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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 5號石碇服務區營運移轉案第 1次(公告前)甄審會會議紀錄 

臺、會議次別：第一次 

貳、會議時間：105 年 11月 25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叁、會議地點：本局第四辦公室二樓會議室 

肆、 主持人：本案召集人                            記錄：潘麗琴 

伍、 甄審委員會組成：外聘委員 6人、內派委員 5人，共 11人組成。 

陸、 出席委員：(如附件 1) 

柒、 列席人員：(如附件 2) 

捌、召集人致詞： 

一、本案甄審委員會委員共計 11人，其中外聘委員 6名，局內委員 5名。

本（第 1）次甄審委員會議出席委員共計 6 人（外聘委員 3 人,局内

委員 3人），符合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下稱

甄審辦法)第 4條及 8條規定。 

二、本案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依甄審辦法第 7條規定，由本局首長指定之，

分別為鄭召集人、劉副召集人。 

三、經徵詢各出席委員均無應辭職等事項。 

玖、承辦單位報告事項： 

一、依甄審辦法規定於公告前成立甄審委員會，並於完成甄審事宜且無

待處理事項解散。 

二、本案經徵詢各委員結果，委員名單於完成綜合評審前應予保密。 

三、本次甄審會議任務：訂定或審定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甄審標準及

評定方式。 

四、服務區及招商文件草案簡介：(略) 

拾、討論事項：(略) 

拾壹、決議：如附件 3 招商文件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 1 份（修正部分以

劃底線表示）。 

拾貳、臨時動議：(略) 

拾叁、散會（上午 12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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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道 5號石碇服務區營運移轉案第 1次甄審會招商文件草案 

之甄審項目、甄審標準及評定方式修正表             

項

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1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30/2.5 投資計畫書 

1.主文一律用 A4直式，由左至

右以中文打字橫書為原則，

並加封面、封底及目錄，裝

訂成冊，封面應註明申請人

名稱(全銜)及本案案名，各

頁均應編訂頁碼，雙面印

刷，主文頁數以不超過 80頁

為原則(不含封面、封底及目

錄，附件頁數不計，圖表得

以 A3印製，摺疊成 A4大小

方式裝訂)。如有任何筆誤修

正需清楚訂正並由授權代表

人簽章。申請人應提出「投

資計畫書」之內容以下列甄

審項目為限，超出之內容不

納入甄審： 

(1)營運組織與經驗實績。 

(2)投資整修改善計畫及營運

配置。 

(3)營運管理與協力廠商控管。 

(4)營運行銷、價格策略及在地

特色商品規劃。 

(5)財務計畫及權利金之合理

性。 

(6)經營創意與回饋。 

 

2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30/2.5 投資計畫書 

2.甄審項目「營運組織與經驗

實績」應包括： 

(1)申請人組織(如申請人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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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本計畫組織結構及運作方

式、規模、品牌價值概述

等)。 

(2)經營團隊(如經營團隊及本

案服務區內專業經理人學

經歷，人員管理及訓練計畫

等)。 

(3)信譽與經驗(取得之企業優

良認證、相關營業之優良經

驗與實績、履約表現…等及

相關實績之證明文件)。 

(4)申請人最近 3年內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表(設立未滿

3年者依實際年限提供)。 

3 

申請須知 p31/2.5 投資計畫書 

3.甄審項目「投資整修改善計畫

及營運配置」應包括: 

(1)整體空間規劃：服務區室內

整體空間及動線規劃與櫃

位配置，應附平面配置圖，

說明整體服務區餐飲、零售

櫃位、超商及、在地特色產

品展銷區等主要櫃位及提

升公共服務設施之配置計

畫，並具體說明申請人自營

櫃位內容及自營比例。 

(2) 投資主題規劃(含主題創意

空間營造、視覺設計營造、創

造本服務區之特色)。 

(3) 節能減碳規劃(如空調照明

節能、替代能源及綠能使用、

綠建築、綠建材、資源回收再

利用等)。 

申請須知 p31/2.5 投資計畫書 

3.甄審項目「投資整修改善計畫

及營運配置」應包括: 

