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相關文獻回顧與評析 

有關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文獻，如論是國內外，均所在多有，本文

特別由淺入深，先在第一節介紹一些基本BOT之概念以及作業流程。另外

由於本文著重於BOT案之財務規劃，所以在第二節中回顧財務規劃之方法

與文獻，作為未來本文實際驗證財務可行性時之依據。最後在第三節中，

回顧兩項大型的BOT案例，期藉由分析其財務規劃的模式，找出一個成功

之BOT財務規劃的關鍵所在。 

 

第一節 BOT之文獻回顧 

 

一、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簡介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很多，並不一定只有BOT的方式而已，只要有好

的構想，很多模式是可以不斷地衍生出來的，表一就整理出幾個最常見以

及最重要的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做法之模式。 

 

表一：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模式 

名  稱 內             容 

BOT 
BOT，是"Build-Operate-Transfer"的縮寫；原意是由民間機

構投資興建公共建設，並取得經營權，營運一段期間，待投資

完全回收後，再將該建設的資產移轉給政府，同時喪失經營權。

BT 

當政府面臨財政困難，無法一次編列足夠的公共建設預算時，

可由民間機構代為籌措該建設所需資金，待工程部份或全部完

工後，再一次或分次償還工程款，這就是 BT(Build and 

Transfer)模式。 

OT 

政府將已興建完成的建設委託民間機構來經營，這種委託經營

的方式一般都訂有一定的期限，便是一般的 OT(Operate and 

Transfer)，或大家所熟悉的「公辦民營」或「公有民營」。 

BTO 一次由民間機構籌資興建，待興建完成後，先將公共建設資產



移轉給政府，再由該民間機構經營一段期間的做法，這便是所

謂的 BTO(Build-Transfer-Operate)模式。BTO 的優點除可一

併交由民間經營以提升效率外，在資金方面可結合BT與OT的

優點，政府不一定要償付所有工程款，未償還的部分，可由營

運期間的收入來支付，換句話說，政府不但不必完全償付公共

建設所需資金，還可將該建設的投資風險轉移到民間機構來承

擔。 

ROT 

ROT (Refund-Operate-Transfer)，即政府將老舊的公共建設

交由民間機構投資改建或增建，並經營一段期間再移轉給政府

的做法。 

BOO 

政府有時想興建公共建設，但缺乏所需土地或找不到適當的地

點，這時政府可透過BOO(Build-Own-Operate)的方式，由民間

機構自行尋求適當地點並取得土地所有權後，籌資興建公共建

設並進行不限期的經營，不必將該建設的資產，移轉給政府。

BLT 

美國流行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公共建築，待完工後，將該建築

租給政府使用，租期屆滿後，一併將該建築的資產移轉給政府

的做法，即所謂的BLT(Build-Lease-Transfer)；當然BLT的

租期與租用期間政府所支付的租金等條件，必需保障民間的投

資能夠完全回收。 

PFI 

PFI乃是"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的縮寫，起源於英國，

意思是民間資金主導公共建設提案，強調由民間負責資金調

度，與BOT、BTO、BLT等模式的概念與內涵相當一致。 

資料來源：整理自Sapte（1997）及 劉憶如、王文宇、黃玉霖，(1999)。 

 

綜合表一之各種模式，劉憶如等（1999）指出，國內目前的經驗主要

在BOT及BOO兩種方式1。而且傳統公共建設由政府編列預算，再發包給民

間設計、建造的做法亦可說是一種民間參與；事實上，表一各種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模式都是傳統發包方式的延伸而已。 

 

二、BOT的作業程序 

關於BOT的作業程序，隨著各國國情與經濟環境的不同，多有出入，但是

                                                 
1 目前台灣重要大型公共建設屬BOT者有：台灣北高速鐵路、月眉大型育樂區、台北國際金融大

樓、中正機場捷運案⋯等等，約35項左右，屬BOO者則有垃圾焚化廠興建計劃。 



有幾個最基本的程序卻是不變的。Tiong (1992) 提出將BOT模式的運作

分為五個主要階段之模式，茲擬配合圖三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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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BOT專案之主要執行階段及其內容 

