理，流標三次；第四次公告時，共有四家廠

商投標，均是國內最強之教學醫院，計有四所

醫學大學，最後是由北醫勝出。事實上，此四

家投標廠商，北醫之財力最弱，勝出之原因是

擁有國內唯一醫院委外經驗萬芳醫院案，另投

標準備期間積極投入，結合建築師、台壽保、

律師、世曦顧問等團隊務實規劃。該案許可年

期50年，30年後開始繳交權利金。北醫得標後

本人接任籌備主任，長達一年之設計工作，該

案合約詳細規範興建營運期程，若期程有延遲

罰款高達300萬元，而北醫不是有錢之學校，所

以不論籌設、興建期間均步步謹慎控制期程。

　　在團隊的努力下，依照合約期程辦理，準

時完工，準時開幕營運。興建工程費約20多億

元、設備投入約10多億元，預算完全沒有超

(左)王子安協理  (中)崔伯義機電總工程師  (右)邱文達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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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中國大陸有許多政策作為較台灣還開放，

但是在醫療業務民間參與方面亦很保守，雖然

台灣已加入WTO，可開放醫療設施讓外資參

與，但醫療設施業務攸關全民健康資源，目前

政策是朝向於桃園及高雄設立國際醫療專區，

不採行健保制度，讓外資有機會參與，但仍須

保護國人就醫的權利是最優先的考量。

traveling是指觀光客來台是因重病來醫治，目前

統稱國際醫療（Medical tourism/traveling）。目

前只開放每家醫院十分之一營運量可經營國際

醫療業務，以避免排擠國人就醫之權利保障。

問：引進外資參與興辦國內醫療設施民間

參與之可行性？ 

後記

　　承蒙衛生署邱文達署長於百忙之中，撥冗

接受本次專訪，闡述邱署長過去之民間參與醫

院興辦及經營的經驗，以及提出讓政府、民間

廠商、全民三贏之參與要件。綜合本次訪談要

義，概為：

● 民間參與醫院興辦經營是正確可行。

● 推動醫院OT或BOT招商條件宜慎選地點，規

　劃條件要合理性。

● 引入外資參與國內醫療設施要適度。

● 民間參與國際醫療亦要適度，注意不要排擠

　國人就醫權利。

雙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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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文達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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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目前社會大眾對促參案有一些誤解，

如何健全法制機制，讓促參推動更順

利？

答：台灣高鐵是台灣的驕傲，是非常成功的

BOT案。以當時的法制條件，能成功完成招

商、簽約、興建及開始營運，實屬不易。去年

高鐵工程建設獲得工程會籌辦之「百大建設」

第一名，同時台灣高鐵工程去年（民國99年）

亦獲得亞洲土木工程聯盟工程項目唯一首獎

(Outstanding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 Award)。

自促參法頒佈實施以來，逐漸建構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之法制健全性。

問：民國100年民間參與投資公共建設之重

點商機為何？

答：最近2、3年遭遇金融風暴，為刺激內需，

政府已持續增加投資公共建設。民國96年以

前，公共工程決標金額約在3,600-3,700億元

之間，近幾年已提高至6,000多億元。其中增

加投資的部分大都以舉債方式辦理，政府不可

能一直用公務預算推動公共建設，民間投資

(PPP)是普世的價值，不能僅賴政府，可以積

極的導入民間的力量來投資，國內游資龐大，

政府、企業及人民互蒙其利。

　　上任第一年，也就是民國97年，簽約金

額為163億元，民國98年為530億元、民國99

年為2,241億元 ，近幾年促參簽約金額都是倍

數成長，未來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當年上任

時，設定每年簽約目標為2,000億元，直到去

年（民國99年）才達成。其實推動促參的空間

還很大。如：

前言

　　公共工程委員會范良銹前主委，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運輸工程研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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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豐

富之經驗。

　　於民國100年4月甫卸任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一職，任職期間積極推動促參案，於民國99年創下歷年促

參最高簽約金額2,241億元，約占過去9年來總簽約金額之35.57%，是促參法公告後有史以來年度推案最高

金額。

　　本期刊很榮幸於100年3月14日專訪范良銹前主委，也非常感謝范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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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公共工程委員會
    
    范良銹前主委
談   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之經驗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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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英國鐵道協會表示，英國鐵路相關營

運維修已採PPP方式辦理，請問此機制

是否有機會引進台灣？

 

答：應該可以，特別是老舊機關，有些業務可

能必須走向外包，如：軌道事業，往往基於安

全及不影響正常營運考量之故，必須晚上或深

夜值班相當辛苦，這只有少數族群可以勝任。

這部分必須要再參考英國經驗，也許可邀請英

國專家來台互相經驗交流。

問：目前五都財源有限，如何利用促參法

推動公共建設？

答：政府施政主軸為興利除弊，不要因為極端

少數弊案讓法規更嚴格，要讓法規持續鬆綁，

而防弊為另一套措施，有效率的政府是必要

的。

問：大陸來台投資促參案之機制為何？是

否有成功案例可供參考？

答：據我所知，大陸對污水下水道系統非常有

興趣，可以邀請大陸人士來台互相交流，了解

其投資障礙及問題點，我方也至大陸考察，了

解其成功經驗。以前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

之機制是否需調整？現已請同仁檢視過去已簽

一、因少子化所產生之促參商機，閒置的學校

空間可再利用，釋放出來予民間投資，創造教

育產業所衍生之教育訓練、特殊技能等商機。

二、早期已徵收的公共設施用地、學校用地，

皆可透過民間投資的方式轉換成社會所需要

的。如：最近兩年，每年觀光客都增加100萬

人以上，相關觀光業服務人員、導遊等需求量

大，可透過閒置空間辦理教育訓練及培養人

才，並可增加就業機會。

三、利用台灣的好山、好水，再結合台灣驕傲

的科技及農特產品，創造特殊性。

四、此外，文化創意產業亦有龐大商機。民間

機構可以投資文化藝術表演及文化相關產品展

示等，善加利用台灣特殊優勢，再創觀光佳

績。去年曾拜訪文建會，希望在文化創意投資

部分能有一套獨立操作機制，讓台灣能在世界

上發光發亮。

五、如何引進先進國家投資國內軌道產業也是

一項非常好的商機，特別是高週轉率之零組件

生產。除希望民間機構能善用游資外，在推動

產業發展過程中一併建立取得銀行融資協助之

機制，如此對金融產業亦有正面之影響。

1
人
物
專
訪

范良銹前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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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老人化社會來臨，目前有許多醫院與

設備商合作，雖也是促參計畫，但事

實上僅為醫院提供空間，由廠商提

供設備並代為操作維護。政府推動先

進醫療設施是否可能更積極的整體考

量，而非採點狀方式辦理？

答：少子化及長期照護是未來促參商機。醫

療照護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應視為重要議題。

衛生署對於先進醫療設備應思考是否引進，除

照顧國人外，亦可吸引鄰國至國內治療，帶動

醫療及觀光產業發展。推動促參案件應以宏觀

角度及遠見規劃，以衛生醫療設施而言，引進

先進國家醫療設施設備，除可結合國家產業發

展，發展自有技術外，亦可使台灣成為亞洲地

區醫療中心。主辦機關辦理促參案件，不應把

權利金視為唯一要項，要考量綜合效益。

後記

　　承蒙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范前主委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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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未來可發展之促參商

機。綜合本次訪談要義：

約之污水下水道系統計畫，是否出現履約相關

問題？若問題都可解決，證明民間投資仍是可

行的，未來就可讓民間繼續做。對於大陸要來

台投資污水下水道系統，我們必須深入了解，

必要時可邀請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一起來座

談，包括政風、檢調、主計、審計及會計等單

位。

問：高鐵財務為大家所關切之議題，財務

應為推動促參之重點，不知主委有何

想法？

答：已與 貴公司合作建置財務試算模式，並

蒐集各類型個案資料建立財務資料庫，有關財

務風險如何分攤應為後續研析之重點。現在

來看，當時台灣高鐵公司之財務分析是不是針

對風險有充分考量？營運時發現營運支出中有

40%是支付利息，36%是折舊攤還，而當時融

資利率高達8.125%，後來重新簽署融資契約，

調降利率。而折舊部分應有攤提標準，如捷運

電聯車使用年限為30年。在進行財務分析時應

更細膩化，折舊如何攤提更應在合約中規範，

相關風險也應考慮並規劃適當的修約機制，財

務評估亦應結合金融體系。此外，PPP推動規

劃之重點應為整體規劃，需同時考量周邊開發

機會，且公共工程之施工品質應為全生命週期

之品質，從評估規劃階段就著手執行，避免產

生閒置公共建設。

● 促參法及其相關法規持續朝向健全化及效率

　化努力，以達簡政便民之目標。

● 未來促參商機包含：教育產業、文化創意產

　業、觀光產業及交通建設等。

● 英國鐵路營運維修採ＰＰＰ方式辦理，值得

　國內參考學習，可邀訪經驗交流。

● 促參應有其獨立之體系及申訴調解機制。

● 民間自提程序擬修法，朝向簡政便民、縮短

　流程、縮短時程之目標辦理。

● 有關陸資來台投資污水下水道系統事宜，可

左起：溫智國參事、黃賜琳科長、林嘉蓉研究員、蕭孟玫正規劃師、林貴貞副理、王子安協理、崔伯義機電總工程師、范良銹前主委

　邀請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一起來座談。

● 促參案件在進行財務評估時應細膩化並結合

金融體系，相關風險及修約機制應適當規劃在

合約中。

● 主辦機關推動促參案件應有宏觀及遠見，不

應把權利金視為唯一要項，要考量綜合效益。

　　最後，主委仍勉勵主辦機關勿侷限現有思

考模式，閒置空間再利用或異業結合都可能創

造無限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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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北市蟬連促參招商王，在政策執行上

有許多其他縣市可學習之處，可否請

局長分享招商案件可屢創佳績之推動

策略。

答：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市）於民國98、

99年分別獲頒促參獎勵金4.42億元及4.47億

元，榮獲全國促參招商王。關於本市促參案件

推動策略，主要在於市府於民國89年12月成立

「臺北市市有財產開發基金」，以賣小地、買

大地方式，支援本市市政建設。

     至於具體之策略執行部分，本市之政策方

向為「民間參與有其必要性，後續推動慎選

參與模式」，並遵循兩個推動原則，亦即秉持

「政府最大審慎」，創造「民眾最大福祉」，

並採取三個優先推動模式，分別為委託經營

（OT）、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政府主動規劃

之BOT案件。

     此外，市府擬定四個審慎務實策略，分別

為：1.審慎推辦攸關民眾日常生活基本需求及

社會公共利益福祉之公共建設；2.審慎規劃公

共建設主體與附屬事業間之比重分際；3.靈活

運用民間參與方式及都市計畫手段，以提高財

務自償性及提升公共服務水準；4.民間自提案

件，應符合政策需求、民意支持及主體事業財

務可行。最後，於具體措施部分，則包括找到

好的夥伴、做到對的項目、控制風險最小、彈

性回應環境變化、加強管理能力及慎選參與手

段，據以推動辦理各類型之招商案件。

前言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邱大展局長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並取得博士學位，歷練臺北縣中和地政事

務所技士、臺灣省政府住宅及都市發展局技士、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技正、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組長、

交通部司長等職務，對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經驗豐富。

　　邱局長相當積極推動臺北市各類型招商案件，不但有效挹注市府財源，創新招商思維成為其他地方政府

之學習指標，更協助臺北市於民國98、99年連續二年榮獲全國促參招商王，招商成果值得肯定及學習。

　　本期刊很榮幸於民國100年3月2日專訪邱大展局長，也非常感謝邱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並提

出寶貴的經驗分享。

訪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邱大展局長
談  臺北市招商經驗及
      促參招商王奪冠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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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功經驗分享

(一)邀集顧問公司、府內工作小組暨專家學

者召開多次招商文件審查會議，逐條逐字檢

視，審慎研擬招商文件，以期減少未來之履

約爭議。

　　本府順利完成簽約，市府除節省興建派出

所之經費約1億元及可一次收取11億8889萬元

之權利金外，預估契約期間（50年）收取土地

租金總計4.7億元及房屋稅總計1.6億元，並創

造150個就業機會，引入民間投資約29億元，

另建立了一個辦公室興建、市有土地開發利用

之新模式。

 

問：去年度局長推動「敦南派出所地上權

案」，不但吸引多家廠商投標，有效

挹注市府財源，創新思維更成為其他

縣市學習指標，請局長分享此案件之

成功經驗。

答：此案件在研擬招商文件時，特別委請律師

審慎研議，於公告前開放公開閱覽，以減少爭

議，並可展現市府之招商誠意及透明度，也因

此，甚至吸引新加坡開發商以僑外資之身份參

與投標。關於此案件之預期效益及成功經驗分

享，分述如下：

一、預期效益

　　
本案共吸引11家廠商參與競標，最後由日

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最高權利金11億8889

萬元得標，市府已於民國99年10月25日與該

公司完成簽約。

　　本案土地原僅擬興建派出所使用，惟法定

容積仍有剩餘，另供商業開發之土地面積與開

發規模不符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17條所訂之

重大商業設施範圍，且派出所興建亦非促參法

第3條所稱之公共建設範圍，經市府研究後，

規劃出現行具創意性之招商模式，以設定地上

權50年招商開發。得標廠商須將警察局派出所

需求樓地板面積納為必要設置項目，興建期3

年，於興建完成後，派出所無償移轉登記予市

府。

(一)邀集顧問公司、府內工作小組暨專家學

者召開多次招商文件審查會議，逐條逐字檢

視，審慎研擬招商文件，以期減少未來之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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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邀集顧問公司、府內工作小組暨專家學

者召開多次招商文件審查會議，逐條逐字檢

視，審慎研擬招商文件，以期減少未來之履

敦南派出所案簽約儀式

敦南派出所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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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吸引壽險業等投資。

　　關於今年度市府各招商案件之招標策略，

分述如下：

一、以國際標方式辦理，亦即信義世貿二館現

址招商案、信義A25招商案、市議會舊址及臺

北車站特定專用區C1、D1聯合開發案等四開

發案件，將採國際標方式辦理，招商文件亦採

中、英文版公告招商。

二、積極辦理國外參展行銷，包括於民國99年

10月赴德國慕尼黑參加2010年Expo Real國際

商用不動產展覽會、於民國99年11月赴香港參

加MIPIM ASIA亞洲國際地產投資交易會、於

民國99年11月配合行政院經建會參加新加坡舉

行之投資臺灣招商大會、於民國100年2月赴新

加坡舉辦本市三件大型土地開發案之招商說明

會。

問：臺北市以財政局為推動促參之統籌單

位，考量市府在有限的財政資源下，

請問對於中央未來推動促參之期望及

希望給予之協助及配套措施為何？

答：市府相關肯定工程會對各機關單位發放招

商獎勵金之功效，如此可產生激勵效果，對於

機關辦理招商作業有實質助益。此外，針對期

望中央未來協助推動促參事項，分述如下：

(二)多方洽詢潛在投資人之意見及需求。

(三)適時、定期於媒體發布規劃及辦理進

度，以吸引潛在投資人之注意，並於本局年

中、年末記者會加強宣傳及媒體行銷。

(四)府內各單位充分進行橫向溝通。

問：展望民國百年，局長於年初即積極向

民間宣誓今年度之招商案件，可否請

局長就今年的招商案件進行規劃理念

及招商策略之說明，例如信義世貿二

館現址招商案、信義A25招商案、市

議會舊址開發案、興國公園BOT案、

士林官邸北側設定地上權案、屏東縣

琉球鄉本漁段土地招商案、臺北車站

特定專用區C1、D1聯合開發案等。

答：今年度的三大招商案為臺北車站特定專用

區C1、D1聯合開發案、信義世貿二館現址招

商案、信義A25招商案等三個案子，刻正如火

如荼的展開招商準備作業。日前市府至新加坡

辦理海外招商說明會，不但吸引三、四十家廠

商踴躍出席，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

陸等企業集團及國外主權基金等皆表示投資興

趣。

　　至於士林官邸北側設定地上權案，非常適

合規劃為商務旅館，目前該案尚待議會通過，

一、希望工程會能重新檢視促參案件之標準契

約範本，可適時因應現實環境及時修正，以利

各機關承辦同仁參照辦理。例如促參案件之財

務收入難以長期準確預測，若許可期間之價格

機制無法調整，民間機構的風險將無法預測，

然此前提為定期的財務查核機制，以清楚掌握

民間機構每年之盈虧狀況。因此，希望促參案

件每五年可進行修約討論，合約應有公平合理

之修約機制設計，以降低政府及民間機構之風

險。

二、針對自償率不足之建設案，市府目前朝向

引用PFI制度，亦即市府可釋出市有土地，由

民間廠商負責投資興建，即可達到政策目的。

但關於PFI制度，希望中央能儘速完成立法程

序及建置相關配套措施。

(左)邱大展局長  (中)崔伯義機電總工程師  (右)王子安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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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望工程會能整合經建會及該會等中央部

會之招商資源，結合地方政府促參案件辦理國

外招商活動，以利行銷促參案件，吸引國外投

資人參與投資。

四、一直以來，壽險業受限於對單一被投資對

象之實收資本額比例限制，對於投資促參案件

之興趣不大，然考量壽險業之取得資金成本較

低，出價能力較強，因此，希望金管會對於

「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

業投資管理辦法」之相關限制能予以放寬，在

合理之風險控管下，希望促成壽險業也可參與

投資促參案件。

五、為利活化各地方政府公有資產，建請內政

部就80年1月18日台內營字第887418號函釋略

以：「查都市計畫學校用地⋯依都市計畫法指

定之學校用地，係專供公立學校使用，不得興

建私立學校⋯」一節，重新檢討修正都市計畫

學校用地均可供作公、私立學校使用，以鼓勵

民間依促參法興辦私立學校（含外僑及國際學

校等）。

問：臺北市土地寸土寸金，對於市有土地

的利用及釋出，可否請局長就廣義促

參概念，包括促參、地上權招標、社

左起：劉嘉雯工程師、林貴貞副理、邱大展局長、崔伯義機電總工程師、王子安協理

會住宅、聯合開發、都市更新等不同

案件類型之推廣，談談北市新一年度

招商案件之推動方向、執行策略及未

來展望。

答：針對本市新一年度之招商案件，分別就

都市更新、公營出租住宅及PFI制度之推動方

向、執行策略及未來展望，分述如下：

一、鑑於本市之都市更新案件日益蓬勃，市府

預計於今年度加速推動中正區、信義區及北投

區市有眷舍基地主導都市更新案，及積極規劃

新的主導更新案源，並將視個案情形進行評

估規劃公營出租住宅，出租予一般薪資水準青

年，另市府參與由民間所提出之更新案件已完

工及結案為11案，進行中計95案，除加速改善

窳陋老舊眷舍景觀、有效提昇市有土地效能、

帶動周邊私有土地再開發利用意願、促進整體

街廓發展，並可解決一般薪資水準青年之居住

問題，預估其經濟效益將達數十億元。

二、針對公營出租住宅部分，依市府目前之財

政狀況，實不適宜由政府自建，因此考量引用

PFI制度，由市府將市有土地採設定地上權方

式，供民間廠商規劃、設計、融資、興建及營

運管理，而簽約時先核定前五年之租金水準，

其後可每五年依當時狀況進行收費標準之檢討

及核定，亦即在廠商財務資料公開透明之前提

下，設計定期之收費調整機制，甚至可設計差

額租金補貼機制。此部分除希望中央配合相關

立法及具體機制設計外，市府未來將加強PFI

之教育訓練及委外研擬PFI招商及契約文件範

本，俾以加速推動促參案件引入PFI制度。

後記

　　承蒙臺北市政府財政局邱局長於百忙之

中，撥冗接受本次專訪，闡述臺北市之招商

經驗及促參招商王奪冠秘訣。綜合本次訪談要

義，概為：

● 民間參與有其必要性。

● 推動招商案件宜慎選參與模式，包括委託經

營（OT）、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及政府主動規

劃之BOT案件等。

● 審慎研擬招商文件可減少爭議，並配合辦理

公開閱覽及招商說明會，可同時展現政府之招

商誠意及透明度，此為招商成功之關鍵因素。

● 市府後續推動招商案件之重點方向及議題，

包括積極辦理國際招商、促成壽險業投資促參

案件、訂定公平合理修約機制、研議PFI制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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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配合臺北縣升格為直轄市，各項重大

公共投資建設陸續推動，相較於發展

已趨飽和的台北市，新北市顯得處處

充滿商機與生機，故展望未來面對之

挑戰及機會，對於新北市未來城鄉發

展之推動願景及重點為何？

答：以往新北市主要扮演臺北市衛星城鎮或

Bedtown的角色，但實際上新北市幅員廣大，

面積約為臺北市8倍，人口已達390萬，較臺北

市現行人口260萬亦高出甚多，隨著都市的演

變、交通的建設發展，新北市其實具有極大之

發展潛力。就城鄉發展局主管業務，未來整體

發展主軸包括：

一、改變以往以臺北市為主之發展核心，

　　建設黃金雙子城

     
由於過去主要以臺北市為發展重心，因此

包括大眾捷運建設之規劃，多以臺北車站為

核心，大型商業服務及金融中心亦集中於臺北

市，也造成許多人工作地點在臺北市，居住地

點卻在新北市，未來隨著新北市規劃之交通建

設之逐步完成、公共設施之投資及就業機會之

創造，新的引入活動及提供較高層級之都市服

務，都將會逐漸在新北市產生，與臺北市共同

形成黃金雙子城，新北市部分包括新板特區、

新莊副都心將是未來區域發展之重心，而三

重、蘆洲地區由於捷運建設之帶動，未來推動

都市更新之可行性及私人投資開發之意願亦逐

步提高。

前言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張璠局長為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曾任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副局長、經

濟部工業局組長、行政院經建會技正，擁有土木、都市計畫、地政與管理的學養，並擁有整合開發土地的

豐富經驗。

　　本期刊很榮幸於民國100年3月11日專訪張璠局長，也非常感謝張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並提

出新北市的發展願景和推動構想。

訪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張璠局長
談   結合公私力量打造 
     城鄉發展新風貌

新北市空間脈絡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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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量地區之差異性，發展城鄉不同之

　　新風貌

     新北市的發展將在歷任縣長的基礎下，進

行規劃建設及擘劃都市發展藍圖，故朱市長、

郝市長提出淡水河曼哈頓、黃金水岸城市等發

展訴求，而新北市各行政區如萬里、金山有水

岸，林口、鶯歌則有山景，各區有不同之發展

特色，未來若能強化這些特色，加上距離核心

都市不遠，可以提供居民假日很好的生活及休

閒的場所，並創造出很多特色之都市風貌。

二、藉由公私協力之建設投資，使居民樂

　　於在地就業及享受生活

     以往是居民配合交通建設透過交通運輸走

廊往外移動，如今則是可以反過來操作，人

口在那裡，捷運或公共交通建設就到那裡，透

過便捷之交通服務及公私之協力發展建構生活

機能，讓民眾樂於在地生活，不用搬到臺北市

或擁擠的市中心區，居民即可享有便利之生活

環境、合理價格之房地產及更高品質之居住環

境，享受更為舒適之在地生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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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板特區四鐵共構提供便捷交通

三鶯新生地鳥瞰圖

張璠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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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面對未來推動之多元化建設，引入民

間資金、活力參與新北市城鄉發展之相關

建設，是否有朝此方向推動之相關規劃或

構想？

答：雖然升格之後預算增加但相對負擔也增

加不少，因此引入民間資金、活力是必然的途

徑，多了民間投資才能加速建設之推動或擴大

政府投資之效益，但民間投資為將本逐利行

為，要有足夠之招商誘因才會有意願參與投資

開發。當然第一階段公權力必須先投入，故朱

市長希望城鄉局與地政局能透過區段徵收、市

地重劃之方式，達到改善市容、完成基礎建設

之目的，一方面也可取得公共建設所需土地，

亦可增加政府財源收入；另一方面需進行的

四、社會住宅、水岸城市發展、都市更新

　　及城市入口意象塑造將為發展重點

      未來要推動的工作很多，不見得一定要等

到全盤構想出來再行動，有可行性、急迫性的

可以先行推動的將馬上展開，所以像社會住

宅、水岸城市發展、都市更新、入口意象塑造

等工作將成為目前推動之重點。以入口意象為

例，未來可在桃園、宜蘭、臺北市、基隆通往

新北市等入口加強環境之塑造，提供一個迎賓

意象，並區分中、長期之發展，例如：配合光

雕藝術讓橋梁發光之工作，目前正由工務局及

水利局持續推動中，讓幾座重點之橋梁能夠在

夜晚突現曲線之美，打破一般人傳統刻板之印

象。

是，針對重點地區城鄉風貌之改善，包括：陸

橋的規劃、火車站前後地區的改善及人行步道

空間改善，讓行人可以便於行走及達到景觀的

串聯，由於公共設施規劃建設完善，當然投資

者也會比較有參與之意願。

     持續推動都市更新工作亦是引入民間活力

之重要方式，城鄉局針對重點地區之都更案，

如：永和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案，目前亦持

續推動中。而新店機一案(區公所)，大部分為

公有地，未來都市計畫變更後，可考慮採設定

地上權之方式，由民間廠商把政府所需之機

關、辦公廳舍蓋起來，並希望透過商業活動之

引入，吸引廠商投資開發。

問：由於新北市人口及都市發展結構變

遷，加上三環三線完成後整體都市風貌將

呈現不同之風貌，未來針對學校、機關等

公共設施或工業區是否會進行整體通盤檢

討，使都市發展更能與當地之特色結合？

答：由於民眾對於公共設施之需求會持續增

加或類型需求可能會改變，例如台灣社會少子

化後，如何增加學校有效使用與未開闢學校用

地是否轉做其他公共使用，因此都市計畫勢必

會有調整的必要，但都市計畫有其一定之審議

程序，加上長久以來累積的相關發展問題，包

括：圖面重新測量、都市計畫樁位及都計圖比

縣民大道入口意象

鶯歌陶瓷博物館前陸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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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承蒙張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專

訪，闡述未來有關新北市城鄉發展之推動重點

及經驗。綜合本次訪談要義，概為：城鄉發展

之推動工作相當多元，相關重大交通建設陸

續展開、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未來將把握契

機，推動社會住宅、水岸周邊地區發展、都市

更新及城市入口意象，藉以提升城市發展競爭

力、改善整體城鄉風貌，而為順利推動相關建

設發展，未來不僅單靠新北市政府，更需要藉

助民間廠商之踴躍參與投資開發及社會大眾齊

力同心之協助，一起打造宜居生活、創意城市

及具城市美學的新北市願景藍圖而努力。

例尺等問題，導致需要較長之時間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通盤檢討或擬定之工作，因此城鄉局

對於相關應持續推動之工作，仍會繼續辦理，

但對於重大公共建設之配合將會優先推動，

如：配合三環三線建設，進行都市發展縫合的

動作，對於相關不適合之使用分區進行調整，

給予重新之發展定位，以符合時代之發展需

求；學校用地之檢討，未來亦會思考是否採取

較為彈性之作法，例如規劃完全中學或國中小

用地，避免單一功能類型之用地，同時劃設之

面積是否考量足夠即可，不須超額提供，故其

它諸如此類之分區調整及檢討，亦將會配合都

市結構而逐步推動。

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案水岸發展模擬圖

左

1

後記

　　承蒙張局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專

訪，闡述未來有關新北市城鄉發展之推動重點

及經驗。綜合本次訪談要義，概為：城鄉發展

之推動工作相當多元，相關重大交通建設陸

續展開、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未來將把握契

機，推動社會住宅、水岸周邊地區發展、都市

更新及城市入口意象，藉以提升城市發展競爭

力、改善整體城鄉風貌，而為順利推動相關建

設發展，未來不僅單靠新北市政府，更需要藉

助民間廠商之踴躍參與投資開發及社會大眾齊

力同心之協助，一起打造宜居生活、創意城市

及具城市美學的新北市願景藍圖而努力。

例尺等問題，導致需要較長之時間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通盤檢討或擬定之工作，因此城鄉局

