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財務數據與時程推估 

在民間投資、興建、與營運公共建設中，就私部門而言，無論是如何

完備的構想，直接要面臨最現實的問題，就是要取得特許合約；而公部門

要看的，不是個案的財務利得，而是整體的經濟效益。公私部門二者之間

要做成本與效益之比較分析時，「量化」是最直接且快速的方法。 

依據促參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可知財務規劃必須要考慮及「財務成本

支出」、「營運及附屬事業收入」、「營運年限」、「權利金」之支付、「物價

指數水準」等五大項，因此在財務分析部分，首先對一般財務規劃所需之

基本假設進行討論，確定各參數的合理性。至於費率調整時機及方式，本

文主要調整依據為通貨膨脹率，並於每年期開始時作費率調整，至於人事

薪資部分則由依公務人員調薪標準執行。 

 

 

第一節 興建期之財務評估 

 

在興建期中，對特許公司而言，並沒有現金淨流入，咨分析其成本如

下。 

 

一、間接成本與直接成本 

本宿舍興建案營建之成本，可分為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其詳細科目見表

十一： 



表十一：學生宿舍興建案之成本結構 

直接成本 

取得特許成本 工程施工成本 
間接成本 

•備標成本 
•權利金 
•租金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直接機具設備 
•大地工程直接成本 
•R.C.模板結構工程
成本 

•內部設備費 
•水電工程 
⋯ 

•公司銷管分攤費用 
•工地人員用人費用 
•假設工程費用 (工寮、安全圍
籬、…等等) 

•臨時水點費 
•保險費 
•貸款利息 
•稅負(印花稅、加值型營業稅) 
•規劃設計費用 
⋯ 

 

由於建築工程之作業項目繁多，少則七、八十項，類似本案之大型工

程往往甚至多達四、五百項，所以無法一一列舉。且不同等級建材的使用

將會影響單位造價成本，此部份應交由專業的營建公司來進行估價，所以

本文擬就重要部分採一般建築工會公告之單價，進行工程施工費用的評

估，間接成本部分，則參考建築慣例，採比率的方式估算1。 

 

二、間接與直接成本之實際估算 

（一）設施規模量推估： 

本案預計將由特許公司興建、經營，特許年限總計為25年，總面積18,698

平方公尺（約5,656坪），宿舍基地面積5,235m2（約1,583坪），每層樓

地板面積約5,235m2（約1,583坪），總樓地板面積31,410 m2（約9,502

坪），一樓為附屬事業及圖書館，供住宿用之總樓地板面積為21,000 m2（約

6,353坪），預計可提供床位數為1,750床，每人平均住宿面積為12m2/人。

宿舍周圍附屬之停車場及公園：13,463平方公尺(約4,073坪)的空地。 

 

                                                 
1 詳見顏堯山（1993），頁260。 



（二）取得特許成本： 

促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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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使用。且其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租金，

得予優惠。根據此項法源，主辦機關有權利向民間特許公司收取權利金，

以控制特許公司「合理的利潤」；這種進場費用的概念，可分成兩種型態，

一是因取得該項「權」而需繳付的進場費用，稱之為「開發權利金」，另

一種是在營業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稱「經營權利金」3。 

「開發權利金」一般有二種設定方式4，其一為「市價法」，係以該筆

使用土地市價的固定百分比作為收取依據。其二為「目標搜尋法」，即先

假設在無權利金支出的狀況下，求其內部報酬率，之後再修改上述之內部

報酬率至投資廠商可接受之數值。本研究之權利金設定擬採後法，將IRR

設定為9 %之後，依此法求得權利金應設定為1,200萬元，平均於工程簽

約及興建期的三年中支付，每年支付400萬元。而在考量民間特許公司適

當利潤及還本期間後，將不向特許公司收取「經營權利金」。 

 

（三）興建成本 

本宿舍興建案擬由直接成本與間接成本出發，分別計算工程的成本。直接

成本有「取得特許成本」以及「工程施工成本」兩大項，本案之權利金已

設定為1,200萬元，建築成本依台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公佈之「台北市建

築執照工程造價計算表」5，鋼筋混凝土六至八層建築物每平方公尺造價為

8,700元，本興建案為求與實務接近，考慮其他建築案例之後採中等品質

                                                 
2 租金部分，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法規會討論結果，地租為必要收費項目，但可列於權利金

其下的一項成本，故本案將之列入權利金之一部分計算。 
3 詳見葛賢鍵（2000），頁164。 
4 詳見國立高雄海洋技術學院（2002），頁27。 
5 詳見台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網址：http：//www.dba.tcg.gov.tw/，惟此工程造價表為建築師