資料來源：整理翻譯自Tiong (1990)。 

 

（一）投資準備階段（preinvestment） 

政府公佈專案需求 (request for proposal，簡稱RFP) 或專案規劃內容

後，由有意投資公共工程之民間企業召集專業人員，制定資金籌措計畫、

研擬相關法令限制、預估投資報酬率、進行市場調查與研擬合理之特許條

件並進行投標。此階段係廠商在未決定是否投資該項計畫前，所進行各項

技術、財務等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廠商可於此階段對整個計畫內容深入瞭

解，並評估是否要進行投資。此外由於特許公司組織中相關之成員有金融

機構、保險公司、營造廠商、設計公司、營運者等，故評選時除考量其工

程技術能力外，尚應包括財務規劃、溝通協調、法律知識等其他方面。 

 



（二）訂定契約建造準備階段（preconstruction） 

此階段為廠商尚未開始動工建造時，所應進行的各項準備工作，由於訂定

契約過程常須要長時問的協調談判，若政府與特許公司難以取得協商之平

衡點，則協商期可能長達數年之久，所以在規劃時間表時應趨向保守，以

免使專案陷入高度風險或不可行。定訂契約階段常見之協議項目大抵包

括：特許期之決定、風險分擔、工程技術與設計之評估、專利使用權的取

得、專案融資的內容等等。 

 

（三）建造階段（construction） 

有了前二階段完備的各項規劃準備工作之後，即可依照所規畫設計的工程

規格、品質、工期等，實際進行所需工程建造。由於BOT專案分工合作複

雜、牽涉層面廣，相對地風險較傳統工程增大許多，若特許公司對承包之

營造廠未能完善管理與充分地溝通協調，則容易發生衝突或爭執，甚至引

發仲裁、訴訟等問題，影響工程無法如期完工；所以此階段特別需要完善

的法令規章來相輔相成。 

 

（四）營運階段（operation） 

專案計畫按原設計建造完成後，即進入商業營運時期，一般而言，民間經

營會較政府部門來得更有效率，獲利亦較高。在特許之營運期間裡，政府

應以督導的角色對其經營方式提出相關規定，對於收益設施之費率訂定以

及調整，一方面必須顧及特許公司合理之利潤，一方面則須對於大眾利益

做適當之維護。 

 

（五）移轉階段（transfer） 

對政府而言，本階段主要考量在於移轉資產之修護與善後。因特許期限末

期，建物使用已經有相當的年限，問題發生頻率必定增多，所以在接收建



物之前，應與特許公司式經營者詳細溝通並嚴格監督其營運、維修等工

作，使政府能順利接收建物並繼續營運。而對特許公司而言，當所有權無

條件轉移給政府後，則考量續約之可能性，雙方亦可再以營運租賃2

（operating lease）或政府以OT方式重新招標。若採OT的方式，可使

主辦單位再次甄選優良的經營團隊，提升經營效率。 

 