對於相關應持續推動之工作，仍會繼續辦理，

但對於重大公共建設之配合將會優先推動，

如：配合三環三線建設，進行都市發展縫合的

動作，對於相關不適合之使用分區進行調整，

給予重新之發展定位，以符合時代之發展需

求；學校用地之檢討，未來亦會思考是否採取

較為彈性之作法，例如規劃完全中學或國中小

用地，避免單一功能類型之用地，同時劃設之

面積是否考量足夠即可，不須超額提供，故其

它諸如此類之分區調整及檢討，亦將會配合都

市結構而逐步推動。

左左

│上圖│
　左１／崔伯義機電總工程師
　左２／張璠局長
　左３／林偉崇經理

│中圖│
　左１／林偉崇經理
　左２／崔伯義機電總工程師
　左３／張璠局長

│下圖│
　左１／林宏儒正工程師
　左２／張璠局長
　左３／崔伯義機電總工程師
　左４／林偉崇經理



1

34 │No.90│ April, 2011 

人
物
專
訪

I N T E R V I E W
│中│華│技│術│

1

No.90│ April, 2011 │35

人
物
專
訪

訪談紀要

問：請問  貴樂團／基金會為何會參與促參

案？及選擇淡水落腳？

答：過去樂團曾歷經多次搬家，但往往未必能

順利找到樂團所需要或適合的空間，在找新家

的過程中，新北市政府因為有先前雲門舞集入

駐淡水的第一個成功案例，加上周錫瑋前縣長

本身就是藝文愛好者及其對淡水的期待，開啟

了樂團參與淡水海關碼頭文化教育園區促參案

之路，現任的朱立倫市長在上任前，也曾至樂

團關心樂團未來的發展，對樂團參與此案多所

鼓勵，也認為這樣的古蹟場域非常適合提供給

藝文界使用，加上雲門舞集和林懷民老師已奠

定的基礎，在前、後兩任市長正面、積極、鼓

勵，和新北市政府相關局處的鼎力協助下，才

能一起克服和突破困難，順利且快速完成促參

法的程序。

 
問：貴樂團／基金會參與促參案的心得和

感想？

答：雖然促參案件在台灣很多地方有很多成

功經驗，但對於藝文界而言，大都缺乏相關經

驗，對於樂團而言，參與淡水海關碼頭文化教

前言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朱宗慶打擊樂團藝術總監朱宗慶1982年取得奧地利國立維也納音樂院打擊樂演

奏家文憑，歷經台灣省立交響樂團打擊樂首席、國家戲劇院暨音樂廳顧問兼規劃組組長、財團法人擊樂文教

基金會執行長、亞洲作曲家聯盟中華民國總會秘書長、國際打擊樂藝術協會(Percussive Arts Society)世界總

會理事和總裁諮詢顧問、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系教授兼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主任暨改

制行政法人首任藝術總監、國家交響樂團團長等職務，亦曾獲頒國際打擊樂藝術協會終身教育成就獎、國家

文藝獎、國際打擊樂藝術協會傑出貢獻獎等獎項。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為使朱宗慶校長所成立之朱宗慶打擊樂團能進駐淡水，民國98年底以促參法

第46條民間自提方式參與「淡水海關碼頭文化教育園區案」，並於民國100年1月25日順利與新北市政府完

成簽約。

　　本期刊很榮幸於民國100年2月22日專訪朱宗慶校長，也非常感謝朱校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並

提出寶貴之經驗。

整理：邱盈綺 ‧ 攝影：廖銘星整理：邱盈綺 ‧ 攝影：廖銘星整理：邱盈綺 ‧ 攝影：廖銘星

訪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朱宗慶打擊樂團藝術總監」

    朱宗慶校長
談  敲響古蹟成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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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文化教育園區案和華山創意文化園ROT和

OT促參案是不同的，華山創意文化園促參案

是因為其所在地點和環境才可塑造成現在的氛

圍，但是就朱宗慶打擊樂團進駐淡水海關碼頭

文化教育園區案，除了能作為樂團創作、排練

基地和將古蹟利用為餐廳和博物館，另外則是

打造成為世界打擊樂藝術資訊之交流平台和活

動場地，並希望能在新北市政府所期待的期程

前完成投資。

問：貴樂團／基金會參與過程中，就程序

面或其他面向是否有需改進之處，可

以讓未來希望參與促參案件的藝文界

能有所遵循？如果本案改為促參法第

42條政府規劃方式辦理， 貴樂團／基

金會是否仍會參與？

答：本案在新北市政府的大力協助下，克服了

許多困難，所以在程序上我和樂團都非常感謝

前後兩任首長和新北市政府各局處的幫忙，對

於未來整個園區的經營，我個人認為淡水海關

金會劉叔康董事長，已釐清掌握樂團的需求，

因為基地內有古蹟的關係，和環境融合及淡水

結合也是主要的重點。朱宗慶打擊樂團與其他

藝文團體較為不同的是，過去歷年來平均只有

3%至5%資金是來自募款，簽了約以後，樂團

和我個人也是以更樂觀態度來看待，希望能

募集到4億元的資金。不過縱使樂觀，這絕對

也不是容易的事，畢竟要去完成這麼大的BOT

案，這在表演藝術界中是沒有前例的，我必須

要以更審慎的心情和態度去面對這一開發案。

雖然朱立倫市長在簽約記者會上有提到樂團的

附加價值和所代表的社會意義，但就我個人來

看，藝文團體的經營還是屬於高投資和低商業

經營性質，所以希望能以損益兩平為未來經營

的目標。

育園區促參案主要遭遇的困難是經費和對於

促參法不熟悉的問題，畢竟藝文界在本質上與

企業界有很大的不同，在投入參與促參案件方

面，自然有著不同的心情，同時也希望政府能

多予以協助，讓下一個要辦理促參案的藝文團

體能更有依循的方向。對於樂團採促參方式去

取得淡水海關碼頭園區的經營權，這實在是一

不得已的選擇，因為在現行的機制下是沒有更

好的方式可以解決表演藝術團體面對排練場地

長期使用的問題。

　　在參與這個案件之初，原本認為會遇到地

方居民有不同意見的表達、基地潮溼和原使用

軍方單位不願意釋出提供等問題，後來在新北

市政府積極辦理和克服下，相關問題也都逐

步解決，目前辦理本案的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 (左)王子安協理  (右)朱宗慶校長

淡水海關碼頭文化教育園區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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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使台北市甚至桃園、全國都有機會一起參

與。

後記

　　承蒙朱校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次專

訪，闡述有關藝文團體參與促參案件之經驗。

綜合本次訪談要義，概為：藝文團體需要政府

更多的鼓勵和協助，方能使個案推動更加順

利，藝文界的經營角度和企業界有很大不同，

乃係以藝術發展、活絡地區和損益兩平為主要

經營目標，未來當地發展除了藝文團體更須努

力外，更需要政府單位、地區居民，甚至全國

大眾共同來參與。

　　如果改成促參法第42條政府規劃方式辦

理，樂團不一定會參與，促參法第42條和第46

條方式最大的不同，應該是在於第42條政府規

劃可能會和樂團的需求不同，採促參法第46條

方式則較能符合藝文團體需求，帶給表演團體

參與促參案件的機會，雲門舞集和朱宗慶打擊

樂團可能是目前全國唯二參加促參46條案件的

藝文團體，我也沒預料到這個案子會如此受到

大家矚目，目前已和新北市政府簽了約，就希

望能夠將一切做到更好，朝向能活絡淡水，且

和周邊區域融合為一體、與海邊藝術結合的文

化園區目標邁進，對台灣打擊樂、淡水藝術發

展都將是新的經驗，更希冀能由新北市出發，

左起： 陳錦林副理  黃柄勳協理  張國鎮主任  鄭明源副總經理   陳新之技術經理 

No.90│ April, 2011 

淡水海關碼頭文化教育園區與觀音山隔水相映

左起：林貴貞副理、王子安協理、朱宗慶校長、邱盈綺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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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請問  貴公司參與促參案或本案之主要

考量為何？就本案而言當初考量投資

之主要原因及思考策略為何？

答：主要當初有幾點考量：

　　
首先，麗寶機構具有豐富之BOT參與經

驗，較廣義來看包含歐克山莊、月眉育樂世

界、台糖建國南路大樓等案。

      其次為公司之多角化考量，麗寶機構原本

以建築業為主，就經營角度而言，屬短期投資

需思考長期且穩定收益，方可避免集團營收暴

起暴落之情形，因此積極拓展飯店之營運，藉

以達到集團事業多元佈局，目前福容大飯店連

鎖旗下共有11家飯店正式投入營運，包括：台

北、三鶯、桃園、中壢、淡水溫泉會館、 墾

丁、林口、深坑、福隆、花蓮及高雄，已成為

全國最大單一品牌連鎖飯店；後續除淡水漁人

碼頭預計於2011年5月開幕外；月眉、埔里等

前言

　　 本期刊很榮幸於民國100年2月22日專訪到麗豐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陳志鴻，麗豐資產管理公司為麗寶

機構董事長吳寶田為強化機構之商業能力、專業性及獨立性所創立，特禮聘具有不動產開發、法律及財務規

劃專家陳志鴻擔任該公司總經理，帶領各領域專業成員，期運用整合不動產開發、法律諮詢及財務規劃等專

業領域，更有效率創造土地最高價值，並為不動產相關問題提供專業解決方案。陳總經理畢業於東吳大學法

律系，亦兼任月眉國際開發（股）公司總經理、台灣金融研訓院講座講師，曾經擔任中聯信託投資（股）公

司董事、東亞建築經理（股）公司董事，並主導麗寶機構諸多BOT、都市更新、飯店開發等大型不動產案件

之開發。

　　麗寶機構與新北市政府於民國97年10月20日簽定「淡水漁人碼頭觀光旅館BOT案」契約後，即依契約積

極辦理相關興建及營運籌備工作，並預計於今年（民國100年）5月底正式開始營運，麗寶機構在短短3年內

投入逾22 億元開發資金，打造198間房之國際觀光旅館，建設創造休閒、遊樂、文化藝術、度假於一體之休

閒度假中心，並結合淡水漁人碼頭，塑造淡水旅遊新地標，惟具有極高興建及營運整合能力之企業集團方能

完成此一艱鉅任務。

　　最後非常感謝陳總經理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訪，並提出本案及諸多參與促參案件之寶貴經驗及建議。

整理：羅文貞 整理：羅文貞 整理：羅文貞 

訪麗寶機構「麗豐資產管理公司」
    
     陳志鴻總經理
談   帆船飯店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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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婚宴方面，因淡水有沙灘、船屋、

馬場，在結合夕陽、古蹟與老街婚紗照。「海

洋」與「浪漫」的雙元素，將是愛之船的主要

靈魂。再加上阿基師所推出淡水的「河口料

理」，及將老街熱賣的小吃如阿給、蝦捲、魚

酥等引入飯店，讓遊客不必擠進淡水街上，也

能遍嘗傳統美味等，皆為飯店之賣點特色。

     另外可結合已經營運的淡水福容溫泉會

館，推出泡湯、賞海景、高爾夫球、遊艇等多

樣旅遊行程等，透過不同之遊憩主題，除可滿

以下幾點：

      主要特色為全國獨一無二的郵輪造型觀光

飯店，像一艘白色氣派的大遊艇停泊在淡水河

出海口，將成為新北市的新地標，擁有198間

客房，可容納兩百桌的餐飲宴會大廳、泳池和

商店街等休閒設施一應俱全，另外結合耗資近

兩億多元之旋轉觀景塔—情人塔，塔高計100

公尺，每次可容納80人，可飽覽淡海360度全

視野景觀，登上高塔可遠眺台灣海峽以及觀音

山景緻。不論是迷濛細雨，或是金紗般清晨與

如同詩畫的日落黃昏，皆能看見不同景緻之

美。

際營運情形有落差。此外，評估顧問未必具備

此部分專業，或是無相關資源執行，在此條件

下也必然造成了評估和實際之落差。遺憾的是

在契約設計上，倘無考量此部分之調整彈性，

就欠缺了日後變通的基礎。由於有前述的評估

和實際之落差，建議在契約執行一定期間後可

以啟動檢討機制，就相關契約條件內容審視調

整，方能較為符合實際營運之情形。另外BOT

許可期間較長，相關技術及市場之變化迅速，

10年後之改變情形皆難以預料，所以建議要有

修約之機制，方能真正落實BOT創造多贏之局

面。

二、目前退場機制並無完整架構及規範，如有

的話，雙方皆可有較佳的風險管控，此部分為

目前促參案件在推動上較為欠缺的部分。此

外，我國對於海岸之管制相較國外嚴苛，所以

在國外可有效結合海域活動。就房價而言，濱

海飯店比市區飯店之房價要來的高，但在台灣

由於水域活動之限制，所以市區飯店房價反要

比濱海地區的來得貴。所以政府未來如要發展

觀光，就水域活動之限制，需從整合遊憩資源

之觀點進行思考。

問：未來飯店主要賣點特色為何？提供消

費者之新奇體驗為何？

答：未來福容愛之船遊輪飯店主要賣點特色有

飯店亦積極籌建中，未來預計將成立至少15家

連鎖飯店。

     第三為本案基地條件，除坐落於淡水漁人

碼頭內，緊鄰淡水出海口，遠可眺望觀音山及

八里渡輪，觀山看海或是凝望淡水夕照，坐擁

絕美景緻，且位於預定興建之淡江大橋周邊，

未來交通條件將更加便利，另外周邊高爾夫球

球場眾多，除鄰近已成立超過90年之台灣歷史

最悠久的老淡水高爾夫球場外，周邊球場眾多

如新淡水、大屯、臺灣高爾夫球場等，將有固

定之住宿客群。淡水亦為新人拍攝婚紗之主要

地點，具有婚宴需求，另外雲門、淡古等藝文

風氣及位於港口旁，可結合藍色公路遊憩帶來

人潮等。

 

問：貴公司參與過程中，就程序面或其他

面向以民間企業之角度提出需改進之

處，可以讓未來在推動促參案件時之

改進參考？

答：依目前公司參與促參案件的經驗來看主要

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欠缺修約機制，主要考量為前期評估之財

務計畫，包含政府提出之可行性評估報告及民

間企業之投資計畫書，方案僅為在一定的假設

條件下所進行的財務模擬，最後一定會和實

(左)王子安協理    (右)陳志鴻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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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不同客群之需求外，亦希望讓每次到訪遊客

都有新奇的驚豔並藉此提高重遊之意願。

後記

　　承蒙陳總經理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本

次專訪，闡述有關麗寶機構參與促參案件

之經驗，另外也恭喜麗寶機構與EASY GAIN 

INTERNATIONAL Ｌ.L.C於民國100年3月18日

以14.412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65億元競標取得

「虹橋商務區核心區一期01地塊」，大舉擴張

在中國大陸的事業版圖。綜合本次訪談要義，

概為：促參案件需要政府更多的鼓勵和協助，

方能使個案推動更加順利；就促參推動上及相

關觀光制度上，仍需要政府從民間機構實際營

運情形，改善相關推動制度；民間機構必須做

好其本分，創造特色，形塑賣點，方能真正落

實BOT創造多贏之局面。

淡水漁人碼頭觀光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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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技│術│

整理：高瑞琪 整理：高瑞琪 整理：高瑞琪 

訪三創數位
    
     張瑞麟董事長
 談   科技龍頭結緣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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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要

問：鴻海為全球3C代工服務領域之龍頭，

為何對台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興建營

運案有興趣，而參與投標？

答： 主要有下列幾個原因：

一、2008年全力拼「經濟」，馬英九總統當選

後，拜會郭台銘董事長（下稱郭董事長），會

後兩人共同召開記者會，郭董事長表示，鴻海

集團將會擴大對台投資。當時臺北市政府正規

劃「民間參與臺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興建及營

運案」（下稱本案），係以「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辦理開發，開發內

容除包含停車場（本業）之外，其餘設施（附

屬事業）需依都市計畫規定本案提供資訊相關

策略性產業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以不低於建物

容積樓地板面積之1/2為原則，十分符合鴻海

集團在高科技產業的企業特質。

二、雖然外界認為鴻海集團為全球3C代工服

務領域，但郭董事長心繫一條龍式服務客戶，

早想補足產品設計、製造至銷售的「最後一

哩」，針對通路部分，早就開始布局。而目前

鴻海集團通路事業包含五類，分別為與德國

麥德隆合資「萬得城（Media Markt）」的3C

大型賣場、賽博數碼（Cybermart）的連鎖IT百

貨、協助鴻海大陸員工回鄉開設「萬馬奔騰」

的零售店、與大潤發、沃爾瑪（Wal-Mart）等

大零賣場設立店中店、電子商務的飛虎樂購；

其中，賽博數碼成立於1999年，當時大陸3C

市場仍以小型零售商店為主，賽博數碼則是以

「數位廣場」的概念，將電腦、通訊、消費性

前言

　　 三創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由鴻海及廣宇共同投資設立，於民國99年6月28日與台北市政府簽約，投資台

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BOT案。三創的名稱來自「創新」、「創意」與「創業」，主要期望台北資訊園區能

夠陳列全球最創新的產品，且讓年輕人的創意透過鴻海集團的技術及資源，真正付諸實現。

　　三創數位張瑞麟董事長，同時為大陸賽博數碼董事長，深耕整合行銷、通路業務多年，成績輝煌。本

期刊很榮幸於民國100年3月1日專訪張瑞麟董事長，也非常感謝張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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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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針對本案，將設立基金會，鼓勵新創與培

植科學養成，由我們負責募集共計新臺幣2億

元。基金用途主要為舉辦或贊助下列活動：創

業大賽、學生或青年創業者參加國際資訊產品

設計大賽、科技及資訊相關展覽活動及論壇、

機構及大學交流合作、新創等相關活動。

電子等3C產品整合到一個統一的零售平台上，

屬於經營大型複合式賣場，為顧客提供了一種

獨特的專業環境購物體驗，在中國耕耘十年以

上，在20個城市有34家以上IT百貨，形成綿密

網絡。而本案，是回台設通路的首部曲。

 

問：投標時如何準備，準備過程的心得？

答：這是鴻海集團第一次參與國內促參法的

投標，對於促參法相關規定及程序均是初次接

觸，加上本案也有許多廠商參與投標，競爭激

烈，整過投標過程，十分緊張。但，在準備投

標過程中，我們找了國內最熟悉促參法的專業

顧問－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台灣世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擔任本案的

總顧問，有了台灣世曦的協助，使我們可以在

最短的時間內，精準的掌握本案全貌、了解促

參相關法令以及在投標過程中應注意事項…

等，著實提供莫大的協助。而台灣世曦在協助

我們準備本案的各項申請文件（包含投資計畫

書）、資格審查、綜合評審、議約及簽約等各

階段，不論在專業上、或投入程度…等各方面

的表現，均十分傑出，讓鴻海集團留下深刻的

印象。

      而在準備投標本案時，除了依照本案申請

須知辦理，符合本案投標的各項規定之外，我

們也不斷的思考，如何積極回饋社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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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公私協力」是一個可以引入民間企業資

源、撙節政府支出很好的方法，就如同本案，

由我們負責提供200個以上汽車停車位及450

個以上機器腳踏車之路外公共停車場設施，協

助解決地區停車問題，並開發臺北資訊產業專

用區，促進資訊相關產業整體發展，本案預估

正式營運後，可創造之就業機會約可達1000-

      另外，本案的主辦機關（臺北市政府）辦

理招標過程中，均秉持的公平、公正、公開的

態度，亦使本案可以順利進行。

問：參與台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興建營運

案後，對於公私協力的看法？是否有

可能再參與公共建設？

(左)郝龍斌市長    (右)張瑞麟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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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人，在許可期間，政府權利金為10億

元，土地租金為12.5億元，另有房屋稅、營利

事業所得稅、營業稅等稅收高達數拾億元，創

造公私部門及社會大眾多贏局面。未來如果還

有適合的案子，我想鴻海集團應該都會評估或

參與的。

問：對政府辦理促參案件之流程改善建

議？

答：國內發展促參案件也有10年以上了，相關

法令及制度都已經十分完善，而鴻海集團也是

第一次參與國內促參案件的投標，各項事務也

還在學習的階段，對於政府辦理促參案件之流

程，可能無法提出改善建議。不過，我想就以

民間企業的角度，就辦理促參案件，或許可以

提供一些粗淺的看法。

      就以本案來說，臺北市政府辦理招商座談

會是在2009年3月5日，就本案之基地條件、

市場發展潛力、整體規劃構想及初步招商條件

詳細說明，並與投資人交換意見，到2009年

11月9日正式公告招商，如果再加上前階段的

臺北市政府先期規劃，與後階段的廠商準備投

標作業、議約及簽約…等期程，超過了15個

月！雖然，臺北市政府對本案的規劃，算是相

當完善，但15個月，對於民間企業來說，時間

還是太長，因為市場和商機的變化，是不會等

人的。

     由於鴻海集團長期投入在高科技產業，深

深了解在全球化的影響，和資訊傳遞快速的今

日，電子資訊產業技術之進步和改造，訊息萬

千，相對的，也會快速影響了消費市場，甚至

改變你、我的生活。我想，今日的台灣，不但

是和自己競爭，也要面對全球競爭。因此，雖

然本案開發經營契約規範的興建期間要3年6個

月，但是鴻海集團將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早

日開始營運，打造一個全新體驗、創新的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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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園區，形塑臺北成為亞洲的3C潮流指標，

共創年輕人體驗世界、創造夢想的未來。

後記

　　承蒙張瑞麟董事長撥冗接受本次專訪，綜

合本次訪談要義，概為：

     「公私協力」是一個可以引入民間企業資

源、撙節政府支出很好的方法，除減輕公部門

財政負擔外，民間企業配合其企業發展方向，

妥善規劃，必能造就雙贏。配合專業顧問團隊

協助，使首次參與促參法的民間企業，更快進

入狀況，如期備妥投標文件，同時避免申請文

件之疏漏，保證投標文件之品質。

      以本案為例，公部門執行促參案件，不含

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其期程達15個月，與

民間企業執行投資案件期程差異甚大，商業環

境瞬息萬變，為增加民間參與的誘因，建議調

整作業期程，強化民間企業與公部門合作之信

心。

左起：蕭啟仁經理、王子安協理、莊錦宗協理、張瑞麟董事長、林貴貞副理、陳俐伶、唐櫻芬正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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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前言

民國80年初，政府須同時推動多項重大交

通工程，耗資甚鉅，導致政府財政負擔日益加

劇，為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或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提升交通或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

會經濟發展，曾陸續分別於83年12月5日及89

年2月9日公布施行「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

例」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俟經交通部及高雄市政府依照「獎勵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推動高鐵BOT計畫、中正機

場捷運線BOT及高雄捷運BOT案，並分別於87年

7月23日及90年1月12日與台灣高速鐵路公司及

高雄捷運公司簽約，展開台灣高速鐵路與高雄

捷運之興建。案經立法院第六屆第二會期交通

委員會要求交通部與高雄市政府針對上述二項

重大交通建設BOT專案報告後，主席裁示：「在

BOT、OT、ROT、BOO精神尚未完全落實及『獎

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工程建設法』未依現行BOT工程施行缺失，

完成修法前，交通部及所屬主管新的與尚未公

告之BOT案全數凍結，俟相關修法及檢討完成

後，並向本交通委員會報告同意後，始得繼續

進行，但政府零出資之促參案不在此限。」

前捷運局聯合開發處／處長／高嘉濃前捷運局聯合開發處／處長／高嘉濃

從促參業務之推動探討
公私部門合作機制
◎ 關鍵字：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公共工程委員會、財政

簡介台灣公私部門合作發展沿革，同時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公共建設之回顧與檢討，瞭解推動促參之

現況。並藉由作者參與促參業務豐富經驗提供公私部門合作之建議，提供後續案件辦理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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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獎參條例原立法意旨係期待引入民間資金協助政府完成交通建

設，並減輕財政負擔，何以立法院通過此一法律後，反於行政機關依該院

審定之法律推動公務後，並聽完報告之同時，作此上述之結論，是否公私

合作推動公共建設的政策目標有違民眾的期待？！

貳、台灣公私部門合作發展沿革

早在1887年劉銘傳任臺灣巡撫，興建基隆至臺南鐵路共600餘里，即

已開啟臺灣地區公私合作之門。其次，陸續公佈施行之政策計有73年「獎

勵民間投資興建停車場辦法」；77年「大眾捷運法」；83年「獎勵民間參

與交通建設條例」；83年「開放發電業作業要點」；85年「鼓勵公民營機

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89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及

92年「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等。上述各種法令之公布施

行，係基於「促進土地之有效利用或加速公共建設之興建、提升公共設施

之服務品質」之目標，皆須仰賴民間機構之力量（能力與財力）以協助政

府達成。

而自民國83年陸續訂定如此多項獎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法令以

來，卻無多大成效，甚至，寥寥可數之案例，尚須民意機關出面正式開會

要求暫停辦理公私合作之推動，對於立法之原意起了根本之質疑。

以往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安定、單純，沒有其他

消費，稍有剩餘「造橋、鋪路、設學校」，以享有地方仕紳、大善人之美

名。隨著工商業之發展，人口大量聚集城市中，人與人間之接觸頻繁、競

爭劇烈、衝突增加，此外，生活變化大、誘因多，所得除為支付食、衣、

住、行、育等基本生活所需外，尚需講求舒適與豪華之標準及滿足多變的

「樂」的需求，導致相對顯得拮据。因此，無法再如過去般之從事造橋、

鋪路等公益事業，甚至，更要求政府輕稅及補貼、增進公共設施、以提升

其生活機能等福利措施。「公共設施」失去人民主動之協助興建與營運，

所有之服務皆須依賴政府之力量提供，加上民主社會、政治人物有選票壓

力，政府在有限之資金與人力下，建設之速度與服務之品質未必能滿足社

會大眾之需要，因而，乃訂定諸多法令鼓勵民眾興建與營運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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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公私部門合作公共建設之回顧
與檢討

基於上述之內容可知，立法之意旨，原希

望藉由私部門之協助，加速公共設施之興建、

提升公共設施服務品質，然而，良好之立意

下，何以導致諸多之爭議與疑慮？！

依目前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公私部門合作

類型及案件統計，較為完整之資料顯示如表1所

示。

由表1可知，公私部門合作辦理之促參案合

作類型雖多，但就已簽約案件數而言，主要以

OT及ROT案件為大宗，其投資額度雖較小，但

可彌補公務機關朝九晚五的生活型式對民眾服

務之不足之憾，且能提供民眾更多元之服務，

故民眾接受度高、造成社會大眾爭議亦不大。

而BOT案件數比例雖有限，僅佔總數量之7%，

但其投資金額高，佔總數量之61%相當高，一

旦先期作業不完善、甄選程序不嚴謹或履約管

理不當，皆會引發計畫之公正、公平及合理之

質疑，故社會關注與爭議較大。

以下整理及收集國內相關單位如監察院、

審計部、或於立法院之相關諮詢，以及社會大

眾之觀點，針對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與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所推動之BOT案例中，

