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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臺灣四面環海，但降雨時間分布不均，水資源供給不穩定，加上近年來

政府財政惡化，在財政困窘，卻要持續發展公共建設的情況下，委由民

間參與海水淡化廠的營運便成為解決財政問題與水資源供給的雙贏策

略。 由於海淡水的製造成本過高，與現行水價差距太多，因此許含笑

(2005)模擬民間參與海水淡化廠興建的財務分析，認為民間廠商只有在



OT 或有償 BTO 模式才有可能參與投資，不過有償 BTO 模式卻涉及了收

購價量的設定方式，這樣的收購模式其實是一種政府補貼，因此本文試

圖探討有償 BTO、BOT 水價補貼與 BOT 單筆補貼等三種補貼模式的差

異，發現政府若要以補貼方式來促進民間參與海水淡化廠的興建，以最

大量補貼將是較好的策略，因為海淡水產業有規模經濟的效果，此外在

有償 BTO 模式下，由於民間廠商不需要負擔太大的利息成本，因此政府

補貼的水價較低，不過換個角度來看，若政府採用的是平均攤還興建成

本的方式，BOT 的水價補貼模式就反應了興建成本攤還過程中產生的利

息成本，因此 BOT 水價補貼模式不見得是一個較差的方案；而 BOT 的單

筆補貼模式則是一個不可行的政策。 另外我們比較了興建成本、融資利

率與營運成本對不同補貼模式的影響，發現有償 BTO 的補貼模式對營運

成本與興建成本的變化較敏感，所以民間機構將偏好以 BOT 水價補貼模

式來承包，換句話說，有償 BTO 模式的特許廠商應該要努力降低營運成

本與興建成本；另外融資利率對於不同補貼模式的影響則不大。  

摘要

(英) 

This study uses desalinization factory construction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es 

financial feasibilities of three popular modified models– Reimbursement BTO, 

BOT with price or quantity subventions, and BOT with fixed amount subsidies, 

which government uses as incentives for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construction. We find, after different costs considerations, the reimbursement BTO 

subsidy model is better for government finance than the other two schemes. 

However, since it is more sensitive to operating and building cost, the chartered 

private enterprise may have to cost down the building and operating costs for 

feasibl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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