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中│華│技│術│

專
題
報
導

S P E C I A L  R E P O R T

120 │No.110│ April, 2016

關鍵詞：東協經濟共同體、計畫合資聯營體、 加速和擴展印尼經濟發展總體規劃、

            國家發展規劃局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印尼代表處／主任／吳偉瑍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世銀貸款 印尼SRIP蘇門答臘及爪哇島主要道路改善計畫／

　　　　　　　　　　　　　　　計畫經理／張俊陽 2

關鍵詞：東協經濟共同體、計畫合資聯營體、 加速和擴展印尼經濟發展總體規劃、

            國家發展規劃局

印尼經驗

回顧與展望 



2
專
題
報
導

ABSTRACT摘  要

No.110│April, 2016 │121

21

著眼於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簡稱世銀)與亞洲開發銀行(ADB，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亞銀)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貸款、無息貸款或贈款，用於支持對教育、衛

生、公共管理、基礎設施等領域投資的龐大市場，中華顧問工程司(以下簡稱CECI)於1971

年(民國60年) 辦妥世銀與亞銀的工程顧問機構合格登記，自1973年起即積極拓展海外市

場、進行對外技術輸出。因應此一目標，CECI的印尼雅加達辦事處(以下簡稱CECI JRO)

於1976年(民國65年)成立，以配合印尼當地的政經情勢發展，積極地參與各類型的顧問

服務業務；及至2011年，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以下簡稱CECI Taiwan)承接中華顧問工

程司在印尼的業績及業務，將雅加達辦事處改名為印尼代表處(以下簡稱CECI IRO)，其全

方位的顧問服務業務發展目標維持不變；在此40年間所承攬的顧問服務業務範圍包含：

公路與橋樑工程計畫、移墾計畫、收費公路計畫、工業廠房計畫、都市運輸研究顧問服

務、捷運工程計畫、工業區開發工程規劃、社區土地開發計畫、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統包

工程、煤區水陸運輸規劃等。

壹、前言

印尼是國際間承包工程(i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ntracted projects)的重要市場。據印尼政府統

計：在過去5年間，印尼每年的承包工程國際發

包額皆在100億美元以上，涉及能源、礦產、交

通運輸、建築、通訊等眾多領域；其承包工程

計畫主要分為四類，即：(1)國際金融機構援助

計畫，如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 World Bank 

Group)、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融

資的專案；(2)外國資金援助的印尼政府專案；

(3)外國和/或本國資金投資的政府專案；(4)私人

資金專案。

由國際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專案計畫一

般都進行國際招標。凡該國際金融機構的成員

國，都有資格參加投標。投標者的資格預審、

招標程序均按該國際金融機構標準條款或國際

諮詢工程師聯合會的FIDIC條款要求進行。凡參

加由國際金融機構或外國提供資金援助的政府

計畫、外國和/或本國投資的計畫以及私人投資

計畫的外國承包商(包含顧問服務機構)，必須在

印尼成立代表處並與印尼公司組成合資聯營體

(JO，Joint Operation)，或就具體專案進行投資

與合作，成立外國資本投資公司。

外國公司在印尼設立的代表處，可由該公

司指定外國人或印尼人作為代表處的代表；並與

一家或幾家印尼公司組成合資聯營體以參與印

尼的承包工程標案。根據印尼的法律規定，合

資聯營體並不形成新的法人，但組成的合資聯

營體可以共同承包經營印尼境內的工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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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驗與回顧

