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參章  政大學生宿舍興建與營運規劃 

本章分別就市場、法律可行性、興建規劃、營運規劃等方面，建立本

案基本構想的藍圖，作為之後財務可行性分析之基礎。 

 

第一節 市場之供需現況及可行性分析 

 

一、政大學生宿舍供需之現況 

在研究動機中已指出政大目前大學部學生人數有9,959人，研究所3,702

人，博士班714人，全校總計14,375人，但是目前提供宿舍的床位卻只

有6,004床，各宿舍可供住宿人數列於表五，宿舍床位明顯不足，故學校

再興建學生宿舍有其合理處。 

 
表五：國立政治大學宿舍床位數 

部 別 舍 別 可供住宿床位數 

自強三、五、六、七、八、九舍 

(男生宿舍) 

1,845   

莊敬一至九舍(女生宿舍) 2998   

大學部 

合計 4,843 

男研A、B、C、D舍(男生宿舍) 615   

莊敬四、九舍(女生宿舍) 546   

研究部 

合計 1,161 

 全校總計 6,004 

資料來源：政大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由於全校有一半以上的學生分配不到校內之宿舍，故大多外宿。所以

其他條件不變下，若新建宿舍之住宿費能低於一般外宿之租屋費，則住宿

率將不成問題。以下就目前校內住宿費與校外租屋費作一比較，藉以作為



市場可行性之依據。 

 

二、市場可行性分析 

茲比較學校內住宿費用與校外租屋費如下： 

 

（一）校內住宿費 

政大目前住宿費之收取，是以每一學期來計算，每學期為四個月，寒暑假

住宿費用另計，大學部住宿費用如表六所示： 

 

表六：大學部學生宿費一覽表 

舍 別  寢室別  宿 費  

自強五舍至八舍 四人房  4,700元  

自強九舍  四人房  6,600元  

三人房  5,800元  

四人房  5,800元  莊敬一舍  

六人房  4,200元  

四人房  5,800元  
莊敬二舍  

六人房  4,200元  

六人房  4,200元  

莊敬內舍  

莊敬三舍  
八人房  4,200元  

莊敬四舍Ａ  二人房  6,700元  

莊敬四舍Ｂ  二人房  6,700元  

莊敬五舍Ｃ  二人房  6,700元  

二人房  6,700元  
莊敬六舍Ｄ  

四人房  6,100元  

莊敬七舍  四人房  6,100元  

莊敬外舍  

莊敬八舍  四人房  6,100元  

三人房  6,100元  
莊  敬  九  舍  

四人房  6,100元  

資料來源：政大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由上表可知大學部現有宿舍二人房每學期住宿費為 6,700 元，三人與

四人房每學期住宿費平均約6,000元，六人及八人房為4,200元。而表七

列示的是研究部住宿費收費之情形： 

 

表七：研究部學生宿費一覽表 

舍別 寢室別 宿費 

男研ＡＢＣ舍 一人房（碩士班） 8,000元  

男研Ｃ舍 一人房（博士班） 9,300元  

二人房（碩士班） 7,500元  
男研Ｄ舍 

一人房（博士班） 8,600元  

莊敬四舍 一人房（博士班） 8,000元  

一人房（博士班） 8,600元  
莊敬九舍  

二人房（碩士班） 7,500元  

資料來源：政大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由上表可知研究部現有宿舍一人房每學期住宿費平均為8,500元，二

人房則為7,500元。 

綜合上述可知政大學生每學期之住宿費用約於4,200元至8,500元間

不等，各宿舍收取之費用依宿舍狀況及房間空間之不同而有差異，並且住

宿費計算公式以前一學年度收費標準為基數，反應物價指數及建物投資成

本每年依各舍屋齡作5%至9%不等之固定調漲1。 

 

（二）學校周圍住屋出租之價格 

根據力霸房屋行銷企劃處於2002年8月份所作之全省住宅類不動產所作

的房屋租金報調查報告顯示，現在購屋出租的平均投資報酬率為4.12%左

右，各大都會區甚至有將近二分之一的區域，購屋出租的其投資報酬率已

                                                 
1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宿舍學期住宿費收費標準」中訂有明文。 



經超過4%，均較一般銀行定存利率為高。 

  且一般來說學區周邊的租金行情，出租率最穩定，投資報酬率亦較其

他各區要好，深具投資價值。表八列示政大周邊租屋之行情。 

 