(1)整體空間規劃：服務區室內

整體空間及動線規劃與櫃

位配置，應附平面配置圖，

說明整體服務區餐飲、零售

櫃位、超商及在地特色產品

展銷區等主要櫃位之配置

計畫，並具體說明申請人自

營櫃位內容及自營比例。 

(2) 投資主題規劃(含主題創意

空間營造、視覺設計營造、創

造本服務區之特色)。 

(3) 節能減碳規劃(如空調照明

節能、替代能源使用、綠建

築、綠建材、資源回收再利用

等)。 

(4)汙染防治規劃(如室內排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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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4)汙染防治規劃(如室內排煙、

熱源、廚餘及污水防治規劃

等)。 

(5) POS系統設置規劃。 

(6)機車腳踏車族群服務設施規

劃。 

熱源、廚餘及污水防治規劃

等)。 

(5) POS系統設置規劃。 

(6)機車腳踏車族群服務設施規

劃。 

4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31/2.5 投資計畫書 

4.甄審項目「營運管理與協力廠

商控管」應包括： 

(1)經營理念與管理(如人文關

懷、鄉土融合之經營理念，標

準化管理及其他有利公眾之

管理措施)。 

(2)商品及食品衛生安全(須含食

品衛生自主管理機制)暨品質

管理(如採購制度及進銷存貨

管理，熱熟食品質管制、製成

品來源之控管、及天然與人為

災變及食物中毒等風險管理

規劃)。 

(3)服務品質管理及監控計畫(含

公共關係與服務態度管理、主

動監控、消費者申訴處理、服

務人員訓練及品質監控計畫

等)。 

(4)協力廠商管理(含協力廠商規

模與商譽，協力廠商企業優良

認證，協力廠商經營品質之稽

核及協力廠商承諾書等)。 

(5)現有設施維護管理： 

a.現有設施及設備之管理。 

b.委託管理項目之執行計

畫：依委託管理項目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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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規範規劃，包括人力、耗

材、機具、工作時段之配

置及經費預估等。 

5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32/2.5 投資計畫書 

5.甄審項目「營運行銷、價格

策略及在地特色商品規劃」

應包括： 

(1) 營運行銷策略規劃：  

a.依服務區用路人不同需求

擬訂各類型多元商品行銷

策略。 

b.行銷方案及價格調整機制

說明。 

(2)平價餐飲之規劃：比照鄰近

地區大專院校週邊商圈規

劃平價之餐飲櫃位。 

(3) 加盟連鎖櫃位之規劃：規劃

導入加盟連鎖櫃位(連鎖加

盟專櫃應先取得協力承諾

書以附件附於計畫書備

查)。 

(4) 在地特色商品、產品展銷之

規劃：規劃在地特色之商

品、土特產品、伴手禮展銷

之經營，力求與其他服務區

經營內容區隔化之目的。 

 

6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32/2.5 投資計畫書 

6.甄審項目「財務計畫及權利金

之合理性」，投資計畫書各項計

算應分年表列，並至少載明下

列事項： 

(1) 各年投資金額、投資項目及

投資期程之規劃(不含協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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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商投資或裝修之金額) 

(2) 投資財務計畫之合理性及報

酬率： 

a.含分年營運收支預估、分年

現金流量分析及投資報酬率

分析等(包括預估損益表、預

估資產負債表、預估現金流

量表)。 

b.投資本案財務效益(NPV、

IRR、回收年期)。 

(3) 權利金繳交百分比合理性分

析。 

(4) 財務風險評估與管理。 

7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32/2.5 投資計畫書 

7.甄審項目「經營創意與回饋」

應包括： 

(1) 經營創意：創新提昇服務品

質之策略或發想。 

(2) 回饋：有關弱勢關懷、社會

公益的規劃或消費者回饋

作為。 

 

8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48/2.1.2綜合評審

階段 

綜合評審階段主要在考量各合

格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擇優

選出最優申請人，並增選次優

申請人，綜合評審作業流程如

圖 2，有關綜合評審階段之評定

方法詳述如下： 

1.本案綜合評審無需進行協

商，申請人所有規劃應於投

資計畫書詳盡呈現，綜合評

審當日合格申請人之簡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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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與招商文件規定之甄審項目

