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1 第19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民間團隊獎」得獎名單
民間機構

參與案件
1.

【特優獎】
苗栗縣舊山線文化園區
2.
祺峰休閒事業有 暨軌道活化再利用營運
限公司
移轉案
3.

1.
【優等獎】
高雄市立岡山醫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整
院(委託秀傳醫
(擴)建營運移轉案
2.
療社團法人經
營)
1.
【優等獎】
臺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
宏碁智通股份有
費系統興建營運移轉案
限公司

2.

1.
【優等獎】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
財團法人全聯善
傳藝園區整建暨營運移 2.
美的文化藝術基
轉案
金會
1.
【優等獎】
桃園市青年體驗學習園
大日開發有限公
2.
區增建營運移轉案
司

【優等獎】
促進民間參與苗栗縣竹 1.
國洋環境科技股 南頭份(包括高速公路
份有限公司
頭份交流道)污水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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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原因
利用閒置軌道結合全國首創之低碳運
具鐵道自行車，推動文化體驗教育，
落實文資保存維護、活化再利用及永
續發展。
自行研發結合觀光之鐵道自行車，並
配合政府政策行銷地方特色，具在地
性及創新性。
保有並活化舊山線鐵道，傳承歷史價
值，並與國外鐵道合作，推展國際觀
光，增加交流機會。
因應人口老化急慢性病照護需求，增
設一般急性病房、加護病房等設備，
創造安全舒適就醫環境，成為岡山地
區之標竿醫院，實踐在地深耕承諾。
克服舊建物整擴建工程及使用執照申
請等困難，成為全臺唯一整擴建期間
營運不中斷之醫院。
首件以促參方式辦理之智慧路邊停車
收費系統，結合車輛偵測、車牌辨
識、智慧開單及多元繳費，提供車位
即時資訊及現場多元支付功能，提高
停車位使用率、周轉率及管理效率。
持續優化電池及充電等設備，提供優
良且穩定品質，並配合智慧化城市政
策，提高智慧交通城市行銷機會。
打造工藝資訊館與臨水職人聚落2處
全新場域，結合外部資源多方合作，
增加國際交流，活絡傳統藝術產業。
以社會責任與公益角度經營園區，推
動「文化+科技+旅遊」發展目標，媒
合藝師與民眾需求，協助落實文化觀
光願景。
改造廢棄軍營，建立青年體驗學習之
多元教育基地，藉由創新體驗增進青
年自我成長，加深地方認同。
以地方創生理念，串連在地商圈整合
行銷，活化周邊地區經濟，使新屋成
為兼具觀光遊憩、環境教育及海客文
化地區。
有效處理生活污水，提升居民生活品
質，改善住家生活環境，淨化河川水
體水質，恢復河川溪流生態。

民間機構

【優等獎】
將捷文創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優等獎】
日鼎水務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佳等獎】
午資開發股份有
限公司
【佳等獎】
正好停股份有限
公司
【佳等獎】
資育股份有限公
司

參與案件
獲獎原因
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 2. 選用可增加處理效益及易於維護之設
移轉計畫
備，統籌規劃設計各項目介面，投入
較優建設以減少營運維護成本，秉持
促參精神以永續發展為目標。
1. 以複合式休閒園區結合知名旅館管理
集團，提供展覽、宴會、多功能會議
及優質住宿設施，打造在地化及國際
新北市滬尾藝文休閒園
化場域，提升淡水地區整體形象。
區興建營運移轉案
2. 提供表演團體舞臺及新創團隊實驗創
作空間，並主動進行米粉寮溪認養整
治，復育米粉寮溪生態。
1. 提前達成用戶接管目標數，使桃園市
整體公共污水下水道普及率提升，加
促進民間參與桃園縣桃
速改善水質及周圍環境。
園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2. 水資源中心以生態池或人工溼地方式
建設之興建、營運、移
設置兼具水質處理功能之滯洪池，營
轉計畫
造綠色生活空間，創造永續環境場
域。
打造國際級運動娛樂休閒園區，舉辦國
臺中洲際棒球場暨周邊
際賽事、中華職棒比賽等賽事，帶動園
土地興建營運移轉案
區周邊發展。
結合智慧停車科技及數位媒體應用、行
新北市三重區三重商工
動支付，主題式空間場域融合商場溫馨
地下停車場委託經營案
服務，打造智慧停車空間。
南港軟體及高雄軟體育 結合國內外專家技術及資源，提供培育
成中心共同委託營運計 資訊、通信、軟體等創業據點，引領國
內育成機構開創育成營運轉型之路。
畫案

【佳等獎】
以創新性進行游泳教育，透過有效場地
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
正中日體育事業
管理提升使用效率，推廣游泳運動，極
溫水游泳池營運移轉案
股份有限公司
大化校內游泳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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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第19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政府團隊獎」得獎名單
政府機關

辦理案件
1.

【優等獎】
臺灣港務股份有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
2.
限公司高雄港務 一期計畫興建及營運
分公司
1.
【優等獎】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整
高雄市政府衛生
2.
(擴)建營運移轉案
局

1.
【優等獎】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舊山線文化園區
暨軌道活化再利用營運 2.
移轉案

1.
【優等獎】
交通部觀光局北 基隆和平島公園暨停車
2.
海岸及觀音山國 場委託營運移轉案
家風景區管理處
1.
【優等獎】
新北市滬尾藝文休閒園
新北市政府經濟
區興建營運移轉案
發展局
2.

