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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共建設目的及民間參與方式 

第一節 公共建設目的 

一、公共服務需求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提供公有停車場服務效能並減少行政負

擔，遂將公有停車場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委託民間經營管理，

前次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辦理「墾丁

國家公園公有停車場 OT 案」，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取

得 9 處停車場（含 6 處公廁）民國 104 年至 109 年經營權，並已優

先定約 1 次兩年，預計營運至民國 111 年底。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為配合國家公園計畫發展、提升所屬停車場

經營管理績效，並增進道路流暢、改善交通秩序，擬續依促參法，委

託民間機構經營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公有停車場，並擴增至 15 處

停車場（含 10 處公廁）及 1 處獨立公廁，計 16 處標的，包含：大

灣路停車場（含公廁）、大尖山Ａ停車場（含公廁）、大尖山Ｂ停車場、

社頂公園停車場、龍鑾潭停車場（含公廁）、關山停車場（含公廁）、

大灣路臨時停車場、墾丁臨時停車場、和平巷臨時停車場、停 18 機

車停車場（含公廁）、船帆石停車場（含公廁）、白砂停車場（含公廁）、

龍磐第一停車場（含公廁）、龍磐第二停車場、貓鼻頭公園停車場（含

公廁）及墾丁牧場公廁。（111.3.28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議決議，因

應貓鼻頭公園停車場委外後續需再與恆春鎮公所溝通協商。基於時效，

貓鼻頭公園停車場暫不納入本案委外範圍，惟於招商文件保留後續擴

充彈性機制） 

後續將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第 8 條

第 1 項第 5 款規定，以 OT 方式辦理（Operate-Transfer），並按該法

第 42 條規定，採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方式委託民間專業經

營團隊營運，期盼藉由民間專業及效率經營能力，提供墾丁國家公園

園區內高品質之停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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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興辦目的 

（一）加速公共建設與服務提供 

本案藉由引入民間機構資金與能力，加速公共建設與服務之提

供，同時撙節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於本案建設管理維護之預算編

列，每年自民間機構經營所收取之經營權利金，亦為公共建設經費

公務預算之收入來源，作為充實改善交通建設或提升觀光遊憩服務

等使用。 

（二）提升公共建設服務之品質 

本案透過民間之經營專業與創意，藉由營運專業管理機制之建

構，提供優質服務以確保停車之服務品質，期能同時解決當地停車

問題，帶動觀光發展。 

第二節 公共建設類別及民間參與方式 

一、促參法之公共建設類別 

（一）促參法規定之公共建設類別 

依據促參法第 3 條規定，公共建設係指供公眾使用且促進公眾

利益之建設，共包括 14 種類別，詳如表 1-2-1 所示。 

表 1-2-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 條）規定之公共建設類別 

公共建設類別 

1.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8.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 

2.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9.運動設施 

3.污水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 10.公園綠地設施 

4.衛生醫療設施 11.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5.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 12.新市鎮開發 

6.文教設施 13.農業設施 

7.觀光遊憩設施 14.政府廳舍設施 

資料來源：1.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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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適用促參法規定之「交通建設」類別 

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交通建設，指鐵路、公路、市區快速道路、大眾捷運

系統、輕軌運輸系統、智慧型運輸系統、纜車系統、轉運站、車站、

調度站、航空站與其設施、港埠與其設施、停車場、橋梁及隧道」。

又同條第 6 項規定略以「第１項之停車場，指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之

路外公共停車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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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主辦機關得視個案需要，於同一公共建設計畫內，以各停車

場之面積總和計算之。二、投資總額不含土地成本達新臺幣 1,500

萬元以上之機械式或塔臺式停車場」。 

本案公有停車場之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範圍合計逾 7 公頃，應符

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項及第 6 項規定，屬促參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交通建設」之公共建設類型。 

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 

依促參法第 8 條所規定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包括 BOT、

無償 BTO、有償 BTO、ROT、OT、BOO 及其他經主管核定之方式等

七類，詳如表 1-2-2 所示。依據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政策需求，本案

擬依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 OT 方式辦理，即民間機構營運政府

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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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擬由民間參與期間 

第一節 公共建設及附屬設施興建營運範圍 

本案委外標的原共有 15 處停車場（含 10 處公廁）及１處獨立公

廁，惟依 111.3.28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議決議，因應貓鼻頭公園停車

場委外後續需再與恆春鎮公所溝通協商。基於時效，貓鼻頭公園停車場

暫不納入本案委外範圍，惟於招商文件保留後續擴充彈性機制。 

基上，本案委外標的調整為 14 處停車場（含 8 處公廁）及１處獨

立公廁，其中，原貓鼻頭公園停車場列為後續擴充彈性，並於投資契約

納入相關條文規範：「契約簽訂後，甲方得因公共利益之考量，要求乙

方變更營運範圍(例如增加貓鼻頭公園停車場…等)，乙方應配合辦理，

相關權利義務由雙方另行協議」。 

另本案用地範圍座落於恆春鎮墾丁段、鵝鑾鼻段、龍泉水段、鵝鑾

段等土地，基地面積共約 76,473.09 m2，並分為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範圍

及代為管理維護範圍。說明如下： 

一、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範圍 

本 案 公 共 建 設 所 需 用 地 範 圍 （ 計 收 土 地 租 金 ）， 面 積 共 約

56,965.81m2，由廠商負責營運管理及維護等，詳如表 2-1-1 及表 2-1-2

所示（詳細土地基本資料請參閱附錄）。 

二、代為管理維護範圍 

本案代為管理維護範圍（不收土地租金），面積共約 19,507.28m2，

由民間廠商負責簡易設施維護管理（指單項費用１萬元以下之維修更

新，例如燈泡、水龍頭、門鎖、馬桶蓋等）、環境清潔及提供公廁之

洗手乳、衛生紙等耗材及水、電費用等負擔，詳如表 2-1-1 及表 2-1-2

所示（詳細土地基本資料請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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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本案用地範圍面積一覽表 

名稱 地號 
公共建設所需 

用地範圍(㎡)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合計(㎡) 

大灣路 
停車場(停 10) 

墾丁段 
1000 等 29 筆地號 

3,352.04 3,783.43 7,135.47 

大尖山 A 
停車場(停 20) 

鵝鑾鼻段 
547-30 地號 

8,900 2,688 11,588 

大尖山 B 
停車場(停 9) 

墾丁段 
1183 等 10 筆地號 

7,002.20 563.02 7,565.22 

大灣路臨時 
停車場(停 11) 

墾丁段 
972、973、977 地號 

3,131 1,054.55 4,185.55 

墾丁臨時 
停車場 

墾丁段 
535、536 地號 

6,709.47 無 6,709.47 

和平巷臨時 
停車場 

墾丁段 
357、359 地號 

1,094 無 1,094 

停 18 公廁 
機車停車場 

墾丁段 
494 等 5 筆地號 

500 1,013.09 1,513.09 

社頂公園 
停車場 

鵝鑾鼻段 

946、946-1、937-1 
4,767.96 6,346.04 11,114 

龍鑾潭 
停車場 

龍泉水段 
646 等 5 筆地號 

2,750.14 142.14 2,892.28 

關山停車場 
龍泉水段 

625-23 等 5 筆地號 
7,369 41 7,410 

船帆石停車場 
鵝鑾段 

390 等 5 筆地號 
1,550 1,200.39 2,750.39 

白砂停車場 
白砂段 

933 等 10 筆地號 
3,885 665 4,550 

龍磐第一 
停車場 

鵝鑾鼻段 
1528 等 4 筆地號 

4,204 613 4,817 

龍磐第二 
停車場 

鵝鑾鼻段 
1529 等 4 筆地號 

1,751 378 2,129 

墾丁牧場公廁 
鵝鑾鼻段 

542-105、542-106 地號 
 1,019.62 1,019.62 

合計面積 56,965.81 19,507.28 76,473.09 

列為後續得擴充項目 

貓鼻頭公園 
停車場 

下水泉段 

1010 等 23 筆地號 
14,648.73 2,817.37 17,466.10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公有停車場(OT)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2-3 

表 2-1-2 本案用地範圍及現況一覽表 

名稱 用地範圍示意圖 入口現況照片 

大灣路 

停車場 

(停 10) 

（含 1 處公廁）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大尖山 A 

停車場 

(停 20) 

（含１棟公廁）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大尖山 B 

停車場(停 9)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大灣路臨時 

停車場 

(停 11)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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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用地範圍示意圖 入口現況照片 

墾丁臨時 

停車場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和平巷臨時 

停車場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停 18 

機車停車場 

（含１棟公廁）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社頂公園 

停車場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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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用地範圍示意圖 入口現況照片 

龍鑾潭 

停車場 

（含１棟公廁）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關山停車場 

（含１棟公廁）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因遊客減少，停車率低，較不具管理效益。 

2.設施現況：目前開放免費停車，無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建議後續
可由廠商視成本效益決定是否設置相關停管設備。 

船帆石 

停車場 

（含１棟公廁） 

  

1.營運管理：民國 109 年剛啟用停車場，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及監視設備，後續本案委由新民間廠商進
駐，其應需考量與其他停車場之停管系統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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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用地範圍示意圖 入口現況照片 

龍磐第一 

停車場 

（含１棟公廁） 

 
 

1.營運管理：目前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自行營運管理。因周邊有路

邊停車格且道路無劃設紅黃線之路邊停車管制，現況停

車率較低，現開放免費停車。 

2.設施現況：目前開放免費停車，無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建議後續

可由廠商視成本效益決定是否設置相關停管設備。 

龍磐第二 

停車場 

 
 

1.營運管理：目前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自行營運管理。因周邊有路

邊停車格且道路無劃設紅黃線之路邊停車管制，現況停

車率較低，現開放免費停車。 

2.設施現況：目前開放免費停車，無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建議後續

可由廠商視成本效益決定是否設置相關停管設備。 

白砂停車場 

（含１棟公廁） 

 

 

 

 

 

 

 



公有停車場(OT)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2-7 

名稱 用地範圍示意圖 入口現況照片 

 

 

 

 

 

 

 

 

 

 

 

1.營運管理：目前委由「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惟老舊待汰換更新。 

墾丁牧場 

公廁 

 

 
 

營運管理：目前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自行清潔管理。 

列為後續得擴充項目 

貓鼻頭公園

停車場 

（含 2 棟公廁） 

 

 

1.營運管理：目前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自行營運管理。 

2.設施現況：具既有收費亭，並採人工收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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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目前本案 15 處停車場，其中 12 處停車場(原為 9 處，後陸續擴增至 12 處)已於民國 104 年依促參法 OT 方式委託「俥

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營運期限至民國 111 年年底（後續本案招商委外時程將與現行委外期滿時銜

接，期達無縫接軌），其餘停車場由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自行營運管理。 

2.本案停車場目前除貓鼻頭公園、關山、龍磐第一及龍磐第二等停車場，未設置停管設備（例如自動收費系統）外，

餘停車場已設置既有停管設備及監視設備等，惟多已老舊須汰換更新，另大尖山 A、B 停車場之路燈照明設施等已

不堪使用亦須汰換更新。 

3.有關各停車場舖面，未來民間廠商可視營運需求及現況自行舖設柏油或水泥，以提升停車服務品質，惟大灣路臨時

停車場（停十一）、墾丁臨時停車場若擬做舖面，僅可鋪砂石，不能鋪柏油及水泥。 

4.未來營運期間，大尖山 A 停車場（停二十）、大尖山 B 停車場（停九）之圍籬若有破損，民間廠商需負責汰換更新。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國土測繪中心；3.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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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共建設及附屬設施許可年限 

一、許可年限 

本契約期間自完成點交日起 7 年或契約終止日止。民間機構至遲

自完成點交日起 6 個月內開始營運，民間機構若無法於規定期限內開

始營運，應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始得延後開始營運日，惟契約期間不

得延長。 

二、許可年限期滿優先定約 

依促參法第 54 條規定，民間機構應於營運期限屆滿後，移轉公

共建設予政府者，應將現存所有之營運資產或營運權，依投資契約有

償或無償移轉、歸還予執行機關。另依促參法第 51-1 條規定略以，

執行機關應於營運期間內，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營運績效評定。經執行

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執行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前

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由其繼續營運。優先定約以一次為限，且延

長期限不得逾原投資契約期限（本案契約期限為 7 年）。 

基此，建議民間機構於契約期間，績效考評為「良好」（即評分

達 80 分以上者）之次數累計達 4 次（含）以上且未曾評定為「不及

格」（即評分未達 70 分者），得於契約期間屆滿前 1 年檢附歷年評估

報告及未來投資計畫書等，向執行機關申請繼續定約 1 次，其期間以

3 年為限，民間機構未於上開期限前向執行機關申請繼續定約，視為

放棄優先定約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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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取得規劃 

第一節 用地範圍劃定 

本案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範圍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內，土地所有權人為

中華民國，管理者為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後續土地取得及使用應無虞。

關於本案各停車場之詳細土地資料，詳如附錄所示。 

第二節 土地取得方式 

本案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屬公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

理者為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無須辦理公有土地撥用或私有土地徵收等

用地取得程序。後續則依促參法第 15 條規定，以出租等方式提供民間

機構使用。 

第三節 土地交付時程 

本案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屬公有土地，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

理者為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無須辦理公有土地撥用或私有土地徵收等

用地取得程序。後續則依促參法第 15 條規定，以出租等方式提供民間

機構使用。 

第四節 地上物拆遷及補償 

本案地上物除委由民間機構代為管理維護之公廁外，主要為各停車

場之既有營運設備，包含告示牌、柵欄、自動繳費機及監控系統等，後

續將交由民間機構自行負全責管理維護、汰舊更新等相關作業，且無相

關補償等。  



公有停車場(OT)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3-2 

第五節 其他 

■ 用地點交 

一、執行機關於辦理本案用地點交前，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點交，

並由雙方指派代表辦理現場會勘。 

二、實際使用範圍以雙方確認之界址為準，執行機關必要時應出具相

關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土地清冊或使用許可文件。 

三、經雙方作成會勘紀錄確認無誤後，按土地及建物現況辦理點交，

並由民間機構簽收完成點交。 

四、現況如有瑕疵，雙方應於點交之財產及物品清冊中註明。 

五、完成點交後，民間機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予以保管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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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環境影響評估與開發許可 

第一節 環境影響評估項目及開發許可 

一、本案是否辦理環評之分析 

本案營運應不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本案平面停車場非屬「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內所規定項目，且係

採 OT 方式辦理，未涉及興建或擴建行為，應不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

相關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二、環境影響預擬之對策 

本案應不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惟為利主辦機關瞭解本案於裝修

期間與營運期間之各項環境影響因子及其可能造成之環境影響，研擬

相關減輕與因應對策，以提高本案之可行性，詳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本案環境影響綜合分析表 