一、印尼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概況

印尼是由橫貫東西6,435公里共約13,600個

島(包括蘇門答臘、爪哇、加里曼丹、蘇拉威西

及巴布亞等五大島)組成的多島國，土地面積約

192萬平方公里，是全球最大的島嶼國；目前人

口約有2億5,000萬(排行世界第四，約86%信奉

回教)。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前，東南亞國

協(ASEAN)係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之地區，其中

尤以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印尼最受國際間企

業之青睞 - 是東南亞國協最大(全球第16大)的經

濟體；在1980至1990年代期間曾吸引大量外國

廠商前往投資。可惜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風暴

與1998年的大暴動，使印尼元氣大傷，為期超

過5年。

2004年之後印尼的經濟成長力已逐漸恢

復，然而基礎設施建設(Infrastructure)的投資仍

顯低迷。世界銀行於2013年5月初公布報告稱：

近年來印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金額占國民生產

毛額(GDP)的比率僅達3%左右，不僅低於鄰近的

國家如中國大陸及印度(接近10%)、泰國及越南

(7%以上)，亦低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前的

印尼本身，造成基礎設施的嚴重缺乏及維護管

理的失效；如今，只有81％的家庭擁有現代化

用電，69％的人能獲得清潔的水。物流成本比

更是居高不下 - 印尼每100公里平均運輸時間是

2.6小時(相較於泰國1.4小時和中國1.2小時)；印

尼港口集裝箱停留時間最大者為8天(相較於香

港的2天和新加坡的1.1天)。國家政治經濟中心

的雅加達交通壅塞，各大城市主要機場人滿為

患、貨物運輸耗時、道路毀壞、橋樑坍塌、港

口設施老舊、且電力及飲水供應皆無法滿足需

求等只是幾個較明顯的例子。

為了彌補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不足之缺口，

多年來印尼政府積極吸引國內外民間業者投入

基礎設施建設，但民間資金投入於基礎設施建

設的意願仍然低落，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所推

出的公私營合作夥伴關係(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計畫的缺陷甚多。世界銀行在前述

公布的報告即指出：政府各項工程計畫準備不足

造成取得標案的業者遭受無法預期的執行困難，

相關機構缺乏協調能力亦造成各項工程計畫出現

冗餘與矛盾的現象；而部分政府機構執行招標前

審查不夠嚴謹，造成部分工程由不適任的廠商

得標，亦都是數項PPP工程計畫無法執行的主要

因素。因此，世界銀行呼籲印尼政府加強公共

工程預算編列及標案規劃，以確保各項工程計

畫的投資者能進行正確的風險評估與分擔。

資料來源：印尼國家發展規劃局
註：可約略採用Rp.1 trillion = 0.75億美元 推算等值美金之金額

圖1 印尼國家預算資金分配到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的成長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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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出來的業務空間及過去四十多年的印尼經

驗回顧如下：

(一) 公路與橋樑工程

 於1974年至1975年期間，CECI以擔任

日本PCI的分包顧問(Sub-consultant)承包印

尼“蘇拉維西北部Ａ－Ｄ－Ｋ公路工程”

的監造工作開展印尼的顧問服務業務。直

到1976年，CECI JRO成立，CECI第一次贏

得了公共工程部公路廳(Bina Marga)的標案-

泗水公路改善工程計畫(涵蓋一、二期計畫

的設計與監造工作；計畫執行歷時8年，直

到1984年結案)。從那時起，CECI JRO持續

承接Bina Marga的公路與橋樑工程類貸款

計畫的顧問服務業務(超過30個計畫)，直

到現在。這些由多邊開發銀行(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或基金(Fund)提供融資的

貸款計畫包括：國際復興開發銀行，亞洲

開發銀行，日本OECF/JBIC/JICA等融資的

公路，橋樑工程，最近一期於2014年結案

的是IBRD貸款的“SRIP蘇門答臘及爪哇島

主要道路改善計畫”(參考圖2)。

由於多年來印尼缺乏基礎設施的發展，

造成物流成本比周邊國家高很多以及衍生的社

會問題(例如醫療保健服務的可及性)，因而降

低國家的競爭力、嚴重影響投資環境及經濟發

展。2014年7月選舉當選的新任印尼總統佐科維

(Jokowi, Joko Widodo)承諾擴大印尼各項基礎設

施建設投資；參考圖1，可以發現：印尼政府的

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預算從2015年起大幅提升；

而2016年的基礎設施建設預算分配更達到有史

以來最高的IDR 313兆500億(約USD $229億)。但

由於預算和組織改革的措施(包括削減政府的能

源補貼將其預算投入公共工程建設)造成政府對

基礎設施項目的支出在佐科維就職後的第一年呈

現遲緩現象。可喜的是：在改革完成之後的2015

年下半年已經出現一個積極的跡象，政府在基

礎設施建設的支出和計畫的開工數明顯上升。

二、CECI IRO在印尼四十多年經驗的回顧

走過四十多個年頭，CECI IRO(及JRO)以多

角化、國際化的顧問服務事業經營方式，配合

印尼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趨勢，調整業務規模

及方向以面對不同時期的各式各樣挑戰。其所

圖2 IBRD貸款 印尼SRIP蘇門答臘及爪哇島主要道路改善計畫工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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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到1998年金融危機期間，我方

