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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興辦目的  

 

1.1 計畫緣起  

新北市政府於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等

沿岸已規劃多處的河濱公園及自行車道提供民眾從事休閒活動，近年

來已成為民眾熱門的休閒場所。而隨著民眾使用河濱公園及自行車道

頻率的增加，其相關停車之需求逐年提升。因此，新北市政府高灘地

工程管理處 (以下簡稱高管處、主辦機關 )特辦理「新北市大臺北都會

公園高灘地臨時停車場營運移轉案」 (以下簡稱本案 )，期望借重民間

活力與經營創意，提供優質的停車管理服務，提升民眾停車的便利性，

使整體空間更有效規劃與應用，達到高灘地管理的永續經營理念。  

 

1.2 計畫目標  

一、評估大臺北都會公園高灘地臨時停車場委外營運之可行性。 

二、辦理可行性評估公聽會相關作業。  

 

1.3 背景資料分析  

本案基地座落於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及五股集福里之停車場，共計

2,880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68 格 )、111 格大型

車停車格及 3,178 格機車停車格等設施 (備 )。各場區停車格如下：  

一、  觀光市集南側區：484 格小型車停車格、771 格機車停車格 (收

費 )。  

二、  觀光市集北側區：266 格小型車停車格、628 格機車停車格 (收

費 )。  

三、  幸福水漾公園區： 177 格小型車停車格。  

四、  樂遊天地區：63 格小型車停車格、66 格機車停車格。  

五、  萬善同區： 59 格小型車停車格、 6 格大型車停車格。  

六、  疏洪荷花公園區： 541 格小型車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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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疏洪親水公園區： 268 格小型車停車格、152 格機車停車格。  

八、  疏洪中山棒球場區：109 格小型車停車格、314 格機車停車格。 

九、  疏洪籃球場區：59 格小型車停車格、4 格大型車停車格、236

格機車停車格。  

十、  疏洪遙控賽車場區：63 格小型車停車格、 236 格機車停車格。 

十一、  陽光運河區：190 格小型車停車格。  

十二、  疏洪木槌球場區： 47 格小型車停車格、23 格機車停車格。  

十三、  疏洪壘球場區：56 格小型車停車格、 13 格機車停車格。  

十四、  疏洪三路區：86 格大型車停車格。  

十五、  追風廣場區：87 格小型車停車格。  

十六、  微風運河第 2 區：9 格小型車停車格、60 格機車停車格。  

十七、  微風運河第 3 區：91 格小型車停車格、212 格機車停車格。 

十八、  微風運河第 4 區：67 格小型車停車格、31 格機車停車格。  

十九、  微風運河第 5 區：93 格小型車停車格、15 格大型車停車格、

236 格機車停車格。  

二十、  五股濕地區：85 格小型車停車格、200 格機車停車格。  

二十一、  集福里區： 66 格小型車停車格。  

 

本案基地目前開放民眾停車場使用，並於 103 年委由歐特儀股

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其委託營運期間自 103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並於 106 年 7 月 1 日續約營運至 108 年 6 月 30 日。其

基地位置示意圖詳圖 1.3-1 所示。  

 

1.4 政策概述  

高管處為活化行水區、提高園區使用率及疏解市區停車問題等政

策目標，規劃以「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之

「OT，營運 -移轉」方式引進民間資源，委託民間經營管理，以有效

減少政府財政支出，符合新北市施政計畫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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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 基地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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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公共建設目的之確保  

1.5.1 興辦目的之擬定  

本案「新北市大臺北都會公園高灘地臨時停車場營運移轉案」，

興辦目的為有效解決遊憩民眾及週邊住戶停車需求，且因鄰近河濱公

園之親子遊憩運動設施，每逢假日階段遊客眾多前往休閒遊憩，故依

促參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辦理停車場委託

營運，藉引進民間資金投資與民間企業化經營理念，提供民眾較佳的

服務品質。  

 

1.5.2 由民間經營是否影響原使用目的   

本案委託範圍位於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左右兩岸之河濱公園高灘

地中，為主辦機關已興建完成之停車場。因此本案停車場之使用，將

可提升河濱公園服務功能之便利性，因此對河濱公園及停車場之原使

用目的不會造成影響。  

 

1.5.3 民間參與是否會減損該公共建設之服務性及公益性  

本案以 OT 的方式推動公共工程建設，民間投資者於營運一定年

限後，需將該公共建設移轉予政府所有，在交由民間營運管理時，站

在政府的角度必會對民間企業是否會圖取暴利而有所以疑慮，在這方

面，政府機關單位可以和民間投資者明訂相關權利條約，如訂定本案

各項設施之訂價範圍，減除可能收費過高的疑慮等。  

而在公共建設之服務性及公益性是否會減損方面的問題，以民間

營運的角度來看，為了吸引民眾前來使用停車場，民間營運公司在服

務性更是會加強，以滿足民眾的需求。而在公益服務方面，本案之目

的即為服務至本案停車之民眾，未來民間投資者需於不影響本案興建

目的下進行相關服務與設施建置，故不會發生民間參與減損公共建設

之服務性及公益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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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民間參與之社會效益利弊分析  

1.6.1 國家財政與社會效益  

本案為政府興建完成後委託民間參與營運之 OT 案件，從獎勵民

間參與政府建設的立意下，可減輕政府經營本案財政上、人事上的經

營負擔及風險，同時本案可活絡民間產業，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

亦可減輕政府及社會負擔。  

 

1.6.2 設施之永續經營  

本案引入民間機構之經營及管理技術，以民間機構之創意及專業

經營能力，可提升本案之營運效率，活化設施功能，提供良好之服務

品質，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1.6.3 河濱公園之推廣  

本案透過公私部門之合作機制提升河濱公園停車之便利性，讓民

眾均擁有更便利至河濱公園休閒娛樂的停車環境，將可吸引民眾到河

濱公園從事健康休閒活動、強健國民體能，達到河濱公園之設立目的。 

 