較受社會大眾矚目，而引發大家討論之主要事

項作一摘述。

一、 高鐵案

(一) 在國內BOT法令未至完備、欠缺實務

經驗之情況下，即行辦理世界金額

最大之民間投資案之妥適性。

表1 促參案件簽約類型及金額統計表：            100.03.08製

民參方式 件數 件數占比(%) 金額(千元) 金額占比(%)

BOT 55 7% 385,847,110 61%

OT 395 53% 10,577,123 2%

ROT 144 19% 10,787,849 2%

BOO 22 3% 54,464,745 9%

BOT+OT 5 1% 12,516,293 2%

BOT+ROT 8 1% 6,524,575 1%

BTO(有償) 2 0% 280,000 0%

BTO(有償)+ROT 1 0% 649,210 0%

BTO(無償) 1 0% 100,000 0%

ROT+OT 5 1% 210,400 0%

其他（※） 112 15% 147,442,061 23%

總計 750 100% 629,399,366 100%

※：係指依商港法、電業法、大捷法⋯等其他法律辦理之廣義促參案

(二) 獎參案件之經濟及財務等先期規劃

評估機制亟待充實。

(三) 未能落實審議融資計畫之可行性及

讓融資銀行團之事先參與，使風險

能由民間業者及專業銀行承擔。

(四) 簽約過程重新開放議訂合約重要條

款之妥適性，如87.7.23與民間機

構簽訂「政府應辦事項備忘錄」及

88.8.13與民間機構及融資銀行共同

簽訂「三方契約」。

(五) 民間機構未於指定期限內簽約或未

能完成「自有資金籌措」及取得融

資使資金到位，竟未沒收申請或履

約保證金。

(六) 為何允諾民間機構違約政府負有照

價收買之責，而於強制接管時，尚

須支付租金之責任。

(七) 政府積極介入專案融資事務，未尊

重自由市場機制。

(八)政府協助民間機構債務重整之際，何

以未督促其依營運現況反映不同出

資者應有之權益實況，並依公司法

及時減資，迫使原始服東認賠、讓

出經營權，且同時檢討修改合約不

公平條款，以維政府權益及公共利

益。

(九) 原始股東僅持股約300億元卻能主導

1400億元之工程發包。其期待利得

是否皆已於承包工程時達成，故不

在乎BOT案主要收入來源之長期經營

效益。

二、捷運案

(一) 無建設捷運系統之條件與需求，卻

耗資近2000億元，是否造成社會資

源之浪費。此外，訂定強制收買保

證約定，致財務風險全數由政府承

擔。

(二) 總建設經費1800餘億元中，民間

僅負擔約300億元，而政府出資約

1500餘億元，卻採BOT且併交民間

興建。

(三) 為何公辦六標未依政府採購法公開

發包，而其得標金額亦皆與底價接

近（約為95%以上）。

三、國道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營運案

(一) 未能依公共設施之特性與民間參與

之角度，辦理可行性評估與先期規

劃，審慎評估民間投資之可行性，

而係將上述二項工作與招商規劃併

同辦理，導致採行促參方式推動本

案之策略未能事先詳盡評估。

(二) 本案屬獨占事業高獲利之BOT計畫，

影響社會大眾福址至深且鉅，惟合

約似僅關注政府與民間業者的利益

分配，而將原本收取高速公路使用

費之成本轉嫁予用路人之不公平現

象（因用路人須付車上機（OBU）

之裝機費）。

(三) 因民間業者營業據點較少，致使用

路人須至便利商店繳交欠費而須額

外收取手續費之不公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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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污水處理費過高之不合理現

象。

(四)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費標準與營運

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對使用者付費

無法落實，增加未來政府履約之風

險與財政壓力。

(五) 為配合政府施政目標，提升污水接

管率，中央及地方政府不論採自辦

或民間參與建設營運之BOT方式辦

理，皆積極推動各處之污水系統建

設，但是，政府是否已評估公部門

辦理之人力與民間胃納量之支應能

力，會否因人力不足，導致工程施

作控管欠佳，影響完工營運服務品

質與使用效益。

依上述陳列可知，政府機關推動之公私部

門合作計畫，因應不同公共建設之類別、不同

之時間、不同之辦理單位與社會大眾不同之期

待會產生不同問題與質疑。然而，外界對上述

個案所產生之誤會或質疑、爭議不外乎屬決策

妥適性及專業合法性、合理性二部分，前者係

屬政治議題，若發生錯誤或不當應由作決策者

負政治責任；後者則屬技術議題，應於法制與

人力上著手，以維護公益，此方面，公共工程

委員會及相關法令主管機關亦已積極努力，期

建立完善之機制，以提升行政績效。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中規範，推動程

序計分可行性分析、先期規劃、公開招商、申

請及審核、簽約及履約管理等事項，並建立契

約參考範本供相關單位作業參考。其於作業程

序中規範當可行性分析後對於是否須推動此一

公共建設計畫及得否以促進民間參與方式辦理

即可確定；先期規劃及招標文件則針對主辦機

關推動本案之需求及合作條件作較詳盡而明確

四、阿里山森林鐵路及森林遊樂區案

(一) 可行性分析與先期規劃未能以民間

參與角度就公共建設之目的、市

場、技術、財務、法律、土地取得

及環境影響等方面，審慎評估民間

投資之可行性。

(二) 未優先考量阿里山森林鐵路之歷史

文化懷舊價值與森林保育目標，一

昧以減少政府營運支出為目的，導

致委外營運後鐵路之路基、路權及

軌道維護管理不良，影響行車安全

與公共設施服務民眾之品質。

(三) 未能事先對環境影響程度與風險作

妥適評估，導致後來履約時因環評

無法通過審查，而影響開發進度，

並造成履約爭議。

五、水下水道案—以楠梓污水下水道建設

計畫為例

(一) 未依公共利益導向，評估採公辦公

營、公辦民營、BOT或興建完成後再

以OT委外經營之利弊得失。

(二) 特許35年，民間投資約50餘億元

興建污水處理廠與管網，並營運32

年，期間政府共約需支付220餘億元

之污水處理費，財務規劃欠周延，

恐陷政府於未知之財務與營運風

險。

(三) 民間機構加權平均融資資金成本

6.75%、投資抵減及關稅減免等因素

未能納入財務試算考量，且機電系

統重置次數與額度過高，導致建設

之規範；申請與審核則由主辦機關邀請專家學

者依公平、公正、客觀之標準，甄選出優良之

民間業者協助主辦機關推動公共建設；簽約與

履約當然即由得標之民間業者與主辦機關依招

標交件、投標建議書、審查意見與議約結果簽

訂，並依契約約定辦理興建、營運事宜。

例如就楠梓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遭受質

疑後，就促參程序面，95.11.02函頒「機關辦理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

要求各案分析評估加強採公辦公營、公辦民

營、BOT或興建完成後再以OT委外經營之利弊

得失。另相關主辦機關亦調整相關行政程序，

如高雄市政府已制定污水下水道使用費收費標

準，且經議會通過。

故可知工程會已朝法制面完善程序與制度

改善，而相關主辦機關亦隨個案經驗改善過去

不盡完善之機制。但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對

於公共政策之推動與作法，民主社會容或有

不同之聲音與意見，但對於主辦機關之同仁應

多予以鼓勵，因公共事務之推動依然需要公務

員之熱忱與努力，許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讓

其智慧與能力得以用來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民

眾，而不是作為處處保護自我，時時計算利害

之工具。

由於公私合作之機制，原本即隱含各取所

需之意義，「公部門藉此合作即早完成公共建

設、促進就業、帶動地區發展及提升公共設施

服務之品質；民間業者從事此一合作目的亦與

其擬作社會福利之本質不同，因其投資須有利

益始能對其股東善盡管理人之責」，故此合作

推動公務之本質，基本上即涉及利益之交換。

而「圖利」乙事，在傳統之公務體系中，即被

視為毒蛇猛獸，大家避之唯恐不及，今竟然要

其辦理如此危險之工作，更何況有爭議時，係

由非辦理本案之第三者（檢調系統）來裁決，

則推動過程中所謂政策目的、公益判斷之行政

裁量皆非其可用來為政策及自己辯駁的理由。

因而生死彷彿置放於他人手掌中任人宰割，自

己毫無保護之能力。

公共工程委員會在歷次促參案件啟案輔導

時，有基層公務員即明白表示「若要我辦理促

參業務，我情願辭職重考，因重考公職比辦理

促參案件來得容昜」。此外，公私合作之案

件，其性質亦比一般傳統之公務複雜，如以往

以採購法發包公共工程，承辦人員祇要依其原

考試專長，加上參照過往諸多案例，通常皆可

勝任愉快。 

但是，公私合作案，承辦人員通常除了須

了解公共設施成本收益外，尚須考量附屬事業

之成本收益特性，而此一領域係為公務體系中

較少接觸之範疇，其與不動產市場則較為密

切，而不動產本身即為一門相當複雜的專業，

要求公務員一蹴可成談何容昜，何況，每一案

件尚有其個別特性難以比照，加上每案經營期

限長，外在環境變遷大，預測原本即為不易。

故消極的公務員甚至認為不辦不錯，最差僅考

績列乙，甚至事事加以拖延，等到長官看不下

去， 自然會換人辦，自己即可解脫，亦不會有

刑責之風險，如此的結果，豈是國家之福、民

眾的期待？ 

這樣一來，是否公私合作推動公共建設之

模式就該終止或任由公務員為所欲為？其實，

亦未盡然，因這塊土地係屬我們大家共同的，

當政府財政、人力一時無法支應照顧時，身為

國家一份子的民眾當有義務與權利盡一己之力

協助建設此地，祇是須於競標下，以公平、合

理的條件引入優良的民間力量，使公共設施提

早實現、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此外，推動公

共建設亦能提供民間業者多一種投資管道，將

資金導入正確的投資方向亦屬另一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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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針對具有獨佔性之事業及投資額龐大民

間資金無法承擔之投資風險，即不應由民間投

資，若須由民間辦理，其合作條件及公益性與

公平性即須事前作妥適之規劃與安排。至於該

如何督促聰明的公務員呢？基本上，可依法規

檢，辦理之程序與適法性，而依簽報、分析之

資料與當時市場資料作比對，若其推演過程合

理，簽報內容亦能交待清楚，並無隱瞞或歪曲

事實，則縱使未來實際執行結果與規劃、設計

有所落差，亦不應苛責公務員。不能由於事後

民間業者賺錢，即質疑公務員圖利，因外在環

境的變化或得標業者有多大能耐可以改變原先

估算的假設條件，創造更大利潤，皆非發包時

其所能估算。故對於公務員應祇須要求過程之

透明與推演的合理，至於，能否將所有未來可

能發生的風險與利得做更符合市場操作的預

估，則有待加強對公務員的專業訓練，提升其

專業能力，而非苛其責任，扼殺其工作熱忱。

肆、結論與建議

一、 由於政府之財政仍非充分得足以支應各項

建設及福利所需，故若確屬必要之公共設

施服務，在民間業者有能力及人力的情況

下，以公平、公正、合理之條件引入民間

財力與經驗仍有其必要性。況且，即使自

獎勵民間漸趨完備，更有推動的能力。

二、 有關獨佔事業及民間資力無法負擔風險之

BOT案，原則上避免採用公私合作方式，

除非確有其充分之理由，且在公益性與公

平性能作更縝密之規劃與履約規範。

三、 政策之決定，應回歸政治責任，不須干擾

基層工作同仁之公務處理時間。

四、 公務員之責任建基於辦理程序之適法性與

簽報分析時推估成本效益過程之透明與

合理，對於實際執行與預估差異則不須負

責，以解除其工作壓力，並激發其「工作

熱忱」。

五、 加強公務員「專業訓練」，以提升其對市

場及未來風險的掌控，研訂更妥適的公私

合作機制，創造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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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緣起：臺北縣政府辦理前置作
　　業與公辦都更招標

舊板橋火車站周邊地區係為板橋市都市發

展之源頭與重要區域，但新板橋車站在民國88

年間啟用後，造成都市中心之移轉，且舊市區

商業活動亦產生衰退現象。接續於91年7月通

車後之縣民大道，嶄新的縣民大道與其兩側窳

陋之都市景觀形成嚴重的落差，故臺北縣政府

於91年間進行《臺北縣板橋舊市區都市更新計

畫》，透過該研究，具體的指出板橋火車站周

邊亟需辦理都市更新的地區，接著並於民國91

年8月7日公告劃定「縣民大道、館前西路口附

近更新地區」為都市更新地區(土地面積3.33公

頃)，此一過程可視為臺北縣都市更新事業推動

的肇始，而本案更新基地(更新單元)也正位於該

都更地區之核心區位。臺北縣政府住宅與城鄉

發展局(更新課)並進一步鎖定本案更新基地，

即板橋市縣民大道、館前西路與東門街2段所圍

區域(圖1)，接洽住戶進行協商，並與部分住戶

簽訂共識書(該共識書並非法定都市更新同意書

件)，接著在92年6月30日公告「公開評選委託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投資實施『臺北

縣板橋舊站臺鐵宿舍區都市更新事業案』作業

◎ 關鍵字：都市更新、公辦都市更新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土地開發襄理／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王明傑 1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協理／建築師／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魏岱霖 2

臺北縣板橋舊站臺鐵宿舍區都市更新事業案，《昇陽建設。昇陽府中棧》是國內首宗公辦都市更新
案，亦即政府主管機關首次引用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都市
更新之個案。

自民國92年6月30日臺北縣政府公告招標「公開評選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投資實施
『臺北縣板橋舊站臺鐵宿舍區都市更新事業案』作業須知」，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
計畫，於94年7月13日計畫核定發布，迄98年2月10日完成產權登記，時間僅約5年8個月，作業程序包
括：招標，擬定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審議、協商、發放拆遷補償、施工、釐正與產權登記等主要
階段。

本文係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案之推動歷程重點摘要分享與實務經驗交流，供未來辦理相
關都市更新案酌參。

◎ 關鍵字：都市更新、公辦都市更新◎ 關鍵字：都市更新、公辦都市更新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土地開發襄理／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王明傑 1

 全台首宗公辦都市更新案
《昇陽建設。昇陽府中棧》  
 推動歷程與實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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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知」，此為國內政府主管機關首次引用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採公開評

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實施都市更新之個案，亦即所謂公辦都更。

圖1  都市更新單元位置示意圖

貳、啟動：昇陽建設擬定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

都市更新條例雖已於民國87年發布實施，本案招標當時不論是政府

單位或建築投資業界，對都市更新仍處於摸索階段，而實際案例亦僅見

於921震災更新案以及臺北市少數依「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所推動

之協議合建個案，完整的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案，則全無案例可循。然昇

陽建設認為都市更新將是大臺北都會區未來建築投資業主要的土地開發方

式，毅然投入本案；因多年來專心致力於大臺北都會區催生優質好宅，且

精耕板橋地區，普遍獲得業界與一般消費者認同，於92年10月公開評選取

得最優申請人資格。

本案範圍更新單元土地面積為1,391平方公尺，土地權屬如表1所示，

主要為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所有。臺鐵土地上主要係為臺鐵員工宿舍

區，共有建物門牌9戶，其中8戶屬於臺鐵員工配宿舍，1戶為向臺鐵承租

土地建築戶。這些臺鐵舊宿舍幾乎全為日式木造、磚造老舊頹傾房屋。 

私有土地由江一吉先生等80人共同持有，與國有地同樣臨接著館前西

路側。私有土地地主與國產局並無建築物或其他改良物在本基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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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更新前現況照片(a) 圖2 更新前現況照片(b)

而館前西路上既有的一排平房共4戶門牌，

是無權佔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戶(占用部分臺鐵

與私人土地)，為二層磚造、屋頂加搭鐵皮構造

物的建築，皆屬於零售店面(圖2)。

表1  本案更新前土地權屬分析表

土地所有權人 比例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 92.38%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64%

江一吉等80人 5.98%

表2 本案事業計畫建築概要一覽表

土地坐落：板橋市府中段167等九筆

建築師：上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實施方式：權利變換

使用分區：商業區

容積獎勵：88.89%

更新獎勵容積： 46%

捷運穿越最大深度五倍範圍獎勵容積： 30%

都市計畫道路容積移轉： 12.89%

建築規模:RC、地下一層、地上十五層

總銷售坪:3919.55坪

總戶數:131戶

法定停車數:60輛(停車塔)

由於採公辦都更方式進行，擬定事業計畫

暨權利變換計畫不受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同意

比例之限制，惟應於縣府規定之期限內提送，

故該階段主要作業為儘速完成本案建築設計方

案。相關事業計畫建築概要一覽表，一樓平面

圖及標準層平面示意圖分別如表2、圖3及圖4所

示。

規劃設計考量地形地段因素，設定為中央

走廊公寓式住宅，因基地四周景觀條件均質，

建築量體配置彈性大，日照、採光、通風等物

理環境佳，面前道路四十公尺及十八公尺道路

提供最佳的地標建築形塑條件。但由於土地容

積開發效益高，為避免增加小坪數住宅當成公

設負擔，高度控制在50公尺及15樓範圍，以高

建蔽率方式集中配置，各層平面規劃時產生中

央走廊公寓式住宅。為解決長走廊封閉的空間

感，加強各層走廊廊道的室內設計與通風，各

層平面有兩座樓梯通達避難層，各層提供九個

住宅單元。小坪數住宅的設定，也是考慮原住

戶未來安置所需。

一樓除住宅門廳及汽機車出入口規劃之

外，規劃店鋪5戶，延續都市街道商業活動。

另因本案地下有捷運穿越，地下室開挖深

度受限，故需設置停車塔以滿足法定停車之

需。為了避免停車塔之量體外觀衝擊，本案將

停車塔設置於背立面，搭配外觀整體設計，讓

停車塔成為整體建物的一部分而不顯突兀。

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則依規定由三家估

價公司完成權利變換估價，再依各所有權人之

更新前價值與全案共同負擔金額，計算更新後

應分配價值。違章戶與臺鐵宿舍住戶則將縣府

所訂定之協議共識內容納入安置計畫，經實施

者舉辦公開說明會等法定程序後即提送臺北縣

政府辦理公展及後續公辦公聽會。

※

 本案雖然公有土地佔94%以上，但私地主人

數達80人，加上臺鐵宿舍住戶9戶與違章4

戶，人數眾多且產權複雜。幸而公辦都更模

式並無同意比例之限制，使本案得以快速進

入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的審議與協商階段。

圖4 標準層平面示意圖圖3 一樓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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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行的權利變換架構下，共同負擔的提列

影響土地所有權人與實施者之間的分配方

式，倘缺乏依據或脫離市場，則無法杜絕爭

議，不管實施者或土地所有權人也都無法預

估更新效益造成進度躊躇不前。故唯有促請

主管機關訂定明確的都市更新共同負擔提列

標準與修正機制，才能加速都市更新的審議

及協商之推動。

肆、延續：違佔戶之協調

臺北縣政府曾與違佔戶進行協商並取得部

分之共識書，該共識書雖有明確的安置條件，

惟並非法定的都市更新同意書件，並無強制

性。因此當94年3月間本案即將送都更大會審議

之際，突然面對違佔戶對安置條件的異議，實

施者並非以法令或審議機制手法與之應對，而

是選擇誠懇與耐心的面對違佔戶之實際需求，

重新提出合理且妥適的安置計畫，取得違佔戶

的信賴與支持後本案提送更大會審議，並順利

於94年7月13日核定發布實施。

※

 佔有他人舊違章戶常常是都市更新難以推動

的原因，違佔戶無法取得土地，居住於環境

窳陋設備老舊的違章內自有其當初的原由，

既然違佔之事實存在，則土地所有權人或實

施者理應設身處地的與違佔戶進行溝通與合

理的協商，力求形成共識後妥善安置。強制

執行與法律途徑，僅為解決方式的最終備

案。

這是公辦都市更新方式之特色，可以由政府

審慎評估後採用此種模式，促使亟需更新而

又難以整合的窳陋地區具有加速重建的機

會。

參、主軸：與臺鐵的協商與討論

民國93年3月起，本案開始由臺北縣政府都

市更新審議大會部分委員所組成的專案小組進

行審查，此種小組審查的用意在於經由部分委

員審查，可以更詳細的掌握個案的狀況與計畫

內容，只要經過小組研商確定後則可視同審議

定案，在審議大會討論的時間就可大幅縮短。

本案共經8次小組審查討論，有關事業計畫

內建築設計與容積獎勵的部分，於第3次小組審

查即已定案；而有關權利變換的議題討論，則

歷經前後8次小組審查協商。然當時並無所謂

都市更新共同負擔之提列標準可供審議援引，

因此實施者所提各項費用，從提列項目的合理

性，數量、金額與時間等，都經過逐項討論。

臺鐵為本案最大的土地所權人，故實施者

就本案各項內容如：公益設施、都市計畫道路

處理、共同負擔、安置費用到鑑價內容，與臺

鐵進行充分的說明與溝通。甚至亦配合臺鐵要

求進行第四家的估價公司，逐步與臺鐵形成共

識降低彼此差異。

※

 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基於本身職責，勢必期

望所管有的公有土地達到最佳效益，此與實

施者的立場是一致的。然彼此之間的公、私

角色定位，常導致對立或不易溝通。因此都

市更新實施者面對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更應

積極溝通並且力求同理化、透明化與公開

化，始能加速審議討論進度。

伍、異議：私地主補償金額陳情處理

本案私地主80人，多數為江姓同宗人仕，

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

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應以權利變換計

畫審定之額度給予現金補償。因地主人數眾

多，發放補償人力與時間均比原預期更加冗

長，且發生行方不明、死亡未辦繼承及查封等

狀況，必須搭配法院提存等程序。

現金補償發放期間，計有五位私地主曾對

發放金額提出異議，臺北縣政府依法當時都市

更新條例第32條之規定進行調解，經實施者分

別與之溝通，表達補償方式皆由專業鑑價公司

提出數據，並經專案小組縝密研析與大會核定

通過，金額公正且合理，最後私地主均接受調

解結果領取補償金。

※

 對重建整合持分細小零碎的畸零地或空地，

都市更新條例多數決的機制是極為重要的利

器。過往建設公司進行整合時，遇到數十人

共同持有的土地，不是打退堂鼓就是需要逐

戶拜訪徵求同意，才可能整合興建，曠日廢

時。倘採都市更新，尤其是公辦都更，將可

大幅促進這類土地再開發的機會。面對異

議，現行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所規定，倘土

地所有權人對其權利價值有異議時，可進行

異議處理或行政救濟，然異議處理期間，實

施者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停止都市更新

事業之進行，讓都市更新作業不會因為少數

人的異議而停擺。 

陸、動工：築夢踏實的開始

民國94年8月本案正式動工，於申請建造

執照與拆除執照階段，臺鐵與臺北縣政府給予

適當的協助，讓本案比一般都更程序更有效率

的進行拆除與動工。本案屬於商業區，建蔽率

高，施工腹地有限，為了減少施工階段對於周

邊現有道路交通產生衝擊，故在提送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內，已敘明預留更新範圍內尚未開闢

都市計畫道路作為施工人員與機具材料暫時堆

置之場地，並以施工圍籬適當隔絕，大樓興建

完工時始將計畫道路興闢完成，不但工程施作

更為順暢，也不影響周邊既有的交通動線，且

讓興闢後的道路更加整體化與美觀。(圖5)

柒、落成：領取使照並依測量釐正
　權利變換結果圖冊

領取使用執照之前，面臨竣工圖面與原建

照圖面差異之處理，倘為一般大樓興建案，對

於修改竣工圖只要經設計建築師簽證負責審

核，認定確不影響建築法、相關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結構及相關設備等相關規定，向建管單

位報備即可。但都市更新個案，則須經各級主

管機關認定不影響原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否則應辦理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本案

實施者雖修改竣工圖面，但變更內容均恪遵原

核准之建照圖面，避免變更幅度過大而影響都

市更新之推展，再經多次拜訪建管單位與城鄉

局，說明變更之緣由，終獲主管單位認定未影

響原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快速地於97年8

月間取得使用執照。

於建築物測量成果圖繪製完成後，旋即檢

核權利變換計畫數據與測量成果圖之差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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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完工照片

送釐正權利變換結果圖冊。城鄉局希望將本案

釐正圖冊內容進一步的確認，以作為後續都更

案件之標準格式，實施者配合此一政策，共同

加派人力並在城鄉局指導協助下確認圖冊內容

項目與編寫格式，促使本案釐正圖冊儘速核定

發布。

※

 所有的建案或多或少會面臨竣工圖面與原建

照圖面差異之情況，建管單位之處理是站在

簡化流程加速起造人取得使用執照為前提，

故已訂定「臺北縣政府核辦使用執照修改竣

工圖、併案辦理變更設計及補列筆誤或漏列

注意事項」予以明確規範，期望在都市更新

層面也能有相同的審核標準，避免動輒再行

辦理變更作業；實施者擬定計畫時也應該審

慎周全，避免日後不必要的修改圖面，畢竟

變更作業勢必將增加主管機關、審議大會或

實施者與民眾之困擾。

捌、收割：申報稅捐暨產權登記

依據97年9月17日修訂的「辦理都市更新

權利變換相關登記作業注意事項」(原為『地政

機關配合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集合住宅重建完

成後權利變換產權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權利變換囑託登記前，必須完成相關稅費完

玖、結語

一般咸認都市更新作業冗長，本案自公辦

都更招標開始能夠在不到6年的時間內完成產權

登記，係為臺北縣政府、臺北縣稅捐稽徵處、

板橋市公所與板橋地政事務所各單位的緊密

協助之下始能成就。未來都市更新作業日益複

雜，計畫案日益增加，倘政府相關單位能充分

依循都市更新條例的立法精神，實施者也能審

慎擬定計畫，並同時思考後續執行上的實質問

題，國內的都市更新作業必能更上軌道，期本

文能成為其他更新事業推動之借鏡。

主要推動歷程

92/06 臺北縣政府公告招標

92/09 公開評選會議

92/10 臺北縣政府確認昇陽建設為最優申請人

92/12 昇陽建設提送本案事業計畫暨權利變換計畫

報核

93/03 臺北縣政府辦理公開展覽暨公辦公聽會

93/03 本案第1次專案小組審查

94/03 本案都更大會審議通過

94/05 本案第8次專案小組審查

94/07 核定發布實施

94/08 開工典禮

97/08 核發使用執照

97/11 釐正圖冊核定發布

98/02 權利變換登記完成

（免）納證明文件，除原土地所有權人外，實

施者、舊違佔安置戶等皆須申報繳納土地增值

稅與契稅。由於該項作業注意事項甫修訂完

成，本案便為該項法規修訂後的第一件適用個

案，無可避免的本案再度成為稅捐主管單位訂

定後續執行標準的個案依據。

完稅後即交由地政單位進行權利變換囑託

登記，本案在臺北縣政府、臺北縣稅捐稽徵

處、板橋市公所與板橋地政事務所各單位的緊

密協助之下，終於民國98年2月10日完成產權登

記，全案順利完成。

※

 一般建案使用執照領得迄產權登記完成時間

約為2個月，然都市更新案於使用執照領得

後，尚有釐正圖冊、申報稅捐才能辦理產權

登記，多出了兩個步驟，而且橫跨了縣政府

到市公所等共4個單位，加上相關法令規則

程序之解讀與協調，所需時間勢必延長。當

然，由於本案對各單位而言尚屬首例，或許

往後可能更為熟悉而加速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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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民眾自力更新發展歷程

