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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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04年 6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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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楊純蓉 

肆、 出(列)席機關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林委員顯傾： 

先提出兩點意見： 

一、 借鏡台北市促參案遇到的爭議，往後本府促參案應著重 

收取營運權利金，而非起頭收一筆開發權利金，後續廠

商營運就不再有所回饋。 

二、 網球中心營運移轉案第一期建造經費都已經到位，惟 OT 

委外不出去，與市長開會提到可提供周圍的體育場用地

合併委外，增加其財務可行性，建議業務單位可朝此方

向規劃，結合地方需求以提高促參委外的誘因。 

陸、 本府促參窗口財政局促參業務專案報告：(略) 

張主任委員光瑤： 

   根據專案報告先請外聘委員分享意見。 

林委員貴貞： 

   促參未來在市政推動上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選項，現階 

段的檢討正是改善促參體質的好時機，新案應減少現行推動

上已遇過的問題；建議各執行機關在辦理促參時要依據財政

部新制訂的促參作業指引，再加上本市在作業執行層面所遇

到的問題，如財政局專案報告所整理的，臚列出審核清單

(checklist)，透過教育訓練的方式讓各執行機關熟悉整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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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需注意的地方，建議可分成以下三個階段： 

一、 前置作業階段：應審慎把關該案推促參的政策目的及營 

運定位，不應讓顧問公司或民間廠商來主導，定位及目

的會影響市場及財務評估，甚至土管、土地使用分區是

否要調整，最重要的是財務評估結果要作為契約條件的

載明，例如：相關重大修繕費用是由哪一方負擔…等。 

二、 招商、議簽約階段：要明定清楚民間投資計畫的內容範 

圍、申請保證金及議簽約期限等。 

三、 履約階段：要即早召開履約管理會議，讓民間廠商瞭解

並遵循契約規範的重要及不可逾越的事項，並儘早成立

協調委員會。 

另外，建議新推案要注意促參法 42 條及 46 條之選擇前

題，在前置作業階段即決定要採用何條款當作推案的法律依

據，並重視財務評估的合理性，注意權利金、土地租金要有

調整機制及定期檢討機制，並於契約中載明。 

陳委員惠伶： 

就法律層面來分享，在可行性評估階段就要集思廣益設

想各種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並將所有可能發生的糾紛於契

約條款中載明，因契約一旦簽訂後，若要修正條款因甲乙雙

方考量的角度不同將很難達成協議；議約階段也相當重要，

契約草案一經公告後，因公平性原則難以做修正變更，要讓

民間機構清楚瞭解委託營運時所應遵循的契約內容。 

另就其他個案所遇到的問題提供建議，如網球中心營運

移轉案多次委外招商不成功，建議考慮適用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其中有關體育場之地下室可作停車

場、展覽場、休閒運動設施、商場等用途，可於申請須知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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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中列入，以吸引廠商投標。 

迪卡儂個案雖已圓滿解決，建議以後相關促參案件，為

避免廠商為營運容量，不收取停車費，可依申請人於營運計

畫書及執行計畫書所估算的停車場收入，作為將來民間機構

未收停車費時之停車場營運收入，列入計算變動權利金，上

開事項可加註於申請須知及契約書。 

廉委員純忠： 

一、 我贊同財政局計畫依不同公共建設類別訂定委託經營

契約範本，一來可縮短委員的審查時間，二來可節省規

劃顧問經費。 

二、 促參案所找的顧問公司應誠實評估，財務可行即可行，

若因政策考量，評估過度樂觀，財務不可行卻導向可行

，可能會導致花了大筆顧問經費卻委外不出去而浪費公

帑之情形，顧問公司評估亦不能過度保守，低估其財務

，而收取過少的權利金引來社會大眾的質疑；另外，權

利金應訂有變動調整機制，以因應促參案經過長時間時

空背景的變化。 

三、 BOT 案件除了收取開發權利金外，不應忽略後續的營運

回饋。 

四、 促參案採 OT 方式委外者，多因其公共建設公益性質較

高，為提高廠商經營意願，建議可多提供附屬設施之經

營選項以增加其財務可行性。 

    黃副主任委員景茂： 

除部分國民運動中心為爭取中央預算補助規定要先委外 

後興建外，本府自行編列預算興建的公共建設建議至少要完 

成都市計畫審查、環評及水保等程序後，再委外招商，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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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若先與廠商簽約，條件變更而引來爭議。 