環境 

類別 

評估 

因子 

影響 

程度 減輕及因應對策 
評估 

結果 
裝修 營運 

物化

生活

環境 

空氣 

品質 

□  

‧就施工與非施工區域設置阻隔設施，降低對非施工區域之影響。 

‧運輸車輛運送過程應加蓋帆布或防塵罩，以防止不當之逸漏。 

‧施工區域定期清掃、適度灑水，以防止塵土飛揚。 

△ 

 △ 
‧宣導怠速等候逾三分鐘者，應關閉引擎，以降低汽機車造成空

氣污染。 
△ 

水質 
□  

‧應將具汙染性之施工廢水集中妥善處理，避免直接排至附近水

體。 
△ 

 □ ‧營運期於附近承受水體進行監測，供隨時改進環保措施之參考。 △ 

噪音 

振動 

□  

‧根據不同施工階段各類施工機具噪音標準預測值，施工單位均

應加以控管，以符合噪音管制標準第六條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

準值。 

‧施工場所裝設臨時性隔音設施，減少施工現場發出之噪音。 

‧施工機具、施工場所加裝防振材料，常用之防振材料有空彈簧、

線圈彈簧、防振橡膠等。 

△ 

 □ ‧設置夜間管制時段，減少車輛頻繁進出。 △ 



公有停車場(OT)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4-2 

環境 

類別 

評估 

因子 

影響 

程度 減輕及因應對策 
評估 

結果 
裝修 營運 

廢棄物 

□  
‧施工期間所產生之生活及建材廢棄物，將妥善收集並委託民間

合格代清除業代為清理，集中運送至附近合法垃圾掩埋場處理。  
△ 

 □ 
‧營運所產生之廢棄物，委請代處理業處理，並配合環保政策推

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再利用，達到減量化之目的。 
△ 

自然

生態

環境 

地形 

地貌 
△  

‧本案施工主要為營運設備添置及場域之維護，對地形地貌應不

產生影響。 
△ 

地質 

土壤 
□ □ 

‧嚴格管制施工及營運期間所產生之廢棄物貯存堆置，應有安全

隔離裝置，避免直接與地表接觸。 
△ 

地震 

斷層 
△ △ 

‧依據中央地質所調查資料顯示，本案基地無活動斷層經過，應

無影響。 
△ 

水文 □ □ ‧開放空間應加強規劃並留設綠化植被，減少地表逕流量。 △ 

社會

經濟

環境 

土地 

利用 
 ○ 

‧本案規劃作為停車場使用，除可以滿足地區的停車需求外，透

過智慧化的設備，提高經營效率。 
● 

產業 

經濟 
 ○ ‧引進民間企業化經營精神及專業技術，除可提高整體服務品質。 ● 

交通 

衝擊 

□  ‧工程車輛進出時間應避開交通尖峰時段，減少交通衝擊。 △ 

 □ 
‧妥善規劃動線引導至本案停車場，避免停車亂象影響周邊交通

安全。 
△ 

景觀

遊憩

環境 

視覺 

景觀 

□  ‧確實執行施工管理計畫，以維持施工地區環境清潔。 △ 

 ○ 
‧加強場域維護，維持綠色景觀，維持整體環境清潔，避免因髒

亂造成景觀危害以及公共衛生之影響。 
● 

觀光 

遊憩 

△  
‧應妥善規劃施工車輛停車場所，避免違停影響周邊地區之交通

動線。 
△ 

 ○ 
‧未來可與周邊的觀光景點及商家合作，引導遊客或消費者至本

案停車場停車，創造互利共榮的雙贏局面。 
● 

資料來源：1.影響階段以ˇ說明。 

  2.影響程度符號：●顯著性之正面影響  ○輕微性之正面影響  △幾無影響 

                □輕微性之負面影響  ■顯著性之負面影響 

第二節 辦理方式與時程 

本案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14 處停車場（含 8 處公廁）及 1 處獨立

公廁係採促參 OT 方式委外予民間專業團隊經營，未涉及興建或擴建

行為，本案應不需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相關規定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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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營運規劃 

第一節 營運計畫 

本節營運計畫辦理方式主要內容包括「營運目標」、「營運項目及內

容」、「營運執行計畫」、「人力組織」、「營運相關限制事項」、「民間機構

應負擔事項」、「安全監控及通報計畫」、「費率標準與調整機制」及「促

參識別標誌」等項目，說明如下： 

一、營運目標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為配合國家公園計畫發展、提升所屬停車場

經營管理績效及服務品質，擬依促參法 OT 方式，委託民間機構經營

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公有停車場，包括 14 處停車場（含 8 處公廁）

及 1 處獨立公廁，期盼藉由民間專業及效率經營能力，提供墾丁國家

公園園區內高品質之停車服務。 

二、營運項目及內容 

依循執行機關政策需求，本案初步規劃停車服務及休憩服務（公

廁及開放空間清潔維護）機能，說明如下： 

（一）停車服務 

擬由民間機構營運管理 14 處路外平面停車場，透過企業化高

效率且具創意之經營模式，以提供園區內遊客及在地居民高品質之

停車空間，提高所屬停車場管理績效、改善景點周邊交通秩序，提

昇墾丁國家公園遊憩服務品質。 

民間機構應負責設置或更新本案停車場之智慧停管設備、監視

系統設備及路燈照明設備，至少應包括但不限於： 

1. 智慧停管設備 

民間機構應至少完成 11 處停車場（含大灣路停車場、大尖山 A

停車場、大尖山 B 停車場、社頂公園停車場、龍鑾潭停車場、大灣

路臨時停車場、墾丁臨時停車場、和平巷臨時停車場、停 18 機車停

車場、船帆石停車場及白砂停車場）之自動繳費機(例如電子票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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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悠遊卡、一卡通等；或第三方支付繳費系統，歐付寶、台灣 Pay

等)，及出入口管制系統（例如自動柵欄機、車牌辨識系統等）設置

或更新。 

另本案後續將於招商文件把智慧停管設備更新納入甄審評分項

目，若民間機構提出 14 處停車場全部設置或更新智慧停管設備，甄

審委員亦可考量給予較高分數。 

2. 監視系統設備 

民間機構應至少完成關山停車場、龍磐第一停車場及龍磐第二停

車場之監視系統設備之建置或更新。 

3. 路燈照明設備 

民間機構應至少完成大尖山Ａ停車場及大尖山Ｂ停車場之路燈

照明設備之建置或更新。 

（二）休憩服務（公廁及開放空間清潔維護） 

除停車場經營外，民間機構亦應於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規定代

為管理維護範圍內，進行簡易設施維護管理、環境清潔等，包含 8

處公共廁所提供洗手乳、衛生紙等耗材及水、電費用等負擔，以提

供民眾乾淨整潔之休憩環境。 

三、營運執行計畫 

為維持本案之正常運作，民間機構應自開始營運日 30 日前，依

據本案投資契約及投資執行計畫書，提出「營運執行計畫書」及其他

執行機關要求文件，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始得開始營運。由於本案之

實際經營管理主體為民間機構，其所提出之營運執行計畫書應具完整

性、專業性、適切性與可行性，內容包括但不限定於表 5-1-1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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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營運執行計畫書應包括但不限於之項目一覽表 

項目 說明 

營運管理組織架構 包含人力配置計畫、人員組織架構等。 

整體營運構想 
包含本業及附屬設施之營運目標、經營理念、營運方針、

經營業種及項目、營運缺失處理機制等。 

本業及附屬設施 

營運管理計畫 

包含停車場登記證取得規劃、開始營運日、營業時間、收

費標準、行銷計畫、人力設置計畫、營運管理規章、服務

品質管理計畫、節能減碳之具體作法等。 

安全監控計畫 包含營運場域安全監控計畫與機制等。 

緊急通報計畫 

包含緊急事故通報與應變計畫、新興傳染病之防疫作業、

災害應變計畫、公共廁所緊急求救措施等。內容敘明處置

計畫與反應、通報系統與方式，並建立危機處理流程作業

的方法。 

創新及公益事項 

辦理計畫 
承諾對本案創新及公益事項之執行計畫。 

資產及設備 

維護計畫 

含停車場及戶外空間之管理維護計畫、定期之購置與汰換

計畫、保全及清潔計畫、設施設備清潔維護及維修計畫等。 

風險管理與 

保險計畫 

針對營運中可能發生之風險與災害性質，制訂相關風險管

理計畫（含保險規劃），確認主要風險因素、衡量風險影

響效果及因應對策等。 

四、人力組織 

民間機構提供服務所需基本人力要求，如管理階級、現場服務人

員、行政人員及證照人員，應符合《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 

五、營運相關限制事項 

本案營運之相關限制事項係就商標使用、文宣、廣告物張貼或吊

掛等事項，說明其適用範圍，如下所述： 

（一）商標（或標章）之使用 

民間機構之商標或名稱得使用於或出現於員工制服、發票、收

據或其他經執行機關書面同意之場地、物品或文宣用品。民間機構

有使用其商標或名稱之必要時，應於合理且適當之範圍內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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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執行機關因民間機構使用之商標或名稱，導致名譽受損或有受其

他之損失，執行機關得向民間機構求償。 

（二）文宣、廣告物之張貼及吊掛 

民間機構如欲於本案用地範圍內之土地、建築物外部、工作物

外部、基地上之附屬設施等張貼、放置、繪製或吊掛各類文宣、廣

告物等，應依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禁止營運權轉讓 

民間機構除為促參法第 52 條之改善計畫或第 53 條之適當措施

執行所需，且經執行機關書面同意外，不得將營運權轉讓、出租、

設定負擔或為民事執行之標的。若符合前開要件者，民間機構轉讓、

出租或設定負擔等處分，期限以委託營運期間為限。 

另民間機構因營運本案設施所使用執行機關所有之營運資產，

非經執行機關書面同意或契約另有約定外，不得轉讓、出租或設定

負擔。 

六、民間機構應負擔事項 

（一）民間機構營運管理本案應符合相關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停車場

法、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民間機構對於本案本業及附屬設施之經營管理，應依經執行機

關同意之營運執行計畫書內容辦理，如欲變更投資執行計畫書

內容者，應先報請執行機關同意後方可執行。 

（三）民間機構應隨時維持營運資產可靠度、可維修度、安全度及堪

用狀態（包括但不限於公共廁所緊急求救設施，以確保若有緊

急事故發生時，民眾得以即時聯絡相關單位處理）。 

（四）民間機構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各項檢查，包括但不限於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高低壓電器設備定期檢驗、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等檢查及申報。 

（五）民間機構自開始營運日起，除經執行機關同意外，應全年無休

營運本案設施。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未經執行機關同意前，

不得擅自關閉部分或全部營業區域。但為維護安全有緊急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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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六）民間機構應依相關法令辦理本案營運，如有任何故意或過失行

為致第三人向執行機關或其人員索賠或因而涉訟，民間機構應

負擔一切相關費用，並賠償執行機關及其人員因此所受之一切

損害。 

（七）契約期間，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本案之所有稅捐及規費均由

民間機構負擔。 

（八）執行機關如欲於本案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範圍內設置太陽能光電

板等光電設施，民間機構應無償提供場地並配合辦理，其相關

權利義務由雙方另行協議。 

（九）除經執行機關同意外，民間機構自完成點交日起 6 個月內，應

投資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 1,650 萬元整（含營業稅，不含土地

租金及權利金）。其投資金額項目僅限於本案之停車場整備與相

關營運設備添置及其他經執行機關同意之項目。列為投資金額

項目者，民間機構應於投資執行計畫書中明確列示，並於完成

投資建置後 30 日內，提供經會計師核閱之付款憑證予執行機

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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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營運監督與管理 

執行機關未來應依促參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以及本案契約文件

約定等，監督管理民間機構營運事宜。以下就「營運監督規範」、「營運

管理機制」、「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標準」、「期滿後優先定約機制」及「營

運缺失及違約責任」等項目進行說明。 

一、營運監督規範 

（一）年度營運計畫書備查 

民間機構應於每年 11 月 30 日前提送下一年度營運計畫書予執

行機關備查。其內容須包含收費費率標準，收費費率標準無修改者，

應註明前次經執行機關同意之實施內容。 

（二）財務報表備查 

1.民間機構應於每年 4 月 30 日前將前一年底之主要股東持有股份

比例或董監事名冊，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書等資料提

送執行機關備查。 

2.民間機構應保存其營運本案有關之會計帳簿、表冊、憑證、傳票、

財務報表及其他相關文件，且一切會計事項應依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商業會計法有關規定辦理。 

3.執行機關得不定期派員或委託第三人檢查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

執行機關進行檢查時，得通知民間機構限期提出帳簿、表冊、傳

票、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文件，以供查核。執行機關對於相關財

務問題之查詢，民間機構應全力配合。 

（三）營運資產維護管理 

1.民間機構應隨時維持本案之營運資產為良好營運狀況，並對本案

之營運資產作必要裝修、置換及修繕，以確保本契約終止後仍可

維持正常營運狀態。 

2.民間機構應負責本案營運資產保養、管理及維護公共安全責任。 

3.民間機構辦理本案設備修繕、更換新設施或設備完竣後，須將設

施設備維護紀錄及其所有資料、文件或電腦圖檔提送執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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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執行機關得自行或委託他人，定期檢驗營運資產堪用度，並依檢

驗結果，要求民間機構改善。 

（四）資產清冊備查 

民間機構應於開始營運日起，編列本案之資產清冊。除開始營

運當年度之資產清冊應自開始營運日起 30 日內送交執行機關備查

外，民間機構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將前一年度最新資產清冊送

交執行機關備查。資產清冊應依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及

執行機關要求之格式，逐項詳細登載，註明該資產之名稱、種類、

取得時間、他項權利設定情形等。 

二、營運管理機制 

（一）改善計畫 

根據促參法第 52 條規定略以，民間機構於興建或營運期間，

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

情事發生，執行機關依投資契約得要求限期改善，並以書面通知民

間機構及其融資機構或保證人。民間機構應於書面所定期限內改善

缺失，完成後經執行機關確認達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始解除乙方

之缺失責任，如屆期未完成改善或改善無效，則以一般違約處理，

有關營運缺失認定及違約處理詳第七章「履約管理規劃」說明。 

（二）適當措施 

依據促參法第 53 條規定，公共建設之興建、營運如有施工進

度嚴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

於情況緊急，遲延即有損害重大公共利益或造成緊急危難之虞時，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令民間機構停止興建或營運之一部或全

部，並通知政府有關機關。中止及前項停止其營運一部、全部或終

止投資契約時，執行機關得採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該公共建設之

營運。 

如民間機構之運作未能達到本案委外目的者，在符合投資契約

所載相關要件前提下，依促參法第 52 條及第 53 條、促參案件作業

指引第 52 點規定，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有關退場機制與接管規

劃詳第七章「履約管理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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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標準 

（一）辦理營運績效評估 

執行機關應依促參法第 51-1 條第 3 項及施行細則第 65 條規定，

於投資契約中訂定營運績效評估辦法，並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

於營運期間，每年進行 1 次營運績效評估。有關營運績效評估辦理

方式與程序、營運績效評估項目詳第七章「履約管理規劃」說明。 

（二）營運績效評定結果 

民間機構營運績效評定分數評分達 80 分以上者，為「良好」；

達 70 分以上且未達 80 分者，為「及格」；未達 70 分者，當次營運

績效應評定為「不及格」，營運績效評定為「不及格」者，視為缺

失，執行機關得依投資契約中「缺失及違約責任」之規定，要求民

間機構限期改善，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應於期限內改

善缺失。如屆期未完成改善或改善無效者，執行機關得以違約處理，

執行機關得再次通知定期改善、中止民間機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暫時接管營運、或終止契約。 

四、期滿後優先定約機制 

執行機關依促參法第 51-1 條第 3 項規定每年辦理 1 次營運績效

評估後，應依促參法第 51-1 條第 2 項規定，經執行機關評定為營運

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執行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前與該民間機構優

