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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09年年會大會及土木水利工程論壇

壹 前言

貳 常見契約執行爭議類型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

肆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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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名 稱 Q&A數量

一、 共通性部分 19項

二、 工程採購部分 20項

三、 財物採購部分 17項

四、 勞務採購部分 20項

五、 電子採購部分 15項
六、 其他部分 12項

壹 前言(3/4)

政府採購法問答集(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 )

壹 前言(1/4)

隨著時代變遷
除工程技術不斷提升外，生態、環保及施工安全等觀
念的改變
對工程技術服務廠商的要求與日俱增
也造成機關與工程技術服務廠商之間
對招標文件、契約及履約方式存有不同之解讀及爭議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蒐集各顧問公司
在履約過程
常與機關發生之爭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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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中興工程顧問
◼泰興工程顧問
◼康城工程顧問
◼台聯工程顧問
◼邑昌工程顧問
◼….

壹 前言(2/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完善國內工程環境
除適時修正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亦配合實際履約遭遇問題修正「採購契約範本」
並提供「政府採購法問答集(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 )」
https://www.pcc.gov.tw/News_Content.aspx?n=3147CE21437457B2&sms=9DBAB9FE4BBD5E1E&s=6FA347D3B37F0907

及函頒「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https://www.pcc.gov.tw/cp.aspx?n=68C9A7761280E9E6

予各工程採購機關參考

惟
實務執行面仍有機關採取保守作為
增訂定不合理之契約條款或錯誤解釋契約規定
常造成履約過程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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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6653/MoCICHE.202012_47(6).0003

工程技術顧問業在臺灣公共工程建設上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素質及服務品質都直接影響

整體工程進度、品質與安全，而經營環境是否完善，對於工程技術顧問業是否能提升素質與服務品質產生決定性的

影響力量。

隨著時代變遷，除工程技術不斷提升外，生態、環保及施工安全等觀念的改變，對工程技術服務廠商的要求與

日俱增，也造成機關與工程技術服務廠商之間對招標文件、契約及履約方式存有不同之解讀及爭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完善國內工程環境，除適時修正「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亦配合

實際履約遭遇問題修正「採購契約範本」，並提供「政府探購法問答集」及函頒「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予各

工程採購機關參考；然實務執行面仍有機關採取保守作為，增訂定不合理之契約條款或錯誤解釋契約規定，常造成

履約過程產生爭議。

為反應目前實務執行現況，有效解決並避免相關爭議，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蒐集各顧問公司在履約過程常與

機關發生之爭議事項，其中各案例之履約地點遍及北、中、南及東部地區，業主亦包括中央及地方機關，期待經由

實例探討及建議，提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參卓及納量，與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共同再逐步改善國內工程技術

服務廠商之經營環境，讓工程技術顧問業為這片土地貢獻全力，建構美好的家園。

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

貳貳貳 常見契約執行爭議類型常見契約執行爭議類型常見契約執行爭議類型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

肆肆肆 結語結語結語

CONTENTSCONTENTSCONTENTS

111

444444

類別類別類別 名名名 稱稱稱 Q&AQ&AQ&A數量數量數量

一、一、一、 共通性部分共通性部分共通性部分 191919項項項

二、二、二、 工程採購部分工程採購部分工程採購部分 202020項項項

三、三、三、 財物採購部分財物採購部分財物採購部分 171717項項項

四、四、四、 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202020項項項

五、五、五、 電子採購部分電子採購部分電子採購部分 151515項項項
六、六、六、 其他部分其他部分其他部分 121212項項項

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3/4)(3/4)(3/4)

政府採購法問答集政府採購法問答集政府採購法問答集(((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 )Q&A )Q&A )

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1/4)(1/4)(1/4)

隨著隨著隨著時代時代時代變遷變遷變遷
除除除工程技術不斷提升外，生態、環保及施工安全等觀工程技術不斷提升外，生態、環保及施工安全等觀工程技術不斷提升外，生態、環保及施工安全等觀
念的念的念的改變改變改變
對對對工程技術服務廠商的要求工程技術服務廠商的要求工程技術服務廠商的要求與日俱增與日俱增與日俱增
也也也造成機關與工程技術服務廠商造成機關與工程技術服務廠商造成機關與工程技術服務廠商之間之間之間
對對對招標文件、契約及履約方式招標文件、契約及履約方式招標文件、契約及履約方式存有不同之解讀及存有不同之解讀及存有不同之解讀及爭議爭議爭議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中國土木水利工程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學會學會
蒐集蒐集蒐集各顧問各顧問各顧問公司公司公司
在在在履約履約履約過程過程過程
常常常與機關發生之爭議與機關發生之爭議與機關發生之爭議事項事項事項

222222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中興工程顧問中興工程顧問中興工程顧問
◼◼◼泰興工程泰興工程泰興工程顧問顧問顧問
◼◼◼康康康城工程城工程城工程顧問顧問顧問
◼◼◼台台台聯工程聯工程聯工程顧問顧問顧問
◼◼◼邑邑邑昌工程昌工程昌工程顧問顧問顧問
◼◼◼….….….

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2/4)(2/4)(2/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完善國內工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完善國內工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完善國內工程環境環境環境
除除除適時適時適時修正修正修正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亦亦亦配合實際履約遭遇問題配合實際履約遭遇問題配合實際履約遭遇問題修正修正修正「「「採購契約範本採購契約範本採購契約範本」」」
並並並提供提供提供「「「政府政府政府採採採購法購法購法問答問答問答集集集(((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 )))」」」
https://www.pcc.gov.tw/News_Content.aspx?n=3147CE21437457B2&sms=9DBAB9FE4BBD5E1E&s=6FA347D3B37F0907https://www.pcc.gov.tw/News_Content.aspx?n=3147CE21437457B2&sms=9DBAB9FE4BBD5E1E&s=6FA347D3B37F0907https://www.pcc.gov.tw/News_Content.aspx?n=3147CE21437457B2&sms=9DBAB9FE4BBD5E1E&s=6FA347D3B37F0907https://www.pcc.gov.tw/News_Content.aspx?n=3147CE21437457B2&sms=9DBAB9FE4BBD5E1E&s=6FA347D3B37F0907https://www.pcc.gov.tw/News_Content.aspx?n=3147CE21437457B2&sms=9DBAB9FE4BBD5E1E&s=6FA347D3B37F0907https://www.pcc.gov.tw/News_Content.aspx?n=3147CE21437457B2&sms=9DBAB9FE4BBD5E1E&s=6FA347D3B37F0907

及及及函函函頒頒頒「「「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https://www.pcc.gov.tw/cp.aspx?n=68C9A7761280E9E6https://www.pcc.gov.tw/cp.aspx?n=68C9A7761280E9E6https://www.pcc.gov.tw/cp.aspx?n=68C9A7761280E9E6https://www.pcc.gov.tw/cp.aspx?n=68C9A7761280E9E6https://www.pcc.gov.tw/cp.aspx?n=68C9A7761280E9E6https://www.pcc.gov.tw/cp.aspx?n=68C9A7761280E9E6

予予予各工程採購機關參考各工程採購機關參考各工程採購機關參考

惟惟惟
實務實務實務執行面仍有機關採取保守執行面仍有機關採取保守執行面仍有機關採取保守作為作為作為
增訂增訂增訂定不合理之契約條款或錯誤解釋契約定不合理之契約條款或錯誤解釋契約定不合理之契約條款或錯誤解釋契約規定規定規定
常常常造成履約過程產生造成履約過程產生造成履約過程產生爭議爭議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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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水碧／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營建管理部  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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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 稱 最新發布日期
1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109年9月14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528號令

2 選擇性招標錯誤行為態樣 105年11月28日工程企字第10500377490號

3 機關傳輸政府採購資訊錯誤行為態樣 94年3月4日工程企字第09400072390號

4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 107年8月20日工程企字第10700259750號

5 評分及格最低標錯誤行為態樣 108年12月3日工程企字第1080101027號

6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採購常見
錯誤態樣

96年8月29日工程企字第09600351690號

7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 108年12月3日工程企字第1080101022號

8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臺幣10萬元）
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

108年12月3日工程企字第1080101027號

9 統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含統包錯誤行為態樣) 105年4月1日工程企字第10500100790號

10 建築工程規劃設計可能綁標行為態樣 104年11月3日工程企字第10400282600號

11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 100年11月4日工程企字第10000418530號

12 訂約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缺失態樣 109年6月24日工程稽字第1091300273號

13 訂購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缺失態樣 109年6月24日工程稽字第1091300273號

壹 前言(4/4)

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13項)

項
次 執行爭議類型 百分

比

１ 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２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３ 展延工期或停工

４ 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
替

５ 罰扣款

６ 保險及損害賠償 8%

貳 常見契約執行爭議類型

項次
1.1 專案管理契約服務內容包含「測量、鑑界及地基等調查」

爭議
說明

非屬技服辦法第9條專案管理勞務服務工作
且無另行給付相關費用

改善
建議

➢ 技服辦法第29條之附表三及附表四增加附註(同附表一
及附表二之附註方式)。

➢ 於技服辦法之「附表三」及「附表四」加註：
「本表所列百分比，不包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
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條第三
款至第五款服務所含工作事項之服務費用。其費用應由
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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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35)

四、「本表所列百分比，不包
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
條第三款至第五款服務所
含工作事項之服務費用。
其費用應由機關依個案特
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同附表一及附表二之附註方式於「附表三」及「附表四」加註
8

項次
1.2

➢ 專案管理契約要求「法律、財務專業人員：各1名，大專
(含以上)法律、財務等相關科系畢業且有具工程契約經
驗(得兼任)」。

➢ 專案管理契約要求「乙方應於規劃設計階段至統包招標
階段，依甲方需求經指派至甲方辦公處所上班之行政助
理，另於議約當下增列提供車輛(含租賃)及油料、設備
之但書情事(公告招標文件未詳載)。

爭議
說明

➢ 提供法律、財務服務或提供行政助理，非屬技服辦法第9條專案管
理服務工作，且機關並無另行給付相關費用。

➢ 按行政院101.7.24院授主預字第1010013056號函釋，於工程或勞
務採購不得於合約項目納列提供機關學校使用之車輛(含租賃)、油
料等情事。

改善
建議

➢ 如機關確有法律或財務服務需求，應另加計該等費用
➢ 採總包價法者則應明列該計費項目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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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3

➢ 招標文件規定監造廠商應辦理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
規劃協調，並主動協商及提出解決辦法。