一、台灣都市更新發展歷程

台灣都市更新制度之演進，可從立法沿革

理解其發展及政策意義。早期民間合建制度就

是都市更新的一種，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實施

各項建設，因為興闢交通、公共設施而拆遷民

宅，開始政府主導的都市更新啟蒙階段。接下

來陸續公布都市計劃相關法令，政府主導老舊

眷村改建及國宅興建；臺北市政府率先公布臺

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擬定民間參與都市更

新獎勵措施。1998年都市更新條例公布可視

為更新政策推動的分界點，隨後的九二一震災

加速都市更新相關法令的頒布修訂。行政院於

2006年1月核定「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

主要內容包含：推動以公有土地為主之都市更

新及輔導推動一般民間辦理之都市更新案二大

部分。後於2009年底推出「愛台12建設-都市更

新推動計畫」，目標為全方位推動都市更新，

由「基地再開發」為主的更新模式，推進到

「地區再發展」及「地域都市再生」；由「重

建型」都市更新推進到「整建維護型」都市更

新；由「投資型」都市更新推進到「社區自助

型」都市更新。

◎ 關鍵字：都市更新、自力更新、公私協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蘇瑛敏

臺北市目前都市更新案件除災損案件外，多由建商主導，主要集中於房價高、區段佳，尤其是容積

低度利用之地區。屋齡30年以上之四、五樓老舊公寓雖因使用防災機能不足而亟需更新，但往往因容積

獎勵誘因不足而未具市場青睞。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政府致力推動佔更新市場8 成左右的四、五樓老

舊公寓自力更新，民眾自組更新會自力更新將成未來都市更新主流。

本文探討民眾自力更新趨勢及執行議題，分為民眾整合、資金籌措、專業協力、市場風險及政府監

管等五大層面，進而研擬公私協力策略，冀能加速未來自力更新之推動。

◎ 關鍵字：都市更新、自力更新、公私協力◎ 關鍵字：都市更新、自力更新、公私協力

淺談民眾自力更新
公私協力之議題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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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臺灣都市更新發展歷程分為以下五個階段，如表1所示。

表1  台灣都市更新發展階段

都市更新條例自1998年公布已有十餘年，當初因九二一地震才有大量

落實與修正的機會。因震災損害進行的都市更新因為沒有建商資金參與，

是居民「自力更新」模式之濫觴。震災後能在六年內推動100個社區重

建，如果沒有政策、制度、資金、專業等各方的公私協力，是不可能實現

的。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與都市更新E化平台的統計，截至

2010年11月，全台灣民間自行辦理都市更新案共有744件，整理如表2所

示。其中首善之都臺北市占72.6%之多（540 件），再加上新北市共佔了

86.7%。近幾年房地產急遽加溫，都市更新在台北都會區已成為全民運

動。

表2  台灣民間實施都市更新案件統計表

縣市別
整合中

(概要已核准)
報核中 已審定

已核定公布實施
總計 99年核定 98年核定

已完工 施工中 未動工
基隆市 0 0 0 0 0 1 1 1 0

台北市 240 162 9 54 22 53 540 13 20

新北市 9 60 5 9 6 16 105 5 8

桃園縣 1 0 0 0 0 0 1 0 0

台中市 1 2 0 54 2 5 64 1 0

南投縣 0 0 0 18 4 7 29 0 0

嘉義市 1 0 0 0 0 0 1 0 0

台南市 0 1 0 1 0 0 2 0 0

高雄市 0 1 0 0 0 0 1 0 0

總　計 252 226 14 127 34 82 744 20 28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網

階段 導向 時間 主要精神與策略 更新主體

第一階段
都市更新啟蒙階段

政府主導環境改善 1973年以前
˙配合解決都市違建、美化市容、開闢交通設施

等

公有土地
舊社區
窳陋違章建築

第二階段
更新條例立法階段

政府立法更新
1974-1997

年

˙二度修正都市計畫法，增列第六章「舊市區之
更新」專章

˙1975年公布國民住宅條例推動老舊眷村改建
˙1983年公布臺北市都市更新實施辦法
˙1986年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納入舊市區施行區

段徵收有關條文

舊市區
國軍老舊眷村

第三階段
九二一災後重建階段

災損更新
1998-2004

年
˙都市更新條例1998年11月公布實施
˙九二一震災重暫行條例於2000年2月公布實施

震災重建
都市小基地

第四階段
都市更新事業成長階段

促進民間更新
2005-2009

年

˙2005年核定都市更新示範計畫，作為都市更新
中長程推動計畫

˙2006年核定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做為推動
都市更新短程行動方案

公有土地更新
公共設施
房地產與機能
都市個別基地

第五階段
自力更新啟動階段

民眾自主更新 2009年-迄今
˙2009年提出愛台12建設總體計畫
˙2009年成立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整合機構，

整合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計畫

四、五層樓公寓
自力更新

                      資料來源 : 林佑璘(2003)、陳毅修(2007)、趙淑德；王進祥(2009)、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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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自力更新發展趨勢

依據目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統計，臺北市

辦理都市更新案件共有540件，「更新會」為

實施者的案件僅有26件(占5.6%)，其中整建住

宅、海砂屋及九二一震災等災損重建案有18件

約占70%。其餘自力更新案件雖有8件，但是有

一半案件不是未繼續後續作業，就是籌組失效

或撤銷，更無完工案例可循；顯示自力更新之

推動及成效仍未如預期。

現況屋齡三十年以上的四、五層樓，占整

體更新市場七、八成左右，但建商因獎勵容積

誘因不足、利潤少而投資意願不高；區位地段

房價不高之地區缺乏建商介入；加上民眾認為

建商不公開、不透明、隱匿利益，造成民眾懷

疑及不信任；以上係民眾自組「都市更新會」

自力更新之因素。

2009年內政部為更落實都市更新，設置

「中央都市更新基金」，成立各縣市之推動小

組，並委外成立「都市更新推動辦公室」及

「都市更新整合機構」，積極推動自力更新。

2010年4月底臺北市政府推出「臺北市中低層老

舊建築辦理都市更新擴大協助試辦計畫」，針

對臺北市中低層建築，特別是四、五層樓無電

梯、無停車位之老舊建築物，以提供容積獎勵

等誘因促發建商、民眾更新意願。營建署2010

年11月推動都市更新產業行動計畫，推動都市

老舊合法建築物機能改善執行策略。因此，屋

齡高齡化或無電梯建築物，原設置之公共設施

不足、管線老舊未更換及停車空間不敷使用等

情況的四、五層樓公寓，是未來都市更新之主

體。

貳、民眾自力更新議題與策略

一、 自力更新議題

(一) 民眾整合層面

根據資料顯示，民眾整合議題可分

為：

1.更新會無整合能力，時程拖延，增加協 

  商成本、時間成本的負擔。

2.更新經驗無法累積傳承。

3.缺乏熱心公益人士引燃更新火苗。

4.自力更新領袖易受到汙名化，影響共識

  凝聚。

5.個人私利考量，少數住戶杯葛，影響大  

  局。

6.開會不易達到法定人數，影響決議時 

  程。

(二) 資金籌措層面

資金籌措層面議題包括：

1.更新會貸款融資不易，資金缺口不易縫

  合。

2.缺乏專業團隊前期協力整合之服務費

  用。

3.彼此財力負擔不一，特殊弱勢需要補

  助。

4.更新會財務監管機制不健全，如未遵守

  誠信原則而遭質疑會降低信任度。

(三) 專業協力層面

專業協力層面議題可分為：

1.專業領域廣泛經驗不足，增加搜尋、協

  商、決策、執行等成本。

2.契約訂定嚴謹性不足，缺少「使用者付

  費」之觀念。

3.更新會無法掌握遴選專業者之標準。

4.專業管理控管不足，無法及早發現問

題。

(四) 市場風險層面

市場風險層面議題包括：

1.時間成本增加，市場風險難以預測。

2.變更設計增加時間成本累積。

3.抗風險能力差，無法承擔外部影響。

(五) 政府監管層面

政府監管層面議題包括：

1.監管機制未能及時發揮作用，容易造成

  更新事業停擺。

2.缺乏相關專責機構與單一窗口，缺乏公

  私協力之整合性。

二、自力更新之策略

整體而言，自力更新仍屬於起步階段，綜

合以上說明，歸納以下幾點策略：

(一)民眾整合層面

1.自力更新應從「認識」都市更新切入　

　　自力更新是需要集天時、地利、人

和的事業，而最重要在於「人和」，需

要透過民眾的互相「信任」與「共識」

凝聚才能成功。可找專業者協助凝聚社

區共識培養自主能力，整合居民共識，

導正民眾建立正確的成本支付觀念，尤

其是前期整合協調、中期規劃設計、後

端監督執行所需要的「協商成本」、

「資訊成本」、「決策成本」、「監督

成本」、「機會成本」等無形成本。

2.權責區分

　　自力更新因為涉及民眾對於都市更

新認識不清與認知不足，容易混淆公

私雙方的權責，造成歸咎政府失責之偏

見。因此要教育民眾正確公私協力權責

區分觀念，明確區分各階段民眾與政府

單位之責任與認知。

(二) 資金籌措層面

1.公私協力籌措資金

　　公部門提供前期規劃補助費用，增

加自力更新共識誘因。更新基金用途朝

向自力更新與公益性方面，提供低利融

資，以九二一臨門方案精神補助權利人

資金缺口。透過創新計畫提出造就自力

更新可行，謀求社會最大公共利益。

2.透過代理實施者協助，確保資金運用

　　藉由代理實施者與金融、金控機構

提供資金融資管道，藉由金融單位之嚴

謹程序、信託專戶集中控管，減低自力

更新過程中財務風險，提高更新財務穩

定度。

(三) 專業協力層面

1.專業「代理」機制，降低無形成本

　　過去的自力更新因更新會專業不

足，在選擇各項專責公司時皆有風險。

透過代理(位)實施者作為更新會技術指

導，收取固定之代辦費用，不損及更新

會額外之利益，降低與專業的利益衝

突，加速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2. 產業鏈結，提供都市更新媒合平台

　　都市更新相關產業公會具有其專業

性，涉及都市更新程序之相關公會可透

過「公會聯盟」之方式，由會員制的編

配與固定費用收取，建構民眾諮詢的媒

合平台，作為代位更新與監督執行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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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單位 行政人員

專案承辦

都計委員

都更委員

自組

都市更新會

理事會

監事會

更新成員

代理實施者 專案管理

資金管理

銀行協助

更新共識

公會媒合 履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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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半官方都市更新整合機構，促進都 

  市更新之公平與效益

　　藉由成立半官方都市更新整合機構

扮演平台中介角色，讓相關權利人、

實施者及民眾提供意見反映與交流，並

針對弱勢、無更新誘因地區進行主動協

助。一方面減輕政府負擔，一方面成為

都更專屬對外單一窗口。

4.編定自力更新之操作辦法手冊，加強推  

  廣自力更新

　　針對自力更新另訂特別的執行辦

法、製作操作手冊或說明範本，讓一般

大眾能廣為認識自力更新，並容易操作

都市更新，發揮由下而上的社區自主與

民眾參與的力量，讓都市更新推廣普

及。

叁、自力更新專業機構協力事項

一、 更新會自力更新任務

江中信(2009)與李金桂(2009)表示自力更

新依都市更新第十五條組成更新團體的方式辦

理都市更新，必須執行的任務如下：(一)整合參

與更新的相關所有權人。(二)協調與整合更新期

間所有介面。(三)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四)擬具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五)遴選建築師與建築方

案。(六)洽銀行辦理融資，籌措更新費用。(七)

執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得以信託方式，或委由

其他都市更新機構或代理實施者實施)。(八)辦

理工程發包作業。(九)辦理工程專案管理。(十)

應於每一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編制資產負

債表、收支明細表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報

表，經監事會查核通過，報請會員大會後送主

管機關備查。

3. 慎選專業能力者

　　選擇優秀專業團隊協力是自力更新

的重要事項，將專業能力者的資料透明

化、公開化，依據廠商的能力、資金、

營運狀況等考量建立「履歷制度」或制

定「優良廠商」之認證，作為民間參考

資訊。

(四) 市場風險層面

1.降低時間成本的負擔，避免外部經濟

　波及

　　慎選具專業能力者以及更新會內部

共識凝聚之配合，可減低時間成本的積

累，避免隱形風險的增加。在時程決

策、共識凝聚等應更加積極配合以降低

時間成本的累積，避免外部經濟波及。

2.配合信託制度與續建完工承諾

　　配合信託制度及續建完工承諾，保

障實施者與所有權人資金、土地等權

利。或由專業營建管理單位監督控管執

行更新各個階段，以降低更新風險保障

自身權利。

(五) 政府協力層面

1.政府主動投入公共建設改善環境品　 

　質，創造民眾自力更新誘因。

2.因地制宜調整獎勵容積彈性

　　透過因案(地)制宜的「差異性容

積」，進行分期分區之容積配額。或估

算及公告其容積需求之「容積總量」，

將都市待更新地區以急迫性之等級劃設

標準，讓原先未有誘因之地區得以限期

容積獎勵優先自力更新。

依據都市更新流程，將各階段更新會自力

更新需掌控事項列舉如圖1所示。

二、 自力更新公私協力架構

更新會要能兼具控制無形交易成本擴張與

具備專業能力來執行都市更新事務，整合與執

行難度頗高。因此需要委託各相關專業者協

助，或委由代理(位)實施者(建築經理公司、營

造廠商)於各更新階段介入協助。圖2是自力更

新之專業組織協力架構。在各階段有不同公私

協力事項及各種專業者著力之處。借重專業諮

詢的公私協力才是未來推動自力更新的成功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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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公私協作在中國大陸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即臺灣

地區所稱“公私協力”，在中國大陸更多被譯

作“公私協作”或“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筆者在大陸業界建議將PPP譯為“公私協

作”，最近幾年獲得越來越多同行業者的認

同。因為“公私合作”可能讓對意識形態敏感

的人浮想聯翩，而“夥伴關係”之稱似乎又太

親密，未能客觀反映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性

質差異，“公私協作”則剛剛好：公私部門相

互協同、合作，共同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 

全球來看，為解決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領

域的供求矛盾和運營效率問題，英國及隨後的

其他歐洲國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啟動基礎設施

的解除管制和民營化改革，最終匯集為90年代

的PFI/PPP政策和改革潮流，並在1995年前後開

始影響大陸地區，出現了廣西來賓電廠、成都

自來水六廠等一批早期的BOT項目。

地方財力不足是推動中國大陸地區基礎設

施對包括外資在內的民營部門開放的主因。尤

其是1994年大陸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財

力、事權不對稱狀況愈發明顯，但當時經濟發

展以製造業為主的省市亟需加大基礎設施的投

◎ 關鍵字：公私協作、基礎設施、政府監管、立法

濟邦諮詢公司／董事長／張燎

二十一世紀首個十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和地方分權雙重推動，中國大陸地區基礎設施行業經歷了

“市場化改革”。市場化作為一種公共、準公共物品新的提供方式，在解決地方政府的資金短缺同時，

給民營部門創造了新的發展空間，大陸地區一度形成了基礎設施領域的“國退民進”態勢，是公私協作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在中國大陸的具體實踐。無論是政策框架、基本驅動力、涉及行業，還是

採購程式、專案設計、投資人市場成熟度，大陸地區的公私協作都有別於歐洲等PPP先進區域的做法，

這與中國大陸自身獨特的政經環境有關。儘管存有諸多不完善之處，大陸地區的公私協作對解決公共部

門在基礎設施發展中面臨的資金、技術、管理上的瓶頸制約，仍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文章還通過對大

陸地區一個具體公私協作案例的分析，解釋基礎設施項目市場化改革的基本結構。文章最後對目前存在

的問題提出相應的建議。

◎ 關鍵字：公私協作、基礎設施、政府監管、立法◎ 關鍵字：公私協作、基礎設施、政府監管、立法

芻論中國大陸之公私協作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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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力度以吸引更多投資建廠，一些沿海地區率先擴大基礎設施領域對民間

資本的開放，成為一種受追捧的政策選項。

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進一步加速了中國大陸地區基礎設施產業對內、

外資的開放。為應對危機，以朱熔基為代表的中國經濟領導人選擇凱恩斯

主義的擴張經濟政策，大規模興建基礎設施，擴大財政支出。但到2000

年前後，各級地方政府意識到單靠銀行貸款和國債難以滿足基建投資的需

要，遂開始了多種形式、多個行業的公私協作改革創新。

基礎設施運營所產生的穩定現金流收入對民間資本具有相當大的吸引

力，加之各種新建工程中蘊涵的工程贏利機會，讓很多採取“投資帶動

工程”策略的承包商對PPP專案趨之若騖。收費公路、水務環境、城市交

通、燃氣等經濟基礎設施都出現了不少公私協作實操案例，甚至部分涉及

醫療、體育等社會基礎設施項目。

貳、偏科的中國公私協作

曾幾何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公私協作被認作是基礎設施和其他

一些公共物品領域內的“國退民進”，有利於提高公共服務的提供效率，

增加對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如今回顧中國大陸這十年的公私協作發展歷

程，我們發現相比其他國家、地區，存在幾個明顯的不同。

首先，中國大陸公私協作政策的制定者們，並非如想像中的那般“立

意高遠”——我們從多年實踐的觀察中觀察到，著眼於提高公共服務效率

和推動體制改革的PPP操作很少，大陸前些年公私協作改革的真實動力來

自於各級地方政府在基建投資方面的資金饑渴。這一分析還能夠很好地解

釋了為何新增資金投入的PPP模式（如BOT、TOT等）深受地方政府的歡

迎，而委託運營等無法帶來新增投資的PPP模式在大陸並不受地方政府的

重視，也很少被採用。大陸地區政府熱衷於公私協作專案的另外一層原因

是官員在政績上的追求，認為PPP屬於改革創新的東西而傾向於嘗試，藉

此向上級領導展示改革成績，當然也就容易出現懵懵懂懂、邯鄲學步等導

致的不規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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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地方政府成為城市基礎設施公私協

作項目的主要推動者和決策者，中央政府並無

像英國、新加坡、澳大利亞那樣統一的立法和

協調管理機構。中國大陸推行公私協作十數

年，算得上比較明確是原國家建設部頒佈的

《市政公用特許經營條例》，原交通部負責起

草、國務院頒佈的《收費公路條例》等立法層

級較低且零散的地方法規、部門規章等規範性

檔。公私協作與現行的投資審批管理程式的衝

突，政府服務監管體系重塑遲緩，投資人物權

保護領域的空白，與金融服務體系產品的不相

容等等問題，在大陸過去十年的公私協作實踐

中未得到很好的重視。儘管大陸PPP專案總量比

較多，但缺少一個統一的中央級政府部門來統

籌協調解決上述衝突和問題，運作的品質受到

很大制約。

再次，中國大陸地區的公私協作在交通、

能源、水務等經濟基礎設施領域開展比較普

遍，但在醫療、體育、教育、文化娛樂等社會

基礎設施和相關服務方面的實踐和創新很少。

蓋因這類公共服務設施的監管比較困難，政府

付費容易引發爭議。

筆者2008年曾經攜大陸同行來臺灣進行PPP

的參觀訪問，收穫良多。為使讀者能更準確瞭

解大陸公私協作項目的實際情況，筆者以自己

服務的濟邦諮詢公司擔綱財務顧問完成的河北

曹妃甸海水淡化BOT項目為例做一案例介紹。該

BOT專案在債務融資環節採取了無追索專案融資

（Non-recourse Project Financing）方式，是大

陸地區近年來為數不多的專案融資成功案例之

一。

參、BOT項目案例介紹

曹妃甸海水淡化專案位於河北省曹妃甸工

業開發區，考慮到該地區地表水源匱乏但是臨

海的特點，工業開發區管委會決定以海水淡化

為主要的用水來源，以推進迴圈經濟產業體系

的形成。首期海水淡化工程處理量為5萬噸/日，

最終設計處理能力為90萬噸/日，建成後將成為

中國最大的海水淡化工程之一。

挪威領先的海水淡化企業阿科凌控股公司

憑藉多年的海水淡化領域的成功經驗以及其先

進的、能夠有效降低制水能耗的專利技術裝

置——能量回收器（Recuperator），從眾多競爭

者中脫穎而出，以BOT模式負責工業區海水淡化

廠的投資、建設和運營。

作為外方投資人，阿科凌公司之前並無中

國大陸地區的投資經驗，出於風險規避的考

慮，公司希望該項目能以目前已較少用的無追

索專案融資方式進行。這種方式償還貸款本息

的唯一來源依靠專案所產生的收益現金流，投

資方除了對項目公司的資本金投入之外，不提

供任何額外擔保。

確立投資意向之後，阿科凌公司聘請濟邦

諮詢公司作為其獨家財務顧問，協助其完成與

政府方的BOT項目談判，以及安排與債權銀行的

項目融資。

為滿足無追索專案融資的要求，濟邦專案

組做了兩項重要的工作，分別是設計投資結構

和安排合同結構。

圖1  曹妃甸海水淡化專案投資結構

在專案BOT協定談判後期，曹妃甸工業區管

委會意識到海水淡化項目對工業區的重要意義

和專案本身的增長潛力，主動提出共同開發的

建議，除了管委會（代表地方政府）與項目公

司達成的購水協議，對政府應該給予的土地、

審批和濃鹽水排放等支持事項專門另立合同約

定之外，還提出由政府下屬的曹妃甸基礎設施

投資公司和阿科凌公司組建合資項目公司，共

同開發該專案。但是，項目融資事項仍由阿科

凌公司負責完成。

由於阿科凌公司新進入中國大陸，在中國

金融體系內無任何資信評級，由具有良好資信

記錄的曹妃甸基礎設施投資公司作為項目公

司持股50%的股東，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銀行的

擔憂。此外，項目組決定在項目公司外方股

東——阿科凌中國控股公司層面引入較為知名

的戰略投資者，以改善投資結構，間接提高貸

款方的資信水準，便於專案融資的順利實施。

之後，專案團隊陸續接觸了多家國內外知名水

務運營商，在多輪比選和商務談判之後，最終

確定引入北控水務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與阿

科凌公司共同進行曹妃甸海水淡化項目投資運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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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在與銀行多輪溝通之後，比較了多家

銀行的融資條件，最後選擇了中國建設銀行作

為項目合作銀行。

專案公司2010年5月註冊成立，隨後經歷了

3個月左右的排他性債務融資談判，最終與建設

銀行達成並簽署相關協定，獲取2.89億元的專案

貸款。貸款期為13年，含寬限期2年，專案公司

僅依靠水費收費權質押、保險受益權轉讓等擔

保條件，順利落實了本專案的全部債務資金來

源。

肆、中國公私協作的挑戰

中國大陸政府目前對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

施領域持鼓勵態度，在2010年5月國務院就頒佈

了《新36條》（即《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

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新36條》進一步拓

寬了民間資本投資的領域和範圍，鼓勵民間資

本參與政策性住房建設，開放民間資本投資醫

如此，阿科凌公司通過在香港設立SPV——

阿科凌中國控股有限公司，由該公司作為投資

曹妃甸項目的母公司，然後出讓50%的股權予

北控水務公司，實現了引入後者作為戰略投資

者的目的。本專案最終的投資結構如圖1所示。

其次，項目採用了EPC總包合同形式，建設

完工風險明確由承包商承擔；製成的淡水銷售

風險採用或取或付（take-or-pay）機制的水承購

合同（Water Purchase Agreement）來鎖定；項

目的主要可變運行成本是用電成本，因此本項

目採用與電力企業簽訂直供電合同的形式進行

鎖定；而濃鹽水則在與政府簽訂政府支援協定

中，約定由政府負責濃鹽水的最終處理處置。

通過這些協議條款，專案風險向利益關聯

方進行了合理的分配和鎖定，確保項目的非系

統性風險能夠最大程度上的降低。專案的合同

結構如圖2。

由於專案的投資結構和合同結構安排合

理，專案組接觸的大部分銀行都表現出了濃厚

療、教育、培訓、社會福利、文化、旅遊、體

育等社會事業。不過，由於該檔出臺後，缺乏

配套的政策和實施細則，市場各參與方對此尚

處於觀望狀態，不敢貿進。

依筆者之管見，若要推動大陸地區基礎設

施的公私協作良性發展，需直面以下三個挑

戰。

首先，立法建規是最需要得到重視和完善

的。公私協作下的基礎設施需要有效的政府監

管，監管的前提是相關立法的支撐。然而，非

專業化已經成為阻礙大陸地區立法的重要因素

之一，立法機構代表長期非專業化、非專職化

（各級人大代表為非專職人員）在短期內似乎

無法得到改進，而反觀歐美等法制較完善的國

家，其立法成員專業化程度較高，有效地降低

了官僚主義的滋生。中國大陸基礎設施公私協

作實踐了十多年，但除去一些較低層級的部門

規章，全國竟無一部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法等相

關法律法規，規範公私部門的法律關係難覓準

繩。建立透明、穩定和專業的監管體系需要在

制度和人才等諸多方面做出持續努力。

其次，政府觀念的改變關係著公私協作的

成功與否。基礎設施的公私協作，是一種新的

公共服務提供機制，即政府更多的承擔著市場

監管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角色，宣導有限政府

的理念，凡是市場能夠有效運行的儘量交給市

場，以實現“小政府，大市場”的模式。公私

協作借助民營部門追求單個PPP專案全壽命成本

最小化的手段，提升了基礎設施行業內部和公

共服務領域的效率，部分程度解放了政府在公

共服務提供上的角色衝突和資源缺陷。

最後，缺少專門負責公私協作的統籌機

構。基礎設施的公私協作涉及交通、教育、衛

生、文化、體育、住建、旅遊等部委，有必要

在中央政府一級設立與公私協作相關的專門協

調推進機構。國際上公私協作開展比較成熟的

國家，它們的中央政府一級均設有專門的組織

協調機構，如英國財政部的Infrastructure UK，

荷蘭財政部的PPP Knowledge Centre，加拿大交

通、基礎設施和社區部的Infrastructure Canada，

澳大利亞財政部的Australian Public-Private Part-

nerships Unit，希臘經濟與財政部的Special Sec-

retariat for PPPs等等。經驗證明，專門的組織

協調機構在資訊收集、政策研究、立法建議、

知識傳播、能力建設等工作上可以發揮重要作

用。

從專業的觀點看，基礎設施的公私協作應

該被納入中國大陸政府的綜合體制改革議程當

中。如果不從根本上思考和謀劃基礎設施與公

共服務提供機制的癥結所在和改良之策，這一

領域的改革可能出現與其他經濟部門相似的令

人備感挫折的結果。

圖2 曹妃甸海水淡化專案合同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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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前言

民間融資模式近年來風起雲湧成為政府採

購的主流，其中又以英國的PFI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系統最受人注目，單在英國已有668

案完成簽約。不同於向最終使用者收費的BOT模

式，PFI是一個分期付款式的採購機制。採購決

策的重點不在於專案收益是否能達到自償，而

在於是否能較傳統公共工程採購更有效率。不

強調自償是促使PFI適用範圍較BOT廣泛的主要

原因。在PFI的發展過程中，曾招致許多批評，

其中最常為人所提及的是融資成本較高的問

題。民間廠商的債信不如政府，較高的融資成

本最終會轉嫁給政府，由納稅人負擔。這個論

點表面上似乎言之成理，但若細究即不難發現

站不住腳。原因很簡單，政府的公債成本決定

於國家主權債信(sovereign credit rating)，無法反

應專案風險，然而這些風險事實上是存在的，

故而公債融資可以理解成沒替專案風險上保險

的融資模式，是否較佳，取決於保險費率是否

低於風險所帶來的預期損失。由於PFI在採購決

策時強調物有所值原則 (value for money)，以風

險項目為評估基礎，尋求最佳的風險移轉量，

故而PFI較貴的論點有待商榷。相較之下，PFI真

◎ 關鍵字：PFI、融資成本、金融危機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營建經濟與管理學程主任／英國國家高等研究院學者／張倩瑜