表八：政治大學學區租屋行情一覽表 

每月租金行情 (單位：元) 

學校名稱 代表路段 雅房 

3-5坪 

套房 

8-10坪 

整層單戶 

28-32坪 

政治大學 指南路、新光路、秀明

路、木柵路三段、木新路

二段 

4,000-5,0008,000-12,000 17,000-22,000

資料來源：力霸房屋行銷企劃處，2002年8月。 

 

（三）小結 

由以上之分析可知，校內住宿費用與校外租賃之價格差異極大，比較校內

與校外單人套房為例，校內為每學期8,000元，相當於每月2,000元；而

校外套房最低價每月尚需8,000元，二者相差約4倍；由此可知學校宿舍

與校外租屋租金差異極大，也給予本文在定訂新建宿舍住宿費時一重要參

考。 

 

三、住宿費用之訂定 

過去各大專院校的住宿費用收費標準，皆依照教育部明定之訂價公式計算

2，然而現階段在政府財源不足下，學生宿舍將開放由民間機構參與興建經

營，未來宿舍費用之訂定將影響學生之權益及廠商之獲利率。正因本學生

宿舍BOT案是由民間興建、經營，故不受此收費上限之限制，廠商為了於

特許期限內回收所投入之資金成本，並賺取適當之報酬率，而擬採成本攤

還模式訂價；屆時宿舍費用勢必將比現行之宿舍收費標準還高。 

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時，勢必要考慮特許公司之收益問題。學生宿舍

                                                 
2 詳見教育部頒佈「大學學雜等費收費附註事項」第十二條之規定。 



將來興建完成後在住宿期間的規劃上，將不採現行每學期四個月，學期及

寒暑假期間分別計價繳費之收費模式，改沿用校外租屋之模式，將學期期

間訂為六個月，住宿學生應每學期繳納住宿費一次。 

另由於宿舍大樓會攤提折舊以及總體經濟物價指數之波動，維修費用

也會隨屋齡增加而與日俱增，住宿費應同時考慮這些因素進行必要之調

整，原則上住宿費預計五年調整一次，每次約5%。 

 

第二節 BOT案法律可行性 

 

一個成功的BOT案，必需由公共部門（public）、民間（private）以

及夥伴關係（partnership）三者互補互利、合作無間，才能讓一個BOT

案順利成功。為落實台灣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政策，政府於民國八十九年

二月九日製定公布「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建構了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之基本法源。且於九十年十月修正第三條，將水利設施、農業設施納入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範圍。促參法本著「民間最大的參與」及「政府最大

的審慎」兩大原則，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範圍，合理規範政府與民問

機構間投資契約之權利義務，放寬目前其他法令限制，提供融資、減免稅

等誘因，並明確規範甄審及監督程序。 

本節將以促參法為基礎，由業務面及空間面，兩方面分析本宿舍興建

案之法律可行性。 

 

一、業務面 

（一）本案法源 

促參法第三條:「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列供公眾使用或促進公共利益

之建設：一、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六、文教設施。」由第三條第一項



第六款可知文教設施屬公共建設；促參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指出：「本法第

三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文教設施，指下列各項設施：一、公立學校、公立

幼稚園及其設施。⋯」由以上二條文可知本宿舍興建案符合促參法所稱之

供公眾使用或促進公共利益之公共建設。 

    另依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布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重大公

共建設範圍」，文教設施類中，屬重大公共建設之範圍為:「投資總額不含

土地，達新台幣一億元以上之公立高中職以上學校及其設施。」本興建案

工程經費不含土地，超過一億元以上，可知屬於重大公共建設投資案。 

綜合以上條文可知，本宿舍興建案符合促參法中所指的「重大公共建

設」，是故亦適用促參法相關子法優惠之規定。 

 

（二）主辦機關 

依據促參法第五條第二項:「本法所稱主辦機關，指主辦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相關業務之機關：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之事項，得授權所屬機