先定約，由其繼續營運。優先定約以 1 次為限，且延長期限不得逾原

投資契約期限（本案契約期限為 7 年）。 

建議民間機構於契約期間，績效考評為「良好」（即評分達 80 分

以上者）之次數累計達 4 次（含）以上且未曾評定為「不及格」（即評

分未達 70 分者），得於契約屆滿前 1 年檢附歷評估報告及未來投資計

畫書等，向執行機關申請繼續定約 1 次，其期間以 3 年為限，民間機

構若未於上開期限前向執行機關申請繼續定約，視為放棄優先定約。 

民間機構申請繼續定約，經執行機關同意符合優先定約之條件者，

如設施未來仍有交由民間營運之必要，執行機關應研訂繼續營運之條

件，通知民間機構議定新約內容，倘民間機構對執行機關之條件拒絕

同意，或於執行機關通知議約日起算 6 個月內雙方仍未達成契約之合

意者，民間機構即喪失優先定約之機會，執行機關得公開辦理招商作

業，民間機構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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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辦理時程 

本案契約期間民間機構應依營運執行計畫書所訂期限執行營運工

作，執行機關需辦理營運督導及管理工作，各項工作建議辦理期限詳如

表 5-3-1 所示。 

表 5-3-1 本案營運期各項工作辦理期限綜整表 

控制及查核項目 

執行機關 

處理方式 時間 注意事項 

同意 備查 

營運執行計畫書 ◎  
開始營運日 

30 日前 

應包括但不限於：本案停車場登記

證、開始營運日、整體營運構想、

營運管理計畫、安全監控計畫、緊

急通報計畫、創新及公益事項辦理

計畫、資產及設備維護計畫、風險

管理與保險計畫等。 

開始營運日期 ◎  
完成點交日

起 6 個內 

1.營運前須取得本案停車場登記證。 

2.民間機構若無法於規定期限內開

始營運，應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始

得延後開始營運日，惟契約期間不

得延長。 

年度營運計畫書  ◎ 
每年 

11 月 30 日前 

提送下一年度營運計畫書報執行機

關備查，其內容須包含收費費率標

準，收費費率標準無修改者，應註明

前次經執行機關同意之實施內容。 

辦理營運績效 

評估 
 ◎ 

每年至少 

1 次 

1.執行機關應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

員會。 

2.民間機構應於年度營運績效評估

作業開始前 3 個月，通知民間機

構提送營運績效說明書送達執行

機關。 

保險單及繳費 

收據 
 ◎ 

完成點交日

起 30 日內 

營運期間民間機構應投保並維持下

列保險： 

1.火險（包括地震、颱風及洪水等

險）。 

2.公共意外責任險。 

3.僱主意外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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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及查核項目 

執行機關 

處理方式 時間 注意事項 

同意 備查 

第一年資產清冊  ◎ 
開始營運日

起 30 日內 

民間機構應製作資產清冊，並依行

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及甲

方要求之格式，逐項詳細登載，註

明該資產之名稱、種類、取得時間、

他項權利設定情形等。 

提送前一年度 

最新資產清冊 
 ◎ 

每年 

1 月 31 日前 

民間機構應將前一年度最新資產清

冊送交執行機關備查，並依行政院

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及執行機

關要求之格式，逐項詳細登載，註

明該資產之名稱、種類、取得時間、

他項權利設定情形等。 

提送財務資料  ◎ 
每年 

4 月 30 日前 

提送前一年底之主要股東持有比例

或董監事名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告書等資料。 

財務檢查 ◎  
定期或 

不定期 

執行機關得派員或委託第三人檢查

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書面或實地

檢查），民間機構應配合提出帳簿、

表冊、傳票、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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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節能減碳 

本案營運階段可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立永續公共工程指

標系統之研究」計畫內容，詳如表 5-4-1 所示，約定民間機構將節能減

碳規劃（如綠美化、節水、節電等措施）納入營運規劃，並列為評選及

績效評估等監督機制之考評內容。 

表 5-4-1 永續公共工程指標營運維護階段評估內容綜整表 

指標項目 評估內容 

安全指標 完備可行的營運管理機制，確保使用者安全。 

效益指標 
工程效益檢討與回饋，避免浪費造成環境負荷，減少天然

資源耗費。 

生態指標 

1. 完善之植栽養護計畫。 

2. 生態環境監測與資料收集。 

3. 透水設施定期檢測維修。 

節能指標 
1. 設施與設備之定期保養維護。 

2. 替代能源設備之定期保養維護。 

減廢指標 
1. 廢棄物減量與再利用。 

2. 廢水、雨水回收再利用。 

耐久指標 
1. 耐久性功能檢視與維持。 

2. 落實設施維護管理機制延長使用壽命。 

人文指標 
1. 景觀美化維護。 

2. 民眾意見反映與回應。 

創意指標 
發揮創意採用任何有利工程永續與節能減碳實質效益之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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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移轉規劃 

第一節 投資契約簽訂後之點交規劃 

一、點交時程 

執行機關應於指定日期，將本案用地及營運資產依使用現況點交

予民間機構。 

二、點交標的 

點交標的包含本案用地及其地上物，共有 14 處停車場（含 8 處

公廁）及１處獨立公廁，實際面積以土地登記簿為準，詳細土地權屬

資料請參閱附錄，本案基地說明如下： 

1.大灣路停車場(停 10)及公廁設施 9.和平巷臨時停車場 

2.大尖山 A 停車場(停 20)及公廁設施 10.停 18 機車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3.大尖山 B 停車場(停 9) 11.船帆石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4.社頂公園停車場 12.白砂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5.龍鑾潭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13.龍磐第一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6.關山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14.龍磐第二停車場 

7.大灣路臨時停車場(停 11) 15.墾丁牧場公廁設施 

8.墾丁臨時停車場 列為後續得擴充項目： 

貓鼻頭公園停車場及 

公廁設施(2 棟)註 註：貓鼻頭公園停車場及公廁設施(2 棟)，依 111.3.28 先期規劃報告審查會議決議，因應貓鼻頭公

園停車場委外後續需再與恆春鎮公所溝通協商。基於時效，貓鼻頭公園停車場暫不納入本案

委外範圍，惟於招商文件保留後續擴充彈性機制。 

三、點交方式 

（一）執行機關應於點交日 5 日前，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辦理點交之

時間及地點，執行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並由雙方指派

代表辦理現場會勘，實際使用範圍以雙方確認之界址為準，執

行機關必要時應出具相關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及土地清冊，

經雙方確認無誤後，按用地現況辦理點交，並由民間機構簽收，

現況如有瑕疵，雙方應於點交之財產及物品清冊中註明。點交

後，民間機構應盡善良管理人之責任予以保管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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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機關交付本案用地面積以土地登記簿或資產清冊等記載內

容為準，範圍以雙方確認之界址為準。對界址如有爭議時以地

政單位鑑界成果為準，前開鑑界作業所生費用全部由民間機構

負擔。 

第二節 營運期限屆滿之移轉計畫 

以下就辦理營運期屆滿時移轉標的、程序、條件、計價及雙方行使

相關權利義務內容說明之。 

一、移轉標的 

（一）民間機構應移轉民間機構所有且為繼續營運本案之現存所有全

部營運資產。 

（二）營運資產之移轉應包含關於本案契約營運資產之使用或操作有

關之軟體或各項文件、物品及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所有權文件、

擔保書、契約書、使用手冊、計畫書、圖說、規格說明、技術

資料等。 

（三）契約約定之移轉標的尚須包含民間機構原所使用之電腦程式、

軟體資料、密碼及系統，不論為民間機構或為第三人所有，除

經執行機關同意不須移轉或授權予執行機關或其指定之第三

人使用外，民間機構應於契約期間屆滿時移轉或授權予執行機

關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使用，並應會同執行機關依相關法令及規

定辦理權利移轉或授權登記手續。如民間機構將前揭電腦程式、

軟體資料、系統，移轉或授權予執行機關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使

用時，民間機構原向授權人所負擔之義務，應由執行機關承

擔。 

（四）契約期間屆滿時，民間機構應除去移轉標的上之一切負擔及其

他法律上限制，且於契約期間屆滿前將移轉標的無償移轉予執

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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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轉程序 

（一）移轉前之營運資產總檢查 

民間機構應於本案契約期間屆滿前 2 年起，委請執行機關同意

之專業機構進行營運資產總檢查，以確定所移轉之營運資產，仍符

合正常之營運要求，且將檢查報告提交執行機關同意，並自行負擔

費用。 

（二）營運資產移轉計畫 

民間機構應於本案契約期間屆滿前 2 年與執行機關協議營運

資產移轉計畫，並於契約期間屆滿前 1 年完成資產移轉清冊（含應

返還之資產）送交執行機關同意。 

（三）其他事項 

1.民間機構須提供必要之文件、紀錄、報告等資料，作為移轉

參考。 

2.除本案契約另有約定者外，雙方在移轉程序完成前，均應繼

續履行其依契約所載應盡之義務。 

3.雙方應於本契約期間屆滿時完成移轉。但民間機構為籌措營

運所提供融資擔保且經執行機關同意之移轉標的，不在此

限。 

4.執行機關於必要時，得派員進駐現場預作交接準備事宜，民

間機構應予配合協助。 

三、移轉條件及計價 

民間機構於投資契約屆滿時，應將全部資產（不含負債）及權利

無償概括移轉予執行機關或執行機關指定之第三人所有，且不得以任

何理由拒絕移轉。 

執行機關與民間機構雙方為完成移轉標的之移轉程序所發生之

費用，包含但不限於憑證和稅捐費用等，由民間機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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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移轉時及移轉後之權利義務 

（一）民間機構依本契約約定歸還及移轉予執行機關之營運資產，除

雙方另為協議外，民間機構應擔保該資產於歸還及移轉予執行

機關時並無權利瑕疵或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之瑕疵。 

（二）所有資產除執行機關於點交予民間機構時，於資產清冊註明有

瑕疵或故障情形外，民間機構歸還及移轉予執行機關之所有資

產，均應維持堪用狀態。民間機構若有對相關資產製造商之瑕

疵擔保請求權利，並應將該權利讓與執行機關或執行機關指定

之第三人。 

（三）歸還及移轉標的如係民間機構以融資性租賃、動產擔保交易、

租借或其他類似方式取得者，除經執行機關書面同意外，民間

機構應於契約期間屆滿前取得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以移轉予執

行機關或其指定之第三人，不得因無償而拒絕資產移轉。 

五、未依約歸還及移轉資產之處理 

（一）民間機構未依本契約約定歸還及移轉、點交資產或撒離人員者，

每逾 1 日處懲罰性違約金 2 萬元整，至其依約履行完畢之日止，

執行機關如受有其他損害並得請求賠償。 

（二）民間機構如逾期未依本契約約定歸還及移轉、點交資產或撤離

人員者，執行機關得逕行收回土地、建築物及各項設備，民間

機構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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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營運期限屆滿前之移轉計畫 

「營運期屆滿前之移轉計畫」，係因某種履約障礙事由之發生，導

致契約不能依雙方之契約目的與契約本旨履行，僅能於契約所定期限前

終止契約之履行。因此須就契約終止後已履約之營運資產現狀、相關權

利義務，進行移轉等相關處理，故契約屆滿前之移轉實為投資契約「終

止」之後續法律效果。 

如本案契約期間屆滿前而終止者，除本契約或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民間機構應將本案之移轉標的移轉予執行機關或執行機關指定之第三

人，有關契約期間屆滿前之移轉標的與程序等，說明如下。 

一、移轉標的 

移轉標的應與契約期間屆滿時之移轉標的相同。 

二、移轉程序 

（一）民間機構須於本案契約終止日起 30 日內，將截至終止時之資

產清冊（含應移轉之資產）提送予執行機關。 

（二）除雙方另有約定外，執行機關應自收到民間機構之資產清冊日

起 30 日內，與民間機構就移轉程序及期限達成協議，如協議

不成，依本契約爭議處理約定辦理。 

（三）民間機構應提供必要之文件、紀錄、報告等，以作為資產移轉

之參考。 

（四）除投資契約另有約定者外，雙方在完成營運資產返還及移轉程

序前，均應繼續履行其依契約應盡之義務。 

三、移轉價金之給付 

執行機關於完成移轉程序後，依本案契約終止效果之約定如有應

給付民間機構之款項，應於雙方協議之期限內給付予民間機構。 

四、移轉時及移轉後之權利義務 

除另有約定外，民間機構應將資產之一切負擔除去並依資產現狀

移轉執行機關。因不可抗力事件及除外情事而終止時，雙方協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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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產清冊建立及管理 

一、資產清冊建立 

民間機構應於開始營運時，編列本案之資產清冊。除開始營運當

年度之資產清冊應自開始營運日起 30 日內送交執行機關備查外，亦

應於每年 1 月 31 日前，將前一年度最新資產清冊送交執行機關備查。

資產清冊應依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或執行機關同意之格式，

逐項詳細登載，註明該資產之名稱、種類、取得時間、他項權利設定

情形等。 

二、資產維護管理 

（一）管理維護範圍 

民間機構應就本案用地範圍之相關設施、設備負責維護與管理，

善盡管理人責任。另於營運期間民間機構欲進行任何重大修繕或改

善計畫前，應以書面通知執行機關同意。 

（二）管理維護內容 

1.民間機構應隨時維持本案之營運資產為良好營運狀況，並對本

案之營運資產作必要裝修、置換及修繕，以確保本契約終止後

仍可維持正常營運狀態。 

2.民間機構應負責本案營運資產保養、管理及維護公共安全責

任。 

3.民間機構辦理本案設備修繕、更換或擴充新設施或設備完工後，

須將工程興建紀錄及所有完工資料、文件或電腦圖檔提送執行

機關。 

4.執行機關得自行或委託他人，定期檢驗營運資產堪用度，並依

檢驗結果，要求民間機構改善。 

（三）資產盤點時程 

執行機關得就點交予民間機構之營運資產實施每年１次之盤點，

民間機構應予配合，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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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產總檢查計畫 

依據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80 條規定，民間機構依促參法第 54 條規

定於營運期限屆滿應移轉資產者，應於期滿前一定期限辦理資產總檢查。

前述一定期限與資產總檢查之檢查機構、檢查方式、程序、標準及費用

負擔，應於投資契約明定之。 

為確保民間機構所歸還予執行機關之營運資產之使用效能，應設有

一檢查機制。民間機構應於契約期間屆滿前 2 年起，進行營運資產總檢

查，必要時執行機關得要求民間機構委任經執行機關同意之專業機構進

行檢查，以確定所返還及移轉之營運資產，仍符合正常之營運要求，且

將檢查報告提交執行機關同意，並自行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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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履約管理規劃 