1.6.4 促進經濟發展  

本案規劃、招商、營運的過程中，關係到許多相關之產業，包含

顧問業 (含促參可行性評估等 )、停管設備業 (柵欄機、繳費機、車牌辨

識系統、監視器等 )、停車服務業 (停管人員、設備檢查維護人員等 )、

油漆業、土木業等，期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產出水準的變動，將可達

到促進經濟發展之成效。  

 

1.6.5 委由民間經營預期效益  

本案委由民間經營，可引進民間專業經營團隊，提供優質服務及

專業管理，增加本案創意與行銷力、提昇營運效益。並且借重民間活

力與經營創意，以多元方式有效利用現有資源，提高民眾使用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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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裕政府財政。  

其預期效益可節省政府營運及人力成本，增進經營管理績效，提

升整體服務品質，創造商機與就業機會，推廣河濱公園遊憩，增加政

府收入，提高優質市民活動空間，促進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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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市場可行性分析  

 

2.1. 市場供需現況分析  

2.1.1. 設施供給現況分析  

本案停車場設施為位於二重疏洪道左右兩岸高灘地河濱公園之

停車場，共計 21 個停車場。目前本案停車場設施皆為營運中開放民

眾使用之停車場，自 103 年委託歐特儀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理中，其

設施現況說明如下：  

 

一、  觀光市集南側區：  

位於重新橋下南側，設有 484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格 9 格 )、771 格機車停車格 (收費 )，面積約 10,000 平

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1。  

 

 

圖 2.1-1 觀光市集南側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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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觀光市集北側區：  

位於重新橋下北側左區，設有 266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車格 6 格 )、628 格機車停車格 (收費 )，面積約 9,025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2。  

 

 

圖 2.1-2 觀光市集北側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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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幸福水漾公園區：  

位於重新橋下北側右區，設有 177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車格 4 格 )，面積約 4,860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

3。  

 

 

圖 2.1-3 幸福水漾公園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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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樂遊天地區：  

位於疏洪五路與疏洪十二路口，設有 63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

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2 格 )、66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2,328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4。  

 

 

圖 2.1-4 樂遊天地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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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萬善同區：  

位於中山橋下北側，設有 59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格 2 格 )、6 格大型車停車格，面積約 3,467 平方公尺，

平面圖如圖 2.1-5。  

 

 

圖 2.1-5 萬善同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六、  疏洪荷花公園區：  

位於荷花公園旁（近 10 號越堤道），設有 541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10 格 )，面積約 20,000 平方公尺，

平面圖如圖 2.1-6。  

 

七、  疏洪親水公園區：  

位於親水公園旁（近 8 號越堤道），設有 268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9 格 )、152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10,000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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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疏洪荷花公園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疏洪荷花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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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疏洪親水公園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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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疏洪中山棒球場區：  

位於大都會棒球場旁（9 號和 11 號越堤道間），設有 109 格小

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3 格 )、314 格機車停車

格，面積約 3,860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8。  

 

九、  疏洪籃球場區：  

位於大都會棒球場旁（9 號和 11 號越堤道間），設有 59 格小型

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2 格 )、4 格大型車停車格、

236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2,871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

8。  

 

 

圖 2.1-8 疏洪中山棒球場區、疏洪籃球場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疏洪中山棒球場區  

疏洪籃球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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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疏洪遙控賽車場區：  

位於遙控賽車場旁（近 6 號越堤道），設有 63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2 格 )、236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1,850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9。  

 

 

圖 2.1-9 疏洪遙控賽車場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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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陽光運河區：  

位於陽光運河旁，設有 190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

停車格 4 格 )，面積約 5,307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10。  

 

十二、  疏洪木槌球場區：  

位於木槌球場旁（近 6 號越堤道），47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

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1 格 )、23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1,678 平

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10。  

 

 

圖 2.1-10 陽光運河區、疏洪木槌球場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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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疏洪壘球場區：  

位於壘球場旁，設有 56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車格 2 格 )、13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2,764 平方公尺，平面

圖如圖 2.1-11。  

 

十四、  疏洪三路區：  

位於壘球場旁（近 7 號越堤道），設有 86 格大型車停車格，面

積約 10,000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11。  

 

 

圖 2.1-11 疏洪壘球場區、疏洪三路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疏洪壘球場區  

疏洪三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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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追風廣場區：  

位於追風直排輪競速場旁，設有 87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車格 2 格 )，面積約 2,866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12。  

 

 

圖 2.1-12 追風廣場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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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微風運河第 2 區：  

位於土地公廟釣魚池旁，設有 9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格 1 格 )、60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270 平方公尺，

平面圖如圖 2.1-13。  

 

 

圖 2.1-13 微風運河第 2 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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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微風運河第 3 區：  

位於微風運河南側，設有 91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格 1 格 )、212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3,655 平方公尺，

平面圖如圖 2.1-14。  

 

 

圖 2.1-14 微風運河第 3 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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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微風運河第 4 區：  

位於微風運河 500 公尺處，設有 67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車格 2 格 )、31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1,969 平方

公尺，平面圖如圖 2.1-15。  

 

 

圖 2.1-15 微風運河第 4 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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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微風運河第 5 區：  

位於微風運河 700 公尺處（近疏洪 1 路側對面），設有 93 格小

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2 格 )、15 格大型車停車

格、236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4,495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16。  

 

 

圖 2.1-16 微風運河第 5 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二十、  五股濕地區：  

