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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臺中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 

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3年 8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 開會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01會議室 

參、 主持人：黃副市長國榮                    記錄：臧秉琪 

肆、 出(列)席機關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報告  

 一、本府財政局推動促參業務概況報告：(略) 

     (一)觀光旅遊局陳副局長育正： 

依據促參法第 5條 2項規定，促參法所稱之主辦機

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且主辦機關依促參法辦理之

事項，得授權所屬機關(構)執行之；本局於辦理促參業

務時，依上開規定簽奉一層核定授權本局辦理促參相關

業務，惟又按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

：「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所屬下

級機關執行之。」、「前二項情形，應將委任或委託事項

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經查行政院公共工委員會 95年 4月 21日工程技字

第 09500145410號函釋示略以，雖促參法未規定經授權

事項應辦理公告，但授權事項如涉及權限之移轉者，仍

應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踐行公告程序。 

本局希望能獲澄清依促參法簽辦促參案件之授權

事項，是否涉及權限移轉，如有涉及，是否需依上開函

釋規定踐行公告程序？另俟招商成功擬進行簽約時，係

應以本府名義簽約抑或得否以本局名義簽約？呈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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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裁示。 

  (二)財政局： 

本局日前於會辦觀光旅遊局纜車授權案及高美濕

地遊客中心授權案時，已電洽財政部推動促參司法制業

務相關承辦人員，該承辦人員表示，主辦機關授權所屬

機關執行促參業務應無「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適用，

無需踐行公告程序，以利簡化行政程序。 

各執行機關於簽奉一層核定授權辦理促參業務後

，以府函發布即為授權完成，無需踐行公告程序。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2 年 3 月 6 日工程技

字第 09200076330 號函釋表示，依促參法第 5條第 2項

規定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之事項得授權所屬機關執行

之。執行機關經主辦機關授權辦理依本法辦理之事項得

包括簽約，如經授權，執行機關得作為未來與民間機構

簽約之主體。 

爰各執行機關完成授權後，於簽約時，請以執行機

關名義與民間機構進行簽約。 

     (三)法制局林主任秘書敬璋： 

          本府辦理授權事項，僅需於簽奉一層核定授權後，

被授權機關以府函方式發文通知完成授權即可，無需踐

行公告程序。   

     主席裁示： 

      有關執行機關簽奉一層核定授權後，是否涉及權限移轉

需依行政程序法第 15 條規定踐行公告程序，及經授權後之

簽約主體應為本府或是被授權辦理促參案件之各執行機關

等相關疑義，請財政局正式函請財政部促參推動司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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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歷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編號 102-4-8、102-4-10以及 103-2-1至 103-2-6計 8

案同意解除列管。 

 

 三、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目前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已簽約案件編號第 9 案，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臺中

市『市八十』公有市場用地獎勵民間開發經營招標案

」，請執行機關儘速至財政部推動促參司資訊系統更正

民間機構名稱。 

(二) 已簽約案件編號第 11案，本府文化局辦理「歷史建築

臺中刑務所演武場委託民間經營管理」案，請執行機

關依財政部促參推動司 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促參案

件啟案及諮詢服務」會議紀要，並參照衛生福利部案

例及財政局之建議，解決原合約未列示應收取土地租

金之問題。另在不影響契約前提及民間機構權益下，

列出收取土地租金額度，再由執行機關及民間機構雙

方協議同意後辦理修約，無需提交協調委員會辦理。

俟協商完成解決上開土地租金問題後，將協商會議紀

錄副知財政局。 

(三) 已簽約案件編號第 13案，本府文化局辦理「臺中兒童

藝術館」案，有關本案於 103年 8月 31日退場交接以

及日後重新招商事宜，請執行機關妥適處理。 

 

(四) 已簽約案件編號第 17案，本市客家文化事務委員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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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民間參與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運」案，請執行機