第一節 進度及品質管理機制 

一、進度管理機制 

為確保民間機構在執行本案之裝修工作與經營管理時，相關設備

品質與內容符合投資契約之要求，履約管理應針對民間機構按照契約

規劃所提供之相關文件進行審閱、審查的工作，以確定民間機構在執

行本案時皆按照投資契約與相關法令規範執行。未來執行機關可透過

民間機構提送之書件，掌握民間機構執行進度與品質，說明如下： 

（一）投資執行計畫書 

指民間機構自完成簽約日起 60 日內，依據投資計畫書、甄審

委員會、議約結果及執行機關意見修正後，所提出經執行機關同意

之計畫書，作為民間機構與執行機關間投資契約之附件及執行之依

據。 

（二）營運執行計畫書 

為確保本案之正常運作，民間機構應自開始營運日 30 日前，

依據投資執行計畫書提出營運執行計畫書及其他執行機關要求文

件，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始得開始營運。 

營運執行計畫書經執行機關備查後，民間機構應據以自主管理

及進行各項營運管理工作，並於每年 11 月 30 日前，依營運執行計

畫書內容，提送下一年度營運計畫書（包含下一年度收費費率標準）

報請執行機關備查，另民間機構如有變更計畫內容，應報請執行機

關同意後據以執行。營運執行計畫書之內容至少應包括但不限於以

下項目： 

1. 營運管理組織架構（包含人力配置計畫、人員組織架構等）。 

2. 整體營運構想（包含本業及附屬設施之營運目標、經營理念、

營運方針、經營業種及項目、營運缺失處理機制等）。 

3. 本業及附屬設施營運管理計畫（包含停車場登記證取得規劃營

業時間、開始營運日、收費標準、行銷計畫、人力設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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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規章、服務品質管理計畫、節能減碳之具體作法等）。 

4. 安全監控計畫。 

5. 緊急通報計畫（包含緊急事故通報與應變計畫、新興傳染病之

防疫作業、災害應變計畫等）。 

6. 創新及公益事項辦理計畫。 

7. 資產及設備維護計畫（包含停車場及戶外空間之管理維護計畫、

定期之購置與汰換計畫、保全及清潔計畫、設施設備清潔維護

及維修計畫等）。 

8. 風險管理與保險計畫。 

二、品質管理機制 

（一）辦理營運績效評估 

執行機關應依促參法第 51-1 條第 3 項及施行細則第 65 條規定，

於投資契約中訂定營運績效評估辦法，並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

於營運期間，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營運績效評定。本案參考財政部「機

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評估作業指引」初擬評

估項目、指標與配分詳如表 7-3-1 所示，未來得由執行機關依實際

需求調整。 

（二）財務報表備查 

藉由財務監督，除可以充分掌握民間機構之營運能力及財務狀

況外，亦可評估本案之營運目標是否達成。 

1. 民間機構應自每年 4 月 30 日前將前一年度主要股東持有比率、

董監事名冊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書等資料提送予執

行機關備查。 

2. 民間機構應保存其營運本案有關之會計帳簿、表冊、憑證、傳

票、財務報表及其他相關文件，且一切會計事項應依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及商業會計法有關規定辦理。 

3. 為瞭解營運及財產狀況，執行機關得不定期派員或委託第三人

檢查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執行機關進行檢查時，得通知民間

機構限期提出帳簿、表冊、傳票、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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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查核。執行機關對於相關財務問題之查詢，民間機構應予

配合，不得拒絕。 

（三）營運資產維護管理 

1. 民間機構應隨時維持本案之營運資產為良好營運狀況，並對本

案之營運資產作必要裝修、置換及修繕，以確保本契約終止後

仍可維持正常營運狀態。 

2. 民間機構應負責本案營運資產保養、管理及維護公共安全責

任。 

3. 民間機構辦理本案設備修繕、更換或擴充新設施或設備完工後，

並須將工程興建紀錄及所有完工資料、文件或電腦圖檔提送執

行機關。 

4. 執行機關得自行或委託他人，定期檢驗營運資產之堪用度，並

依檢驗結果，要求民間機構改善。 

（四）履約管理會議：定期與不定期會議 

建議契約期間可藉由定期與不定期會議建置執行機關及民間

機構雙方直接溝通平台，有利雙方意見順暢溝通，另所有會議決議

事項均列管紀錄，做為履約規範一部份： 

1.定期會議：一般為協商委託業務的相關事宜，如召開「履約管理

會議」，以瞭解民間機構執行進度並協助解決執行困難（機關辦

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第 50 點）、每年至少辦理

1 次「營運績效評估會議」（促參法第 51-1 條）等。 

2.不定期會議：如遇重大或緊急事故則召開臨時會，或不定期進行

事項溝通或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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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控制及查核項目與時點 

執行機關各階段應予控管及查核之項目、時點等履約管理執行要項，

詳如表 7-2-1 至表 7-2-4 所示，並針對本案之特性，於注意事項中說明

本案之處理建議，俾利本案執行履約管理之參考。 

一、營運期 

（一）營運監督事項 

表 7-2-1 本案營運期之營運控制及查核項目與時點 

控制及查核 

項目 

執行機關 

處理方式 時間 注意事項 

同意 備查 

投資執行 

計畫書 
◎  

完成簽約日起

60 日內 

依據投資計畫書、甄審委員會、議

約結果及執行機關意見修正後，以

為民間機構營運本案之依據。 

營運執行 

計畫書 
◎  

開始營運日 

30 日前 

民間機構為維持本案之正常運作，

應於開始營運日 30 日前，依投資執

行計畫書提出營運執行計畫書經執

行機關同意後，據以進行各項經營

管理工作。 

提送 

開始營運日期 
◎  

開始營運日 

30 日前 

民間機構應於執行機關同意之開始

營運日開始營運。 

第一年資產清冊  ◎ 
開始營運之日

起 30 日內 

民間機構應製作資產清冊，每年更新

之，執行機關得協同民間機構之會計

師進行盤點。 

提送下一年度 

營運計畫書 
 ◎ 

每年 

11 月 30 日前 

提送下一年度營運計畫報執行機關

備查，其內容須包含收費費率標準，

收費費率標準無修改者，應註明前次

經執行機關同意之實施內容。 

辦理營運績效 

評估 
 ◎ 每年至少 1 次 

1.執行機關應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

員會。 

2.民間機構應於年度營運績效評估

作業開始前 3 個月，通知民間機

構提送營運績效說明書送達執行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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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及查核 

項目 

執行機關 

處理方式 時間 注意事項 

同意 備查 

保險單及繳費 

收據 
 ◎ 

完成點交日起

30 日內 

營運期間民間機構應投保並維持下

列保險： 

1.火險（包括地震、颱風及洪水等

險）。 

2.公共意外責任險。 

3.僱主意外責任險。 

提送 

保全契約副本 
 ◎ 

與保全公司簽

約後 30 日 

民間機構如有與保全公司簽約必

要，應於與保全公司簽約後 30 日

內，將該等契約副本副知執行機關。 

（二）財務監督事項 

表 7-2-2 本案營運期之財務控制及查核項目與時點 

控制及查核 

項目 

執行機關 

處理方式 時間 注意事項 

同意 備查 

提送前一年度 

最新資產清冊 
 ◎ 

每年 

1 月 31 日前 

民間機構應將前一年度最新資產清

冊送交執行機關備查，並依行政院

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及執行機

關要求之格式，逐項詳細登載，註

明該資產之名稱、種類、取得時間

等情形等。 

提送財務資料  ◎ 
每年 

4 月 30 日前 

提送前一年底之主要股東持有比例

或董監事名冊、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之財務報告書等資料。 

財務檢查 ◎  
定期或 

不定期 

執行機關得派員或委託第三人檢查

民間機構之財務狀況（書面或實地

檢查），民間機構應配合提出帳簿、

表冊、傳票、財務報告及其他相關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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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轉期 

表 7-2-3 本案移轉期之控制及查核項目與時點 

控制及查核 

項目 

執行機關 

處理方式 時間 注意事項 

同意 備查 

優先定約 ◎  
契約期間屆滿

前 1 年 

經評定營運績效良好者，得提送

歷年營運績效評估報告、未來營

運計畫書向執行機關申請繼續定

約 1 次，其期間以 3 年為限。 

資產總檢查 ◎  
契約期間 

屆滿前 2 年 

委請執行機關同意之專業機構進

行營運資產總檢查，以確定所移

轉之營運資產，仍符合正常之營

運要求，且將檢查報告提交執行

機關同意，並自行負擔費用。 

提送資產總檢查

計畫 
◎  

契約期間屆滿

前 1 年 6 個月 

資產總檢查結果報告至遲應於契

約期間屆滿前 1 年 6 個月，由民

間機構提送予執行機關檢視，倘

有影響後續營運使用者，是否進

行修復或汰換，宜由雙方共同確

認，且營運資產經修復或汰換

後，需符合正常之營運要求始完

成資產總檢查，相關檢查與修復

或汰換費用皆由民間機構負擔。 

營運資產移轉 

計畫 
◎  

契約期間 

屆滿前 2 年 

民間機構應於本契約期間屆滿前

2 年與執行機關協議營運資產移

轉計畫，並於本契約期間屆滿前 1

年完成資產移轉清冊送交執行機

關同意。 
資產移轉清冊 ◎  

契約期間 

屆滿前 1 年 

契約終止時之 

資產移轉清冊 

（含應返還之資產） 

 ◎ 
契約終止後 

30 日內 

民間機構須於契約終止日後 30 日

內，將截至終止時之資產清冊（含

應移轉之資產）提送予執行機關

備查。 

履約保證解除 ◎  
完成資產返還

後 3 個月 

1. 民 間 機 構 履 約 保 證 之 有 效 期

間，應持續至完成投資契約資

產返還後 3 個月止。 

2.履約保證期間屆滿時，如無履約

保證金被扣抵情事者，執行機

關應將履約保證金無息返還予

民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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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營運績效評估指標 

執行機關應依促參法第 51-1 條第 3 項及施行細則第 65 條規定，於

投資契約中訂定營運績效評估辦法，並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於營

運期間，每年進行 1 次營運績效評估。以下就「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標

準」、「辦理方式」、「營運績效評估結果」及「優先定約」進行說明。 

一、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標準 

本案參考財政部函頒「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評估

作業指引」初擬評估項目、指標與配分詳如表 7-3-1 所示，惟未來仍

得由執行機關依實際需求調整。 

另有關服務滿意度調查部分，考量具公信力原則，服務滿意度調

查後續招商文件將規範由民間機構委任經執行機關同意之第三方專

業調查機構進行調查，並由民間機構負擔全部費用。 

表 7-3-1 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建議一覽表 

評估面向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配分 

執行機關 
需求 

1.營運資產維護管理 

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維修保養情形 

10 營運資產管理 

契約明定營運設施投資及重置情形 

2.當期營運計畫管理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 

10 營運管理制度執行情形 

營運目標預估額達成情形 

3.營運場域管理 

營運場域清潔衛生維護情形 

15 

營運場域安全管理維護情形 

緊急災害及意外事件防範處理情形 

營運管理制度執行情形 

緊急通報計畫執行情形 

4.財務管理能力 

財務管理事項執行情形 

15 契約明定財務條款符合情形 

財務能力 

5.政策配合度 

公共服務目的執行情形（如配合墾管處
網站資訊更新） 

10 
乙方對於甲方業務配合度 

乙方對於甲方履約督導事項配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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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面向 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配分 

6.下一期營運及財務計畫
編製 

下一期營運計畫編製情形 
10 

下一期財務計畫編製情形 

使用者 
需求 

7.服務滿意度 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 10 

8.客訴處理機制 
客訴多元管道設置情形 

10 
客訴案件分類統計與回應處理情形 

社會大眾 
需求 

9.創新及公益事項履行 
增進地方及協助公益事項 

10 
其他創新及公益事項 

合計 100 

其他加/ 
扣分事項 

10.營運整
體評價 

（含與前一
年度整體績
效比較） 

加分事項 
（上限 5 分） 

優良事蹟表現（如：獲公部門機關獎勵
及獎項、其他特殊貢獻事蹟等） 

±5 
扣分事項 

（上限 5 分） 
改善、違規、違約事件 

註：1.參酌財政部 106.3.28 函頒「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評定作業指引」。 

2.本表項目、標準與配分得由執行機關視實際需求調整之。 

3.考量具公信力原則，服務滿意度調查將規範由民間機構委任經執行機關同意之第三方專業調查

機構進行調查，並由民間機構負擔全部費用。 

二、辦理方式 

執行機關應依促參法第 51-1 條第 3 項及施行細則第 65 條規定，

於投資契約中訂定營運績效評估辦法，並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

於營運期間，每年進行 1 次營運績效評估。以下就財政部函頒「促進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營運績效評估作業指引」內容概述。 

（一）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 

1. 成立時機 

執行機關辦理營運績效評定，除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應於

辦理營運績效評定作業前 1 個月，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 

2. 任務 

（1）依契約約定之營運績效評定作業辦法，本於公平、公正原

則，評定民間機構營運績效。 

（2）協助解釋與營運績效評定結果有關事項。 

（3）提出民間機構營運改善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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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下次營運績效評估項目之指標及其配分權重建議。 

3. 組成與遴選 

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置委員 5 至 17 人，由執行機關就具有

與促參案件公共建設、營運管理相關專業知識或經驗人員派（聘）

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前述人員為

無給職，但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或交通費。 

4. 運作執行 

（1）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置召集人 1 人，綜理績效評定事宜；

副召集人 1 人，襄助召集人處理績效評定事宜；均由執行

機關指定委員擔任。 

（2）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因故

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不

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 1 人主持該次會議。 

（3）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委員（以下簡稱評估委員）應親自出

席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會議。 

（4）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且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二分

之一，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行之。 

5. 工作小組 

（1）執行機關得於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成立時，一併成立工作

小組，協助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辦理與績效評定有關作業。

工作小組成員至少 3 人，由執行機關指定執行機關人員擔

任，必要時得聘請外部專業顧問協助。 

（2）評估委員會開會時，工作小組成員應至少 1 人全程出席會

議。 

6. 其他注意事項 

（1）執行機關於組成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時應告知評估委員迴

避與行為規範準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

評審辦法」第 9 條及第 10 條規定。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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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召開時，執行機關應先提醒評估委員，如有應行迴避情

形者，應自行迴避；如發現有未迴避者，應令其迴避。 

（2）評估委員及工作小組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

及評審辦法第 9 條或第 10 條規定情形未主動辭職者，執行

機關應予解聘。 

（3）評估委員因前點或其他原因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委員總

額或專家、學者人數未達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關於人數規

定者，執行機關應另行遴選委員補足之。 

（4）評估委員及參與績效評定工作之人員對於民間機構提送資

料，除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評定

作業完成後亦同。 

（二）每年度辦理一次績效評估 

執行機關自開始營運日起，每年度應辦理績效評估 1 次，執行

機關應於年度營運績效評估作業開始前 3 個月，通知民間機構於一

定期限前，將該年度營運績效說明書送達執行機關。 

（三）營運績效評估程序 

民間機構於執行機關進行查核時，應積極配合相關作業並提出

相關資料，不得有推諉或不合作之情形。 

1.執行機關應召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會議，辦理績效評定作業。 

2.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會議召開時，由工作小組報告績效評估初評

意見，並由評估委員按年度營運績效評估項目之指標及配分權重，

就民間機構所送年度營運績效說明書進行評定。 

3.執行機關得通知民間機構，於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會議召開前或

併同該會議，辦理實地訪查或勘查，做為績效評定參考。 

4.執行機關得要求民間機構於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會議召開時提出

簡報，並答覆各評估委員之詢問。如評估委員需查閱所提送相關

資料及文件之原始記錄，民間機構應充分配合。營運績效評估委

員會認有調查或實地勘驗之必要時，得赴現場進行參觀及查證工

作，民間機構應充分配合，不得拒絕。 

5.執行機關或相關主管機關例行監督及督導之記錄，及民眾透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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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管道主動反映服務優良或缺失之資料，均為評估之依據。 