三、政府與民間之關係架構 

劉憶如等（1999）指出所謂BOT的民間參與，和一般傳統講的公共工程由

民間參與，最大的差別不是在於工程由誰來進行，由誰來做，由誰來執行，

甚至由誰來經營；其差別是在於「錢」這個部分，「籌資」的工作由誰來

負責是最大的差異之所在。 

傳統的公共工程，是政府出資，發包工程予民間進行；BOT的公共工

程，則是由民間籌資出資，由民間發包工程給民間進行。公共建設完工後，

其營運時所能收取的費用，因此也應由民間出資單位收取，以償還其投資

公共建設之成本及報酬。是故，融資者也開始佔據重要的角色。 

本文整合Hensley and White (1993) 以及胡仲英 (1999) 之觀點，

說明了由政府規劃公共工程與由民間規劃公共工程之不同處，如頁13圖

四。 

Tiong、Yeo and McCarthy（1992）亦提出一個民間團隊要在 BOT 專

案中成功之要件有六大項：企業家的精神 (entrepreneurship)、選定最

佳的計畫 (pick the right project)、堅強的融資團隊 (a strong team 

of stakeholders)、具競爭性的財務提案(competitive financial 

                                                 
2鄭丁旺(2002)指出：營運租賃乃出租資產之報酬與風險大部分仍由出租人享受或承擔資本租賃

以外之租賃，對承租人來說，若不符合(1)無條件移轉(2)優惠承購權(3)租期達租賃資產剩餘

年限75%以上(4)最低租金給付現值達租賃資產公平市價90%以上；上述四點其中一項者，即屬

營運租賃。而站在出租人之角度，除以上四點外，尚需考慮(5)應收租賃款的收帳可能性能合

理預估(6)應由出租人負擔之未來成本，無重大之不確定性，若無同時符合以上兩點，出租人

才可將租賃之性質視為營運租賃。 



proposal)、樂觀的前景 (special features)。其中 special features

應由政府來營造，有兩個主題；第一：政府應設立一些有利於投標者的方

案，使在還本期的初期，即展現出良好的獲利前景，以吸引投標者前來競

標。第二：政府定訂完善的法令，使投標者在專案施行時獲得保障。 

由此可見，一個成功的BOT案，絕對不是只靠政府或民間單方面即可

完成的，唯有政府、民間、融資者三方配合，才有可能打造出三贏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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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由政府規劃公共工程與由民間規劃公共工程流程比較圖 

資料來源：Hensley and White (1993)、胡仲英 (1999)。 



 

第二節 財務規劃文獻回顧 

 

公共建設往往屬於大型工程，所需的資金龐大，興建施工期長，而營

運期回收之時間現對較長，故當民間投資業者在參與BOT計畫時，資金來

源、自償性、報酬率，成為在財務上必須考量三大要素。本節分成兩大部

分，首先回顧一些企業一般常用於決定投資決策的方法，接下來第二部分

則探討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時，判斷專案財務可行性之模式，其中又以自償

率最為普遍，也最重要。另外在附錄中，本文加入了實質選擇權評價模式

之探討，並利用本宿舍的案例作一模擬分析。 

 

一、基本財務評估方法 

財務計畫評估之目的在於預估專案在各階段之可能成本及效益，以評估專

案是否可行，並作為投資與否之參考。傳統現金流量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簡稱DCF）常用於評估投資計劃時常用的財務指標有以下幾種： 

 

（一）還本期間法（payback period，簡稱PB） 

還本期限又稱回收期間，係指計算淨報酬額等於投資額所需要的時間。一

般用作比較兩方案間投資還本的期間，以較短者為佳，還本期間法即是算

出該專案之回收期間，評估可否接受投資專案之方法。本法在計算較為簡

便，意義易於理解；缺點是由於計算過於簡化，並未考量現金流量的折現、

投資類別的風險性大小及還本後的現金流量變化等問題，因此在使用上有

其限制。 

還本期間 = 總投資額 ÷ 每年之現金流量 

 

（二）會計報酬率法（accounting rate of return，簡稱ARR）： 



會計報酬率法就是算出該投資專案之會計報酬率，以會計報酬率之高低來

決定是否接受該專案的方法。 

計算公式如下：會計報酬率 = (平均每年稅後純益 ÷ 平均投資帳面

價值 ) ×100% 

 

（三）淨現值法（net present value，簡稱NPV） 

將投資方案中各期現金流量折現而得出現值，將收益現值減成本現值，其

差額，為淨現值；若淨現值大於零，表示投資此計畫有正的現金流量，應

採用此計畫。若有兩個以上之方案時，則淨現值較大者為可接受之較佳方

案。數學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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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V：淨現值 

