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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滿足民間對於公共建設及服務的需求，政府期望透過引進民間的專業技術及

豐沛資本，以提高政府的效率並減低財政負擔，有鑑於此，本文乃擬以促參法之

「興建、營運與移轉」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為例，並輔以桃園航空貨運園區 BOT

計畫案予以分析。 

經分析發現：就專案融資方面，本文以為，政府應助民間業者融資、以及主辦

機關宜提供公共建設最低營運量承諾；就財務評估以論，由於公、私部門存有歧

異，本文認為，對公共建設之自償率計算與評估宜更審慎化，並利用協商以進行

公、私部門間之財務評估調整及低自償性公共建設之妥善處理，更重要者，本文以

為宜採不動產證券化方式，以提高民間私部門之獲益能力。 

我國促參法修正在即，期待上述淺見能供作主管機關參考，以確實體現公私協

力之精髓。 

 

關鍵詞：民間參與、公私協力、公共建設、法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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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序言 

政府為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多年來一直努力不斷地擴充各種基礎設施，從民國

70 年代之十項建設、80 年代之十大建設及十四項建設到 90 年代的國建六年計畫及

十二項建設計畫等，這些計畫的施行，目的就是透過推動公共建設，以提升國民生

活品質、公共服務水準以及增進人民福祉，同時，又可以促進民間投資，帶動社會

整體經濟的發展，可謂肩負多重功能。我國於 80 年代末期，政府推動之公共建設

常因土地取得、民眾及團體的抗爭等因素，導致執行績效不如預期，兼以國家財政

急遽惡化，公共建設之推動無異面臨「雪上加霜」之窘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乃於民國 89 年訂頒實施「促進民

間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1，企圖引用民間部門之「豐沛資金」以及「超

高效率」，以解決所面臨困境，於是，先進國家所常援用之「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簡稱 PPP）乃成為我國仿效對象。事實上，公私協力旨在解決

高度都市化前揭上述問題（尤指公共建設方面）2，此除顛覆國人對傳統政府（亦即

管理最多的政府便是最佳政府）之觀念外，「公私協力」果真是解決上述問題之

「尚方寶劍」？或者會產生「治絲益棻」之結果 3？本文緣於此乃擬以促參法下

「興建、營運與移轉」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為例，並輔以桃園航空貨運園區

                                                      
1 該法訂頒實施後，曾於民國 90年 10月修正，最近為期更有效率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爰再
次修正（計修正 13條以及增定 3條），其中有關：主辦機關對重大公共建設得提供最低營運量之
「承諾」以及民間機構對所取得不動產處理「方式」之多元化，均為本文關注焦點【專案（財

務）與計畫風險】之焦點。 
2 有關以 PPP 運用於推動公共建設之相關文獻甚多，詳參 Stephenson, A. C. (1991)，Batley, R. 

(1996)，以及 Austin, J. (2002)。茲值一言者，英國政府曾於 1992 年提出「民間融資提案」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簡稱 PFI），亦是公私協力下之典型產物，若與一般傳統式公共事業
政策融資手段相較，PFI 具有優勢，隨著 PFI 發展愈發成熟，其已成為英國政府提供公共建設的
主要措施，並使得歐美各國以及澳洲、日本對此一公私協力方式產生興趣，有關公私協力之理論

與運作，行政院工程會曾邀請英國學者於台北市舉辦研討會（92.10.02），詳參工程會等主辦
（2003），談英國公私合夥關係─體現優質公共建設之良方研討會，其中 Mclnnis, A., “The legal 
structure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 1-18，頗值參考。又，以德國為例，該國對 PPP之推動亦不餘
遺力，尤其是運用於「市地開發」上，得參 Kyrein, R. (2000)，頁 1以下。 

3 事實上，民國 92 年 6 月 2 日行政院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推動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結論，
訂頒「行政院鼓勵各機關積極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案（院授工技字第 09200226580 號
函）」，以及研擬相關法令（詳註 19），旨在提升相關辦理機關及承辦人員之「專業知識」，以
強化 PPP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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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簡稱 BOT）計畫案為實際案例予以分析，惟須

指出者，本文限於篇幅，擬僅以影響 BOT 成敗之重要因素（亦即民間機構之「專

案（財務）融資」與「計畫風險」）為重點，並從「法制」（legal institution）觀點

予以論述，此亦為本文之「研究限制」所在。 

貳、理論與文獻回顧 

一、政府管制與企業主義 

隨著 1970 年代以後所生之全球經濟化趨勢下，產業市場面臨前所未有之環境

變遷，此對政府之衝擊是：若以「都市發展」代替「政府」此公部門為例，對傳統

都市事務之處理已由公部門之「管制」（regulation）導向轉化為企業（business）導

向型態 4，亦即「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已漸為都市主管單位

所注重 5，茲就政府企業化過程以論，其內容概可包括「創新」（creation）、「設

計」（design）與「執行」（implementation）三種階段 6，以 21 世紀所面臨超大都

市（megacity）相關事務為例 7，其都市企業主義之發展特性是：基於 1970 年代以

後整體都市政治經濟結構變遷（例如資本積累及生產關係的彈性化、政府財政困

難、政治權力分散以及都市競爭態勢崛起等），復鑒於傳統公部門主導之都市規劃

                                                      
4 詳參 Jones, M. (1998), Partnerships as model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a regulationist perspective,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05-226. 
5 所謂「都市企業主義」意指：以私部門之企業精神（包括私部門具創造力遠見與財務優勢等）
重構都市公共部門之治理，亦即：主管部門於都市經濟競賽中，扮演著風險承擔者（risk-taker）
與積極競爭者（active competitor）之角色，而其成功關鍵在於其明智投資與敏銳行銷能力。就名
稱言，亦有學者名之為「市民馳援主義（ civic boosterism）」或「市民企業主義（ civic 
entrepreneurialism）」，詳參 Knox et al.（2000），“The European model of service delivery：a 
partnership approach in Northern Irel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18: 151-168，茲不
贅述。 

6 詳參 Roberts, N. (1992),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olicy Studies Reviews. 11: 65-
66。 

7 以聯合國相關資料為例，「都市化」（urbanization）似已成為世界風潮，連帶地，「超大都
市」亦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從而產生之問題本質與先前傳統都市大異其趣，都市主管單位解決問

題之傳統思維受到莫大挑戰，有關「超大都市」詳參 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02 revis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頁 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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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展政策執行過程缺乏效率與彈性等缺失，因而朝向借用私部門企業經營手段以

進行調整，企圖透過都市政策重組以形成都市之「創造性回應（ creative 

response）」，事實上，本文所稱「公私協力」即為其具體表徵 8。 

隨著「都市企業主義」之雷厲風行，都市相關公、私部門如何進行分工、合作

與協商，即顯得異常重要 9，本文以為「管制」導向轉化為企業導向理念可以圖 1

予以簡述如下：該「企業主義」導向下之公共建設模式【與「管理的」

（managerial）主義導向相較】，於運作過程中除強調公私部門之協力運作以外，更

強調前揭所稱創新策略（私部門）、市場經營機制（私部門）、以及競爭策略結合

（公、私部門），簡言之，在「企業主義」導向下之公共建設，主管機關所負責

任，其程度絕不會少於「管制主義」下之責任，相反地，稍一不慎極有可能產生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後果，此可證諸本文相關「實際案例」，茲不贅述。 

由圖 1 可知，傳統的管制主義模式中，公私部門對於都市環境開發或重大公共

建設之角色扮演上，毋寧是處於「分立」（contrast）關係，申言之，其運作模式係

為「由上而下」（top-down）之路徑 10，亦即公部門為維護公共建設之「公共利

益」，乃責無旁貸地必須「主動」進行此類建設。然而，在前揭社經環境加速變遷

下，整個公共事務之內涵變得更為多元且複雜，於是，新近企業主義模式下公私部

門之公共建設模式乃轉為「由下而上」（bottom-up）之路徑11，就台灣目前執行

「公共建設」之模式而言，毫無疑問地亦深受此一轉型之影響，其中，以「專案融

資」為例，其最能體現政府、民間業者以及融資機構間「由上而下」與「由下而

上」之多方協商關係，尤其在「全球化」之趨勢下，亦唯有藉由此一機制才能提升

公共建設之「效能」，是以，本文乃以之為例並予以論述。 

                                                      
8 以德國「都市企業主義」為例，於「公私協力」（德國政府逐漸重視）之推動過程中，其參與
者包括了：規劃執行者（Träger der Planungshoheit）、土地所有權人（Grundstückseigen tümer）、
投資者（Investoren）、以及土地使用者（Nutzer），詳參 Kyrein, R. 前揭書，（見註 2），8。 

