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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規劃案件規劃案件規劃案件規劃案件：按促參法施行細則第 39 條委託專業顧問協助辦理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    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提提提提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    

 

可行性評估可行性評估可行性評估可行性評估    
前
置
作
業

前
置
作
業

前
置
作
業

前
置
作
業 

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填報案件基本資料填報案件基本資料填報案件基本資料填報案件基本資料((((詳附詳附詳附詳附

件件件件一一一一))))    

辦理專業顧問委辦理專業顧問委辦理專業顧問委辦理專業顧問委

託作業託作業託作業託作業    

是否可行是否可行是否可行是否可行    

檢具可行性評估檢具可行性評估檢具可行性評估檢具可行性評估
報告書報府核定報告書報府核定報告書報府核定報告書報府核定

撤案撤案撤案撤案    

可行可行可行可行    

不可行不可行不可行不可行    

先期規劃先期規劃先期規劃先期規劃    檢具先期計畫書檢具先期計畫書檢具先期計畫書檢具先期計畫書
報府核定報府核定報府核定報府核定    

籌組籌組籌組籌組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擬 定 招擬 定 招擬 定 招擬 定 招
商文件商文件商文件商文件    

甄審委員會建議甄審委員會建議甄審委員會建議甄審委員會建議
名單報府名單報府名單報府名單報府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註註註註 1111    

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

府核定府核定府核定府核定註註註註 2222 

註註註註2222：：：：被授權機關如採行政被授權機關如採行政被授權機關如採行政被授權機關如採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
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得得得得
逕為辦理逕為辦理逕為辦理逕為辦理，，，，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    

註註註註1111：：：：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首長首長首長首長應應應應遴遴遴遴
選選選選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委員人數之委員人數之委員人數之
2222倍倍倍倍名單名單名單名單（（（（分正取分正取分正取分正取、、、、備備備備1111、、、、
備備備備2222…………））））提提提提報本府同意後報本府同意後報本府同意後報本府同意後，，，，
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    

籌備籌備籌備籌備辦辦辦辦理理理理促參促參促參促參    
前置規劃作業前置規劃作業前置規劃作業前置規劃作業    

1.1.1.1. 編列前置規劃編列前置規劃編列前置規劃編列前置規劃
作業預算作業預算作業預算作業預算    

2.2.2.2. 準備專業準備專業準備專業準備專業顧問顧問顧問顧問
機構委託作業機構委託作業機構委託作業機構委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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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政府規劃案件政府規劃案件政府規劃案件政府規劃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    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規定規定規定規定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提提提提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

第第第第44443333條提出公告規定條提出公告規定條提出公告規定條提出公告規定    

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    

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審核審核審核審核    

公
告
甄
審

公
告
甄
審

公
告
甄
審

公
告
甄
審 

選出最優申請人選出最優申請人選出最優申請人選出最優申請人    

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民間機構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    

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    

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民間機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    

契約契約契約契約屆滿屆滿屆滿屆滿、、、、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    

1.1.1.1.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

3333 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    

2.2.2.2.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 54545454

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 

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    

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    

簽
約
簽
約
簽
約
簽
約 

履約 
管理 

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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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所屬所屬所屬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政府規劃案件：被授權機關未委託專業顧問協助規劃者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    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提提提提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    

 

可行性評估及可行性評估及可行性評估及可行性評估及    

先期規劃先期規劃先期規劃先期規劃註註註註 1111    

籌組籌組籌組籌組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擬 定 招擬 定 招擬 定 招擬 定 招
商文件商文件商文件商文件    