位於成蘆橋下（近荒野協會辦公室），85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

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 2 格 )、200 格機車停車格，面積約 2,092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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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7 五股濕地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二十一、  集福里區：  

位於五股區成泰路 22 巷內，66 格小型車停車格 (含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格 2 格 )，面積約 2,890 平方公尺，平面圖如圖 2.1-

18。  

 

 

圖 2.1-18 集福里區停車場平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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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設施需求現況分析    

本案停車場位置位於二重疏洪道堤防外之高灘地上，主要以提供

高灘地河濱公園休憩民眾及周邊居民停車需求使用，而本案停車場設

施目前為營運中且營運狀況良好之停車場，可見民眾對本案設施具有

需求性。  

然依據現場調查，目前停車場中以疏洪中山棒球場區、疏洪籃球

場區、陽光運河區、追風廣場區、微風運河第 3、4 區、五股濕地區

等停車場使用率較低，其原因多為停車場容易淹水、或停車場需求僅

為周邊特定設施使用，未來經營廠商宜針對該些問題進行解決，以有

效提高停車場的使用率、增加營運效益。  

 

2.1.3. 市場消費分析  

本案停車場以服務新北市高灘地河濱公園為主要目的，其停車收

費依照「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及「新北市政府公有路外

停車場費率折扣方案」辦理，目前各停車場費率：小型車全日月票為

1,500 元、臨時停車每小時 20 元，大型車全日月票為 3,500 元、臨

時停車每小時 40 元，機車於觀光市集南、北側區為每日每次 10 元、

其餘區域免費。車輛進場未滿 30 分鐘免費，超過 30 分鐘未滿 1 小

時以 1 小時計，超過 1 小時以上以每 30 分鐘計費。如需收取保證金

時，應依照「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收取保證金注意要點」規定辦理。 

而目前停車場對於主辦機關業務督導之公務車輛免予收費，且針

對身心障礙者於臨停車給予當日 1 次 4 小時免費停車，超過 4 小時

以半價收費之優惠，於月租車給予月租 5 折之優惠。   

 

2.2. 規劃範疇及設施規模說明  

依據前述各停車場之設施規模及平面配置之規劃規模，預估本案

未來主要停車管理設施規模如表 2.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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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各停車場主要設施規模預估表  

項次 場區 

汽車 機車 

監視器 自動繳

費機 

出入口管

制系統 

剩餘車位

指示器 

自動繳

費機 

出入口管

制系統 

剩餘車位

指示器 

1 觀光市集南側區 1 1 1 2 2 1 16 

2 觀光市集北側區 1 1 1 2 2 1 16 

3 幸福水漾公園區 1 1 1 0 0 0 8 

4 樂遊天地區 1 1 1 0 0 0 16 

5 萬善同區 1 1 1 0 0 0 16 

6 疏洪荷花公園區 2 1 2 0 0 0 16 

7 疏洪親水公園區 1 1 1 0 0 0 16 

8 疏洪中山棒球場區 1 1 1 0 0 0 8 

9 疏洪籃球場區 1 1 1 0 0 0 16 

10 疏洪遙控賽車場區 1 1 1 0 0 0 8 

11 陽光運河區 1 1 1 0 0 0 8 

12 疏洪木槌球場區 1 1 1 0 0 0 8 

13 疏洪壘球場區 1 1 1 0 0 0 8 

14 疏洪三路區 0 1 1 0 0 0 8 

15 追風廣場區 1 1 1 0 0 0 8 

16 微風運河第 2 區 1 1 1 0 0 0 8 

17 微風運河第 3 區 1 1 1 0 0 0 8 

18 微風運河第 4 區 1 1 1 0 0 0 8 

19 微風運河第 5 區 1 1 1 0 0 0 16 

20 五股濕地區 1 1 1 0 0 0 16 

21 集福里區 1 1 1 0 0 0 8 

合計 21 21 22 4 4 2 240 

 

2.3. 市場競爭力分析  

本案停車場因位於堤防外高灘地河濱公園旁，主要以提供至河濱

公園休閒娛樂民眾的停車服務為主，具有一定的公共設施公益性及服

務性，具有市場獨特性及獨佔性。  

而本案停車場雖也具有提供鄰近居民停車需求之功能，然因河濱

公園未有大眾運輸工具，因此通常僅限於與停車場出入口鄰近之民眾

使用，與堤防內周邊其他停車場具有市場區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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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投資意願調查  

2.4.1. 潛在投資者類型  

本案未來潛在投資者類型之規劃，將以具有新北市公辦民營停車

場豐富經驗之廠商為主，以增加本案停車場未來經營、服務之品質與

成功率。  

 

2.4.2. 潛在投資者初步意見彙整  

本案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潛在投資廠商投資意願調查，其潛在投

資者初步意見彙整如下：  

一、  投資意願：  

多數廠商皆表示未來公開招商後會進行投資評估，少數廠商認為

河濱公園停車場具有其區位的特殊性不易經營，表示無投資意願。  

 

二、  影響評估本案投資之主要因素：  

影響評估本案投資之主要因素以市場性為優先考量，包括河濱公

園使用人數發展、停車場的特殊性；其次為權利金及委外年限；再其

次為期初投資金額。  

 

三、  對本案建議  

本案高灘地停車場僅部分停車場停車率較高，普遍停車率皆不

高，且停車場場地大管理成本較高，如遇颱風需進行撤離增加營運成

本，建議營運權利金應給予優惠且增加營運年期，提升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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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律可行性分析  

 

3.1 本案之法令依據  

為提供民眾便利的停車空間，提升整體空間更有效規劃與應用，

將引進民間資源參與停管設施經營管理，其中所涉及之主要法規及命

令，包括如下：  

 