9  有關公私部門合作下之地方政府組織架構，詳參 Walzer, N&Jacobs, B. D.（1998），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in: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3。 

10 Jones, M. 前揭文，（見註 4），213-217。 
11 茲值一言者，「企業主義」公私部門之公共建設模式應非僅是「由下而上」之單方關係，更
重要者，其內涵實蘊含著「由下而上」以及「由上而下」之「雙方」互動關聯，此證諸土地規劃

機制即為上、下（如民間業者以及政府雙方）「交互連結原則」之體現（我國都市計畫法第 19條
第 1 項參照），質言之，其關涉重點應在於雙方如何進行「協商」，而「公私協力」適可作為此
機制之運行基礎，詳參 Jones, M. 前揭文，（見註 4），217-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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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公共利益』的維護，政府所代表的公部門
應負起各種重大公共建設的開發責任，並應適當
糾正市場失靈的弊端。因此，在各種重大發展建
設上，係以公部門做為主體，是一種由上而下的

單向關係。

私部門

徵

費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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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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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公共建設
私部門 公部門

公私雙方契約與協議的過程

各種招商或優惠措施的提供

負責直接的興建(與營運管理)
 

圖 1  管制（理）主義與企業主義模式下公私部門之公共建設模式與差異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二、公私協力 

(一) 公私協力定義與學說 

於 1970 年代，各國為因應國家財政日益困窘，公私協力漸成為政府推動重大

建設之理念 12，其類型應可包含公、私部門二者間各種形態組合下之「協定」或

「合作」關係，亦即：「一個城市的政府與企業，從雙方預期得到的特定產出目標

下，到個別達成一特定貢獻所為之不間斷與正式關之謂」（Norman，1998：5），

                                                      
12 學者陳佩君綜合歸納政府實施公私協力之背景為：（一）市場失靈以及（二）政府失靈；更
重要者，公私協力之相關理論有：（一）「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理論、（二）「民
營化」（privatization）理論，詳參氏著（1999），公私部門協力理論與應用之研究，政治大學公
共行政系碩論，24-41。或陳淳文（2003），「公民、消費者、國家與市場」，中研院社科所人文
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5卷第 2期，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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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狹義之定義是指：公、私部門間合法而具體之合作型態 13。此外，學者吳濟華

將之定義為：「結合公私雙方資源，在共同參與、責任分擔以及平等互惠之原則

上，並經過創造增加利益的互動過程，所產生的合作型態。」（吳濟華，2001：

9）。基本上，本文以為：其含意係指由公部門提供土地、建物等生產因素，私部

門則提供勞力、生產原料、資本以及與管理上專門知識之謂，並使公、私部門雙方

站在「對等」與「互惠」之基礎上，於合作計畫實施過程中，共同分享與承擔該計

畫所生風險、所得與損失，以雙方能獲致最大效益為共同目標之合作模式 14。 

茲依據學者 Max 之見解，影響公私協力成敗之因素可歸納為：1. 是否可據以達

成具經濟效率之產出；2. 協力關係能否在政策上證明有效；3. 公私雙方是否能改變

其營運本質，並據以克服二者於組織與文化上之差異；以及 4. 藉由公私協力所產生

的利益是否能被公平的分配給市民或者消費者（Max，1991：110）。至於如何才能

維持公、私部門間之「良好」協力關係呢？亦屬重要課題 15，茲不贅述。此外，

公、私部門的協力關係必須建構於「網路系統」（network system）之運作上，以應

付日趨複雜之政經社文變動，並發揮「加乘」效應（Max，1991：9），誠屬的論。

再者，世界銀行於 1996 年基於公私協力理論上，就都市管理與公共設施予以研究

並指出，參與該類公共建設之參與者可包含：1. 社區基礎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簡稱 CBO）；2.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簡稱

NGO）；3. 私部門的參與者；以及 4. 地方政府當局（Ved Prahash，1998：162），

此可為我國實務操作之參考。 

綜之，現行公、私部門之運作係立基於公共建設之「夥伴關係」上，並由公部

門扮演「誘導性」和「支配性」的角色，而私部門則是扮演「配合性」角色 16，惟

                                                      
13 就法制上言，學者詹鎮榮認為公私協力之相關類型計有：行政委託以及公民合資事業經營兩
大類，詳參詹鎮榮（2003），「論民營化類型中之『公私協力』」，月旦法學雜誌，第 102 期，
12-16。 

14 至若將公私協力理論運用於「都市建設」（屬公共建設）領域者，詳參黃智彥（1997），公
私協力策略推動都市建設之法制化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所碩士論文，33。 

15 其影響因子可歸納為：1.高層承諾與效勞意願（Top Level Commitment）；2.公開與信賴
（Openness and Trust）；3.明確共同目標（Clear Joint Objectives）；4.長期關係（Long Term 
Relationship）；5.積極行動且非被動回應（Proactive not Reactive）；6.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7.合作與行動（Working Together）；8.彈性（Flexibility）；以及 9.所有
相關部門整合（Involvement of all Relevant Discipline）等項因子。 

16 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本文認為除目前政府所訂定社區發展相關法令規章不足、建設方案以及
施政計畫定案前未廣徵私部門意見外，社區基層共識不足以及民間未積極參與規劃，亦為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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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來的互動關係應朝向共同參與、平等互惠及責任分擔的協力關係邁進，而非

「徑渭分明」。又，於公、私部門協力實施公共建設過程中，健全「法制」系統亦

不容忽視，如此才能確保公、私部門之協力關係確實立基於雙方之「共存共榮」基

礎上。 

(二) 公私協力下民間參與方式 

我國於傳統公共建設推動過程中，事實上，或多或少已有某種程度的民間參與

精神
 17，例如：發包、替代工法、以及統包等，均可視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態

樣」，只是其參與程度不深，所參與的項目也僅止於「個別性」的營造或工程承攬

業務，其主導經營權掌握尙掌握於公部門手上。晚近由於公私協力中「平等互惠」

之合作理念漸為各國政府所接受，而國外相關實證研究亦不乏少見（Owen, 1997：

163-177；Lam, 1999：77-87），而國內研究亦日漸增多，於是，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方式「民間參與」的程度漸深，且官民合作愈趨密切，所產生出來的合作模式也就

愈趨多樣化（例如 BOT、BOOT、BTO、ROT 等，詳參表 1），由於均屬 BOT 方

式之「變體」，於是本文之案例乃以促參法之 BOT 此一公私協力為分析對象，茲

簡述如下： 

基本上，一般學者論述「BOT」時，所指的應是「廣義」BOT，亦即：「BOT

係泛指各項以特許方式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所有有關所有權與經營權移轉計畫」之謂

（鄭錫鍇，1998：43），核其內容應尚屬「抽象」概念，事實上，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之實施方式尚可再細分為：BT（Built and Transfer，興建及移轉，亦即通稱「延

遲付款」、BTO（Built, Transfer and Operate；簡稱 BTO）、BOOT（Built, Operate, 

Own and Transfer；簡稱 BOOT）、ROT（Rehabilitate, Own and Transfer；簡稱

ROT）等不同態樣（詳表 1），本文所稱 BOT係指促參法第 1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

者，屬「廣義」定義，合先敘明。 

                                                 
致使無法真正落實公、私部門協力之精髓。 

17 陳宏榮指出：民間參與係指「民間以其資金與管理能力，投入公共建設，以協助政府分擔建
造或營運其特定風險之作法」，可資參照，詳氏著（2001），BOT 公共工程專案之投融資及風險
評估程序，交通大學經營管理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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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促參法所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類型 

類型 意涵及執行方式 促參法第 8條第 1項 

BOT Build, Operate and Transfer：由民間負責
籌建，經過一段特許營運期之後，再將產

權移轉給政府，業者除負擔建造費用外，

尚須承擔營運風險，成本完全由民間負

擔。 

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營運

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

政府（第 1款）。 

BTO Build, Transfer and Operate：一般而言分
成二種，一種是指公有民營或公辦民營的

方式，政府就現有公共設施以合約委託或

出租等方式給民間經營；另一種是由政府

編列預算，民間參與規劃興建，最後以合

約方式委託或出租與民間業者經營。 

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

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營

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

府（第 2 款）。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
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

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該民間機構

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

政府（第 3款）。 

ROT Rehabilitate, Operate and Transfer：應用在
整建、擴建或修復既有公共建設，並委託

民間於特許時間進行營運，特許期滿將營

運權移轉政府。 

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

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

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

運權歸還政府（第 4款）。 

OT Operate and Transfer：政府藉助民間營運
能力及資源，將以建設完成之公共設施委

託民間投資營運一部或全部，以作最有效

率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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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款）。 

