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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北市大巨蛋， 

就要談BOT； 

 

談BOT， 

就得提一提「台灣高速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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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米是BOT 

交通建設、公共建設 

政府出錢、興建、經營 

 

 

獎勵民間興建Ｂ 

民間經營Ｏ 

再轉給政府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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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高鐵 

台灣第一個BOT案 

交通部（甲方） 

依照《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 

組成「高鐵民間投資案甄選委員會」 

評定「台灣高速鐵路企業聯盟」為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 

然後，經過一番又一番「討價還價」， 

於1998年7月23日 

與「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 

簽訂《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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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個BOT案 

（甲方）是台北市政府， 

法源依據是《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 

一樣有「甄選委員會」，一樣得「討價還價」。 

最後， 

簽的約叫《大型室內體育館開發計畫案興建營運契約》 

簽約時間是2006年10月3日 

（乙方）是「遠雄巨蛋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遠雄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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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是BOT 

政府主辦機關與民間機構， 

就得簽訂興建營運合約， 

載明「興建、營運及移轉」、「權利金及

費用負擔」、 「缺失、違約、不可抗力與

除外情事認定與處理」 、「爭議處理及仲

裁」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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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都是BOT 

但，興建標的不同、 

時空背景不同、簽約雙方不同， 

「興建營運合約」內容當然不同， 

特別是「條件」部分， 

一定有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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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年限？ 

自簽約日起，共 50 年 

（包括「興建期」與「營運期」 ）。 

自簽約日起，共 35 年 

（包括「興建期」與「營運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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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金（回饋金） ？ 

「零」營運權利金。 

營運期間，每年提出稅前營業利益10%回饋
給政府。若累積的回饋金總額低於下列金額
時，台灣高鐵承諾以下列金額為準： 
全線營運第  5年年底止：  20億 

全線營運第10年年底止：100億 

全線營運第15年年底止：250億 

全線營運第20年年底止：480億 

全線營運第25年年底止：750億 

特許期屆滿之日止：1,08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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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保證？ 

履約保證金 3 億（開始營運後還 2 億）。（1.5%） 

興建期間： 150 億。（4.6%） 

營運期間： 50 億。（每年遞減 5 億，最高 30 億） 

註：簽約前概估工程經費：高鐵（1997年）3,259億、巨蛋（2006年）199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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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台北市政府透過電腦模擬， 

認定「大巨蛋安檢不合格」， 

要遠雄「拆巨蛋」或「拆商場 」二選一； 

又說，要接管，要終止契約； 

但遠雄回嗆「一面牆都不拆」， 

並要台北市政府「照價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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嗆聲之餘 

回頭看看「興建營運合約」 

把「缺失、違約、不可抗力與除外情事認

定與處理」 及「爭議處理及仲裁」 

相關條款挑出來， 

看看這些條款怎麼說…… 

巨蛋要怎麼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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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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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爭議，該怎麼解決？ 

註：爭議處理期間，雙方均應繼續履行契約。 

 發生爭議時，雙方應本於誠信原則，先以協商方式解

決。如無法以協商解決，任一方均得提送協調委員會

決議。 

 協商不成，應先經雙方同意成立「協調委員會」解決

。提案協調後，無法在一個月內完成推選協調委員，

或召開協調委員會後，無法在三個月內做成有效決議

，視為協調不成立。 

 提付仲裁。 

 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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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協商 

協調 提付仲裁 

無法協商解決， 

任一方均得提送 

協調委員會決議 

決議提付仲裁 

或協調不成立 

合約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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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 

認定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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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哪些行為叫缺失？ 

合約沒有條款提到， 

甲方（台北市政府）缺失如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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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哪些行為叫缺失？ 

除合約明載的「違約」事項外， 

乙方（遠雄）的行為 

                 如有不符合約規定者， 

均屬於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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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有缺失，該如何處理？ 

 甲方書面通知，要求乙方限期改善。 

 罰款：同一缺失經要求改善二次仍未改善，甲方得向

乙方請求按每日5萬元罰款，並以該期履約保證的

千分之十為上限。 

 缺失情形足以影響計畫的執行時，甲方得逕以違約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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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有缺失？ 

遠雄有不符 

合約規定的行為 

合約第19.1、19.2條 

北市府書面通知 

遠雄限期改善 

要求改善二次 

仍未改善， 

得按每日5萬元罰款 違約 

缺失情形足以
影響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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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 

認定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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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哪些行為，構成違約？ 

甲方（台北市政府）的行為有「遲延或違反其

基於合約的義務，導致乙方（遠雄）遭受

損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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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有違約，該如何處理？ 

 乙方得限期要求甲方改善。 

 若未能改善且持續超過30天，雙方同意就補救方案

進行協商。 

 方案內容與程度應以足以彌補乙方的損害為原則。 

 雙方若未能於協商開始90天內達成協議，除非雙方

同意延長協商期限，乙方得以書面通知甲方終止合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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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府違約？ 

北市府有遲延或違反 

其基於合約義務，導 

致遠雄遭受損害的行為 

合約第19.5條 

遠雄書面通知 

北市府限期改善 

協商 

補救方案 

未能改善且 

持續超過30天 

終止合約  

未能於協商開始 

90天內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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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哪些行為，構成違約？ 

 未依約如期提出融資協議書或融資契約。 

 擅自停工。 

 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工程品質重大違失。 

 經營不善。 

 聲請破產或財務狀況異常。 

 缺失逾期未改善，且缺失情形足以影響計畫執行，
經甲方逕以違約認定者。 

 其他嚴重影響計畫執行且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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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有違約，該如何處理？ 

 書面通知乙方，定期要求改善。 

 屆期未改善，書面通知融資機構及乙方： 

 由融資機構暫時接管或繼續辦理興建及營運； 

 中止乙方興建及營運的一部分或全部；但興建營

運期間的進行不受影響。 

 終止合約。 

 乙方在融資機構接管或中止興建或營運六個月後，

若持續未改善，則甲方得終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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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違約？ 

合約第19.3、19.4條 

北市府書面通知 

遠雄限期改善 

融資機構 

暫時接管 
 擅自停工。 

 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工程品質重大違失。 

 經營不善。 

 缺失逾期未改善，且缺
失情形足以影響計畫執
行，經甲方逕以違約認
定者。 

 其他嚴重影響計畫執行
且情節重大者。……. 