關(構)執行之。」 

政大為教育部所屬之機關學校，因此教育部為主辯機關，而促參法在

第五條第二項中明訂：「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之事項，得授權所屬機關(構)

執行之。」所以此政大宿舍興建BOT案，可由校方取得教育部核准後來執

行之。 

 

（三）民間機構 

促參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本法所稱民間機構，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

司或其他經主辦機關核定之私法人，並與主辦機關簽訂參與公共建設之投

資契約者。」。 

可見屆時得標興建營運的特許公司符合促參法中民間機構之定義，符



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優惠貸款要點」第五點貸款對象之限制，提供

了接下來優惠貸款之法源依據。 

 

（四）採用BOT方式辨理之法源 

促參法第七條：「公共建設，得由民間規劃之。」同法第八條亦規定了民

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依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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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款所述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方式為BOT，所以本案採用之

民問參與BOT方式合乎促參法之規定。 

 

（五）用地取得及開發 

本案所使用的土地目前屬國防部軍備局，為公有土地，根據促參法第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公共建設所需用地為公有土地者，主辦機關得於辦理撥

用後，訂定期限出租、設定地上權、信託或以使用土地之權利金或租金出

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

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其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租金，得予優

惠。」本興建案擬依此條之規定，設定地上權或使用土地之權利金予特許

公司。 

 

（六）民間機構融資優惠法源 

促參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公共建設經甄審委員會評定其投資依本

法其他獎勵仍未具完全自償能力者，得就其非自償部分，由主辦機關補貼

其所需貸款利息或投資其建設之一部。」可知若專案計劃之自償率小於1

時，應由主辦機關補貼。 

依促參法第三十條:「主辦機關視公共建設資金融通之必要，得洽請

金融機構或特種基金提供民間機構中長期貸款。」且前文中已提及本興建



案之民間機構符合促參法之貸款對象，而根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優

惠貸款要點」第七點第一項:「貸款金額:每一貸款額度視申請人財務狀況

而定，每一申請計畫申貸額度不得超過該計畫所需資金百分之七十。」因

此本案於財務可行性分析時，將設定自有資金最低為百分之三十。而第七

點第二項規定：「每一申貸計畫限由一家承貸銀行承貸，最高以新台幣二

億元為限。但聯貸案下之貸款計畫得由各參貸銀行共同承貸。」可知屆時

若貸款超過二億元時，應由數家銀行聯貸；其利率依同法第八點規定:「本

貸款之利率以交通銀行公佈之基本放款利率減三‧一二五3個百分點為準浮

動計息。」目前交通銀行公布放款利率為8.215 %，根據上述規定，本案

於財務可行性分析時，將以年利率5.09 %為交銀之放款利率。 

 

（七）特許公司興建期之租稅優惠 

（1）營利事業所得稅： 

若參與本興建案之民間機構有「投資於興建、營運設備或技術」、「購置防

治污染設備或技術」或是「投資於研究發展、人才培訓之支出」時，得依

促參法第三十七條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五至百之二十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且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抵減之，但

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

為限。而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這是促參法中，對於投資抵減的

規定。 

 

                                                 
3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與交通銀行為加速社會經濟發展，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期國家建

設順利進行，特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優惠貸款」，此貸款總額度為新台幣二二億元，

每筆貸款由經建會(中美基金)出資百分之二十五，交通銀行出資百分之七十五，搭配貸放。每

一貸款額度不得超過該投資計畫成本之百分之七十，其核撥金額最高為新台幣二億元。按交銀

基本放款利率減年息三‧一二五個百分點浮動計息，每月收息一次，如交銀基本放款利率調整

時，應即日隨同調整。貸款期限依各該投資計畫之所需之時間及其償債能力核定，最長不超過

十年，含三年以內之寬限期。 



（2）關稅： 

若本案特許之民間機構及其直接承包商，有進口供興建宿舍使用之營建機

器、設備、施工用特殊運輸工具、訓練器材及其所需之零組件之情形時，

可以依促參法第三十八條，免徵進口關稅。又若是在營運期進口之機器、

設備、零組件，則關稅可以於一年後分期繳納。但若是於稅款繳清前，特

許公司發生違約之情事，則應依同條第四項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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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七、八條之規定補繳稅款。 