BOO Build, Operate and Own：此即完全的民營
化，由民間業者投資興建、擁有並營運公

共建設，無限期的負責營運，無須於特許

期間結束後移轉資產給政府。 

為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投資新

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託

第三人營運（第 6款）。 

BOOT Build, Operate, Own and Transfer：通常
BOOT 有二種，於移轉之前，民間業者擁
有所有權，於營運期結束後再有償移轉給

政府；另一種是相關特許物業的經營權，

並以 BOOT方式經營之。 

BO Build and Operate：由民間業者負責工程
的整體與細部設計，並在雙方合約協議之

下，由民間業者負營運與維修之責。 

BT Build- Transfer：由民間負責興建政府核
定之計畫，完工後將設施移轉給政府，政

府則於完工後或施工期間，編列預算分年

償還。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式 
（第 7款）。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由表 1 可知，目前學界所泛稱之 BOT，其實施方式至少包括 BOT、BOOT、

BTO、ROT、OT、BOO、BO、BT 等 8 種不同態樣，綜之，其主要的核心仍是由

「興建」、「營運」與「移轉」這 3 個元素所組成，申言之，其合作模示係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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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民間力量與資金以進行公共建設之「興建」，由於民間參與者不可能白白投入

資金而不求「報酬」，因此政府勢必允諾其於一定時間得以「營運」所完成之公共

建設，以作為回收成本之方式，但在特許（concession）期間結束後，民間機構必須

將公共建設的營運權及所有權「移轉」給政府，如此即構成了「興建、營運與移

轉」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基本架構。設若根據合作之「事業主體」及「特性方式」

作為基準，則尚可細分為 BOOT、ROT 以及 OT 等方式，惟如前揭所述，公、私協

力模式均係圍繞於興建、營運及移轉此三概念上，根據公共建設之特性，形成不同

之合作「組合」（態樣），茲不贅述。 

參、現行法令分析：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為中心 

此處本文依據撰寫意旨以及限於篇幅，擬僅分析「民間參與類型」與「風險分

擔」，茲分述如次： 

一、民間參與類型 

(一) 參與類型分析 

如上文所述，在「公私協力」之理論基礎上，公私協力模式常因公共建設之特

性而有不同，本文乃先將其「類型化」以利分析（詳表 1）18，由表 1得知，我國促

參法第 8 條第 1 項中所列舉民間參與類型，可謂包羅萬象，應係已符合國際潮流，

雖然促參法僅 57 條文（詳註 1），亦僅為原則性規範，惟因涉及諸多專業事務，其

相關子法已有 17 項之多 19，且陸續增加中，核其內容涵蓋了土地出租、用地開發、

                                                      
18 關於公私協力運用於我國相關公共建設上之法制分析可參陳明燦（2001），「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之法制分析：以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為中心」，台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49 期，123-
154。 

19 依據促參法所訂定的子法計有下列 17 項：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根
據促參法第 3 條授權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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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促參法第 15條授權訂定）、重大公共建設所需用地之開發、處理及被徵收土所有權人領回
土、建築物之折算基準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17條授權訂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使用土地上空或
地下處理及審核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18條授權訂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區段徵收取得土地處理
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19條授權訂定）、民間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毗鄰地區禁建限建辦法（根據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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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負與投資抵減等相關注意事項及辦法等，對於民間參與誘因之提升，可謂不遺餘

力，此外，工程會亦本於主管機關研擬相關協調、列管措施以及獎勵方案 20，就地

方政府而言，其主管機關亦針對專業人才不足以製作相關作業手冊方式提供協助

21，企圖藉由完善政策與法規制定，以提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誘因。 

(二) 參與者分析 

如上文所述，整個 BOT 公私協力之內容甚為複雜，其參與者之間往往且環環

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 22，茲謹依據圖 2 將其運作過程中之相關參與者分述如下：

(一) 公部門方面：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等；(二) 私部門方面：主要以民間特許

公司（concession company）為主，尚包含其下游的承包商、供應商及相關的工程顧

問公司，以及民間特許公司本身的投資人與股東，須注意者，尚有第三方（金融機

構）之參與，因其關係到民間特許公司的資金來源，對整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

具關鍵性之影響，另外還有分擔風險的保險公司、產品購買商以及廣大的使用大眾

等。因為民間特許公司是興建營運移轉計畫之直接操作主體，故整個計畫架構是以

其為核心，並以特許契（合）約（concession contract）此一特殊機制取得與政府機

構極為「緊密」之關聯性，於此契約中將載明雙方合作的履約內容與各項權義規 

                                                 
法第 22 條授權訂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附屬事業使用容許之項目（根據促參法第 27 條授權訂
定）、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適用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36 條授權訂
定）、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37條授權訂定）、民間參與
重大公共建設進口貨物免徵及分期繳納關稅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38條授權訂定）、民間機構參與
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39條授權訂定）、民間機構參與重大
公共建設營利事業股東適用投資抵減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40條授權訂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
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44條授權訂定）、主辦機關審核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
公共建設案件注意事項（根據促參法第 46條授權訂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爭議
處理規則（根據促參法第 47 條授權訂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接管營運辦法（根據促參法第 53
條授權訂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行細則（根據促參法第 56條授權訂定）。 

20 依促參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工程會為該法之主管機關，同條第 2 項規定：主辦機關係指主
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之機關，在中央與地方層級分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之，惟於一

定要件下得委託其他單位執行之。 
21 以花蓮縣為例，花蓮縣政府於 2003 年協同花蓮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共同研擬「投資於花
蓮縣相關優惠措施」，經由稅賦（如地價稅等）減免、優惠貸款以及租金減免等方式（頁 6 以
下），冀望能提高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誘因，他縣亦然，茲不贅述。 

22 有關 BOT 參與者之論述甚多，詳參陳煌銘（1999），「論 BOT 計畫之投資與風險管理策
略」，公營事業評論，第 1卷第 2期，19-49。或 David (1995), “The BOT option,” Energy Policy, 
23: 671，茲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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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BOT 公私協力下相關參與者（圓圈表計畫參與者）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煌銘（見註 22），頁 22 

範，而特許公司再根據事業特性與下游公司簽訂興建合約、服務契約、採購合約或

營運合約等，以專業分工的方式執行該項建設計畫，雖然特許公司可根據特許合約

再以轉包的方式交由下游廠商執行實際工作，但特許公司仍必須直接承擔責任，並

負責整個計畫之成敗。 

茲值一言者，前揭「特許契約」23 可謂上文「公私協力」之體現，其內容對民

間業者與政府至為重要，至其法律性質為何？更是雙方關注焦點，質言之，究屬

「公法（行政）契約」抑或「私法契約」係關乎後續之救濟方式，應有探究之必

要，就相關學說而言，晚近似以「新主體說」以及「修正新主體說」為判定公、私

法之主要基準 24，但本文認為似應參採其他學說並經綜合判定後以為斷。就實務見

                                                      
23 又稱「投資契約」，促參法第 12條第 1項參照。 
24 (一) 主體說：以法律關係之主體區分，如果法律關係雙方當事人是私人，則為私法行為；若
法律關係雙方當事人一方是國家，則為公法行為；(二) 利益說：若國家行政行為所保護之利益為
公益，則為公法行為；若為私益，則為私法行為；(三) 權力說：若法律關係雙方當事人地位是上
下權力服從關係，則為公法行為；若為平等關係，則為私法行為；(四) 新主體說：以法律關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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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論，其判定基準亦均有不同 25，本文認為似應依據個案條件再予以判定較妥