屆期未改善， 

書面通知融資機構 

接管六個月後 

持續未改善 

中止 
興建營運 

終止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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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接管 

強制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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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暫時接管？ 

有的！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52條有暫時接管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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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暫時接管？ 

 主管機關書面通知融資機構、保證人：民間機構於

興建或營運期間，如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

質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 

 然後，融資機構、保證人得經主辦機關同意，於一

定期限內自行或擇定符合法令規定的其他機構，暫

時接管該民間機構或繼續辦理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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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強制接管營運嗎？ 

當然可以！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及《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都有強制接管的條款。 

促參法第53條第2項這麼說： 

已依第52條第1項及第53條第1項規定，「中止」 及

「停止」民間機構營運的一部分、全部或「終止投資

契約」時，主辦機關得採取適當措施，繼續維持該公

共建設的營運。必要時，並得予以強制接管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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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接管營運的前提？ 

 民間機關於興建或營運期間，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

品管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經主辦機

關書面通知定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或改善無效，而「中

止」其興建、營運的一部分或全部。（第52條第1項） 

 公共建設的興建、營運，有施工進度嚴重落後、工程品管

重大違失、經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發生，於情況緊急，

遲延即有損害重大公共利益或造成緊急危難之虞時，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停止」其興建或營運的一部分或全

部。（第53條第1項） 

 終止合約。 



施工進度嚴重落後 
工程品管重大違失 

經營不善 
其他重大情事發生 

通知改善，屆期 

仍不改善或改善無效 

中止 

暫時接管 

持續相當期間 

仍未改善者  

終止合約  強制接管 

情況緊急，遲延 
即有損害重大公 
共利益或造成緊 
急危難之虞 

停止 

接管？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52、5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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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終止 

與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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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如何終止？ 

 雙方合意終止。 

 發生可歸責於甲方的事由而終止合約（參考「甲方

有違約，該如何處理？」）。 

 發生可歸責於乙方的事由而終止合約（參考「乙方

有違約，該如何處理？」）。 

 政府政策或法令變更，乙方繼續執行反而不符合公

共利益時，甲方得終止合約。 

 因不可抗力事由或除外情事而終止合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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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之後？ 

 除另有規定外，雙方的權利義務一律終止，

但終止前已發生的權利義務不受影響 。 

 合約全部終止時，附屬事業的營運權利一併

終止。 

 乙方應辦理現有資產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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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合意終止合約，後續怎麼辦？ 

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 

另行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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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歸責於甲方的事由而終止合約，
後續怎麼辦？ 

 甲方除扣除乙方應付的罰款或因合約衍生的費用外

，應返還履約保證金予乙方，並按比例退還乙方已

預繳的土地租金。 

 乙方取得所有權的在建工程或營運資產，甲方應依

雙方同意的鑑價機構所為鑑價結果予以收買，並依

合約規定辦理資產移轉。鑑價費用由甲方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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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終止之後？ 

因遠雄有錯 

而終止合約 

履約保證金扣除應付 

的費用後還給遠雄 

北市府認為遠雄的資產 

不符合計畫所需， 

不予收買而限期遠雄移除 

北市府依鑑價結果 

收買遠雄的資產 

開始營運前 

開始營運後 北市府認為遠雄的資產 

已不堪使用， 

不予收買而限期遠雄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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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歸責於乙方的事由而終止合約，
後續怎麼辦？ 

 乙方同意甲方可以就乙方預繳的土地租金與履約保證金扣繳乙方應付的

罰款、損害賠償及其他甲方有權向乙方請求支付的費用。 

 發生在開始營運前：若甲方認為乙方的資產不符合本計畫所需，得不予

收買而限期乙方移除；或由甲方依雙方同意的鑑價機構鑑價結果收買乙

方於基地上的資產後，完成興建，並將支付乙方的價款扣除乙方應付給

甲方的損害賠償。 

 發生在開始營運後：由甲方依雙方同意的鑑價機構鑑價結果收買乙方於

基地上的資產，並將支付乙方的價款扣除乙方應付給甲方的損害賠償。

若乙方資產已不堪使用，或不符甲方的使用需求，甲方得不予收賣而限

期乙方移除。 

 鑑價費用由乙方負擔。 



41 

合約終止之後？ 

因北市府有錯 

而終止合約 

履約保證金扣除應付 

的費用後還給遠雄 

北市府依鑑價結果 

收買遠雄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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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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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 

要拆蛋？要拆商場？要照價買回？ 

似乎都有所「本」！ 

要終止合約？要強制接管？ 

也都有所「本」！ 

問題是：所持的理由「站」得住腳嗎？ 

               夠「支持」自己的訴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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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代價 

台北市政府： 

堅持「沒有公安，沒有營運」的價值， 

要以「施工進度嚴重落後」為由， 

主張「乙方的資產不符合本計畫所需，得不予收

買而限期乙方移除（第35頁）」， 

揮出「零代價的全壘打」。 

真能如願嗎？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