CFt：投資專案在第t期所產生之現金流量 

r：專案之折現率 

n：專案之年限 

I0：原始投資成本 

 

（四）內部報酬率法（internal rate of return，簡稱IRR） 

使投資成本等於預期收益之現金流量淨現值的折現率，即能夠使NPV為0

的折現率，稱為內部報酬率，當內部報酬率大於市場利率時，為可接受之

方案；若有兩個以上之方案時，則IRR較大者為可接受之較佳方案。內部

報酬率之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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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內部報酬率 

 

（五）修正的內部報酬率法（modified IRR） 

由於IRR可能產生多重根，而難以判定真正的內部報酬率為何；此外， IRR

評估時係假定現金流量所獲得的再投資報酬率即為計算出來的 IRR，所以

傳統IRR對於再投資報酬率的假設不切實際；因此有人主張將IRR略作調

整，改為先計算現金流量以資金成本再投資之下的未來值，再求算出使該

項未來值等於投資成本的折現率，稱為修正的內部報酬率法(M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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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獲利能力指數法（profitability index，簡稱PI） 

又稱成本效益比率(benefit-cost ratio)，為計畫未來營運所產生的現金

流量總和，除以計畫興建所投入之現金流量總和，若PI大於1，則表營運

時期的現金流量折現值大於興建時期之現金流量，應接受此方案，數學式

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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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計畫結束日 

n：興建完工日 

 

(七)資本資產定價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簡稱CAPM） 



在專案評估的應用上，可用以表示風險與期望報酬率關係，並使決策者同

時考量兩者，此法之應用與適用範圍相當普遍，且為多數人所接受；但若

非在資訊完全公開的效率市場，其風險係數值不易求得。 

其公式如下： 

( )fmifs RRRR −+= β  

 

其中Rs：投資組合 s的預期報酬率 

Rf：無風險資產之報酬率 

Rm：市場報酬率 

βi：個別資產之系統風險 

 

根據Petry and Sprow (1993) 調查研究顯示，美國企業最常使用的

財務評估方法，以還本期法、折現還本期法、淨現值法及內部報酬率法使

用的頻率較高，然而以上各種方法各有其優缺點，一般財務管理之課本中

多有介紹，此處不再贅述。由於BOT計劃案有其特殊性，上述一般性財務

評估的方法，顯然在財務評估的運用上無法有效的進行。各種評估方法主

要缺失為:由於BOT計畫所投資的金額相當大，且投資期甚長，若採還本

期法，可能均無法達到接受的範圍。而投入成本的不確定性高，對於內部

報酬率法的計算結果，亦可能無法反應計畫風險。此外，計畫所包括的風

險內容，項目多且複雜，若僅以淨現值法中之折現率進行計算，則可能無

法計算出較為客觀的風險調整量。以下再就BOT專案計劃中，常用到的財

務評估模式作一分析。 

 

二、專案計畫之財務評估模式 

（一）投資報酬率（return of investment；簡稱ROI） 

投資報酬率是建築業進行投資計畫時評估投資計劃是否可行之一項重要



指標。因為建築業常常要考慮若干不同之替選方案，諸如：施工工法、成

本、工期、建築法令等等，而不同的替選方案必然會導致不同的投資報酬，

故投資報酬率（ROI）是利益與產生此項利益所需投資的一種關係，公式

如下： 

 

投資

利益
=ROI  

 

若再配合財務管理所常用的杜邦分析，則投資報酬率可採用以下之公

式： 

 

資產週轉率銷售利潤率
投資總額

銷貨收入

銷貨收入

利潤
×=×=ROI  

 

(二)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由政府規劃，首先必須進行經濟可行性分析，此法普遍見於財政學中，是