3.1.1 促參法類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以下簡稱促參法 )第二條之規

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故本案以民間參與之模式進行，主要法令依據

為促參法及其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以下針對促參法相關法令進行法

律可行性分析：  

 

一、  公共設施適用類別為「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依據促參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列

供公眾使用且促進公共利益之建設：一、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二、

環境污染防治設施。三、污水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四、衛生

醫療設施。五、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六、文教設施。七、觀光遊憩

設施。八、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九、運動設施。十、公園

綠地設施。十一、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十二、新市鎮開發。十三、

農業設施。十四、政府廳舍設施。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指性質重

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共建設；其範圍，由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及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其中，第一款「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公共建設之定義，依據促

參法施行細則第二條之規定：「指鐵路、公路、市區快速道路、大眾捷

運系統、輕軌運輸系統、智慧型運輸系統、纜車系統、轉運站、車站、

調度站、航空站與其設施、港埠與其設施、停車場、橋梁及隧道。」

並符合第六項之規定：「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之路外公共停車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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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開發土地面積達四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平面式停車場或總樓

地板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之立體式停車場。但主辦機關得視個案

需要，於同一公共建設計畫內，以各停車場之面積總和計算之。二、

投資總額不含土地成本達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上之機械式或塔臺

式停車場。」  

目前本案停車場土地面積總和超過四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符合

上述相關規定，得適用促參法及其相關子法之規定，以徵求民間參與

之方式辦理。  

 

二、  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被授權機關得為「新北市政府高灘

地工程管處」  

依促參法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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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位處新北市，

故其主辦機關應為「新北市政府」。  

而依據前開第五條第二項之規定：「主辦機關依本法辦理之事項，

得授權所屬機關（構）執行之」，故本案得由新北市政府授權「新北市

政府高灘地工程管處」為被授權機關執行本案。  

而依據「機關辦理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第三條

之規定：「主辦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就下列事項授權所屬機關（構）執

行：（一）辦理民間參與公共建設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二）訂定

公告招商相關文件內容。（三）辦理公告及甄審。（四）辦理議約、簽

約、履約管理等事宜。」，故本案未來得由「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

處」與民間機構進行議約、簽約、履約管理等事宜。  

另依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爭議處理規則」第二

條第二項之規定：「主辦機關依本法第五條規定，將本法應辦理事項

授權或委託機關辦理者，除公告徵求民間參與文件另有規定者外，以

被授權或被委託機關為前項受理異議之機關。」，故本案於申請及審

核程序有爭議情形發生時，得由「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處」擔任

接受理申請人異議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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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間機構參與方式為「OT」之方式  

本案高灘地臨時停車場之公共設施已興建完成再委託民間機構

營運。而依據促參法第八條規定之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方式中，本

案可能適用之規定為第一項第四款 (ROT)及第一項第五款 (OT)。  

而依據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民間機構投資增建、

改建及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

府。」其中所謂「增建、改建及修建」，依據建築法第九條對於建造行

為之規定，「增建」係於原建築物增加其面積或高度者。但以過廊與

原建築物連接者，應視為新建；「改建」係將建築物之一部分拆除，於

原建築基地範圍內改造，而不增高或擴大面積者；「修建」係建築物

之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架及屋頂，其中任何一種有過

半之修理或變更者。  

而本案未來民間機構將僅進行停管設備之設置及裝修，將不涉及

前述建築物增建、改建或修建之狀況，故本案無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

第四款 (ROT)之適用。而適用於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民間機

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

府。」之「OT」方式辦理。  

 

參與方式  促參法  參與方式說明  

BOT  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並為營

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

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BTO  

(無償移轉 ) 
第 8 條第 1 項第 2 款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

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由

該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

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BTO  

(有償移轉 ) 
第 8 條第 1 項第 3 款  

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

政府一次或分期給付建設經

費以取得所有權，並由該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

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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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方式  促參法  參與方式說明  

ROT  第 8 條第 1 項第 4 款  

民間機構投資增建、改建及

修建政府現有建設並為營

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

權歸還政府。  

OT  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  

民間機構營運政府投資興建

完成之建設，營運期間屆滿

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BOO  第 8 條第 1 項第 6 款  

配合國家政策，由民間機構

自行備具私有土地投資新

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

運或委託第三人營運。  

其他  第 8 條第 1 項第 7 款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方

式。  

 

四、  民間機構條件  

本案民間機構之條件乃依據促參法第四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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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民間機構有政府、

公營事業出資或捐助者，其出資或捐助不得超過該民間機構資本總額

或財產總額百分之二十。第一項民間機構有外國人持股者，其持股比

例之限制，主辦機關得視個案需要，報請行政院核定，不受其他法律

有關外國人持股比例之限制。但涉國家安全及能源自主之考量者，不

在此限。」辦理。  

 

五、  辦理程序：  

本案之促參作業之辦理程序，乃依據促參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

「經主辦機關評估得由民間參與政府規劃之公共建設，主辦機關應將

該建設之興建、營運規劃內容及申請人之資格條件等相關事項，公告

徵求民間參與。前項申請人應於公告期限屆滿前，向主辦機關申購相

關規劃資料。」為由主辦機關規劃並辦理公開徵求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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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契約期限   

促參法中針對契約期限並無特別之規定，而依據促參法第八條第

二項之規定：「前項各款之營運期間，由各該主辦機關於核定之計畫

及投資契約中訂定之。其屬公用事業者，不受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例

第十九條之限制；其訂有租賃契約者，不受民法第四百四十九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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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針對其他法令之限制也明定予以排除，給予相當大的彈性。 

而促參法中針對營運期限屆後繼續營運之規定，則依據促參法第

五十一條之一：「經主辦機關評定為營運績效良好之民間機構，主辦

機關得於營運期限屆滿前與該民間機構優先定約，由其繼續營運。優

先定約以一次為限，且延長期限不得逾原投資契約期限。」之規定，

以優先訂約一次為限，且延長期限不得逾原投資契約期限。  

 