甄審委員會建議甄審委員會建議甄審委員會建議甄審委員會建議

名單報府備查名單報府備查名單報府備查名單報府備查註註註註 2222    

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

府核定府核定府核定府核定註註註註 3333 

註註註註1111：：：：如為性質單純無須委如為性質單純無須委如為性質單純無須委如為性質單純無須委
託顧問機構協助規劃之託顧問機構協助規劃之託顧問機構協助規劃之託顧問機構協助規劃之OTOTOTOT
案件案件案件案件，，，，或或或或為投資規模較小且為投資規模較小且為投資規模較小且為投資規模較小且
未編列規劃預算之未編列規劃預算之未編列規劃預算之未編列規劃預算之ROTROTROTROT個個個個
案案案案，，，，得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得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得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得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頒訂之員會頒訂之員會頒訂之員會頒訂之『『『『民間參與公共民間參與公共民間參與公共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建設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計
畫書作業手冊畫書作業手冊畫書作業手冊畫書作業手冊----委託民間營委託民間營委託民間營委託民間營
運案件運案件運案件運案件((((簡要版簡要版簡要版簡要版))))』』』』進行評估進行評估進行評估進行評估
及規劃及規劃及規劃及規劃。。。。    
    
註註註註2222：：：：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首長應遴首長應遴首長應遴首長應遴
選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選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選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選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2222
倍名單倍名單倍名單倍名單（（（（分正取分正取分正取分正取、、、、備備備備1111、、、、備備備備
2222…………））））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再再再再
以通知聘任以通知聘任以通知聘任以通知聘任。。。。    
    
註註註註3333：：：：被授權機關如採行政被授權機關如採行政被授權機關如採行政被授權機關如採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投資
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契約標準文件及要項』，』，』，』，得得得得
逕為辦理逕為辦理逕為辦理逕為辦理，，，，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    

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1.1.1.1. 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重點如附件一重點如附件一重點如附件一重點如附件一))))    

2.2.2.2. 檢具可行性評估報告檢具可行性評估報告檢具可行性評估報告檢具可行性評估報告

書及先期計畫書書及先期計畫書書及先期計畫書書及先期計畫書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

第第第第44443333條提出公告規定條提出公告規定條提出公告規定條提出公告規定    

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    

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甄審委員會

審核審核審核審核    

選出最優申請人選出最優申請人選出最優申請人選出最優申請人    
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    

前
置
作
業

 

公
告
甄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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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政府規劃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    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法規定作業作業作業作業    提提提提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    

 

簽
約 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民間機構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    

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    

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民間機構民間機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    

契約契約契約契約屆滿屆滿屆滿屆滿、、、、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    

1.1.1.1.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 3333

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    

2.2.2.2.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 54545454

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 

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    

履約 
管理 

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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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民間自行備具土地者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 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提提提提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

 

 

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民間申請人依促參

46464646條規定提出申請條規定提出申請條規定提出申請條規定提出申請    

審核委員會審核審核委員會審核審核委員會審核審核委員會審核    

或逕行審查或逕行審查或逕行審查或逕行審查    

申
請
審
核

    

各單位依業務各單位依業務各單位依業務各單位依業務    

職掌收件職掌收件職掌收件職掌收件簽簽簽簽辦辦辦辦    

檢視文件完備性檢視文件完備性檢視文件完備性檢視文件完備性 

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2.2.2.2. 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二二二二))))    

3.3.3.3. 研提後續辦理方式研提後續辦理方式研提後續辦理方式研提後續辦理方式((((籌籌籌籌

組審核委員會或逕行組審核委員會或逕行組審核委員會或逕行組審核委員會或逕行

審核或逕為駁回審核或逕為駁回審核或逕為駁回審核或逕為駁回
註註註註 1111))))    

審核委員會建議審核委員會建議審核委員會建議審核委員會建議

名單報府備查名單報府備查名單報府備查名單報府備查
註註註註 2222    

(10日內) 

是否繼續是否繼續是否繼續是否繼續
審理審理審理審理    

是是是是    

研擬審核委員會建議研擬審核委員會建議研擬審核委員會建議研擬審核委員會建議

名單名單名單名單（（（（視需要視需要視需要視需要））））    

否否否否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人人人人 

審核結果審核結果審核結果審核結果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不通過    

通通通通    
知知知知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人人人人 

通過條件報府核定通過條件報府核定通過條件報府核定通過條件報府核定 

註註註註1111：：：：如申請案有下列如申請案有下列如申請案有下列如申請案有下列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可逕為駁回可逕為駁回可逕為駁回可逕為駁回：：：：    
� 顯不符合政策顯不符合政策顯不符合政策顯不符合政策    
� 顯為法令所禁止顯為法令所禁止顯為法令所禁止顯為法令所禁止    
� 主辦機關已進行規主辦機關已進行規主辦機關已進行規主辦機關已進行規
劃之案件劃之案件劃之案件劃之案件，，，，且改採自且改採自且改採自且改採自
行規劃模式並不會行規劃模式並不會行規劃模式並不會行規劃模式並不會
更符合公益更符合公益更符合公益更符合公益    