計算建造執照建築師酬金及計算建造執照規費之依據，並非實際建築物之工程造價，由於實際

工程造價還需視建材等其他因素而定，本文為研究方便，暫以此數據作為單位造價。 



建材將單位造價設為10,000元/m2，這部分的工程成本本案擬採「實坪造

價」算法6，且單價分析表已包含所有工程施工費用之項目。內部設備費則

包含了冷氣、桌椅、熱水器、床及衣櫃等，費用以每平方公尺2,500元計

之。 

間接成本方面，由於項目繁多，故關於此項之估算，王珏（1996）指

出可採間接成本之綜合經驗式分析法，列出重要之間接成本項目，其他較

細雜之項目則一般營造公司經過多年經營後，依其經驗值定出之一固定百

分比，以計算這些項目的間接成本，簡化分析過程。 

此外在間接成本之檢討方面，王珏（1996）亦指出間接成本中，除假

設工程、臨時水電費用、間接機具車輛使用費及加值型營業稅外，其餘項

目之合計金額約為總工程費之10 %至15 %，若分析之結果偏高，則應再

評估之。表十二就綜合上述分析，將基本設算成本之單價依據資料列表。 

 

表十二：政大學生宿舍新建工程BOT案營建工程費用單價推估表 

成本項目 營建工程單位造價 

直接成本  

工程施工費用31,410（m2） 10,000（元/ m2）

內部設備費7 2,500（元/ m2）

開發權利金 1,200,000元 

間接成本 

公司管銷分攤費用 總工程費 × 3.0%

工程管理費(計僱用8人)8 平均每人每月30,000元

保險費用 總工程費 × 0.2%

  建築設計費9 總工程費 × 4.5%

假設工程費用10 總工程費 × 0.2%

                                                 
6 「實坪造價」算法是將單位造價 × 依據法令計算之可建面積 = 工程成本。另外在開發階段計

算成本之方式尚有「虛坪造價」；算法是將單位造價 × 可售總地板樓面積 = 工程成本。 
7 設備包括：冷氣、熱水系統、傢俱，其造價約2,500元/m2。 
8 工程管理費依此工地規模，編制8員工地管理人員，施工期間共18個月（詳見時程規劃），依

其支薪及辦公室日常事務費用，每月計30,000元/月。  
9 參照內政部核定之「建築師酬金標準表」，總工程費超過新台幣六千萬元以上部份，宿舍建築

酬金百分率為4.5％∼9.0％。 



間接車輛使用費用 總工程費 × 4.0%

臨時水電費 總工程費 × 0.6%

  其他各項費用11 總工程費 × 3.0%

資料來源：本文綜合參考一般工程建設資料整理。 

 

以表十二之資料為基礎，本宿舍興建案之成本估算如表十三，間接成

本取用值是以萬元為基礎，不滿萬元之數字採無條件進入法。 

 

表十三：政大學生宿舍新建工程BOT案營建工程費推估表 

成本項目 計算結果 取用值 

直接成本   

工程施工費用31,410（m2） 31,410×10,000=448,800,000 314,100,000

內部設備費 31,410×2,500=78,525,000 78,525,000

  開發權利金  12,000,000

直接成本合計  404,625,000

間接成本  

工程管理費(計僱用8人) 8×30,000×20=4,8000,000 4,800,000

公司管銷分攤費用 484,526,627×3%=14,535,798 14,540,000

保險費用 484,526,627×0.2%=969,053 970,000

  建築設計費 484,526,627×4.5%=21,803,698 21,810,000

假設工程費用 484,526,627×0.2%=969,053 970,000

間接車輛使用費用 484,526,627×4%=19,381,065 19,390,000

臨時水電費 484,526,627×0.6%=2,907,159 2,910,000

  其他各項費用 484,526,627×3%=14,535,798 14,540,000

總計 79,901,627 79,930,000

總成本（總營建工程費）12 484,526,627 484,555,000

 

由上表之計算結果可知本BOT案之總營建成本為四億八千四百五十五

萬五千元。接下來再作一些間接成本之檢討： 

                                                                                                                                            
10 為搭設工寮房舍及其附屬家具、設備之費用。 
11 其他各項費用包含：辦公行政費用、雜項費用、安全衛生費用、利息(放款利率以年利率5.09 

%計息)、印花稅（依印花稅法第七條之規定，承攬契據每件按金額千分之一，由立約或立據人

貼印花稅票。）等等。 
12 應先行設算總成本，總成本=（直接成本+工程管理費）÷（1 - 各項比率加總）。 



間接成本中，不含假設工程費、臨時水電設備費及間接車輛使用費

時，計為56,660,000，與總工程費之比： 

比值 = 56,660,000 ÷ 484,555,000 = 11.7% < 15%，其比值介於10% ~ 15%

之間，故該間接成本之分析可稱合理。 

 

