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 1、第 18 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民間經營團隊獎」得獎名單
民間機構

參與案件

【優等獎】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
高明貨櫃碼頭股
一期工程開發計畫
份有限公司

促進民間參與高雄市鳳
【優等獎】
山溪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藍鯨水科技股份
回收再利用案之興建、
有限公司
移轉、營運

【優等獎】
宜蘭縣羅東地區污水下
東山林開發事業 水道系統興建營運移轉
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

【佳等獎】
公務人力發展學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大樓
院福華國際文教 設施營運移轉案
會館

【佳等獎】
臺北榮民總醫院生活廣
義美吉盛股份有
場整建營運移轉案
限公司
【佳等獎】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觀
1

獲獎原因
1.投資興建貨櫃碼頭及後線設施，解決高
雄港大型貨櫃船靠港作業問題，配合離
岸風電國家發展政策，提供進出口離岸
風電相關零件裝卸與存儲服務，使高雄
港成為海運航線經營重要轉運站。
2.貨櫃裝卸設備採電力驅動，建置自動化
管制站，結合半自動化門式起重機作
業，降低進出管制站及滯留場內交提櫃
時間，提升整體裝卸效率。
3.取得多項 ISO 品質管理系統認證，為高
雄港首家取得「安全認證優質企業」認
證之貨櫃集散站倉儲業，精進服務品
質。
1.首座以生活污水處理廠再淨化之水資
源回收中心，搭配鳳山溪截流水改造近
域水質。
2.如期營運再生水廠，確保再生水供水品
質，提升區域用水調度彈性。
3.設置水科技教育館，取得綠建築標章銀
級資格，形塑多目標水資源環境教育園
區，保護水資源及推廣環境教育。
1.除示範系統外，首座以促參 BOT 方式辦
理之污水下水道系統。
2.提升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改善冬山
河流域水質；成功辦理觀光夜市污水納
管系統，有效改善環境衛生。
3.取得碳足跡標籤及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認證，符合永續發展目標。
1.配合政府節能減碳政策，推行環保住
宿，提供優質會議、餐飲及住宿等服
務。
2.創造就業機會，回饋在地居民餐飲及設
施使用優惠，設置身障人士愛心套房，
善盡社會責任。
1.以人為本進行商場管理，舉辦藝文活
動，創造就業機會，就食品安全訂定檢
驗機制，提升醫療餐飲空間服務品質。
2.採用多項節能措施，營造綠色友善環
境，協助弱勢族群及提供愛心物資，善
盡社會責任。
1.結合生態遊憩、運動養生及環境教育，

民間機構

參與案件

觀霧休閒山莊股 霧山莊住宿及餐飲等相
份有限公司
關設施委託民間營運移
轉計畫案

【佳等獎】
臺北市北投觀光醫療暨
北榮康健康管理
健康保健中心營運移轉
顧問股份有限公
(OT)案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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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原因
提供背包客客房、免費導覽、登山及步
道即時消息，規劃不同住宿設施，兼顧
不同需求，提升在地整體旅遊品質，並
獲「銅級環保旅館標章」認證及「銀級
環保旅館標章」認證。
2.協助鄰近森林防護、急難救助及救援，
建立危機事件處理流程，自行採購消防
水車，認養林道反光鏡，提升林區及交
通安全。
3.進用原住民比例高，近期獲頒進用原住
民族績優廠商優等獎。
1.以渡假概念推動觀光醫療服務，整合觀
光醫療、健康保健與在地文化及生態觀
光資源，建立健康管理平台。
2.建立營運場域衛生管理及稽核制度，設
立醫療品質暨客戶安全委員會，建置標
準作業流程，免費提供四癌篩檢服務，
獲得國內外多項品質管理認證及獎
項，推廣臺灣觀光醫療服務。

附表 2、第 18 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政府機關團隊獎」得獎名單
政府機關

辦理案件

【特優獎】
臺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
臺南市政府交通
費系統興建營運移轉案
局

【優等獎】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羅東地區污水下
水道系統興建營運移轉
案

促進民間參與高雄市鳳
【優等獎】
山溪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高雄市政府水利
回收再利用案之興建、移
局
轉、營運