PFI已成為民間參與公共服務提供的主流採購系統，在其廣為應用的同時，這個模式在風險承擔能

力上的脆弱性亦逐漸曝露出來，2008年金融危機正好對這個系統進行的一個嚴格考驗。由於當時信用市

場幾乎癱瘓，英政府只能設立專責單位提供直接融資給PFI特許公司。最後雖僅有一案仰賴這個資金才

得以發包，但政府介入後市場信心得以鞏固，從而活絡了PFI融資市場。然而市場恢復運作後，民間融

資利差始終居高不下，使得PFI在融資成本上的劣勢更加突顯。雖然英國新任聯合政府正重新檢視PFI政

策，但本研究認為PFI不會如有些人主張的遭到廢除，而會更加全面地融入政府採購體系，成為公共建

設評估時必需要考慮的選項。

◎ 關鍵字：PFI、融資成本、金融危機◎ 關鍵字：PFI、融資成本、金融危機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營建經濟與管理學程主任／英國國家高等研究院學者／張倩瑜

由2008年金融危機
對PFI的衝擊談民間參與
模式的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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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缺點主要在於風險承受能力較脆弱，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正好是對

PFI系統的大考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由英國政府的應對之道中檢

視PFI在風險承受力上潛藏的問題，並探討這個經驗對於PFI未來發展的啟

示。

貳、PFI融資市場

欲剖析金融危機對PFI的影響，必先瞭解PFI融資市場的運作狀況。我

們都知道PFI屬於高槓桿的專案融資模式，由於最後付款人為政府，收益

風險較其它類型的專案融資為低，故融資方可接受的槓桿更高些，原始股

東平均僅出十分之一的資金，其餘則以銀行長期貸款(long-term bank loan)

與債券(bond)二種債務融資渠道向外籌措。

首先，貸款是銀行賴以為生的基本業務，貸放愈多，獲利也就愈高。

但就政府的角度而言，銀行必須保留一部份資金用以吸收損失，以確保存

戶的提款權隨時可獲得滿足，保留多少則應隨放貸項目的風險結構來調

整。依巴塞爾資本協定 (Basle Capital Accord II)，銀行管制資本(regulated 

capital) 是由資本適足率 (capital adequacy ratio; CAR) 來決定，其狹義的

定義為

CAR =
第一類資本

風險加權資產價值

第一類資本1 (Tier 1 Capital)主要是指股東權益(equity)；而風險加權資

產價值(risk weighted assets)，是指資產價值要以其對應的風險加權計算，

由於是在分母，投資標愈安全，權重愈低，故而可貸金額會隨著投資風險

的增加而減少2。

其次，大額貸款多採用聯貸(syndication)方式進行。主辦銀行(arranger)

1 巴塞爾資本協定中規定資本有兩類，第一類是指銀行不倒閉情況下，可用以吸收損失的資
本，而第二類資本，為銀行進入破產程序，尚可用的資金。　

2 依據規定無風險資產(如現金與政府公債)的權重為零，抵押型房貸為50%，而無抵押型房
貸則為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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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投資專案的相關財務評估與定價(利差)，邀

請其它銀行或是機構投資人(institutional inves-

tors)認購額度，主辦銀行平均僅認購總貸款額

的三分之一 (Ivashina & Scharfstein, 2010)。這

個模式有助於分散風險，降低大額損失發生時

需要以高成本緊急向外融通的可能性 (Froot & 

Stein, 1998)。這個市場能否有效率地運作，關

乎銀行融資的能量，是檢視金融危機對PFI影響

的一大關鍵。

相較之下，債券融資主要受限於債券市場

的流動性(liquidity)。首先，債券投資者對於發

債人的信用與專案風險多缺乏專業判斷力，故

而需要參考第三方專業信評公司(credit rater)所

給的評等來決定價格。同時，為了消減投資人

對於破產風險 (risk of default) 的疑慮，發債人

多會向單保公司 (monoliner) 購買保證以強化信

用 (credit enhancement)。單保公司發給保單的同

時，該債券就取得了與其相同的信評等級。在

危險發生前，八家主要單保公司中，有六家是

獲得最高等級的評價 (Ｍoody's,2006)，故而經

由單保公司保證的包裹式融資 (wrapped finance) 

有助於降低債券的融資成本以及增加其流動

性3。雖然單保公司降低了破產風險，但通膨所

造成的實質購買力下降之風險還是無法免除。

市場上有些銀行於是逐漸發展出所謂資產交換

(asset swap)業務4，其功能在於將購買PFI專案

公司所發行之指數連動債(index-linked bond)，

藉助通膨交換權(inflation swap)，將專案債名目

現金流(nominal cash flow)轉換成固定實質收益 

(fixed real return)之商品，以賣給尋求穩定投資

的退休基金。危機發生之前幾年中，這些銀行

相當活躍，是PFI債券的主要購買者。

3 其它的優點尚包括：投資計畫書受到較好的風險評估、
分散資產風險、監督擔保品、並提供短期融通(backup 
sources of temporary cash flow)。

4 最有名的包括Dexia與Depfa。

參、 金融危機對於PFI 融資市場之
衝擊

一、 危機發生的過程

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可分為幾個階段 

(Gorton, 2008)：

(一) 金融危機的始源

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抵

押型房貸證券化所提供的高倍數信用擴

張管道被濫用，使得房貸履約風險發生

後，造成蝴蝶效應 (butterfly effect)，導

致信用供應鏈上的金融機構產生連鎖倒

閉，最終拖累了全球經濟。

(二) 波及效果 (knock-on effect)

1.流動性風險 (liquidity) 

此次金融危險的觸發事件為投資銀

行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突然破

產，這個金融巨人倒下後，造成金融大

地震是前所未見的。銀行突然間無法確

定下一個未爆彈在那裡，只好大幅減少

了與同業間的附買回借貸(repo)，造成倫

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LIBOR) 大幅上揚。這個短

期融通管道的關閉，迫使銀行必須緊縮

貸款業務以滿足資本適足率，造成資金

需求者無法獲得所需的信用，造成所謂

信用短缺(credit crunch)問題。資訊不對

稱是釀成金融危機的典型問題 (Bernanke 

& Gertler, 1989; Holmstrom & Tirole, 

1997)。

2.提列壞帳準備

依據國際會計標準，金融機構對不

良資產 (toxic assets) 必須依市值計價 

(marking to market)，然而危險發生後，許

多證券市場一夕之間消失，資產於是只

能以急售價格 (fire-sale price) 來重估。

據英格蘭銀行的估計，價值折減高達19

兆台幣(3,800億英鎊) (BOE, 2008)。資產

損失提列 (asset impairment) 後衍生二個

問題：一是資本不足，在銀行無法由市

場取得融資的情況下，各國政府被迫對

一些太大而不能倒的銀行進行注資；二

是不良資產被降調評價的動作，觸發投

資人進一步拋售該類資產，使得價格進

入向下漩渦(downward spiral)，讓情況益

發不可收拾。

3.抵押呼叫(collateral calls)

傳統上，房貸核准後，銀行取得購

屋者還款的承諾與在破產時處置抵押品

的權利，然而在此同時，這些貸款即成

為積壓資金。由於金融創新 (financial in-

novation)，這些資金可運用證券化(secu-

ritisation) 的技術予以活化。換句話說，

房貸還款現金流被集中(pool)，再包裹成

為抵押貸款衍生性證券 (mortgaged-backed 

securities) 向外出售給其它金融機構。

買方為了降低衍生性證券賣方 (counter 

party) 破產所可能帶來的損失，多會要

求第三方提供抵押，其中又以現金抵押

(cash collateral)最常見。對銀行而言，

有完全抵押的證券可視為無風險，在計

算資本適足率時，權重為零，如此銀行

就會有多餘的資金承做其它貸放業務。

當危機發生時，各銀行均面臨資本不足

的問題，在市場利率大幅上揚無錢可借

的情況下，銀行於是要求第三方兌現其

保證，以所得資金做為一種融資來源。

當所有銀行同時發出這種要求時，對第

三方保證公司就產生類似銀行擠對的現

象，許多單保公司就因此而倒閉，或是

被調降信用評等，均使得單保公司喪去

大半的功能。

4.聯貸市場無法運作

危機發生時，各銀行聯貸案均以保

守心態以對，要不提高利息，要不減少

承貸比例，迫使主辦銀行必須要吃下比

以往更大的比例，使得聯貸無法有效率

運作 (Shleifer & Vishny, 2010)。

二、對PFI融資市場的影響

危機發生後，PFI融資市場自然不能倖免於

外，衝擊主要在兩個方面：

(一) 長期貸款市場

1. 在壞帳拖累的情況下，銀行資本不足，

無法新增貸款。

2.PFI高度仰賴債務融資，貸款利息由參

考利率 (reference rate) 與利差 (margin) 所

組成。參考利率多依LIBOR為準，會隨市

場狀況浮動。金融危機發生後，英美兩

國中央銀行嘗試以調降重貼率方式引導

市場利率下降，但由於短期貨幣市場風

險貼水居高不下5，使得LIBOR的喪失價

格訊號的功能。

5 短期貨幣市場風險貼水多以LIBOR與隔夜指數交換權
(overnight indexed swap;OIS)的利差來衡量，歷史平均值約
為11基準點(basic point)，但危機發生一個月內，這個利
差迅速飆高到90基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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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er Manchester Waste project)，經過十個月

與英國主要銀行密集協商，仍然無法達成融資

協議(financial close)。這個案子總投資額超過台

幣400億元 (8億英鎊)，最後仍然出現約台幣60

億元(1億2千萬英鎊)的融資缺口。由於這類問題

廣泛性與嚴重性，英國政府在評估了各種方案

後，決定直接介入，設立基建融資基金 (infra-

structure finance unit)，以商業貸款的條件，給

予融資不順的PFI專案暫時性 (temporary) 與可回

復性 (reversible) 的協助，以彌補民間融資市場

流動性不足的問題。當市場回溫後，英財政部

會以市場向外出售這些債權。雖然，就事後的

觀點而言，這個措施成功地激勵了市場信心，

讓PFI融資市場重新啟動，但也產生三個問題 

(NAO,2010)

一、投資失敗風險高：危機入市，將面臨較高

的失敗風險，納稅義務人恐被迫承擔其後果。

二、利益衝突：主辦部會的職責在於確保服務

順利提供，而財政部則會較重視貸款可否取回

(recovery)。

三、此基金的貸款條件與商業銀行無異，但財

政部可取得專案較多的資訊，可能會置其它貸

款方於不利的地位。

此外，英國政府也考慮過是否仿傚法國提

供貸款額80%的保證。但由於這個方案會讓英

政府長期承擔專案營運風險，而非僅是解決短

期流動性的問題，故並未被採納。

伍、危機後PFI融資市場的變化

雖然英國財政部的緊急措施讓PFI融資市場

恢復運作，但卻阻止不了這個市場在中期所發

3. 長期聯貸市場消失，市場已找不

到願意承做長期貸款的銀行，貸

款期(tenor)大幅縮短。

(二) 專案債券市場

前面提過，此次金融危機造成提供

保證的保險公司搖搖欲墜，由於擔保了

太多房貸證券化所衍生的金融商品，雷

曼兄弟破產所產生的財務黑洞幾乎讓這

個產業全軍覆沒。沒有這些保險公司，

債券發行方的破產風險無法轉嫁，因而

會影響投資者的認購意願。此外，許多

活躍於PFI債券投資的銀行也都倒閉，使

得投資者頓時不足。由於這二個因素，

債券融資這條路基本是堵塞了。

肆、英國政府所採取的方案

在金融危機暴發之際，英國計有110個PFI

專案處於採購階段，這些總投資金額高達130億

英鎊的投資計畫若能順利發包，對於挽救當時

突然冰凍的投資市場將有巨大的激勵效果。然

而由於PFI的可能融資管道都已消失，英國政府

意識到必須果斷地採取行動，否則不足以解決

眼前迫切的問題。2008年底，英國政府首先嘗

試要求歐洲投資銀行增加對英國投資項目的貸

款額度，但增加幅度有限。其次，在英國政府

大舉金援銀行業後，曾思考要對其設定PFI專案

的責任貸款額度，但最終並未執行，其中的原

因可能是這個作法會模糊了投資失敗的責任問

題。

貸款缺乏的狀況一直持續到2009年初，

使得大型PFI專案的發包受到很大阻礙。譬如

說，當時歐洲最大的環保案－曼城垃圾處理案 

生的質變。

一、貸款條件趨嚴

信用缺乏使得融資成為賣方市場，銀行多

訂定了更加嚴苛的貸款條件，包括要求特許公

司原始股東注入更多資金、提高對專案現金流

指標(metrics)的要求6、以及延後開始發股息的

時間點等，這些無疑都會增加PFI的融資成本。

二、銀行貸款成案困難度增加

在聯貸市場中，主辦銀行的一大功能在於

有效率地解決貸款定價問題，危機出現後，銀

行出面擔任這個角色的意願明顯降低，各貸款

銀行以俱樂部(club)型式運作的情況下，達成貸

款協議的交易成本大增 (HOC,2010)。

三、貸款利差擴大

危機發生前，PFI融資利率多僅高出LIBOR

約0.5%，但危機後，利差最高上升到3-4%。

四、貸款期縮短

危機發生後，長期貸款在市場上已無法

取得，取而代之的是迷你型永久貸款 (Mini 

Perms)，現存兩種型式 (KPMG,2009)：

6 因為在貸款協議(covenant)中多會對利息覆蓋率進行要求
(Fitch,2009)，常見的有兩種：

1)貸款利息覆蓋率（Loan Life Cover Ratio；LLCR)

 專案現金流扣除營運與合約要求之資本支出後，以融資加
權成本(weighted-average cost of debt)折現所得之淨現值，
在計算基礎期到貸款合約終止之間，可以覆蓋未付本金
（principal outstanding）的程度。

2)年度利息覆蓋率（Annual Debt Service Cover Ratio）

 與前者不同之處在於分母為年度還款金額(本金加利息)。

(一)  硬式(Hard Mini Perms)

相對於傳統長期銀行貸款，迷你型

多僅五至七年，屆滿時，借款人必需再

融資 (refinancing)，否則就必須宣佈破

產。雖然這種合約可要求借款人以期滿

時的市場利率重新融資，但也同時讓各

方均將面對不必要的破產風險，若借款

人破產，資產掌控權將落入清算人 (ad-

ministrator)，造成破產成本。

(二)  軟式(Soft Mini Perms)

相較之下，軟式不硬性要求借款人

期滿一定要重新融資，而是借助一些誘

因，包括：

1.利差調整 (Margin Ratchets)

這個機制讓借款人的財務狀況與貸

款利率連動，例如說利差(margin)可隨融

資槓桿調降。當核貸審核時間不足，無

法全面評估時，這個機制可強化貸款人

的信心。

2.Cash Sweep

這個機制要求借款人將專案剩餘資

金(surplus cash)，在先期償還貸款人，利

率則會隨著償還金額的增加而調降。

陸、物有所值確保了嗎？

英國財政部新版的物有所值評估 (value for 

money assessment) 架構已將廠商融資成本列入

考量 (HM Treasury, 2006)，故而市場利率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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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PFI的比較效率。一般而言，相較於傳統

採購，PFI約可省下5-10%的成本 (NAO,2009)。

危機發生後，英國財政部委託其民間融資的主

要諮詢機構PUK (Partnership UK) 進行評估，結

論是只要利差增加不超過3%，主辦單位原本的

評估結果應該還是可以成立的。國家審計局在

事後的分析報告中似乎也大體認同財政部當時

的作法 (NAO,2010)。不過英國下議院在審查國

家審計局的報告時，看法較為保守，認為主辦

單位沒有針對個案進行重新評估，而僅依據一

個大概的數值進行判斷，是無法得知融資成本

的變動是否大到足以影響PFI的評估結果。故而

認為財政部的對策主要著眼於專案是否能順利

發包，而非物有所值能否確保 (HOC,2010)。

柒、綜合討論

2008年金融危機突顯採購模式高度依賴民

間融資市場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危機發生後，

雖然英國重貼現率由先前的5%大幅降低到歷史

低點0.5%，且英國公債殖利率在此期間保持相

當的穩定性 (介於4-5%)，但民間融資成本卻急

遽上升，這個大幅利差無疑讓PFI在融資成本

上的劣勢更加顯著。這也是英國聯合政府為何

會命令新成立的IUK (Infrastructure UK) 對民間

融資政策重新進行體檢的主要原因之一 (IUK, 

2010)。在可以預見的未來，PFI還將持續在公

共建設領域扮演重要角色，但肯定不再會是廣

受批評的唱獨角戲 (only show in town) (UNISON, 

2009)，而會演變成為一個完全融入公共工程採

購體的採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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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前言

信託法自民國85年公佈以來，信託相關稅

制及與其它法令競合時如何處理，主管機關迄

今尚無完整之配套措施，僅能針對個案特殊狀

況逐案函釋處理原則，此讓信託同業往往無所

適從。有鑑於信託機制搭配授信業務規劃，促

使開發專案順利進行，保全融資銀行債權，已

漸為相關業務發展之趨勢，且業務發展態樣日

新月異，現有法令規範早已不敷應用，為使信

託團隊(包括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託部同仁及指

定配合之建經公司)業務執行有所依據，筆者爰

就各項信託事務執行疑義逐一函請主管機關予

以釐清，並將釐清結果陸續與業務相關同仁分

享。

◎ 關鍵字：信託、信託關係、受託人、營業稅、不動產信託、實質課稅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部／襄理／徐驊彬 (紹彬)

一般人(包括稅捐主管機關)大都認為信託關係中之受託人，基於信託關係就信託財產享有完全之管

理處分權利，否則該信託關係即有瑕疵或是無效。然而，信託財產管理處分權利係依據信託關係人間信

託契約所定範圍而定，信託關係容許受託人無須裁量判斷，僅需依據信託契約之內容及委託人之意欲，

為實現該信託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此部份之課稅實務自當有特殊規範以因應之。故本文就目

前不動產開發信託業務中，委託人就信託財產與第三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收取買賣價款、依法開立

發票並報繳營業稅後，受託人是否仍須重複開立發票並繳納營業稅，再於全案結算銷案後，由委託人另

行申請退稅乙事，將筆者論述依據及與稅捐主管機關溝通過程與大家分享。

◎ 關鍵字：信託、信託關係、受託人、營業稅、不動產信託、實質課稅◎ 關鍵字：信託、信託關係、受託人、營業稅、不動產信託、實質課稅

信託關係受託人
營業稅務處理之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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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案件緣起

案因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以下簡稱本行)受託經管A公司不動產開發信

託案，委託人就信託財產與第三人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收取買賣價款、

依法開立發票並報繳營業稅後，本欲依據委託人之書面指示，由本行(即

土地登記名義所有權人)會同本案指定建經公司(即建物登記名義所有權人)

將案內完工後房地移轉予第三人(即承購人)，以履行其所簽定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約載相關權利義務；惟因建經公司之其他個案類似情形，遭稅捐

稽徵機關透過建物移轉登記資料勾稽，認定為建經公司基於信託關係進行

實質交易卻漏開發票而予以裁罰，在相關稅務問題尚未釐清前，致使本案

房地移轉作業滋生疑義。

按「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為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為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2條所明定，且基於實質課稅原則，

稅捐客體之歸屬本係指私法上利益之實質取得人，合先敘明。而本案信託

財產處分收益之實質取得人為委託人(即受益人)，且完工後房地之不動產

交易主體亦為委託人自身與第三人簽訂契約，本行與建經公司僅基於信託

關係負責案內信託土地、在建工程及銷售價款之控管，以確保建築開發專

案順利完工交屋，並非由受託人擔任不動產買賣契約之簽約主體；復以，

受託人僅需確認委託人既已依法開立發票及報繳(抵扣)營業稅，並無逃漏

稅負之虞，亦無跳開發票之嫌，受託人應無重複開立發票並繳納營業稅，

再於全案結算銷案後申請退稅之必要。綜上，自應由委託人基於實質銷售

貨物關係逕行開立發票並報繳營業稅。

叁、溝通過程

經洽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電話聯繫結果，財政部對「信託關係中之委

託人及受託人如何開立統一發票及進、銷項稅額扣抵疑義」業於92年5月

13日以台財稅字第0920452017號函檢送處理說明在案，其中針對委託人

為營業人，受託人亦為營業人時，則受託人銷售貨物時應如何開立發票？

如需設籍開立發票繳納營業稅時，則此時受託人有銷項稅額，但無進項稅

額可以扣抵，如何處理？另委託人原已取得之進項稅額，因為開立銷售發

票致無銷項稅額，此時委託人之進項稅額如何扣抵？前述稅務課題研提處

理意見如下：

「依本部92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148號令規定，受託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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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

或勞務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或設立稅籍，其銷

售額除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8條之

1規定，免徵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外，應由

受託人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及報繳營業稅。⋯至

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銷售貨物或勞

務產生銷項稅額而無進項稅額者，該銷項稅額

即為應納稅額。另委託人所取得與信託財產有

關之進項稅額，如已轉成累積留抵稅額者，可

於受託人處分該信託財產後，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依營業稅法第39條第2項規定退還之。」

窺諸上開財政部處理意見內容，係以信託

關係之受託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時，針對其統一

發票開立及進、銷項稅額如何處理乙節所研提

之處理意見，惟如受託人並非銷售貨物或勞務

之主體時，該部復以92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7220號令規定：「營業人以建築執照

所載起造人名義作為信託標的交付信託，雙方

約定仍由委託人行使該建案之各項管理及處分

之權利，尚非信託法所認定之信託，無本部92

年2月26日台財稅字第0920451148號令規定之

適用，應由實際起造人取具相關進項憑證，並

於銷售時依法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此令一出，或有信託同業認為可免除自身營業

稅務之繁複作業，減輕作業權責及人力物力負

擔，殊不知其中「尚非信託法所認定之信託」

之認定，將肇致原信託財產失去於信託關係下

不得強制執行之保護傘，無法達到信託機制之

風險隔離效果，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財政部之所以會做出上開解釋令，主要係

參照法務部92年10月6日法律字第0920038921

號行政函釋內容所定，茲將法務部函釋內容略

以：「⋯二、按信託法第1條規定：『稱信託

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

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準

此，信託關係之成立，除須有信託財產之移轉

或其他處分外，尚須受託人因此取得信託財產

之管理或處分權限；倘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並

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而屬於消極信託者，因消

極信託之受託人僅為信託財產之形式所有人，

似不符合信託法第1條所規定『受託人依信託本

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要件，從而應非屬

我國信託法上所稱之信託，合先敘明。」故財

政部前開解釋令僅限於受託人對於信託財產並

無管理或處分之權限而屬於消極信託者，其中

適用範圍與目前信託實務間尚有執行盲點。

惟法務部前開函釋內容尚包括：「三、次

按受託人未被賦予裁量權，無須為判斷，僅須

依信託條款訂定，或依他人之指示管理或處分

信託財產之信託，稱為事務信託，或稱指示

信託。事務信託或指示信託之受託人對信託財

產仍具有管理權，與前開所述委託人未將信託

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權授予受託人，或受託人對

於信託財產完全不負管理或處分義務之消極信

託，並不相同。四、⋯事務委託(指示委託)類

型，仍得成立信託關係。」，加以，「縱使信

託關係已成立，但所受信託之財產，實質上仍

屬委託人之自有財產，受託人僅應依該信託契

約之內容及委託人之意欲，實現該信託之目

的，管理或處分該信託財產(法務部99年3月9

日法律字第0999005722號函意旨參照)。」換

言之，一般人大都認為信託不動產一旦完成信

託移轉登記予受託人管有，信託關係因而成立

後，即應由受託人基於信託關係就信託財產而

有完全管理處分之權利，殊不知目前信託實

務，受託人僅就信託關係人間約定之特定信託

事務範圍享有管理處分權限，且應依據信託契

約之約定方式執行信託事務，委託人在不違反

授信條件之前提下，仍擁有信託財產之實質所

有權利，此類信託關係亦即法務部前開函示所

稱之「事務信託」，恐與一般認知之信託關係

有所差異。

故本行與委託人(即不動產開發建案融資

之借款人)間簽訂之信託契約書，雖約定仍由

委託人負責後續建築開發事宜，並保有銷售完

工後房地之權利，受託人係依委託人之書面指

示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但若委託人發生違反

授信合約或信託契約情事時，委託人同意受託

人得邀集契約關係人協商續建及續銷方案，並

依協商結果續行執行信託事務，以達有效保障

立契約書人相關權益，及兼顧融資銀行權益之

信託目的，此處受託人係在特定條件成就之前

提下，有條件地享有信託不動產之管理處分權

利。故依法務部前開函釋後段內容觀之，應屬

事務信託(或稱指示信託)之範疇，仍得成立信託

關係，其性質與財政部函釋內容所稱之消極信

託而有所不同。

綜上，本行認為，無論信託態樣為何，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如有以

受託人名義自為簽約主體(或與委託人併為簽約

主體)銷售貨物或勞務時，本應依法開立發票

及報繳營業稅，而財政部以上各該函令，僅就

「受託人銷售貨物或勞務」及「消極信託」等

二者信託關係型態訂出稅務處理原則規範，並

未針對「事務信託」型態下，受託人非銷售貨

物或勞務主體，而係僅依委託人書面指示移轉

信託財產予指定第三人時，是否仍須開立發票

乙事予以釐清。

肆、處理結果

經與本行轄區即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中南

稽徵所經辦主管面對面討論信託實務及多次電

話溝通作業細節後，該所終於了解現行信託實

務與解釋函令間之差異所在，爰於96年2月9日

以財北國稅中南營業二字第0960003776號函

覆本行，同意本行得參照財政部台北市國稅局

93年2月10日財北國稅審三字第0930219833號

函中說明二(三)、(四)所述之適用，應由實際起

造人取具相關進項憑證，並於銷售時依法開立

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亦即受託人無須先行

開立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後，再由委託人將

其留抵進項稅額於結案後申請退稅；至於受託

人權責部份，則須確認委託人確已依法開立統

一發票後，始得依其書面指示配合移轉信託財

產。至此，全案稅務處理終於獲得圓滿結果。

經過此次函文溝通往返經驗發現，主管機

關未必對作業實務面充分了解，或對不同態樣

之信託事務內容有不同之法律見解，仍待積極

婉予溝通說明，始能確保其所發出之解釋內容

符合實務作業需求。忝將以上溝通內容及函釋

結果與大家共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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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前 言