➢ 某機關之招標文件規定驗收合格後，監造廠商應依施工
廠商提交之竣工文件彙整製作完整竣工文件。

爭議
說明

➢ 監造單位非公務機關，無法有效協調管線單位，惟部分機關仍責成
監造單位代為函文各管線單位，辦理管線協調事宜。

➢ 依權責分工表，竣工文件彙整製作應屬施工廠商應辦事項，監造單
位為審查責任，若由監造單位製作竣工圖將成無審查機制，且違反
權責分工表之約定，故應明確定義而非由招標機關自行規定。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一(共通性部分).
問題 答案

工程竣工圖說係由施工
廠商繪製？亦或由監造
廠商繪製？

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公共工程施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之規定，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
及規劃協調係由機關辦
理？亦或由廠商辦理？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於權責，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
位協辦。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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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1.4

招標階段如發生流標、廢標等重新招標或分標工作，廠商
必須配合辦理招標文件重新修訂及相關工作，並不得要求
增加額外服務費用，所需之費用已包含於本項技術服務工
作總價內。(如非可歸責乙方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 

爭議
說明

➢ 流標或廢標原因很多，不會僅歸責於乙方，由於重新招標或分標工
作，須投入大量人力重新辦理工程招標文件，若採購機關未能給付
增加之工作費用，已違反「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四條第
七款第(三)目之約定。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採購機關單方面之認定也常造成履約爭議。

改善
建議

修正「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八
問題 答案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工程之
技術服務，已經設計完成，但因政
策變更、招標階段發生如流標、廢
標等重新招標或分標工作、及其他
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要求
技術服務廠商依不同之條件重新設
計，其服務費用如何處理？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第34條規定：「廠商因不可
歸責於其本身之事由，應機關要求對
同一服務事項依不同條件辦理多次規
劃或設計者，其重複規劃或設計之部
分，機關應核實另給服務費用。但以
經機關審查同意者為限」。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5/35)

11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版)第四條第七款第(三)目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6/35)

12

555555

項次項次項次 名名名 稱稱稱 最新發布日期最新發布日期最新發布日期
111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109109109年年年999月月月141414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9010052810901005281090100528號令號令號令

222 選擇性招標錯誤行為態樣選擇性招標錯誤行為態樣選擇性招標錯誤行為態樣 105105105年年年111111月月月282828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5003774901050037749010500377490號號號

333 機關傳輸政府採購資訊錯誤行為態樣機關傳輸政府採購資訊錯誤行為態樣機關傳輸政府採購資訊錯誤行為態樣 949494年年年333月月月444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094000723900940007239009400072390號號號

444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 107107107年年年888月月月202020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7002597501070025975010700259750號號號

555 評分及格最低標錯誤行為態樣評分及格最低標錯誤行為態樣評分及格最低標錯誤行為態樣 108108108年年年121212月月月333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8010102710801010271080101027號號號

666 政府採購法第政府採購法第政府採購法第222222條第條第條第111項第項第項第777款辦理採購常見款辦理採購常見款辦理採購常見
錯誤態樣錯誤態樣錯誤態樣

969696年年年888月月月292929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096003516900960035169009600351690號號號

777 政府採購法第政府採購法第政府採購法第222222條第條第條第111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 108108108年年年121212月月月333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8010102210801010221080101022號號號

888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臺幣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臺幣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新臺幣101010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

108108108年年年121212月月月333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8010102710801010271080101027號號號

999 統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統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統包招標前置作業參考手冊(((含統包錯誤行為態樣含統包錯誤行為態樣含統包錯誤行為態樣))) 105105105年年年444月月月111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5001007901050010079010500100790號號號

101010 建築工程規劃設計可能綁標行為態樣建築工程規劃設計可能綁標行為態樣建築工程規劃設計可能綁標行為態樣 104104104年年年111111月月月333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4002826001040028260010400282600號號號

111111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 100100100年年年111111月月月444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日工程企字第100004185301000041853010000418530號號號

121212 訂約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缺失態樣訂約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缺失態樣訂約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缺失態樣 109109109年年年666月月月242424日工程稽字第日工程稽字第日工程稽字第109130027310913002731091300273號號號

131313 訂購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缺失態樣訂購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缺失態樣訂購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缺失態樣 109109109年年年666月月月242424日工程稽字第日工程稽字第日工程稽字第109130027310913002731091300273號號號

壹壹壹 前言前言前言(4/4)(4/4)(4/4)

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樣樣(13(13(13項項項)))

項項項
次次次 執行爭議類型執行爭議類型執行爭議類型 百分百分百分

比比比

１１１ 不不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合理或額外之工作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２２２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３３３ 展延工期或展延工期或展延工期或停工停工停工

４４４ 人員人員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派駐資格、期間及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更更
替替替

５５５ 罰扣款罰扣款罰扣款

６６６ 保險及損害賠償保險及損害賠償保險及損害賠償 8%8%8%

貳貳貳 常見契約執行爭議類型常見契約執行爭議類型常見契約執行爭議類型

項次項次項次
1.11.11.1 專案管理契約服務內容包含「專案管理契約服務內容包含「專案管理契約服務內容包含「測量、鑑界及地基等調查測量、鑑界及地基等調查測量、鑑界及地基等調查」」」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非屬技服辦法第非屬技服辦法第非屬技服辦法第999條專案管理勞務服務工作條專案管理勞務服務工作條專案管理勞務服務工作
且且且無另行給付相關費用無另行給付相關費用無另行給付相關費用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 技服辦法第技服辦法第技服辦法第292929條之附表三及附表四條之附表三及附表四條之附表三及附表四增加附註增加附註增加附註(((同附表一同附表一同附表一
及附表二之附註方式及附表二之附註方式及附表二之附註方式)))。。。

➢➢➢ 於技服辦法之「附表三」及「附表四」加註：於技服辦法之「附表三」及「附表四」加註：於技服辦法之「附表三」及「附表四」加註：
「本表所列百分比，不包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本表所列百分比，不包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本表所列百分比，不包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第
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條第三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條第三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條第三
款至第五款服務所含工作事項之服務費用。款至第五款服務所含工作事項之服務費用。款至第五款服務所含工作事項之服務費用。其費用應由其費用應由其費用應由
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機關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35)(1/35)(1/35)

777777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35(2/35(2/35)))

四、「四、「四、「本表所列百分比，不包本表所列百分比，不包本表所列百分比，不包
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
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目、第二款第一目及第八
條第三款至第五款服務所條第三款至第五款服務所條第三款至第五款服務所
含工作事項之服務費用。含工作事項之服務費用。含工作事項之服務費用。
其費用應由機關依個案特其費用應由機關依個案特其費用應由機關依個案特
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性及實際需要另行估算。」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同同同附表一及附表二之附註附表一及附表二之附註附表一及附表二之附註方式方式方式於於於「「「附表三」及「附表四」加註附表三」及「附表四」加註附表三」及「附表四」加註
888888

項次項次項次
1.21.21.2

➢➢➢ 專案管理契約要求「專案管理契約要求「專案管理契約要求「法律、財務專業人員法律、財務專業人員法律、財務專業人員：各：各：各111名，大專名，大專名，大專
(((含以上含以上含以上)))法律、財務等相關科系畢業且有具工程契約經法律、財務等相關科系畢業且有具工程契約經法律、財務等相關科系畢業且有具工程契約經
驗驗驗(((得兼任得兼任得兼任)))」。」。」。

➢➢➢ 專案管理契約要求專案管理契約要求專案管理契約要求「乙方應於規劃設計階段至統包招標「乙方應於規劃設計階段至統包招標「乙方應於規劃設計階段至統包招標
階段，依甲方需求經階段，依甲方需求經階段，依甲方需求經指派至甲方辦公處所上班之行政助指派至甲方辦公處所上班之行政助指派至甲方辦公處所上班之行政助
理理理，另於，另於，另於議約當下增列提供車輛議約當下增列提供車輛議約當下增列提供車輛(((含租賃含租賃含租賃)))及油料、設備及油料、設備及油料、設備
之但書情事之但書情事之但書情事(((公告招標文件未詳載公告招標文件未詳載公告招標文件未詳載)))。。。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提供法律、財務服務或提供行政助理，提供法律、財務服務或提供行政助理，提供法律、財務服務或提供行政助理，非屬技服辦法第非屬技服辦法第非屬技服辦法第999條專案管條專案管條專案管
理服務工作，且機關並無另行給付相關費用理服務工作，且機關並無另行給付相關費用理服務工作，且機關並無另行給付相關費用。。。

➢➢➢ 按行政院按行政院按行政院101.7.24101.7.24101.7.24院授主預字第院授主預字第院授主預字第101001305610100130561010013056號函釋，於工程或勞號函釋，於工程或勞號函釋，於工程或勞
務採購務採購務採購不得於不得於不得於合約項目納列提供機關學校使用之車輛合約項目納列提供機關學校使用之車輛合約項目納列提供機關學校使用之車輛(((含租賃含租賃含租賃)))、油、油、油
料等情事。料等情事。料等情事。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 如機關如機關如機關確有法律或財務服務需求，應另加計該等費用確有法律或財務服務需求，應另加計該等費用確有法律或財務服務需求，應另加計該等費用
➢➢➢ 採總包價法者則採總包價法者則採總包價法者則應明列應明列應明列該計費項目該計費項目該計費項目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3/35(3/35(3/35)))

999999

項次項次項次
1.31.31.3

➢➢➢ 招標文件規定招標文件規定招標文件規定監造廠商應辦理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監造廠商應辦理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監造廠商應辦理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
規劃協調規劃協調規劃協調，並主動協商及提出解決辦法。，並主動協商及提出解決辦法。，並主動協商及提出解決辦法。

➢➢➢ 某機關之招標文件規定驗收合格後，監造廠商應依施工某機關之招標文件規定驗收合格後，監造廠商應依施工某機關之招標文件規定驗收合格後，監造廠商應依施工
廠商提交之竣工文件廠商提交之竣工文件廠商提交之竣工文件彙整製作完整竣工文件彙整製作完整竣工文件彙整製作完整竣工文件。。。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監造單位非公務機關，無法有效協調管線單位，惟監造單位非公務機關，無法有效協調管線單位，惟監造單位非公務機關，無法有效協調管線單位，惟部分機關仍責成部分機關仍責成部分機關仍責成
監造單位代為函文各管線單位，辦理管線協調事宜監造單位代為函文各管線單位，辦理管線協調事宜監造單位代為函文各管線單位，辦理管線協調事宜。。。