三、營運績效評估結果 

民間機構營運績效評定分數評分達 80 分以上者，為「良好」；達

70 分以上且未達 80 分者，為「及格」；未達 70 分者，當次營運績效

應評定為「不及格」，營運績效評定為「不及格」者，視為缺失，執

行機關得依投資契約中「缺失及違約責任」之規定，要求民間機構限

期改善，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應於期限內改善缺失。 

如屆期未完成改善或改善無效者，執行機關得以違約處理，執行

機關得再次通知定期改善、中止民間機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暫時接

管營運、或終止契約。 

四、優先定約 

執行機關依促參法第 51-1 條第 3 項規定每年辦理 1 次營運績效

評估後，應依促參法第 51-1 條第 2 項規定，經執行機關評定為營運

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執行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前與該民間機構優

先定約，由其繼續營運。優先定約以 1 次為限，且延長期限不得逾原

投資契約期限（本案契約期限為 7 年）。 

建議民間機構於契約期間，績效考評為「良好」（即評分達 80

分以上者）之次數累計達 4 次（含）以上且未曾評定為「不及格」（即

評分未達 70 分者），得於契約期間屆滿前 1 年檢附歷評估報告及未來

投資計畫書等，向執行機關申請繼續定約 1 次，其期間以 3 年為限，

民間機構未於上開期限前向執行機關申請繼續定約，視為放棄優先定

約之機會。 

民間機構申請繼續定約，經執行機關同意符合優先定約之條件者，

如設施未來仍有交由民間營運之必要，執行機關應研訂繼續營運之條

件，通知民間機構議定新約內容，倘民間機構對執行機關之條件拒絕

同意，或於執行機關通知議約日起算 6 個月內雙方仍未達成契約之合

意者，民間機構即喪失優先定約之機會，執行機關得公開辦理招商作

業，民間機構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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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 

根據促參法第 11 條第 6 款規定略以，執行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

資契約應依個案特性，記載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次依

促參法第 52 條規定，民間機構於興建期或營運期間，如有施工進度嚴

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等施工或經

營不善之情形，執行機關得依投資契約要求定期改善、中止其相關設備

之添置、營運一部或全部，或同意融資機構、保證人或擇定符合法令規

定之其他機構於一定期限內暫時接管，說明如下： 

一、退場機制 

（一）缺失 

除屬投資契約所稱違約事項外，民間機構之行為如有不符合投

資契約之規定者，均屬缺失。執行機關得要求民間機構限期改善，

並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應於期限內改善缺失，如屆期未

完成改善或改善無效者，執行機關得以違約處理。 

（二）違約 

1. 一般違約 

（1）民間機構未遵期開始營運、違反投資執行計畫書、就土地

租金及權利金逾期 30 日仍未繳付或違反相關法令者。 

（2）民間機構未維持本案營運資產之良好狀況，或未經執行機

關事前同意，對本案營運資產作變更者。 

（3）民間機構未經執行機關事前同意，擅將本案營運資產為轉

讓、出租、設定負擔或其他處分行為。 

（4）民間機構或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有喪失債信或違法情

事致影響營運者。 

（5）資金未依財務計畫約定時程到位者。 

（6）民間機構未依契約約定歸還及移轉、點交資產或撒離人員

者。 

（7）民間機構有缺失，經通知限期改善後屆期未完成改善或改

善無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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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違反契約規定及影響本案裝修營運之情事者。 

2. 重大違約 

（1）民間機構有偽造、變造依本契約應提出之相關文件，經查

明屬實者。（涉及刑法第 210 條的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2）民間機構未經執行機關同意擅自中止營運一部或全部，或

有經營不善之情事者。 

（3）民間機構有破產、重整或其他重大財務困難之情事，致無

法繼續履約或履約顯有困難者。 

（4）民間機構未經執行機關事前同意，擅將本案之權利義務為

讓與、設定負擔或其他處分行為。 

（5）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命令解散、受法院裁定解散或未經執行

機關事前同意，股東會為解散、合併或分割之決議者。 

（6）其他嚴重影響本案營運且情節重大者。 

（三）缺失及違約事項之處理 

1. 通知定期改善 

民間機構如有缺失或違約情形可改善者，執行機關應以書面

通知民間機構定期改善，執行機關要求民間機構定期改善時，應

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68 條規定，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民

間機構。 

（1）缺失之具體事實。 

（2）改善缺失之期限。 

（3）改善後應達到之標準。 

（4）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民間機構逾期未改善、改善無效、未依改善標準完成改善或

無法改善時，執行機關得再次通知定期改善、中止民間機構營運

之一部或全部、暫時接管營運、或終止契約。 

 

 



公有停車場(OT)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7-14 

2. 中止民間機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執行機關辦理中止民間機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時，應以書面

載明下列事項，通知民間機構。 

（1）中止一部或全部營運之事由。 

（2）中止營運之日期。 

（3）中止營運之業務範圍。 

（4）中止營運後，應繼續改善之項目、標準及期限。 

（5）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違約情事經民間機構改善並經執行機關認定已消滅時，執行

機關應以書面限期令民間機構繼續營運。 

3. 違約金 

違約情形可改善者，執行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定期改

善，民間機構逾期未改善、改善無效、未依改善標準完成改善或

無法改善時，執行機關得中止民間機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暫時

接管營運或終止契約。 

此外，執行機關並得依情節輕重，處以一般違約每件每日新

臺幣 1 萬元，重大違約每件每日新臺幣 2 萬元之違約金，並得連

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4. 終止契約 

如因可歸責於民間機構之事由終止契約時，執行機關得不發

還民間機構留存之履約保證金之一部或全部以扣抵民間機構應

給付之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基於本契約執行機關有權向民間

機構請求支付之費用。如不發還之履約保證金不足彌補執行機關

之損害時，不足部分民間機構仍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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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糾紛處理與預防措施 

（一）民間機構未妥善保管本案營運資產 

民間機構應隨時維持本案營運資產正常運作功能，以確保投資

契約終止後移轉於執行機關時，仍可維持正常營運狀態。執行機關

並得隨時指定人員瞭解民間機構使用土地、建築物、基地上之附屬

設施及相關資產之狀況，民間機構不得拒絕。民間機構辦理修繕、

更新、擴充新設施或設備前，應先經執行機關同意，完工後，並應

將相關工程施工紀錄及資料文件等函送執行機關備查。 

另於投資契約約定，民間機構如未維持本案營運資產之良好狀

況，或未經執行機關事前之書面同意，對本案營運資產作重大變更

者，構成一般違約，執行機關得通知定期改善並處以每件每日新臺

幣 1 萬元。民間機構逾期未改善、改善無效、未依改善標準完成改

善或無法改善時，執行機關得再次通知定期改善、中止民間機構營

運之一部或全部、暫時接管營運、或終止契約。 

（二）建立互助、互信平台之策略 

為便利民間機構與執行機關行文往來、交涉所有與本案有關之

業務，執行機關將指定一單位協助民間機構進行與其他政府單位之

業務溝通，人員異動時本業務應列為移交事項。 

（三）公正第三者之認定 

履約期間，為保障契約雙方權益之公平性，得委由公正第三者

辦理如營運資產總檢查、監督、鑑價、爭議處理等事務。公正第三

者之產生，得由執行機關指定，或由民間機構提出，並經執行機關

書面同意後始認定之。其中費用之負擔方面，建議應由民間機構委

託公正第三者並自行負擔費用，惟如因執行機關或政策因素終止契

約辦理鑑價，應由執行機關負擔；如因不可抗力因素終止契約辦理

鑑價，或召開協調委員會所需費用，應由雙方共同負擔。 

（四）爭議處理 

為使本案契約順利履行，雙方就契約之履行狀況或需對方協助

事項等，除隨時以書面方式聯繫外，並定期或不定期以會報方式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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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聯繫協商。雙方應竭盡所能，本於誠信隨時聯繫進行磋商，以解

決因契約所引起或與契約之權利義務有關之解釋、履行、效力等事

項所產生之歧見。雙方發生爭議事項時，依序以協商、協調、訴訟

或仲裁解決之，說明如下： 

1. 協商 

（1）契約雙方就本案契約有關之事項發生爭議時，應本於誠信

原則，先以協商方式解決之。 

（2）契約一方以書面提出協商之請求後 30 日內仍無法達成共識

時，任一方得提送協調委員會決議之。 

2. 協調 

（1）雙方應自完成簽約日起 3 個月內，依協調委員會組織章程

成立協調委員會，有關協調委員會之組織章程另行訂定。 

（2）契約雙方就關於契約所載事項、協調契約履行之任何爭議，

於提付仲裁、提起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前，應先依契約約

定之程序提交協調委員會處理。 

（3）協調委員會對於契約之各項爭議所為之決議，除任一方於

收受決議後 30 日以書面提出不服或異議外，視為協調成立，

契約雙方應完全遵守。協調委員會就會議之過程應作成書

面紀錄。 

（4）契約雙方之爭議事項，除另有約定外，經提交協調委員會

協調後 6 個月內仍無法做成協調決議，或一方請求召集協

調委員會後 2 個月仍未能召開協調委員會，或任一方對於

協調決議以書面提出不服或異議時，始得提起訴訟或經雙

方合意提付仲裁。 

3. 訴訟 

因契約之爭議提起訴訟時，雙方同意以執行機關所在地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4. 仲裁 

（1）雙方得另以書面約定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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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付仲裁時，雙方同意以仲裁法之仲裁程序解決，並由雙

方選定之仲裁機構辦理。 

（3）採仲裁程序解決爭議時，仲裁判斷應為最終之裁決，雙方

同意恪遵此項裁決。但經一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勝訴

確定者，不在此限。 

（4）一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時，雙方同意以執行機關所在

地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並適用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辦理 

5. 契約繼續履行 

除契約已全部確定終止外，於爭議處理期間，雙方均應繼續

執行本案契約。但雙方另有協議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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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接管規劃 

依據促參法第 53 條第 2 項之規定略以，公共建設之興建期與營運

期，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

情事發生，執行機關必要時得強制接管營運。 

本案屬促參法規定之交通設施，民間機構於營運期間，如有經營不

善、無法繼續經營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等，執行機關得依「民間參與交

通建設及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接管營運辦法」進行接管處分。民間機構對

執行機關所為之處置，應予無條件配合，因配合所生之必要費用，應由

民間機構負擔。 

一、政府強制接管類型 

「民間參與交通建設及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接管營運辦法」雖未特

別區分政府強制接管之類型，惟該辦法既係由促參法第 53 條第 2 項

授權，而依促參法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內容「依前條第一項中止及前

項停止其營運一部、全部或終止投資契約時」視之，此包括「中止及

停止營運一部、全部」以及「終止投資契約」兩種類型，此兩種類型

因投資契約是否繼續發生效力而不同，分述如下： 

（一）中止或停止營運後之接管 

係指執行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促參法第 52 條、第

53 條僅中止或停止民間機構營運權之一部或全部後，執行機關認

為有接管必要所為之暫時性強制接管。原投資契約並未被終止，營

運資產亦未轉移予執行機關，民間機構之經營權與財產處分權僅處

於暫時停止狀態，執行機關將接管營運之權限移由接管人代為行

使。 

（二）終止投資契約後之接管 

係指執行機關與民間機構已終止投資契約，但資產尚未移轉前，

因維持營運不中斷之需要而進行強制接管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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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制接管規範與程序 

有關於政府強制接管之委任、權利及義務、範圍、執行、終止及

其相關事項之辦法，詳如表 7-5-1 所示。 

表 7-5-1 接管營運規劃綜整表 

項目 內容說明 

1.接管人之

委任 
執行機關為強制接管營運，得自任為接管人，或委任其所屬機關（構）、或
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為接管人。（§2） 

2.接管之權

利與義務 

（1）除前項自任為接管人外，執行機關與接管人之權利義務，得由雙方另訂
契約約定之。（§2） 

（2）接管營運之起始日起，標的設施之經營權及管理權，均由接管人代為行
使。但不得逾必要之範圍。（§4） 

（3）接管營運之起始日起，在維持營運不中斷之必要範圍內，接管人得強制
使用民間機構之資產，民間機構不得拒絕。（§14） 

（4）民間機構於受執行機關之接管處分後，對接管人執行職務所為之處置，
應予配合。民間機構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其他受僱人員，對於接
管人所為之有關詢問，有據實答復之義務；其他受僱人員，應受接管人
之指揮。（§18） 

3.原員工權

利之保障 
接管營運之起始日起，為維持營運不中斷，民間機構原雇用人員得由接管人
繼續雇用，民間機構應為必要之協助。（§15） 

4.營運費用

之支應來源 

（1）接管人執行接管營運所需下列費用，在營運收入內支應：（§6） 
○1  接管人指派或聘用之人員薪資報酬。 
○2  接管營運所增置或更換必要設備之費用。 
○3  其他接管營運所採取必要行為之費用。 

（2）營運收入不足以支付接管營運所需之費用時，接管人應報請執行機關
為必要之處置。（§10） 

5.接管權利

之保障 

（1）民間機構就有關標的設施召開董事會、股東會及其他涉及營運資產之
會議，均應於 7 日前以書面將開會事由、內容及其他有關資料通知接
管人參加。（§7） 

（2）民間機構之股東會、董事及監察人職權涉及營運權之行使不得違反強
制接管處分及妨礙接管人職權之行使。（§8） 

（3）民間機構應於接管起始日起 30 日內，將受強制接管營運之項目及範圍
內所使用之機器、設備、軟硬體系統、人事資料、財務報表及其他執行
機關認為必要之文件及財物等項目製作清單，提供接管人強制接管營運
查核之用。逾期未能完成者，得由接管人自行清點製作，但所需費用由
民間機構負擔，並報請執行機關備查。（§19） 

6.接管營運

之終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機關應終止強制接管營運：（§11） 
（1）強制接管營運事由已消滅者。 
（2）有事實足認無法達成接管之目的者。 
（3）經執行機關認定無接管營運之必要者。 

註：本表內容係依據「民間參與交通建設及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接管營運辦法」規定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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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組織架構 

依據財政部「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所述，

執行機關得視需要成立履約管理專責小組，或委託專業顧問協助辦理履

約管理。以下就履約管理單位之設置進行說明： 

一、履約管理專責小組 

執行機關辦理履約管理，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

員組成專責小組為之，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協助。辦理之案件如

涉及工程者，專責小組之人員應至少 1 人具工程專業；涉及政府補貼

利息或投資者，專責小組之人員應納入主（會）計單位人員。 

綜合上述，建議履約管理專責小組人員中應至少 1 人具工程專業，

至少 1 人應具法律專業，至少 1 人應具財務專業，其餘可視本案案性

委託如停車場管理營運專業人員等，詳如圖 7-6-1 所示。另在履約管

理過程中，執行機關與民間機構應有一固定的窗口，以為溝通的橋樑，

並於契約文件中約定之。 

 

圖 7-6-1 履約管理組織架構圖 

二、委外專業顧問機構 

促參案履約管理之工作項目龐雜，且多涉及建築工程、契約法律、

財務會計等專業事項，考量政府人力負擔，除得就上開專業事項邀請

專家學者協助外，執行機關得視公共建設特性與實際需要，委託專業

顧問法人、機構或團體辦理履約管理。受託辦理履約管理之法人、機

構或團體，不得同時為該促參案件民間機構之關係企業或同一其他廠

商之關係企業。其負責人或合夥人亦不得同時為該促參案件民間機構

之負責人或合夥人。前項協助履約管理之專家、學者，亦同。  

履約管理專責小組 

法律方面 工程方面 財務方面 營運方面 

 ‧契約檢討修正 

 ‧相關法律諮詢 

 ‧其他 

‧工程圖說審查 

‧施工進度監督 

‧品質安全檢測 

‧其他 

 ‧營運費率訂定
與變更審查 

‧財務狀況監督 

 ‧其他 

 ‧營運項目及活
動審查 

 ‧營運績效評估
審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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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協調委員會籌組 