八○年代以後，各國政府受到財政壓力和

民眾需求不斷增加的影響，莫不希望透過組織

精簡、民營化、委託外包等政府再造工程來解

決所面臨的危機與困境，鄰近的日本也是一

樣。日本在歷經泡沫經濟之後，於九○年代初

期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如何能在減輕政府財

政負擔的前提下，卻又能滿足民眾多元需求，

以達到善盡政府職責的作法，則成為學者專家

們致力研究的重要課題。其中PFI（Private Fi-

nance Initiative）因強調引進民間資金以彌補政

府財源之不足，被日本政府視為是為了解決財

政危機所尋找出的多元、彈性公共事業經營或

公共服務推動的一種新方式，並期盼藉此達到

合理社會資源管理的目的。在本文中，作者期

盼藉由日本PFI的相關制度與經驗之介紹分析，

來提供我國日後推行相關政策時之參考與借

鏡。

◎ 關鍵字：民間財務啟動、公私協力、公立圖書館、監獄

國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林淑馨

受到政府財政惡化與民眾參與公共事務意願提升的影響，公私協力儼然成為近年來協助政府推動

公共建設或提供公共服務的重要方式。然而，公私協力關係建立的成敗在於能否掌握所有公共事務的情

境，並就不同的情境發揮不同的功能。基於此，在本文中，作者藉由日本PFI制度設計與個案介紹，來

瞭解PFI在各種不同事業領域的實施現況與成效，並探討其所可能面臨的課題。

◎ 關鍵字：民間財務啟動、公私協力、公立圖書館、監獄◎ 關鍵字：民間財務啟動、公私協力、公立圖書館、監獄

日本型PFI的制度
與經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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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型PFI的概念、制度設計與施行現況

一、 日本型PFI的基本概念

PFI一詞源起於英國，意指「在推行傳統由公部門所提供公共服務

（如道路）或建設公共設施等公共事業時，由民間機構負擔事業的風險，

同時藉由民間資金與專業技術的活用，有效推動公共事業或提供公共服務

之新型態的一種推動公共建設模式」（林淑馨，2010：108）。

相較於英國，PFI之所以被引進日本，除了因其在英國及歐美實施所

顯現的一定成果外，主要乃是政府為解決泡沫經濟所造成的景氣不佳，

在財政困難與民間投資意願低落的情況下，擬藉由興建公共建設，擴大國

內需求，以提高民間業者對於社會資本投資的意願，所採行的一項解決方

案（宮木康夫，2000；建設政策研究所編，2002）。之所以稱為「日本

型」，乃是因為日本的法律制度與經濟環境和英國有相當的不同，為使導

入的PFI能適合日本社會，故配合日本的各項制度予以修正，且在實施本

質上有所差異。因之，相較於英國的PFI強調有效使用稅金，著眼改善公

共事業的品質與效率，視其為行政改革的一環與改革公共事業的作法，日

本型PFI則是強調導入整備社會資本的民間資金，以興建缺乏預算的公共

建設，並視其為景氣對策的一環與促進公共事業的作法，顯示英日兩國在

推動PFI的背景上雖相同，但其背後的用意卻有所不同。

二、 日本型PFI的制度設計

(一) 原則與目的

如欲探究日本型PFI的制度設計原意，應追朔自1999年7月30

日所制訂的「活用民間資金以促進公共設施等的整備之相關法律」

（簡稱PFI法），以及2000年3月所制訂的「藉由民間資金等活用以

整備公共建設等事業實施的基本方針」。根據PFI法第一條內文顯

示，日本實施PFI主要是希望能活用民間資金、經營能力與技術，

來促進公共設施等的興建，以達到效率且有效的整備社會資本的目

的。至於日本實施PFI所抱持之理念則可以整理為五項原則與三大

主義，分別是公共性原則（實施PFI的事業需有公共性）、民間經

營資源活用原則（活用民間資金、經營能力與技術）、效率性原則

（尊重民間業者的自主性與創意，以達到經營效率）、公平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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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保障PFI事業選定或民間業者選定的

公平性）、透明性原則（從事業計畫到

事業終了的過程，需保持透明性），以

及客觀主義（事業實施的各階段評價需

要維持客觀）、契約主義（經由明文化

明確規定責任分擔等契約內容）和獨立

主義（保障事業的法人格及經營上的獨

立性）。由以上所述得知，日本期待經

由PFI的實施而達到活用民間資源以有效

整備社會資本之目的相當明顯。

(二) 事業類型與適用範圍

日本型PFI的分類基本上是以英國

PFI為雛型，將其分為「費用徵收型」、

「一體整備型」與「購買服務型」三

類。所謂「費用徵收型」，又稱第一類

型，顧名思義亦即民間業者自行興建、

管理公共設施。成本由使用者所支付的

費用來回收，風險當然也由民間業者自

行負擔，公部門的權限僅被限縮在事業

的許可權方面。「一體整備型」又稱第

二類型，意指政府因為經費不足，藉由

公私共同出資來興建公共建設，用以減

輕公共財政的負擔。同時，一般也認

為，相較於公部門單獨興建公共建設所

可能衍生的無效率，此種作法顯然較能

發揮私部門的效率特性。而值得注意的

是，「一體整備型」除了意謂公私共同

出資外，主要還強調硬體設備的整體

性。至於「購買服務型」又稱「第三類

型」，是指由民間業者從事公共建設的

興建與管理，而公部門則成為公共服務

的購買者。事業風險原則上由私部門負

擔，但成本卻是由公部門所支付的費用

中回收（參考表1）。然而不同於英國的

是，日本的「購買服務型」，將「使用

年限短或容易腐壞的必要設施之服務」

與「需求變動大或將來需求可能變小之

服務」視為是推行該事業型態的「條

件」。由此可知，日本政府在推動PFI時

所採行的態度是：將風險較高的公共事

務開放給民間，風險較小者則由公部門

繼續獨占。

三、 事業區域與分佈範圍

根據內閣府的統計，截至2010年12月底為

止，日本全國43個縣市中幾乎所有縣市都有PFI

事業，僅群馬、高知、和歌山、島取與宮崎五

縣沒有PFI事業。若以區域來看，則以東京最

多，有53件，其次為大阪府，有25件，緊接著

千葉縣，有24件，而神奈川縣、愛知縣並列第

四，各有23件（參見表2）。

從上述相關資料大約可以描繪出日本PFI施

行的概貌，亦即該國PFI的事業分佈區域相當

廣，絕大多數的縣市都有PFI事業，其中尤以

「市町村」為最多，而事業範圍與種類也相當

廣泛。但事業規模卻以「微小型」居多，占七

成三，相形之下，大型PFI的比例則顯得相當

少。「購買服務型」為深受歡迎的PFI事業類

型，有超過七成以上的事業採用。然值得注意

的是，「中央」層級的PFI近年來似乎有逐年減

少的趨勢。

另外，日本型PFI所適用的「公共建設」範

圍，包括下列幾項：（1）道路、鐵路、港灣、

機場、公園、下水道等公共設施；（2）政府機

關行政大樓、宿舍等公用設施；（3） 公營住

宅及文化教育設施、廢棄物處理設施、醫療設

施、社會福利設施、停車場及地下街等公益設

施；（4）資訊通信設施、新能源設施、回收設

施、觀光設施及研究設施等。由此可知，日本

型PFI所涵蓋的領域包括環境、福利、醫療、教

育、文化等。之所以會在這些領域中導入PFI，

表1 日本型PFI事業類型

類 型 資金回收方法 具體適用事例

購買服務型 資金回收主要靠公部門所支付的服務購買對價
PFI事業的一般型態(官舍、宿
舍、學校、醫院、監獄等)

一體整備型
資金回收靠服務使用者所支付的費用，如有不足則由公部門
以財政支援

國民宿舍、餘熱利用設施等

費用徵收型
資金回收是靠服務使用者所支付的費用，公部門對其資金盈
虧並不過問

水族館、停車場等

資料來源：野田由美子，2004：101。

表2 日本PFI的實施現況（至2010年12月31日止）

管理者 件數                 實 例

中央 62 官舍、公務員宿舍、國立大學（研究大樓、圖書館）、議員宿舍

都道府縣 82
縣立美術館、淨水場發電設施、縣營住宅、停車場、資源循環工場、衛生研究
所、水族館等

政令指定都市 49 廢棄物處理設施、複合設施、中小學校、下水道設施、事務廳舎、運動中心等

市町村 137 醫院、小學、廢棄物處理設施、圖書館、排水處理設施、公園、文化會館等

事務組合 10
廢棄物處理設施、醫療中心整備事業、港灣設施、老人福利設施、事務廳舍、消
防設施等

其 他 35 京都大學綜合研究大樓整備事業等

 合 計 375

資料來源：內閣府網站（http://www8.cao.go.jp/pfi/iinkai7.html；檢閱日期2011/2/10）。

主要乃是希望藉由民間主導公共建設，除提升

公共服務的品質外，還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用以促進內需的擴大。

參、日本型PFI的經驗分析

如前所述，由於地方政府的財政問題始終

未能解決，導致近年來PFI在日本受到重視的程

度日益加深，應用的範圍也相當廣泛。因受篇

幅字數所限，在本小節中，作者乃簡單介紹公

立圖書館與監獄兩種不同類型的公共建設PFI

施行案例的背景、經過、現況與成效以作為參

考。

一、 公立圖書館PFI個案：以桑名市立中央

圖書館為例

(一) 背景

桑名市立中央圖書館（以下簡稱中

央圖書館）是日本第一個圖書館PFI的案

例，其前身是桑名市立圖書館（以下簡

稱舊圖書館）。由於舊圖書館的經營方

式是採公設公營，經營成本較高，再加

上年久失修，難以因應時代變遷和不符

民眾需求，但卻又受限地方自治體財政

吃緊的困境，因此在2001年決定根據PFI

法將其視為特定事業，於2004年10月以

PFI模式重新更名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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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再分析市民的使用情況發現，隨

著開館日數的延長（如2005年297日，

2006年302日，2007年303日），使用情

況有顯著增加的趨勢，以2003年為例，

一年總使用人數有24萬5千人，但開幕的

前半年使用人數即達到35萬7千人。另

外，圖書的借閱數量也有大幅增加的情

形。同樣以2003年為例，該年全年的總

書籍借閱數量為24萬7千冊，但2007年下

半年的借閱量就已經達到34萬4千冊，顯

示圖書館在PFI以後民眾使用的情況較之

前提升（藤江昌嗣，2008：519-520）。

(四) 成效

桑名市立中央圖書館自2004年開始

以PFI方式來經營，截至目前為止所顯

示的成效約可整理為下列幾項（浜野道

博，2001：388-389；桑名市立中央圖

書館，2006：39；藤江昌嗣，2008：

520）：

(二) 過程

中央圖書館的PFI是採BOT方式，由

民間業者負責設計、建設與經營管理，

時間長達30年。而其事業範圍包含圖書

館等設施的整備與維持管理業務，以及

圖書館的經營業務。當時有包括日立、

伊藤忠、三菱、鹿島、住友與丸紅等多

家知名企業集團參與投標，經過「資格

審查」和「事業提案審查」兩階段，參

考投標價格和其他要素，採「最有利

標」，最後由鹿島集團以積分最高得

標。

(三) 現況

如表3所示，若比較PFI前後圖書館

的服務內容可以發現，無論是藏書的豐

富程度，或是開館時間、日數，甚或資

料的借閱等，中央圖書館的服務內容與

範圍似乎都比舊圖書館時代來得廣泛，

便利性也大為提高。

第一、圖書館IT化和服務效率的提升。

相較於過去公設公營的圖書館，

不但館內設施老舊且技術更新緩

慢，難以因應網際網路變化的需

求，以PFI方式交由民間經營的圖

書館在此方面就顯得快速許多。

例如在書籍管理上導入IC系統，

不但大幅提升藏書控管和借閱的

便利性，降低書籍遺失等糾紛的

發生，而且還大幅減少這方面的

人事費用。又如自動化書庫的設

置，使用者無須經由櫃台借閱書

籍，不但可以達到保護借閱人隱

私的目的，還能減輕圖書館員的

業務負擔。

第二、減輕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桑名

市所採用的PFI類型屬於「購買服

務型」，如表4所示，中央圖書館

以PFI方式交由民間經營，預計比

由桑名市直接經營可以減少約21

億5200萬日圓（22%）的公共負

擔費用。

表4 中央圖書館PFI前後的經費試算表

金  額

市直接經營的情況 9,774百萬日圓

以PFI方式經營的情況 7,622百萬日圓

市的財政負擔減輕額度 2,152百萬日圓

市的財政負擔刪減率 22.0%

資料來源：桑名市立中央圖書館，2006：39。

二、 監獄PFI：以山口縣美祢社會回復促進

中心為例

(一) 背景

日本將PFI導入監獄事業，主要可

以歸因於治安惡化，犯罪增加和刑期延

長化等因素所導致的過度收容。2001年

10月日本全國59所監獄的收容率首次

超過100%。收容的犯人數原本是僅有

65,000人，最後卻超收到68,000人。由

於人數過多生活空間狹小擁擠之故，不

但提高受刑人的壓力，也提升紛爭發生

的風險。另外除了空間問題，監獄管理

員也呈現不足的情況，超時工作已經成

為常態化（石井晴夫等，2008：121）。

因此，日本法務省為了改善受刑人的環

境，決定導入PFI以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二) 經過

山口縣美祢社會回復促進中心（以

下簡稱美祢促進中心）就是在上述的背

景下於2007年4月誕生，成為日本第一個

以PFI方式經營的公私協力型監獄。美祢

促進中心的PFI是採BOT方式，時間達20

年，可收容的受刑人為男女各500名。該

中心不同於將所有業務全委託給民間的

作法，採「混合經營」模式 ，由公務員

身分的監獄管理員和民間管理者共同經

營管理該中心。參與的民間業者需要負

擔監獄的設計、建設與維持管理，以及

建設所需要的資金。另外，所有收容相

關事務、警衛、醫療與職業訓練等業務

也都委由民間業者，至於原本在監獄服

務的公職人員則可專注於受刑人的管理

與矯正教育業務。當初參與競標的三家

業者中，最後由清水建設、新日鐵、日

立製作所、小學館等企業組成的sekomu

集團得標，契約金額是517億日圓（田嶋

義介等，2007：217）。

表3 桑名市立中央圖書館概要

所在地  桑名市立中央圖書館 舊圖書館

面積 3,169.06m2

藏書
目標

目標30萬冊
2008年 3月 258,359冊（約26萬冊）
一般開架 10萬冊  兒童3萬冊
鄉土資料1 萬冊 
開架16萬冊（自動化書庫）

13萬冊

開館
時間

早上9點到晚上9點
早上9點到下午5點（星期四
到晚上7點）

休館日
每周三
特別整理時間（五天）
歲末年初

每周一、假日
月底整理日（六、日除外）
特別整理時間（十天）
歲末年初

開館
日數

一年300天以上 一年275天

資料
借出

書 每人最多10冊(（15天以內）
視聽資料 每人兩件（8天以內）

每人最多5冊（15天以內）

資料來源：藤江昌嗣，200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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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效與課題

美祢促進中心經營至今還未滿四

年，PFI的時間雖然較短，也缺乏「量」

的數據，但現階段仍可看出部分成效。

作者整理論述如下（田嶋義介等，

2007：217；藤本哲也，2009：4-6；森

田裕一郎，2009：15）。

首先是經濟效果的發揮。由於當初

預估政府直接經營需負擔565億日圓的經

費，若交由民間業者則可以省下48億日

圓，換言之，透過監獄PFI的方式約可以

刪減8.5%的營運經費。

其次是解除超額收容問題和減輕管

理人員的負擔。如前所述，日本自2001

年以來監獄的收容率已達過度飽和，也

因而增加管理人員的工作壓力。自從監

獄PFI以後，包含美祢、島根、喜連川、

播磨等促進中心於2007年以後陸續加入

營運，其收容率占全國的8%，已能有效

解除過度收容問題並減輕管理人員的工

作負擔。

第三是透過民間專業管理技術的活

用以提高管理效率。例如相較於國營監

獄，受刑人在移動時必需有監獄管理人

跟在旁邊，美祢促進中心的受刑人則因

配帶無線LAN等監控裝置，在中心內可以

獨自行走，管理員則在中央監控室透過

電腦掌握受刑人的所在位置，而提升管

理業務的效率。此外，民間業者所提供

的教育課程和職業訓練課程也較國營監

獄多元豐富和實用，較有助於受刑人回

歸社會的再就業。

最後，一般對於將監獄經營權交給

民間業者是否容易產生受刑人逃亡、自

殺或個資外洩等多持懷疑的保留態度。

但是從本個案的經營情況來看，至目前

為止都未發生管理經營不當的問題，也

未曾出現受刑人有不滿的情形。無論是

學者專家的研究或相關的調查報告皆對

本個案給予高度的肯定。然而，由於本

個案是採「混合經營」模式，「依法行

政」的公務人員和講求效率的民間業

者，在經營管理上是否會產生組織文化

差異問題，以及監獄的經營是一體且複

雜的，公私部門在業務分割上是否能如

預期明確，則是後續待觀察的課題。

肆、結 語

總結上述日本經驗得知，該國政府為解決

沉重的財政負擔，透過引進民間資金、專業與

技術來彌補政府在公共建設或公共服務輸出之

不足。而從本文介紹的公立圖書館和監獄PFI的

個案來看，似乎在經營效率的提升與減輕政府

財政負擔方面有達到某種程度的預期。然而，

在日本諸多PFI的推動經驗中，並非所有事業的

PFI都是成功個案，其中也不乏提前解約者，如

新近江八幡市立醫院等（林淑馨，2010：122-

130）。若探究其因素除了政府在推動PFI時忽

略公私部門協力可能引發的組織文化衝突外，

事前評估過於樂觀，以及未能充分考量事業特

質和公共性強弱，也是造成日後PFI失敗的主要

原因。因此，如要提高PFI實施的成效，除了審

慎評估事業特質與合適性外，公私部門加強對

彼此負責業務的瞭解，並定期舉行會議予以充

分對話，與建構信賴關係都是有助於PFI推行成

功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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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Introduction

Singapore has entered into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through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which boast up their confidence to be 

the first country in South-East Asia to adopt 

PPP model for soci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

ment. A variety of new projects are thus in the 

pipeline including sports HUB, college cam-

pus and IT projects. The desalination project 

came into commercialization in year 2005. It 

is a Public Private Participation Project (PPP) 

with a Build-Own-Operate (BOO) type owner-

ship structure. Sea Water Reverse Osmosis 

(SWRO) is the selected technology for waster 

desalination. Nowadays,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process is univers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promising technology for brackish 

and seawater desalination.1

In order to find out financing of PPP de-

salination project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main features of the project in the 

1 Furuawa, D.H. (1997) A Review of Seawater Reverse Osmosis. In 
proceeding of IDA Desalination Seminar, Cairo, Eg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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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is a precious and strategic resource for Singapore. As an attempt to reliable and resilient water 

supply, desalination plants are set with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in Singapore. Tuas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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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of – (1)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and Sub-sovereign risk, (2) Source 

and Method of fi nancing, (3) Role of government and support, (4) Energy 

Supply Agreement, (5) Water Purchase Agreement and (6) Risk alloca-

tion and Management for these projects. 

Background 

Singapore is working to increase its domestic reservoir catchment 

areas to two-thirds of the island from the present half. Water is imported 

from Malaysia with accord in 1961 and 1962 for guaranteed supply.  This 

water supply meets half of Singapore's daily water needs. These agree-

ments are in force up to 2011 and 2061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reduce 

its dependency on Malaysia for water, an island on the sea, desalination 

is a natural solution for Singapore. As a consequence, desalination pro-

gram has been initiated.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is the fi rst of this kind. 

It is estimated that by 2011, desalination program will produce 30% of 

Singapore's water requirements of around 88 million gallon/day.2

Tuas is the first benchmark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roject of 

Singapore. The projec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the water stressed 

country and is of high national interest. 

Description of Project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Singapore

In January 2003, Public Utilities Board (PUB) of Singapore had 

awarded a contract for Build, Own and Operates (BOO) desalination 

plant to SingSprint (a special purpose company), a consortium compris-

ing Hyfl ux Ltd (70%) and Ondeo (30%). The agreement is for 20 years 

with guaranteed production capacity of up to 136,380 m3/day. It is the 

fi rst PPP project of Singapore in the water industry. The project serves 

10% of country's potable water demand. Tuas desalination plant is one of 

the most energy effi cient Sea Water Reverse Osmosis (SWRO) plants in 

2 Onn, L.P. (2005). Water Management Issues in Singapore. In proceeding of Water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Siem Reap,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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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producing treated water at total en-

ergy consumption for the plant of only 4.2kWhr/

m3. This has resulted in an expected fi rst-year 

selling price of US 49 cents/m3 - the lowest of 

any comparable projects in the world.3  Table 1 

show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se two projec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oject financ-

ing of a case study of Singapore. Data and 

information are collected from multiple sources 

such as journal reports, conference articles, 

newspaper reports, annual reports, company 

profi les, internet searches and interviews with 

professionals involved in the projects. 

3 Arasu, S. (2006). Desalination and Ulu Pandan NEWater DBOO 
Projects: PUB's Experience. In proceeding of Capacity Building 
Workshop, Bangkok, Thailand.

Findings and Analysis Sover-
eign Credit Rating and Sub-
sovereign Risk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municipality 

or water utility to raise funds either internally 

or externally is highly affected by the rating 

given by rating agencies. For a specifi c coun-

try, agencies use different criteria for local and 

foreign currency rating. Banks see sovereign 

risk as a major issue in the emerging market 

for financing water projects. Better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helps fi nding variety of options for 

debt fi nancing. In countries with high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projects are normally financed 

by domestic commercial banks.4  Singapore 

4 Haarmeyer, D. and Mody, A. (1998). Financ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Projects: The unique risks. World Bank Note 151

Table 1 Main features of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Singapore

Project Features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Singapore

Production Capacity 136.380 m3/day

Plant Type Sea Water Reverse Osmosis (SWRO)

Construction Cost US $117 Million

Concession Period 20 years

Contract ends period 2025

Contract Type Build Own Operate (BOO)

Tender Modality Open Competitive 

Type of Project Financing Limited Recourse

Tariff rate (1st year water price) 49 cents/ m3

Project's Contribution Meets 10% of country's potable water demand

Project Finance Raised fi nance locally

Financing
Equity fi nancing:  $20.47 million by Hyfl ux (70%) and Ondeo (30%).
Debt fi nancing:  Four banks involved in debt fi nancing; DBD (lead arranger), KBC, ING Bank, 
Standard Chartered for a total amount of $96.53 million

Debt Break Down $100.65 million term loan and a $4.0 million standby loan which covers 70% of cost overrun.

enjoys stable sovereign rating, falls far above 

investment grade than other countries. Due 

to stable and investment grade, the country is 

able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financing Institu-

tion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private offshore 

banks and investors. Table 2 shows the sover-

eign credit rating of the country;

Loan syndication was possible for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where Development Bank 

of Singapore (DBS) was the lead arranger with 

other three banks Standard Chartered, KBC 

and ING Bank. The project was fi nanced on a 

limited recourse basis. The recourse was gen-

erally provided by payment guarantees to the 

parties' off-taking the service (i.e. buying water) 

such as Public Utilities Board (PUB, Singa-

pore). This bears payment risk as they were 

the monopoly buyer. The investors were more 

concerned on the fi nancial conditions of these 

utility boards. The guarantee provided by PUB 

was highly credible for these two projects due 

to strong fi nancial viability track record of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This reduces the risk of not 

being paid for services delivered. Singapore 

government with AAA credit rating stood be-

hind PUB's obligation which eventually helped 

arranging impressive leverage of 80%. Hence, 

high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with low sub-

sovereign risk had paved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attractive financing in the case study PPP 

project.

Source and Method of Financ-
ing 

Total fi nancing for these two projects had 

been raised domestically. The equity investors 

as well as the lenders were from within the 

country. Singapore government had recognized 

domestic companies (Hyfl ux for Singapore and 

IDE Technologies) as major equity investor for 

the desalination project. In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Hyflux contributes 70% equity in the 

desalination project, a Singaporean company 

which has impressive track records in water in-

dustry for designing, building, supply,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purpose-built water treat-

ment to industrial, municipal and governmental 

clients.

Availability of domestic debt financing is 

the most serious constraint in project fi nancing. 

Singapore had overcome this situation because 

of well-developed domestic debt markets and 

use of long-term debt fi nancing which are quite 

suitable tools for project financing. Injection 

of domestic debts at considerable amount in 

these desalination projects not only nullifies 

foreign exchange risk but also created high 

commitment by the lenders for project success. 

Raising funds locally had also reduced politi-

cal risk exposure. Singapore has a number of 

banks who were willing to take participation in 

project fi nancing during the time of Tuas deso-

lation project financing. The banks were very 

Table 2 Sovereign Credit Rating by Standard and Poor's (Rating as of July, 2001)

Country Local Currency (Long Term) Outlook Foreign Currency (Long Term) Outlook

Singapore AAA Stable AAA Stable

S&P's rating defi nitions;
AAA = Capacity to meet fi nancial commitment is extremely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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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oss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and 

other stakeholder agencies. The state owned 

agency PUB had pretty well-staffed – acted as 

a team with financial, legal and technical ex-

pertise which helped in formulating concession 

agreement. Despite trained and skilled PPP 

personnel in PUB, Singaporean government 

had invited qualified independent advisors 

for consulting and monitoring the project. For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the technical advi-

sor to the government was Fichtner and Black 

and Veatch for sponsors. The procurement 

was based on progressive approach - from in-

house design and supervision to outsourcing of 

design, supervision and consultation. 

Award of Tenders

In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procurement 

agencies had adopted an open and transpar-

ent process when dealing with clarifications 

during the tender stage. The bids for this BOO 

project was highly competitive. SingSpring was 

selected as it offered the lowest cost of supply 

over the 20-year period and its bid was able to 

meet various technical performance standards. 

Other bidders for this project were SembCorp, 

Tuas Power and Keppel Infrastructure. Singa-

pore government had ensured high transpar-

ency for awarding the contracts during bidding 

procedure and bid evaluation. Since it was the 

first PPP project and the government wanted 

to be sure of the success, it took 18 months 

for process of prequalifi cation, tender and ten-

der evaluation in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6

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omoting PPP in the UNECE Region 
(2007), Tel Aviv, Israel

active and tenor offered was quite reasonable 

for PPP projects.  A syndicate of banks led by 

Development Bank Singapore (DBS) covered 

$106.15 million financing to SingSpring Pte 

Lt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esalination plant in 

Tuas is a great success story in domestic debt 

fi nancing. Other three banks which were very 

active and highly credentials in PPP for this 

syndication were KBC Bank, ING Bank and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The tenor of debt 

was 18 years for the project, which was the fi rst 

in Singapore of such long term debt fi nancing. 

Role of Government and Sup-
ports 

Government can take the role as fi nancer, 

supplier, customer and competitor/regulator in 

PPP Projects that affects private investment.5 

Financing of the project and /or a project to be 

fi nance able thus depends on government's in-

volvement and guarantees it provides to a proj-

ect. The authors have examined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in (1) policy framework and insti-

tutional capability, (2) award of tender process 

and (3) guarantees and incentives of these two 

desalination projects. The analysis proved that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had scalable in-

volvement in the case study PPP project.

Clear Policy Framework and Insti-
tutional Capability

Tuas project got strong support from 

5 Ramamurti, R. (2003). Can Governments make credible promise? 
Insights from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emerging econom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9:253-269

Technical specifi cation of the project was per-

formance-based. The bidding process allowed 

the bidders to select most innovative and cost 

effective solutions.

Guarantees and Incentives 

Though government did not guarantee for 

loan or investment in these case study project, 

it had provided other forms of guarantees to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Government's agree-

ment in this desalination project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able 3. 

