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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府列管促參案件辦理情形

推辦促參重要措施

縣市合併後推動促參成功案例

縣市合併後促參推動績效

未來展望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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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公共建設投資以帶動整體經濟成長，並同時減
緩政府龐大財政負擔，引進民間資金與活力參與公共
建設業已成為國家重要施政方向，近因受國際情勢影
響，國內經濟成長減緩，影響政府財政收入，政府歲
入金額雖有限，但提供民眾之公共服務不能因此中斷
或停止，臺灣地區藏富於民，有效引導民間資金投入
公共建設，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為當前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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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成功促參案件的
形成，其生命週期可
分為計畫的形成、可
行性評估及先期作業
規劃、招商及甄審作
業、議約簽約、履約
管理及返還及移轉等
階段，如右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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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目前列管依促參法等法令甄選民間投入資金參與本市各項公
共建設已完成簽約之案件計有本府教育局主辦「南屯國民運動中
心營運移轉案」等18案，民間投資金額歷年累計約為99.73億元，
102年度已有效增加政府權利金及租金收入約1億1,326萬元，減
少政府支出4億4,144萬元，並提供就業機會1,551人。

未簽約案件計有本府教育局主辦「臺中市網球中心營運移轉案」
等6案。尚在評估階段則有新聞局主辦「中臺灣電影推廣園區-攝
製中心」等36件促參案件。本府有關機關辦理促參案件之列管情
形如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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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簽約案件

執行機關 案件名稱 辦理模式 法令依據 件數

教育局
臺中市南屯國民運動中心OT案等3件 OT

促參法
3

臺中洲際棒球場ROT案 ROT 1

經濟發展局
臺中市「市81」、「市113」公有市場BOT案

BOT
促參法 2

臺中市「市80」公有市場BOT案 採購法 1

客家事務委員會 東勢客家文化園區OT案 OT 促參法 1

文化局 臺中市臺灣民俗文物館OT案等4案 OT 促參法 4

交通局 臺中市「停3-1」立體停車場BOT案等3案 BOT 促參法 3

水利局 臺中市豐洲堤防公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廠ROT案 ROT 促參法 1

社會局 德水園身心障礙教養院OT案 OT 促參法 1

觀光旅遊局 臺中市假日廣場服務中心OT案 OT 促參法 1

合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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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簽約案件及評估中案件
執行機關 案件名稱 辦理模式 法令依據 件數

新聞局 中台灣電影推廣園區-電影館OT案等2案 OT 促參法 2

經濟發展局
泊嵐匯會展中心其他附屬設施設定地上權設定案 設定地上權(類BOT)

臺中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
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

1

大宅門特區-泊嵐匯會展中心OT案 OT 促參法 1

都市發展局

臺灣塔暨城市博物館OT案 OT 促參法 1

臺中市州廳及其附近地區都市更新案
公辦都更設定地上權

(類BOT)
都市更新條例 1

文化局
文化景觀霧峰光復新村省府眷舍ROT案等4案 ROT

促參法
4

市定古蹟摘星山莊OT案等6案 OT 6

交通局
民間參與臺中市北區「停28」公有停車場BOT案等4案 BOT 促參法 4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北屯線G8站土地開發案 聯合開發 大眾捷運法 7

教育局 臺中市網球中心OT案等9案 OT 促參法 9

觀光旅遊局
臺中市新大線纜車BOT案等2件 BOT

促參法
2

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際體驗館OT案等3案 OT 3

財政局 臺中市后里區廣興段1110地號招標設定地上權案 設定地上權(類BOT)
臺中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

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1

合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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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促參業務推辦窗口

•因應中央組織再造，自102年1月1日起，促參業務
主管機關已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移至財政部，
並成立推動促參司，專責推動全國促參業務。

•本府於100年3月起即將促參推辦窗口業務從原先的
建設局移至財政局，並於本局非公用財產開發科成
立促參股，積極推動及輔導本府各機關辦理促參案
件之規劃、招商與營運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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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加速各機關推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業
務，提升本市公共服務品質，自100年6
月成立「臺中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推動委員會」，由黃副市長國榮擔
任主任委員，曹秘書長美良擔任副主任
委員，並邀請專家學者4位及都市發展局、
經濟發展局、建設局等13位局處首長擔
任委員，每三個月召開一次委員會積極
推動，除列管促參承辦機關辦理進度外，
並提供促參案件之前置作業、簽約及履
約所產生爭議問題之相關諮詢及專案協
助，達到業務經驗分享及集思廣義，解
決法令、溝通及實務執行上之問題，俾
使本府各機關辦理促參案件能順利進行。