也參與了一些收費公路的BOT計畫，擔任本

地財團的分包顧問。不幸的是：金融危機

時在雅加達外環公路工程施工監造和泗水

東二環路工程設計等2個計畫遭遇到呆帳問

題，這應該是我方在尋找潛在客戶時需引

以為鑑的事件。

 在2016年1月，我方剛剛簽約的Cisum- 

dawu收費公路二期工程建設監造計畫是

CECI Taiwan嘗試拓展的第一個印尼政府預

算(APBN, State Budget)顧問服務業務：本於

過去四十年的經驗，CECI IRO將嚴謹地控

管服務品質及依約請款之時程。

(二) 移墾計畫

 印 尼 的 大 部 分 人 口 集 中 在 爪 哇 島

(Java)；其面積相對較小，且人口不斷地

大量增長，已成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

區之一。因此，印尼政府實施移墾政策，

把沒有土地的人從上述人口過剩的爪哇

島遷移到蘇門答臘島(Sumatra)，加里曼丹

(Kalimantan)，蘇拉威西(Sulawesi)和巴布亞

(Papua/Irian Jaya)等外圍大島(outer island)

的新開墾區(參考圖3)。

 80年代(1980s)世銀連續通過了許多貸

款計畫，共計5.6億美金，支持印尼的移墾

方案(Transmigration Program)，促使當時的

每年移墾家庭戶數，從1950年- 1979年期

間的每年定期6,570戶激增到1980- 1984年

全盛期間的73,200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

的移民安置方案之一。 故我方於1980年 - 

1991年期間，持續參與了7個世銀貸款的

移墾計畫(含子計畫)的顧問服務(業主為印

尼政府移墾部)，計畫涵蓋的地區包括：加

里曼丹，蘇拉威西和巴布亞等大島。直到

1991年世銀貸款計畫結束之後，移墾計畫

採用印尼政府預算，後續的移墾計畫都是

由當地的顧問公司承辦。

(三) 雅加達捷運工程

 印尼首都雅加達人口超過900萬。每個

工作日有超過400萬的人必須通勤往返於雅

加達與周邊城市間。交通問題日益嚴重，

若沒有突破性的解決辦法，預計在2020

年交通擁堵將造成城市交通的完全癱瘓。

因此印尼政府於2009年與日本國際協力機

構(JICA,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簽訂貸款協定，獲得貸款以興建

雅加達捷運系統(Jakarta MRT System)。

2013年起，CECI Taiwan 也成為日本與印

圖3 1951年-1993年期間 印尼政府移墾政策 爪哇島區人口遷移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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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印尼三寶瓏及巴里島首府都市運輸研究

顧問服務(1988-1990)；

6.  印尼泗水工業區開發工程規劃(1989-

1992)；

7.  印尼BOGOR都市基層建設整體發展顧問

服務計畫(1990)；

8.  印尼Ciwandan Port Container Stacking 

Yard計畫(2001)等。

參、未來的挑戰和展望

依據 BMI(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預測，印尼人口於2020年將由目前的 2.5 億人

增加到 2.7 億人，GDP 將由2013年的 8,892億

美元，擴增到2020年的1兆9,399 億美元，成長 

118％；人均GDP亦將由2013年的 3,559 美元，

增加至2020年的 7,201美元，成長102％。尤有

甚者，印尼人口結構年輕，勇於消費，中產階

級以每年700 萬人的速度增加，市場潛力十足；

都市化程度逐年提升，城市建設方興未艾；2015

年底已實行的AEC(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東協經濟共同體)在整合東協貨品、服務貿易及

投資自由化的基礎上，將帶動印尼內需市場與

基礎設施建設(Infrastructure)的蓬勃發展。

印尼政府為因應AEC之啟動，已提早於2014

年10月份修法，以保障印尼本國營建業，減少

外國營建業者進入印尼市場所產生之衝擊，並

確保技術轉移。上次修法係針對公共工程部主

管的「外籍工程公司之代表處營業許可證核發

規定準則」進行保護本國產業的相關修訂。

一、現行法規使業務開發面臨挑戰

前述「外籍工程公司之代表處營業許可證

核發規定準則」的修訂對外籍工程人員的執業

資格以及外籍工程公司的派外工程人力供給、

法定業務模式、推動策略、作法與機制等皆造

尼JO承包商之協力廠商而參與了CP106標

Underground Station and Tunnels(13k+102 ~ 

15k+123 )細部設計(業主為 日本SMCC與印

尼國營公司PT. Hutama Karya Persero之JO)