【優等獎】
國道 3 號清水服務區營
交通部高速公路
運移轉案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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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原因
1.首件以促參方式辦理智慧路邊停車收
費系統，導入科技管理，解決收費人力
不足問題，提升管理效率、停車位使用
率及周轉率。
2.建置試驗場域，蒐集停車位使用率及週
轉率等資訊進行測試，成功吸引民間機
構投資；藉由網頁及 APP 提供停車位即
時資訊，導入多元付費機制，節省繳費
時間，提供智慧便利停車服務。
3.跨機關協調用地取得及施工方式，協助
民間機構排除計畫執行障礙。
1.將民生廢污水引至水資源回收中心處
理後放流，改善河川及鄰近海域水質，
提高居民生活品質，提升污水下水道普
及率。
2.污水下水道施工前舉辦說明會，讓居民
瞭解政策目的，施工期間整合民意，提
高用戶接管意願。
3.協助民間機構協調權責機關辦理管線
遷移及路證發放，排除計畫執行障礙。
1.推動以有償 BTO 方式建置再生水廠，成
為全國第 1 座示範廠，以臨海工業區內
用戶為供水對象，帶動水利相關產業，
促進水利產業發展及提升下水道建設
效益。
2.有效運用水資源中心放流水，達成水資
源永續發展，節省自來水供應量，有助
於水資源調度。
3.將污泥處置列為政府承諾事項，吸引民
間廠商投資；積極跨機關協調，協助民
間機構排除計畫執行障礙。
1.以「庶民餐飲」及「社會回饋」為招商
策略，調降權利金，引導商品價格下
降，合理規劃財務，達到服務區商品「同
城同價」政策目標。
2.促成臺日首度締結姊妹服務區盟約，引
進國道首創日本美食物產館，促進臺日
商品互相交流機會。
3.跨機關協調，協助民間機構通過消防安
全設備竣工查驗等作業。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期間，主動擬訂紓困措施，

政府機關

辦理案件

【佳等獎】
教育部

原高雄國際青年會館營
運暨移轉促參案

【佳等獎】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新竹林
區管理處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園區
觀霧山莊住宿及餐飲等
相關設施委託民間營運
移轉計畫案

【佳等獎】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員山公園溫泉會
館興建、營運、移轉案

【佳等獎】
新北市三重區淡水河畔
新北市政府高灘 高灘地臨時停車場營運
地工程管理處
移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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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原因
協助民間機構度過疫情衝擊。
1.首件由主辦機關依「發展觀光條例」規
定取得旅館業登記之會館，以權利金挹
注學產基金扶弱助學資源，達成推廣學
產基金政策目標。
2.辦理多場招商座談說明會及參觀案址
活動，以「住宿兼做公益」為招商宣傳
主軸完成招商，協調民間機構於開始營
運前免徵房屋稅，排除計畫執行障礙。
1.因風災暫停設施營運，且經招商流標，
爰將餐飲及住宿設施合併，依促參法成
功招商，合理規劃權利金機制及災害風
險分擔原則，積極活化設施，提升住宿
及餐飲服務品質，成功發展在地特色生
態旅遊。
2.為達環境保育及節能減碳，倡導交通共
乘，跨機關協調完成臺灣好行觀霧線，
並改善聯外道路，增進交通安全性及便
利性。
1.整合員山鄉及鄰近地區觀光資源，帶動
地方繁榮，促進觀光產業發展。
2.取得基地溫泉水權狀，協助協調拆除既
有設施、台電電線桿下地，增加投資誘
因。
1.提供良好運動休憩環境及便利停車空
間，紓解市區停車壓力；透過颱風警報
通知簡訊合作防汛，維護河川安全及公
共利益。
2.協調相關機關於颱風豪雨期間，開放市
區路段紅黃線路邊停車，排除計畫執行
障礙。

附表 3、第 18 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顧問機構團隊獎」得獎名單
顧問機構

辦理案件

【優等獎】
城都國際開發規 臺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
劃管理顧問有限 費系統興建營運移轉案
公司

【佳等獎】
美商傑明工程顧
問(股)台灣分公
司

促進民間參與高雄市鳳
山溪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案之興建、移
轉、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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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原因
1.規劃由民間機構代收停車費並轉付主
辦機關，主辦機關結算後撥付委辦服務
費，以級距式計算委辦服務費並訂定檢
討時機，避免主辦機關超額支付。
2.協助督導民間機構落實建置停車數據
分析平臺，作為主辦機關制定停車政策
依據；跨機關協調施工方式及設置不便
路段，有效規劃停車空間及排除計畫執
行障礙。
1.規劃有償 BTO 方式，於興建完成 3 年內
分次攤還建設經費，依年限及水量攤提
營運費用，降低主辦機關利息支出。
2.查核污水處理廠生物處理系統及厭氧
消化槽處理成效，降低再生水廠模組負
荷；查核再生水廠且分析相關數據，建
立異常標準差範圍；查核截流站是否符
合標準操作程序，排除民眾水質污染疑
慮，達到監督管理目的。

附表 4、第 18 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公益獎」得獎名單
民間機構

參與案件

獲獎原因
1.協助鄰近森林防護、急難救助及救災，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觀
認養林道反光鏡、鄰近遊憩步道及水源
觀霧休閒山莊股 霧山莊住宿及餐飲等相
區，提升林區及交通安全。
份有限公司
關設施委託民間營運移 2.員工進用在地居民及原住民比例高，
109 年 9 月獲頒進用原住民族績優廠商
轉計畫案
優等獎，善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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