關積極督促民間廠商依約儘速完成修繕事宜。 

(五) 未簽約案件編號第 4 案，本府教育局辦理「臺中市網

球中心營運移轉案」，業經多次流標，請執行機關多方

收集了解市場行情及民間投資意願等，並檢討本案相

關條件，以增加廠商投資誘因，俾利順利招商。 

(六) 評估中案件第 25案，本府教育局辦理「臺中市室內籃

球館」案，其可行性評估報告結果以文教用地辦理 BOT

不具可行性，將依據評估結論辦理用地變更，本案擬

將重新規劃，尚未進入促參階段，爰同意先行解除列

管。 

 

柒、專案報告： 

        交通局就主辦之「徵求民間機構參與興建暨營運臺中市

停 3-1立體停車場」BOT案之辦理情形」(略） 

    李委員錦娥： 

        交通局辦理停 3-1 立體停車場 BOT 案是一件成功的促參

案例，值得各促參執行機關做為參考範例。本府財經小組 5

位機關首長於本月初拜訪本市議會財經小組副召集人陳詩哲

議員時，陳議員提出沙鹿區光田醫院對面平面停車場，目前

由交通局委外廠商經營停車場業務，惟該平面停車場僅有 47

個停車位，無法滿足當地精華地段停車需求，建議本府速提

出解決方案。本案交通局於 104 年度先期作業審查會提出總

經費新台幣 2 億 4 千萬元(104 年度概算先編列新台幣 1,900

萬元)興建立體停車場以解決停車需求，案經預算審查委員會

決議：「請交通局於該停車場委外經營契約期限 104 年 9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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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期前，以 BOT 促參方式辦理停車場興建作業。」爰請交

通局速依預算審查會會議決議辦理該停車場相關促參前置作

業，以利招商。 

 交通局： 

        基於經費考量並縮短相關評估規劃期程，目前本局刻正

依據促參法規定簽辦，擬以政策公告方式徵求民間參與投資

興建沙田路立體停車場案，倘無民間廠商提出申請或無符合

政策公告條件者，本局將依據促參法第 42條規定啟動促參前

置作業，辦理沙田路立體停車場之 BOT相關規劃評估作業。 

    主席裁示： 

     請交通局參酌委員意見辦理。 

 

 

 

 

 

 

 

 

 

 

 

 

 

 

捌、提案討論及決議： 



6 

編  號 第 1案 提案機關 財政局 

案  由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44條規定，主辦機關為

審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甄審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七

人，由主辦機關就具有與申請案件相關專業知識或經驗之人員派

（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上述有關外聘專家、學者之聘用標準，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有關外聘專家、學者認定聘用部分，日前財政部於 103年 7

月 3日台財促字第 10300616040號函釋本府觀光旅遊局內容

摘述如下： 

（一） 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 5

條規定略以：『……外聘專家、學者之認定如下：……二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 5條第 2項授權所屬機關（構）為執

行機關者，指主辦機關本機關以外人員、被授權機關（構

）及其所屬機關（構）以外人員。 

（二） 按來函所述，旨揭案件係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

市府)授權貴局擔任執行機關。依前述規定，其他市府所

屬機關(如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如

屬市府本機關之單位(非獨立機關)，則其人員非屬外聘專

家、學者。 

（三） 主辦機關為審核促參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依公平

、公正原則，擇優評定之。甄審委員會委員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為專家、學者，且不宜多數為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

及其所屬機關人員。本案外(內)甄審委員之遴選，自應符

合前項之規定，並考量申請人與社會大眾對委員會組成與

甄審程序是否有依公平、公正與公開原則辦理之觀感。 

二、 另查 102年 11月 12日監察院 102交調 0042號調查報告第 5

點，臺北市政府於 97年 6月 2日辦理捷運內湖站(交十一交

通用地)開發建議書審查評選會議，僅有臺北市政府 5個單

位代表，以及新北市政府推派財政局代表 1名出席會議，並

無邀請其他單位或遴聘具有相關土地開發專門學識經驗之

專家學者會同審查，欠缺專業審查意見，有關制度亟待檢討

改進，並函請臺北市政府檢討改進。 

三、 又本府各促參執行機關辦理促參案件(含都市更新、捷運聯

合開發及招標設定地上權等廣義促參案件)之可行性評估

先期規劃審查及甄審等會議審查，通常會簽辦籌組內、外聘

委員或機關代表協助審查顧問公司所提報告書。有關財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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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執行機關通常僅以財政局意見作為促參財務審查依據，