陳委員朝建： 

促參法給予很大的彈性空間，在辦理過程多以「例」為 

師，若制定 SOP，採一綱一本可能會綁手綁腳，建議 SOP應保 

有其彈性，另外很多爭議的促參案件並無違法之虞，僅行政 

原則上的當與不當之妥適性問題。 

主席裁示： 

為讓財政局促參案件檢討報告所臚列的未來改善方向有

其價值，避免後續的促參案件再重蹈覆轍，可就三大類案件(

評估中、未簽約、已簽約)歸納出幾種執行上面臨到的問題，

及其相對應的改善方向，制訂其審核流程清單(checklist)；

無論公私部門，員工在作業處理上都應該要有其作業流程規

範，像促參法規彙編附 98、附 99的流程圖。 

流程圖隨著促參經驗的累積，不斷地調整更新，除了通

案流程圖，還可根據本市促參案不同公共建設的特性，建立

個案流程圖(如停車場、運動中心等不同的個案版本)，此次

的專案檢討報告已做到「鑑往」，希望能透過本市促參作業標

準流程圖的建立達到「知來」的效果。 

請財政局依據財政部制定的「促參標準作業流程及重要

工作事項檢核表」及綜合委員的意見，並結合本次專案檢討

報告內容，來制訂本市促參作業標準流程圖(SOP)，從政策面

一直到簽約階段，列出每個步驟的注意事項，依 PDCA 循環

(Plan-Do-Check-Action)檢視促參案件，若流程有規定要做

，但執行機關沒作而導致問題發生，應檢討為何沒依流程走

，於下次改進；若流程沒提到而導致問題發生，即新增檢核

項目以增加其完備性；若流程確認項目執行與否皆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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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刪除此項，以簡化流程，相信不斷地依 PDCA循環檢視促參

流程，能降低未來在辦理促參案件時問題發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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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 7案同意全部解除列管。 

 

二、本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目前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 未簽約案件編號第 1 案，教育局辦理之「臺中市網球中

心營運移轉案」，本案暫緩第一期 OT 委外，請納入第二

期重新評估委外之可行性。 

(二) 未簽約案件編號第 3 案，文化局辦理之「臺中兒童藝術

館營運移轉案」，因本案轉型為公辦博物館，爰同意解除

列管。 

(三) 未簽約案件編號第 5 案，觀光旅遊局辦理之「高美濕地

遊客服務中心暨體驗館-OT案」，本案因政策變更於 6月

10日奉市長核定終止勞務採購契約，爰同意解除列管。 

(四) 未簽約案件編號第 9 案，都市發展局辦理之「臺中州廳

及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本案因招商政策變更，爰同意

解除列管。 

(五) 評估中案件編號第 2 案，都市發展局辦理之「臺灣塔暨

城市博物館-OT案」，本案因量體將重新規劃，爰同意解

除列管。 

(六) 評估中案件編號第 4 案，觀光旅遊局辦理之「大安港媽

祖主題樂園-OT案」，本案因量體規劃尚未明確，爰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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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列管。 

(七) 其餘案件請依預擬意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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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提案討論及決議：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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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單 

編  號 第 1案 提案機關 財政局 

案  由 

本府促參推動委員會列管審查機制，非依促參法辦理之廣義民參

案件只列管進度，將不於本委員會進行問題解決機制，以及簡化

本府列管促參案件分類方式，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府各機關如有非依促參法辦理之廣義民間投資公共建設

計畫（以下簡稱廣義民參案件），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案件列管及考核作業要點」第 2點列管範圍者，於核

