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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REPORT

營運績效評估
新面向─
以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案為例
關鍵詞：民間參與、營運績效評估項目、營運績效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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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民間企業擅長採用績效評估方式來檢視公司運作成果，除掌握企業之營運狀況外，
並依績效評估結果來激勵員工及了解企業運作上的缺失，進而引導企業朝目標前進。然
國內促參計畫因建設類別及計畫特性不同，所衍生之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指標亦不同。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針對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建立一套較務實的營運
績效評估機制，藉以有效促使民間機構提昇公共服務之品質及營運之效能。
在執行營運績效評估作業時，如何決定評估項目及設計評估機制是非常重要的，本
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及訪談專家之實際執行經驗，就營運績效評估部分歸納出污水下水道
系統興建營運移轉(BOT)案中之四大需求面向、九大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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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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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營運期限屆滿時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
委託其繼續營運。前項營運績效評估辦法應於
契約中明定之。」；促參法施行細則第61條：

前國際發展趨勢，各國積極導入目的之一，不外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54條第二項規定辦理營運

乎是要藉由引進民間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達到

績效之評定，應於營運期間內辦理，每年至少

提高執行效率及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在這施政前

一次；並得成立評估委員會辦理之。主辦機關

提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

依本法第54條第二項規定與該民間機構優先

「促參法」)頒布迄今已逾15年，已累積相當多

定約前，應就委託繼續營運進行規劃及財務評

的案例經驗。其中，高雄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估，研訂繼續營運之條件，以與該民間機構議

BOT案(以下簡稱「楠梓污水案」)自2004年簽約

定契約。」；促參法施行細則第62條：「本法

後，已有高雄楠梓、新北市淡水、宜蘭羅東、

第54條第三項所定營運績效評估辦法，應載

苗栗竹南頭份等四個系統分別開始營運。

明下列事項：一、營運績效評估方法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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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間參與方式推動公共建設的投資是目

二、營運績效評估程序及標準。三、其他績效
依促參法第54條規定：「民間機構應於

評估事項。主辦機關應將營運績效評估結果，

營運期限屆滿後，移轉公共建設予政府者，應

以書面通知民間機構。」。雖然促參法第54條

將現存所有之營運資產或營運權，依投資契約

及促參法施行細則第61條及62條，賦予營運期

有償或無償移轉、歸還予主辦機關。經主辦機

績效評估之法源依據，但未明文規定績效評估

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主辦機關

之詳細辦法，廠商的權益恐因而受到影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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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之服務，因此在投資契約履行期間，對於民
間機構之營運績效進行評估確有其必要性。
林貴貞[2]指出促參法第54條係賦予促參個
案營運期績效評估之法源依據，有鑑於民間機構
於營運後期已逐漸回收其投資，缺乏對營運資產
進行維修或更新之意願，為鼓勵其繼續維修或更
新營運資產，因而促參法有「優先定約權」之設
計，並以民間機構營運績效良好與否為依據。對
於主辦機關而言，倘若民間機構於營運期之績效
良好，則為延續該公私夥伴關係所創造之效益，
圖1 研究方法流程圖

優先定約權之設計將可避免重新招商的困擾。

主辦機關所訂定之營運績效評估辦法，往往因評

王明德[3]認為促參案營運階段的績效評估

估項目之範圍過大，導致評估結果失其客觀性。

項目應包括：營運績效(營運階段服務品質、個

因此，若能依據公共設施之服務特性，進而整

案經營績效)、加速社會經濟發展、弱勢員工雇

合建立一套營運績效評估模式，將可作為未來

用數及地區就業人口創造量。而林貴貞[2]則以

主辦機關對民間機構進行履約管理時之參考。

財務、顧客、內部流程(經營管理)及學習項目，
發展促參案之營運績效評估指標。

本研究以民間參與楠梓污水案之營運範圍
及營運契約規定事項為主要探討內容，希望透

張世佳[4]提出營運績效評估的主要目的有

過「文獻探討法」及「訪談專家之實際執行經

四：1.檢討目前營運績效表現與原訂目標的差異

驗」，歸納出營運績效評估項目與指標，研究

性，並提出具體改善措施；2.隨時或定期回饋營

方法流程圖詳如圖1所示。

運績效成果給受評單位，圖求能立即解決營運
問題點；3.利用營運績效評估成果所採行的獎懲
功能，有效激勵受評單位的士氣；4.運作營運績

貳、重要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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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評估機制，有助於受評單位釐清未來的營運
策略目標與方向。