➢➢➢ 依權責分工表，依權責分工表，依權責分工表，竣工文件彙整製作應屬施工廠商應辦事項，監造單竣工文件彙整製作應屬施工廠商應辦事項，監造單竣工文件彙整製作應屬施工廠商應辦事項，監造單
位為審查責任位為審查責任位為審查責任，若由監造單位製作竣工圖將成無審查機制，且違反，若由監造單位製作竣工圖將成無審查機制，且違反，若由監造單位製作竣工圖將成無審查機制，且違反
權責分工表之約定，故應明確定義而非由招標機關自行規定。權責分工表之約定，故應明確定義而非由招標機關自行規定。權責分工表之約定，故應明確定義而非由招標機關自行規定。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一」一」一(((共通性部分共通性部分共通性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

工程竣工圖說係由施工工程竣工圖說係由施工工程竣工圖說係由施工工程竣工圖說係由施工工程竣工圖說係由施工工程竣工圖說係由施工
廠商繪製？亦或由監造廠商繪製？亦或由監造廠商繪製？亦或由監造
廠商繪製？廠商繪製？廠商繪製？

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為落實審查機制，應依「公共工程施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公共工程施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公共工程施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公共工程施
」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公共工程施
」之規定，

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
」之規定，

公共工程施
」之規定，

公共工程施
」之規定，

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公共工程施
」之規定，

公共工程施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之規定，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之規定，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之規定，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之規定，

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後提送工程主辦機關。
由施工廠商負責製作，監造單位審查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
及規劃協調係由機關辦及規劃協調係由機關辦及規劃協調係由機關辦
理？亦或由廠商辦理？理？亦或由廠商辦理？理？亦或由廠商辦理？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於權責，於權責，於權責，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於權責，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於權責，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於權責，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於權責，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於權責，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應由機關主辦，並請監造單
公共管線之會勘、遷移及規劃協調本

位協辦位協辦位協辦
於權責，
位協辦
於權責，於權責，於權責，
位協辦
於權責，
位協辦
於權責，
位協辦
於權責，於權責，於權責，
位協辦
於權責，

。。。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4/35(4/35(4/35)))

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

項次項次項次
1.41.41.4

招標階段如發生招標階段如發生招標階段如發生流標、廢標等重新招標或分標工作流標、廢標等重新招標或分標工作流標、廢標等重新招標或分標工作，廠商，廠商，廠商
必須配合辦理招標文件重新修訂及相關工作，必須配合辦理招標文件重新修訂及相關工作，必須配合辦理招標文件重新修訂及相關工作，並不得要求並不得要求並不得要求
增加額外服務費用增加額外服務費用增加額外服務費用，所需之費用已包含於本項技術服務工，所需之費用已包含於本項技術服務工，所需之費用已包含於本項技術服務工
作總價內。作總價內。作總價內。(((如非可歸責乙方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如非可歸責乙方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如非可歸責乙方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 ) )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流標或廢標原因很多，不會僅歸責於乙方，由於重新招標或分標工流標或廢標原因很多，不會僅歸責於乙方，由於重新招標或分標工流標或廢標原因很多，不會僅歸責於乙方，由於重新招標或分標工
作，須投入大量人力重新辦理工程招標文件，若採購作，須投入大量人力重新辦理工程招標文件，若採購作，須投入大量人力重新辦理工程招標文件，若採購機關未能給付機關未能給付機關未能給付
增加之工作費用，已違反「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四條第增加之工作費用，已違反「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四條第增加之工作費用，已違反「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四條第
七款第七款第七款第(((三三三)))目之約定目之約定目之約定。。。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契約雖註明「非可歸責乙方之原因，並經甲方同意者除外」，但此
)

採購機關採購機關採購機關單方面之認定也常造成履約爭議單方面之認定也常造成履約爭議單方面之認定也常造成履約爭議。。。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修正「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修正「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修正「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八八八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工程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工程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辦理工程之
技術服務，已經設計完成，但因政技術服務，已經設計完成，但因政技術服務，已經設計完成，但因政
策變更、招標階段發生如流標、廢策變更、招標階段發生如流標、廢策變更、招標階段發生如流標、廢
標等重新招標或分標工作、及其他標等重新招標或分標工作、及其他標等重新招標或分標工作、及其他
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要求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要求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要求
技術服務廠商依不同之條件重新設技術服務廠商依不同之條件重新設技術服務廠商依不同之條件重新設
計，其服務費用如何處理？計，其服務費用如何處理？計，其服務費用如何處理？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第費辦法」第費辦法」第343434條規定：「廠商因不可條規定：「廠商因不可條規定：「廠商因不可
歸責於其本身之事由，歸責於其本身之事由，歸責於其本身之事由，應機關要求對應機關要求對應機關要求對
同一服務事項依不同條件辦理多次規同一服務事項依不同條件辦理多次規同一服務事項依不同條件辦理多次規
劃或設計者劃或設計者劃或設計者，其重複規劃或設計之部，其重複規劃或設計之部，其重複規劃或設計之部
分，機關分，機關分，機關應核實另給服務費用應核實另給服務費用應核實另給服務費用。但以。但以。但以
經機關審查同意者為限」。經機關審查同意者為限」。經機關審查同意者為限」。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5/35(5/35(5/35)))

111111111111111111

公共公共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範本範本(1090930(1090930(1090930版版版)))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七款第第七款第第七款第(((三三三)))目目目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6/35(6/35(6/35)))

12121212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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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摘錄：探討公共工程技術服務現行契約之執行爭議及建議

項次
1.6

工程會部分契約範本已增加廠商提交變更通知的條款
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版)第十五條第五款「甲方對於本
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

爭議
說明

政府採購機關常有變更契約之事實，卻不提出契約變更，以致廠商無
法獲得提供變更契約服務之合理報酬。目前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
契約範本已納入「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
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
惟尚有其他十餘種契約範本未增加此條款。

改善
建議

各種契約範本應比照「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均
增加「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
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之條文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9/35)

15

項次
1.9

招標文件之契約「服務範圍」常見：「乙方辦理本技術服務工
作範圍應涵蓋所有與本工程有關之基本設計及詳細設計…以下
乙方工作範圍項目說明時如有遺漏者，仍屬乙方服務範圍」或
「乙方工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爭議
說明

➢ 契約『訂價清單』一般會詳細逐項羅列乙方工作項目及對應之服務費
用；但甲方常要求乙方辦理不屬於契約「服務範圍」或『訂價清單』
所列之工作項目，而乙方要求追加服務費用時，甲方有些承辦人員常
以前述契約規定；「....如有遺漏者，仍屬乙方服務範圍」或「乙方工
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為由，駁回乙方請求。

➢ 甲方若未於契約明訂工作範圍，要求所有不確定風險(甲乙雙方簽約
前均無法預知或契約未明載之工作項目)均要求由廠商承擔，有違契
約公平合理原則，日後恐難避免履約爭議。

改善
建議

➢ 機關訂定契約工作項目時應參照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範本第二條之附件，均有明確勾選之服務項目，其他與規劃、
設計及監造有關之技術服務均應於招標時載明。

➢ 建議應將「以下乙方工作範圍項目說明時如有遺漏者，仍屬乙
方服務範圍」或「乙方工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等
不明確之工作範圍或工作項目列為錯誤採購態樣。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3/35)

19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版)第十五條第五款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0/35)

16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版)第二條之附件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4/35)

20

項次
1.7

採購機關所公告之招標契約文件未依工程會核頒之契約範
本逕自增列，且內容顯有不利於廠商之情形

爭議
說明

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以外之契約要求
經招標階段之疑義澄清，採購機關仍未修改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一(共通性部分)

問題 答案
採購機關所公告之招標契約文件，
雖由工程會核頒之契約範本加以修
改，惟廠商認為顯有不利於廠商且
有違契約公平合理原則，經疑義澄
清，採購機關能否堅持不合理之約
定？

廠商向工程會申訴，若經
判定確有不利於廠商且有
違契約公平合理原則時，
採購機關應暫停招標作業，
重新修改及公告。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1/35)

17

項次
1.8

招標文件規定主要部分不明確，甚至以概括方式將全標案
名稱定為主要部分。

爭議
說明

機關如於招標文件標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之部分過於
空泛或廣泛，可能導致乙方自行履行困難，尤其將部分工作分包即有
造成轉包之疑慮。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一(共通性部分)
問題 答案

機關於招標文件能否規
定全標案名稱為主要部
分?

為免造成轉包之疑慮，機關應以實際
工作項目區分主要部分。如一般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不會具有鑽探、測量、
檢測等設備與人力，不應將該等屬一
般技術服務廠商非能力範圍內之工作
列為主要部分。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2/35)

18

項次
1.5

設計完成後甲方遲遲不予核定，但仍要求繼續後一階段工
作(例如：基本設計不核定但要求乙方進行細部設計工作，
或細部設計成果不核定，卻依據設計成果辦理發包)。

爭議
說明

此現象經常是甲方欲保留後續變更之彈性，卻不願支付於設計核准後再
辦理變更之服務費用。此做法顯然是要避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
第四條第七款第(一)目之約定，但卻常造成履約爭議。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八-1：
問題 答案

機關對於階段性之設計成果遲
遲不予核定，是否能要求廠商
依據未核定之成果進行下一階
段工作?

當機關要求廠商依據設計成果
進行後續工作時，無論機關是
否行文正式核定，均應視為前
面之設計成果已核定。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7/35)

13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版)第四條第七款第(一)目

(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8/35)

14

項次項次項次
1.61.61.6

工程會部分契約範本已增加廠商工程會部分契約範本已增加廠商工程會部分契約範本已增加廠商提交變更通知的條款提交變更通知的條款提交變更通知的條款
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1090930(1090930版版版)))第十五條第五款「第十五條第五款「第十五條第五款「甲方對於本甲方對於本甲方對於本
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政府採購機關常有變更契約之事實，卻不提出契約變更，以致廠商無政府採購機關常有變更契約之事實，卻不提出契約變更，以致廠商無政府採購機關常有變更契約之事實，卻不提出契約變更，以致廠商無
法獲得提供變更契約服務之合理報酬。目前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法獲得提供變更契約服務之合理報酬。目前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法獲得提供變更契約服務之合理報酬。目前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
契約範本已納入「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契約範本已納入「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契約範本已納入「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
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
惟尚有其他十餘種契約範本未增加此條款惟尚有其他十餘種契約範本未增加此條款惟尚有其他十餘種契約範本未增加此條款。。。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各種契約範本各種契約範本各種契約範本應比照「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應比照「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應比照「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均均均
增加增加增加「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
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之條文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之條文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之請求」之條文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9/35(9/35(9/35)))