七、  相關優惠  

（一）  租金優惠  

依據促參法第 15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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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租及設定地上權之

租金，得予優惠」，故依其相關法規「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權租金優惠辦法」第 2 條，對於公

有土地之租金有優惠之規定，以鼓勵民間企業參與公共建設：  

1.  興建期間：按該土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他費用計

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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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運期間：按國有出租基地租金計收標準六折計收。但每

年租金漲幅相較前一年度漲幅以百分之六為上限。  

3. 同一宗土地，一部屬興建期間，一部已開始營運者，其租

金按二者實際占用土地比例或地上建築物樓地板面積比

例計收。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計收之租金不足支付土地依法應

繳納之地價稅及其他費用者，應改按所應繳納之稅費計收租

金。  

依第一項或前項計收之租金，於經主辦機關評估財務計

畫，確有造成公共建設自償能力不足情事者，得酌予減收之。 

（二）  土地稅減免  

依據「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七條規定：「下列公有土地地

價稅或田賦全免：一、供公共使用之土地。…  十三、依停車

場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本案停車場部分

符合前開第十三項之規定，因此停車場所佔之基地面積無須

繳納地價稅。  

（三）  重大公共建設之稅金、投資優惠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

中「交通建設」之停車場規定為：「 (一 )投資基地規模達二千

平方公尺以上之平面式停車場。(二 )投資設置二百個以上停車

位之立體式停車場。(三 )投資設置六十個以上停車位之機械式

或塔台式停車場。」本案符合重大公共建設範圍之規定，適用

「交通建設」重大公共建設之相關稅金及投資優惠，主要包

括「放寬授信額度」、「五年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投資支出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抵減」、「進口機具設備之關稅優惠」、「地

價稅、房屋稅及契稅之減免」、「營利事業投資股票應納所得

稅之抵減」等。  

 

八、  申請與審核  

未來本案開放民間參與投資時其申請與審核程序，應依據促參法

第四十二條至第四十八條之規定辦理。其相關規定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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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辦機關應將本案之營運規劃內容及申請人之資格條件

等相關事項，公告徵求民間參與。而申請人應於公告期

限屆滿前，向主辦機關申購相關規劃資料。  

（二）  參與公共建設之申請人，應於公告所定期限屆滿前，備

妥資格文件、相關公告規定資料，向主辦機關提出申請。 

（三）  主辦機關為審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按公共建

設之目的，決定甄審標準，並就申請人提出之資料，依

公平、公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擇優評定之。前項甄

審標準，應於公告徵求民間參與之時一併公告；評審期

限，依個案決定之，並應通知申請人。第一項甄審委員

會之組織及評審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甄審委員會委

員應有二分之一以上為專家、學者，甄審過程應公開為

之。  

（四）  經評定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應自接獲主辦機關通知

之日起，按評定規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完成投資

契約之簽約手續，依法興建、營運。經評定為最優申請

案件申請人，如未於前項規定時間籌辦，並與主辦機關

完成投資契約簽約手續者，主辦機關得訂定期限，通知

補正之。該申請人如於期限內無法補正者，主辦機關得

決定由合格之次優申請案件申請人遞補簽約或重新依第

四十二條規定公告接受申請。  

 

3.1.2 目的事業法類  

本案依據促參法之規定屬「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之停車場，其

相關設施之目的事業法規有：  

一、  停車場法。  

二、  路外停車場回數票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三、  路外停車場租用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四、  河川區域內申請施設停車場使用審核要點  

五、  新北市政府河川高灘地綠美化園區臨時停車場使用管理要點  

六、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設置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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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民間參與交通建設及觀光遊憩重大設施接管營運辦法  

八、  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收取保證金注意要點  

九、  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經營辦法  

十、  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十一、  新北市政府公有路外停車場費率折扣方案  

十二、  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管理員巡場注意要點  

 

3.1.3 經濟稅賦法類  

本案未來由民間參與投資時，將涉及經濟稅賦方面之主要法令

有：  

一、  營利事業所得稅法  

二、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三、  土地稅法  

四、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  

五、  土地稅減免規則  

六、  稅捐稽徵法  

七、  稅捐稽徵法施行細則。  

八、  商業登記法。  

 

3.1.4 其他類  

本案未來由民間參與投資時，將涉及之法令尚有：  

一、  融資相關  

（一）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優惠貸款要點。  

（二）  中長期資金運用策劃及推動要點。  

（三）  中長期資金運用作業須知等。  

二、  其他  

（一）  行政程序法。  

（二）  訴願法。  

（三）  行政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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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平交易法。  

（五）  消費者保護法。  

 

3.2 法律可行性初步研析  

本案公共設施符合促參法暨其施行細則所指之「交通建設及共同

管道」停車場公共建設範圍，且民間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方式將採用符

合促參法 OT 之辦理方式，甄選民間投資廠商之程序亦可符合促參法

第四十二條規定之方式辦理。因此，本計畫於促參法之適用並無疑慮。

故本案具備法律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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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取得及工程技術可行性分析  

 

4.1 土地取得可行性分析  

本案停車場土地位於新北市河川高灘地，土地管理單位為本案被

授權機關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故本案無土地無法取得之問

題，具有土地取得之可行性。  

 

4.2 工程技術可行性分析  

本案停車場目前為委託民間廠商營運中之停車場，而依據其委託

營運契約規定，其營運資產之移轉為主辦機關最初點交之資產，因此

未來本案得標廠商需進行停車場範圍內之停車場停管設備之增設。  

而目前國內停車場相關之停管設備工程已屬純熟之技術，未有特

殊之工程技術情況，故具有工程技術之可行性。而本案未來初步工程

規劃及工程費用估算說明如下：  

 