本節主要是針對營運績效評估理論及評估
項目之相關文獻資料加以歸納整理，以作為建

邱文盛(2006)[5]則以蓮潭國際文教會館促

立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績效評估模式

參個案為例，列舉營運績效評估構面包括：社

之基礎及論述之參考。

會責任履行、經營效益(民間業者)、政府財政效
益及設施服務品質。

林貴貞[1]強調建置營運績效評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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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瞭解公共建設當初規劃方向與事後營運

李有義(2007)[6]以平衡計分卡(Balanced

方向是否一致，及民間機構所提供之服務效能

Score Card)的理論基礎—將財務績效、顧客績

是否符合當初參與投入公共建設之承諾。然而

效、內部流程績效(經營管理)、學習績效及資訊

公共建設之性質可能產生獨佔性或外部性，僅

系統運作績效，作為交通建設類促參案的營運

憑市場力量未必能使民間機構提出具備經濟效

績效衡量構面。

張世佳(2012)[7]強調營運績效評估的四個

梓、仁武行政區界起，沿半屏山南側稜線及楠

需求分別為：主辦機關需求、使用者需求、社

梓、左營行政區界西行，接世運大道、中正

會大眾需求及營運整體評價。

路、介壽路至先鋒路後，向西沿楠梓與左營、
鼓山行政區界至海，全部面積約3,394公頃。本
計畫服務範圍包括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網及污水

參、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
簡介

處理廠之興建及營運，除高雄市楠梓污水區之
生活污水外，蚵仔寮地區、左營軍區及中山高
速公路以西部分仁武區域內之生活污水及零星

一、案例簡介

工業廢水亦一併予以收集，處理至符合興建營
運契約中之興建營運基本需求書之放流水水質

污水下水道建設為國家現代化的重要評量

標準後排放至典寶溪。

指標，惟其建設所需經費龐大，高雄市政府(以
下簡稱「市府」)之經費有限，於整體考量後，

楠梓污水處理廠用地面積約14.2公頃(如圖3

遂以引進民間業者資金、人力及技術方式推動

及圖4所示)，處理規模達75,000CMD，污水下水

「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並採促

道管網分三期興建，總長度約為125公里。

參法第42條辦理，由市府進行BOT招商前置作業
規劃，並於2004年10月20日與民間機構完成簽

二、摘錄本案營運績效評估辦法

約，為全國第一個以促參法辦理並完成簽約的
污水下水道系統。

(一)	依 據楠梓污水案興建營運契約5.7辦
理，制定「高雄市楠梓污水廠BOT案

楠梓污水區(如圖2所示)位於高雄市北側，

營運績效評估辦法」[8]。

東北側範圍係以高速公路及改制前之高雄縣市

(二)	目 的為評估民間機構於許可年限屆滿

界為界，西臨台灣海峽，南邊範圍線東自楠

前，如符合本契約所定之營運績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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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楠梓污水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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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廠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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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高雄市楠梓污水處理廠平面圖