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 

副知本府副知本府副知本府副知本府 

註註註註2222：：：：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首長應遴首長應遴首長應遴首長應遴
選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選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選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選甄審委員會委員人數之
2222倍名單倍名單倍名單倍名單（（（（分正取分正取分正取分正取、、、、備備備備1111、、、、
備備備備2222…………））））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
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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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所屬各機關學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作業規定及提報本府作業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民間自行規劃案件：政府提供土地、設施者 

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授權工作範圍    促參促參促參促參法法法法作業作業作業作業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提提提提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報本府作業    

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    

契約契約契約契約屆滿屆滿屆滿屆滿、、、、公公公公共建設移轉共建設移轉共建設移轉共建設移轉 
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

3333 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    

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    

1.1.1.1. 申請人依規定時申請人依規定時申請人依規定時申請人依規定時
間籌辦間籌辦間籌辦間籌辦    

2.2.2.2. 雙方擬訂投資契雙方擬訂投資契雙方擬訂投資契雙方擬訂投資契
約草案約草案約草案約草案    

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投資契約草案報

府核定府核定府核定府核定註註註註 3333 

註註註註3333：：：：如採行政院公共工程如採行政院公共工程如採行政院公共工程如採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頒訂之委員會頒訂之委員會頒訂之委員會頒訂之『『『『民間參與民間參與民間參與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
件及要項件及要項件及要項件及要項』，』，』，』，被授權機關可被授權機關可被授權機關可被授權機關可
逕為簽約逕為簽約逕為簽約逕為簽約，，，，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    

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 

簽
約

 

履約 
管理 

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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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是是    

民間檢具規劃民間檢具規劃民間檢具規劃民間檢具規劃    
構想書提出申請構想書提出申請構想書提出申請構想書提出申請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    

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公開資訊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審核委審核委審核委審核委
員會員會員會員會））））初步審核初步審核初步審核初步審核    

初步審核初步審核初步審核初步審核    

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    

15日日日日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民間申民間申民間申民間申

請人得提出請人得提出請人得提出請人得提出

不同種類建不同種類建不同種類建不同種類建

各單位依業務各單位依業務各單位依業務各單位依業務    
職掌收件辦理職掌收件辦理職掌收件辦理職掌收件辦理    

檢視文件完備性檢視文件完備性檢視文件完備性檢視文件完備性    

申
請
審
核

 

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簽報本府授權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4.4.4.4. 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簽函中摘錄案件基本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二二二二))))    

5.5.5.5. 研提後續辦理方式研提後續辦理方式研提後續辦理方式研提後續辦理方式((((籌籌籌籌

組審核委員會或逕為組審核委員會或逕為組審核委員會或逕為組審核委員會或逕為

駁回駁回駁回駁回註註註註 1111))))    

是否繼續是否繼續是否繼續是否繼續
審理審理審理審理    

否否否否    

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    

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    

初初初初審委員會建議審委員會建議審委員會建議審委員會建議

名單報府名單報府名單報府名單報府備查備查備查備查    研研研研提初提初提初提初審委審委審委審委    

員會建議名單員會建議名單員會建議名單員會建議名單    

7日日日日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通過條件報府核定通過條件報府核定通過條件報府核定通過條件報府核定    