4.2.1 初步工程規劃  

本案未來停車場工程主要可分為停管設備增設、營運設備增設及

基礎工程整修。其說明如下：  

 

一、  停管設備增設  

本案停管設備主要有自動繳費機、出入口管制系統、剩餘車位指

示器、監視器等，而依據本報告第 2.2 節之初步規劃，合計未來民間

廠商需增設汽車自動繳費機 21 台、機車自動繳費機 4 台、汽車出入

口管制系統 21 套 (含自動柵欄機、車牌辨識系統、感應線圈、偵測器、

對講機、警示燈等 )、機車出入口管制系統 4 套 (含自動柵欄機、感應

線圈、偵測器、對講機、警示燈等 )、汽車剩餘車位指示器 22 台、機

車剩餘車位指示器 2 台、監視器 240 台。並包括每場域需建置遠端

數位鑑識系統及相關之系統整合、管路、電力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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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營運設備增設  

本案營業設施包括未來於各停車場增設之管理員室，並包括管理

室內之電腦、系統主機、空調等營運設備。  

 

三、  基礎工程整修  

本案基礎工程整修包含地坪破損整修、環境綠美化整修、標誌標

線整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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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環境影響分析 

 

5.1 環境影響及對策  

本案未來對環境之影響主要可分為整修期間及營運期間，其相關

說明如下：  

 

5.1.1 整修期間環境影響及對策  

一、  交通運輸  

本案未來整修期間，將有工程車輛之進出，增加疏洪道路之交通

負荷，且在基礎工程施工期間，將造成停車位之減少。  

未來工程施工時間應盡量選擇車流離峰時間，以減少對交通之衝

擊，且應盡量縮短施工期間，降低對停車位的影響。  

 

二、  空氣品質  

本案未來於基礎設施施工時，包括地坪整修及標線整修，將對周

邊空氣品質造成影響，且工程車輛於運輸過程中也會產生廢氣排放，

進而影響周邊空氣品質。  

本案停車場位於河濱公園及自行車道旁，施工中產生之廢氣容易

對周邊環境造成影響，因此施工時間及車輛進出時間，應盡量選擇河

濱公園及自行車道民眾使用的離峰時間，以避免對民眾產生空氣品質

的影響。  

 

三、  噪音及震動  

本案未來整修施工項目較無噪音及震動對環境之影響，然工程車

輛之進出，亦容易對周邊環境造成影響。  

未來施工期間應確實要求施工車輛及機具之保養，並應避免多部

機具同時施工，以降低噪音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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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廢棄物  

本案整修期間產生之營建廢棄物，應依照法規規定進行處理，而

施工人員之生活廢棄物，應作好資源回收集中儲存，並委託合格之廢

棄物處理機構進行處理。  

 

5.1.2 營運期間環境影響及對策  

一、  交通運輸  

本案未來營運期間，主要對交通之影響為進出停車場之車輛，未

來停車場應以改善設備、調整動線、加派服務人力等方式，減少車輛

進出停車場的時間，並應避免民眾有等候排隊入場的情形產生，以降

低對交通之影響。  

 

二、  空氣品質  

未來停車場內應加強勸導民眾於停車後或取車時，盡量避免車輛

長時間怠速運轉，以降低對河濱環境之空氣品質影響。  

 

三、  噪音及震動  

未來停車場內應加強勸導民眾勿隨意鳴按喇叭，且未來出入口警

示鳴響聲音應調整至適度音量，以降低對環境噪音之影響。  

 

四、  廢棄物  

未來停車場內應派遣清潔人員定期清理，且應作好資源回收集中

儲存，並委託合格之廢棄物處理機構進行處理。  

 

5.2 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分析  

本案為現有停車場設備整修後進行營運，非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

規適用之開發行為，因此無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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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間參與可行性綜合評估  

 

6.1 興辦目的  

一、  計畫緣起  

新北市政府於淡水河、二重疏洪道、大漢溪、新店溪、基隆河等沿岸

已規劃多處的河濱公園及自行車道提供民眾從事休閒活動，近年來已成為

民眾熱門的休閒場所。而隨著民眾使用河濱公園及自行車道頻率的增加，

其相關停車之需求逐年提升。因此，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以下簡

稱高管處、主辦機關 )特辦理「新北市大臺北都會公園高灘地臨時停車場營

運移轉案」(以下簡稱本案)，期望借重民間活力與經營創意，提供優質的停

車管理服務，提升民眾停車的便利性，使整體空間更有效規劃與應用，達

到高灘地管理的永續經營理念。  

 

二、  計畫目標  

(一) 評估大臺北都會公園高灘地臨時停車場委外營運之可行性。  

(二) 辦理可行性評估公聽會相關作業。  

 

三、  公共建設目的之確保  

本案「新北市大臺北都會公園高灘地臨時停車場營運移轉案」，興辦目

的為有效解決遊憩民眾及週邊住戶停車需求，且因鄰近河濱公園之親子遊

憩運動設施，每逢假日階段遊客眾多前往休閒遊憩，故依促參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辦理停車場委託營運，藉引進民間資金

投資與民間企業化經營理念，提供民眾較佳的服務品質。  

本案委託範圍位於新北市二重疏洪道左右兩岸之河濱公園高灘地中，

為主辦機關已興建完成之停車場。因此本案停車場之使用，將可提升河濱

公園服務功能之便利性，因此對河濱公園及停車場之原使用目的不會造成

影響。  

本案以 OT 的方式推動公共工程建設，民間投資者於營運一定年限後，

需將該公共建設移轉予政府所有，在交由民間營運管理時，站在政府的角

度必會對民間企業是否會圖取暴利而有所以疑慮，在這方面，政府機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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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以和民間投資者明訂相關權利條約，如訂定本案各項設施之訂價範圍，