估辦法規定，則得申請與甲方優先議

(三)	為 辦理營運績效評估作業，得依本辦

約，以繼續營運及維護本計畫設施，

法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評估委員

以優先議約作為營運績效評估之誘

由甲方就相關業務需求由專門知識人員

因，促使民間機構落實營運管理單位

派兼或聘兼之，另可視實際情況選擇聘

之監督及管理工作，確保公共建設營

請相關專家、學者出任，委員設置外聘

運品質，發揮最大功能。

比例不限，以5～11人為宜。

(四)	委 員 評 分 之 平 均 值 佔 當 年 度 評 分 之

肆、營運績效項目探討

80%，主辦單位評分佔當年度評分之
20%，加總後即為當年度評分。

為探討營運績效評估之項目，本節就第二

(五)	評估結果由高雄市政府以書面通知民間

節之文獻回顧歸納整理相關資料，以作為建立

機構，當年度評分之平均值為70分以

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績效評估項目之

上者，則當年度評定為「營運績效合

參考。

格」；未超過70分者則不予評定為「營
運績效合格」。民間機構並應於30日

一、根 據參考文獻可歸納出四大營運績效評估

內提出營運改善說明書予甲方審核。
(六)	高 雄市政府如需調整營運績效評估項

面向及項目，詳如表1所示。
二、楠 梓污水案之營運績效評估六大項目，詳

目之權重者，應以書面通知民間機
構，並自下一年度開始實施。

如表2所示。
三、訪談相關專業人員

表1 四大營運績效評估面向及項目表
評估面向

評估項目
資產之維護與管理
經營之績效

主辦機關需求面向

設施之維護與管理
計畫財務之管理
政策配合度

使用者需求面向

客訴處理機制

社會大眾需求面向

社會責任履行

營運整體評價面向

促參案民間機關(構)的優良事蹟表現
違規/違約事件

表2 楠梓污水案營運績效評估項目之評估明細及評估指標表
評估項目
一、人員管理

評估明細

評估指標
忠誠度、向心力

人員訓練情形

訓練績效、參與程度、熟練度

員工學經歷及證照

核心員工專業程度

與業主之配合程度

職工進用(當地人員任用情形)、敦親睦鄰、
缺失改善情形

資訊化管理能力

文件資料電腦化

廠長之功能發揮

綜合以上實際作為

污水處理成效

去除率、操作參數之掌握、環保罰單、水質
不合格情形

污泥處理成效

污泥餅含水率及最終處置

標準作業程序執行情形

熟悉度及文件紀錄完整性

與關聯廠商之配合情形

關聯廠商之配合度與執行成效

二、操作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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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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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三、維護管理

四、實驗室管理

五、環境清潔及管理

六、安全管理

評估明細

評估指標

管線、設備檢修情形

定期檢視、檢修處理流程與時效

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維護情形

定期檢視、檢修處理流程與時效

檢測儀器維護情形

定期校正情況

庫存管理

備料及管理完整性

實驗室品質管理之落實情形

文件完整性

QA/QC計畫之執行情形

定期執行紀錄

檢驗數據之合理性

資料分析紀錄

環境監測及管理系統之執行情形

執行情形及完整度

違反相關法規之紀錄

罰單紀錄、後續改善情形

廠區環境

環境維護紀錄

辦公室、宿舍及機房等室內環境

環境維護紀錄

勞安事故紀錄及處理情形

勞安事件

勞安計畫執行情形

計畫之完整性及落實度

提供之安全器材

設置符合法規

緊急應變計畫執行情形

計畫之完整性及執行情形

經訪談執行楠梓污水案之相關專業人員，

伍、結論與建議

大多數認為本案之營運績效評估至少需具備包
括：主辦機關需求、使用者需求、社會大眾需

本研究主要是經由文獻探討及訪談專家之

求、營運整體評價等四大面向，並建議將目前

實際執行經驗，歸納出民間參與污水下水道系

楠梓污水案之營運績效評估六大項目納入主辦

統BOT案的四大需求面向、九大營運績效評估項

機關需求面向之評估項目中，以符合主辦機關

目及評估指標，詳如表3所示。

與民間機構簽訂之興建營運契約之要求。
表3 營運績效評估項目及評估指標
需求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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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評估指標

資產之維護與管理 資產維護及資產清冊與盤點
經營之績效
主辦機關需求

經營績效、人員管理、實驗室管理

設施之維護與管理 設施維護管理、環境清潔及管理、安全管理、操作管理
計畫財務之管理

民間機構財務及計畫執行能力

政策配合度

報告提送及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使用者需求

客訴處理機制

客訴預防及處理程序

社會大眾需求

社會責任履行

對社會回饋執行情形

優良事蹟表現

創新之營運管理、非契約之重要投資或活動、獲公部門機
關獎項獎勵、其他特殊貢獻事蹟

違規/違約事件

違約事項(甲方書面通知件數)或違反相關法令事項(環保、
消防、衛生及勞工問題)

營運整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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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建議以分析層級程序法(AHP)的思維邏

5.

邱文盛，「組織變革論述與實踐：高雄市

輯，表達各評估因子與績效構面間之相關性，經

政府公教人力發展局的故事」，商鼎文

由問卷調查建立指標權重，進而建構評估模式，

化，台北，第145～170頁(2006)。

最後研擬模式處理及應用機制，依據評估項目
及權重，制訂評鑑表，並訂定操作程序，就評

6.

李有義，「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營運績效評

估結果不合格原因，作矯正措施。最後經由實

估之研究－以交通建設為例」，國立台北

例應用，評估其經營效率，以作為改進民間參

科技大學碩士論文，台北，(2007)。

與污水下水道系統BOT案營運績效評估之參考。
7.

張世佳，「促參案件營運績效評估機制建
構」委託專業服務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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