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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因應促參履約案件逐年增加，未來在履約階段所面臨的修約壓力亦隨之增加，然修
約主要是來自於財務計畫不如預期，雖投資契約已規範修約機制，惟為探討財務計畫修
正之啟動點及修正之門檻，本文嘗試量化民間機構財務修約影響數，以利後續財務計畫
之修約啟動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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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分 析履約期間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提出財
務計畫修正之事由

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加速社會經濟發
展，我國於2000年2月9日頒布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以促進民間參與公

二、研擬財務計畫修正之流程與修正門檻
三、提 供財務計畫修正之建議配套措施，以有
效進行履約管理。

共建設。依財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迄2014年12
月31日止，廣義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簽約件
數已達1218件。
參照促參法作業流程，從招商前置作業至

本文擬將財務計畫修正之事由，彙整為

投資契約簽訂後之履約管理階段，因案件規模、

由主辦機關提出以及民間機構提出二類。相較

個案獨特性、政府政策與社經環境等因素變化，

於民間機構提出之事由，主辦機構提出之事由

導致促參案件潛在風險一直存在，進而影響該案

所影響之促參案件將更為全面性，且所因應之

件原有之財務可行性。而促參法實施迄今，辦

解決措施亦將更為明確。反之，民間機構提出

理成效已獲相當認同，惟關於財務計畫於履約

之事由，則可能因促參案件其特有的因素，致

階段是否可以修正，修正理由及具體影響如何

使最終解決措施或處理方案可能僅只適用於該

量化等相關議題，似乎較少篇幅加以討論。基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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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財務計畫修約案例蒐集

上，本文希冀達成下列目的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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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機關提出事由

影響，宜蘭地區降下數十年難見之雨量，致受
災嚴重，對於因天然災害造成地方普遍農損災

案例一、甲市政府「財稅減免方案」

害或國有出租基地地上房屋毀損不堪居住、使
用者部分。該局藉由已建置天然災害租金減免

事由：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嚴重衝擊國內經濟
景氣

之機制，一旦發生地區普遍性災害時，該局所
屬地區辦事處、分處即可主動辦理受災地區國
有出租土地之租金減免作業。

依2009年3月24日甲府授財產字第X號，因
自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爆發後，國內經濟景氣亦

措施：租金減免

受嚴重衝擊，甲府工商發展趨緩，失業率逐漸
升高。為降低衝擊及加速振興甲府經濟，甲府

而為服務國有耕地、養地、農作地、畜

允應整合各項市政府資源，透過各項具體措施

牧地、養殖地及基地承租人，該局臺灣北區辦

之採行，降低甲府產業、商家之經營成本，以

事處宜蘭分處已主動提供出租資料，請轄區鄉

協助其安然渡過本次危機，並包含民間參與公

(鎮、市、區)公所及災害防救機關查勘受災地區

共建設案。實施期間自2009年1月1日起至2009

國有土地可減免租金的成數，並將依據公所查

年12月31日止。

定的減租或免租結果辦理租金減免或免租，承
租人不需再向公所提出申請。

措施：租金、權利金延緩或分期繳納
二、民間機構提出事由
財稅減免具體措施包括：租金、權利金延
緩繳納，市有不動產、圍籬設置廣告物租金(使
用費)免(減)收優惠，營利事業租稅延緩或分期

案例三、地下停車場(公辦民營委託經營方
式，許可年限：20年)

繳納等。其中關於租金、權利金延緩繳納措施
之說明如下：承租甲府市有房地、甲府所屬OT

事由1：地方相關法令政策變更

案或依促參法新設之特別許可廠商，其每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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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租金或權利金逾5萬元以上，經提出財務困難