 

（3）地價稅、房屋稅、契稅： 

促參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明訂：「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在興建或

營運期間，供其直接使用之不動產應課徵之地價稅、房屋稅及取得時應課

徵之契稅，得予適當減免。」「前項減免之期限、範圍、標準及程序，由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擬訂，提請各該議會通過後，報財政部備查。」目前

臺北市自治法規中，規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法規有「臺北市促進民

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自治條例」草案，該草

案於九十年十月十八日函送臺北市議會審議，目前尚於立法程序中。 

 

（八）營運期間之租稅優惠 

（1）營利事業所得稅： 

促參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明文：「民間機構得自所參與重大公共

建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年度起，最長以五年為限，免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前項之民間機構，得自各該重大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之

年度起，四年內自行選定延遲開始免稅之期間；其延遲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三年，延遲後免稅期間之始日，應為一會計年度之首日。」又依據財政部

頒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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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條中「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適用免稅之所得範圍明細表」明文指出



文教設施之勞務所得免稅，其勞務所得收入項目包括:門票收入、展演設

施之場地與設備使用收入、餐飲販賣收入、館內出版品暨紀念品銷售收

入、住宿收入、停車費收入、清潔費收入。所以屆時若民間特許公司有以

上收入時，得免繳營利事業所得稅；未來於財務可行性分析時，擬將這些

收入設定為減稅項目。 

由於本案之土地為依據促參法第十五條取得之公有土地，所以若特許

公司在不違反本校師生生活及符合公共建設利益的原則下，提出其他經主

辦機關容許之附屬事業計劃，便應依同法第二十七及四十一條之規定，不

適用上述各種融資及租稅優惠之規定。 

 

二、空間面 

促參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指出:「主辦機關為有效利用公共建設所需用

地，得協調內政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調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後，開發、興建供該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使用。」

主辦機關政大在協調土地持有相關單位取得所有權後，擬依前揭之規定設

定用地之地目，設定地上權與民間特許公司。 

本興案之允建強度應依「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五十二條

之規定：「文教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不得超過35 %，容積率不得超過240 %。

建築基地依第一項建蔽率而無法依法定容積率之建築樓地板面積建築

者，其建蔽率放寬為40%。」據以作為興建規劃時之依據。 

 

第三節 興建規劃構想 

 

本BOT案之規劃優先考慮學生在住宿時的安全性以及舒適性，接下來

再考慮特許公司經營還本，期能規劃出三贏的宿舍空間。 



 

一、用地取得 

本宿舍BOT案之用地取得資料如表九所示，其詳細平面圖、地籍圖與土地

登記謄本如附錄二： 

 

表九：政大學生宿舍興建案用地資料 

土地地號 地目 土地面積(m2) 91年公告現值(元/m2)

文山區政大段三小段94地號 建地 18,698 30,000

文山區政大段三小段93地號 田地 306 30,000

文山區政大段三小段92地號 田地 9,916 30,000

資料來源：台北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本案之宿舍興建預定地為位於萬壽路36號之指南山莊，可建地面積

18,698平方公尺(約5,647坪)，目前土地所有單位為國防部軍備局。此區

緊鄰政大國際關係中心，步行至政治大學約5分鐘，附近有大誠高中、熊

威超市，聯外方便，生活機能健全。待興建完成後，所建立之學生宿舍區

不僅解決學校學生宿舍不足之問題，尚能有效提升學生日常之活動空間，

帶動附近商機。由於指南山莊面積寬廣，地勢平坦，除宿舍建地之外，周

邊尚餘的空地，未來學生宿舍落成之後，擬將之設計為汽機車停車區以及

公園，不但可使停車問題得以解決且提供住宿學生一極佳休閒空間。 

由於目前土地管理者為國防部軍備局，應由政大向國防部協商，以取

得土地所有權，然後於BOT案簽約後即向地政單位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

進行地上權位置勘測（民間機構會同），並登載於土地登記簿上。而基地

地上權設定於民間機構，民間機構只能用於本案之開發與營運，特許期限

期滿，地上權即於回歸政大。 

 