為協助執行機關依促參法第 48 條之 1 及其施行細則第 63 條規定，

成立履約爭議協調委員會（以下簡稱協調委員會），處理契約履行及其

爭議事項，提升協調效率，解決履約爭議，財政部推動特於 109.3.9 財

政部台財促字第 10925505340 號函修正《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履約

爭議協調委員會運作指引》，供執行機關辦理協調委員會籌組事宜參

考。 

一、成立時機 

執行機關及民間機構雙方應自完成簽約日起 3 個月內，成立協調

委員會。 

二、委員會任務 

協調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其任務如下 

（一）投資契約（含相關文件）爭議事項、未盡事宜及契約變更協調。 

（二）不可抗力或除外情事認定爭議協調。 

（三）執行機關與民間機構雙方同意交付協調事項。 

三、委員選任 

協調委員會置 5 名委員，得包括工程、財務、法律等相關專業領

域專家。 

前項委員選任，由雙方各自推薦委員人數 5 名，再由雙方各自於

他方推薦人選中選定 2 名擔任委員，並由雙方於各自推薦人選中共同

選定 1 名擔任主任委員。 

雙方無法依前項於各自推薦人選中，共同選定主任委員時，得合

意以其他方式選定。 

四、委員任期 

協調委員會委員任期 2 年，改選得連任。 

任期屆滿，依前點改選。雙方未能依約改選時，該委員仍續任至

雙方選出新任委員為止。委員於任期內因故辭任或不能繼續執行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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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時，依前點選定繼任委員。繼任委員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

止。 

五、召開會議 

（一）協調委員會會議（以下簡稱協調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擔

任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代理擔任

主席。 

（二）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六、利益迴避 

（一）協調委員會應公正、客觀處理爭議事件。 

（二）協調委員會委員與雙方及其使用人有利害關係時，應即告知當

事人，當事人得請求其迴避。但委員為當事人推薦之人選時，

除迴避原因係發生於他方選擇後，或於他方選擇後始知悉者外，

當事人不得請求委員迴避。 

（三）前項所稱使用人，包括但不限於任一方之董監事、經理人、委

任人、代理人、受僱人、顧問、協力廠商或次承包商及其人員。 

（四）第 2 項所稱利害關係，指： 

1. 委員與當事人及其使用人間涉及本人、配偶、二親等以內親

屬，或共同生活家屬之利益。 

2. 委員與當事人及其使用人間現有或協調委員會成立之日起 

3 年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五）當事人依第 2 項於協調期間請求委員迴避者，應於知悉原因次

日起 5 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協調委員會提出，協調委員

會應於 10 日內作成決定。 

（六）前項決定，如涉有應迴避，致委員人數不足時，應補足之。 

七、協調申請及撤回 

申請協調應以書面向協調委員會為之，並載明下列事項：（一）

雙方當事人。（二）協調標的。（三）事實及參考資料。（四）建議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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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書面除正本送達主任委員外，應備具繕本一併送達其他委員

及他方。他方應於收受書面之次日起 14 日內，提出書面回應及建議

解決方案送達主任委員，並備具繕本送達其他委員及申請方。申請方

得以書面撤回協調申請。但他方已提出書面回應者，應徵得其同意。 

八、協調資料之補充 

協調委員會於收受協調書面申請後，得請雙方當事人於一 定期

間內提送補充資料，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棄補充。  

九、變更或追加協調標的 

任一當事人於協調程序中，符合下列情形之ㄧ，得經協調委員會

同意後變更或追加協調標的：（一）基於同一事實所發生者。（二）擴

張或減縮協調標的者。（三）不妨礙協調程序進行及終結者。 

十、併案或不予協調 

雙方就同一事件同時或先後提送協調、提付仲裁、提起訴訟或循

其他救濟途徑提出解決者，協調委員會得決定併案處理或不予協調。

前述所稱同一事件，指同一當事人就同一法律關係而為同一之請求。  

十一、到場陳述意見 

協調委員會召開協調會議時，應通知雙方到場陳述意見，並得視

需要邀請相關機關、團體、學者或專家列席。列席人員得支給出席費、

交通費或審查費，所需費用由雙方平均負擔。 

十二、專業資料之提供 

協調委員會得視需要，要求當事人提供相關鑑定、勘驗報告及其

他必要文件，所需費用由雙方視個案性質協調負擔方式。 

十三、解決方案之決議 

（一）協調委員會應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且至少 3 人始得開

會，由出席委員以多數決決議之。 

（二）協調會議應作成書面紀錄。 

（三）協調委員會就協調標的解決方案作成決議後，應於 10 日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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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送達雙方當事人，並限定期限，請當事人以書面表示同意

與否。 

十四、協調成立 

解決方案之決議，除任一方於所定期限內以書面向協調委員會及

他方表示不同意或提出異議外，視為協調成立，雙方應予遵守。 

十五、應保密事宜 

雙方及協調委員對於協調期間所有資料應盡保密義務。除法律另

有規定、經雙方同意、或為辦理第 11 點（到場陳述意見）、第 12 點

（專業資料之提供）、第 16 點（協調委員會行政工作及費用負擔）之

必要外，不得揭露予第三人。但雙方為進行協調程序所委任之顧問（包

括但不限於律師、會計師及技師等專業人士）不在此限。雙方應使所

委任顧問遵守保密義務。 

十六、協調委員會行政工作及費用負擔 

（一）協調委員會行政及幕僚工作，由提出書面請求協調一方辦理，

或由協調委員會徵詢雙方同意後，委託其他機構辦理。 

（二）前項必要費用由雙方平均負擔。但撤回協調申請者，由申請協

調方負擔。 

（三）第 1 項受委託機構，適用第 6 點利益迴避及第 15 點應保密事

宜規定。 

十七、協調不成立之救濟程序 

除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協調事項經任一方提出協調之日起，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雙方書面合意提付仲裁、提起訴訟或以其他救

濟程序處理： 

（一）協調委員會未能於 2 個月內召開協調會議。 

（二）依投資契約約定不予協調。 

（三）協調委員會無法於 6 個月內就協調標的提出解決方案。 

（四）任一方對決議以書面表示不同意或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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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風險配置規劃 

第一節 確認風險因素及可能影響 

本案執行上所面臨的風險大致可區分為政策風險、金融風險、市場

風險、完工風險、營運風險、財務風險及不可抗力風險等七大類，各風

險因素及可能產生之影響說明如下： 

一、政策風險 

（一）政治風險 

係指政府政策有所變更致計畫暫停、片面中止特許權或政權輪

替等因素，導致計畫終止或暫停等無法預期之政策風險。若因而受

到影響時，應列入投資契約除外情事，政府並得予以協助。 

（二）法令變動風險 

主要為法令的變動，如促參法、土地使用及營建、環保等相關

法令的變更，若因而受到影響時，應列入投資契約除外情事，政府

並得予以協助。 

（三）政府終止補助 

係指因政策變更等因素，終止計畫補助之風險，應列入投資契

約除外情事，政府並得予以協助。 

（四）稅賦的增加 

係指稅賦制度變更而導致民間機構營運發生重大困難時，造成

計畫資金成本的變動，無法預期之稅負增加風險，若因而受到影響

時，應列入投資契約除外情事，政府並得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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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風險 

（一）利率風險 

係指利率變動將導致利息成本負擔相對增加，亦會增加計畫風

險，若未來本案於營運期間利率有巨幅變動，則對本案投資財務產

生風險影響。民間機構應採取適當避險措施（如保險等方式），不

至於因金融市場波動影響本案之進行，使利率風險影響降至最低。 

（二）通貨膨脹風險 

相關設備添置之成本，可能會受到物價波動等相關變動之影響，

進而影響成本的變動，在營運期間，建築設備的維修或更新等成本，

亦可能會受到物價波動等相關變動之影響，進而影響營運成本的變

動。未來民間機構應採取適當避險措施（如預備金等方式），以降

低通貨膨脹風險之影響。 

三、市場風險 

本案主要收入來源為大型車停車收入、小型車停車收入、機車停

車收入等，實際營運時若因市場同質性商品競爭激烈而本案特色未突

顯，將導致使用率不足，影響收入。 

四、完工風險  

（一）工期延誤 

本案自申請作業、設計、設備採購至施工完成，若任一環節出

問題，均可能造成工程延遲，致影響未來營運，因此，本案是否能

如期完工並開始營運，其各階段仍應注意本案之延遲施工風險。 

（二）成本超支風險 

成本超支風險主要有幾項，一為固定及變動成本的波動，導致

成本超支預期；二為營運管理不當所造成的超支情形；三為因超支

情形而波及民間機構整體財務操作與運作的穩定性。民間機構應自

行掌控、承擔，並採取適當的避險措施（如預備金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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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法完工 

若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民間機構於履約期間無法完工，影響本

案營運時，於投資契約中明定主辦機關得以終止投資契約。惟為維

護本案營運需求，主辦機關具另行尋覓其他民間機構進駐之風險承

擔。 

（四）審核延誤 

本案執行可分為規劃設計、設備採購、及施工完成等階段，若

任一階段出現問題，均可能造成審核延誤影響未來營運，為避免上

述情形的發生，可於投資契約明定民間機構應按時向各該主辦機關

提出申請並掌控時程。 

（五）技術與品質 

計畫執行階段，裝修及相關設備之添置皆由民間機構自行負責，

若民間機構委託之承包商無法達預期之工程進度或施工品質低劣，

將影響本案之開發進度與設施品質，對於後續經營勢必需投入額外

之維修費，將增加本案之營運支出，恐影響經營成效。 

為避免上述情形發生，民間機構應評選有經驗之優良承包商，

並應肩負起確認承包商履約能力及現場監督其施工品質，且制定施

工及工程品質管制計畫；而主辦機關可藉由重點稽查的工作，以維

持工程進度的順遂，使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能達良好之合作關係。 

（六）勞工風險 

民間機構應依照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等相關法令進行開發

經營，如有糾紛應依既有勞資爭議處理模式辦理。必要時，主辦機

關得協助相關單位解決勞資爭議。 

五、營運風險 

本案委由民間機構營運，由民間機構運用其經營策略以確保其市

場之營收能符合預期財務計畫，然市場上不確定因素甚多，茲將營運

階段產生之風險分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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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運中斷風險 

此風險應由民間機構購買保險或自行承擔，並於合約中列為民

間機構之違約情事，以規範民間機構之經營責任。為避免民間機構

於未來實際營運時可能遭遇之變故，造成營運中斷，可要求民間機

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雇主意外責任險及火災保險等。 

（二）經營不善風險 

主辦機關除了在甄選階段需審慎地評選民間機構，並定期監督

其經營績效外，應要求民間機構提供一定金額之履約保證金以擔保

履約之責任。民間機構應負責營運期間之現金流量穩定，除編制獨

立財務報表，並可藉由定期及不定期檢視財務狀況，隨時掌握本案

營運期間之現金流量，並於投資契約中規範民間機構經營不善時之

後續處理措施以降低風險。 

（三）營運成本超支風險 

若民間機構預估之營運成本與實際金額差距過大，可能造成計

畫進行之困難，而營運成本的控制取決於民間機構經營之效率與成

本控制能力，故此部分風險應由民間機構承擔。民間機構應自行掌

控、承擔，並採取適當的避險方式。 

（四）營收不足風險 

若民間機構所預測之營運收入與實際數差距過大，則未來之營

運收入將可能無法支應融資利息與本金，甚至不足以支應營運及維

修成本，而使計畫無法繼續進行，營運收入若未達原先預估值之風

險應由民間機構自行承擔，惟主辦機關可依據促參法規定協助民間

機構適用有關租稅及融資等優惠措施，以減少其營運風險；另使民

間機構在收費費率調整有其自主性，以降低風險。 

（五）維修及重增置風險 

本案相關營運設施應定期維修、重置及增置部分設施，以確保

正常之營運，其零組件供應以及價格變動之風險應由民間機構負擔。

民間機構應自行掌控、承擔，並採取適當的避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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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務風險 

（一）擔保強制 

因金融機構提出加強債權擔保的要求，民間機構應自行與金融

機構協議，降低擔保強制對財務計畫之風險。 

（二）融資協議不履行風險 

民間機構負有籌措資金之義務，融資即是一個企業（機構）的

資金募集之行為與過程，民間機構應根據自身的經營、資金狀況以

及未來發展性，檢視自有財務狀況及發展所需，尋求最適切且合法

之融資方法，以避免不適切之融資方式造成融資協議不履行風險。 

七、不可抗力風險 

（一）天然災害風險 

異常天候造成之災害：如颱風、豪雨、地震等天然災害，或對

營運資產造成損毀、坍塌，對地區環境損壞，影響營運，此時應於

投資契約中明列入不可抗力範圍，包括颱風、地震、水災等，同時

要求民間機構應規劃適當保險機制以避險。 

（二）群眾抗爭風險 

開發案件最常面臨的就是群眾抗爭，群眾抗爭往往由經濟、環

保等起因，造成工程進度延宕甚或停擺，其影響風險甚大。因此，

除考量發展型態與當地業者經營型態之競合關係外，需妥善加以協

調與溝通，廣納地方意見，避免發生抗爭事件。 

（三）疫病風險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對國內經濟、社會衝

擊，財政部為協助減輕促參案民間機構財務負擔，已於109年5月7

日修正發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

金優惠辦法」規定，主辦機關得酌予減免或准予緩繳公有土地租金，

並可配合促參案件紓困措施，以維持公共建設服務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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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風險分擔原則 

為達到確保計畫投資可行性、降低風險成本與簡化管理作業等目標，

本案之風險分擔原則如下： 

1. 擬定風險分擔原則時，應確定主要風險因素皆已納入，並確實考量

國內的政經環境，避免過於樂觀的情況。 

2. 風險分擔應依成本及控制能力為標準，按比例優先分擔給較具承擔

能力的一方。 

3. 分擔後的風險，應以合理方式，藉由公權力、各種契約及財務承諾

工具進行管理。 

另本案以 OT 方式辦理委外，營運主體將為民間機構，因此民間機

構主要承擔裝修或景觀工程及營運設備購置期程延誤，以及營運時期所

產生之風險；而主辦機關則承擔政治及政策法令變動的風險，未來公私

部門可藉由風險管理技術或保險機制來轉嫁相關風險，期將損失降至最

低，以下即就各風險類型及承擔者，綜整詳如表 8-2-1 所示。 

  



公有停車場(OT)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8-7 

表 8-2-1 風險分擔分析表 

風險類型 風險項目 
風險承擔者 

執行機關 民間機構 融資機構 

政策風險 

政治風險   － 

法令變動風險   － 

政府終止補助   － 

稅賦的增加   － 

金融風險 
利率風險 －   

通貨膨脹風險 －   

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 －   

完工風險 

工期延誤 －   

成本超支 －   

無法完工   － 

審核延誤   － 

技術與品質問題   － 

勞工風險   － 

營運風險 

營運中斷風險    

經營不善風險    

營運成本超支風險 －   

營收不足風險 －   

維修及重增置風險 －   

財務風險 

擔保強制 －   

融資協議 

不履行風險 
－   

不可抗力 

風險 

天然災害風險    

群眾抗爭風險   － 

疫病風險   － 

註：風險承擔者 主要風險承擔者；次要風險承擔者；－非風險承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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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風險因應或減輕策略 