1.
【優等獎】
桃園市青年體驗學習園
桃園市政府青年
區增建營運移轉案
2.
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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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原因
掌握國際船舶大型化趨勢，興建深水
貨櫃碼頭與配套聯外及基礎設施，永
保高雄港國際競爭力。
引進民間投資營運貨櫃中心，藉由民
間經營效率與創新自動化作業，提高
貨櫃船舶及貨物服務水準，確保高雄
港貨櫃貨源穩定。
提升市立醫院醫療及公共衛生服務質
與量，引進民間共同營造高品質社區
醫院，完成市立醫院社會責任。
配合路竹、岡山、橋頭區域都市發展
需要，因應人口老化急慢性病照護需
求，積極擴展長照據點，落實社區醫
院角色。
結合文化及觀光政策，導入多元鐵道
運具，結合在地老街、老火車，形塑
屬於舊山線鐵道及客家文化特色。
跨政府部門整合配合觀光亮點計畫逐
步推動，克服法令障礙，並以地方創
生及引進民間投資，達到永續發展目
標，成功活化閒置之百年鐵道。
原為基隆市政府管轄，105年接手後
積極規劃，引入臺灣好行及跨機關協
調解決交通與停車問題。
協助撥用舊軍營區，改善和平島公園
整體環境及設施，打造成為集地質公
園、環境教育基地之優質場域，帶動
地區觀光發展。
打造結合生態、旅遊、藝文、餐飲、
娛樂、住宿六大特色之休閒園區，串
連淡水地區觀光發展軸線，並結合鄰
近遊憩資源活絡淡水藝文觀光發展。
克服違章占用、無主墓排除及遷移等
障礙，協調加速電力線路佈設、入口
電桿與電線地下化及瓦斯管線佈設。
以地方創生為理念，改造老舊廢棄營
區，將本案定位為新屋地區兼具觀光
遊憩、環境教育及海客文化之地區成
長驅動亮點。
為首座以促參模式辦理之青年體驗學
習園區，打造多元教育基地，協助
「青年返鄉圓夢」、「強化青年休閒

政府機關

辦理案件

獲獎原因

【優等獎】
經濟部工業局

經濟部工業局新竹、大
里工業區下水道系統擴
建、整建、營運及移轉
案

【佳等獎】
苗栗縣政府

促進民間參與苗栗縣竹
南頭份(包括高速公路頭
份交流道)污水下水道系
統建設之興建營運移轉
計畫

教育」。
1. 善用工業區污水廠用地，擴充污水處
理量，吸引廠商進駐；解決大里廠池
槽積泥問題並收受區內廠商水肥，帶
動工業區產業及周邊地區發展。
2. 排放水質提升及污染減量，建立成功
執行模式，為其他工業區下水道系統
促參典範。
完成通水區域內學校、公園、市場、公
共場所、政府機關等用戶接管，免費提
供回收水供民眾取用，達到改善都市居
住環境衛生，提升生活環境品質目標。

以觀光產業結合醫療服務提供「新興產
【佳等獎】
臺北市北投觀光醫療暨
業-醫療照護產業」之複合型公共建設，
臺北市立聯合醫 健康保健中心營運移轉
使醫療與觀光相互加乘，有效帶動臺北
院
案
市觀光醫療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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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第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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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財團法人全聯善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
2.
美的文化藝術基 傳藝園區整建暨營運移
金會
轉案
1.
高雄市立岡山醫
2.
院(委託秀傳醫 高雄市立岡山醫院整
療 社 團 法 人 經 (擴)建營運移轉案
營)
促進民間參與苗栗縣竹 1.
南頭份(包括高速公路
國洋環境科技股
頭份交流道)污水下水 2.
份有限公司
道系統建設之興建營運
移轉計畫
1.
苗栗縣舊山線文化園區
祺峰休閒事業有
暨軌道活化再利用營運 2.
限公司
移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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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原因
規劃能源管理系統，管理園區用電狀
況，達到節電環保節能效果。
無障礙停車專用車位及婦幼停車位數
量優於法令規定，接待特殊團體及持
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個人與其陪同者免
費優惠，友善身心障礙者。
針對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人士及70歲
以上長者提供掛號費減免優惠。
由醫師、護理師、藥師、社工及志工
組成關懷團隊，關懷訪視獨居長者。
提供偏鄉孩童牙科醫療服務及支援玉
山國家公園醫療服務隊，善盡社會責
任。
以先進設備達到節能減碳成效，淨化
河川水體水質，恢復河川溪流生態。
投資完成區域內機關學校用戶接管，
另提供民眾回收水及 RO 水供民眾使
用。
辦理老人供餐、廚房義助送餐、聯合
法會及鄰近國小搭乘優惠等睦鄰友善
公益活動。
鐵道自行車使用使用無污染鋰電池儲
能系統，認養勝興飛雪公園與沿線植
栽與樹木管理維護，達到低碳友善環
境目標。

附表4 第19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雙語卓越獎」得獎名單
民間機構

參與案件

獲獎原因
1. 提供專人雙語導覽服務，園區官網及
折頁，提供中文及英文等多種語言版
財團法人全聯善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宜蘭
本，帶領外籍遊客認識園區與臺灣傳
統藝術。
美的文化藝術基 傳藝園區整建暨營運移
2. 園區內文昌祠以雙語海報、數位雙語
金會
轉案
籤詩方式，增進外籍遊客認識文昌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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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第19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金擘獎「創新獎」得獎名單
政府機關

參與案件

獲獎原因
全國首座由地方政府推動複合式文化動
苗栗縣舊山線文化園區
態旅遊新模式，導入 Rail Bike 多元鐵
苗栗縣政府
暨軌道活化再利用營運
道運具，為臺灣唯一多元運具環狀鐵道
移轉案
旅遊，具市場獨特性。
全臺首座以促參模式辦理之青年體驗學
桃園市政府青年 桃園市青年體驗學習園 習園區，打造多元教育基地，協助「青
事務局
區增建營運移轉案
年返鄉圓夢」、「強化青年休閒教育」
打造健康教育運動休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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