減除可能收費過高的疑慮等。  

而在公共建設之服務性及公益性是否會減損方面的問題，以民間營運

的角度來看，為了吸引民眾前來使用停車場，民間營運公司在服務性更是

會加強，以滿足民眾的需求。而在公益服務方面，本案之目的即為服務至

本案停車之民眾，未來民間投資者需於不影響本案興建目的下進行相關服

務與設施建置，故不會發生民間參與減損公共建設之服務性及公益性問題。 

 

四、  民間參與之社會效益利弊分析  

本案為政府興建完成後委託民間參與營運之 OT 案件，從獎勵民間參

與政府建設的立意下，可減輕政府經營本案財政上、人事上的經營負擔及

風險，同時本案可活絡民間產業，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亦可減輕政

府及社會負擔。  

本案引入民間機構之經營及管理技術，以民間機構之創意及專業經營

能力，可提升本案之營運效率，活化設施功能，提供良好之服務品質，達

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本案透過公私部門之合作機制提升河濱公園停車之便利性，讓民眾均

擁有更便利至河濱公園休閒娛樂的停車環境，將可吸引民眾到河濱公園從

事健康休閒活動、強健國民體能，達到河濱公園之設立目的。  

本案規劃、招商、營運的過程中，關係到許多相關之產業，包含顧問

業(含促參可行性評估等)、停管設備業(柵欄機、繳費機、車牌辨識系統、

監視器等)、停車服務業(停管人員、設備檢查維護人員等 )、油漆業、土木

業等，期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產出水準的變動，可達到促進經濟發展成效。  

本案委由民間經營，可引進民間專業經營團隊，提供優質服務及專業

管理，增加創意與行銷力、提昇營運效益。並且借重民間活力與經營創意，

以多元方式有效利用現有資源，提高民眾使用滿意度，增裕政府財政。  

其預期效益可節省政府營運及人力成本，增進經營管理績效，提升整

體服務品質，創造商機與就業機會，推廣河濱公園遊憩，增加政府收入，

提高優質市民活動空間，促進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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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市場可行性  

一、  供需預測分析  

本案停車場設施為位於二重疏洪道左右兩岸高灘地河濱公園之停車

場，共計 21 個停車場。共計小型車 2,880 位(含身心障礙車位 68)、大型

車 111 位、機車 3,178 位。  

本案停車場位置位於二重疏洪道堤防外之高灘地上，主要以提供高灘

地河濱公園休憩民眾及周邊居民停車需求使用，而本案停車場設施目前為

營運中且營運狀況良好之停車場，可見民眾對本案設施具有需求性。  

然依據現場調查，目前停車場中以疏洪中山棒球場區、疏洪籃球場區、

陽光運河區、追風廣場區、微風運河第 3、4 區、五股濕地區等停車場使用

率較低，其原因多為停車場容易淹水、或停車場需求僅為周邊特定設施使

用，未來經營廠商宜針對該些問題進行解決，以有效提高停車場的使用率、

增加營運效益。  

本案停車場以服務新北市高灘地河濱公園為主要目的，其停車收費依

照「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及「新北市政府公有路外停車場費

率折扣方案」辦理，目前各停車場費率：小型車全日月票為 1,500 元、臨

時停車每小時 20 元，大型車全日月票為 3,500 元、臨時停車每小時 40 元，

機車於觀光市集南、北側區為每日每次 10 元、其餘區域免費。車輛進場

未滿 30 分鐘免費，超過 30 分鐘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超過 1 小時以

上以每 30 分鐘計費。如需收取保證金時，應依照「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

場收取保證金注意要點」規定辦理。  

而目前停車場對於主辦機關業務督導之公務車輛免予收費，且針對身

心障礙者於臨停車給予當日 1 次 4 小時免費停車，超過 4 小時以半價收費

之優惠，於月租車給予月租 5 折之優惠。  

 

二、  市場競爭力分析  

本案停車場因位於堤防外高灘地河濱公園旁，主要以提供至河濱公園

休閒娛樂民眾的停車服務為主，具有一定的公共設施公益性及服務性，具

有市場獨特性及獨佔性。  

而本案停車場雖也具有提供鄰近居民停車需求之功能，然因河濱公園

未有大眾運輸工具，因此通常僅限於與停車場出入口鄰近之民眾使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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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內周邊其他停車場具有市場區隔性。  

 

三、  投資意願調查  

本案未來潛在投資者類型之規劃，將以具有新北市公辦民營停車場豐

富經驗之廠商為主，以增加本案停車場未來經營、服務之品質與成功率。 

多數廠商皆表示未來公開招商後會進行投資評估，少數廠商認為河濱

公園停車場具有其區位的特殊性不易經營，表示無投資意願。影響評估本

案投資之主要因素以市場性為優先考量，包括河濱公園使用人數發展、停

車場的特殊性；其次為權利金及委外年限；再其次為期初投資金額。本案

高灘地停車場僅部分停車場停車率較高，普遍停車率皆不高，且停車場場

地大管理成本較高，如遇颱風需進行撤離增加營運成本，建議營運權利金

應給予優惠且增加營運年期，提升投資意願。  

 

6.3 法律可行性  

本案符合促參法之規定，具備法律之可行性，其公共設施類別符合「交

通建設及共同管道」停車場公共建設範圍；主辦機關為「新北市政府」、被

授權機關得為「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處」；民間機構參與方式為「OT」

之方式；本案無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6.4 土地取得可行性  

本案停車場土地位於新北市河川高灘地，土地管理單位為本案被授權

機關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故本案無土地無法取得之問題，具有

土地取得之可行性。  

 