26。基本上，特許契約內容主要包括「投資」、「興建」以及「營運」三項契約，

具體而言，其內容主要涉及土地徵收、利息補貼、以及特許權授與等，依上述判斷

學說與原則，若將特許合約認為係公法契約者，固非無見。惟反對者認為，若將特

許合約解釋為公法契約，可能或擴大政府以「公益」而介入之空間，恐與 BOT 之

原意不符，而認為應採私法契約說。本文以為：根據促參法第 12 條第 1 項：「主

辦機關與民間機構之權利義務，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投資契約之約定；契約無約

定者，適用民事法相關之規定。」，此已明定特許合約屬於民事契約之性質，第 2

項復規定：「投資契約之訂定，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其履行，應

依誠實及信用之方法。」，藉以反映主辦機關（政府）與民間機構間之平等合作的

夥伴關係，於是，似應可將 BOT 特許合約解釋為私法契約。再者，若定性為「公

法契約」，則與促參法所規定投資契約應記載事項「爭議處理及仲裁條款」及工程

會所公布「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之研議」所載爭議處理方式

相互違背。更重要者，如前所述，由於 BOT 模式興建公共工程主要著眼點是在於

借重民間企業的資金及經營效率，若將特許契約解為行政契約，則可能擴大政府的

介入空間，將與 BOT 模式的原意不合。故本文認為投資契約應採「私法契約」說

為宜，但在現行法規的許可範圍內，應仍允許主管或主辦機關以公共利益之理由介

入，例如，強制接管以及因政府政策變更而終止合約等，以體現公共建設所具有之

                                                 
主體為區別標準。當某一法律關係只有國家始得為主體（可履行此法律關係之要件，而成為法律

關係之當事人）時，則為公法；若一般私人亦可符合此法律關係之要件，成為法律關係之當事

人，則為私法行為；以及 (五) 係對新主體說之修正。依此說，國家必須不是以國庫行為之姿態出
現而成為法律關係唯一當事人時，始為公法行為。 

25 即以大法官對土地法之相關解釋為例列舉如次：因公地放領之撤銷或解除所生爭執者為私法
事件（釋字 89號解釋）；耕地之徵收與放領：為公法事件（釋字 115號解釋）；依三七五減租條
例所為之耕地准否收回之核定與調處：為公法事件（釋字 128 號解釋）；出售出租公有財產：為
私法上契約行為（釋字 448 號解釋；農田水利會所屬水利小組成員間之掌水費及小給水路、小排
水路之養護歲修費：為私法事件（釋字 518 號解釋）；以及國民住宅之出租、出售、貸款自建、
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及違約執行：為私法事件（釋字 540號解釋）。 

26 依目前之實務見解，於行政契約之判斷，首須契約之一造為代表行政主體之機關，其次，凡
行政主體與私人締約，其約定內容亦即所謂契約標的，有下列四者之一時，即認定其為行政契

約：(一) 作為實施公法法規之手段者，質言之，因執行公法法規，行政機關本應作成行政處分，
而以契約代替，(二) 約定之內容係行政機關負有作成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之義務者，(三)
約定內容涉及人民公法上權益或義務者，(四) 約定事項中列有顯然偏袒行政機關一方或使其取得
較人民一方優勢之地位者。因此，實務上似採標的理論與目的理論綜合判斷原則，詳參，吳庚，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 533號解釋之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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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色彩（詳下述）。 

由於一個興建營運移轉計畫往往涉及龐大的資金投入，民間特許公司恐怕無法

單獨承受，且以一般之財務槓桿原理觀之，融資模式亦符合民間企業逐利與創造金

錢效用之目標，故以計畫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簽訂融資合約在整個 BOT 計畫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並關涉整個計畫之成敗。綜之，由圖 2 可看出：特許計畫的

每一參與者與特許公司之間均存有合約或協議關係，而整個 BOT 計畫即是建構於

特許公司之上，並與相關單位進行一系列相關合約及協議簽訂，構築成複雜且綿密

網絡，所有參與者間之關係，可謂極為密切。 

二、民間參與計畫之風險分析：以 BOT 為例 

茲將 BOT 下公、私部門之相關風險（risk）或「不確定性」（uncertainty）分

析如次： 

(一) 公部門方面：主要包括 1. 土地取得 27：土地取得為一切公共建設之本，我國由

於地狹人稠，兼以人民土地財產權觀念濃厚，私人土地取得實屬不易，是以公

部門多站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立場予以「曉以大義」，若否，乃以「土

地徵收」公權力介入以取得，然於實務上，如此作為能否如期取得土地，仍是

充滿風險；2. 民眾抗爭：民眾運動在民主國家屢見不鮮，例如在公共建設計畫

（草案）之公告期間，或是前揭之土地徵收，都有可能引發民眾抗爭，若無法

妥予處理，則往往演變成「曠日廢時」之局面，對整個公共建設常產生「延

宕」，提高 BOT之風險；3. 天災等不可抗力；以及 4. 政治風險等。 

(二) 私部門方面：對民間投資者而言，BOT 計畫因為投資回收期長，故風險亦大，

一般而言，其最大風險往往出現於計畫之興建與初期營運階段（陳煌銘，

1999：33-34），茲分述如下：1. 規劃、投標階段（興建前）風險：此階段風險

主要為從備標、經標階段到取得計畫之特許授權，往往需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

                                                      
27 須指出者，促參法自施行以來，工程會乃依該法第 46 條訂頒「主辦機關審核民間自行規劃申
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見註 19」，並就民間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區分為「民間」自行具備土地案件以及「政府」提供土地兩大類，足見「土地取得」並非全由

「政府」提供，此透露出土地取得困難以及民間參與態樣之多元化，得參吳淑青（2003），「主
辦機關審核民間自行規劃申請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注意事項簡介」，萬國法律，第 129期，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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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投資者需要在此時期投入一定額度之資金，以從事先期評估與規劃作

業，方能從競爭過程中脫穎而出，並得到特許權；2. 興建階段風險：此階段風

險始於計畫正式動工，因為興建期需要投入大量資金以作為用地收購、購買機

具材料以及工程施工之用，且因為未開始營運，故計畫暫時只有支出未有任何

收入，此階段隨著貸款金額的不斷投入，風險隨之增加，在計畫完工時風險接

近或達到最高點；3. 營運階段風險：此階段風險表現在生產、市場等一些因素

上，因為在營運階段若無法達到原定的產能或是服務水準，即表示原先預期的

現金流量（cash flow）分析不正確，將引致損失；以及 4. 移轉階段風險：因為

BOT 等民間參與計畫於特許期屆滿之後，若無法繼續經營，必須將資產移轉給

政府，而計畫風險亦同步隨之移轉，此階段風險集中在移轉方式上（例如經營

權、股產的移轉及員工的安置等）。 

針對上述公、私部門所承擔之風險，兩者間應如何移轉始符合「最適化」，關

涉其「誘因」，誠屬重要因子28，茲以圖 3 說明如次：如圖 3 所示，以往傳統型的

公、私部門合作計畫 29，因風險轉移予私部門之「程度」不夠（如僅位於圖中之 A

點），多由政府承擔，很難迫使該計畫具有效率（亦即 Value For Money；簡稱

VFM 僅到達 B 點），是以必須「增加」私部門之風險「承受度」，才可能提高其

VFM（亦即公部門將風險由原本 A 點移往 A’點，同時 VFM 從 B 點增為 B’點），

但是若風險移轉予私部門之「程度」過當（例如從 A’點轉為 a 點，則 VFM 反而由

B’降至 b），其計畫反而會因此而導致失敗，公、私部門實不得不慎。 

最後，由於「融資」風險為影響 BOT 成敗之主因，是以本文擬特論述之，茲

先說明 BOT之融資架構，再論述其風險內涵： 

1. BOT 融資架構 30： 

由圖 4 可知：BOT 計畫中之專案融資 31，主要關係是由發起人（sponsor；亦即 

                                                      
28 有關風險移轉與最適化原則，詳參吳坤平（2000），地方基礎建設民間財源籌措可行性之研
究，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29 此處指的是政府或主辦機關以傳統方式進行公共建設，例如由公部門自行興建經營或直接招
商以傳統外包等方式進行，茲不贅述。 

30 詳參黃世傑（2003），「財務問題是 BOT 成敗的關鍵」，工程雙月刊，第 76 卷第 2 期，
102-106；黃時中（2003），「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與專案融資」，萬國法律，第 129 期，12-15；
黃世鑫（2000），「BOT 之解析與釋疑-公用事業之商品化」，華信金融季刊，第 3 期，51-71；
以及尹章華（1998），獎參條例與 BOT，漢興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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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VFM 與風險移轉之關係 
資料來源：修改自吳坤平（見註 28），38 

 

 

   

 

 

 

 

 

  

 

  

 

 

圖 4  BOT 下專案融資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黃世傑（見註 30），3 

                                                 
31 所謂「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又名「計畫型融資」，其定義泛指：為某一特定經濟
個體所提供之資金協助，融資者於融資時能以該個體之現金流量或收入作為還款來源（或擔保

品），與一般傳統融資側重於「擔保品」之作法，大不相同，在整個 BOT計畫實施中扮演極為重
要角色，不可忽視，詳參徐子光（1999），「當前國內公共投資的問題與對策」，經濟情勢暨評
論，第 5 卷第 1 期，11-124；徐守德（1998），「專案融資簡介」，台北銀行月刊，第 28 卷第
11 期，47-54；以及朱麗容（1999），「從法律觀點談 BOT 計畫之專案融資」，收於王仁宏教授
六十歲生日祝賀論文集（商事法暨財經法論文集），41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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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公司）以及貸放金融機構二者所組成，其投資母公司係指依據專案計畫特許權