151515151515

項次項次項次
1.91.91.9

招標文件之契約「招標文件之契約「招標文件之契約「服務範圍服務範圍服務範圍」常見：「乙方辦理本技術服務工」常見：「乙方辦理本技術服務工」常見：「乙方辦理本技術服務工
作範圍應涵蓋所有與本工程有關之基本設計及詳細設計作範圍應涵蓋所有與本工程有關之基本設計及詳細設計作範圍應涵蓋所有與本工程有關之基本設計及詳細設計………以下以下以下
乙方工作範圍項目說明時如有遺漏者，乙方工作範圍項目說明時如有遺漏者，乙方工作範圍項目說明時如有遺漏者，仍屬乙方服務範圍仍屬乙方服務範圍仍屬乙方服務範圍」或」或」或
「「「乙方工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乙方工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乙方工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契約契約契約『『『訂價清單訂價清單訂價清單』』』一般會詳細逐項羅列乙方工作項目及對應之服務費一般會詳細逐項羅列乙方工作項目及對應之服務費一般會詳細逐項羅列乙方工作項目及對應之服務費
用；但用；但用；但甲方常要求乙方辦理不屬於契約「服務範圍」甲方常要求乙方辦理不屬於契約「服務範圍」甲方常要求乙方辦理不屬於契約「服務範圍」或或或『『『訂價清單訂價清單訂價清單』』』
所列之工作項目，而所列之工作項目，而所列之工作項目，而乙方要求追加服務費用時，甲方有些承辦人員常乙方要求追加服務費用時，甲方有些承辦人員常乙方要求追加服務費用時，甲方有些承辦人員常
以前述契約規定以前述契約規定以前述契約規定；「；「；「............如有遺漏者，仍屬乙方服務範圍」或「乙方工如有遺漏者，仍屬乙方服務範圍」或「乙方工如有遺漏者，仍屬乙方服務範圍」或「乙方工
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為由，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為由，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為由，駁回乙方請求駁回乙方請求駁回乙方請求。。。

➢➢➢ 甲方若未於契約明訂工作範圍，要求甲方若未於契約明訂工作範圍，要求甲方若未於契約明訂工作範圍，要求所有不確定風險所有不確定風險所有不確定風險(((甲乙雙方簽約甲乙雙方簽約甲乙雙方簽約
前均無法預知或契約未明載之工作項目前均無法預知或契約未明載之工作項目前均無法預知或契約未明載之工作項目)))均要求由廠商承擔，有違契均要求由廠商承擔，有違契均要求由廠商承擔，有違契
約公平合理原則約公平合理原則約公平合理原則，日後恐難避免履約爭議。，日後恐難避免履約爭議。，日後恐難避免履約爭議。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 機關訂定契約工作項目時應機關訂定契約工作項目時應機關訂定契約工作項目時應參照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參照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參照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範本第二條之附件範本第二條之附件範本第二條之附件，均有明確勾選之服務項目，其他與規劃、，均有明確勾選之服務項目，其他與規劃、，均有明確勾選之服務項目，其他與規劃、
設計及監造有關之技術服務均設計及監造有關之技術服務均設計及監造有關之技術服務均應於招標時載明應於招標時載明應於招標時載明。。。

➢➢➢ 建議應將「以下乙方工作範圍項目說明時如有遺漏者，仍屬乙建議應將「以下乙方工作範圍項目說明時如有遺漏者，仍屬乙建議應將「以下乙方工作範圍項目說明時如有遺漏者，仍屬乙
方服務範圍」或「乙方工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等方服務範圍」或「乙方工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等方服務範圍」或「乙方工作項目應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等
不明確之工作範圍或工作項目列為錯誤採購態樣不明確之工作範圍或工作項目列為錯誤採購態樣不明確之工作範圍或工作項目列為錯誤採購態樣。。。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3/35(13/35(13/35)))

191919

公共公共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範本範本(1090930(1090930(1090930版版版)))第十五條第五款第十五條第五款第十五條第五款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0/35(10/35(10/35)))

161616161616

公共公共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範本範本(1090930(1090930(1090930版版版)))第二條之第二條之第二條之附件附件附件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4/35(14/35(14/35)))

202020202020

項次項次項次
1.71.71.7

採購機關所公告之招標契約文件採購機關所公告之招標契約文件採購機關所公告之招標契約文件未依工程會核頒之契約範未依工程會核頒之契約範未依工程會核頒之契約範
本逕自增列，且內容顯有不利於廠商之情形本逕自增列，且內容顯有不利於廠商之情形本逕自增列，且內容顯有不利於廠商之情形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以外之契約要求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以外之契約要求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以外之契約要求
經經經招標階段之疑義澄清，採購機關仍未修改招標階段之疑義澄清，採購機關仍未修改招標階段之疑義澄清，採購機關仍未修改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一」一」一(((共通性部分共通性部分共通性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
採購機關所公告之招標契約文件，採購機關所公告之招標契約文件，採購機關所公告之招標契約文件，
雖由工程會核頒之契約範本加以修雖由工程會核頒之契約範本加以修雖由工程會核頒之契約範本加以修
改，惟廠商認為顯有不利於廠商且改，惟廠商認為顯有不利於廠商且改，惟廠商認為顯有不利於廠商且
有違契約公平合理原則，經疑義澄有違契約公平合理原則，經疑義澄有違契約公平合理原則，經疑義澄
清，採購機關能否堅持不合理之約清，採購機關能否堅持不合理之約清，採購機關能否堅持不合理之約
定？定？定？

廠商向工程會申訴，若經廠商向工程會申訴，若經廠商向工程會申訴，若經
判定確有不利於廠商且有判定確有不利於廠商且有判定確有不利於廠商且有
違契約公平合理原則違契約公平合理原則違契約公平合理原則時，時，時，
採購機關採購機關採購機關應暫停招標作業，應暫停招標作業，應暫停招標作業，
重新修改及公告重新修改及公告重新修改及公告。。。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1/35(11/35(11/35)))

171717171717

項次項次項次
1.81.81.8

招標文件規定招標文件規定招標文件規定主要部分不明確主要部分不明確主要部分不明確，甚至以，甚至以，甚至以概括方式概括方式概括方式將全標案將全標案將全標案
名稱定為主要部分。名稱定為主要部分。名稱定為主要部分。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機關如於招標文件標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商機關如於招標文件標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商機關如於招標文件標示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行之部分過於自行履行之部分過於自行履行之部分過於
空泛或廣泛，可能導致乙方自行履行困難空泛或廣泛，可能導致乙方自行履行困難空泛或廣泛，可能導致乙方自行履行困難，尤其將部分工作分包即有，尤其將部分工作分包即有，尤其將部分工作分包即有
造成轉包之疑慮。造成轉包之疑慮。造成轉包之疑慮。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一」一」一(((共通性部分共通性部分共通性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

機關於招標文件能否規機關於招標文件能否規機關於招標文件能否規
定全標案名稱為主要部定全標案名稱為主要部定全標案名稱為主要部
分分分???

為免造成為免造成為免造成轉包之疑慮轉包之疑慮轉包之疑慮，機關應以實際，機關應以實際，機關應以實際
工作項目區分主要部分。如一般工程工作項目區分主要部分。如一般工程工作項目區分主要部分。如一般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不會具有鑽探、測量、技術顧問公司不會具有鑽探、測量、技術顧問公司不會具有鑽探、測量、
檢測等設備與人力，檢測等設備與人力，檢測等設備與人力，不應將該等屬一不應將該等屬一不應將該等屬一
般技術服務廠商非能力範圍內之工作般技術服務廠商非能力範圍內之工作般技術服務廠商非能力範圍內之工作
列為主要部分列為主要部分列為主要部分。。。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2/35(12/35(12/35)))

181818181818

項次項次項次
1.51.51.5

設計完成後甲方遲遲不予核定，但仍要求繼續後一階段工設計完成後甲方遲遲不予核定，但仍要求繼續後一階段工設計完成後甲方遲遲不予核定，但仍要求繼續後一階段工
作作作(((例如：基本設計不核定但要求乙方進行細部設計工作，例如：基本設計不核定但要求乙方進行細部設計工作，例如：基本設計不核定但要求乙方進行細部設計工作，
或細部設計成果不核定，卻依據設計成果辦理發包或細部設計成果不核定，卻依據設計成果辦理發包或細部設計成果不核定，卻依據設計成果辦理發包)))。。。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此現象經常是此現象經常是此現象經常是甲方欲保留後續變更之彈性，卻不願支付於設計核准後再甲方欲保留後續變更之彈性，卻不願支付於設計核准後再甲方欲保留後續變更之彈性，卻不願支付於設計核准後再
辦理變更之服務費用辦理變更之服務費用辦理變更之服務費用。此做法顯然是要避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此做法顯然是要避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此做法顯然是要避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此做法顯然是要避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此做法顯然是要避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此做法顯然是要避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
第四條第七款第第四條第七款第第四條第七款第(((一一一)))目之約定，但卻常造成履約爭議。目之約定，但卻常造成履約爭議。目之約定，但卻常造成履約爭議。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八八八---111：：：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

機關對於階段性之設計成果遲機關對於階段性之設計成果遲機關對於階段性之設計成果遲
遲不予核定，是否能要求廠商遲不予核定，是否能要求廠商遲不予核定，是否能要求廠商
依據未核定之成果進行下一階依據未核定之成果進行下一階依據未核定之成果進行下一階
段工作段工作段工作???

