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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度臺中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 

第 1 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4 年 3 月 19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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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主任委員光瑤                   紀錄：楊純蓉 

肆、 出(列)席機關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本府促參窗口財政局促參業務專案報告：略 

柒、業務報告 

一、歷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詳書面資料) 

主席裁示：編號 103-4-1 及 103-4-2 計 2 案同意解除列管。 

 

二、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目前辦理情形： 

(詳書面資料) 

(一) 已簽約案件編號第 8 案，教育局辦理之「臺中市南屯國

民運動中心營運移轉案」 

1. 黃委員玉霖：本案先委外後興建，是否違反促參法第

8 條第一項第五款「由政府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應行文要求中央解釋，釐清法源依據。 

2. 林委員顯傾：先委外後興建為中央之規定，怕興建完

成後沒人來經營變蚊子館，臺中市大都會歌劇院即為

例子。 

3. 黃副主任委員景茂：本案之困難點在於工程發包不出

去，應另案討論，除非有影響到委外廠商後續經營，

才在會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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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委員國忠：本案會先委外後興建是因為體育署規定

要先找到委外廠商才給 2 億元預算補助，惟若工程延

宕導致委外廠商有異議無法繼續等待，委託營運契約

訂有相關解約機制，建議依契約規定辦理即可。 

主席裁示： 

本案問題在於主體是否能順利如期興建完成，及工

程延宕 OT 委外廠商是否能等待，若屆時委外廠商有異議

再依委託營運契約之規定辦理。 

(二) 已簽約案件編號第 10 案，教育局辦理之「台中洲際棒球

場促進民間參與擴建整建暨營運案」 

主席裁示： 

            依委託營運契約規定執行，若限期改善多次未果，

執行機關應考量是否依契約規定與廠商解約。 

臨時動議(延伸議題)： 

1. 柳委員嘉峰：建請財政局針對臺中市過去辦理及現在 

進行中的促參案件所遇到的問題及辦不下去等原因 

做綜合分析，於下次會議做專案報告，以利委員全盤 

了解辦理情形。 

2. 黃委員玉霖：過去促參案件多以基礎建設為主，惟臺 

中市促參案件多為土地開發案及 OT 委外案件；本市的

秋紅谷(原國際會展中心)及洲際棒球場促參委外等案

件雖成功標出，但後續出現履約問題，該等失敗案例

亦應提出來做檢討，建議請財政局先做整體問題之檢

討，再來討論個案問題該如何處理。 

3. 黃副主任委員景茂：建議財政局會同法制局分析、檢 

討促參案件成功及失敗案例，從中訂出促參案件之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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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原則。 

4. 林委員顯傾：應詳列促參案件何時標出、簽約、及招

商文件等條件，明確指出辦理過程之相關權利義務。 

      主席裁示： 

下一次會議請財政局針對本府所有促參案件進行 

專案報告，已簽約案件請做具體的總檢討，詳列簽約財 

務條件、許可年限如何訂定、簽約時程等資訊，判斷招 

商條件是否合理訂定；未簽約及評估中案件請列出面臨 

的困難，以期能加速案件之辦理，並探討先委外後興建 

的法源依據。 

上述資料請先函送給委員，以避免會中逐案討論拖 

延會議時間。 

(三) 未簽約案件編號第 2 案，經濟發展局辦理之「大宅門特

區-泊嵐匯會展中心其他附屬設施地上權設定案」 

主席裁示：因市長政見將重新定位大宅門特區，本案暫

停執行，爰同意先行解除列管。 

(四) 未簽約案件編號第 4 案，教育局辦理之「臺中市網球中

心營運移轉案」 

主席裁示： 

本案因無人投標擬重新檢討招商文件條件，降低實

收資本額限制及土地租金，惟以降低門檻來吸引廠商投

資應考量是否該等廠商有經營能力，及是否符合市民利

益，若無法達成此目標，應取消促參委外。 

此外，為避免案件招標不出去，數次重新召開甄審

委員會拖延辦理時程，以後所有案件的甄審委員會在訂

定招商文件時應有附帶決議，若該條件無法順利招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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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案條件為何？如要降低門檻，降低至什麼程度、或