A公司於2000年與乙地方政府依自治條例

證明文件及檢具還款計畫書，得向管理機關或

簽訂投資契約與土地承租契約，依契約A公司向

主辦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以減輕財務負

乙地方政府承租本案土地，租期20年，並興建

擔。上開申請分期繳納總金額不得超過廠商提

停車場，且由A公司自行承擔其營利事業盈虧，

交之履約保證金，倘無履約保證金者，申請分

期滿後建物產權無償移轉給乙地方政府所有。

期繳納期限不得逾契約期間。

由於該案半徑600公尺內之競爭者眾多，再加上
乙地方政府於本案簽約後，尚未正式營運前，

案例二、國有財產局「因天然災害而受損承
租戶之租金減免事宜」

宣佈開放夜間黃線免費停車、縮短路邊停車開
單時間(即由原本下午11點，提前至下午8點，
得於黃線臨時性車位停車)，致使該案實際營運

事由：梅姬颱風天然災害
依國有財產局2010年11月新聞稿表示，受
到梅姬颱風的外圍環流與東北季風之共伴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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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如先前預期。

事由2：中央相關法令政策變更

另，本案簽約後，交通部於2001年1月29

三、事由彙整

日公告實行之「路外停車場租用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計時停車場之收費改
為不足30分鐘者以30分鐘計，不同於以往之收

本文收集國內已研議修約案例，將各項修
約事由，依促參生命週期整理如表１。

費不足1小時者以1小時計，而與該案先期所規
劃財務方式不同。A公司於2005年11月開始實
行停車場定型化契約之規定，A公司預測若停車

參、現行法令規範

場之延車時間相同時，則營業收入將會因此減
少。又，A公司履約初期持續虧損，且停車場使

為了解修約之合法性，藉由彙整促參法

用率偏低，導致營業收入無法支應龐大折舊、

法規及投資契約範本中，涉及契約修改及財務

營業費用與利息費用。考量上述因素，A公司希

計畫變更之法條，並針對現行法令範圍及限制

望乙地方政府可以減收租金與延長特許年期。

進行討論，擬研析進行財務計畫修正之辦理方
式，裨益財務計畫修約之正當性。

措施：減收土地租金
一、法條彙總
A公司面臨財務與經營上困難，部分原因係
因地方與中央政府法規變動所致。為使本案公

(一) 促參法第49條

共建設能繼續提供市民停車服務，避免造成不

民間機構參與之公共建設屬公用事

便。研析外在客觀環境變動所致損失之補救措

業者，得參照下列因素，於投資申請案財

施，後續透過財務試算，以減收租金方式較能

務計畫內擬訂營運費率標準、調整時機及

直接協助本案繼續推動，故將土地租金降為公

方式：

告地價之1%。雖延長許可年限方式或可增加本
案投資效益，但無法立即改善公司財務狀況。

1. 規劃、興建、營運及財務等成本支出

經由雙方協商及乙地方政府相關局處會議決議

2. 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

後，協議調降土地租金率至1%，並進行相關契

3. 營運年限

約修訂。

4. 權利金之支付
5. 物價指數水準

表1 財務計畫修正事由彙整表
履約階段

用地交付之範圍與設施取得之認定不同
新建、修繕工程相關缺失
國內經濟景氣受到嚴重衝擊
重大天然災害
中央相關法令政策變更

營運期

地方相關法令政策變更
民間消費力嚴重衰退
民間廠商主要營收不如預期
附屬設施停止營運，仍須持續支付相關費用
社區居民抗議，並要求提供更多回饋

資料來源：本文研析整理

前項民間機構擬定之營運費率標準、
調整時機及方式，應於主辦機關與民間機
構簽訂投資契約前，經各該公用事業主管
機關依法核定後，由主辦機關納入契約並
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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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整)建期

事     由

雖眾多簽約成功案例之民間機構，投
資經營之公共建設非屬公用事業者，但目
前相關投資契約仍遵循前項辦理。
(二) 促參法施行細則
促參法施行細則第22條：主辦機關與
No.106│April, 2015 │57

民間機構依本法第11條規定簽訂之投資契

構應敘明理由，擬具修約內容及影響事

約，不得違反原公告及招商文件內容，但

項，書面通知主辦機關。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四) 促參案件權利金設定及調整原則
1. 原 公告及招商文件內容載明得經協商後
變更。
2. 於公告後投資契約訂立前發生情事變更。