風險管理即透過風險的確認、評估和控制，以最小的成本使風險所

產生的衝擊降至最低的管理方法，惟風險涉及層面很廣，應由投資人於

投標時提出，先期規劃階段之重點在於針對確認之風險，提出因應或管

理策略如下： 

一、審慎計畫控管 

（一）審慎評估 

參與投標前即組成評估團隊，就公司之開發或營運理念，依市

場或預期發展進行評估，並就公司財力與資金籌措能力進行妥善分

析，以瞭解公司本身之投資風險，並訂定公司之風險管理計畫。 

（二）專業規劃設計與營運 

簽訂投資契約後，須由專業之規劃設計團隊，於各階段掌控法

令面、申請程序面及民間機構資金搭配等各方面應注意事項與時程

控管，降低違約風險。 

二、風險轉移－充分的保險計畫 

透過保險制度以降低風險所造成損失，就目前一般保險公司之

保險種類，建議民間機構保險計畫應依各階段特性規劃保險內容，

詳如表 8-3-1 所示。契約未來得規範民間機構必須投保之項目，再

由民間機構視實際營運需求，於投資計畫書中提具符合該公司所需

之保險計畫，包括保險種類、保險期間、保險金額等項目，俾使民

間機構得據以研擬保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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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1  民間機構保險內容建議綜整表 

因應對策 保險項目 保險內容 

財物及受傷

害第三人 

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 

被保險人因保險期間內發生下列意外事故所致

第三人體傷、死亡或第三人財物損害，依法應

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對被

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1.被保險人或其受雇人因經營業務之行為在保

險單載明之營業處所內發生之意外事故。 

2.被保險人營業處所之建築物、通道、機器或其

他工作物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火 險 及 附 加 條

款，附加條款含： 

包括火災、火災及閃電雷擊所致毀損或滅失、

爆炸所引起之火災、因救護保險標的物致保險

標的物發生損失者，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1.地震險 
保險標的物直接因地震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毀損

或滅失，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2.第三人意外責

任保險 

保險標的物因火災或爆炸所致第三人體傷、死

亡或財物損害，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

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負賠償責任。 

營業中斷之

實際損失 
營業中斷保險 

保險標的物毀損或滅失，而直接導致營業中斷

之實際損失及恢復營業所生之費用時，保險公

司負賠償責任。 

施工相關 

人員 

僱主意外 

責任保險 

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在保險期間內因執行職務發

生意外事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被保險

人負責賠償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之責。 

所屬員工 團體意外傷害險 
被保險人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

傷害而致殘廢或死亡時，保險公司給付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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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若有超額利潤之回饋機制 

一、財務收益面 

執行機關應以收取權利金之方式，以落實利益共享之理念，本案

初步建議財務收益內容包含變動權利金（依當年期全年營業收入按級

距累進計收）。 

二、其他公益面 

除前述權利金之收取外，民間機構之公益事項亦可以其他方式提

供，如其他權利的取得或交換、提供其他形式服務等。以本案為例，

提供周邊里民設施使用優惠價格、工作職員優先採用當地居民等創新

及公益事項，可列入未來民間機構營運公益事項，並作為未來招商評

審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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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政府承諾與配合事項之項目、完成程度及時程 

第一節 政府承諾事項、完成程度及時程 

政府承諾事項係指執行機關承諾民間機構應於一定期限或一定範

圍內完成保證之事項，如無法達成承諾事項將構成執行機關違約。說明

如下： 

一、營運標的物之交付 

（一）承諾事項之內容 

執行機關應依投資契約約定將本案所需用地及其相關設施等

點交予民間機構使用。 

（二）完成程度與時程 

依執行機關指定日期，將本案土地及其相關設施點交予民間機

構使用。 

二、提供單一窗口 

（一）承諾事項之內容 

為便利民間機構與執行機關行文往來、交涉所有與本案有關之

業務，執行機關將指定一單位協助本案民間機構進行與其他政府機

關之業務溝通，人員異動時本業務應列為移交事項。 

（二）完成程度與時程 

執行機關應自完成簽約日起 10 日內提供聯絡窗口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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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配合事項、完成程度及時程 

政府配合事項指執行機關應或得配合或協助民間機構完成之事項，

但執行機關不擔保依投資契約各章節所為之協助事項必然成就，民間機

構不得因協助事項未能成就，而主張執行機關違反協助義務或減免自己

之責任，亦不得據此主張執行機關違約而要求補償、賠償或延長契約期

間。說明如下： 

一、行政協助協調之協助 

（一）協助事項之內容 

民間機構因執行本案而須向政府機關申請證照或許可時，執行

機關在法令許可及權責範圍內，將協助民間機構與相關政府機關進

行協調或提供必要之證明文件，惟民間機構應自行負責時程掌控及

證照或許可之取得。 

（二）完成程度與時程 

執行機關於民間機構提出需求後，在法令許可及權責範圍內配

合或協助完成。 

二、申請各項優惠稅賦之適用 

（一）協助事項之內容 

民間機構之投資計畫如符合促參法及相關法令之融資、租稅優

惠，執行機關得協助出具相關文件。 

（二）完成程度與時程 

執行機關於民間機構提出需求後，在法令許可及權責範圍內配

合或協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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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設備申設之協助 

（一）協助事項之內容 

協助民間機構用水、用電、瓦斯、電信及通訊等公用設備之申

請，以因應民間機構之營運需要。 

（二）完成程度與時程 

執行機關於民間機構提出需求後，在法令許可及權責範圍內配

合或協助完成。 

四、其他配合及協助事項 

如有其他需執行機關承諾與配合事項，民間機構得於申請參與本

案時，於投資計畫書內容中提出，經執行機關同意後，納入投資契約

中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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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容許民間投資附屬事業範圍 

第一節 附屬事業目的 

依據促參法第 13 條第 1 項及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規定，所稱

附屬事業，指民間機構於公共建設所需用地辦理公共建設及其附屬設施以

外之開發經營事業。前項附屬事業之開發經營，以提高公共建設整體計畫

財務可行性、增進公共服務品質或有效利用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目的。 

第二節 附屬事業項目及內容 

本案係屬政府以既有停車場等設施委託民間營運之 OT 案件，經財務

評估具自償能力，應尚無以附屬事業提高公共建設整體計畫財務之必要性。 

惟若民間機構基於增進公共服務品質或有效利用公共建設所需用地

為目的，於本案用地範圍內有附屬事業之規劃時，應擬具相關使用計畫向

執行機關提出申請，由執行機關審視附屬事業對於公共建設本業之影響，

並確保本促參案件之公益性，經同意後始得為之。各項附屬事業之開發作

業若涉及相關法規規定，須由民間機構依據該管法規辦理，並自行承擔所

有責任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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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後續作業事項及期程規劃 

第一節 後續作業辦理事項 

依據本案後續工作項目規劃，後續招商作業等程序主要分成招商準

備作業階段、公告招商階段、甄審及評定階段、議約及簽約階段等四個

階段。 

一、招商準備作業階段 

（一）籌組甄審委員會及工作小組 

執行機關依促參法第 44 條第 1 項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

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之規定籌組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之委

員由執行機關遴選聘任，其召集人可就委員中指派，同時成立工作

小組，協助辦理甄審作業。有關後續成立甄審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應

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 主要法令依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 

2. 甄審委員會 

（1）甄審委員會委員專長 

依據本案案性，初步建議委員之遴聘應具相關專業背景，

如建築工程、法律實務、財務會計及其他。 

（2）甄審委員會委員組成人數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4） 

甄審會置委員 7 人至 17 人，由執行機關就具有與申請案

件相關專業知識或經驗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

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3）甄審委員會出席委員人數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8） 

A. 甄審會委員應親自出席甄審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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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甄審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 1/2 以上，且至少 5 人以上之

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甄

審案件屬促參法第 3 條第 2 項所稱之重大公共建設者，出

席委員不得少於 7 人。 

C. 會議出席委員，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出席委

員人數之 1/2。 

3. 工作小組 

（1）組成規定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13） 

工作小組成員至少 3 人，由執行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

定機關人員或專業人士擔任，且以至少 1 人具有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專業人員資格為宜。另甄審會開會時，工作小組成員

應至少 1 人全程出席會議。 

（2）成立時點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13） 

執行機關應於甄審會成立時，一併成立工作小組，協助甄

審會辦理與甄審有關之作業。 

（二）研擬及審核招商文件 

依促參法第 42 條規定略以：「經執行機關評估得由民間參與政

府規劃之公共建設，執行機關應將該建設之興建、營運規劃內容及

申請人之資格條件等相關事項，公告徵求民間參與」。因此，為利

後續公告招商作業進行，應擬訂及備妥相關招商文件，包括申請須

知、投資契約草案及甄審作業須知草案（即甄審辦法草案）等，如

下： 

1. 申請須知（含相關附件）。 

2. 投資契約草案（含相關附件）。 

3. 甄審作業須知草案（含甄審項目、標準、評定方式及作業時程，

其中作業時程主要說明規劃、公告申請、議約及簽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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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發布投資資訊與舉辦招商說明會 

為充分瞭解潛在投資者對於本案招商條件與規劃之意見，執行

機關應先行公開各項資訊，並辦理招商說明會之各項事務（包括：

場地佈置、投資資訊發布、各項書面及簡報資料設計製作、意見蒐

集及回應等），以使投資人能充分瞭解招商作業相關規定事項，並

蒐集投資人對招商文件及評審辦法之意見與建議，以作為修正招商

文件之參考。 

1.舉辦招商說明會時點：預計公告招商前辦理。 

2.招商說明會辦理方式 

（1）會前：場地籌備工作、文件製作（含備具投資資訊供索閱）、

廠商邀請等。 

（2）會中：說明基地條件、營運項目、申請須知，並安排意見交

流時間，提供與潛在投資人交換意見機制等。 

（3）會後：廠商意見回饋（必要時依潛在投資人意見修訂招商文

件）、具意願廠商追蹤等。 

二、公告招商階段 

（一）正式公告招商文件（於主管機關資訊網站公告相關內容） 

將本案招商相關文件於主管機關財政部之資訊網站公告上網，

徵求民間投資，申請人於公告期間依招商文件規定備妥相關申請文

件提出申請。 

此階段提出招商文件疑問澄清，申請人如對招商文件之內容有

疑義或提出修改建議時，執行機關應提出說明、澄清並檢討之，以

作為修訂或補充招商文件之參考。招商文件內容之說明、澄清及修

訂，均應公開發布訊息，使所有申請人皆能瞭解。 

（二）招商文件澄清及釋疑（公告內容釋疑） 

招商文件正式公告後，申請人如對招商文件之內容有疑義或提

出修改建議時，執行機關應提出說明、澄清，並檢討之，以作為修

訂或補充招商文件之參考。招商文件內容之說明、澄清及修訂，均



公有停車場(OT)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11-4 

應公開發布訊息，使所有申請人皆能瞭解。 

三、甄審及評定階段 

依據促參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設置甄審委員會，並依據「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 16 條，甄審流程分為

資格審查與綜合評審二階段： 

（一）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申請人達 1 家（含）以上，即進行資格審查，申請人提出申請

並繳交申請保證金後，由工作小組就申請人應檢附的文件進行審查，

選出合格申請人，並通知進行第二階段綜合評審。投資廠商之申請

資格主要包括基本資格與財務資格概述如下，詳細規範後續將於招

商文件中載明。 

1. 基本資格要求 

本案應以單一法人方式申請，資格條件如下： 

（1）依我國公司法成立之公司。 

（2）依我國經濟部認許之外國公司。 

（3）依我國法令設立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2.財務資格要求 

（1）公司實收資本額（資本總額或財產總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1,000 萬元。 

（2）申請人應依法繳納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3）申請人最近 3 年內無退票紀錄（如成立未滿 3 年，則為成立

年度至今）。 

（二）第二階段：綜合評審 

合格申請人達 1 家（含）以上，即進行綜合評審，由甄審會依

甄審項目、甄審標準及評定方式，就資格審查通過之合格申請人所

遞送之投資計畫書及相關文件進行審查。甄審委員會依投資計畫書

審查結果，依公平、公正原則，審查評定選出最優申請人（必要時

得增選次優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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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審項目及配分 

初步建議綜合評審項目及配分詳表 11-1-1 所示（未來實際公

告招商之綜合評審項目及配分應以甄審委員會審定內容為準）。 

表 11-1-1  綜合評審項目及配分表 

甄審項目 甄審標準 配分 

民間機構籌組 

計畫及組織架構 

1.申請人之簡介 
2.經營團隊籌組計畫（含組織架構、成員、業務分工等） 
3.經營管理實績及技術說明 
4.其它 

15 

裝修計畫 

1.智慧停管設備工程計畫（例如車牌辨識系統、自動繳
費設備等設置更新） 

2.其他設施工程計畫（例如監視系統、標示標線及路燈
照明設施更新等） 

3.其它 

20 

營運計畫 

1.整體營運構想（含營運定位、營運策略等） 
2.營運管理規劃（含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收費標準等） 
3.營運不中斷銜接規劃 
4.車流動線規劃（含進離場動線規劃、方向指引標誌等） 
5.維護管理計畫（含公廁及周邊環境清潔維護等） 
6.雇用員工及培訓規劃 
7.資產增置與重置規劃 
8.安全監控與緊急通報規劃（含公共廁所緊急求救之改善

措施等） 
9.促參識別標誌設置規劃 
10.風險管理及保險規劃 
11.移轉及返還規劃 
12.其它（有助提昇停車率之營運策略，例如販售觀光停

車套票、周邊商家特約停車等） 

25 

財務計畫 

1.財務規劃 
（1）基本假設參數說明 
（2）分年投入經費預估 
（3）營運收支預估 
（4）資金籌措規劃 
（5）預估財務報表 
（6）財務效益分析（含內部報酬率、淨現值、自償能力

及回收年期等） 
（7）敏感性分析等 
2.權利金支付計畫 
3.其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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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審項目 甄審標準 配分 

創新及公益事項 

1.增進地方及協助公益事項（例如當地居民月租優惠、
電動車專用車位、與墾丁國家公園遊客中心合作串連
之規劃、配合政策之創新方案等） 

2.其它具創意並可行之措施或公益事項 

10 

簡報及答詢 － 10 

合計 － 100 

2. 評定方式 

甄審委員會就合格申請人所提投資計畫書及簡報內容，按甄

審項目及甄審標準予以評分。有關綜合評審階段之評定方式如

下： 

（1）合格申請人應準時報到，逾預定簡報時間並經執行機關三

次唱名仍無法進行現場簡報者，即視同放棄簡報資格。未

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申請文件之有效性，仍

得納入評定，惟其甄審項目「簡報及答詢」以零分計算，

由甄審委員會就其投資計畫書逕行書面審查。 

（2）合格申請人所派參與綜合評審之人員不得超過 5 人，且需

為其投資計畫書中所列之相關人員（以上人員應準備身分

證明文件等以供必要時查驗），並應自行準備相關簡報器材。

簡報時間以 15 分鐘為限，簡報時間結束前 2 分鐘按鈴 1 次，

簡報時間結束時按鈴 2 次並應立即停止簡報。答詢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答詢時間結束前 2 分鐘按鈴 1 次，答詢時間