及CP101 標Depot and Elevated Station(0k-

580 ~ 0k+630)/CP102標Elevated Structures 

and Stations(0k+630 ~ 5k+369)統包工程的

第三方認證技術服務工作(業主為 Tokyu與

PT. Wijaya Karya Persero之JO)。

(四) 工業廠房計畫

 早期我方對於印尼的工業廠房計畫涉

略不多，回溯起來只有Ketapang糖廠(1984)

計畫，業主為私人企業，且規模不大。直

到2013年，與鼎台公司合作參與了印尼大

企業Indofood的“雅加達Bogasari麵粉廠廠

區建物及設備調查、檢測與評估”，在工

業廠房計畫方面的顧問服務業務才有了突

破。我方在這項起步的顧問服務中獲得業

主的充分信任；其後在2015年又與鼎台公

司合作而繼續參與“泗水Bogasari麵粉廠廠

區建物及設備調查、檢測與評估”；“雅

加達Bogasari麵粉廠Mill-HIJ及Substation建

物加蓋及生產設備更新之結構安全評估與

補強設計工程”等2項顧問服務工作。

(五) 其他

 秉持全方位技術服務之方針，早期

CECI JRO不遺餘力地突破印尼的生疏環

境，參與印尼的公/私營工程計畫其中尚包

括以下各項：

1.  印尼UP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統包工程

(1982)；

2.  印尼加里曼丹第八區煤田第一期水陸運

輸系統初步研究(1986-1987)；

3.  印尼棉蘭市Thamrin購物中心投標前設計

(1987)；

4.  印尼三寶隴都會區都市交通第一期監工

計畫(1987-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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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頗大衝擊。以下就增修條文對印尼業務開發