當機關要求廠商依據設計成果當機關要求廠商依據設計成果當機關要求廠商依據設計成果
進行後續工作時，進行後續工作時，進行後續工作時，無論機關是無論機關是無論機關是
否行文正式核定，均應視為前否行文正式核定，均應視為前否行文正式核定，均應視為前
面之設計成果已核定面之設計成果已核定面之設計成果已核定。。。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7/35(7/35(7/35)))

131313131313

公共公共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工程技術服務契約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範本範本(1090930(1090930(1090930版版版)))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第七款第第七款第第七款第(((一一一)))目目目

(((一一一)))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不合理或額外之工作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8/35(8/35(8/35)))

14141414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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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2.1

部分機關之委託技術服務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時，在
計算建造費用時要求不計入品管、勞安、及管理費。

爭議
說明

➢ 建造費用不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理費、物
價指數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主辦機
關所需工程管理費、施工廠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招標
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

➢ 不應將品管、勞安、及管理費列人排除，變相造成廠商服務費用拆
減，剝奪了監造服務廠商應得之服務費用。

改善
建議

➢ 建議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應僅限「機關委託技術服務
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9條第2項之規定。

➢ 第29條第2項應刪除「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
以避免招標機關任意加入不符實際之排除項目。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5/35)

21

項次
2.2

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採購，在計算建造費用時要求
「機關供給材料」金額不可計入建造費用內。

爭議
說明

工程材料不論是由機關供給或由廠商自行購買，除檢驗項目外，技術
服務廠商工作並無不同，且機關供給材料供工程使用，現場施工時，
技術服務廠商對於機關提供材料之領用、保管、數量清點及施工品質
等，仍有對應的服務項目，材料金額不可計入建造費用內，造成廠商
有服務而無服務費用情形發生，實非公平。

改善
建議

➢ 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應僅限「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9條第2項之規定。

➢ 第29條第2項應刪除「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
以避免招標機關任意加入不符實際之排除項目。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6/35)

22

項次
2.3

委託技術服務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時，在計算建造費
用時，計入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單價為負值)。

爭議
說明

工程挖除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負值)，施工過程監造單位仍需辦理
現場抽驗與文件製作，不應將此負值併入建造費用(正負相抵)，變相
造成廠商服務費用拆減，剝奪了監造服務廠商應得之服務費用，實非
公平。

改善
建議

工程挖除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負值)，該有價料扣回單
項金額不應計入建造費用。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應僅限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9條第2項
之規定。
若為有價料者，其相關處理費用應單獨列項，並應計入建
造費用計算。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7/35)

23

技辦法第29條第2項

建議刪除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8/35)

24

項次
2.4

契約計價方式採總包價法，而要求廠商應紀錄各項費用並
備具憑証，甲方視需要得自行或委託專業第三人至乙方處
所辦理查核。另於結算時機關要求繳回節餘款。

爭議
說明

工程會93.3.3『研商以「總包價法」方式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招標採購有
關事宜會議』紀錄(工程企字第09300132120號函)說明三，載明：
「三、機關辦理專業服務採購，其採總包價法計費者，除部分項目因
工作範圍及內容，有另視實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且已於招標文
件(包括契約稿)或契約中預為載明者外，不應要求廠商繳回節餘款及檢
附所有單證。」，如提供員工薪資核對除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外，亦
已誤用計價方式。

改善
建議

契約明訂採總包價法計價方式者，不應誤用服務成本加公
費法之計價方式，要求廠商檢附所有單證供查核；針對總
包價法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之議定價金，不應於竣工時有
繳回節餘款之情事，若有變更工作範圍及內容者，則按實
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9/35)

25

工程會93.3.3『研商以「總包價法」方式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招標
採購有關事宜會議』紀錄(工程企字第09300132120號函)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0/35)

26

項次
2.5

招標文件之契約主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
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監造技術服務費用(內
含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
第1期：工程進度達 20%：15%；第2期：工程進度達 40%：20%
第3期：工程進度達 60%：20%；第4期：工程進度達 80%：20%
第5期：工程進度達100%：20%
所有工程驗收合格，並協助廠商完成使用執照，取得綠建築標章、智慧建
築標章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5%。

爭議
說明

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契約要求常駐人力，施工期間含驗
收完成長達約4~5年，服務費卻分次(含尾款)請領，常有請款間隔約10個
月方能請款情形，造成廠商執行成本壓力。

改善
建議

「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第五條第五款
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比照「公共工程技術服
務契約範本」第五條附件1或附件2之監造服務費用部分
◼依工程施工進度每月請款一次。
◼依監造進度每月請款一次。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1/35)

27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版)第五條附件2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2/35)

28

項次項次項次
2.12.12.1

部分機關之委託技術服務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時，在部分機關之委託技術服務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時，在部分機關之委託技術服務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時，在
計算建造費用時要求不計入品管、勞安、及管理費計算建造費用時要求不計入品管、勞安、及管理費計算建造費用時要求不計入品管、勞安、及管理費。。。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建造費用不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理費、物建造費用不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理費、物建造費用不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理費、物
價指數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主辦機價指數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主辦機價指數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主辦機
關所需工程管理費、施工廠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關所需工程管理費、施工廠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關所需工程管理費、施工廠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招標招標招標
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

➢➢➢ 不應將品管、勞安、及管理費列人排除不應將品管、勞安、及管理費列人排除不應將品管、勞安、及管理費列人排除，變相造成廠商服務費用拆，變相造成廠商服務費用拆，變相造成廠商服務費用拆
減，剝奪了監造服務廠商應得之服務費用。減，剝奪了監造服務廠商應得之服務費用。減，剝奪了監造服務廠商應得之服務費用。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 建議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建議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建議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應僅限應僅限應僅限「機關委託技術服務「機關委託技術服務「機關委託技術服務
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92929條第條第條第222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

➢➢➢ 第第第292929條第條第條第222項項項應刪除「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應刪除「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應刪除「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
以避免招標機關任意加入以避免招標機關任意加入以避免招標機關任意加入不符實際之排除項目不符實際之排除項目不符實際之排除項目。。。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5/35(15/35(15/35)))

212121212121

項次項次項次
2.22.22.2

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採購，在計算建造費用時要求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採購，在計算建造費用時要求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採購，在計算建造費用時要求
「「「機關供給材料」金額不可計入建造費用內機關供給材料」金額不可計入建造費用內機關供給材料」金額不可計入建造費用內。。。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工程材料不論是由機關供給或由廠商自行購買，除檢驗項目外，技術工程材料不論是由機關供給或由廠商自行購買，除檢驗項目外，技術工程材料不論是由機關供給或由廠商自行購買，除檢驗項目外，技術
服務廠商工作並無不同，且機關供給材料供工程使用，現場施工時，服務廠商工作並無不同，且機關供給材料供工程使用，現場施工時，服務廠商工作並無不同，且機關供給材料供工程使用，現場施工時，
技術服務廠商對於機關提供材料之領用、保管、數量清點及施工品質技術服務廠商對於機關提供材料之領用、保管、數量清點及施工品質技術服務廠商對於機關提供材料之領用、保管、數量清點及施工品質
等，仍有對應的服務項目等，仍有對應的服務項目等，仍有對應的服務項目，材料金額不可計入建造費用內，造成廠商，材料金額不可計入建造費用內，造成廠商，材料金額不可計入建造費用內，造成廠商
有服務而無服務費用情形發生，實非公平。有服務而無服務費用情形發生，實非公平。有服務而無服務費用情形發生，實非公平。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 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應僅限應僅限應僅限「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第評選及計費辦法」第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92929條第條第條第222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

➢➢➢ 第第第292929條第條第條第222項項項應刪除「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應刪除「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應刪除「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
以避免招標機關任意加入以避免招標機關任意加入以避免招標機關任意加入不符實際之排除項目不符實際之排除項目不符實際之排除項目。。。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6/35(16/35(16/35)))

222222222222

項次項次項次
2.32.32.3

委託技術服務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時，在計算建造費委託技術服務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時，在計算建造費委託技術服務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辦理時，在計算建造費
用時，用時，用時，計入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計入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計入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單價為負值單價為負值單價為負值)))。。。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工程挖除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工程挖除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工程挖除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負值負值負值)))，，，施工過程監造單位仍需辦理施工過程監造單位仍需辦理施工過程監造單位仍需辦理
現場抽驗與文件製作，不應將此負值併入建造費用現場抽驗與文件製作，不應將此負值併入建造費用現場抽驗與文件製作，不應將此負值併入建造費用(((正負相抵正負相抵正負相抵)))，變相，變相，變相
造成廠商服務費用拆減，剝奪了監造服務廠商應得之服務費用，實非造成廠商服務費用拆減，剝奪了監造服務廠商應得之服務費用，實非造成廠商服務費用拆減，剝奪了監造服務廠商應得之服務費用，實非
公平。公平。公平。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工程挖除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工程挖除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工程挖除土方有價料扣回價差款(((負值負值負值)))，該有價料扣回單，該有價料扣回單，該有價料扣回單
項金額不應計入建造費用。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項金額不應計入建造費用。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項金額不應計入建造費用。建造費用不包括之項目應僅限應僅限應僅限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92929條第條第條第222項項項
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若為有價料者，其相關處理費用應單獨列項，並應計入建若為有價料者，其相關處理費用應單獨列項，並應計入建若為有價料者，其相關處理費用應單獨列項，並應計入建
造費用計算造費用計算造費用計算。。。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7/35(17/35(17/35)))

232323232323

技辦法第技辦法第技辦法第292929條第條第條第222項項項

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建議刪除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18/35(18/35(18/35)))

242424242424

項次項次項次
2.42.42.4

契約計價方式採契約計價方式採契約計價方式採總包價法總包價法總包價法，而，而，而要求廠商應紀錄各項費用並要求廠商應紀錄各項費用並要求廠商應紀錄各項費用並
備具憑証，甲方視需要得自行或委託專業第三人至乙方處備具憑証，甲方視需要得自行或委託專業第三人至乙方處備具憑証，甲方視需要得自行或委託專業第三人至乙方處
所辦理查核。另於結算時機關要求繳回節餘款所辦理查核。另於結算時機關要求繳回節餘款所辦理查核。另於結算時機關要求繳回節餘款。。。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工程會工程會工程會93.3.393.3.393.3.3『『『研商以「總包價法」方式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招標採購有研商以「總包價法」方式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招標採購有研商以「總包價法」方式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招標採購有
關事宜會議關事宜會議關事宜會議』』』紀錄紀錄紀錄(((工程企字第工程企字第工程企字第093001321200930013212009300132120號函號函號函)))說明三，載明：說明三，載明：說明三，載明：
「三、機關辦理專業服務採購，其採「三、機關辦理專業服務採購，其採「三、機關辦理專業服務採購，其採總包價法計費者總包價法計費者總包價法計費者，除部分項目因，除部分項目因，除部分項目因
工作範圍及內容，有另視實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且已於招標文工作範圍及內容，有另視實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且已於招標文工作範圍及內容，有另視實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且已於招標文
件件件(((包括契約稿包括契約稿包括契約稿)))或契約中預為載明者外，或契約中預為載明者外，或契約中預為載明者外，不應要求廠商繳回節餘款及檢不應要求廠商繳回節餘款及檢不應要求廠商繳回節餘款及檢
附所有單證附所有單證附所有單證。。。」，如提供員工薪資核對除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外，亦」，如提供員工薪資核對除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外，亦」，如提供員工薪資核對除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外，亦
已誤用計價方式。已誤用計價方式。已誤用計價方式。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契約明訂採總包價法計價方式者，契約明訂採總包價法計價方式者，契約明訂採總包價法計價方式者，不應誤用服務成本加公不應誤用服務成本加公不應誤用服務成本加公
費法之計價方式，要求廠商檢附所有單證供查核費法之計價方式，要求廠商檢附所有單證供查核費法之計價方式，要求廠商檢附所有單證供查核；針對總；針對總；針對總
包價法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之議定價金，不應於竣工時有包價法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之議定價金，不應於竣工時有包價法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之議定價金，不應於竣工時有
繳回節餘款之情事，若有變更工作範圍及內容者，則按實繳回節餘款之情事，若有變更工作範圍及內容者，則按實繳回節餘款之情事，若有變更工作範圍及內容者，則按實
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際履約情形計算服務費用。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19/35)(19/35)(19/35)