依2007年工程會所函頒之權利金調整
原則簡述如下：

3. 原 公告及招商文件內容不符公共利益或
公平合理之原則。

1.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招商文件(併投資契
約)得依個案特性，載明權利金定期檢討

投資契約，應明定協調委員會之組成
時機、方式及運作機制，以協商處理契約
履行及其爭議事項。

時機、調整因子或得調整情形及其調整
方式與程序。
2. 除 符合促參法施行細則第22條第1項之
情形或投資契約另有約定外，權利金不

(三) 機 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作業注意事項

應任意調整。
3. 權 利金調整時，由雙方依投資契約規定
或就履約當時之整體經濟景氣情形、廠

1. 第55條 (修約前提)
主 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訂之投資契約，

商經營實情及發生事由之可歸責性協議
檢視權利金計收之合理性。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主辦機關應進行檢

4. 權 利金依投資契約調整時，民間機構應

討，經檢討確有修約之必要者，經雙方

檢具該案之工程、營運財務報告等相關

協議後辦理修約：

資料，於投資契約約定一定期限內向主
辦機關提出協議調整，如雙方無法達成

(1) 投資契約載明之修約事項

協議，則由協調委員會作出是否調整及

(2) 基於公共利益考量，依原契約繼續履

調整金額的決定，協調不成者，循法律

行或處置有礙公共利益者。

途徑尋求解決。

(3) 發生不可抗力或法令變更等情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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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契約繼續履行有失公平合理或窒
礙難行者。
(4) 契約訂有定期檢討約定者。

綜上研析國內相關法令規範，針對
「財務計畫修正」之議題，就行政程序面，
促參法已賦予契約可修約之機制。雖於契
約中可見財務計畫修正之精神，但針對啟

2. 第56條(修約程序)

動修約的時間點，啟動事由、修約之財務

主 辦機關辦理修約，依下列程序辦理，

影響數及修約協商時須提供哪些相關文件

並作成書面記錄：

等作業細節，作業流程仍留有解釋空間。

由主辦機關提出修約時，主辦機關應
敘明理由，擬具修約內容及影響事項，書

肆、財務計畫修正機制之參考流程

面通知民間機構提出修約意見，供主辦機
關評估。由民間機構提出修約時，民間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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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成功後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其許