一種評估計劃可行性的工具，可協助決策者從事公共投資選擇，以達資源

之有效運用，以社會之觀點來考慮「社會成本」及「社會效益」，所以成

本與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是在各方案中找出最適方案來

投資。其貼現率為社會貼現率或時間偏好率，因政府著重的是社會利益。 

 

計劃成本現值之加總

計劃效益現值之加總
=

C
B

 

 

（三）自償率（self-liquidation ratio, SLR） 

計算自償率，為BOT建設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個計算，它也提供政府與

民間討論時一個最重要的基礎。促參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明文：「所稱

自償能力，指營運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額，除以公共建設計

畫工程興建年期內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前項



所稱營運評估年期，指公共建設計畫之財務計畫中，可產生營運收入及附

屬事業收入之設算年期。第一項所稱現金淨流入，指公共建設計畫營運收

入、附屬事業收入、資產設備處分收入之總和，減除不含折舊與利息之公

共建設營運成本及費用、不含折舊與利息之附屬事業成本及費用、資產設

備增置及更新之支出後之餘額。」。 

若自償率≧1，即表未來營運收入得以收回其全部投入的工程經費本

息，且還有盈餘。相反的，若自償率＜1則未來營運收入無法回收投入之

成本，以自償率為0.6為例，表示政府至少應補貼40 %。 

黃明聖(1999)彙整獎參條例、促參法以及政府對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

設補貼利息或投資部分建設辦法，得出完全由政府投資之自償率 (SLR) 

公式如下： 

 

完工年度現值建設期建設成本支出之

之完工年度現值營運評估期淨現金流入
=SLR  

 

若現由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則民間參與投資之自償率 (SLR) 公式為： 

 

工程經費流出現值

值營運評估期現金流量現
=SLR  

 

計算自償率時所用之貼現率應為市場利率，或是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ACC)，加權平均資金成本之公式如下： 

 

∑
=

=++++=
n

i
iinn kwkwkwkwkwWAC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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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表第i個資金來源佔總成本之比例，  iw ∑
=

=
n

i
iw

1
1

ik 表第i個資金來源的取得成本。 



 

黃明聖 (2002) 又指出由於自償率 (SLR) 與成本效益分析兩者所用

的貼現率不同，故有可能出現自償率小於一，而B/C卻大於一之情形，其

差異反映了外部性之存在。若二者貼現率相同可證明得： 

 

SLRn = SLR0 = B/C 

 

即第n年(完工年度)為基準所計算的自償率=第0年為基準所計算的

自償率=效益成本比率。 

 

（五）財務特性曲線與分年償債比率（DSCR） 

「量化」是衡量一項工程投資最明顯且直接的方法，財務特性曲線

（project economics curve）就具備這樣的功能。它可以表達興建、營

運各時期BOT專案之現金流量及累計現金流量，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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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財務特性曲線 

資料來源：黃明聖，(1999)。 



 

根據圖五所示，一個特許公司在推動計畫時，可劃分為興建期及營運

特許期。在興建期每年必須投入成本，即現金流出;營運期則可能有現金

流入。現金流量並不一定在完工營運之當時即由負轉正，因可能有延遲付

款的情形。 

累計的現金流量是將各期現金流量累加而得。在現金流量為零時，累

計現金流量達最低點（如圖中 A點所示）。之後，此線逐漸上升，而與橫軸

交點即是還清債務的時點（如圖中 B點所示）。此時融資者會注重專案計畫

每年是否都有很高的償債比率(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分年償

債比率是用來衡量計畫案於營運期間，各年息前稅前盈餘是否足夠償付當

期到期之債務本息的指標。其公式如下： 

 

利息當期之應付債務本金

折舊攤提當期之息前稅前盈餘
分年償債比率

+
+

=  

 