252525252525

工程工程工程會會會93.3.393.3.393.3.3『『『研商以「總包價法」方式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招標研商以「總包價法」方式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招標研商以「總包價法」方式辦理委託研究計畫招標
採購有關事宜會議採購有關事宜會議採購有關事宜會議』』』紀錄紀錄紀錄(((工程企字第工程企字第工程企字第093001321200930013212009300132120號函號函號函)))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0/35(20/35(20/35)))

262626262626

項次項次項次
2.52.52.5

招標文件之契約主文第五條第一項第招標文件之契約主文第五條第一項第招標文件之契約主文第五條第一項第(((五五五)))款款款
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監造技術服務費用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監造技術服務費用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監造技術服務費用(((內內內
含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含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含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
第第第111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 20%20%20%：：：15%15%15%；第；第；第222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 40%40%40%：：：20%20%20%
第第第333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 60%60%60%：：：20%20%20%；第；第；第444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 80%80%80%：：：20%20%20%
第第第555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期：工程進度達100%100%100%：：：20%20%20%
所有工程驗收合格，並協助廠商完成使用執照，取得綠建築標章、智慧建所有工程驗收合格，並協助廠商完成使用執照，取得綠建築標章、智慧建所有工程驗收合格，並協助廠商完成使用執照，取得綠建築標章、智慧建
築標章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築標章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築標章及無其他待解決事項：5%5%5%。。。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契約要求常駐人力，施工期間含驗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契約要求常駐人力，施工期間含驗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契約要求常駐人力，施工期間含驗
收完成長達約收完成長達約收完成長達約4~54~54~5年，年，年，服務費卻分次服務費卻分次服務費卻分次(((含尾款含尾款含尾款)))請領，常有請款間隔約請領，常有請款間隔約請領，常有請款間隔約101010個個個
月方能請款情形，造成廠商執行成本壓力月方能請款情形，造成廠商執行成本壓力月方能請款情形，造成廠商執行成本壓力。。。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第五條第五款第五條第五款第五條第五款
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比照「公共工程技術服比照「公共工程技術服比照「公共工程技術服
務契約範本務契約範本務契約範本」」」第五條附件第五條附件第五條附件111或附件或附件或附件222之監造服務費用部分之監造服務費用部分之監造服務費用部分
◼◼◼依工程施工進度每月請款一次依工程施工進度每月請款一次依工程施工進度每月請款一次。。。
◼◼◼依監造進度每月請款一次依監造進度每月請款一次依監造進度每月請款一次。。。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1/35(21/35(21/35)))

272727272727272727272727

公共公共公共工程技術工程技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服務契約服務契約範本範本範本(1090930(1090930(1090930版版版)))第五條附件第五條附件第五條附件222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2/35(22/35(22/35)))

28282828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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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摘錄：探討公共工程技術服務現行契約之執行爭議及建議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版)第四條

(三)展延工期或停工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5/35)

31

項次
4.2

招標文件規定監造駐地人員及建築資訊建模(BIM)作業負
責人於施工監造及驗收期間專任常駐工地。

爭議
說明

業主辦理驗收期間無法預估，且規模較大工程，驗收期間可能長達半
年至1年間，該期間並無太多BIM模型檢討與建模作業，將造成人員閒
置且亦無法調動。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工程竣工後之驗收期間，
機關是否得要求廠商人
員常駐辦理結算及驗收
等相關事宜，直至工程
驗收完成止?

工程驗收時間，因工程性質及機關作
業要求不同，實際所需時程難以確定，
因此工程竣工後，廠商得以部分人力
配合辦理工程結算，若機關有此人力
常駐要求，則應依廠商實際駐地之人
月數量，另按實給付服務費用。

(四)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9/35)

35

項次
3.2

招標文件規定停工期間甲方不給付服務費用，乙方應視工
地狀況留駐必要人員，連續停工超過3個月或累計停工超
過6個月者，甲方得就超過部分核實給付【1】人薪資、監
造辦公室租金、水電費及電話費。

爭議
說明

停工期間乙方留駐必要人員須待連續停工超過3個月或累計停工超過6
個月等情形，始得請領超過部份之實支款項，亦非合理條款。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停工期間，廠商
監造人員是否仍
應留駐工地?

依據「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六
條第九款，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而造成
停工時，廠商得要求機關部分或全部暫停執
行監造工作。但如機關要求廠商必須留駐監
造人員時，甲方仍應依契約範本所訂增加監
造服務期間之服務費用計算公式計算給付費
用。

(三)展延工期或停工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6/35)

32

項次
4.3

招標文件規定，監造組織內人員應由原服務建議書所列人員依工程
進度及監造需要編訂人力配置計畫，不得任意變更。但經甲方、乙
方雙方在等同條件原則下協議變更者得調整之，但變動總數不得超
過監造計畫所列監造組織人員之三分之一，離職或不可抗力及因甲
方需求調整等因素除外，否則依契約罰則規定辦理。

爭議
說明

服務建議書為競標階段所提資料，考量與工程發包時程差異甚久，服務建
議書所列人員未必能夠配合工程發包時程進駐，契約規定變動總數不得超
過三分之一，確有執行上之困難。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機關能否限制廠商依服
務建議書中所列之常駐
監造人員，其變動總數
不得超過監造組織之一
個比例(如：1/3)，違者
以契約罰則規定辦理。

機關不得限制廠商更換監造人員及其
數量，惟廠商監造人員經檢討必需調
整時，可要求更替人員之條件不得低
於原服務建議書所列人員，更不應以
契約罰則處理。

(四)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30/35)

36

項次
3.3

「本案履約期限自簽約日起，至機電系統竣工及結案報告經機
關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止。」

爭議
說明

1. 服務契約未明確註明履約期限，僅概略表示需迄至機電系統竣工
及結案報告，經機關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止。

2. 鑑於影響履約期限因素當中非可歸責乙方之事由甚多，如統包工
程用地取得延滯、民眾陳情造成無法進場…等，若無明訂計畫案件
或工程預估期程，常造成履約爭議。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機關對於廠商履
約期限如何訂定
方屬合理?

鑑於影響履約期限因素當中非可歸責乙方之
事由甚多，如統包工程用地取得延滯、民眾
陳情造成無法進場…等均會導致機關驗收合
格日期延宕無期，為減少履約期限認定造成
爭議，應於契約中明訂「計畫案件或工程預
估期程」。

(三)展延工期或停工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7/35)

33

項次
4.1

契約要求監造主任應具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結業及工地
主任結業證書。

爭議
說明

目前公共工程相關法規均無監造單位須由具有「工地主任」資格者擔
任監造主管之規定，顧問公司聘僱監造人員也不會以具工地主任資格
為其聘僱條件，本要求可能為機關承辦人員對於營造管理人員與監造
人員之資格條件產生混淆所致。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機關對於廠商派駐工地之
監造主任資格是否可以要
求具有工地主任執業證者
擔任?

僅「營造業法」第30條有工地主任之
資格及設置之規定，而廠商之監造主
任所賦予之任務與工地主任不同，監
造人員資格不應以具工地主任資格者
為其條件。

(四)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8/35)

34

項次
2.6

➢ 部分機關之監造服務費依施工估驗進度達30%、60%及
結算驗收，共分3次請款。

➢ 部分機關之監造服務費依工程估驗核發金額之90%計算
監造服務費之請領金額。

爭議
說明

➢ 三階段請款易受施工廠商延遲估驗影響，且請款間隔時間過長，造
成廠商執行成本壓力。

➢ 核發金額係工程估驗款扣除5%之保留款，且又以核發金額之90%
計算監造服務費，造成監造單位實際請款金額僅為工程估驗款之
86%(監造服務費=工程估驗款×0.95×0.9≈0.86)。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監造服務費之給付期程
如何決定?若按施工估驗
進度給付，每期給付是
否均應扣除保留款?

機關應按「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
本」第五條附件2之規定，廠商得每
月請款一次；若依工程施工進度請款，
每期所扣保留款不應大於5%。

(二)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3/35)

29

項次
3.1

➢ 招標文件規定各分標工程因變更設計、展延工期所衍生
之服務期限延長，乙方不得要求增加任何費用或以60%
計算或須扣除原訂契約總人月數30%或不含免計工期
(超出『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數)

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
× (監造服務費)×增加期間監造人數

契約監造人數

爭議
說明

➢ 工期展延非乙方所造成，不增加費用顯不合理。
➢ 展延工期或逾期完工期間之監造內容與人數並無縮減，依契約範本計算式
採60%計算或扣除原訂契約總人月數30%等規定，皆不合理。

➢ 因天候(如颱風或豪雨等素)所造成工地影響均採免計工期，惟該期間，監造
單位仍須辦理工地安全、防汛防颱等巡檢作業，對施工廠商所提免計工期
亦負查證及審查之責，故排除免計工期之監造服務費，顯非合理。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履約期間遇有不可
歸責於乙方之情形，
而有超出工程契約
規定施工期限，其
增加之監造及相關
費用應如何計算?

機關應恪遵「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
四條第九款之規定計算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
其中「工程契約工期」為該監造各項原工程契
約所載明之總工期，不應將「停工」、「免計
工期」、「甲方書面同意延長工程履約期限」
計入；更不應將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予以打折
計算。

(三)展延工期或停工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24/35)

30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1090930(1090930版版版)))第四條第四條第四條

(((三三三)))展延工期或停工展延工期或停工展延工期或停工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5/35(25/35(25/35)))

313131313131

項次項次項次
4.24.24.2

招標文件規定招標文件規定招標文件規定監造駐地人員及建築資訊建模監造駐地人員及建築資訊建模監造駐地人員及建築資訊建模(BIM)(BIM)(BIM)作業負作業負作業負
責人於施工監造及驗收期間專任常駐工地責人於施工監造及驗收期間專任常駐工地責人於施工監造及驗收期間專任常駐工地。。。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業主辦理驗收期間無法預估，且規模較大工程，業主辦理驗收期間無法預估，且規模較大工程，業主辦理驗收期間無法預估，且規模較大工程，驗收期間可能長達半驗收期間可能長達半驗收期間可能長達半
年至年至年至111年間年間年間，該期間並，該期間並，該期間並無無無太多太多太多BIMBIMBIM模型檢討與建模作業，模型檢討與建模作業，模型檢討與建模作業，將造成人員閒將造成人員閒將造成人員閒
置且亦無法調動置且亦無法調動置且亦無法調動。。。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工程竣工後之驗收期間，工程竣工後之驗收期間，工程竣工後之驗收期間，
機關是否得要求廠商人機關是否得要求廠商人機關是否得要求廠商人
員常駐辦理結算及驗收員常駐辦理結算及驗收員常駐辦理結算及驗收
等相關事宜，直至工程等相關事宜，直至工程等相關事宜，直至工程
驗收完成止驗收完成止驗收完成止???

