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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融資機構或保證人申請暫時接管或另行

簽訂投資契約參考原則                   108.01.03 

參考原則 說明 

壹、訂定目的  

一、(目的) 

為利主辦機關辦理融資機構或保

證人(以下簡稱關係人)依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2 款但書規

定申請暫時接管公共建設(以下

簡稱暫時接管)或依同條第3項規

定申請簽訂投資契約(以下簡稱

另行簽約)繼續辦理興建或營

運，特訂定本參考原則。 

一、訂定目的。 

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 52 條立法目的

係在避免計畫延宕、公共服務

中斷或損害擴大，有儘速處理

必要，爰課予主辦機關作為義

務，並明定經主辦機關同意，

即賦予融資機構或保證人(以

下簡稱關係人)得行使介入

權，申請暫時接管公共建設(以

下簡稱暫時接管)或申請簽訂

投資契約(以下簡稱另行簽約)

繼續辦理興建或營運，免再辦

理公開甄選等程序。 

三、為利主辦機關辦理關係人暫時

接管或另行簽約事宜，特訂定

本參考原則。 

貳、暫時接管  

二、(同意暫時接管原則) 

關係人申請暫時接管，經主辦機

關審酌符合下列事項，得同意關

係人或其擇定之其他機構(以下

簡稱其他機構)暫時接管繼續辦

理興建或營運：  

(一)投資契約訂有暫時接管相關

約定。 

(二)關係人業經民間機構送請主

辦機關備查。 

(三)於主辦機關所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 

(四)自任暫時接管人之關係人或

其所擇定辦理暫時接管之其

他機構，符合本法及各該公

一、主辦機關同意關係人或其他機

構暫時接管原則。 

二、本法未規定融資機構或保證人

以銀行為限，其為銀行者，因

公共建設之興建、營運非其專

業，且非銀行法第 3 條所定銀

行經營業務範圍，尚無法自行

暫時接管興建、營運，但融資

銀行可依據各該授信相關契約

協商之借款人違約時之續建完

工機制或介入權等事宜，依本

法第 52條規定，擇定符合法令

規定之其他機構，繼續辦理興

建或營運。關係人如不擅興建

或營運工作，亦可逕擇定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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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相關規定。 

(五)自任暫時接管人之關係人或

其所擇定辦理暫時接管之其

他機構具備完成應繼續改善

項目及標準之能力。 

法令規定之其他機構，繼續辦

理興建或營運。 

三、第 1 款至第 3 款為本法及其施

行細則(以下簡稱細則)規定，

說明如下： 

(一)本法第 11 條第 6 款規

定，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

簽訂投資契約，應依個案

特性記載施工或經營不

善之處置及關係人介入

(即暫時接管)等事項。發

生本法第 52 條第 1 項所

定施工或經營不善等重

大情事，依投資契約相關

約定辦理。 

(二)細則第 69 條規定，本法

第 52 條所定關係人，以

經民間機構送請主辦機

關備查者為限。 

(三)細則第 70 條第 2 款規

定，民間機構未依限改善

缺失時，主辦機關應以書

面載明關係人得申報主

辦機關同意自行或擇定

其他機構暫時接管該公

共建設繼續辦理興建或

營運之期限。 

四、關係人自任暫時接管人或擇定

辦理暫時接管之其他機構，應

符合本法(如第 4 條等)及各該

公共建設相關規定。 

五、暫時接管目的係為避免計畫延

宕，公共服務中斷或損害擴

大，爰自任暫時接管人之關係

人或擇定辦理暫時接管之其他

機構，應備具完成繼續改善項

目及標準之能力。 

三、(審查結果通知) 一、就關係人之申請，主辦機關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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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將審查結果以書面通知

關係人、其他機構、民間機構及

政府有關機關。 

主辦機關同意關係人或其他機構

暫時接管者，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應為改善之期限。 

(二)應繼續改善之項目及標準。 

(三)屆期未完成改善之處理。 

(四)暫時接管期間不得辦理事

項。 

(五)暫時接管期間須事先報請主

辦機關同意始得辦理事項。 

查結果，宜以書面通知關係

人、其他機構、民間機構及政

府有關機關。 

二、第 2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係參酌

細則第 70條規定，第 4款及第

5 款參酌 BOT 案投資契約參考

條款第 21.5.6 條及第 21.5.7

條(108年版，以下簡稱契約參

考條款)。 

四、(暫時接管期間不得辦理事項) 