二）成立本府促參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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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訪視輔導小組

•於本府促參推動委員會下設訪視輔
導小組，由曹秘書長美良召集，結
合外聘專業委員，每半年辦理促參
案件前置作業階段及履約管理階段
之訪視輔導，確實監督本府各機關
促參案件辦理情形，以提升促參案
件各階段之辦理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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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2年訪視輔導小組辦理輔導之促參案件如下表所示：
案件名稱 執行機關 訪視時間 訪視輔導事項

臺中洲際棒球場促進民間

參與擴建整建暨營運案

教育局

體育處
100.10.07

本案現有棒球場之營運部分，合約之規範未臻明確，已請執行機關檢討合約內容

並由雙方協議修訂，以利日後履約管理。經履約管理單位及民間機構討論尚無契

約執行上歧見，將照原約履行。

臺中市「市113」公有市

場用地促進民間投資開發

與經營管理案

經濟發展局 101.03.21 本案履約執行情況良好，無輔導改善事項。

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臺

中市「廣兼停101」公有

停車場興建營運轉移案

交通局

停車管理處
101.10.24

本案民間機構台灣迪卡儂公司未對停車場加以收費，以致本府無法收取契約

8.1.2規定之營運權利金部分，執行機關已於102年3月19日召開會議決議，經試

算後每年停車場收費換算成營運權利金為新台幣417,407元，該公司自101年5月

31日試營運，核算後101年度應繳納之營運權利金新台幣245,869元於102年5月

31日繳納至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基金。

臺中兒童藝術館 文化局 102.05.07

本案OT廠商因不堪連年虧損，經由股東會決議與市府研議退場機制，經由多次

協商會議雙方取得共識，希望能於102年底合意終止契約。有關雙方合意終止契

約啟動退場機制部分，已請執行機關成立協調委員會辦理相關事宜，依程序啟動

退場機制並審慎處理協商及協調事宜。

歷史建築臺中刑務所演武

場委託經營

文化局

文化資產管理

中心

102.10.30
有關契約未訂定收取土地租金與現行法令函釋不合部分，本小組已函請文化局儘

速提出應收土地租金試算表，依照相關法令及程序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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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

(黃副市長國榮兼任)

委員兼執行祕書

(財政局局長兼任)

本府委員

(相關局處首長計12名)
專家學者計4名

副主任委員

(曹秘書長美良兼任)

訪視輔導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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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積極向財政部爭取促參前置作業補助經費

• 財政部為加強協助地方政府促參主辦機關於前置作業階段聘

請專業顧問協助進行研析工作，每年均提供前置作業補助費

用，並針對受補助機關辦理教育訓練，提升促參案件先期規

劃品質，本府於101年及102年獲財政部補助案件共6案，核

定補助金額約782萬元，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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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及102年向財政部爭取促參前置作業補助經費情形

年度 案件名稱 主辦機關 補助金額

101 臺灣塔暨城市博物館OT案前置規劃作業計畫 都市發展局 83萬元

101 歷史建築臺中市役所OT案前置作業計畫 文化局 82.9萬元

101 市定古蹟摘星山莊OT案前置作業計畫 文化局 116.2萬元

102 中台灣電影推廣園區OT案前置作業計畫 新聞局 150萬元

102 臺中市牛罵頭文化園區OT案可行性評估計畫 文化局 150萬元

102 臺中國際藝術村ROT案可行性評估計畫 文化局 200萬元

合計 782.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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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期辦理促參教育訓練及實地參訪業務

•為提升各機關推動促參案件知能，因促參案件涉及各
項工程、法令及財務等不同專業領域，本局每年均定
期調查各機關承辦人員之需求，積極辦理各項促參教
育訓練之相關課程，並邀請已成功完成簽約且具代表
性案件之主辦機關或民間機構進行經驗分享，均有助
於提升參訓學員促參之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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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及102年舉辦過教育訓練情形如下：
辦理日期 教育訓練名稱 課程內容

101/3/6~7 101年度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教育訓練
促參法及相關法令介紹、促參甄審辦法、促參管考作業及獎勵與
補助規定介紹、促參作業流程及重要事項檢核表、案例經驗分享

101/6/4
101年度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財務評估及查核實務
研習班

促參財務評估、規劃、查核及履約注意要項

101/9/12
101年度下半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教育訓練主管
人員研習班