形成挑戰的各項條款逐一說明。

(一)  外籍公司的服務領域及工程人力供給

問題

1.  外籍公司只允許參與高風險，高服務費

(顧問服務費IDR 100億以上；約USD75

萬)和高技術類的工程計畫；

2.  外籍公司必須在印尼執行所有的設計工

作，並需實施技術移轉；

3.  外籍公司必須與當地公司建立純粹的

計畫合資聯營體(Project Joint Venture /

Operation)關係，且至少50％ 顧問諮詢

費用需分配給當地公司；

4. 嚴厲地懲罰違規的外籍公司。

(二) 外籍工程人員的執業資歷要求

1.  需要提供工作能力證書(如PE/技師證照

等)和由業主簽發的工作資歷證書；

2.  外籍工程人員需繳驗英語能力測試成

績；以近期得標的Cisumdawu收費公路

監造計畫為例：印尼業主要求托福成績

至少61(for Internet Based Testing/iBT)或

500(for Paper Based Testing)；

3.  外籍工程人員在印尼工作滿1年後，在延

長工作許可時，未來可能需要印尼語的

能力測試；

4.  對於外籍人力的勞動限額審批：需要透

過Skype的面談(目前可以透過該公司的

授權代表出席面談)。

(三)  印尼政府預算(APBN, State Budget)顧

問服務的業務新模式

 以往僅需提供業主：我方與當地公司

的計畫合資聯營體(Project JO)契約，而請

款時各家JO公司可依自身所獲金額分別開

發票。新模式作法為：

1.  外籍公司必須取得與當地公司的計畫合

資聯營體(Project JO)契約公證方能執行

相關業務；

2.  需要申請一個計畫合資聯營體的NPWP

(稅務登記號，Tax Registration Number)；

3.  需要在銀行開立計畫合資聯營體的託管

賬戶(Escrow Account)來管理Project JO的

所有收入和支出；

4.  計畫結束後必須關閉該計畫合資聯營體

的NPWP(稅務登記)。

二、未來的業務展望 

為 了 促 進 經 濟 成 長 ， 近 年 來 印 尼 政 府

已經把基礎設施建設列為重要施政目標。在

2011至2025年的“加速和擴展印尼經濟發

展總體規劃”(MP3EI 2011-2025, Masterplan 

for Acceleration and Expansion of Indonesia's 

Economic Development)中預計將籌集4,680億美

金的資金用於經濟建設 - 其中70％資金籌畫將

由私營機構透過公私營合作夥伴關係(PPP)作

出貢獻；大約45％的資金保留用於基礎設施建

設。而2014年勝選的印尼總統佐科維於就職一

年多以來亦已經證明自己是個政策的實行家；

為了提振經濟，其一系列的強力作為皆有助於

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籌措與計畫開展，概述

如下：

(一) 大幅提高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預算

 印尼新政府從2015年起大幅提升國家

基礎設施建設預算；2016年的基礎設施建

設預算分配更達到有史以來最高的IDR 313

兆500億(約USD $229億)。同時，國家發展

規劃局(BAPPE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Agency)亦設定在2016年發行IDR 

13.7兆(約USD $10.9億)的伊斯蘭債券以資

助基礎設施建設；並將尋求外國貸款以注

資國有企業，提供發展計畫資金。

(二)  政府充當催化劑，修訂法規以協助民

間參與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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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4年新任的印尼總統佐科維承諾

擴大各項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為了彌

補資金不足之缺口，乃指示國家發展

規劃局規劃及提案，積極向世界銀

行、亞洲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 AIIB,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等多邊開

發銀行提案貸款。

  2016年2月12日亞洲開發銀行總裁中

尾武彥先生 前往雅加達會見佐科威總

統，討論未來的合作領域。會後中尾

武彥先生宣布，亞銀將提升印尼的貸

款額度，在未來5年中貸款印尼的額度

將從2010年至2014年的每年7.4億美金

提高至每年20億美金。此外，印尼在

佐科威總統的領導下積極地拓展與中

國的經貿合作關係，列為亞投行(AIIB)

的第八大捐助國，擁有6.72億美金的

實收資本和3.4％的股份。可以預期未

來來自中國及亞投行的基礎設施建設

貸款資金將超越世銀及亞銀。

故展望未來，我方的業務規劃將配合此

基礎設施建設蓬勃發展的趨勢，採用開放、誠

信、創新的業務思維，調整業務模式以反映印

尼的新法規，積極地介入PPP基礎設施建設投資

計畫提供全方位的顧問服務；並充分運用既有

的業績及經驗，擴大爭取世銀、亞銀、亞投行

等多邊開發銀行的貸款計畫業務。

1.  修訂公私營合作夥伴關係(PPP)的法律和

制度，以提高PPP基礎設施計畫招標過

程的透明度和清晰度。並由國會通過土

地徵用法(Land Acquisition Law)，允許

政府透過法定的土地徵收補償費徵用民

間土地投入公共建設；

2.  成立印尼基礎設施建設融資擔保基金

(IIGF, Indonesia Infrastructure Guarantee 

Fund)以提高PPP基礎設施計畫的風險擔

保(包含：政治風險、土地徵用、法律或

法規變動風險等)；

3.  分別向世銀及亞銀各貸款1億美金，成立

印尼多邊基礎設施建設中介公司(SMI, PT 

Indonesia Sarana Multi Infrastructure)以：

(1)協助PPP基礎設施計畫參與者建立夥

伴關係；(2)協助PPP基礎設施計畫特許

公司及相關政府部門進行不同的融資活

動；(3)協助印尼政府促進PPP基礎設施

建設；(4)對於國內、外PPP計畫的投資

者提供專業諮詢；

4.  由SMI公司、亞洲開發銀行、國際金

融公司、德國投資與開發公司投資成

立印尼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公司(IIF, PT 

Indonesia Infrastructure Finance)以提供

PPP基礎設施計畫的長期融資。(註：IIF

公司非金融機構，預計將透過增加股本

或發行中長期債務以提高投資印尼基礎

設施建設之可行性)；

5.  指示印尼國家發展規劃局(BAPPENAS)

發行2015年印尼PPP基礎設施建設規

劃報告書(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frastructure Plan in Indonesia 2015)，

依據Ready-to-offer Projects、Prospective 

Projects、Potential Projects 等三個可行

性分級詳列印尼政府在2015年至2019年

間的PPP基礎設施建設規劃，以提高印

尼的PPP基礎設施計畫在國際間的能見

度及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