In this project, the government had as-

sisted in timely issuing of permits and other 

consents. Singapore government had provided 

land access through lease from JTC Corpo-

ration. The government had guaranteed a 

minimum purchase of water. The project got 

freedom for setting tariff rate which is linked 

to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of its country.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had agreed to make 

capacity payment if changes occur in the cur-

rent monetary laws or new regulations affect 

the investment. 

Energy Supply Agreement 

For desalination project, the fi nancing of a 

project is sensitive to input costs and supply of 

electricity. Desalination process relies heavily 

on electricity. It is estimated that a desalina-

tion plant that produces 50 million gallons/day 

consumes 35 megawatts of electricity.7 Operat-

ing cost of a desalination project forms a large 

portion of energy cost. In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SingSpring entered into Initial Energy 

Supply Agreement and Supplemental Energy 

Supply Agreement with Seraya Energy in 2004 

and 2006 to supply electricity for its commer-

cial operation until December 2008. After this, 

a new energy supply agreement has thus been 

procured on tender basis.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uses spot purchase of electricity sup-

ply contract. This is due to wide availability of 

suppliers and little price risk. Even though, the 

energy costs are the signifi cant component of 

annual operating costs of SingSpring. This cost 

is susceptible to fuel prices. In order to manage 

fuel price risk, SingSpring had entered into fuel 

swaps to hedge this risk based on anticipated 

capacity demand.

Water Purchase Agreement 

This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financ-

ing consideration as project's revenue solely 

depends on cash-flow from water purchase 

7 Feizollahi, F. (2004). Seawater Desalination “White Paper”. In 
proceeding of California American Water, Montery, CA

Table 3 Government's support and incentives
Desalination 
Projects

Support 
Loan

Minimum Operating 
Income (Purchase 
min. quantity)

Commercial 
Freedom (tariff rate 
fi xation)

Interest Rate 
(difference of 
repayment)

No second facility 
guarantee

Assist in timely 
issuance of permit 
and consents

Tuas Project, 
Singapore No Yes Yes No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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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WPA). It forms the foundation for 

fulfillment of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by both 

parties. WPA is infl uenced by investment cost, 

choice of technology and energy cost. On the 

pubic side, it bears political and regulatory 

risks. The most common WPA is ‘Take or Pay' 

which is also found in Tuas desalination proj-

ect. Generally ‘Take or Pay' agreement refers 

that the utility (here WDA and PUB) have to 

buy full quantity of water (agreed amount in the 

WPA) otherwise oblige to pay if not taken. By 

this guarantee agreement government elimi-

nates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demand risk for 

the private sector.  It is also noted that ‘Take or 

Pay' arrangements are of many shades of gray 

and do not impose a straight forward obligation 

for a utility to buy full quantity of water. More-

over, water price infl uences foreign exchange 

risk if debt repayment composed of more than 

one currency. Foreign exchange risk is classed 

into two categories - one relates to exchange 

convertibility risk and other is exchange rate 

risk. Since the project was financed locally, 

therefore the former risk does not exist. The 

latter is handled by tariff indexation. A portion of 

payment (i.e. fi xed and variable component) is 

indexed to respective country's consumer price 

index (here, Singapore) for WPA. Such as, grid 

charge, electricity charge, chemicals and mem-

brane charges are indexed through Singapor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and US Producer 

Price Index (PPI). Nonetheless, these risks 

are fallen and managed by public sector. For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initial water tariff was 

US$ 0.49/m3 in 2005, which varies according 

to a formula linked to fuel costs and inflation. 

All PPP projects that have been implemented 

and in construction in Singapore so far, tend 

not to involve private sector in taking signifi cant 

demand risk. The payment mechanism under-

lying these projects is either based on service 

or capacity availability. In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PUB is the sole purchaser of bulk wa-

ter and ensures protection against demand risk 

of SingSpring. 

Risk Allocation and Manage-
ment

Wolfs and Woodroffe stated that the key 

to implement a bankable commercial structure 

would be off-take agreement and level of risks 

passed to a project.8 Equitable risk sharing is 

the foundation for any PPP project. Correct 

risk allocation is therefore essential for optimal 

price and for services. Table 4 shows how this 

project had allocated and managed risks. In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SingSpring (i.e. the 

consortium) had assumed financing,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risk. On the other side, PUB assumed credit, 

revenue, inflation and exchange rate risks. 

High gravity of attention had been paid to envi-

ronmental risk associated with these seawater 

desalination projects. 

Disposal of brine was the major environ-

mental concern for the projects. In Tuas de-

salination project, brine stream is discharged 

into the sea through a submerged outfall, the 

positioning and capacity is subject to extensive 

assessment to mitigate environmental impact.

8 Wolfs, M. and Woodroffe, S. (2002). Structuring and financing 
international BOO/BOT desalination projects. Desalination. 142:101-
106

Table 4 Risk Alloca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ies in case study desalination projects 

Type of Risks Tuas Desalination Project, Singapore

Performance Risk
SingSpring agrees for non-payment due to poor performance and step-in rights by Public Utilities Board 
(PUB).
Here the project retains the risk

Construction Risk
Appointed Black and Veatch as technology partner, who has rich history of solving complex water 
issues. In collaboration of Hydrochem (EPC contractor) designed membrane plant
The risk is transferred to EPC contractor who shares it with Consulting company. 

Operational Risk
Reduction in capacity payment if plant availability reduces. Reduction in capacity and output payment 
if water output reduces. Furthermore, no capacity and output payment if water quality fails to meet 
standard 

Demand Risk Public Utilities Board (PUB), state-owned agency is the monopoly buyer of bulk water 
Price Risk Indexed to CPI of Singapore
Change in law Tariff adjustment

Supply Risk 
Any signifi cant increase in energy cost beyond projected cost would signifi cantly have adverse material 
effect to SingSpring
Risk is retained by SingSpring

Fore ign  Exchange 
Risk

Revenue and major operating expenses are Singapore Dollar dominated
Indexed according to US Producer Price Index (PPI) and Singapore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Environmental Risk Extensive assessment is made before withdrawal of brine water. On the other side, ensures WHO 
drinking water standard for fi nal product.

Force Majeure Risk
It allows SingSpring a cure period and non-performance excuse. Moreover, provides lenders step-in 
rights in the event of default. 
Singapore Govt. and/or PUB will pay capacity payment.

Step in Rights by Lenders and/ or Off-taker

Domestic Debt Financing 

Credit Support & Standby loan Support 

Capacity Payment 

Tariff Adjustment 

Financial Soundness of off-taker/counter guarante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on Standard, Securities 
on law violations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pot 
Purchase 

Active Participations 

Payment Guarantees 

Foolproof Off-take Agreement

Reliable Supply Agreement 
Government, MOF with Advisory Council and 
other agencies (Competent Team with 
financial, legal and technical expertise)

‘Take or Pay’ Agreement 

Indexation Mechanism by CPI 
Proper Risk Allocation

Credible off-taker backed by Govt.

Adequate Supply Assurance 

Government’s clear level of interest & 
high level of determination by all parties 

• FX Risk
• Construction Risk
• Performance Risk
• Environmental Risk
• Sub-Sovereign Risk
• Change in Laws
• Force Majeure
• Inflation Risk
• Demand Risk

Demand Attributes 

Supply Attributes 

Figure 1  Financing issues for case study PPP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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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Financing of this desalination project has 

attained through several dimensions. But from 

th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certain financing 

issues are first and foremost in this project. 

Investors are keen on certain issues before 

financing and want to be ensured. These can 

be termed as ‘Demand Attributes'. On the other 

side, ‘Supply Attributes' are those essential 

tools and techniques for fulfilling the ‘Demand 

Attributes'. Necessary supports from the gov-

ernment, adequate legal and contractual struc-

ture with suitab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minimal 

guarantees and so on fall in this category (i.e. 

Supply Attributes). If one or more of ‘Supply At-

tribute' is missing, it could lead to suffering to a 

project even project failure. Figure 1 shows the 

fi nancing issues of case study PPP desalination 

projects;

These were the key issues for developing 

successful financing of these two desalination 

projects. It is noted that the sponsors have 

made signifi cant efforts in domestic debt fi nanc-

ing through loan syndication and incorporat-

ing institutional tranche (i.e. pension funds). 

Though these efforts have yielded tangible re-

sults in fi nancing, yet visible governmental sup-

port was required in the project. Sound policy 

with active partnership by the governments 

helped equitable risk sharing and set suitable 

contractual agreements (off-take, flexible tariff 

and reliable energy supply) for this desalin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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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促進民間參與、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財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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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雯 1

1

為提昇市有土地利用、挹注市府財政收益，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擬以公開招標設定地上

權、促進民間參與方式評選民間投資人，以引進民間投資，促進北市之繁榮發展。本公司

於民國99年6月受財政局委託執行「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三小段6地號（A25）及信義段四

小段28、29、30（A20、A18、A15）地號等市有土地開發案委託規劃案」，辦理工作項目

包括可行性評估及招商準備作業。爰此，本文乃藉協助財政局辦理招商之經驗，謹就推動

該案之計畫內容作一簡介，以供未來辦理類似招商案件之參考。

建國百年．旗艦登場
─臺北市信義計畫區
A15、A18、A20及
A25等市有土地招商案

壹、緒論

隨著不動產市場熱絡及市區可開發土地

日漸稀少，臺北市政府擬辦理臺北市信義區信

義段四小段30、29、28地號（即信義計畫區

A15、A18、A20街廓，以下簡稱「信義世貿二

館現址案」）及信義段三小段6地號（即信義計

畫區A25街廓，以下簡稱「信義A25案」）等市

有土地招商案。

信義計畫區定位為臺北國際金融中心，

為臺北市最精華之市中心區，不但商業發展繁

榮，為各國觀光客造訪臺灣必遊之處，更為外

資及陸資駐台辦公之首選。本案二基地為信義

計畫區少見之大面積未開發市有土地，區位條

件極佳，然目前僅呈低度利用狀況，甚為可

惜。因此，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府）擬以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促進民間參與等方式辦

理招商，期能引進民間投資，達成提昇市有土

地利用、挹注市府財政收益、強化信義商圈發

展、滿足大客車停車需求、建立公私合作模

式、提昇社會經濟效益等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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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世貿二館現址案基地設計方案北向模擬透視圖

及松勇路口東北側，緊臨亞太會館及中

油大樓，基地面積18,022平方公尺（約

5,452坪），土地使用分區為業務設施

區，使用現況為大客車及小汽車平面停

車場，民國100年之公告現值總額達新台

幣109億元。

整體而言，本基地位於信義計畫

區，具備鄰近忠孝東路及捷運站之區位

及交通優勢，並可延續松高路兩側百

貨、辦公、旅館林立之商業氛圍。

(二) 開發定位構想

因應本基地之優越立地條件及市場

分析結論，評估本案可引進國際一流企

業進駐，打造為全球經貿新亮點，規劃

包括A級辦公大樓、旅館、飯店式商務住

宅等複合型商用產品，且辦公產品可與

旅館、商務住宅分區規劃。

(三) 初步工程規劃

本案應額外設置至少30席大客車

停車位，對外開放供不特定公眾停放。

因此，本案主體建物可沿松高路配置，

以塑造辦公大樓及頂級旅館之可識別

性，並將開放空間留設於建物北側，

公尺（約51,347坪），總興建費用約新

台幣80億元；惟實際上應由民間廠商提

送都市設計審議後始可興建。

(四) 招商模式說明

本案擬依據「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

自治條例」第65條及「臺北市市有非公

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規定，以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招商。在

投標資格部分，包括國內壽險業者、外

資、陸資等，皆可依相關法令規定及申

辦程序後，參與本案之投標。

(五) 財務效益評估

本案採比較法、收益法之折現現金

流量分析、差額租金還原法等三種估價

方法，進行地上權權利金底價評估，並

俟北市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簡稱財審

會）審定。另考量本案投資金額龐大，

建議權利金可分四期給付，以減輕地上

權人期初投資負擔。

二、信義A25案

(一) 立地條件分析

本案基地座落於信義計畫區松高路

貳、計畫內容簡介

信義計畫區此二個招商計畫現已完成可行

性評估作業，刻正進行招商準備作業，並預定

於今年度辦理公告招商，茲就二案件之計畫內

容簡述如下：

一、信義世貿二館現址案

(一) 立地條件分析

本案基地座落於信義計畫區松智路

及松廉路口東北側，緊臨台北101大樓，

基地面積合計17,708平方公尺（約5,357

坪），土地使用分區分別為娛樂設施

區、一般商業區及特定業務區，使用現

況分別為汽車停車場、世貿二館及臨時

機車停車場，民國100年之公告現值總額

達新台幣132億元。

整體而言，本案基地位於信義計畫

區之核心地帶，其西側為著名地標-台北

101大樓，並為串連新光三越百貨、信義

威秀影城等商業人潮至台北101之重要地

位，不但距離世貿一館僅400公尺，且捷

運信義線將於民國101年底完工，實可彰

顯其區位優異性及未來多元發展空間。

(二) 開發定位構想

因應本基地之優越立地條件及市場

分析結論，本案以＂信義商圈新地標．

改寫台北天際線＂為訴求，可透過三地

塊之整體規劃，引進國際級建築規劃設

計，提供A級辦公空間及頂級旅館，吸

引國際一流企業進駐，並結合購物、娛

樂、觀光元素，打造為全球新亮點。

(三) 初步工程規劃

本案除應額外設置至少31席大客

車停車位，對外開放供不特定公眾停放

外，經模擬可引進商場、旅館、辦公等

業種，推估總樓地板面積約169,742平方

A15                                           A18               A20

台北101大樓

信義威秀影城

ATT SQUARE 
NEO 19 

中國信託企業總部 國泰金融大樓

信義新天地A9
信義新天地A11

全豐盛信義105大樓

群益金融大樓

世貿三館
臺北市政府

華南銀行總部大樓花旗大樓

信義世貿二館現址案基地位置圖 信義A25案基地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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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A25案基地設計方案北向模擬透視圖

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臺

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等規定。

(五) 財務效益評估

促參案件之財務效益評估，一般

常採用現金流量分析法，而效益指標分

析則以淨現值法（NPV）、內部報酬率

（IRR）及回收年期法（PBY）此三種分

析指標，評估方案之投資效益。

經評估本案自償率大於100%、股

權淨現值大於零、股權內部報酬率大於

股東要求報酬率，因此，本促參案具備

財務可行性，市府可設計權利金收取機

制，在兼顧民間投資意願下，創造最佳

之政府財政效益。

參、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與促進
民間參與之比較

由於此二個招商案件皆位於北市精華地

段，土地規模相近，開發性質同屬於商業地產

開發，且市府同樣要求民間廠商應額外設置大

客車停車位，然此二案件卻分別採用公開招標

設定地上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二種不

同招商模式辦理招商。茲就此類型招商案件運

用於上述二招商模式之比較彙整分析如表1所

示。

以與大客車停車區域做一適當區隔。

此外，有關穿越本基地之雨水下水道

D□□7000x4000雙孔箱涵，建議改道至

本基地西北側，並西接松勇路。整體而

言，經模擬推估本案總樓地板面積約

132,642平方公尺（約40,124坪），總興

建費用約新台幣60億元。

(四) 招商模式說明

本案屬促參法第3條第1項第1款所稱

之「交通建設」，應符合「申請開發土

地面積達4,500平方公尺以上之平面式停

車場或總樓地板面積達2,000平方公尺以

上之立體式停車場」規定，採BOT方式辦

理。

另本案附屬事業應同時符合「交通

部促進民間參與交通建設附屬事業使用

容許項目」、「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建

表1  招商案件採設定地上權與促參模式比較表

模式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公開徵求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主要法令依據 

一、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

二、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
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實施要點）

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
簡稱促參法）

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
則及其子法

模式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公開徵求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土地處分程序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所管
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
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
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
10年期間之租賃（土地法第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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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條、國有財
產法第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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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法第15條)。 

土地使用年限 
原則50年，例外經市府專案核
准者，得逾50年（實施要點第8
條）。 

由主辦機關自行設定，不受土地法第
25條、國有財產法第28條及地方政府
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申請或投標資格 

一、由招標機關自行設定，實
務上，多設定為單一法人
或單一自然人。

二、外資依土地法等法令，本
案有適用之可能。

三、陸資受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
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許可辦法等法令限制，需
取得經濟部及內政部許可，
本案有適用之可能。

一、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或其他經主
辦機關核定之私法人（促參法第
4條第1項）。實務上，主辦機關
多設定為單一法人或企業聯盟。

二、外資依外國人投資條例等法令，
本案有適用之可能。

三、陸資有限度開放「交通建設」之
「停車場」項目，本案有適用之
可能。

申請或投標程序 

招標方式原則採公開招標（實
施要點第4條），決標方式應以
權利金最高價之投標人為得標
人（實施要點第20條）。 

申請人申請，經甄審會依評審辦法，
評審出最優申請人（必要時，得評選
出次優申請人）。 

權利金 
應收權利金，無減免或免收之
規定（實施要點第7條、第9
條）。 

依工程會函釋，主辦機關於評估財務
計畫等資料後，如認為有自償能力不
足情事，得減收或免收權利金。 

權利金之繳交 

以一次繳清為原則，經執行機
關評估確有需要者，例外得簽
報市府核准後採分期付款（實
施要點第10條）。 

主辦機關自行設定，一般而言，可分
為固定權利金及變動權利金（經營權
利金），前者可依案件特性規定一次
繳清或分期繳付，後者則依民間廠商
營運情形繳付一定比例之權利金。 

土地租金計收標準 

依照當期土地公告地價年息5%
計收，公告地價調整隨同調整
土地租金（實施要點第12條第
1項本文、實施要點第12條第2
項）。 

一、興建期間：按該土地依法應繳
納之地價稅及其他費用計收租金
（亦即按公告地價1%計收）。

二、營運期間：按國有出租基地租金
計收標準6折計收（亦即按公告
地價3%計收）。

三、主辦機關評估認有自償能力不
足之情事，得減收租金。惟依工
程會函釋，土地租金僅得優惠減
收，不得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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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見，此二種招商模式最大差異

點係「法令依據」不同。若採促參模式辦理招

商，雖亦有將土地設定地上權交付民間機構使

用之程序，惟採此模式招商之前提，乃須有

「公共建設」為本業，始得依據促參法規定辦

理，並享有促參法所給予之融資、租稅等相關

優惠；而若採設定地上權模式辦理招商，不須

以「公共建設」為投資主體，地上權人僅須遵

守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等規

定，即可自由規劃此地上權標的，但無法享有

相關優惠。

肆、結語

經評估此二招商案件已具備市場、工程、

法律、土地、財務等各面向之可行性，後續市

府將透過審慎研擬招商文件、府內各單位充

分橫向溝通、辦理招商說明會、適時加強宣傳

及媒體行銷等招商策略，積極籌辦招商準備作

業，並預定於民國100年第三季辦理公告招商，

以分別透過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等不同招商模式辦理招商，引入民

間企業之效率與創意，加速推動建立信義商圈

新地標、挹注市府財政收益之願景實現。

參考文獻

1.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

段四小段28、29、30地號（A20、A18、

A15）等市有土地招商案-招商簡報」，臺北

（2010）。

2.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

三小段6地號（A25）市有土地招商案-招商

簡報」，臺北（2010）。

整體而言，此二種模式雖各有異同，但

也可透過招商條件機制設計使二者之差異性縮

小。經評估目前兩者最大差異在於土地處分程

序，由於採設定地上權模式須經議會、行政院

同意，而若採促參模式則由市府核定即可，故

若市府為掌握招商時程，則可依促參法辦理，

以大客車停車場為公共建設主體事業，以降低

招商時程之不確定性。

另一方面，若土地處分程序已獲議會及行

政院同意，建議可採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模式

辦理，主要考量因素如下：

一、 於投標資格部分，出價能力較強之壽險業

者，由於成立特許公司將受到被投資對象實

收資本額比例限制，過去參與促參案之意願

較低，此部分為促參案件應設法突破之處。

二、 於權利金部分，由於促參案件係採綜合評

選，非若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係以權利金最

高價之投標人為得標人。因此，建議促參案

件於辦理綜合評選時，可考慮加強財務計畫

及權利金部分之評分比重，以有效挹注市府

財政。

模式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公開徵求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土地租金繳交期間 
實務上得採月繳、季繳或年
繳。 

實務上得採月繳、季繳或年繳。 

履約保證金之繳交 
應繳履約保證金，金額與繳交
方式由招標機關自行設定（實
施要點第7條）。 

由主辦機關自行設定繳交金額與方
式。 

融資、租稅優惠 

無相關優惠。 若本案規模達重大交通建設，得享本
業之放寬授信額度、5年免徵營利事
業所得稅、投資支出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減免、地價稅與房屋稅及契稅減免
等優惠。惟若本業所佔比例不大，此
優惠並不顯著。 

履約管理 
應依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善
盡管理責任（實施要點第21
條）。 

應依促參法第49-54條辦理監督及管
理；另營運期間內每年至少辦理一次
營運績效評估。 

財務監督 
無相關規定。 若有本業與附屬事業者應分別列帳，

可採定期與不定期監督與查核方式。 

履約爭議處理 無相關規定。 應設置協調委員會。 

開發內容 

開發內容應符合「臺北市信義
計畫地區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及「臺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定。 

附屬事業應符合「交通部促進民間
參與交通建設附屬事業使用容許項
目」、「臺北市信義計畫地區建築物
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臺北
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規定。 

總結與比較 
■ 相關法令限制較少，民間廠

商規劃自由度較高。 
■ 民間廠商享有優惠較少。 

■ 相關法令限制較多，民間廠商規
劃自由度較低。 

■ 民間廠商享有優惠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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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資訊園區、BOT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規劃師／高瑞琪 1

1

過去參與促參計畫之廠商業種多為建商、開發商。身為全球3C龍頭的鴻海集團，全力

爭取民間參與台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BOT案，此案特色何以會吸引3C產業參與競標？況且

此次投標廠商均是第一次參與促參案件競標。台北市政府推動此BOT案，又有何期待？以

下，將針對本案基本資料、甄審及簽約，逐一說明。

打造台灣秋葉原
─台北資訊園區暨
停車場BOT案例

壹、基本資料

民間參與台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BOT案，基

地位置在市民大道三段與金山北路交界處，位

於臺北市中心位置，緊臨臺北八德路電子資訊

商街，八德路上電子、電信零售賣店林立，八

德路一段、松江路及忠孝東路地區之店家仍以

電子及其周邊商品為主，電信專賣店則多集中

於八德路二段近臺北啤酒文化園區地區，詳圖

1。土地所有權人為台北市，管理機關為台北市

政府財政局，該基地都市計劃定位為「資訊產

業專用區」。 

台北市政府為加速都市建設，並延續及活

化八德路電子商店街、解決周邊地區停車問題

與配合台北資訊產業專用區之整體發展，故本

案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BOT模式

推動，規劃許可年限為50年。基地土地總面積

2,687坪，土地公告現值高達14億餘元[1]；開發

權利金為底價5億元，分四年付清；土地租金興

建期為公告地價年息1%、營運期為公告地價年

息3%；建蔽率45%；平均容積率294%。

一、 市府規劃內容及要求

經台北市政府評估及規劃，基地土地面積

約2,687坪，預計可興建總樓地板面積為7,893

坪，其中要求1/2建物容積樓地板面積須供資訊

相關策略性產業使用，且需為綠建築。針對停

車空間，除法定停車位外，得標廠商應規劃增

設200個以上汽車位、450個以上機器腳踏車位

[1]，並設置退稅櫃台。公告期間，市府預計民

間投資額約為37億元，含開發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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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基地現況說明、初步規劃及未來展望，進

行說明。因有廠商對招商文件要求進行釋疑，

主辦機關於99年2月22日公告修定變更及補充公

告，截止日期為99年3月15日。參與投標的廠商

包括鴻海旗下的賽博數碼、藍天轉投資的百腦

匯、創見和正崴聯盟、聯強、順發和台開聯盟

等。99年4月8日第一階段的資料審查，五家申

請人全數通過，故針對申請人提送之投資計畫

書進行第二階段綜合評審。詳細作業流程詳圖

3[3]。

市政府除權利金外，每年另可收取土地租

金約1,705萬元，估計於50年營運期間，中央政

府亦可增加營業稅及營所稅達70.6億元，中央及

地方之財政效益高達97.5億元，此外，預估創

造1,500個就業機會，計劃於103年3月開始營運

[2]。

二、 作業期程

台北市政府於98年11月9日公告此案，並

於11月18日辦理本案件招商說明會。針對市府本案
基地
本案
基地

捷運忠孝新生站

文化園區

中央藝文公園中央藝文公園

文化園區

學校

希望廣場

臺北資訊
產業大樓

希望廣場

產業大樓

電子零售

住宅聚落

N

華山創意
文化園區

圖1 基地周邊環境發展[5]

基地範圍

圖2 基地現況[6]

公告招商

公告階段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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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本須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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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對招商文件疑義以書
面請求主辦機關澄清及釋疑

辦理招商說明會

99.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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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作業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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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綜合評審項目及配分標準

100合計

5
� 綜合評審階段簡報
� 甄審委員意見答詢

簡報與答詢6

35� 權利金額度權利金5

20

� 資金籌措計畫（含融資及償債計畫）可行性
� 整體財務計畫、結構之合理性與允當性
� 風險承擔能力與因應方式
� 保險項目、時程與投保金額

財務計畫、風險
分析及管理計畫

4

15
� 經營理念、營運及服務管理計畫
� 資訊相關策略性產業之經營管理及招商、發展計畫
� 總體營運及管理之穩健性、合理性與整合能力

經營管理計畫3

15
� 建築地標意象與外觀設計
� 動線與交通計畫
� 施工及品管計畫

興建及施工計畫2

10
� 申請人及協力廠商之相關實績、商譽、財務與經營狀
況、股東組成與股款募集計畫

� 經營團隊之管理架構及經理人之資歷經驗

民間機構
籌組計畫

1

配分甄審項目重點甄審項目項次

100合計

5
□ 綜合評審階段簡報
□ 甄審委員意見答詢

簡報與答詢6

35□ 權利金額度權利金5

20

□ 資金籌措計畫（含融資及償債計畫）可行性
□ 整體財務計畫、結構之合理性與允當性
□ 風險承擔能力與因應方式
□ 保險項目、時程與投保金額

財務計畫、風險
分析及管理計畫

4

15
□ 經營理念、營運及服務管理計畫
□ 資訊相關策略性產業之經營管理及招商、發展計畫
□ 總體營運及管理之穩健性、合理性與整合能力

經營管理計畫3

15
□ 建築地標意象與外觀設計
□ 動線與交通計畫
□ 施工及品管計畫

興建及施工計畫2

10
□ 申請人及協力廠商之相關實績、商譽、財務與經營狀
況、股東組成與股款募集計畫

□ 經營團隊之管理架構及經理人之資歷經驗

民間機構
籌組計畫

1

配分甄審項目重點甄審項目項次

 