可年期長達數十年，因應物價之漲跌可能影響

二、財務計畫修正之門檻

工程之興建成本、營運成本及營運收入。促參
案件之主辦機關常遇到民間機構以此等理由提

由表2可知，財務計畫得修正之首要門檻在

出減免租金或其他稅費，或延長許可年期等訴

於民間機構之實際歷史財務報表(即提出財務計

求。然目前促參法雖有修約之規範，但尚未有

畫修正啟動點以前)，其累積整體計畫淨損益為

明確法令規範財務計畫修約之操作方式，故本

負值，同時累計本業淨損益為負值時才得以修

文參酌行政院於2008年04月18日公布之「機關

正；而財務計畫修正階段可分為興建期及營運

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數門檻

期，包含興建成本面臨非預期性之因素影響而

調整處理原則」，期能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參

暴增或暴跌，以及營運成本、營運收入亦面臨

考流程，而有助於後續促參案件之履約管理。

非預期性因素之影響。

經研析國內現行法令規範，建議可於「機
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注意事

表2 財務計畫修正之情境分析

項」第41條(契約要項)中納入「財務計畫依各項

累計整體
計畫淨損益

累計本業
淨損益

累計附屬
事業淨損益

財務計畫
可否修正

指數調整」之項目；併建議，主辦機關及民間

－

－

－

可

－

－

＋

可

－

＋

－

否

機構若於契約中明列上述項目時，則契約中亦
應載明下列詳細調整項目：

●

得調整之項目及金額

＋

－

＋

否

●

調整所依據之物價、薪資或指數及基期

＋

＋

－

否

●

得調整及不予調整之情形

＋

＋

＋

否

●

調整公式

●

民間機構應提出之調整數據及佐證資料

●

管理費及利潤不予調整

●

其他事項

註：＋表盈餘，－表虧損

因此，為提供投資契約讓甲乙雙方參酌
依據，建議財務計畫修正可參考下述公式之精
神，列入契約要項中；下述公式之目的在於試

一、財務計畫修正之時間點

算民間機構提出財務計畫修正前之總實際影響
數，為衡量該影響數得歸咎於非主辦機關或民
間機構之程度，故設定修正門檻以界定實際影

檻，根據促參法施行細則第31條(民間機構經營

響數之值。其中若財務計畫修正之啟動點為營

公共建設及附屬事業之收支，應分別列帳)之精

運期間提出，則民間機構應根據最大影響因素

神，且促參案件之規劃是以公共建設之本業為

及受影響項目並檢具相關佐證資料，於興建成

主體，故公共建設之本業財務狀況應為財務計

本、營運成本或營運收入之中擇一計算實際影

畫修正之最大依據。因此，當公共建設之本業

響數，以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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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探討財務計畫修正之啟動點及修正之門

淨損益為負值時，財務計畫才得有提出修正的
空間。表2分析民間機構提出修正財務計畫之各
情境並設定財務計畫修正之標準。

惟下列公式其代表符號之定義未來可於契
約中詳述，於本文公式之符號僅為舉例說明而
已，且公式與公式彼此間無關聯性。
No.106│April, 2015 │59

(一) 興建成本變動
主辦機關得參酌上述公式並自行訂定
公式：A×(指數增加率－修正門檻)×D

修正門檻，並於契約中敘明門檻值及該值是

A：累計實際發生之直接工程成本(直接工程

否得以調整。惟在訂定主要項目修正門檻

費用應扣除規劃費、設計費、土地及權

時，須再考量部分特定項目之成本或收入佔

利費用、法律費用、保險費、利潤、利

總成本或總收入之比例，是否具影響性(如

息、稅雜費等)。

薪資)。故財務修約除訂定主要項目修正門

指數增加率：(B/C-1)*100%

檻外，得以加訂特定項目之門檻；而若欲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指數，參

檢視特定項目，則上述公式仍可適用，但

照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統計資料庫。

建議特定項目之門檻值須依其特性調整。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指數(如物價、營
建工程物價指數、地租等)。
D：(1＋營業稅率)。
營業稅率應核實計之。

若特定項目、總成本或總收入皆達到
修正門檻時，將以特定項目或總數之實際
影響數比較後之較大值作為參考值；經試
算後之結果即為民間機構之虧損或營運不

(二) 營運成本與營業收入變動

如預期等，無法歸咎於民間機構可控制因
素之影響數，藉以提供主辦機關作為後續

1. 營運成本變動

執行財務計畫修正之參酌；主辦機關得以

公式：E×(指數增加率－修正門檻)×D

此為依據並視民間機構財務虧損程度而降

E：累計實際發生之營運成本。

低權利金、延長許可年限、調降地租或調

指數增加率：(B/C-1)*100%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指數，參

整收費標準等，亦或同意民間機構直接提
出修正後之財務計畫。

照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統計資料庫。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指數(如物價、薪

三、小結

資等)。
D：(1＋營業稅率)。
營業稅率應核實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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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才有可能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要求；然主
辦機關判定是否可行之依據將視民間機構之實

2. 營運收入變動

際財務報表中累計整體計畫及本業淨損益的狀

公式：F ×(指數減少率之絕對值－修正門

況而定。故民間機構之實際財務報表經主辦機

檻)×D

關檢視後，若民間機構之整體計畫及本業淨損

F：累計實際發生之營運收入。

益確為負值，才得進行財務計畫修正門檻之計

指數減少率之絕對值：(B/C-1)*100%

算；另由前述可知，財務計畫修正期間可分為

B：提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指數，參

興建期及營運期，而若財務計畫修正於營運期

照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統計資料庫。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指數(如來客數成
長率指數、住房成長率指數等)。
D：(1＋營業稅率)。
營業稅率應核實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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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機構在其財務狀況已無法負擔之情境