工程驗收時間，因工程性質及機關作工程驗收時間，因工程性質及機關作工程驗收時間，因工程性質及機關作
業要求不同，實際所需時程難以確定，業要求不同，實際所需時程難以確定，業要求不同，實際所需時程難以確定，業要求不同，實際所需時程難以確定，業要求不同，實際所需時程難以確定，業要求不同，實際所需時程難以確定，
因此工程竣工後，因此工程竣工後，因此工程竣工後，廠商得以部分人力廠商得以部分人力廠商得以部分人力
配合辦理工程結算配合辦理工程結算配合辦理工程結算，，，若若若機關有此人力機關有此人力機關有此人力
常駐要求常駐要求常駐要求，則應依廠商實際駐地之人，則應依廠商實際駐地之人，則應依廠商實際駐地之人
月數量，另月數量，另月數量，另按實給付服務費用按實給付服務費用按實給付服務費用。。。

(((四四四)))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9/35(29/35(29/35)))

353535353535

項次項次項次
3.23.23.2

招標文件規定停工期間甲方不給付服務費用，乙方應視工招標文件規定停工期間甲方不給付服務費用，乙方應視工招標文件規定停工期間甲方不給付服務費用，乙方應視工
地狀況留駐必要人員，地狀況留駐必要人員，地狀況留駐必要人員，連續停工超過連續停工超過連續停工超過333個月或累計停工超個月或累計停工超個月或累計停工超
過過過666個月者個月者個月者，甲方，甲方，甲方得就超過部分核實給付得就超過部分核實給付得就超過部分核實給付【【【111】】】人薪資、監人薪資、監人薪資、監
造辦公室租金、水電費及電話費。造辦公室租金、水電費及電話費。造辦公室租金、水電費及電話費。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停工期間乙方留駐必要人員須待連續停工超過停工期間乙方留駐必要人員須待連續停工超過停工期間乙方留駐必要人員須待連續停工超過333個月或累計停工超過個月或累計停工超過個月或累計停工超過666
個月等情形，個月等情形，個月等情形，始得請領超過部份之實支款項，亦非合理條款始得請領超過部份之實支款項，亦非合理條款始得請領超過部份之實支款項，亦非合理條款。。。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停工期間，廠商停工期間，廠商停工期間，廠商
監造人員是否仍監造人員是否仍監造人員是否仍
應留駐工地應留駐工地應留駐工地???

依據「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六依據「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六依據「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六
條第九款，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而造成條第九款，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而造成條第九款，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而造成
停工時，廠商得要求機關部分或全部暫停執停工時，廠商得要求機關部分或全部暫停執停工時，廠商得要求機關部分或全部暫停執
行監造工作。但如行監造工作。但如行監造工作。但如機關要求廠商必須留駐監機關要求廠商必須留駐監機關要求廠商必須留駐監
造人員時，甲方仍應依契約範本所訂增加監造人員時，甲方仍應依契約範本所訂增加監造人員時，甲方仍應依契約範本所訂增加監
造服務期間之服務費用計算公式計算給付費造服務期間之服務費用計算公式計算給付費造服務期間之服務費用計算公式計算給付費
用用用。。。

(((三三三)))展延工期或停工展延工期或停工展延工期或停工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6/35(26/35(26/35)))

323232323232323232

項次項次項次
4.34.34.3

招標文件規定，監造組織內人員應由招標文件規定，監造組織內人員應由招標文件規定，監造組織內人員應由原服務建議書所列人員原服務建議書所列人員原服務建議書所列人員依工程依工程依工程
進度及監造需要編訂人力配置計畫，進度及監造需要編訂人力配置計畫，進度及監造需要編訂人力配置計畫，不得任意變更不得任意變更不得任意變更。但經甲方、乙。但經甲方、乙。但經甲方、乙
方雙方在等同條件原則下協議變更者得調整之，但方雙方在等同條件原則下協議變更者得調整之，但方雙方在等同條件原則下協議變更者得調整之，但變動總數不得超變動總數不得超變動總數不得超
過監造計畫所列監造組織人員之三分之一過監造計畫所列監造組織人員之三分之一過監造計畫所列監造組織人員之三分之一，離職或不可抗力及因甲，離職或不可抗力及因甲，離職或不可抗力及因甲
方需求調整等因素除外，否則依契約罰則規定辦理。方需求調整等因素除外，否則依契約罰則規定辦理。方需求調整等因素除外，否則依契約罰則規定辦理。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服務建議書為競標階段所提資料，考量服務建議書為競標階段所提資料，考量服務建議書為競標階段所提資料，考量與工程發包時程差異甚久與工程發包時程差異甚久與工程發包時程差異甚久，服務建，服務建，服務建
議書所列人員未必能夠配合工程發包時程進駐，契約規定議書所列人員未必能夠配合工程發包時程進駐，契約規定議書所列人員未必能夠配合工程發包時程進駐，契約規定變動總數不得超變動總數不得超變動總數不得超
過三分之一，確有執行上之困難過三分之一，確有執行上之困難過三分之一，確有執行上之困難。。。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機關能否限制廠商依服機關能否限制廠商依服機關能否限制廠商依服
務建議書中所列之常駐務建議書中所列之常駐務建議書中所列之常駐
監造人員，其變動總數監造人員，其變動總數監造人員，其變動總數
不得超過監造組織之一不得超過監造組織之一不得超過監造組織之一
個比例個比例個比例(((如：如：如：1/3)1/3)1/3)，違者，違者，違者
以契約罰則規定辦理。以契約罰則規定辦理。以契約罰則規定辦理。

機關機關機關不得限制廠商更換監造人員及其不得限制廠商更換監造人員及其不得限制廠商更換監造人員及其
數量數量數量，惟廠商監造人員經檢討必需調，惟廠商監造人員經檢討必需調，惟廠商監造人員經檢討必需調
整時，可要求整時，可要求整時，可要求更替人員之條件不得低更替人員之條件不得低更替人員之條件不得低
於原服務建議書所列人員於原服務建議書所列人員於原服務建議書所列人員，更不應以，更不應以，更不應以
契約罰則處理。契約罰則處理。契約罰則處理。

(((四四四)))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30/35(30/35(30/35)))

363636363636363636363636以契約罰則規定辦理。以契約罰則規定辦理。以契約罰則規定辦理。

項次項次項次
3.33.33.3

「本案「本案「本案履約期限履約期限履約期限自簽約日起，至自簽約日起，至自簽約日起，至機電系統竣工及結案報告經機機電系統竣工及結案報告經機機電系統竣工及結案報告經機
關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止關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止關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止。」。」。」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1.1.1. 服務契約服務契約服務契約未明確註明履約期限未明確註明履約期限未明確註明履約期限，僅概略表示需迄至機電系統竣工，僅概略表示需迄至機電系統竣工，僅概略表示需迄至機電系統竣工
及結案報告，經機關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止。及結案報告，經機關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止。及結案報告，經機關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止。

2.2.2. 鑑於鑑於鑑於影響履約期限因素影響履約期限因素影響履約期限因素當當當中中中非可歸責乙方之事由甚多非可歸責乙方之事由甚多非可歸責乙方之事由甚多，如統包工，如統包工，如統包工
程用地取得延滯、民眾陳情造成無法進場程用地取得延滯、民眾陳情造成無法進場程用地取得延滯、民眾陳情造成無法進場………等，若無明訂計畫案件等，若無明訂計畫案件等，若無明訂計畫案件
或工程預估期程，常造成履約爭議。或工程預估期程，常造成履約爭議。或工程預估期程，常造成履約爭議。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機關對於廠商履機關對於廠商履機關對於廠商履
約期限如何訂定約期限如何訂定約期限如何訂定
方屬合理方屬合理方屬合理???

鑑於影響履約期限因素當中非可歸責乙方之鑑於影響履約期限因素當中非可歸責乙方之鑑於影響履約期限因素當中非可歸責乙方之
事由甚多，如統包工程用地取得延滯、民眾事由甚多，如統包工程用地取得延滯、民眾事由甚多，如統包工程用地取得延滯、民眾
陳情造成無法進場陳情造成無法進場陳情造成無法進場………等均會導致機關驗收合等均會導致機關驗收合等均會導致機關驗收合
格日期延宕無期，為減少履約期限認定造成格日期延宕無期，為減少履約期限認定造成格日期延宕無期，為減少履約期限認定造成
爭議，應於契約中明訂「爭議，應於契約中明訂「爭議，應於契約中明訂「計畫案件或工程預計畫案件或工程預計畫案件或工程預
估期程估期程估期程」。」。」。

(((三三三)))展延工期或停工展延工期或停工展延工期或停工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7/35(27/35(27/35)))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項次項次項次
4.14.14.1

契約要求監造主任契約要求監造主任契約要求監造主任應具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結業及工地應具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結業及工地應具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結業及工地
主任結業證書主任結業證書主任結業證書。。。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目前公共工程相關法規均無監造單位須由具有「工地主任」資格者擔目前公共工程相關法規均無監造單位須由具有「工地主任」資格者擔目前公共工程相關法規均無監造單位須由具有「工地主任」資格者擔
任監造主管之規定，顧問公司聘僱監造人員也不會以具工地主任資格任監造主管之規定，顧問公司聘僱監造人員也不會以具工地主任資格任監造主管之規定，顧問公司聘僱監造人員也不會以具工地主任資格
為其聘僱條件，本要求可能為機關承辦人員為其聘僱條件，本要求可能為機關承辦人員為其聘僱條件，本要求可能為機關承辦人員對於營造管理人員與監造對於營造管理人員與監造對於營造管理人員與監造
人員之資格條件產生混淆所致人員之資格條件產生混淆所致人員之資格條件產生混淆所致。。。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機關對於廠商派駐工地之機關對於廠商派駐工地之機關對於廠商派駐工地之
監造主任資格是否可以要監造主任資格是否可以要監造主任資格是否可以要
求具有工地主任執業證者求具有工地主任執業證者求具有工地主任執業證者
擔任擔任擔任???