促參法基本精神及相關案例介紹、促參法令之適用及與採購法之
差異、成功案例介紹與經驗分享

101/9/13
101年度下半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教育訓練承辦
人員研習班

促參法令之適用及與採購法之差異、促參作業流程及重要事項審
核表、民間自提案件審核注意事項、成功案例介紹與經驗分享

102/3/4 促參法財務分析及審查注意要項
促參前置作業財務可行性分析注意要項、招商文件申請人資格條
件之訂定及審查之應行注意事項

102/3/29 102年度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教育訓練
促參相關之基礎法令介紹、辦理促參案件之應行注意事項及履約
管理之常見缺失與爭議處理

102/11/28 102年度下半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教育訓練
促參預評估、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招商文件、甄審、履約及
續約等各階段之財務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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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除每半年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外，並安排辦理國內
促參績效優良案件之實地參訪活動，以強化機關承辦
實務經驗，藉由實地觀摩，直接與受訪執行機關及營
運廠商等相關人員經驗交流，以提升參訪同仁對促參
案件之認知與辦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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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參訪活動內容：
辦理日期 案件名稱 受訪機關 民間機構

102/9/16

新北市潭風景區餐飲遊憩區委託民間參與營運移
轉案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國苗香食品有限公司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園區民間參與營運移轉案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統一蘭陽藝文股份有限公司

民間自行規劃參與宜蘭縣礁溪溫泉公園營運移轉
案

宜蘭縣政府
(工商旅遊處)

輕車悠遊股份有限公司

102/9/17

臺北市政府轉運站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營運案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公共運輸處)

統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臺北大學運動場地下停車場營運
移轉案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歐特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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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中市假日廣場服務中心OT案
• 本案位於西區草悟道廣場，由政府規劃打造具有遊客服務中心
及停車場等多功能公共設施，委託草悟股份有限公司以「低碳
環保、休閒旅遊、樂活悠遊、藝文生活」等行銷活動及服務，
提供民眾豐富多元化的慢活體驗(簽約日期：102年8月7日)。

• 執行機關：本府觀光旅遊局

• 民間投資額度：2,732萬元。

• 每年增加政府收入：土地租金、經營權利金與停車場權利金，7
年共計約7,378萬元，每年約收1,054萬元。

• 每年減少政府支出：約379萬元

• 每年創造就業機會：約6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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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假日廣場服務中心OT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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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市「市81」市場用地 BOT 案
•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市南屯區基地面積達20,117平
方公尺之「市81」市場用地，預定興建地下2層、地上4層之結
合現代化零售市場、複合量販商場之現代化建物，由IKEA承租
以專業之家具及居家用品大型量販商場呈現(簽約日期：101年5
月23日)。

• 執行機關：本府經濟發展局

• 民間投資額度：18.6億元。

• 每年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開發權利金4.2億元。土地租金：102
年計收約1,425萬元。

• 每年減少政府支出：約6,230萬元

• 每年創造就業機會：約26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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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市81」市場用地 BOT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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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來，本府所屬機關依促參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完成簽約之列管
案件，由99年合併升格直轄市前縣市合計10件，迄至102年底增加
為總計18件，其相關績效如下：

民間投資公共建設金額約23億4仟萬元

預計增加市府每年權利金、租金收入約為4,847萬元

減少市府每年營運、維護、人事費用等財政支出約1億5,613萬元

每年提供約460人之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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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民間充沛資金，對於本府推動各項公共建設，優先以促參法
加以評估，並向財政部申請促參案件前置作業費用補助，聘請專
業顧問公司辦理後續先期規劃作業，以利本市公共建設之推行。

持續辦理各項促參教育訓練課程，並邀請已成功完成簽約且具代
表性案件的主辦機關或民間機構進行經驗分享及至各縣市實地參
訪成功案例提升承辦同仁專業知識。

善用促參中央機關輔導機制，如財政部促參案件啟案輔導及每年
財政部舉辦之招商大會，透過投資媒合平台廣為招攬，增加本府
案件招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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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參辦的好，財源籌措沒煩惱」，將賡續推動
促進民間投資興建公共建設，引進企業經營理念，
貫徹開源節流的政策，同時讓更多的公共建設可
導入民間參與的方式來加速推動，以提供民眾更
多優質服務，期許能藉由完善的先期規劃與招商
策略，吸引更多財力穩健殷實的優秀企業一同來
打拼，共創市府、企業與民眾之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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