利所成立之特許公司，目的是在執行整個 BOT 計畫，在特許公司確定取得議約權

利之後，便向融資機構提出專案融資的財務計畫書，而融資機構基於專案融資的還

款特性，審慎評估計畫的現金流量、收益以及報酬率等準則，並參酌融資風險評估

結果，據以作成是否貸放。而投資母公司可依據計畫之不同而為一個或多個投資主

體，融資機構亦可為單一或是多家銀行之聯貸方式。須指出者，特許公司雖然承受

其投資母公司的資金，但其權利係為單獨存在，亦即其與融資機構間所簽訂之融資

合約及其事業主體，將不包括投資母公司在內，此為前揭「專案融資」之特性，申

言之，若 BOT 計畫不幸失敗，融資機構所能主張權利僅係「無追索權」（Non-

Recourse；實務上少見）或者「有限追索權」（Limited-Recourse），亦即只能針對

特許公司進行追索，而無法對其投資母公司為主張追索權利，併予敘明 32。 

2. BOT 融資風險分析： 

由於 BOT 計畫係以專案融資作為主要方式，而不以信用評比結果為融資與否

之依據，故融資機構所面臨的融資風險比一般傳統融資方式為高，茲謹依據計畫實

施之不同階段，簡述其融資風險如次：1.興建初期及興建階段：其風險來源主要係

因特許公司對（成本）預估不足而形成成本超支，或計畫因故延宕而生損失，一般

而言，此階段之融資風險最高；2.營運階段：其風險來源主要係因特許公司的營運

狀況不佳或營收不如預期，進而影響到特許公司對融資機構的償債時程與能力；以

及 3.移轉階段：由於整個融資計畫已近尾聲，此時較不容易產生預料外之風險。特

許公司於面臨專案融資風險時，除須建立一套完善融資評估制度外，執行人員之專

案融資專業知識與建立良善制度，亦屬不可或缺，此外，如何善用風險分配相關原

則，更是重要因素33。 

綜上所述，本文擬將 BOT 計畫執行過程中，其相關風險之理想分配機制（風

險項目與承受對象）整理如表 2，茲簡述如次：以特許公司（發起人）以及融資機

                                                      
32 有關「無追索權」（Non-Recourse）或者「有限追索權」之定義，詳參孫吉甯（2000），

BOT與計畫評估模型之初步分析─以台灣高速鐵路為例，中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論文，17。 
33 對此學者宋明哲謂：1. 分配之單位最有獲利機會；2. 最能控制該風險之單位上；3. 風險應分

配於最能提升其效率之單位上；4. 風險應分配於經濟上最能承擔該風險之單位上；以及 5. 應以程
序方式以確認所欲分配之風險能確如預期，可資參照，詳參氏著（1992），風險管理，五南圖書

公司，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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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放款人）而言，其所承擔之主要風險為：工期延宕、成本超支、利率風險、匯

率變動、營收不足、以及 BOT 計畫失敗等項目，證諸實務，此亦為民間機構展現

其承擔與處理風險之焦點所在，其餘如用地交付遲延以及政策、法規變動等所生風

險，理應由公部門承擔，則殆無疑義。 

表 2  我國 BOT 計畫下之風險理想配置機制 

風險項目 政府 
特許 

公司 
承包商 供應商

營運維修

公司 

融資 

機構 

保險 

公司 

用地交付遲延 ●       

民眾抗爭 ● ○     ● 

工期延宕
★  ● ●    ○ 

成本超支
★ ○ ○ ● ●  ●  

原料供應  ○ ○ ●    

利率風險
★  ●    ○  

匯率變動
★  ● ○ ○ ○ ○  

營收不足
★  ●   ● ○  

BOT 失敗
★★ ● ● ○   ●  

政策、法規變動 ●      ○ 

不可抗力 ● ○     ● 

註：● 表承擔主要責任； 

○ 表承擔次要責任； 
★  表特許公司或融資機構為主要風險承擔者之項目。 
★★ 表特許公司及融資機構共同為主要風險承擔者之項目。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肆、相關問題分析： 
以桃園航空貨運園區 BOT 計畫案為例 

本文依上所述，乃針對「桃園航空貨運園區 BOT 案」（以下簡稱貨運園區

案），基於公私協理論並以「財務融資」與「計畫風險」兩層面為觀點予以分析，

以作為促參法未來修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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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分析 

「桃園航空貨運園區 BOT 案」係交通部民航局為配合政府推動全球運籌發展

計畫之重要計畫34，由於所需資金龐大（詳表 3），其性質亦合於促參法之宗旨，於

是，工程委員乃促參法規定將之列為重大建設項目並以 BOT 方式進民間行招商

（詳表 3以及圖 5）35，為此，桃園縣政府乃於民國 87年 2月 17日發布實施「桃園

航空貨運園區暨客運園區 (大園南港地區) 特定區計畫」36，旋即進行區段徵收作業

以及興建等相關公共工程，並以 BOT 方式進行民間招商，綜之，該計畫案於民國

92 年 5 月 30 日與民間特許廠商（遠翔航空貨運園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翔

公司）簽訂興建營運契約，茲謹將貨運園區案之辦理進度與作業內容簡述如下： 

表 3  我國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案之基本資料 

項   目 主  要  內  容 

計畫名稱 推動民間參與桃園航空貨運園區建設計畫 

政府主辦機關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園區總面積 45.02 公頃（實際約為 34.4 公頃） 

特許權期限 契約簽訂日起算 50 年 

履約期間 92 年 5 月 30 日～142 年 5 月 30 日 

計畫金額 213 億元 

民間投資金額 168 億元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1. 辦理區段徵收作業（88 年 4 月迄今）：係由桃園縣政府以跨區區段徵收方式

辦理本貨運園區內相關用地之取得，並積極與原地主、交通部、內政部、以及桃園

縣政府相關單位，辦理協調抵價地發還比例、區段徵收範圍、以及補償費發放原則 

                                                      
34 本案所稱「貨運園區」係指：為調整航空貨運相關服務業及提供從事境外航運中心使用之產

業環境，強化國際競爭力，提供航空貨物運輸、倉儲、承攬、報關、快遞、保稅、加工、製造、

配銷、發貨、加值作業、貿易、組裝、研究發展、諮詢、技術服務、裝卸及修配等事業使用。 
35 有關本案先期計畫相關資料詳參：交通部民航局（2003），徵求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桃園航

空貨運園區建設計畫先期計畫成果報告書。以及陳天賜等（2003），「民間參與桃園貨運園區

BOT 計畫案之執行經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資料（www.pcc.gov.tw），茲不贅述。 
36 詳參桃園縣政府 87 府工都字第 2555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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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我國桃園航空貨運園區案位置圖 

資料來源：陳天賜等（見註 35），2。 

等事項，最後，貨運園區案內土地已於民國 90 年 5 月全部徵收完竣並登記為國

有，以供建設之用；2. 選聘招商總顧問（90 年 3 月～90 年 6 月）：依政府採購法

規定，選聘招商總顧問，協助辦理民間參與可行性研究、先期規劃及後續招商甄審

作業，並於民國 90 年 6 月 6 日簽訂顧問服務合約；3. 可行性研究及先期規劃（90

年 6 月～90 年 11 月；詳註 35）：為使貨運園區開發內容能符合未來的發展需求，

並且提高市場接受度以及計畫可行性，本計畫於可行性研究初期即針對航空貨運

業、高科技相關產業及物流業者進行訪談，務使計畫內容能掌握產業及市場發展情

況，並據以作為規範公私部門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利後續推動；4. 研擬招商文件

（90 年 11 月～91 年 4 月）：於先期規劃完成之後，主辦機關民航局即成立招商文

件研擬小組，以密集方式討論招商顧問所研擬之申請須知與興建營運契約條文，同

時參酌過去推動民間參與案件之經驗及契約規範內容，並針對本計畫之特色（如開

發方式、開發項目、經營型態等），研議配套機制，以明確規範申請人資格及契約

貨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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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5. 發布投資資訊（90 年 11 月～92 年 4 月）：本案可行性評

估研究完成後，主辦機關乃於民國 90 年 11 月 2 日舉辦第一次招商說明會，茲不贅

述；6. 公告招商（91年 5月 16日～91年 09月 12日）：公告招商訊息除登錄於主

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公告系統以及依法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外，亦於民