有關，且不得更改原投資計

畫書內容及提出臨時承諾事

項。有上述情形者，該變更

或補充資料或臨時承諾事項

應不納入甄審。 

9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48/2.1.2綜合評審

階段 

2.合格申請人應於排定簡報時

間前到場等候準備簡報事

宜，並依規定時間列席甄審

會(列席人數以 10人為限)。

由公司負責人或本案專案經

理人親自提出 15分鐘投資計

畫內容之簡報。簡報開始至

第 13分鐘時，按第 1次鈴聲

1短聲；簡報時間到，則按第

2次鈴聲 1長聲，應即結束簡

報。答詢採統問統答，所有

甄審委員詢問後，由合格申

請人綜合答詢 12分鐘，答詢

至 10分鐘，按第 1次鈴聲 1

短聲；答詢時間到，則按第 2

次鈴聲 1長聲，即應結束答

詢。 

 

10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48/2.1.2綜合評審

階段 

3.合格申請人簡報完畢，繼而

由各甄審委員於「投資計畫

書甄審評分表」評定序位(參

閱附件二 D)。申請人得分均

不可相同，得分第 1高者為

第 1序位，第 2高者為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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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序位，第 3高者為第 3序位，

第 4高者為第 4序位，第 5

高者及低於第 5高者均為第 5

序位。 

11 

申請須知 p48/2.1.2綜合評審

階段 

4.合格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若

經出席甄審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評定之得分皆未達 70分，該合

格申請人不予錄選。 

申請須知 p48/2.1.2綜合評審

階段 

4.合格申請人之投資計畫書若

經出席甄審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評定之得分皆未達 70分，

該合格申請人不予錄選。 

 

12 

申請須知 p48/2.1.2綜合評審

階段 

5.最後本局彙總各甄審委員評

定於「投資計畫書甄審評分彙

總表」之序位(參閱附件二 E)，

由甄審會以序位總和最低者為

最優申請人，次低者為次優申

請人；如序位總和相同者，以

評定第 1序位最多者優先，如

果評定第 1序位總和相同，則

以權重最高項目得分加總最高

者為最優申請人，次高者為次

優申請人。若仍無法評定最優

及次優申請人時，由同分合格

申請人自行抽籤決定，同分合

格申請人未出席在場者，由甄

審會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代為抽

籤。 

申請須知 p48/2.1.2綜合評審

階段 

5.最後本局彙總各甄審委員評

定於「投資計畫書甄審評分

彙總表」之序位(參閱附件二

E)，由甄審會以序位總和最

低者為最優申請人，次低者

為次優申請人；如序位總和

相同者，以評定第 1序位最

多者優先，如果評定第 1序

位總和相同，則以權重最高

項目得分加總最高者為最優

申請人，次高者為次優申請

人。若仍無法評定最優及次

優申請人時，由同分合格申

請人自行抽籤決定，同分合

格申請人未出席者，由甄審

會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代為抽

籤。 

 

13 

本條文未修正 申請須知 p48/2.1.2綜合評審

階段 

6.申請人應到未到經唱名 3次

以遲到計，其甄審簡報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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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備註 

詢項目以零分計算。 

14 

申請須知 p50 
表 2 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

審標準 

1. 營運組織與經驗實績：10% 

2. 投資整修改善計畫及營運配

置 15% 

3. 營運管理與協力廠商控管 20% 

4. 營運行銷、價格策略及在地特

色商品規劃 25% 

5. 財務計畫及權利金之合理性

15% 

6. 經營創意與回饋 10% 

7.簡報及答詢 5% 

申請須知 p50 
表 2 投資計畫書之甄審項目及甄

審標準 

1.營運組織與經驗實績：10% 

2.投資整修改善計畫及營運配置

15% 

3.營運管理與協力廠商控管 20% 

4.營運行銷、價格策略及在地特

色商品規劃 25% 

5.財務計畫及權利金之合理性

20% 

7. 經營創意與回饋 5% 

8. 簡報及答詢 5% 

經徵詢法律顧

問意見：「促參

法並無如政府

採購法子法

[最有利標評

選辦法]有針

對價格納入評

分時其所占比

率應為

20%~50%之規

定，是以權利

金權重並無須

比照採購法

20%之限制」。

法律顧問亦電

詢主管機關促

參司確認，促

參案件就評分

項目之比重，

僅需甄審委員

認可即可，並

無相關權重比

例之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