第二節 營運期之財務評估 

 

營運期的財務評估可分為成本與收益兩大類，首先先介紹營運成本與

其他成本；接下來在收入面主要計有住宿收入以及附屬事業收入，透過本

節財務評估之資料，設算出各項成本之比例數據，作為第伍章中設算各項

財務比率進行可行性分析之基本依據。 

 

一、營運成本 

營運支出經費屬於營運活動現金部分，主要包括有：人事費用、宿舍大樓

管理費、建物維護整修費用、水電雜項支出以及其他成本。 

 

（一）人事費用： 

為工友、清潔人員、管理人員等之薪資費用，依一定比例之宿舍費收入加

以估算。綜合政大學務處生活輔導組之統計資料，本新建宿舍提供 1,750

個床位，擬僱用8名服務人員，現階段之人事費用每月以學生住宿費收入

的6 % 來估計。此外人事費用應配合通貨膨脹率來作調整，每三年調整一

次，調幅以當時之物價指數為準，本文為求分析方便，將通貨膨脹率設定

為1.6 %13。 

                                                 
13 近年來物價平穩，近兩年消費者物價年增率甚至為負，本研究平均最近十年（民國82至91

年）主計處公佈之物價指數資料，求得平均之通貨膨脹率為1.6 %。 



 

（二）建物維護整修費用： 

一般說來，此費用依屋齡不同，佔興建成本之比例亦不同。按一般建築之

經驗法則，歸納出建物整護費與屋齡之對應關係，如表十四所示： 

 

表十四：建築物維護整修費與屋齡之對應關係 

屋齡 1~3年4~7年8~11年12~15年16~19年 20年以上

維修費佔興建成本之比例 0.1 %0.2 %0.3 %0.4 %0.5 % 0.6 %

 

（三）水電雜項支出： 

由於本宿舍興建案之營運規劃是由學生自行負擔水電費，此處的水電雜項

支出是指公共部分，由於宿舍大樓規模之大小不同，所應支出之公共水電

費亦不同，本文綜合政大總務處營繕組提供之資料，訂出現階段學生公共

水電費，每月約為宿舍收入的4 %。 

 

二、其他成本： 

資金成本及稅賦、折舊費用、保險費用為其他成本之主要構成項目，以下

就個別分述之： 

 

（一）資金成本： 

根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優惠貸款要點」第七點第一項所規定，本BOT

案自有資金比例為 30 %，尋求銀行貸放之比例則佔 70 %，第一小節已計

算出興建之總成本為新台幣 484,555,000元，故特許公司擬最少出資

145,366,500元，向交通銀行貸款339,188,500元。 

首先在貸款資金部分，參照「交通銀行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優惠貸款規定」之內容，優惠貸款核撥金額最高為新台幣二億元，利率為

年利率5.09 %；而其餘未能享有優惠貸款的139,188,500元，將依目前之



交通銀行公布放款利率8.215 %14按年計息。至於還款期限之規定，依照前

規定，貸款期限依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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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則上本金還款期間為7年， 

接下來自有資金部分；一般營建業廠商要求的最小報酬率為12 %；另

外亦可利用資本資產定價法則（CAPM），其公式為 ( )fmifs RRRR −+= β ，其

中無風險資產之報酬率本文綜合平均財政部國庫署最近發行幾期之甲類

中央政府建設公債，設定 %3=fR ；不可分散之系統風險，營建業一般多

取 2.1=β ；市場投資組合報酬率一般多取 %12=mR ；最後將上述數值代入

公式，可得 ，本文基於穩健原則，取12 %與13.8 %較高者，故

自有的權益資金成本為13.8 %。 

%8.13=sR

 

（二）稅負： 

本案於營業時應支出之稅金有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地價、房屋、契稅。營利

事業所得稅有促參法第三十六條五年免稅優惠之適用，所以本計畫案現金

流量前五年皆以未稅計算。至於地價、房屋、契稅部份，也有投資抵減之

規定。本文在稅率方面，以營所稅為主，根據所得稅法第五條之規定，累

進稅率定為25 %15。 

 