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通知申請人    

註註註註1111：：：：如申請案有下列如申請案有下列如申請案有下列如申請案有下列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可逕為駁回可逕為駁回可逕為駁回可逕為駁回：：：：    
� 顯不符合政策顯不符合政策顯不符合政策顯不符合政策    
� 顯為法令所禁止顯為法令所禁止顯為法令所禁止顯為法令所禁止    
� 主辦機關已進行規主辦機關已進行規主辦機關已進行規主辦機關已進行規
劃之案件劃之案件劃之案件劃之案件，，，，且改採自且改採自且改採自且改採自
行規劃模式並不會行規劃模式並不會行規劃模式並不會行規劃模式並不會
更符合公益更符合公益更符合公益更符合公益    

副知本府副知本府副知本府副知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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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再再審委員會建議審委員會建議審委員會建議審委員會建議

名單名單名單名單報府備查報府備查報府備查報府備查註註註註 2222    

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民間申請人依促參法

第第第第 46464646 條提出規劃案條提出規劃案條提出規劃案條提出規劃案    

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之相關文件    

協商規劃案協商規劃案協商規劃案協商規劃案    

公開內容公開內容公開內容公開內容    

規劃案規劃案規劃案規劃案

不成立不成立不成立不成立    

協商不成協商不成協商不成協商不成    

研提再審核委研提再審核委研提再審核委研提再審核委    

員會建議名單員會建議名單員會建議名單員會建議名單    

合格合格合格合格    

雙方協商投資雙方協商投資雙方協商投資雙方協商投資

契約草案契約草案契約草案契約草案    

投資契約草案投資契約草案投資契約草案投資契約草案    

報府核定報府核定報府核定報府核定註註註註 3333 

審核委員審核委員審核委員審核委員    

再審核再審核再審核再審核    

備具理備具理備具理備具理

由通知由通知由通知由通知

民間申民間申民間申民間申

請人請人請人請人    

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    

通過條件報府備查通過條件報府備查通過條件報府備查通過條件報府備查    

註註註註3333：：：：如採行政院公共工程如採行政院公共工程如採行政院公共工程如採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頒訂之委員會頒訂之委員會頒訂之委員會頒訂之『『『『民間參與民間參與民間參與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公共建設投資契約標準文

件及要項件及要項件及要項件及要項』，』，』，』，被授權機關可被授權機關可被授權機關可被授權機關可

逕為辦理逕為辦理逕為辦理逕為辦理，，，，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不需報府核定    各單位訂定最各單位訂定最各單位訂定最各單位訂定最

低功能及效益低功能及效益低功能及效益低功能及效益

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公開徵求其他投資人

之審核標準提送審核之審核標準提送審核之審核標準提送審核之審核標準提送審核

委員會審定委員會審定委員會審定委員會審定    

申
請
審
核 

接續 

註註註註2222：：：：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被授權機關首長應遴首長應遴首長應遴首長應遴
選再審核委員會委員人數選再審核委員會委員人數選再審核委員會委員人數選再審核委員會委員人數
之之之之2222倍名單倍名單倍名單倍名單（（（（分正取分正取分正取分正取、、、、備備備備1111、、、、
備備備備2222…………））））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提報本府同意後，，，，
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再以通知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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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間投資人遞件其他民間投資人遞件其他民間投資人遞件其他民間投資人遞件    

接續 

審核委員會審審核委員會審審核委員會審審核委員會審

核其他民間投核其他民間投核其他民間投核其他民間投

資人之文件資人之文件資人之文件資人之文件    

審核通過選出審核通過選出審核通過選出審核通過選出    

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最優申請人    

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依規定時間籌辦    

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簽訂投資契約    

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依法興建營運    

契約契約契約契約屆滿屆滿屆滿屆滿、、、、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公共建設移轉    

通知民通知民通知民通知民

間申請間申請間申請間申請

人人人人    

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    

簽
約 

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審核結果副知本府    

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投資契約報府備查    

公開徵求其他公開徵求其他公開徵求其他公開徵求其他    

民間投資人民間投資人民間投資人民間投資人    

1.1.1.1.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特許年限屆滿前

3333 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個月報府備查    

2.2.2.2.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如按促參法第 54545454

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條續約者報府核定 

履約 
管理 

移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