參、最優申請人投標準備

最優申請人鴻海，於本案公告前，積極尋

找合作對象，也依據公告文件要求，提出園區

整體發展計畫，規劃3C酷炫資訊商場及品牌旗

艦店、多功能會展空間、尖端科技展示中心、

旗艦電玩專區、發燒數位娛樂專區、全球檢測

中心、穹頂空中花園、貼心智慧停車場，並設

置育成中心[4]。規劃內容，力求豐富，並以踏

實可行之方案規劃整體園區。此外，對於投資

計畫書及簡報更求精美，希望能完整呈現集團

對此計畫之重視。

投標簡報時，鴻海郭台銘董事長更親自率

隊，並承諾提供2億元築夢創新發展基金，用以

舉辦相關活動。在鴻海集團完整支援、專業分

工、優良形象下獲得甄審委員的支持與認同。

鴻海領銜的臺北3C暨多媒體廣場合作聯盟得標

後，由鴻海及廣宇投資成立專案公司-三創數位

貳、甄審作業

第二階段綜合甄審項目包括民間機構籌

組計畫、興建及施工計畫、經營管理計畫、

財務計畫、風險分析、權利金金額、簡報及

答詢等，詳表1[3]。為辦理綜合評審，市府

依促參法第44條規定，設立甄審委員會，外

聘專家學者8人、市府委員4人，共12人，

其中外聘專家學者大多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網站建立之建議名單，遴選出分別具有

法律、財務、交通運輸、建築規劃等專業

知識或經驗之專家學者[4]。甄審委員，依

表1所載之甄審項目，針對申請人投送之投

資計畫書及簡報內容進行評選，最終選出

由鴻海領銜的臺北3C暨多媒體廣場合作聯

盟為最優申請人、藍天電腦為次優申請人。

股份有限公司。本計畫於99年6月28日，臺北市

長郝龍斌、三創數位公司董事長張瑞麟共同簽

署合約後，宣告正式啟動。

台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BOT案結合目前現有

光華數位新天地、鄰近華山文山創意園區及建

國啤酒文化園區，文創產業與3C科技聚落將成

為台灣新亮點。

肆、成功經驗分享

本案成功關鍵，在於公私部門的努力與

相輔相成。市府設定明確招商定位，並於準備

公告招商階段，邀集顧問公司、市府內部工作

小組暨專家學者召開多次招商文件審查會議，

逐條逐字檢視，審慎研擬招商文件，以期減少

未來之履約爭議。同時配合適時、定期於媒體

發布規劃及辦理進度，以吸引潛在投資人之注

意，並於財政局年中、年末記者會加強宣傳及

媒體行銷。並召開招商座談會，聽取潛在投資

人之意見及需求。

除市府完整規劃以外，投標廠商之決心、

完整準備與誠意，為促成本案成功的另一重要

關鍵。鴻海決心投標時，即積極尋找顧問，以

加速投標作業之準備，掌握投資利基。除提出

符合投標文件之資料，更勾勒出本計畫基地之

未來藍圖。另本案與過往其他促參案件最大不

同處，就是由產業引領公共建設之方式辦理，

雖本案採交通建設-停車場來興辦，卻帶動資訊

產業於北市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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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字：BOT、民間參與、觀光飯店、漁人碼頭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規劃師／羅文貞 1

1

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新北市府）為強化淡水漁人碼頭之遊憩特色、提昇觀光服務
水準，爰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條第1項第13款及同法第8條第1項第1款，以BOT
模式（興建-營運-移轉）辦理徵求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新北市府自民國96年6月開始規劃
「淡水漁人碼頭觀光旅館BOT案」（以下簡稱本案），經過縝密評估及規劃，民國97年5
月1日正式上網公告徵求民間企業參與，並經甄審會選出麗寶機構為最優申請人。新北市
府與麗寶機構完成議約程序後，於10月20日與麗寶機構為此案成立之民間機構—鼎贊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鼎贊公司）簽訂興建營運契約，本案特許期間共50年，民間投入
逾22億元資金，3年內將漁人碼頭觀光旅館興建完成開始營運，為淡水地區投入觀光發展
新契機。

由於本案興建營運契約於履約過程涉及工程、財務及法律等多面向專業，新北市府
為辦理後續興建及營運相關契約執行事項，特依據政府採購法，公開徵求「淡水漁人碼頭
休閒專用區觀光旅館暨藝術大街履約管理諮詢服務」之專業顧問廠商，就興建營運契約履
約過程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協助辦理計畫履約期間各項應辦理事項之監督、查核及管理事
宜。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榮幸經評選後獲委託辦理本案履
約管理諮詢顧問服務，工作期間為民國98年7月9日起至101年12月止。

新型態國際觀光飯
店開發模式—
淡水漁人碼頭觀光
飯店BOT案履約經
驗分享

壹、計畫概述

本案係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8條

第1項第1款規定，採用由民間興建、營運、移

轉（BOT）方式辦理。公共設施類別屬：促參

法第3條第1項及施行細則第19條之1「農業設施

之漁港功能多元化相關設施」，依據「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之定

義，農業設施投資總額不含土地達新台幣三億

元以上者，即屬促參法重大公共建設範圍。本

案符合上述規定，得享有包括減徵營利事業

所得稅（第37條）、投資抵減營所稅（第37

條）、減免地價稅、房屋稅等（第38條、第39

條）、原始投資股東抵減營利事業所稅（第40

條）等有關重大公共建設之優惠，本案計畫內

容如下：

一、 基地位置 

「淡水漁人碼頭休閒專用區觀光旅館暨藝

術大街計畫案」之基地位置，位於新北市淡水

區望高樓段875-1地號，面積約1.373公頃，及

望高樓段875-2、876-1等地號，面積約0.536公

頃（詳圖1）。 

二、 許可期限 

自民國97年10月20日起，至民國147年10

月19日止，合計50年。契約期間前3年為興建

期，後續47年為營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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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新地標，建設一集休閒、遊樂、文化藝術、

度假於一體之休閒度假中心，並與淡水漁人碼

頭相互結合，共同型塑大台北都會區首屈一指

的港灣休閒衛星城市，同時建設淡水成為文化

藝術創作重鎮。從而帶動淡水地區觀光相關產

業的發展，促進淡水地區更廣泛的商機。

三、投資範圍及設施

依興建營運契約規定，最小投資範圍及設

施詳如表1所示，民間機構規劃打造地下一層、

地上九層的國際觀光旅館，擁有198間國際級

客房，還設置一座100公尺高可升降旋轉的觀景

塔，另外還興建一處地下一層、地上四層的藝

術大街，可供藝術家進駐，詳表2、圖2。民間

機構投入逾22億元開發成本，希冀塑造淡水旅

地號875-1，面積約1.373公頃

地號875-2、876-1，面積約0.536公頃

圖1  本案位置示意圖

表1 最小投資範圍及設施

最小開發規模

及項目

1.觀光度假旅館：民間機構應規劃、設計及提供總客房數至少100間之觀光旅館及其附

屬設施。

2.宴會廳：民間機構應規劃、設計及提供規模至少為300個固定或非固定座席（或可容

納約450人站立）之空間。

3.藝術大街及餐飲設施：民間機構應規劃、設計及提供包含主辦機關指定保留空間，容

積樓地板面積不得小於4,000平方公尺（約1,210坪）。

最低投資金額

為確保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之服務品質，民間機構對於最小開發規模及項目之投資總額，

包括興建成本、開辦費、開發權利金、資本化利息等，最少應達新台幣9億元（含稅）

以上。

圖2  本案開發構想示意圖

表2 民間機構投資設施概要表

項目 觀光飯店 藝術大街 高空觀景塔

樓層（地下 / 地上） B1F / 9F B1F / 4F -

建築高度（m） 52.85 32.97 100

樓地板面積（㎡） 37,111 9,550 -

主要空間
迎賓大廳、主題餐飲、商店、藝文
會館、宴會廳、SPA、會議室、游泳
池、客房

主題商店、餐廳、
藝術展示區

觀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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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涉及工安、交通衝擊影響及環評等相

關法令規定之處理。

(三) 營運階段

1. 依契約所定營運績效評估機制，落實

評估民間機構營運績效。

2. 限期民間機構提出或交付營運計畫、

帳簿、表冊、傳票、財務報告、工作

資料及其他相關文件，以供查核。

3. 定期或不定期以書面或實地等方式，

檢查民間機構之營運情形，以瞭解民

間機構營運及財產狀況。

二、 執行準備

為使履約工作得以順利執行，於執行前應

做好下列準備：

(一) 確認案件目標與公共利益

不偏離原案件規劃目標與所欲達成

之公共利益，也有助履約管理工作範圍

與管理態度(介入程度)之釐清。

(二) 充分了解契約

了解契約訂定要點與緣由，有助履

約管理上重點掌握與履約計畫之訂定，

尤其是確認政府機關之應辦事項、協助

事項。

(三) 決定履約管理專責小組

依履約管理工作範圍、專業複雜度

與案件規模與重要性，決定履約管理專

責小組成員。主辦機關辦理履約管理，

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

員組成專責小組，必要時得請專家學者

協助。

貳、履約管理重點及工作內容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是政府既定政策，

往後除將持續推動外，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以下簡稱工程會）指示以「務實評估、審

慎推動、有效管理」的原則辦理，使促參案件

的推動更為順暢，所以在履約管理工作上，如

何達到有效管理，必須審慎衡量相關執行之重

點，以下將就執行履約管理之重點、執行準備

及本公司執行之工作內容進行說明。

一、 履約管理重點

參考工程會訂定之「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項」，主辦機關辦

理促參案件履約管理執行程序詳圖3、履約管理

重點如下說明：

(一) 規劃設計階段

1. 確保規劃設計內容應符合公共建設目

的。

2. 依投資契約規定提送規劃設計圖說之

期程。

3. 涉及環評等相關法令規定之處理。

4. 民間機構之資金籌措情形。

(二) 興建階段

1. 依契約所定稽核及工程控管規定，建

立內部完整之工程品質控管與財務查

核機制及流程。

2. 限期民間機構提出或交付工程品質計

畫、工程進度報告、帳簿、表冊、傳

票、財務報告、工作資料及其他相關

文件，以供查核。

3. 派員或邀請專家學者進行督導查核，

以確保興建階段工程進度及品質。

資料來源：「加強促參案件履約管理機制研究案報告書」，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臺北（2007）

圖3 政府機關履約管理執行程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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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約管理工作內容

履約管理工作主要就興建營運契約履約過

程提供專業諮詢服務、協助辦理計畫履約期間

各項應辦理事項之監督、查核及管理事宜，主

要工作內容說明如下。

(一) 書類文件審查

1. 民間機構依興建營運契約，應提送新

北市府備查或審查之文件，本公司協

助新北市府就民間機構依本案興建營

運契約 所提送各項文件進行審查工

作，並於一定期限內提出評估報告及

建議處置措施。

2. 民間機構為執行本案提送新北市府其

他文件，本公司協助新北市府就民間

機構因執行本案所提送各項文件進行

審查工 作，並於一定期限內提出評估

報告及建議處置措施。

3. 其他依法令規定或經主管機關要求應

提送之文件，經新北市府指示本公司

應予審查者，本公司應於一定期限內

提出審 查意見及修正建議。

4. 審查工作應以符合本案之興建營運契

約及現行相關法令為審查原則。

(二) 計畫執行控管

1. 為期本案各工作項目得按既定期程完

成，本公司應按月就開發計畫執行進

度提出評估報告，評估報告內容應就

預定執行進度及實際執行進度進行差

異分析，針對落後項目應提出改善建

議措施，並就往後3個月應辦事項預判

潛在風險。

2. 本公司於本案興建期間應建置本案執

行情形查詢網頁，其基本功能應包括

本開發計畫民間機構興建及執行進度

展示及大事紀要。

(三) 計畫執行協助

1. 協助新北市府辦理計畫執行績效評

估，依新北市府指示，協助辦理相關

行政幕僚工作。

2. 協助辦理本案協調委員會行政業務，

依新北市府指示，協助辦理有關本計

畫協調委員會行政幕僚工作。

3. 協助新北市府與民間機構有履約爭議

相關事項之處理。

4. 其他機關督導業務或參訪協助

(1) 本公司應就主管機關督導本開發

計畫辦理情形時，協助新北市府

彙整各項必要資料，並製作所需

簡報資料。

(2) 協助新北市府辦理工程會督導查

核或對外說明會議，所須相關書

件整理及製作相關簡報檔。

5. 計畫執行紀錄，併同相關文件，按月

彙集成冊。

6. 為推動本計畫開發工作，所涉各種法

律、工程、財務及會計等相關疑義，

提供口頭或書面諮詢服務。

參、辦理過程

本公司自簽訂履約諮詢顧問契約後，即依

照契約書、需求說明書及投標須知之規定，研

提工作計畫書提送新北市府據以辦理上述履約

管理工作，另本案辦理相關大事紀要詳表3。

表3 本案辦理大事紀要

編號 日期 重要事項

1 97.10.20 本案興建營運契約簽訂，預計
2012年完工

2 98.5.21 本案取得建造，正式宣告進入
施工階段

3 98.5.25
舉行開工動土儀式，台北縣長
周錫瑋、麗寶建設董事長吳寶
田等政商人士出席

4 98.7.9 新北市府與本公司簽訂履約諮
詢顧問契約

5 98.11.1 民間機構完成簽訂融資契約

6 98.11.16 民間機構提出安全監控通報計
畫書

7 98.12.25 藝術大街上樑典禮

8 99.1.3 行政院長吳敦義先生至本案工
地巡視

9 99.9.15 藝術大街取得使用執照

10 99.12.10 觀光飯店外牆鷹架，準備辦理
使用執照申請

11 100.1.5 市長朱立倫先生至淡水漁人碼
頭工地巡察。

12 100.2.18 觀光飯店申請使用執照

13 100.5 預計開始正式營運

圖4 帆型觀光飯店及景觀塔外觀

肆、結語

本案為新北市府及鼎贊公司共同在漁人碼

頭內打造一空間，可兼具「文化觀光、藝術休

閒、商業購物」等多元化功能與創意彙集之國

際級觀光景點，以交織出一個更精緻、更豐富

的商業、人文與藝術空間，並為公私協力促成

新型態國際觀光飯店開發模式之推動案例。

本案自新北市府及鼎贊公司簽約日起至預

計完成營運之期間，僅約不到3年時間，期間新

北市府首長和各局處皆秉持著協助推動信念，

民間機構亦依循興建營運契約之規定，完成各

階段各項興建及營運籌備工作，並預計於今年5

月底開始正式營運，新北市府及鼎贊公司仍須

以合作夥伴之推動模式，持續推動本案各項營

運工作，方能順利推動本案創造多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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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民間自提、促參法第46條、淡水海關碼頭、打擊樂、古蹟再利用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規劃師／邱盈綺 1

1

為使淡水藝文發展更為豐富、多元、活絡，新北市政府以促參法第46條方式辦理

「淡水海關碼頭文化教育園區文教設施民間自提案」，屬於古蹟再利用之促參計畫，新北

市政府希冀能透過本計畫引入藝文休閒活動，促使空間活化再利用，提供更為完善之創作

演練空間，並連結淡水古蹟園區和周邊景點，開創文創觀光產業的發展。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於民國98年12月18日以促參法第46條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

與公共建設方式正式遞件申請本計畫，新北市政府辦理初步審核和公開初步審核之結果。

顧問團隊於民國99年7月16日執行『「淡水打擊樂文化教育園區文教設施公共建設民間自

提開發」委託專業顧問服務案』，辦理工作包含再審核、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最優

申請人評選、議約和簽約等階段之相關作業，本計畫順利於民國100年1月25日完成新北

市政府與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簽約。

本文係就協助新北市政府辦理之經驗，針對該計畫之歷程與實務作一簡介，供未來辦

理類似民間自提促參計畫之參考。

關鍵字： 民間自提、促參法第46條、淡水海關碼頭、打擊樂、古蹟再利用

淡水新焦點─
淡水打擊樂文教
設施民間自提案
經驗分享

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為使淡水藝文發展更為豐富、多元、活

絡，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新北市府）繼雲門

舞集進駐淡水後，將鄰近紅毛城、淡水老街之

市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及其周邊土地，以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

法）第46條方式辦理「淡水海關碼頭文化教

育園區文教設施民間自提案」（以下簡稱本計

畫）。

本計畫緊臨淡水河，風景優美；基地內之

新北市市定古蹟「淡水海關碼頭」與相關建築

具有近代海關發展史的重要意義，計畫範圍內

除了海關碼頭古蹟本體之外，區內仍保存具有

歷史文化價值之建築與構造物。因古蹟極待保

存價值，新北市府已指定古蹟4處(包括：碼頭、

洋樓、2棟倉庫)，且於民國（以下同）98年8月

向軍方辦理撥用土地及其土地範圍內之土地改

良物，新北市府希冀能透過本計畫引入藝文休

閒活動，促使空間活化再利用，提供更為完善

之創作演練空間，並連結淡水古蹟園區和周邊

景點，開創文創觀光產業的發展。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民間

申請人）於98年12月18日依促參法第46條規定

以民間自行規劃方式正式遞件申請本計畫。本

計畫經新北市府98年12月25日至99年1月8日公

開資訊後，無其他民間申請人提出不同公共建

設種類之規劃構想書，新北市府於99年2月1日

召開初步審核會議後，原則通過民間申請人所

提之規劃構想書，由「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

會」取得進一步規劃權利，並要求民間申請人

依促參法第46條第1項規定擬具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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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第2期預計106年完工；民間申請人預定

投入總興建經費預估約1.89億元。

參、民間參與作業內容

顧問團隊主要協助新北市府辦理本計畫之

再審核、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最優申請

人評選、議約和簽約等階段之相關作業，就上

述各階段作業流程詳如圖2，其內容概述介紹如

下。

貴賓接待與團史室和打擊樂博物館等。

四、許可期間

本計畫除配合古蹟修復預算編列籌備期間

外，許可期間另包含興建期間及營運期間，興

建期間及營運期間共計50年。

五、開發期程和預定投入興建經費

本計畫將分為兩期進行，第1期預計102年

一、使用政府土地設施資訊

本計畫位於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及真理

街交會處，用地範圍係新北市淡水區紅毛城段

1016地號土地（不含河川區域範圍）詳如圖1，

面積約7,021.85平方公尺，為都市計畫區內之古

蹟保存區。

二、民間參與方式與公共建設類別

本計畫同時併採BOT、ROT及OT方式辦理，

由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公共建設

類別為促參法第3條第1項第6款之文教設施。

三、空間規劃方向

本計畫民間申請人空間規劃方向為「行政

營運中心」、「教育推廣展示館」、「創作排

練實驗劇場」、「藝術休閒品味小館」，並以

四大範圍進行園區規劃發展：「創作排練」、

「 行 政 營 運 」 、 「 教 育 推 廣 」 、 「 藝 術 休

閒」。

本計畫民間申請人將以BOT方式興建行政暨

樂團排練大樓、文創商店，以ROT方式整建軍方

和既有建物，作為景觀餐廳、學人交誼廳及宿

舍、多功能展演場等，OT部分則是將政府修復

後之洋樓、兩棟倉庫古蹟，裝修為藝術餐廳、

興建計畫、營運計畫、財務計畫、金融機構融

資意願書及其他法令規定文件，於99年7月30日

提送再審核文件。

為求順利推動本計畫，新北市府委託台灣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顧問團

隊）依據促參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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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

稱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協助新北市府辦理

本計畫。

二、計畫目標

本計畫希望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為淡水古蹟園區注入更為豐富多元之藝

文元素，活絡地區發展。

(二)藉由當地多元歷史文化脈絡，提供藝文

工作者互動之空間和交流平台。

(三)促使空間之活化再利用，提供表演藝術

團體更為完善的創造演練空間。

(四)規劃社區與藝術交流之空間場域，引進

特色文化產業進駐。

(五)促進文化藝術產業發展，培養藝文欣賞

人口，使身心靈同步成長。

貳、計畫內容簡介

民間申請人於初步規劃構想書中，提出之

使用政府土地、初步規劃構想、對政府效益評

估和須政府協助事項等，新北市府依法令規定

將相關資訊公開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資訊

網路中，並接續依據促參法第46條及注意事項

之規定，進行初步審核、再審核、公開徵求其

他民間投資人、最優申請人評選、議約和簽約

等階段之相關作業，以下就本計畫內容簡介如

下。

合
格

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初審合格格之之民民間申請人提出進間申請人提出進一步步之之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規劃文件

審核委員會

再審核

資格審查

與綜合審查

評選出評選出最最優優申申請人請人

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備具理由通知民通知民間間申申請請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規劃案規劃案不不成立成立
協商規劃案

公開內容

不合格者

合
格

不合格

協商不成

訂定最訂定最低低功功能能及效益及效益需需求求

訂定公訂定公開開徵徵求求其他民間投其他民間投資資人人之之審核標準審核標準

公開徵公開徵求求其其他他民間投民間投資資人人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備具理備具理由由通知通知

議約議約議約議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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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本計畫各階段作業流程圖

圖1  本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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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審核階段作業

民間申請人於99年7月30日依據注意事項

第8點第1項第1款提送再審核文件予新北市府，

進行再審核作業。該階段主要工作除協助工作

小組審查民間申請人所提之再審核文件外，另

協助新北市府研提再審核辦法，經99年8月9日

工作小組會議討論同意，以為審核委員會進行

再審核之依據。針對民間申請人再審核文件之

工作小組意見，新北市府於99年8月12日函請民

間申請人併同澄清說明提送修正後之再審核文

件，民間申請人99年8月19日提送修正後之再審

核文件，再由顧問團隊協助工作小組複審後，

將相關資料提送予審核委員會。

民間申請人業經99年8月25日審核委員會再

審核通過，而進入與主辦機關協商規劃案公開

之內容等之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之相關前

置作業。

二、公開徵求其他民間投資人作業

本階段主要工作係協助新北市府擬訂公開

徵求其他投資人之相關文件，包含協商同意公

開之內容、主辦機關最低功能及效益需求、經

審核委員會同意公開之審核標準及投資契約書

草案要項等，本計畫於99年9月17日、9月24

日、9月28日、10月4日召開4次協商會議，進行

主辦機關及原民間申請人之協商。經協商後，

原民間申請人不同意規劃構想書內容公開，故

亦無享有優惠條件或優先承做權及智慧財產權

之對價，於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時，一併公告

之。

新北市府於99年10月1日將民間申請人規

劃案同意公開內容之協商結果、公開徵求其他

民間投資人階段之招商文件草案（主要為申請

須知、審核標準、投資契約草案條款等）提送

審核委員會，經審核委員書面同意後公告。本

階段公告期間自99年10月27日公告至99年12月

10日截標，公告徵求期間45日，公開文件中規

定，本計畫之原提案人應依申請須知提出申請

文件、申請保證金及投資計畫書，倘若原提案

人未如期提出者，則視為撤回本計畫之申請。

另外，本計畫受限於現存古蹟位置，基地

內部車輛動線僅可供小型車輛進出，民間申請

人因有裝卸車輛之卸貨需求，故民間申請人於

再審核進一步規劃文件中提出政府協助協調有

關同意民間申請人於中正路側設置裝卸貨臨停

停車彎，由於涉及其他相關單位權責，新北市

府亦邀集交通部公路總局及其他相關權責單位

辦理現場會勘和協調，與會單位原則同意民間

申請人於中正路側設置裝卸貨臨停停車彎，相

關單位亦提出請民間申請人後續施工階段須配

合之事項。

三、最優申請人評選作業

本階段作業主要為資格審查和評選最優申

請人之審核會議。

(一) 資格審查

本計畫於99年12月10日下午5時截

標，有原申請人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

會一家投標，顧問團隊協助新北市府於

截標當日下午5時10分辦理資格審查，審

查結果原申請人所提送之資格文件形式

及基本文件符合規定，惟其中有關申請

人所提之經營實績證明文件尚須依申請

須知之相關規定補正，新北市府99年12

月13日函知民間申請人於99年12月15日

前補正上述文件。民間申請人依新北市

府通知於99年12月14日函送補正之經營

實績證明文件，並經審查通過，新北市

府於99年12月17日函知財團法人擊樂文

教基金會資格審查符合規定，為合格申

請人。

(二) 評選最優申請人之審核會議

於評選最優申請人之審核會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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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1月25日簽約記者會

顧問團隊協助工作小組審查民間申請人

所提之投資計畫文件，提供工作小組初

審意見，並於99年12月14日向工作小組

報告及討論，新北市府於當日會後依據

審核委員會通過之審核辦法授權，發文

通知民間申請人提送澄清之說明資料補

正，民間申請人於99年12月15日提送澄

清說明資料，顧問團隊再協助工作小組

進行書面審查（複審）。

99年12月20日召開評選最優申請人

之審核委員會，顧問團隊出席協助辦理

審核相關作業，當日評選結果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民間申請人「財團法人擊樂文

教基金會」為「最優申請人」，新北市

府於99年12月21日函知財團法人擊樂文

教基金會為本計畫之最優申請人，並請

其將委員意見及承諾事項，納入投資計

畫書修正版內。

四、議約和簽約作業

(一) 議約

新北市府與最優申請人財團法人擊

樂文教基金會99年12月22日召開本計畫

議約會議，雙方就本計畫投資契約條文

進行討論，完成議約，顧問團隊參加議

約會議及協助辦理議約作業，並依當日

會議結論，會後協助確認投資契約條文

詳細文字及投資契約相關內容。簽訂投

資契約前，顧問團隊亦協助新北市府確

認民間機構提送之履約保證金連帶保證

書，其格式和內容皆符合本計畫投資契

約之相關規定。

(二) 簽約

本計畫投資契約經新北市府首長核

定，於100年1月25日簽約並舉辦簽約記

者會，顧問團隊亦配合出席及協助辦理

相關作業。

肆、結語

本計畫自民間申請人遞件申請至與新北市

府簽約，共經歷約1年餘時間，期間新北市政府

首長和各局處皆展現突破困難的決心，秉持著

公平、公正、公開的作業原則，共同協助促成

計畫的信念，方能使本計畫順利完成。民間申

請人亦極力配合新北市府政策，依據法定程序

及各階段新北市府公告之審核機制，提送各階

段所需文件及出席相關會議，並與新北市府維

持良好溝通平台。本計畫簽約後，民間申請人

財團法人擊樂文教基金會（朱宗慶打擊樂團）

為繼雲門舞集進駐淡水後，第2個進駐淡水之藝

文團體，未來除可增加地方就業機會外，另可

培育更多的打擊樂專業師資和表演藝術人才，

提升區域的文化價值，活絡地方發展。

100年1月25日簽約記者會當日，朱宗慶

打擊樂團朱宗慶藝術總監亦率該樂團團員親自

出席，樂團團員們更以精彩演出，展現對於本

計畫之重視和期待，更期許未來能將樂團的活

力帶給地區居民、造訪淡水遊客、音樂愛好者

等，甚至將表演藝術推廣至全國民眾，創造多

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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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期「中華技術」正式與大家見面了，這一期是由「台灣世

曦」軌道及建築事業群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部(民參部)主辦；民國

89年2月公布實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法後，在政府及民

間共同努力下，公私協力案件在台灣已有效推廣實施，此一措施可

撙節政府財政支出，有效引進民間資金及經營效率，並使得國內公

共工程建設得以持續成長，同時促進了國內投資發展，進而帶動經

濟成長。

　　民參部結合工程技術部門資源，為公、私部門及融資機構提供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全生命週期整合性服務，參與之計畫已超過150

件，並獲工程會頒發首屆顧問團隊金擘獎優等獎之肯定，因此，本

期特以「公私協力再創台灣黃金時代」為主題，希望藉由專訪產官

學界及各國公私協力案例分析探討，及「台灣世曦」在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所累積之經驗及實績，深入了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政策及

實務經驗，再創台灣公私協力黃金時代。

　　將於今年7月份出刊的91期「中華技術」將由「台灣世曦」

系統及機電事業群主辦，主題為「系統技術與機電工程之整合應

用」，敬請期待。

編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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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記：

●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1491內湖區陽 
   光街323號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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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系統技術與機電工程之整合應用
出刊日：2011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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