（三）折舊費用： 

折舊是固定資產之損耗，固定實體資產依時間使用所產生的價值減少，其

並非實際的現金流出，但具有稅盾的功能，所以於財務規劃時亦將其列入

影響因子。本案在營運時折舊的項目有建築物及設備，所得稅法第五十一

                                                 
14 此為一機動利率。 
15 原所得稅法之規定為：「超過十萬元以上者，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二十五。」本文在此處並

不減十萬，而直接以百分之二十五稅率來計算應納稅額。可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出版研

究報告157號「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手冊」之作法。 



條中規定固定資產之折舊方法，以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或工作時間法

為準則。本文擬採一般最常用的直線法（平均法）來提列折舊。 

在建築物方面，參考「臺北市房屋構造別代號暨折舊率對照

表」，RC構造之建築其殘值率為40%，耐用年數以60年計；經計算本宿舍

興建之建築物總成本為新台幣394,030,00016元，殘值為157,612,000元，

每年攤提折舊3,940,300元17。在工程完工開始營運時起開始攤提折舊（依

本文之專案時程規劃，開始營運時點為特許期間第3年起）。 

設備方面，同樣是採直線法攤提，殘值參考所得稅法第五十四條之規

定，以設備成本的十分之一計。本案設備成本為78,525,000元，殘值為

7,852,500元，耐用年限以已開始營運之特許期間23年計算，推得設備每

年折舊為3,072,717元。 

 

（四）保險費用： 

保險是風險分攤的必要工具之一，特許公司為免遭逢風險，擬於特許營運

期間投保火災險、意外險等等，范光懿（1997）指出一般投保之保險費率

約總工程費的0.1%。 

 

三、營運收入 

宿舍的經營在收入面以「住宿收入」及「附屬事業收入」為主，其中又以

住宿收入為大宗，茲規劃如下： 

 

（一）住宿收入： 

綜合營運規劃，並參考目前校內住宿費和校外租金行情，計畫平均每床每

月收取住宿費每月 3,000 元/床，一年收足十二個月，不包含水電費用，

                                                 
16 （總成本484,555,000 – 設備成本78,525,000 – 開發權利金12,000,000）= 394,030,000。 
17 （394,030,000 -157,612,000）÷ 60 = 3,940,300。 



配合維修及物價指數等等因素每五年調漲5%。若以住宿率100 %18來估算，

每月可收取住宿收入 1,750 床 × 3,000 元 = 5,250,000 元，全年房租收

入為：4,500,000元 × 12個月 = 63,000,000元。 

 

（二）附屬事業收入： 

本興建案擬規劃之營利性質附屬事業有：學生餐廳、便利商店、書局、咖

啡店等四種，擬採用外包方式，開放予校外廠商經營，再每月向外包之廠

商收取租金，按附屬事業性質之不同，收取的租金亦有差異。此處參考政

大附近店面租金並考量寒暑假淡季等因素採統一計價，每月可向廠商收取

30,000元的租金，四家廠商每月共可收取租金收入120,000元。與住宿費

一樣每五年調整5%。 

至於停車場部份，也會參考目前政大收取停車費之模式，按學期收

取，亦可開放予一般民眾停放，提高空間使用率，增加淡季收入，平衡全

年現金水位，此部分之收益未列入計算。 

 

第三節 興建案年期規劃 

 

本案於實際執行時，預計在特許期間的第0年第一季進行招商說明並

公開招商，第二季為等標期，第三、四季則進行資格及綜合評審，最後在

第四季結束前完成議約及簽約，由於第 0 年為工程開始前的業務準備工

作，故又稱準備期，屆時取得特許權之民間機構在此期應開始支付保證

金；第1年起正式執行契約內容，興建期間依台北市政府公布之「台北市

                                                 
18100 % 住宿率的設定，可由三方面來保障：1.目前學校宿舍供不應求，學生甚至要抽籤以決定

可否住宿，顯示需求面不成問題。2.除政大學生之外，亦可開放予政大畢業生、鄰近大誠高中

等學校之學生以及學校員工來住宿。3.利用住宿合約來解決摩擦性的損失，以六個月或一年為

一期，前後兩期合約相互銜接，保障住宿收入。 



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二條建築期限之規定，地上層之建築物，每層的

建築期限為每層三個月19，本興建案規劃為六層樓，故建築期間擬設定為

18個月。 

故依此規劃，預計第2年第二季工程全部完工，而為了配合學校招生

及開學時點，擬再有二季的寬限期，在此期間可進行工程最後之驗收補強

等相關事宜，然後在由第3年第一季正式營運，第23年移轉準備期開始，

進行移轉前的修繕、文件處理作案，或進行民間優先議約之協商，第 25

年第四季結束，產權移轉完畢，許可期限共25年。另外許可期限屆滿時，

且經評定其營運績效良好，政大並可承諾原民間機構可享有優先議約權。

期程如表十五及圖六所示。 

 