6.5 工程技術可行性  

本案停車場目前為委託民間廠商營運中之停車場，而依據其委託營運

契約規定，其營運資產之移轉為主辦機關最初點交之資產，因此未來本案

得標廠商需進行停車場範圍內之停車場停管設備之增設。  

而目前國內停車場相關之停管設備工程已屬純熟之技術，未有特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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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術情況，故具有工程技術之可行性。  

本案未來停車場工程主要可分為停管設備增設、營運設備增設及基礎

工程整修，包含：  

一、停管設備增設  

本案停管設備主要有自動繳費機、出入口管制系統、剩餘車位指示器、

監視器等，而依據本報告第 2.2 節之初步規劃，合計未來民間廠商需增設

汽車自動繳費機 21 台、機車自動繳費機 4 台、汽車出入口管制系統 21 套

(含自動柵欄機、車牌辨識系統、感應線圈、偵測器、對講機、警示燈等 )、

機車出入口管制系統 4 套(含自動柵欄機、感應線圈、偵測器、對講機、警

示燈等)、汽車剩餘車位指示器 22 台、機車剩餘車位指示器 2 台、監視器

240 台。並包括每場域需建置遠端數位鑑識系統及相關之系統整合、管路、

電力等工程。  

 

二、營運設備增設  

本案營業設施包括未來於各停車場增設之管理員室，並包括管理室內

之電腦、系統主機、空調等營運設備。  

 

三、基礎工程整修  

本案基礎工程整修包含地坪破損整修、環境綠美化整修、標誌標線整

修等。  

 

6.6 環境影響分析  

一、交通運輸影響與對策  

本案未來整修期間，將有工程車輛之進出，增加疏洪道路之交通負荷，

且在基礎工程施工期間，將造成停車位之減少。未來工程施工時間應盡量

選擇車流離峰時間，以減少對交通之衝擊，且應盡量縮短施工期間，降低

對停車位的影響。  

本案未來營運期間，主要對交通之影響為進出停車場之車輛，未來停

車場應以改善設備、調整動線、加派服務人力等方式，減少車輛進出停車

場的時間，並應避免民眾有等候排隊入場的情形產生，以降低對交通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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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氣品質影響與對策  

本案未來於基礎設施施工時，包括地坪整修及標線整修，將對周邊空

氣品質造成影響，且工程車輛於運輸過程中也會產生廢氣排放，進而影響

周邊空氣品質。本案停車場位於河濱公園及自行車道旁，施工中產生之廢

氣容易對周邊環境造成影響，因此施工時間及車輛進出時間，應盡量選擇

河濱公園及自行車道民眾使用的離峰時間，以避免對民眾產生空氣品質的

影響。  

未來停車場內應加強勸導民眾於停車後或取車時，盡量避免車輛長時

間怠速運轉，以降低對河濱環境之空氣品質影響。  

 

三、噪音及震動  

本案未來整修施工項目較無噪音及震動對環境之影響，然工程車輛之

進出，亦容易對周邊環境造成影響。未來施工期間應確實要求施工車輛及

機具之保養，並應避免多部機具同時施工，以降低噪音之產生。  

未來停車場內應加強勸導民眾勿隨意鳴按喇叭，且未來出入口警示鳴

響聲音應調整至適度音量，以降低對環境噪音之影響。  

 

四、廢棄物  

本案整修期間產生之營建廢棄物，應依照法規規定進行處理，而施工

人員之生活廢棄物，應作好資源回收集中儲存，並委託合格之廢棄物處理

機構進行處理。  

未來停車場內應派遣清潔人員定期清理，且應作好資源回收集中儲存，

並委託合格之廢棄物處理機構進行處理。  

 

五、環境影響評估作業分析  

本案為現有停車場設備整修後進行營運，非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適

用之開發行為，因此無須辦理環境影響評估作業。  

 

  



「新北市大臺北都會公園高灘地臨時停車場營運移轉案」-可行性評估報告書(公告摘要版) 

 第六章 民間參與可行性綜合評估 

 

6-7 

6.7 財務可行性  

經財務試算結果得出本案之財務效益，內部報酬率大於折現率 7%；

計畫淨現值大於零；計畫回收前期小於計畫評估年期 6 年；計畫自償率大

於 1。顯示本案可達自償具財務可行性。  

表 6.7-1 各項財務效益指標試算  

項目  數量  單位  

計畫內部報酬率(Project IRR) 7.33 % 

計畫淨現值(Project NPV) 339,488 元  

投資回收期間(Payback Period) 4.06 年  

計畫自償率(Project SLR) 100.2 % 

 

 

敏感度分析 IRR 變動圖  

 

6.8 綜合評估  

根據前述本案所評估之各項可行性，包含興辦目的、市場可行性、法

律可行性、土地取得可行性、工程技術可行性、財務可行性等，均具有其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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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聽會會議紀錄 

 

7.1 公聽會辦理方法 

本案依據促參法第 6 條之 1、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之方法，

於 108 年 4 月 16 日新北高營字第 1083212494 號函，通知新北市三重區

公所、蘆洲區公所、五股區公所、及鄰近里辦公室轉知所在地居民，於 108

年 4 月 22 日(一)上午 10 點假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 2 樓會議室辦

理「新北市大臺北都會公園高灘地臨時停車場營運移轉案」公聽會(詳如圖

8.1-1 所示)。  

 

7.2 公聽會會議記錄 

本案公聽會業已於 108 年 4 月 22 日(一)上午 10 點假新北市政府高

灘地工程管理處 2 樓會議室，公聽會現場照片詳如圖 8.2-1 所示，公聽

會會議記錄詳圖 8.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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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公聽會通知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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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 公聽會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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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2 公聽會會議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