提出，則民間機構須檢具相關證明並視真實情
況擇一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要求，財務計畫修
正之參考流程圖如圖1。

圖1 財務計畫修正之參考流程圖

表3 丙案財務計畫預估數及實際數
年 度

2010

物價上漲率預估值
預估

預估物價指數

2.00%
100

直接工程成本之預估值(百萬)
累計直接工程成本預估值(百萬)
實際物價指數

102
150

物價上漲率實際值
實際

2011

1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0%

2.00%

2.00%

2.00%

104.04 106.12 108.24 110.41
250

300

150

400

700

1050

1300

2.00%

4.00%

2.00%

2.50%

103

105.06 109.26 111.45 114.24

直接工程成本之實際值(百萬)

154.5

255

312

154.5

409.5

721.5

357

255

1078.5 1333.5

試算實際影響數：
1. 公式：A×(指數增加率－2.5%)×D
A-累計直接工程成本實際值：

假設丙案之財務計畫(詳表3)以2010年為基
期，興建期為2011年至2016年。但2015年時，
民間機構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要求，且假設主
辦機關訂定之物價指數修正門檻為2.5%；經主
辦機關審核後確定其累計整體財務淨損益及累
計本業淨損益皆為負值，故得以適用上述公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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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興建成本變動

250

3.00%

累計直接工程成本實際值(百萬)

伍、模擬範例

350

1333.5(百萬)
B-提 出 財 務 計 畫 修 正 當 時 之 實 際 物 價 指
數：114.24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物價指數：
110.41
D-(1＋營業稅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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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3.5*{[(114.24/110.41)－1]*100%

1. 特定項目考量－薪資成本

－2.5%}*(1＋5%)＝13.57。故13.57百萬

因 累 計 薪 資 成 本 佔 累 計 營 運 成 本 之 比

即為A案之民間機構因物價調整變動之實

率為841.72/4128.64＝20.39%已超過

際影響數，該參考值可提供主辦機關作

10%，故可將薪資指數視為特定項目考

為降低權利金或同意民間機構財務計畫

量，同時此薪資所得之指數增加率應達

修正之依據。

10%方可修正，代入上述公式試算實際
影響數。

表4 丁案財務計畫預估數及實際數
年 度

預估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薪資每年成長率

0.00%

0.10%

0.10%

0.10%

0.10%

1.50%

預估薪資指數

100.00

100.10

100.20

100.30

100.40

101.91

薪資成本預估值(仟)

150.00

150.15

150.30

150.45

150.60

152.86

累計薪資成本預估值(仟)

150.00

300.15

450.45

600.90

751.50

904.36

物價上漲率預估值

0.00%

1.50%

1.50%

1.50%

1.50%

1.50%

預估物價指數

100.00

101.50

103.02

104.57

106.14

107.73

總營運成本預估值(仟)

750.00

761.25

772.67

784.26

796.02

807.96

累計營運成本預估值(仟)

750.00

1511.25

2283.92

3068.18

3864.20

4672.16

0%

2.4%

2.5%

2.7%

2.9%

實際薪資指數

100.00

102.40

104.96

107.79

110.92

薪資成本實際值(仟)

160.00

163.84

167.94

172.47

177.47

累計薪資成本實際值(仟)

160.00

323.84

491.78

664.25

841.72

薪資每年成長率

實際

物價上漲率

0.0%

2.6%

2.6%

2.9%

3.0%

實際物價指數

100.00

102.60

105.27

108.32

111.57

總營運成本實際值(仟)

780.00

785.00

813.40

850.00

900.24

累計營運成本實際值(仟)

780.00

1565.00

2378.40

3228.40

4128.64

二、營運成本變動

公式：E2×(指數增減率－10%)×D
E2-累計薪資成本實際值(仟)：841.72(仟)

假設丁案之財務計畫(詳表4)以2010年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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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營運期自2017年時開始。民間機構於2021