前點第 2 項第 4 款暫時接管期間

不得辦理事項包括： 

(一)概括讓與民間機構全部或部

分業務或資產。 

(二)處分營運資產。 

(三)將民間機構與他人合併。 

(四)重大減損營運資產總額。 

(五)其他經主辦機關載明事項。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年 8

月 31日研商「國立中正大學第

三期學生宿舍民間參與興建經

營」案有關建物起造人及地上

權人變更事宜會議，行政院法

規委員會意見略以，本法第 52

條(104年 12月 30日修正前僅

有暫時接管，尚未增訂另行簽

約規定)立法意旨，係透過融資

機構介入權制度，期於主辦機

關終止投資契約前改善經營不

善情事，以維護公共利益。為

確保公共建設繼續興建或營

運，原契約主體之權利義務於

融資機構行使介入權後，自然

隨同產生承接原契約主體相關

權利義務之實質法律效果。 

二、嗣內政部據前揭會議結論函示

略以： 

(一)依本法第 52條第 3項(即

現行第 52 條第 1 項第 2

款，下同)規定，經主辦

機關確認雙方權利義務

之行使明確劃分，並已完

成法律規定程序及同意

融資機構於一定期限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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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

定之其他機構，暫時接管

該民間機構或繼續興

建、營運者，其接管機構

得逕為辦理建物起造人

變更，無須會同原起造人

共同為之(內政部 95 年 9

月 26 日 台 內 營 字 第

0950805864號函)。 

(二)有關依本法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經主辦機關同意

其他機構繼續興建、營

運，辦理類此地上權移轉

登記案件，除檢附土地登

記規則第 34 條規定相關

證明文件外，應由主辦機

關於申請書適當欄簽註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第 52 條規定辦

理，如有相關法律責任，

由主辦機關負責」並蓋章

後，由接手機構單獨申辦

地上權移轉登記，原地上

權人之他項權利證明

書，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

銷(內政部 95 年 10 月 3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950725301號函)。 

三、綜上，原契約主體之權利義務

於關係人行使介入權後，隨同

產生承接原契約主體相關權利

義務之實質法律效果，考量暫

時接管並非終局取得民間機構

權利，關係人或其他機構暫時

接管期間辦理事項允宜有所限

制，爰參酌契約參考條款第

21.5.6 條，提示第 1 款至第 4

款暫時接管期間不得辦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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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四、為保留彈性，提示第 5款。 

五、(暫時接管期間須事先報請同意

始得辦理事項) 

第 3 點第 2 項第 5 款須事先報請

主辦機關同意始得辦理事項包

括： 

(一)拋棄、讓與民間機構重大權

利或承諾重大義務。 

(二)委託他人經營民間機構全部

或部分業務。 

(三)任免民間機構重要人事。 

(四)其他經主辦機關載明事項。 

一、承前點說明，原契約主體之權

利義務於關係人行使介入權

後，隨同產生承接原契約主體

相關權利義務之實質法律效

果，考量暫時接管並非終局取

得民間機構權利，關係人或其

他機構暫時接管期間辦理事項

允宜有所限制，參酌契約參考

條款第 21.5.7 條，提示第 1

款至第 3 款須事先報請主辦機

關同意始得辦理事項。 

二、為保留彈性，提示第 4款。 

六、(暫時接管之終止-違反不得辦

理事項或須事先報請同意始得

辦理事項規定) 

關係人或其他機構暫時接管後，

有違反第 4 點或第 5 點規定情事

者，主辦機關得以書面載明違反

之具體事實及終止暫時接管日

期，通知關係人或其他機構、民

間機構及政府有關機關終止暫時

接管。 

第 4 點及第 5 點係主辦機關就其同

意關係人或其他機構暫時接管所附

之條件，如有違反，主辦機關得以

書面通知終止暫時接管。 

七、(暫時接管之終止-缺失已改善) 

關係人或其他機構暫時接管後，

主辦機關認定缺失確已改善，除

民間機構與關係人或其他機構另

有約定，且經主辦機關同意者

外，主辦機關應以書面載明終止

接管日期，通知關係人或其他機

構、民間機構及政府有關機關終

止暫時接管。 

依細則第 71條第 2項規定，提示改

善期限屆滿前缺失改善之終止暫時

接管事宜。 

八、(暫時接管之終止-缺失屆期未

改善) 

關係人或其他機構暫時接管後，

屆期未完成改善，或經主辦機關

准予延長暫時接管期間，屆期仍

一、提示缺失屆期未改善之終止暫

時接管事宜。 

二、暫時接管後持續相當時間仍未

改善，依本法第 5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得終止投資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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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改善者，主辦機關以書面

載明終止接管日期，通知關係人

或其他機構、民間機構及政府有

關機關終止暫時接管，並得終止

投資契約。 

主辦機關依前項終止投資契約，

應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通知關

係人或其他機構、民間機構及政

府有關機關： 

(一)未改善缺失之具體事實。 

(二)終止投資契約之表示及終止

之日期。 

(三)終止地上權及租賃契約之表

示。 

(四)主辦機關依本法第 53條第 2

項規定擬採取之適當措施或

強制接管營運有關事項。 

三、終止投資契約通知對象及載明

內容，參考細則第 74條規定。 

叁、另行簽約  

九、(是否採另行簽約方式審酌原

則)  