航局網站置放中英文公告文件，俾供全球投資人知悉此招商訊息；7. 甄審作業（91

年 9 月～91 年 10 月）：依相關規定，申請人須一次備齊所有文件以提出申請，由

計畫甄審委員會辦理資格預審及綜合評審作業，最後於民國 91 年 10 月 29 日評定

遠翔公司為本計畫最優申請人；8. 議約作業（91 年 11 月 7 日～91 年 11 月 26

日）：依申請須知所規定之議約原則，由公私部門雙方進行議約，並於 20 天內順

利完成議約。9. 簽訂興建營運契約（92年 5月 30日）37：由最優申請人籌設特許公

司（亦即遠翔公司）完成設立登記，政府與特許公司雙方並於民國 92 年 5 月 30 日

簽訂興建營運契約。10. 執行興建營運契約（92年 5月 30日迄今）：依興建營運契

約之規定，用地交付須於簽約後 30 日內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須於用地交付後 30

日內辦理之，民航局已於民國 92年 6月 23日辦理用地交付完竣，民國 92年 7月 9

日完成地上權設定登記，遠翔公司取得園區 50年之興建營運年期（至民國 142年 5

月 30日止），其投資金額達 168億元（詳表 3），綜之，本案目前刻正由遠翔公司

依契約進行興建中。茲依據本文之訪談得知 38：本計畫案迄至民國 92年 9月為止，

雖有少許進度落後，但基本上，其落差度不大（僅−0.16%），並不影響整個 BOT

計畫之進行。 

二、財務融資分析 

就本貨運園區計畫案之財務可行性評估方面，依相關數據顯示：民間投資自償

                                                      
37 促參法第 11 條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應依個案特性，記載下列事項：
一、公共建設之規劃、興建、營運及移轉；二、權利金及費用之負擔；三、費率及費率變更；

四、營運期間屆滿之續約；五、風險分擔；六、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七、稽核

及工程控管；八、爭議處理及仲裁條款；以及九、其他約定事項。本貨運園區案之投資契約亦是

遵循前揭規定辦理，詳參交通部民航局（2003），桃園航空貨運園區興建營運契約（草案），1-
48，茲值一言者，由於本文經多次與遠翔公司洽商後仍無法取得前揭投資契約之「正本」版本，
但經相關人員告知，「正本」與「草案」版本內容一致，故乃以後者代替之，合先陳明。 

38 本文曾於 93.5.17 以及 93.5.18 先後訪問遠翔公司財務室與交通部民航局開發中心，前者訪問
重點旨在本案之財務融資相關問題以及解決對策，後者則偏重於主管機關對遠翔公司財務問題之

協助以及其他問題，惟因篇幅限制，其訪談內容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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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為百分之 133% 39，故可完全自償，政府不僅無須額外出資補助，亦可排除促

參法第 29 條（非自償部分之補貼）之適用，此外，依前揭本案興建營運契約（見

註 33）可知總經費約為 213 億元，民間投資金額達 168 億元，政府僅須投資 45 億

元以取得土地（經由區段徵收方式為之）以及用於聯外道路與橋樑之興建，整體而

言，本案係屬財務本質良好且高自償率之 BOT 案，遠翔公司除需要自行尋求融資

機構取得資金之外 40，民航局亦採相關措施以利遠翔公司進行財務融資，茲說明如

下：(一) 權利金的繳付：為了減輕興建初期民間之資金負擔，權利金自第一期興建

完成正式營運後開始繳付，以「年度權利金」方式，並依「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

之進出口貿易總值年增率為權利金調整指數，另為降低民間機構風險，每年權利金

之調漲或調降上、下限為百分之十，每三年由公私雙方檢討之；(二) 政府協助遠翔

公司申請中、長期資金貸款 41；以及 (三) 遠翔公司（再）融資：遠翔公司得視融資

需要，將因興建營運取得之營運資產、設備設定負擔予融資機構或其指定之第三

人，以進行相關融資42。 

基本上，在專案融資架構下之資金來源主要為：商業銀行資金、保險業資金、

經建會中長期資金，行政院開發基金、國際性開發機構、以及國外出口信貸機構

等，遠翔公司係以專案融資為主，故亦不例外，惟均須符合一定「評估準則」要件

下，始可申請融資貸款43，此外，一般而言，政治安定性、法令周延性、主辦單位

心態、金融機構辦理專案容經驗（此點最為欠缺）、以及政策一貫性，均屬重要影

響因子，自不待言。又，租稅優惠相關規定對遠翔公司亦影響甚大，其內容包括：

(一) 政府協助辦理租稅優惠 44；(二) 政府提供土地租金優惠 45；以及 (三) 民間機構

所興建設施，特許期限內之土地稅捐係由政府負擔 46。茲簡述如下：首先就租稅優

                                                      
39 依據民航局的評估，本案全區由民間投資興建，總工程經費約 115 億元，自有資金籌措達 57
億餘元，其民間自償率的計算原則為：假設航空貨運站相關業務由民間機構自行經營，加值廠房

則出租第三人營運，經過試算得到該數據。 
40 民間機構本就應自行籌措投資建設所需資金，在 BOT 特許契約中，通常民間係以提出已取得
相關融資證明文件為之，詳參交通部民航局，前揭書（見註 37），第 3.4.1部分。 

41 詳參交通部民航局，前揭書，（見註 37），第 3.2.3.6部分。 
42 詳參交通部民航局，前揭書，（見註 37），第 9.1部分。 
43 專案融資之評估準則包括財務良好、所生產產品具市場性、以及合資契約可行等，詳參黃時

中（見註 30），頁 17。 
44 詳參交通部民航局，前揭書，（見註 37），第 3.2.3.7部分。 
45 詳參交通部民航局，前揭書，（見註 37），第 3.2.4.1部分。 
46 詳參交通部民航局，前揭書，（見註 37），第 5.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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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方面：主（辦）管機關可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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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租金優惠辦法：見註 19）相關規定，就本案「興建期」

與「營運期」之基地分別計收租金，亦即：「興建期」之租金計算範圍僅以領有建

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為準，於是，遠翔公司毋須就未開發使用之基地繳納租金，以

減輕負擔。其次，對土地租金之計價方面亦採優惠原則，蓋依租金優惠辦法相關規

定，國有出租基地（本案屬之）租金計收標準係以 6 折計收，租金偏低，茲以「地

價稅」為例，由於本案用地因屬工業用地，依土地稅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

定，於興建期間之地價稅率僅為 1%，由於基地本身價格（公告地價）不高，故遠

翔公司之地價稅負應不致過高。最後，就其他稅賦減免方面，茲以營利事業所得稅

為例，依促參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本案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免納 5 年，同法第 37

條第 1 項復規定，（本案）遠翔公司對興建營運設備之支出金額之 5%至 20%額度

內，得抵減當年度應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此外，其他諸如房屋稅、公共設施維

護費以及其他營業成本與費用等，遠翔公司均可依法減免之。 

三、計畫風險分析 

就政府辦理及協助民間業者事項中 47，可發現本貨運園區案於實施過程中，已

充分體現公私協力之精髓，此應合於促參法之立法意旨，公、私兩部門可謂已展現

「政府最大審慎」以及「民間最大參與」之精神，雖說如此，本案民間參與誘因究

竟是否合理？公部門如何於「圖利他人」與「為民興利」之間合理拿捏？均尚待進

一步分析，惟本文基於前述（詳圖 3 與表 2），本案之風險理想分配應如表 4 所

示，茲簡述如下：首先就公部門所應承擔之「用地交付遲延」與「民眾抗爭」方

面，由於區段徵收業已順利完成，本兩項風險應不構成問題，但就「不可抗力」與

「政策、法規變動」風險而言，理論上應由政府承擔（詳表 2），但證諸實際發現

                                                      
47 根據「徵求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桃園航空貨運園區建設計畫先期計畫成果報告書」（見註

35）之內容，政府辦理事項包括：1. 用地交付、2. 辦理必要的公共設施興建工程、3. 興建機坪專

用道橋樑、4. 監督管理；政府協助事項有：1. 協助用電等相關公用設備申請、2. 因施工需要使用

公共設施用地時之協調、3. 協助辦理引進產業深層加值之都市計畫變更作業、4. 協助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審議、5. 協助辦理環境影響評估、6. 協助取得相關證照、7. 協助申請中長期貸款、8. 協助
辦理租稅優惠、9. 推動貨運園區關務作業簡化、10. 推動開放貨運園區內輸入大陸貨品之管制、11.
協助放寬物流加值作業以大型機具自動化處理、以及 12. 辦理園區設置服務設施之度是計畫變更

作業，所包括範圍與項目實屬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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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如此48，此應有違國際上辦理 BOT 計畫之常規。如前所述，本案係由政府主導