表十五：政大學生宿舍BOT新建工程評估年期規劃表 

特許年期 應辦理事項進度 

第一季 進行招商說明並公開招商 

第二季 等標期 

第三季 進行資格及綜合評審 
第0年(準備期)

第四季 完成議約及簽約，支付保證金 

第1年 第一季 正式執行契約內容 

第二季 工程完工 
第2年 

第三、四季 工程寬限期 

第3年 第一季 正式營運 

第23年 第一季 移轉準備期開始 

第25年 第四季 產權移轉完畢 

 

                                                 
19 依同法十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因工程規模、構造或施工方法特殊、工程困難或其他特殊情形

者，主管建築機關得酌予增加建築期限」。就規定而言，超過此一許可期限則建照行為可能淪為

違法，而必須中止或放棄；不過一般而言法定工程期限皆大於實際需要之工程期限，且若未能於

法定期限內完工，可申請展期二次每次六個月，亦即可展期一年。 



 
開始營運期數 0 0 0 1 2 3 4 ~ 18 19 20 212223

季 1 2 3 4 1 2 3 412341234     

進行招商說明並公開招商           

等標期           

進行資格及綜合評審           

完成議約及簽約，支付保證金           

興建期           

工程寬限期           

正式營運          ~          

移轉準備期           

圖六：政大學生宿舍BOT新建工程評估年期規劃圖 

 

第四節 工程招標方式 

 

在政府採購法施行之後，任何建設計畫對外發包幾乎都一定要經過各

類型之招標甄選程序，以示其公正、公平、公開。特別是在BOT的招標中，

劉憶如等（1999）指出傳統「誰讓政府出資最少，誰就得到優先議約權」

的方式，往往會造成投標廠商「以少報多」的扭曲效果，造成實際施工時

還需政府居中協調幫助，根本無法發揮BOT的精神；由於本BOT興建案不

宜以最低標方式辦理決標，所以擬根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印之「最

有利標作業手冊」之規定，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以最有利標決標。 

要評估最有利標的方式有三，分別為總評分法、評分單價法及序位法

20；另配合價格是否納入評比又可在各法下衍生出價格納入評分、價格不

納入評分、以及固定價格給付三種模式。本興建案在決標方式上，將採最

                                                 
20 一、總評分法：將招標文件訂定合格分數（例如平均70分），並規定未達合格分數者，即不得

列為協商及決標對象，最後以總評分最高者為最有利標。二、評分單價法：價格不納入評分，以

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且經評選委員會出席委員過半數決定者為最有利標。三、序位法：以每

位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評比，序位合計數最低者為序列第一，最後序位第一者為最有利標。 



有利標之總評分法，固定價格給付廠商不必報價之模式來進行。 

而在工程發包方式上，本興建案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將搭配「政

府採購法」第二十四條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裝或

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之統包方式來進行。 

綜合以上所述，由於是採「最有利標，總評分法，固定價格給付，統

包工程」方式來決標，所以本BOT興建案之工程總發包工程費不列入評選

評分項目中，總評分分數最高者為最有利標，表十六就列示了本案重要之

評選項目及權重，以作為評選決標之評分依據。 

 



表十六：政大學生宿舍BOT興建工程評選項目及權重分析 

項次 評審項目 權重 子項目分析 

1.空間分析（全區配置） 

2.動線機能分析 

3.景觀示意 
1 基本規劃 20% 

4.周邊公共設施 

1.結構形式 

2.至少1,750個床位、總樓地板

面積31,410 m2之六層樓建築物

立面、每層平面、透視圖、水

電規劃 

2 建築設計及構想 10% 

3.每間宿舍標準設計單元含傢

俱、平面、立面、剖面構想圖

1.主要分項工作預定進度訂定時

程 

2.完工期限（包括使用執照取

得、完成驗收）以工作天計算
3 履約期限 10% 

3.特許期間中是否有完整之時程

規劃 

1.整體及分項品質管理計畫 

4 營運及管理計畫 20% 2.完整營運規劃（含公安、衛生

組織） 

1.材料、設備選用及規範 
5 財務計畫 15% 

2.分項工程分析及其合理性 

6 要求政大補助 15% 
民間公司自籌貸款節省本校支出

為原則 

1.保固期限（結構物至少三年）
7 保固及維修執行計畫 5% 

2.維修執行計畫 

8 過去之履約績效 5% 特許公司是否有相關經驗 

9 總 計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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