堅持該門檻，若招標不成功即取消促參委外，改由政府

自行營運。 

(五) 未簽約案件編號第 5、6 案，觀光旅遊局辦理之「臺中市

新大線空中纜車興建營運移轉案」、「臺中市雪谷線空中纜

車興建營運移轉案」 

主席裁示：該兩案因無人投標，顧問公司應先暫停作業，

勞務採購契約做結算解約，同意先行解除列管。 

(六) 評估中案件編號第 8 案，文化局辦理之「臺中市眷村文物

館-OT 案」 

主席裁示：請執行機關儘速辦理北屯段 278-17 地號土地

代管及建物補照程序。 

(七) 評估中案件編號第 9 案，文化局辦理之「清水眷村文化園

區-ROT 案」 

主席裁示： 

本案同意先行解除列管，未來各執行機關在辦理促參

案件時，應遵循下列三個原則：(1)請編列足夠且合理的

委外促參顧問經費；(2)慎選顧問公司，需具備相關專業

能力及規劃經驗；(3)嚴謹地審查顧問公司所提出的規劃

內容，以避免不良顧問公司反成為促參案件的問題製造者

，浪費前置作業所投入的時間、人力成本及預算，最後促

參案件不可行。 

    另請提供所有未簽約及評估中案件與顧問公司之審

查會歷次開會紀錄，以利委員從中找出是否有可改善之處

。 

(八) 評估中案件編號第 13 案，文化局辦理之「歷史建築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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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日式宿舍群-ROT 案」 

主席裁示：依預擬意見辦理，同意解除列管。 

(九) 評估中案件編號第 16、17 案，教育局辦理之「臺中市巨

蛋體育場 OT 案」、「大里國民運動中心-OT 案」 

主席裁示： 

    巨蛋體育場因工程期程不確定，大里國民運動中心因

選址尚未確定，同意先行解除列管。 

(十) 評估中案件編號第 20、22 案，交通局辦理之「民間自行

規劃申請參與臺中市公有停車場中賓細停163興建營運轉

移投資計畫案-BOT 案」、「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臺中北區

停 28 新興公有停車場多目標使用暨 BOT 投資計畫」 

主席裁示： 

    請評估該 2案是否適合以民間自提方式促參委外，若

不適合請考量改由政府公辦促參委外；民間自提請依相關

規定執行，檢討是否逾越規定的審查時程，再行繼續執行

或駁回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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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 

編  號 第 1案 提案機關 財政局 

案  由 

為爭取本府榮譽，請符合申請財政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

」資格之機關提前準備提報今年度徵選作業之資料，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3 年度臺中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

會第 2次會議紀錄，陸、業務報告一、本府財政局推動促參

業務概況報告之主席裁示第四點辦理。 

二、 為激勵提供優質公共設施（服務）之民間機構，並獎勵參與

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政府機關、顧問機構，財政部

設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每年均透過評選作業擇

選出優良機關(構)，以作為各機關承辦業務之典範。 

三、 本府財政局依本府列管案件篩選出觀光旅遊局「臺中市假日

廣場服務中心營運移轉案」、經濟發展局「台中市『市 81』

公有市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文化局「歷史建築台中刑

務所演武場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以及交通局「徵求民間機構

參與興建暨營運台中市停 3-1 立體停車場」等 4件符合申請

資格之案件，請上述機關積極申請參選以爭取本府榮譽。 

四、 茲因財政部尚未公布今年度該獎作業期程，為增加本府案件

入選之機會，爰參考去(103)年期程(4 月 11 日公告本獎評

選須知及申請作業說明，於 5月上旬舉辦徵選說明會暨觀摩

活動，5月 16 日至 6月 16 日受理案件申請)，請前開機關

先行閱覽上屆(第 12 屆)財政部公布之申請作業手冊，提前

準備貴管案件資料。本府財政局將協助邀請曾經參與評選作

業之專家、學者給予意見、指導，以期本府案件於申請本年

度獎項能獲佳績。 

 

辦  法 

一、 除預為準備書面資料外，機關屆時應派員參加財政部舉辦之

徵選說明會暨觀摩活動，以提高入選之機會。 

二、 另請機關轉知參與貴管促參案之民間廠商或顧問機構，倘有

申請意願亦請預先準備相關資料，以共同爭取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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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件、未簽約案件計 10 件、評估中案件計 28 件，下次委員會擬邀

請教育局就主辦「中興游泳池暨二信游泳池-R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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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請本府教育局就主辦「中興游泳池暨二信游泳池-ROT 案」於

下次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 

決  議 
因下次會議將針對所有促參案件做專案檢討報告，本提

案留待下次促參推動委員會做決議。 

 

玖、臨時動議： 

    柳委員嘉峰提案： 

     為健全本府促參案件推動之 SOP，應善用外聘委員們的專

業促參知識及經驗傳承，建議先行提供外聘委員下次專案檢

討報告，請外聘委員於下次會議給予專業建議。 

決議：請財政局依柳委員嘉峰之提案辦理，並邀請外聘委員

於下次會議進行經驗分享及提供專業建議。 

 

拾、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