下之重要 BOT 計畫，具濃厚之「政策性」色彩，然於合資契約中卻明定「因政府

政策改變，甲方(政府)得終止本契約」49，惟須指出者，此終止契約係因可歸責於

「政府」事由者，則其應負較重之（補償）責任，乃事所當然（詳後述）。再者，

本案民航局與遠翔公司簽訂合資契約時，雖謂「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尚未

完成立法，由於此法對遠翔公司甚為重要，但嗣後民航局似亦無簽訂追加「保證」

條款，故本文認為本案之政策、法規變動風險主要係由遠翔公司承擔，此似有違公

私協力原則。本文以為政策法規變動此一不可抗力所生風險，理應由政府部門承擔

（因屬重大公共建設），否則並不合於公私協力之旨意。 

表 4  貨運園區案之理想風險分配概況 

風險項目 政 府 特許公司 

用地交付遲延 ●  

民眾抗爭 ●  

工期延宕  ● 

利率/匯率風險  ● 

營收不足  ● 

BOT 失敗 ○ ● 

政策、法規變動 ○ ● 

不可抗力 ○ ● 

註：●表承擔主要責任； 

○表承擔次要責任；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若干建議：代結論 

本文基於前述公私協力理論，並藉由桃園貨運園區案例予以分析，由於未來我

國民間所參與公共建設之經費將更為龐大，其所生問題本質亦將更形複雜，在法治

國者如我國之情形下，完善之相關法制應甚為重要，故本文謹以現行促參法相關規

                                                      
48 詳參交通部民航局，前揭書，（見註 37），第 3.2.2及 3.2.3部分。 
49 詳參交通部民航局，前揭書，（見註 37），第 14.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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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基礎，論述下述相關議題，冀以凸顯其問題所在，並提出若干建議，以作為本

文之結論以及供作未來促參法之修正參考，茲簡述如次：  

一、專案融資屬較新概念，相關配套措施（尤指責任分派機制）

尚待建構 

如前所述，民間參與大型公共建設所需經費龐大，往往須仰賴金融機構之融

資，「專案融資」乃應運而生，問題是：相較於一般傳統融資，專案融資具諸多特

性（定義詳註 31），例如其合約協商與投資酬回收期間較長，先期投資成本高，除

一般傳統之擔保品外，其相關合約厥為是否取得融資之關鍵所在（包括特許合約中

之完工與開始營運時程、專案收入、特許權終止、移轉方式與價金、以及融資機構

權益保障等），申言之，專案融資並非以計畫發起人信用好壞與資產保證作為決定

融資與否之準則，而是以該計畫未來之現金流量以及預期營收作為融資貸款額償付

之資金來源，於是，專案融資之計畫本身條件以及其未來可能的表現將會影響到整

個融資計畫之財務可行性，在此特性下，民間業者及金融機構間之關係極為密切，

且必須要有共同承擔合理風險之心理準備。綜之，專案融資在實際施行上有其困難

點，正因為專案融資的設計旨在突破傳統融資之束縛（亦即無抵押品或抵押不

足），一般而言，公共建設 BOT 計畫下之籌措資金，通常是採用高負債比的融資

方式進行，亦即發起人股權投資約僅為 20%～35% 間，負債比多介於 65%～80% 之

間，於是，此無疑意味著要由聯貸金融機構承擔絕大部分之融資風險 50，應不符公

平原則。除非融資計畫經融資單位評估結果確實可行，或者重新合理分派公私間之

風險（詳圖 3），否則即注定專案融資將走上失敗一途。茲以本桃園貨運園區案為

例，由訪談資料得知，遠翔公司本應於簽訂合資契約一年內（即 93 年 5 月 30 日

前；詳表 3 之「履約期間」）出具所取得之專案融協議書，惟卻向主辦機關申請展

延獲准（新融資契約之融資取得期限為 93年 8月 30日）51，足見專案融資並非如預

                                                      
50 兼以囿於法令限制（如國內一般商業銀行多以辦理短、中期信用為主），以及國內銀行業者

欠缺專業知識（尤指精確風險評估方面），多以個人直覺判定融資風險之大小，一旦決定對民間

業者進行融資，在專案融資制度設計下，無異須單獨承擔融資風險責任。 
51 雖是如此，民航局亦提出附帶條件，亦即遠翔公司不能因此影響貨運園區之整體開發時程，

申言之，遠翔公司不得以展延作為將來工程延宕之藉口，而必須於民國 94 年底如期完成貨運園區

第一期工程，足見合資契約簽訂之展延係屬權衡雙方利益下不得已之「權宜」措施，要不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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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般順利，實不得不慎 52。 

緣於上述，本文以為除須廣邀國外學者專家經由座談會等方式，以培養國內專

案融資專才外 53，相關單位似可注意以下幾點建議：1. 政府協助民間業者融資：亦

即協助民間業者向世界銀行或是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性開發機構、財務公司或投資

公司，爭取專案融資機會，此並可對國內融資機構或行庫產生示範效果，俾利民間

業者順利取得所需資金；2. 主辦機關提供公共建設最低營運量承諾：蓋鑑於金融機

構對專案融資之「裹足不前」，為提高其貸放誘因，對於「重大」公共建設且屬共

用事業者，主辦機關得視其計畫風險（詳表 4）以及預期投資報酬率等特性，提供

民間機構之「最低營運量」保證54，以怯除融資機構之疑慮；以及 3. 善用政府既有

融資管道：例如重新考慮政府各類基金，以協助特許公司取得長期低利貸款，或放

寬特許公司發行公司債或股票上市之審核標準等。 

如前所述，於專案融資制度機制中，國家、民間業者以及融資機關三者之關係

極為密切，限於篇幅，此處謹以國家所應負責任為例予以論述，首先，即為「介入

權（step-in rights）之介紹，按融資機構在 BOT 計畫中，扮演舉足輕重之角色，由

於公共工程資金需求龐大之特性，因此，如民間機構無法取得足額融資者，本計畫

常常會胎死腹中，甚至多數的 BOT 特許合約，係以取得融資為特許合約的生效要

件，其影響不言可喻。促參法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民間機構有第一項之情形者

（按，於 BOT 案興建或營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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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機構、保證人經主辦機關同意，於一定期限

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暫時接管該民間機構或繼續辦理興建、營

運。」，可謂「融資機構」得行使介入權之明文 55。事實上，一旦發生前開促參法

                                                 
整個 BOT計畫之進行。 

52 遠翔公司與民航局於簽約（亦即 92 年 5 月 30 日）前，僅有交通銀行承諾借款，目前亦是以

交通銀行為主要之融資對象，遠翔公司自有資金約為 10 億元，預計融資目標為 40 億元，此額度

已超過民航局對第一期應完成融資之要求，目前已到位資金約 20 多億元，由於本案屬「高自償

性」之公共建設，對融資方面應無問題，否則將產生其他問題。 
53 事實上，本文於訪談中發現：不僅遠翔公司對專案融資手法不熟，政府主辦單位之相關承辦

人員對其相關業務亦不熟捻。 
54 工程會刻正修正促參法（詳註 1），其修正草案第 49 條之 1 第 1 項明定：「民間機構參與之
重大公共建設屬共用事業者，主辦機關得視其計畫之市場風險及預期投資報酬等特性，提供民間

機構最低營運量之承諾。」，可資參照。惟應注意同法第 29條第 1項規定（非自償部分之補貼或

投資），以免產生「補貼或投資」重複情事，而有違公私協力平等互惠原則。 
55 按介入權之意義係指，當民間機構於 BOT 案興建或營運期間，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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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條規定第 1 項之事由致使完工遙遙無期或甚至中斷營運，相信並非人民、業

者及政府所樂見，因此，促參法於此處設計介入權之機制，使得與 BOT 案為生命

共同體之融資機構，可藉由行使介入權，而使整個 BOT 案得以繼續執行。此對特

許公司而言，可避面契約終止之損失，對於融資機構而言，其債權暫可獲得確保，

避免立即產生的重大損失，更重要者，對政府而言，可避免重新招標等花費之人物

力以及失去威信，將可使三方之損害暫時降至最低。此外，促參法第 53 條第 2 項

復規定：「依前條（按，第 52 條）第 1 項中止及前項停止其營運一部、全部或終

止投資契約時，主辦機關得採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該公共建設之營運。必要時，

並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此賦予主辦機關（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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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得強制接管之權限與法源依據，亦即國

家之「強制接管」責任也。此外，設若係歸責於政府事由，或者單方基於公益之需

而終止投資（專案融資）契約時，依學者王文宇之見解，國家不但須償還優先債權

（亦即民間業者對融資機構之借貸），尚須對民間業者因提前終止契約之一切損失

（例如原本可獲得之營運收入等）負償還責任，此亦為國家責任之重要一環 56。 

二、政府與民間對公共建設財務評估方法不一 

首先，政府與民間業者對公共建設「自償率」（能力）之估算方法並不一致，

蓋現行促參法（詳第 29 條第 1 項）或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 25 條第 1