B-提 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薪資指
數：110.92

年提出財務計畫修正之要求，且假設主辦機關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薪資指數：100.40

訂定之物價指數修正門檻為2.5%，另該案於規

D-(1＋營業稅率)：1＋5%

劃評估階段時認知，薪資此特定項目佔總營運

→[(110.92/100.40)－1]*100%＝10.48%，

成本之比例約為10%以上，並於投資契約將此
特定項目納入可修約項目之一，且該特定項目
之修正門檻也將列為10%；經主辦機關審核後
確定其累計整體財務淨損益及累計本業淨損益

已達修正門檻10%，可執行。
→841.72*(10.48%－10%)*(1＋5%)
＝4.24(仟)
2. 總成本考量－營運成本受物價指數影響數

皆為負值；且民間機構提出相關佐證資料後得

公式：E×(指數增減率－2.5%)×D

知，財務計畫須修正係肇因於營運成本增加，

E-累計總營運成本實際值(仟)：

而代入上述之公式試算實際影響數：

4128.64(仟)
B-提 出財務計畫修正當時之實際物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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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111.57

體計畫淨損益為判斷該計畫是否得以提出財務

C-投資執行計畫中之預估物價指數：106.14

修約之前提。之後，藉由審慎評估財務計畫修

D-(1＋營業稅率)：1＋5%

正之事由及該計畫歷史財務報表等相關佐證資

→4128.64*{[(111.57/106.14)－1]*100%

料，檢視指數變動率或特定項目是否達修正門

－2.5%}*(1＋5%)＝113.40(仟)

檻等因素，並試算財務計畫修正之實際影響
數。本研析亦建議對於未來可預見指數變動情

因特定項目之指數增加率高於修正門檻

形，雙方可將指數之調整機制於契約中訂定。

10%，且總成本或總收入之指數增加率亦達修
正門檻2.5%時，則本案之實際影響數將視特定

三、推廣財務計畫修約之觀念

項目或總數比較後之較大值為主辦機關後續執
行財務計畫修正時之參酌依據。故113.40仟元

建議未來於辦理促參教育訓練課程時，可

即為B案之民間機構因物價調整變動之實際影響

推廣財務計畫修約之觀念，有助於主辦機關相

數，該數字可提供主辦機關作為降低權利金或

關工作人員判別財務風險因子，及啟動協議修

同意民間機構修正財務計畫之依據。

約時計算公式之應用，以備因發生不可歸責於
雙方啟動修約事由，而進入修約階段之因應。
此外，亦可經由撰寫修約相關作業手冊，建置

陸、結論與建議

標準修約作業流程SOP及建議操作公式，以供相
關工作人員參考，縮短案例蒐集時程，以減緩

隨著民參案件持續推動，未來在履約階段
面臨修約是不容忽視之課題，為提早因應本文

調整租金、其他稅費、或許可年限的時間與壓
力，而利於促參案件的推動與履約。

茲建議下列作法：

四、應永久保存相關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
一、加強全生命週期風險控管機制
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各項會計憑證，除
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年

段之財務可行性，應確實進行敏感度分析外，

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五年。各項

更應重視敏感性之重要意涵，因敏感度分析有

會計帳簿及財務報表，應於年度決算程序辦理

助於研判計畫可行之合理性與了解風險屬性；

終了後，至少保存十年。但有關未結會計事項

進入甄審階段時，甄審項目應納入是否有進行

者，不在此限。由於促參案件許可年限長短不

敏感度分析，及如何防範風險策略等；至議約

一，建議後續促參案件於契約條文中規範乙方

階段，針對回應甄審委員所建議主要風險因應

應永久保存重要會計憑證、相關會計帳簿及財

作法，予以落實於投資契約中，作為後續修約

務報表，以有助於後續履約管理，及順利應用

之參酌因子。

財務計畫修正之施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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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後續促參計畫推案時，於前置作業階

二、約前訂定指數調整機制及試算修約實際
影響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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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文提出之財務計畫修正之參考流程

1.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令彙編。

圖與建議公式，建議初步由主辦機關以累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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