准辦理後向財政部推動促參司促參系統提報列管，本府促

參推動委員會始予列管。嗣後如成功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

契約者，依「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案件獎勵作業要點」申請核發獎勵金以爭取本府財源（

屬一般性補助款性質）。 

二、 經查本府針對上述廣義民參案件，如公辦都市更新案件有

成立「 臺中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及相關工

作小組推動機制，另捷運場站聯合開發案件有成立「臺中

市政府捷運建設推動工作小組」推動機制，另本局經管市

有非公用土地招標設定地上權案，因較無公共建設目的，

且以公開招標之價格標方式招商，性質較為單純無爭議。 

三、 另本府原列管評估中案件，有未達啟案要件並未實質進入

促參可行性評估及先期作業階段，且參照促參主管機關所

訂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列管及考核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僅係將促參案件區分為未簽約案件及已簽約案

件二類控管，爰以簡化。 

四、 再者，現有列管評估中案件如尚有地權(土地取得)地用(都

市計畫或區域計畫變更、水保、環評審查等事宜)問題，或

興建、修繕經費未到位等問題尚未解決，於近期內無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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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推動案件，除有必要列管外，建請各執行機關先提報解

除促參案件列管。 

辦  法 

一、 本府促參推動委員會列管之廣義民參案件，因已均有其推

動解決問題機制，為求事權全統一，本推動委員會僅列管

辦理進度，不進行問題解決，以加速會議進行。 

二、 列管之廣義民參案件如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列

管及考核作業要點」辦理解除列管時，本府促參推動委員

會同時辦理解除列管。 

三、 嗣後推動委員會列管促參案件將區分為未簽約案件及已簽

約案件二類控管，已簽約案除履約問題提請討論外，僅提

報現況資料(如各案件之簡式報告表)供委員參考，俾利專

注於未簽約案件提報之相關推動機制。 

四、 尚有非促參未解決問題且於近期內無法實質推動之促參案

件，建請各執行機關提報解除列管，並積極排除問題後再

提報列管。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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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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會議 

提案單 

編  號 第 2案 提案機關 財政局 

案  由 
擬規範建築量體尚未新建之促參 OT案件，其適當的啟案時點，

請各執行機關參酌(遵照)辦理，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延續促參推動委員會第 1次會議主席決議事項，本市部分

促參案件，建築量體尚未新建即辦理促參委外作業，雖函

請財政部釋示尚無違反促參法之虞，惟仍需考量妥當性之

行政原則。 

二、 本市促參案件除教育局各區國民運動中心係為爭取中央預

算補助，須在工程發包前找到委外廠商，並簽訂委託經營

契約外；其他建築量體未新建之促參案，若量體尚未確定

，即無法評估其財務條件，用以設定權利金等招商條件，

關係到市府及市民之權益，本局建議至早應等到建築量體

工程發包（動工）後，至晚於預計完工日前一年，依促參

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簽辦府一層授權辦理促參委外作業

，並會辦財政局，始簽辦勞務採購委託顧問公司進行促參

案件之可行性及先期作業規劃，及後續的招商文件擬定、

甄審、公告等作業。 

三、 倘個案有其他評估考量，需預為辦理促參前置作業，請先

提陳本推動委員會討論之。 

辦 法 

如說明二、三 

決  議 

除配合中央政策規範需先辦理 OT 簽約始同意補助之案件及特殊

情形提報本委員會同意外，OT 案之啟案作業應於建築物發包後

或預計完工日前一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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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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會議 

提案單 

編  號 第 3案 提案機關 財政局 

案  由 

為有效管理考核本府促參案件進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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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已簽約案件計 26件、未簽約案件計

9件、評估中案件計 22件，請委員就本府列管促參案件中挑選 1

案，於下次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以利各委員及執行機關了解促

參案件實際作業情況。 

 

 

 

 

辦  法 

擬由委員指定促參案件之執行機關，於下次委員會就該促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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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本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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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中午 12時 0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