項）所稱自償率，就民間參與者而言，係指投資以及獲得政府「獎勵後」之自償

率，於是，於其成本效益估算中，就「成本」而言，雖少了用地「取得成本」，但

卻多了諸如土地租金、權利金以及回饋金等項目。就政府而言，雖必須負擔用地

「取得成本」（例如經由「區段徵收」方式），但卻不必承擔土地租金、權利金以

及回饋金等負擔，如此一來，必定會影響雙方對前揭公共建設「自償率」（能力）

                                                 
品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時，依據特許合約及相關契約之規定，融資機構

（或保證人）得於主辦機關中止特許合約前，以改善經營不善為目的，繼續辦理原 BOT特許合約
及相關契約事項之權利，詳參林發立（2002），「融資機構介入權-以重大 BOT 案例中外國融資

機構所可能面臨介入權問題為中心」，萬國法律，第 101期，86。 
56 縱算若係因不可歸責於民間業者以及政府事由而須終止投資（專案融資）契約時，此時，國

家不但須償還優先債權，亦須支付民間業者所已投資資產之現存價值，可見於專案融資制度機制

下，國家所負責任並不輕。詳參王文宇（2000），「有關促參法的修訂意見」，收於氏著民商法

理論與經濟分析，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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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再者，若由政府「完全」出資興建公共建設，則可藉由發行不動產信託受

益證券以及其他方式，以提高其「自償率」，若委由民間業者興建，因囿於法令尚

不得為之，於是會影響「自償率」之值以及整個財務評估結果，進而產生政府認為

恐已「圖利他人」而民間業者尚認為「誘因不足」之迥然不同局面。 

此外，政府、民間業者以及融資機構三者，對於公共建設財務評估之關心「重

點」，亦有不同，於實務上，政府重視者為公共建設計畫財務之「自償率」，民間

業者則較關心該計畫之回收（recovery）年限以及內在報酬率（internal recovery 

rate），尤有進者，融資業者則側重於該計畫之債償比率，因為三方之關注重點不

同，若僅採單一財務評估指標，並無法同時滿足三方之重點訴求。最後，可能出現

的情形是：低自償性公共建設計畫固然無法提起民間業者之參與「興趣」，但若主

辦機關就該計畫之非自償部分予以「十足」補貼，則應可有效提高民間業者之參與

誘因，但問題是，此舉恐會陷入「圖利他人」泥沼中而無法自拔，主辦機關不得不

謹慎為之 57。 

基上所述，本文以為：1. 公共建設自償率的計算、評估及審查宜更審慎化：如

上所述，政府與民間業者對公共建設自償率存有不同看法，此固無可厚非，惟必須

由主辦機關參採民見業者之見解並綜合估算後，再對「自償率」作出決定，申言

之，主辦機關似不應僅由間業者所提之帳面數據進行審查，而應採實質審查決定計

畫之自償率後，再為是否委辦 58；2. 利用協商進行三方財務評估調整：如前所述，

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財務評估過程中，政府、民間業者以及融資機構三方所面臨

財務考量之「重點」並不相同，是以各自賦予不同「權重」，乃屬不足為奇，此並

無法展現計畫之真正財務內涵，茲爲尋求三贏局面，本文以為政府、民間業者以及

融資機構須對整個計畫之財務進行協商，並應以能達成計畫目標為優先考量，並應

充分運用現行制度規範，經由折衝後以尋求三方之共識 59；以及 3. 對低自償性公共
                                                      

57 蓋促參法第 29 條第 1 項係指補貼民間業者所需貸款利息之「一部」，顯然應屬「部分」補

貼，而非「十足」補貼，本文以為此種充滿「不確定法律概念」似有修正必要，以杜紛爭。 
58 茲以南北高速鐵路 BOT 計畫為例，當初於規劃階段時，主管機關交通部高鐵局原先對整個計

畫之財務評估僅有 45％的自償率，但是台灣高鐵聯盟（民間業者）所提出的財務計畫卻高達 100
％之自償率，不僅政府零出資，尚可坐收鉅額權利金。很明顯地，二者對自償率之論點不同，主

管機關於相關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之前，即給予台灣高鐵聯盟優先議約權，惟日後事實證明本案之

融資問題一籮筐，似已印證主管機關對財務計畫為實質審查之重要性。 
59 從而相關救濟或者協商機制乃屬必要，例如促參法第 47 條規定：「參與公共建設之申請人與

主辦機關於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其異議及申訴，準用政府採購法處理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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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宜活潑化民間業者對不動產之處理模式：本文以為對於低自償性以及民間投

資意願低落之公共建設，不妨由政府完全出資興建，或者「彈性」處理投資業者於

BOT 期間所取之不動產，質言之，鑑於土地具增值等特性，現行促參法第 51 條第

2 項雖賦予民間機構得經由轉讓、出售、出租或設定地上權方式以處理不動產，但

處理「方式」似乎欠缺「彈性」，尤其隨著「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訂頒實施

（92.7.23），本文以為主管機關似可賦予民間業者更高之處理權限，質言之，民間

業者透過發行不動產信託受益證券以及其他方式（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第 3、4 款參照），而提高其「自償率」以及參與誘因，果爾，則政府對公共建設

之推動便不須「凡事躬親」，從而於 BOT 制度下，真正體現公私協力之精髓與要

義。 

三、建構完善之外資進、出場機制之法制規範 

由於 BOT 公共建設計畫所需費用龐大，促參法雖已建構「專案融資」相關規

範（促參法第 8 條參照）以為因應，但為有效提高民間參與誘因，本文認為如何吸

引外資參與，於是如何排除外資參與公共建設相關障礙，應屬重要者。中，參法第

4 條規定，民間機構有外國人持股者，可放寬外國人持股比例；促參法第 32 條規

定，外國金融機構參加對民間機構提供聯合貸款，其組織為公司型態者，就其與融

資有關的權利義務及權利能力，與中華民國公司相同，此外，同法第 34 條亦規

定，民間機構經依法辦理股票公開發行後，為支應公共建設所需資金，得發行指定

用途的公司債。然問題是，欲有效改善目前外資對我國公共建設裹足不前之現象，

主要關鍵仍是在於如何增進交易資訊透明度、會計與監理制度、以及減少外資進出

的限制等。此外，促參案件的投資契約中未能建立適當的「中止」（退場）機制，

使已無法繼續進行的公共建設的資金退場，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如何在未來的投

資契約中加強退場機制，以吸引外資，誠值得考慮之方向。此外，如何檢視該公共

                                                 
之規定。」，準此，對 BOT公共建設計畫案申請之准駁以及所生相關爭議之處理係採「公法」程

序為之，此解為主辦機關之行政處分應無疑義。但若對於特許契約執行後所生爭議（例如對公共

建設計畫「自償能力」之看法各異；促參法第 11條參照），此時相關爭議如經協調委員會協調未

果後，可循仲裁或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則此 BOT特許合約應解為私法契約（詳前述），綜言之，

本文認為解決此問題之相關法制規範尚屬完善，有問題者應屬「執行」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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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未來的現金流量，使計畫的執行更具可行性，並輔以資本市場相關監督機制，

以降低不必要之計畫風險，亦屬重要者，果爾，在資本市場「全球化」之趨勢下，

相信必能有效解決我國公共建設計畫案之資金「短絀」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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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e BOT Type − Viewpoint on Private-Public Partnerships 

Chen, Ming-tsann;  Chang, Wei-hong 

Abstract 

To enhance its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reduce its financial burden, the private 

sector must be provided with better incentives to make it more motivated to invest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Thu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response of (public) 

legal institutions to the “Act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centives for the Private Sector’s 

Investment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To do this, we use the participation type of the so-

called “Build, Operation and Transfer” (BOT)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the Air-Transit 

Industrial Area” in Taoyuan County, Taiwan.  

After extensive analysis, we put forth two suggestions. First, as for “Project 

Financing” of the BOT type, the authority should be more careful when dealing with the 

“self-payment ratio” of its financing plan. It is clear that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authorit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are considerably helpful in resolving any potential 

problems. Secondly, on the question of improving the financial feasibility of the BOT type, 

the usage of real estate in “the Air-Transit Industrial Area” must be more diversified. 

Sinc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Act of the Securitization of Real Estate” in 2003, for 

example, it has become much easier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When the “Act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centives for the Private Sector’s 

Investment in Public Infrastructure” is revised in the future, the authority should take the 

recommendations stated here into account. It is also hoped that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participation of the private sect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ublic 

infrastructure, legal institution analysis 



76 公 平 交 易 季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