融資者對BOT專案授信時，償債比率為重要之指標，一般專案融資每

年須達1.4 ~ 1.7以上。換言之，即使融資者認為專案計畫在長期是具有

潛力、可行的，在短期亦必須滿足每年的償債比率要求，才會予以授信。

本文接下來亦會計算宿舍興建案的DSCR，視其是否能符合融資者在授信時

之要求。 

 

（六）利息保障倍數（time interest earned, TIE） 

利息保障倍數為另一個長期安全性指標，是用來衡量營業所得支付每年利

息成本的程度，公式如下： 

 

( )
本期利息費用

息稅前盈餘
利息保障倍數

EBIT
=  



利息保障倍數的標準值必須在2.0以上，方屬合理。 

 

第三節 國內外代表性BOT案之財務規劃 

 

上節回顧了一些財務規劃的方法。本節重點式舉了兩個國內以及國外

的例子，擬就實際上的案例作一探討，並比較國內與國外BOT案做法之異

同。 

 

一、台灣南北高速鐵路 

（一）簡介 

台灣高速鐵路整體計畫的行政單位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興建計畫全

長345公里，縱貫台灣西部14縣市、68鄉鎮。總經費在政府部門初估下

高達新台幣 4419 億元，成為截至目前為止世界上最大的 BOT 案，也是國

內首宗採取BOT民間參與投資興建模式的大型公共建設。 

也正因如此，政府也在相關法令上做了一些配套措施，民國八十三年

暨民國八十九年陸續通過的「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及「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都成為未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法源依據。 

 

（二）財務規劃 

政府在高鐵招標之前，曾對高鐵之成本作一初步規劃，其分項成本如表二： 



表二：政府初估高鐵計劃分項成本               單位:億元台幣 

土木工程 1,9220.46 核心系統機電設備 746.15 

基地工程 105.00 軌道工程 170.00 

設計/監造 134.75 用地取得 751.00 

工程行政/預備金 434.83 車站工程 155.00 

總經費   4,419.00 

資料來源：高鐵局網站，http://www.hsr.gov.tw/。 

 

由上表可知政府預估高鐵之總經費約為4,419億，而於實際招標時，

主要的兩家競標廠商，台灣高速鐵路企業聯盟要求政府投資額度為負

1,057.02億元，而中華開發公司要求政府投資額度為1,495億元；報價分

別如表三： 

 

表三：台灣高鐵民間投資案申請人報價表          單位:億元台幣 

 台灣高鐵 中華高鐵

完工日期 2003年6月 2003年6月

政府必須辦理事項 

(即土地徵收的固定支出等款項) 
1,057.021,057.02

要求政府投資額度 -1,057.021,495.00

民間機構實際投資額度 3,366.002,733.98

總建設經費 3,366.005,286.00

自償率 66.90 54.00

資料來源: 高鐵局網站，http://www.hsr.gov.tw/。 

 

綜合評審之結果，由台灣高速鐵路企業聯盟得標。財務計畫為其致勝

的關鍵。台灣高鐵聯盟在最後提出的報價中，決定以提撥營運所得稅前盈

http://www.hsr.gov.tw/
http://www.hsr.gov.tw/


餘至少10﹪的方式分年償還政府事前支出的1,057億元，且在付清1,057

億元後，仍將繼續提撥該筆金額為鐵路及捷運等工程建設基金，因此對政

府而言，此一特殊利益不僅使得政府出資降為零，未來仍有回饋金可收。

而中華高鐵聯盟除了政府必須辦理事項支出 1,057億元之外，仍要求政府

出資1,495億元，兩大聯盟就政府出資的部份相差達2,5521元；僅就帳

面上的數字而言，優劣立現。 

 