二、地質探勘與調查 



於專案議約後，有關於基地地質鑽探調查、周圍相關道路、排水溝渠位置、

標高、台北市相關工程規劃設計以及施工規定等，皆由民間機構自行發包

辦理負責。政大則負責提供校區內相關設施圖說。 

 

三、工程規劃 

本興建案之建蔽率4及容積率參考「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第五十

二條之規定。在考量建蔽率與容積率之限制後，本宿舍擬採樓高六層之ㄇ

形建築為原則。下列為規劃構想： 

考慮建蔽率以及建築成本等因素，本文將建蔽率設定為28%，所以可

建地面積為：18,698m2 × 28% =5,235m2，即每層樓地板面積5為5,235m2。

每人住宿單元以12m2/人來計算，每層樓預計提供350個床位，可供住宿

空間為4,200 m2，二至六樓可供總住宿人數350 × 5 = 1,750人；除住宿

空間外之為公共空間(包含機械室、走道、樓梯、大廳…等等)，每層樓面

積約為1,035 m2，各層樓公共空間約佔樓地板面積的20% 。  

本宿舍興建案工程規劃之設計，除配合投資者營運規劃中之經營構想

外，並應考量學生生活安全之管理協調性與安全管理。因成本及建築規模

考量，擬採 RC 構法6為主，且需符合綠建築標章之規定，考量開口部、遮

陽等建築設計，尊重物理環境。引進自然採光、通風、日照，並儘量避免

不必要的表面裝修，減少地球資源的浪費。此外由於建築規劃設計與施工

為考量特許期限長達二十五年，且為能夠因應未來趨勢變化的不可知，方

便將來宿舍經營型態隨需求變異及提升設備等級與維修，是故建築物應採

                                                 
4 按「建築技術規劃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條對建築技術用語之定義；建蔽率指：建築面積佔

基地面積之比率。 
5 同「建築技術規劃建築設計施工篇」之定義，樓地板面積指：建築物各層樓地板或其一部份，

在該區劃中心線以內之水平投影面積。 
6 R.C.(Reinforce Concrete) 鋼筋混凝土：其主要建材為鋼筋及混凝土，在澆置過程中必須配

合模板施作，達到結構物整體塑性要求，所以在建築R.C.結構體材料的估算中，鋼筋、模板

及混凝土佔最大金額。 



開放式建築方式規劃，水電管路採全明管化設計。綜合本節之基本用地規

劃，將宿舍用地資料彙整如表十： 

 

表十：政大學生宿舍用地資料彙整表 

項目 規劃數字 

基地面積（M2） 18,698 

建蔽率(%)   28 % 

建築面積（M2）  5,235 

每層樓公共空間面積（M2）  1,035 

每層樓可供住宿空間面積（M2）  4,200 

總棲地板面積(M2) 31,410 

可供住宿總人數（人）  1,750 

 

四、住宿型態規劃 

學生宿舍依需求一律規劃雙人房套房，考慮開放式營建法，使空間可作彈

性分隔。含公共服務面積在內，每層樓公共空間為1,025 m2，除以每層樓

住宿人數350人，每人平均使用公共空間約為3 m2。加上每人住宿空間12 

m2，平均每位學生可享有 15 m2（約 4.5 坪7）之生活空間。此外，學生宿

舍乃學習的延長，為增加學生求學階段學習與成長的機會，宿舍除房間

外，尚會提供圖書、閱覽室，建構有利於住宿學生學習、自修之環境。 

 

五、內部空間設計 

本棟宿舍將規劃為六層樓之ㄇ形建築，未來宿舍興建完成後，其空間利用

預計將區分為三個部分。整體建築設計圖可參見附錄二。 

 

（一）學生住宿空間 

規劃於本棟建築之二樓至六樓部分，一律設計為雙人套房，預計共可提供

                                                 
7 以1平方公尺=0.3025坪來計算。 



1,750個床位；每間房間大小為24 m2（約7坪）。 

 

（二）閱覽自修空間 

一樓除餐飲消費空間外，另規劃為自修閱覽室、影印室，是一個提供住宿

學生學習的空間。 

 