結束時按鈴 2 次並應立即停止答詢（採統問統答方式，不

含委員詢問時間）。必要時得由甄審委員會調整之。 

（3）合格申請人於綜合評審時承諾之事項或所提出之相關文件，

經錄音或書面記載者，視為投資契約之一部。若經綜合評

審為最優申請人，前項甄審時所提出之所有文件及承諾事

項，均應載入投資執行計畫書。 

（4）合格申請人簡報內容不得超出投資計畫書所述之範圍。各

合格申請人簡報時，其他合格申請人應一律退席。 

（5）甄審委員會委員評分時，所有合格申請人應一律退席。 

（6）甄審委員會各委員依各甄審項目所占之配分評予各合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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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所得之配分（以整數填列，得為零分但不得為負分），

且給予各合格申請人之加總評分不得為同分，並填入「綜

合評審評分表」，同時評定序位，各合格申請人之加總評分

最高者排序為「1」，次高者排序為「2」，第三高者排序為

「3」，依此類推，並小計序位總和。 

（7）彙總甄審委員會各委員評定各合格申請人之序位總和於「綜

合評審總評表」；以序位總和最低者為最優申請人，必要時

得增選次優申請人（以序位總和次低者為次優申請人）；如

序位總和相同者，則以序位「1」最多者優先（以序位「1」

次多者為次優申請人）。若序位「1」個數再相同者，則以評

分總和最高者優先（評分總和次高者為次優申請人）；如再

相同，則由主席代為抽籤決定之。 

（8）如合格申請人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以上評審未達甄審標準 75

分者，不得為最優申請人及次優申請人。若甄審委員會各

委員給予各合格申請人總評分未達 60 分或高於 90 分時，

該甄審委員應述明評分理由。 

四、議約及簽約階段 

（一）協助辦理議約作業 

1. 議約原則 

執行機關與本案最優申請人應依下列原則辦理議約： 

（1）依據徵求民間參與公告內容、招商文件、投資計畫書、綜

合評審結果辦理。 

（2）議約內容除下列情形外，不得違反公告內容及招商文件內

容： 

A. 文字誤寫之更正或條文明確化。 

B. 符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所定情形。 

2. 議約時程 

依招商文件規劃時程辦理議約，初步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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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優申請人應於接獲評定結果通知後，於執行機關指定之

期間內，與執行機關開始進行議約。若未能於規定期限辦

理者，執行機關得訂定期限展延之或通知該最優申請人喪

失資格，並由次優申請人遞補之。 

（2）如無次優申請人者，執行機關將重新依促參法第 42 條規定

公告接受申請。 

3. 不予議約情形 

執行機關於選出最優申請人或次優申請人後，發現申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議約： 

（1）非依公告及招商文件規定之條件提出申請。 

（2）有詐欺、脅迫、賄賂、對重要評審項目提供不正確資料或

為不完全陳述，致影響評審之情形。 

（3）未依通知之期限辦理補正、完成議約程序。 

（4）未按規定時間籌辦或完成議約手續。 

（二）協助辦理簽約及後續作業 

1. 簽約作業（簽訂投資契約） 

於議約完成後，最優申請人應自接獲執行機關通知之規定期

限與執行機關完成簽約（簽約期限：自議約完成至簽訂契約期間，

以 1 個月為原則，並得展延 1 個月）。如最優申請人無法於指定

期限內簽訂投資契約，執行機關得訂定期限通知補正之，最優申

請人如逾期限內無法補正者視為放棄簽約，執行機關得沒收其申

請保證金。 

2. 不予簽約情形 

執行機關於選出最優申請人或次優申請人後，發現申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簽約： 

（1）非依公告及招商文件規定之條件提出申請。 

（2）有詐欺、脅迫、賄賂、對重要評審項目提供不正確資料或

為不完全陳述，致影響評審之情形。 

（3）未依通知之期限辦理補正、完成議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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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按規定時間籌辦或完成簽約手續。 

3. 後續作業 

民間機構應自完成簽約日起 60 日內，依據投資計畫書、甄

審委員會、議約結果及執行機關意見修正後，提出經執行機關同

意之「投資執行計畫書」，作為民間機構與執行機關間投資契約

之附件及執行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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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作業期程規劃 

執行機關得依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58 條規定通知延長議約及簽約時

間，其餘甄審作業時程得由執行機關視實際作業需要彈性調整之，惟執

行機關如未主動通知延長者，申請人不得據此提出要求延長，後續作業

時程規劃詳如表 11-2-1 所示。 

表 11-2-1  後續作業事項與時程表 

作業階段 預計完成時間 民間機構辦理事項 

公告招商階段 

（30 日） 

公告日後第 7 日內 申請人提出書面請求釋疑。 

公告日後第 14 日內 
執行機關完成書面釋疑，必要時補充

公告。 

公告日後第 30 日 

（截止日） 
申請文件截止收件。 

甄審階段 

（30 日） 

資格 

審查 

截止日後第 3 日內 執行機關進行資格審查。 

機關通知後第 7 日內 申請人提出補正或澄清文件內容。 

截止日後第 12 日內 執行機關選出合格申請人。 

綜合 

評審 

資格審查日後第 30 日內 

（評定日） 

召開甄審委員會，遴選出最優申請人

或次優申請人。 

議約及簽約 

階段 

（60 日） 

議約 

接獲評定通知日後 

第 30 日內 

（完成議約日） 

執行機關與最優申請人完成議約。 

簽約 
完成議約日後第 30 日內 

（完成簽約日） 

執行機關與最優申請人完成投資契約

簽訂。 

註：本表作業時程係以公告日起算，僅供參考，執行機關於必要時得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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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其他事項 

第一節 政府是否出資、出資比例與時機 

本案採促參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 OT 方式辦理，OT 為「民間機

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方式。基此，本案公共建設委外所生費用皆由民間機構全部負擔，政府

無出資行為，故無相關政府出資額度、比例與時機等規劃。 

第二節 使用者意見處理機制 

有關本案使用者意見處理機制，應設立電子信箱或提供書面受理、

人員諮詢等方式，處理民眾反映之各項建議或疑問，並記錄及建檔，建

議未來可於契約文件中約定民間機構應對於使用者申訴意見，應建立適

當處理管道。 

另規劃透過每年度之營運績效評估，將使用者需求（服務滿意度、

客訴處理機制等）列為年度營運績效評估項目之一，以約束民間機構應

對使用者意見做妥適處理。 

第三節 民眾使用自然生態資產空間權益 

本案公共建設平面停車場座落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部分場地具

自然生態環境及公共廁所等，未來本案委外後其仍應開放予一般大眾使

用，且後續民間機構應針對場域環境做好維護管理，避免民眾有不當行

為破壞既有生態資源，如砍伐、燒毀植栽、隨意棄置垃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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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其他 

一、商標（或標章）使用限制 

本案民間機構商標（或標章）使用限制如下，如執行機關因民間

機構使用之商標（或標章）或名稱，導致名譽受損，或受有其他之損

失，執行機關得向民間機構求償。 

（一）執行機關之標章 

民間機構於投資契約約定之範圍內，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始得使

用執行機關之標章。 

（二）民間機構之商標 

民間機構為營運設施有使用其商標或名稱之必要時，應於合理

且適當之範圍內使用之。民間機構之商標或名稱得使用於或出現於

員工制服、招牌、發票、收據或其他經執行機關同意之場地、物品

或文宣品上。 

二、促參識別標誌 

民間機構應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識別標誌設置要點」

之規定，自費設置促參識別標誌，並於投資執行計畫書中提出促參識

別標誌設置計畫，經執行機關同意後於開始營運日前設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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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土地基本資料 

1. 大灣路停車場（停 10）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所

需用地範圍

(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墾丁段 1000(部分) 5,058.73 150 500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15(部分) 550.74 0 150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0-1(部分) 637.89 6 631.89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1(部分) 761.76 284.72 477.04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2 112.61 112.61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3 161.55 0 161.55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3-1 286.10 59 227.1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4 0.09 0 0.09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4-1 4.39 0 4.39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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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所

需用地範圍

(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墾丁段 1025 23.99 0 23.99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5-1 195.91 195.91 0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6 186.01 186.01 0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7 108.65 108.65 0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8 245.27 0 245.27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29 52.70 0 52.70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31 114.54 114.54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32 80.23 80.23 0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32-1 90.43 90.43 0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33 21.51 0 21.51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36 312.64 212.64 10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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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所

需用地範圍

(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墾丁段 1037 407.44 107.44 30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38 101.92 0 101.92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38-1 1,570.86 1,570.86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39 41.36 0 41.36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40 76.07 73 3.07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40-1 117.56 0 117.56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41 491.99 0 491.99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11 31.24 0 31.24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011-1(部分) 601.06 0 100.76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合計 3,352.04 3,783.43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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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尖山 A 停車場（停 20）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m2) 

公共建設所

需用地範圍

(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鵝鑾鼻段 547-30(部分) 14,187 8,900 2,688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合計 8,900 2,688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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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尖山 B 停車場（停 9）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所

需用地範圍

(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墾丁段 1183(部分) 1043.51 870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84 611.57 611.57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85(部分) 445.68 235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86 1,946.63 1,946.63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87(部分) 601.68 352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88(部分) 354.32 282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89(部分) 523.09 400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90(部分) 2,257.31 2,117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91(部分) 300.76 188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1192 563.02 0 563.02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合計 7,002.20 563.02 ─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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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頂公園停車場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所需用

地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鵝鑾鼻段 946 10,200 4,737.96 5,462.04 
一般管制區-

機關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鵝鑾鼻段 946-1 374 30 344 
一般管制區-

農業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鵝鑾鼻段 937-1(部分) 1,179 0 540 
一般管制區-

農業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合計 4,767.96 6,346.04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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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龍鑾潭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所

需用地範圍

(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龍泉水段 646(部分) 3,918 2,256.14 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龍泉水段 984(部分) 2,612 129 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龍泉水段 647-2(部分) 2,768 365 107.14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龍泉水段 649-1(部分) 3,840 0 2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龍泉水段 649-2(部分) 51 0 15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合計 2,750.14 142.14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公有停車場(OT)促參前置作業委託專業服務案   
 

附錄-8 

 

6. 關山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所

需用地範圍

(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龍泉水段 625-23(部分) 4,497 4,210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龍泉水段 625-24(部分) 4,143 2,730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龍泉水段 625-47(部分) 236 140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龍泉水段 625-48 289 289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龍泉水段 366-8(部分) 1,333 0 41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合計 7,369 41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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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灣路臨時停車場（停 11）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墾丁段 972(部分) 2,798.16 2,375.82 422.34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973 755.18 755.18 0 
遊憩區-停車場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墾丁段 977 632.21 0 632.21 
遊憩區-野外育

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合計 3,131 1,054.55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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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墾丁臨時停車場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m2) 
公共建設所需用

地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墾丁段 535(部分) 33,011.15 6,585 0 
一般管制區-畜產試

驗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 

墾丁段 536(部分) 1,969.10 124.47 0 
一般管制區-畜產試

驗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

園管理處 

合計 6,709.47 0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9. 和平巷臨時停車場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m2) 
公共建設所需用

地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墾丁段 357(部分) 5,812.16 663 0 
一般管制區-畜產

試驗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墾丁段 359(部分) 471 431 0 
一般管制區-鄉村

建築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合計 1,094 0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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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停 18 機車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墾丁段 494 47.79 0 47.79 
遊憩區-停車場用

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墾丁段 504 1,287.09 500 787.09 
遊憩區-停車場用

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墾丁段 514 13.95 0 13.95 
一般管制區-農業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墾丁段 527 41.37 0 41.37 
一般管制區-農業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墾丁段 528 122.89 0 122.89 
一般管制區-畜產

試驗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合計 500 1,013.09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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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船帆石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鵝鑾段 390 86.41 0 86.41 遊憩區-停車場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鵝鑾段 598 2,368.98 1550 818.98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

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鵝鑾段 372(部分) 11,860.98 0 51.59 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鵝鑾段 379-1 102.04 0 102.04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 

鵝鑾段 385-1 141.37 0 141.37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 

合計 1,550 1,200.39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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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白砂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白砂段 933(部分) 5,305.64 916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977(部分) 238.26 93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979(部分) 5,079.07 2,381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1000(部分) 3,240.38 495 40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866(部分) 522.71 0 2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894(部分) 3,338.14 0 20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895(部分) 299.01 0 2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896(部分) 80.34 0 5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980(部分) 1,081.41 0 1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白砂段 983(部分) 354.60 0 1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合計 3,885 665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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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龍磐第一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鵝鑾鼻段 1528(部分) 10,992.19 4,204 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鵝鑾鼻段 1153-3(部分) 558 0 3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鵝鑾鼻段 1359(部分) 101,180 0 83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 

鵝鑾鼻段 1359-1(部分) 2,110 0 50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合計 4,204 613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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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龍磐第二停車場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鵝鑾鼻段 1529(部分) 3,238.37 1,751 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鵝鑾鼻段 1153(部分) 9,359 0 4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鵝鑾鼻段 1153-2(部分) 12,874 0 4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交通部公路總局 

鵝鑾鼻段 1355-1(部分) 3,172 0 298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 

合計 1,751 378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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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墾丁牧場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鵝鑾鼻段 542-105 537 0 537 
一般管制區-畜產試驗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鵝鑾鼻段 
542-106(部

分) 
546 0 482.62 

一般管制區-畜產試驗

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

管理處 

合計 0 1,019.62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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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後續擴充：貓鼻頭公園停車場及公廁設施 

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下水泉段 1010(部分) 135.28 65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36(部分) 64.38 10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37 118.98 118.98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40 122.02 122.02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43(部分) 62.26 32.26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45(部分) 321.99 105 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76(部分) 53,614.08 2,386 0 遊憩區-野外育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91(部分) 725.74 87 0 遊憩區-野外育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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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下水泉段 1092(部分) 3,672.39 270 0 遊憩區-野外育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93(部分) 671.77 318 0 遊憩區-野外育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94 11,068.68 11,068.68 0 遊憩區-野外育樂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96 65.79 65.79 0 遊憩區-管理服務站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24(部分) 88.18 0 20 特別景觀區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25(部分) 554.66 0 50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下水泉段 1068(部分) 1399.55 0 292.92 遊憩區-管理服務站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69(部分) 611.24 0 75 一般管制區-道路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72 121.22 0 121.22 遊憩區-管理服務站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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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土地面積

(m2) 

公共建設 

所需用地 

範圍(m2) 

代為管理 

維護範圍 

(m2) 

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下水泉段 1073(部分) 2,783.84 0 206 遊憩區-廣場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73-1 

(部分) 
4,781.06 0 1,438 遊憩區-商店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74(部分) 2,656.89 0 288 遊憩區-商店用地 中華民國 
墾丁國家公園管

理處 

下水泉段 1097 170.23 0 170.23 遊憩區-管理服務站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下水泉段 1098 11 0 11 遊憩區-露營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下水泉段 1099(部分) 185.26 0 145 遊憩區-停車場用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 

財產署 

合計 14,648.73 2,817.37 ─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際點交及土地登記謄本資料為準。 

資料來源：1.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2.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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