主辦機關依本法第 52條第 1項第

3 款規定終止投資契約並完成結

算後，得審酌下列事項，決定是

否採另行簽約方式，由關係人或

其他機構繼續辦理興建或營運： 

(一)未迅行辦理興建或營運有導

致公共建設計畫延宕、公共

服務中斷或損害擴大情形。 

(二)按原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

設目的及範圍繼續辦理興建

或營運之可行性。 

本法第 52 條立法目的係在避免計

畫延宕、公共服務中斷或損害擴

大，有儘速處理必要，爰課予主辦

機關作為義務，並明定經主辦機關

同意，即賦予關係人得行使介入

權，申請另行簽約，繼續辦理興建

或營運，免再辦理公開甄選等程

序，性質上係取代終止之原投資契

約，繼續執行原公共建設計畫，爰

提示主辦機關審酌事項。 

十、(通知申請) 

主辦機關經審酌決定採另行簽約

方式辦理者，以書面通知業經原

民間機構送請主辦機關備查之關

係人，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得申請自行或擇定其他機構

另行簽約。 

一、依本法第 52條第 3項及細則第

69條規定，關係人須經主辦機

關備查，第 1 項提示書面通知

已備查之關係人及載明事項。 

二、為利關係人評估是否申請另行

簽約，主辦機關書面通知時併

檢附投資契約草案、原投資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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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具備之資格條件及應備證

明文件。 

(三)有無協商事項，如允許協商

者，其協商項目及程序。 

(四)政府承諾及配合事項。 

(五)議約及簽約期限。 

(六)申請期限。 

辦理前項書面通知時，一併檢附

投資契約草案、原投資契約結算

結果及其他可供關係人評估是否

申請另行簽約相關文件。 

第 2 項投資契約草案內容，按原

公共建設目的及範圍，並以原公

共建設計畫為基礎。 

主辦機關宜視個案公共建設性

質，合理訂定第 1項第 5款議約、

簽約期限及第 6款申請期限。 

約結算結果及其他可供關係人

評估是否申請另行簽約相關文

件。 

三、另行簽約係取代終止之原投資

契約，繼續執行原公共建設計

畫，以避免計畫延宕、公共服

務中斷或損害擴大，其投資契

約仍宜以原公共建設計畫為基

礎。 

四、參照細則第 58條第 1項規定，

主辦機關應視公共建設性質，

訂定合理之議約、簽約期限及

申請期限。 

十一、(審查原則及處理) 

關係人申請另行簽約，經主辦機

關審查符合下列事項，得以書面

通知關係人或其他機構辦理議

約。但允許協商者，應先依前點

第 1 項第 3 款協商項目及程序辦

理協商並達成共識後，再通知議

約：  

(一)於主辦機關所定期限內提出

申請。 

(二)自任另行簽約主體之關係人

或其所擇定另行簽約之其他

機構，符合本法及各該公共

建設相關規定。 

(三)自任另行簽約主體之關係人

或其所擇定另行簽約之其他

機構具備前點第 1 項第 2 款

所定資格條件。 

主辦機關接獲關係人申請，經審查

符合前點第 1 項書面通知所定申請

期限及應具備之資格條件，且符合

本法(如第 4 條等)及各該公共建設

相關規定，即得以書面通知關係人

或其他機構辦理議約。允許協商

者，應先依前點第 1 項第 3 款協商

項目及程序辦理協商並達成共識

後，再通知議約。 

十二、 (議約原則) 

主辦機關按原公共建設計畫、公

共建設目的及範圍，並考量公共

參酌細則第 57條第 2款，議約內容

除有細則第 29條第 2款及第 3款所

定不符公共利益或公平合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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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依投資契

約草案及協商結果辦理議約。 

外，不得違反公告內容、招商文件

及協商結果之意旨，並考量另行簽

約特性，提示本點。 

十三、(議約、簽約期限) 

關係人或其他機構依第 10點第 1

項第 5 款所定期限內與主辦機關

完成議約、簽約。 

第 10 點書面通知書面已載明議約

及簽約期限，爰提示於該期限內完

成議約、簽約。 

十四、(資格條件及應備證明文件補

正) 

主辦機關依第11點書面通知議約

後，發現關係人或其他機構有不

符第 10點第 1項第 2款所定應具

備資格條件或應備證明文件，其

得允許補正者，另定合理期限通

知補正，並於第 10點第 1項第 5

款所定期限完成簽約手續。 

通知議約後發現關係人或其他機構

資格條件不符或應備證明文件缺漏

之補正。 

十五、 (不予議約、簽約) 

主辦機關發現關係人或其他機構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議約、簽

約： 

(一)通知議約後，有不符第 10點

第 1 項第 2 款所定應具備資

格條件或應備證明文件，且

其屬不得允許補正者。 

(二)未依通知期限辦理補正、完

成議約程序。 

(三)未按規定時間完成簽約手

續。 

參酌細則第 59條第 2項，主辦機關

於選出最優申請人或次優申請人

後，發現申請人有未依公告及招商

文件規定條件提出申請、未依通知

期限辦理補正、完成議約程序及未

按規定時間籌辦完成簽約手續意

旨，並考量另行簽約特性，提示不

予議約或簽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