（三）融資過程 

依據台灣高鐵聯盟原先的財務規劃，三千多億的資金需求中，2,800 億元

將尋求銀行貸款，其中2,100億元擬向國內商業銀行借貸，餘700億元向

國外輸出入融資貸款求助。之後由於東南亞金融風暴造成匯率不穩定，使

企業向國外融資需承擔較大的匯率風險，因此該聯盟修正財務計畫，希望

至少能從國內金融機構募集2,800億的資金。起初三家主導聯貸之銀行（交

通銀行、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台灣銀行）對此大金額的計畫融資怯步，其

他銀行參貸意願也不高，故政府同意台灣高鐵聯盟可以透過經建會「中長

期資金運用辦法」來取得資金。 

銀行貸款意願不高之主因來自鉅額貸款之風險，高鐵興建營運合約第

十六章中雖有強制收買的機制，但政府強制收買的價金是直接撥給台灣高

鐵公司，在扣除必要費用、高鐵公司付給交通部損害賠償金及利息之後，

剩下的餘額才用來償還銀行的貸款。因此銀行團擔心扣除手續費、損害賠

償之後的價金會低於授信額度，銀行授信風險無法全數鎖定。為此，三方

於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達成共識，政府訂定必要費用、損害賠償金及利息

等扣除金額的上限，使減掉扣除額後的強制收買價金不會低於授信額度，

聯貸才得以順利進行。 

除保障強制收買價金額度外，在三方協議書中亦規範了政府收買時機

點之問題。一但台灣高鐵無法繼續經營，政府不見得能立即編列強制收買



價金之預算，超過六個月後，銀行可能會有逾期放款的問題，影響銀行的

債信評等。此部分在三方協議書中明文將強制收買價金轉成政府的負債3，

以避免銀行逾期放款之問題。 

八十九年二月二日由台灣高鐵公司與二十五家聯貸銀行及交通部舉

行聯合授信契約、融資機構契約及三方契約之簽約典禮，確定了3,233億

元（包括150億元的履約保證金）的融資計畫。 

 

二、英法海底隧道（The Channel Tunnel） 

（一）簡介 

英法海底隧道是貫穿英法海峽，為一連接英國及法國的海底鐵路運輸工

具、全長約50公里，其中38公里在海底，工程主體包括兩座火車專用隧

道和一座供安全及維修用的服務性隧道。此工程於 1986年動工興建，已

經於1994年通車營運。當1994年興建完或時，其成本超支為原先估計之

兩倍，另外，雖然英法政府承諾 33年內不再興建類似的隧道，但隧道仍

受到平價渡輪的競爭，1995年1月至6月的年中結算，稅前虧損4.6億英

鎊，營業額只佔利息支出的三分之一。為此，英法政府於 1997年宣佈將

特許期從原先的55年延長至99年，於2086年結束特許公司的特許經營

權。且歐洲隧道公司於1998年進行債務重整後債務減少，目前各項營運

皆穩定成長，對於英法海底隧道的成效評估仍有待後續觀察。 

 

（三）財務規劃 

英法海底隧道是由英國海峽集團（Channel Tunnel Group）和法國France 

Manche合組之Eurotunnel公司以26億英鎊，雙向鐵路隧道系統之計畫得

標。在興建合約中，政府不提供財務擔保，工程的建造風險完全由民間承

                                                 
3 此負債為政府之或有負債 (contingency liability)，至於此或有負債實際發生時政府應用何

種方式支付，於三方協議時並無明確規範。 



擔。為此歐洲隧道公司特別準備美金18億元以應付成本超支；英法海底隧

道總工程金額約為台幣2,300億元（完工時施工成本約4,800億與台灣高速

鐵路工程之估計造價約4,400億相近），在控制工程經費方面，有部份的

工程採目標成本加上 12.36 % 毛利率的固定價格來發包，若實際成本少

於預算成本，則興建廠商可以分享 50 % 的成本節省利益，但若成本超支，

興建廠商必須負擔超支部份的 30 % ；且興建廠商還須負擔因完工延遲所

導致的損失。 

 