（三）餐飲娛樂消費空間 

本興建案擬規劃於一樓設置學生餐廳、便利商店、書局、小型視聽室及交

誼廳等數種附屬設施，另再設置提款機，使宿舍具備便利之生活機能。 

 

（四）公共空間 

每層樓均設有洗衣機、晾衣場、交誼廳等必要供生活便利之公共空間。 

 

（五）停車、休閒空間 

由於除宿舍建地之外，基地周邊13,463平方公尺(約4,073坪)的空地，

擬將之規劃設計為汽機車停車場以及公園，解決住宿學生之交通、活動休

閒問題。 

 

六、宿舍設備 

未來學生宿舍落成後，房間將規劃為套房的型式提供學生舒服的休憩空

間，每人住宿單元以12m2/人來計算，雙人房之房間大小為24m2(約7坪左

右)，均配備床、書桌、椅子、衣櫃、電熱水器等等基本生活傢俱，並備

有獨立之衛浴空間，提供寬頻上網線路。本興建案擬採取獨立電表、及密

碼式電話機，水電費、電話費、由學生自行負擔。 

 



第四節 營運規劃 

 

本BOT案有其經營上的特性，因它是屬於學校的公共建設，在營運上

必須配合學校行事曆來規劃。對宿舍而言，寒暑假期間一年約有三個月的

淡季，多數學生不再留在宿舍，宿舍空間如何經營是一個課題。另對附屬

之餐飲娛樂消費空間設施而言，上班上課時間是穩定經營的時段，假日、

寒暑假除較少數之寒暑修學生、研究生、教職員工外，無較穩定的消費群，

因此如何經營這些時段，招攬人群來此消費，則是另一個課題。 

BOT案的另一個特性是投資報酬率良好、回收年限短，民間機構才會

有意願進行投資。因此如何解決前述學校BOT案面臨的課題，是本案成功

與否的一個重要關鍵課題。為此本文建立了一個如下的營運構想： 

 

一、營運構想 

（一）宿舍部分 

主要採開放式建築方式設計，以雙人套房為主軸，並開放予教職員工住

宿；採開放式建築方式設計，主要是著眼於未來宿舍供給型態，易於未來

作調整改變。另可考慮開放部分樓層提供長久住宿，非每學期移出再搬入

的模式，使學生可以將宿舍視為家，而非只是住宿房間，此作法一來可穩

定住宿率，提供特許公司更穩定的住宿收入；二來可供給學生或教職員工

有一長久固定的住宿環境。 

寒暑假期間除原住宿學生、教職員公繼續使用外，若仍有空房，其住

宿空間將轉為各類研習活動住宿使用。 

 

（二）附屬消費空間、生活設施部分 

學生宿舍不僅需是住的問題，也是校園學習的延伸，所以更該有積極性的



生活設施，延續學習與生活的曲線，考慮日常生活之便利性，本案在這方

面之設施均設在一樓，計有：圖書自修室、學生餐廳、便利商店、書局、

小型視聽室、宿舍大樓旁的公園等等；兼顧學生之人際交流以及生活便利。 

上述設施除平時正常營運外，亦可配合附近社區之各種活動，增加民

間廠商營利空間，創造高報酬率，設施空間也可因此提升使用效率。 

 

二、營運監督與管理 

（一）營運監督方面 

依據促參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簽

訂投資契約，得明定由雙方組成協調委員會，協商處理契約履行及其爭議

事項。」是故未來將由雙方組成「協調委員會」，以公共公開之方式，執

行促參法第五章四十九至五十四條中所明定之各種事項。並依據促參法施

行細則第五十四條第二項業務範圍、標準及期間之認定，以及六十一條之

規定，成立「營運績效評估委員會」，訂定營運績效評估辦法，並每年定

期評估一次，以便徹底執行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所訂立各項契約之執行。 

 

（二）營運管理方面 

宿舍管理影響住宿品質，所以未來管理將朝向「較學校目前規定寬鬆，但

絕不是自由放任」為原則。此部分由民間、校方、學生三方共同協商定明

文訂管理原則，以學生自治為前提，在不影響住宿學生的權益與安全之情

形下，期使能讓特許公司及早還本，達成三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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