而忽略外聘專家學者審查之重要性，因財政局屬地方歲入彙

整機關（歲出部分屬主計處彙整），其業務本質與民間機構

之財務分析有別，且業務承辦人員亦無私部門財務分析背景

能詳予審查。申言之，各促參案件之財務評估係以民間機構

為觀點，通常係評估其參與投入相關公共建設之興建或營運

成本後，是否具有投資效益，作為其參與公共建設之可行性

，亦即在政府公辦階段由顧問公司模擬潛在民間投資人各項

財務報表及相關財務指標，以及在甄審階段需審查其投資計

畫書內之財務報表及相關指標；另屬民間自提促參案件，亦

需審查其投資計畫書內之財務報表及相關指標，均涉及高度

專業性及複雜性，必需仰賴專業會計師或民間財務管理顧問

公司等協助審查，以利維護促參案件之嚴謹性及公正性，避

免日後遭審計或監察機關糾正及要求檢討改進。 

辦  法 

一、 參依前述說明財政部函釋本府所屬各促參執行機關於成立甄

審委員會遴聘外聘專家、學者時，倘遴聘本府其他獨立機關

(如：法制局、財政局、都市發展局、地政局……等)之人員

擔任者，該人員雖係屬外聘委員；但性質上係代表機關表達

公務單位意見，與獨立專業之專家、學者審查建言尚屬有別

。 

二、 實務上外聘委員仍應以遴聘具有相關專門學識經驗及專長之

專家、學者(如：財經專家、會計師、律師、建築師、不動

產估價師、土地開發專家……等)為優先。倘遴聘本府其他

獨立機關之人員擔任者，亦不宜為多數，並請考量申請人與

社會大眾對委員會組成與甄審程序是否有依公平、公正與公

開原則之觀感辦理。 

三、 另依促參法第 46條規定之民間自提案件，於組成初審或再審

委員會，或公辦都市更新及捷運聯合開發等廣義促參案件所

組成之甄審會，亦如同於前述促參法甄審會之性質，亦應一

同比照辦理。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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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第 2案 提案機關 財政局 

案  由 

為有效管理考核本府促參案件(含廣義民參案件)進度，了解各案

件目前是否遭遇困難及為利各委員了解掌握各促參案件實際相關

作業情況，每次召開本推動委員會時邀請其中一個案件，由主辦

機關進行專案報告，提請討論。 

說  明 

目前本府列管促參案件(含廣義民參案件)包括已簽約案件計 19

件、未簽約案件計 8件、評估中案件計 37件，下次委員會擬邀請

文化局就主辦「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委託營運移轉(OT)計畫案」

進行專案報告，以利各委員及執行機關了解促參案件實際作業情

況。 

 

 

 

 

辦  法 
擬請本府文化局就主辦主辦「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委託營運移轉

(OT)計畫案」於下次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 

決  議 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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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財政局提案： 

    交通局主辦之「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 G8

站土地開發案」預定於 9月份辦理簽約事宜，請執行機關於正

式簽約後檢送相關資料函送財政部促參推動司備查，以利該部

核發促參獎勵金之相關事宜。 

決議： 

     請交通局依據財政局意見辦理。 

 

二、教育局提案： 

    有關促參案件簽約後之相關人員敘獎事宜，每個案件皆為

獨立不同個案，相關承辦人員、長官以及各階段委員均有不同

之貢獻度，不應以案件類似或於同一年度簽約而進行合併敘獎

，應按個別案件依業務性質、參與促參案件前置作業不同階段

之貢獻程度，予以個別敘獎，呈請主席裁示。 

決議： 

    請財政局於辦理完成簽約之促參案件相關有功人員敘獎

案時，本於促參窗口權責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列

管及考核作業要點」以及「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平時獎懲案件處理原則」之規定，按個別案件依業務性質

、參與促參案件前置作業不同階段之貢獻程度，予以各案分別

敘獎額度，奉核後再行發文通知執行機關及各協辦機關，自行

辦理敘獎。 

 

拾、散會：下午 4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