（三）融資過程 

在獲選為專案公司之前，主辦銀行即已取得33家銀行的融資意願書 

(letters of intent)，承諾貸款43億英鎊，獲選為專案公司之後隨即第

一次增資5,000萬英鎊，之後分別在1986年10月及1987年11月進行第二次

及第三次增資，並於1987年9月完成銀行團籌組，11月即和130家聯貸銀行

簽訂融資契約。 

歐洲隧道公司向英法政府承諾，發起人籌足總建造成本20%的股本，

而且其專案貸款無需兩國政府之擔保，貸款係以隧道營運收入來償還。在

上述條件下，歐洲隧道公同共向209家跨國銀行聯貸85億美金，堪稱規

模最大之民間業者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案例。 

 

三、台灣高鐵案與英法海底隧道案之比較 

英法海底隧道在營運面來說，目前暫屬虧損狀態，但未來之成效評估仍有

待觀察，但若只就融資方面來說，政府完全沒有涉入，由公司及金融機構

分別承擔風險，符合BOT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及風險分攤的精神。相較於我

國的高速鐵路，融資過程一波三折，最後仍需政府出面，英法海底隧道就

此意義而言，仍不失為一成功的BOT案例。以下列表逐項比較二者之異同，



詳見表四： 

 

表四：台灣高速鐵路BOT案與英法海底隧道BOT案比較表 

個案名稱 英法海底隧道 台灣高速鐵路 

1.興建項目 兩座火車專用隧道與一座供安

全及維修用的服務性隧道，全長

50公里。 

由台北到高雄的高速鐵路，全長

345公里。 

2.公告招標日

期 

1985年3月 1996年10月 

3.建造成本 新台幣4,800億 新台幣4,400億 

4.自有資金要

求 

20% 25% 

5.特許期間  原為 55 年，後來延長為 99 年

(1987~2086) 

35年 (1998~2033) 

6.土地取得 無土地取得問題 由政府取得 

7.得標團隊 CTG-FM(由英國海峽隧道集團

Channel Tunnel Group 和法國

France Manche 合組) 

台灣高鐵企業聯盟(由大陸工

程、長榮、東元、太電、富邦合

組) 

8.決標關鍵 1.財務計畫可行及健全 

2.施工技術較成熟 

3.工程構想較安全且不需考量

海流、風、及外物的影響，不

易受破壞。 

兩合格申請人在興建能力、營運

能力、公司組織健全性及財務計

畫可行性等項，皆符合政府要

求，但在要求政府投資額度一

節，台灣高鐵聯盟條件較優，故

評定台灣高速鐵路企業絲盟為

最優申請人。 

9.預估稅前報

酬率 

15%，目前為虧損 IRR約14% 

10.政府提供

貸款/投資 

無 獎參條例規定，政府基金及公營

事業投資上限為20% 

11.融資過程 1.融資機構積極參與議約過程。

2.得標前融資安排已相當具

體，包含 43 億英鎊的承貸額

度。 

3.簽約後四個月簽訂融資契約。

1. 議約時融資機構僅以第三者

的身份參與。 

2. 簽 約 後 歷 一 年 半 ( 至

2000/2/2)才完成授信合約

簽訂，融資金額3,222億元。

12.政府的角

色 

1.英法政府保證 33 年內不興建

第二條橫越英吉利海峽之隧

1.台灣政府保證未來 30 年內不

興建第二條高速鐵路。 



道。 

2.政府不提供財務擔保(但英國

鐵路公司和法國鐵路公司都

和 Eurotunnel 簽定長期使用

契約支持交通流量預估的達

成。而此兩家公司皆由英法政

府 出 資 或 補 助 ， 因 此

Eurotunnel 實質上獲得政府

的間接財務支持)。 

2.排除計畫融資障礙，提供租稅

優惠。 

3.簽訂政府應辦事項備忘錄。 

4.政府保證強制收買價金扣除

必要費用及損害賠償金額

後，不會低於授信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整理自：McCarthy and Tiong (1991)、林能白，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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