僅僅僅「營造業法」第「營造業法」第「營造業法」第303030條有工地主任之條有工地主任之條有工地主任之
資格及設置之規定，而廠商之監造主資格及設置之規定，而廠商之監造主資格及設置之規定，而廠商之監造主
任所賦予之任務與工地主任不同，任所賦予之任務與工地主任不同，任所賦予之任務與工地主任不同，監監監
造人員資格不應以具工地主任資格者造人員資格不應以具工地主任資格者造人員資格不應以具工地主任資格者
為其條件為其條件為其條件。。。

(((四四四)))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人員派駐資格、期間及更替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8/35(28/35(28/35)))

343434343434

項次項次項次
2.62.62.6

➢➢➢ 部分機關之監造服務費依施工估驗進度達部分機關之監造服務費依施工估驗進度達部分機關之監造服務費依施工估驗進度達30%30%30%、、、60%60%60%及及及
結算驗收，共結算驗收，共結算驗收，共分分分333次請款次請款次請款。。。

➢➢➢ 部分機關之監造服務費依部分機關之監造服務費依部分機關之監造服務費依工程估驗核發金額之工程估驗核發金額之工程估驗核發金額之90%90%90%計算計算計算
監造服務費之請領金額。監造服務費之請領金額。監造服務費之請領金額。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三階段請款三階段請款三階段請款易受施工廠商延遲估驗影響，且請款間隔時間過長，易受施工廠商延遲估驗影響，且請款間隔時間過長，易受施工廠商延遲估驗影響，且請款間隔時間過長，造造造
成廠商執行成本壓力成廠商執行成本壓力成廠商執行成本壓力。。。

➢➢➢ 核發金額係工程估驗款扣除核發金額係工程估驗款扣除核發金額係工程估驗款扣除5%5%5%之保留款，且又以核發金額之之保留款，且又以核發金額之之保留款，且又以核發金額之90%90%90%
計算監造服務費，造成監造單位實際請款金額僅為工程估驗款之計算監造服務費，造成監造單位實際請款金額僅為工程估驗款之計算監造服務費，造成監造單位實際請款金額僅為工程估驗款之
86%(86%(86%(監造服務費監造服務費監造服務費===工程估驗款工程估驗款工程估驗款×××0.950.950.95×××0.90.90.9≈≈≈0.86)0.86)0.86)。。。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監造服務費之給付期程監造服務費之給付期程監造服務費之給付期程
如何決定如何決定如何決定???若按施工估驗若按施工估驗若按施工估驗
進度給付，每期給付是進度給付，每期給付是進度給付，每期給付是
否均應扣除保留款否均應扣除保留款否均應扣除保留款???

機關應按「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機關應按「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機關應按「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
本」第五條附件本」第五條附件本」第五條附件222之規定，廠商得每之規定，廠商得每之規定，廠商得每
月請款一次；月請款一次；月請款一次；若依工程施工進度請款，若依工程施工進度請款，若依工程施工進度請款，
每期所扣保留款不應大於每期所扣保留款不應大於每期所扣保留款不應大於5%5%5%。。。

(((二二二) ) ) 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服務費計算及估驗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3/35(23/35(23/35)))

292929292929292929292929

項次項次項次
3.13.13.1

➢➢➢ 招標文件規定各分標工程因變更設計、展延工期所衍生招標文件規定各分標工程因變更設計、展延工期所衍生招標文件規定各分標工程因變更設計、展延工期所衍生
之服務期限延長，乙方之服務期限延長，乙方之服務期限延長，乙方不得要求增加任何費用不得要求增加任何費用不得要求增加任何費用或或或以以以60%60%60%
計算計算計算或或或須扣除原訂契約總人月數須扣除原訂契約總人月數須扣除原訂契約總人月數30%30%30%或或或不含免計工期不含免計工期不含免計工期
(((超出超出超出『『『工程契約工期工程契約工期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之日數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數)))

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
××× (((監造服務費監造服務費監造服務費)))×××增加期間監造人數增加期間監造人數增加期間監造人數

契約監造人數契約監造人數契約監造人數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工期展延非乙方所造成，工期展延非乙方所造成，工期展延非乙方所造成，不增加費用顯不合理不增加費用顯不合理不增加費用顯不合理。。。
➢➢➢ 展延工期或逾期完工期間之展延工期或逾期完工期間之展延工期或逾期完工期間之監造內容與人數並無縮減監造內容與人數並無縮減監造內容與人數並無縮減，依契約範本計算式，依契約範本計算式，依契約範本計算式
採採採60%60%60%計算或扣除原訂契約總人月數計算或扣除原訂契約總人月數計算或扣除原訂契約總人月數30%30%30%等規定，皆不合理。等規定，皆不合理。等規定，皆不合理。

➢➢➢ 因天候因天候因天候(((如颱風或豪雨等素如颱風或豪雨等素如颱風或豪雨等素)))所造成工地影響均採所造成工地影響均採所造成工地影響均採免計工期免計工期免計工期，惟該期間，，惟該期間，，惟該期間，監造監造監造
單位仍須辦理工地安全、防汛防颱等巡檢作業單位仍須辦理工地安全、防汛防颱等巡檢作業單位仍須辦理工地安全、防汛防颱等巡檢作業，對施工廠商所提免計工期，對施工廠商所提免計工期，對施工廠商所提免計工期
亦負查證及審查之責，故排除免計工期之監造服務費，顯非合理。亦負查證及審查之責，故排除免計工期之監造服務費，顯非合理。亦負查證及審查之責，故排除免計工期之監造服務費，顯非合理。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履約期間遇有不可履約期間遇有不可履約期間遇有不可
歸責於乙方之情形，歸責於乙方之情形，歸責於乙方之情形，
而有超出工程契約而有超出工程契約而有超出工程契約
規定施工期限，其規定施工期限，其規定施工期限，其
增加之監造及相關增加之監造及相關增加之監造及相關
費用應如何計算費用應如何計算費用應如何計算???

機關應恪遵「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機關應恪遵「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機關應恪遵「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
四條第九款之規定計算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四條第九款之規定計算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四條第九款之規定計算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
其中「工程契約工期」為該監造各項原工程契其中「工程契約工期」為該監造各項原工程契其中「工程契約工期」為該監造各項原工程契
約所載明之總工期，約所載明之總工期，約所載明之總工期，不應將「停工」、「免計不應將「停工」、「免計不應將「停工」、「免計
工期」、「甲方書面同意延長工程履約期限」工期」、「甲方書面同意延長工程履約期限」工期」、「甲方書面同意延長工程履約期限」
計入計入計入；更不應將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更不應將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更不應將增加之監造服務費用予以打折予以打折予以打折
計算計算計算。。。

(((三三三)))展延工期或停工展延工期或停工展延工期或停工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24/35(24/35(24/35)))

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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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5.1

➢ 規定監造單位應使用甲方開發「工程管理APP」對監造案件進行現況拍照並
立即上傳作為監造佐證資料，倘若未依前述立即辦理拍照上傳且無適當理由
者，應扣罰個案服務費(含勘測設計及監造)總額百分之十計處懲罰性違約金。

➢ 規定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差)、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
致使甲方遭受相關主管機關罰款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實督導施工廠商執行工程契約規定工作所致者，乙方除督導施工廠商繳交罰
款及辦理善後事宜外，每件扣款案件處以該扣款之10%處分。

➢ 規定施工廠商施工人員未參加勞保，經甲方或有關機關發現，監造單位應受
連帶處分，每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3,000元；施工廠商使用非法外國籍勞
工，經甲方或有關機關發現，監造單位應受連帶處分，每次懲罰性違約金新
臺幣30,000元。

爭議
說明

➢ 工程管理APP僅為工地訊息之回應，採取重罰明顯不符合比例原則。
➢ 土建標總金額即超過160億，監造契約僅3億有餘，原扣罰不符比例原則。
➢ 監造對於廠商職安衛事項應屬督導責任，如確有督導缺失始受連帶處分。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契約罰則或涉懲
罰性違約金者，
其金額及比例應
如何方屬合理?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1.15版)或公共工程專案管理
契約範本(109.01.15版)對違反項目有其對應之罰款金額，如未
出席會議或主持會議，每人每次罰款新台幣5千元，惟應考量
罰款之比例原則，及懲罰性違約金以其契約總額20%為上限。

(五)罰扣款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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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5.2

招標文件規定監造審查施工文件涉及疑義解釋、合約價金、工期
等重要工程履約文件，應於3日內審查回覆，其餘文件亦應於5
日內提出審查意見。乙方作業延滯經甲方通知改善次數逾3次者，
自第4次起每次以新臺幣2仟元計算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

爭議
說明

➢ 依工程種類、規模、工法難易度不同，工程技術文件所需審查時間
差異甚大，若時間過短，恐無法確實審查，反造成品質及履約爭議。

➢ 疑義澄清係需要與設計單位不斷溝通，若確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亦
需討論改善方案，僅限3日回復，實務上難以達成。

改善
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四(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 答案

廠商文件
審查完成
期限如何
訂定方屬
合理?

約定廠商審查文件之時間，應依工程規模及其特性合理訂
定，並建議以工作天計算(即應扣除國定例假日)。例如：
計畫書審查(10天)/審定(7天)、解釋合約、圖說與規範(辦
理7天)/審查(5天)，尚屬合理；惟亦應考量當次審查標的
之內容與規模，合理放寬期限，如解釋合約、圖說與規範
可視情形調整為(辦理10天)/審查(10天)。

(五)罰扣款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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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6.1 部分機關要求廠商比照專業責任險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

爭議
說明

➢ 廠商在年度保險已經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惟大部分機關不願
意接受廠商以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取代個別計畫雇主責任險。

➢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條第二款並未分別載明二項保
險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業主常以契約約定之專業責任險保險條件，
要求雇主意外責任險比照辦理，致產生履約爭議。

改善
建議

➢ 如廠商已經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且額度及條件均
符合業主要求者，得以代之。

➢ 建議修改「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條第二款，
應分別提供各險種之保險內容，以供機關完整載明。

(六)保險及損害賠償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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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降低企業經營風險，保障勞資雙方最大權益

項次
6.2

工程會十二種公共工程契約範本中，最近有十一種在「權
利與責任」條款下新增條文: 
「前目訂有損害賠償金額上限者，於法令另有規定(例如民
法第227條第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不受賠償金
額上限之限制。」

爭議
說明

此新增條文使民法第227條第2項的加害給付損害賠償不受賠償責任上
限的限制。
此新增條文偏離工程顧問之國際標準慣例；英國土木工程師協會(NEC)
或國際工程師協會(FIDIC)等國際契約範本中均無此條款或慣例。

改善
建議

建議將此新增條文從該11份修訂契約範本中刪除。

(六)保險及損害賠償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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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版)第十四條八款三目

(六)保險及損害賠償

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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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道路協會(IRF)R2T線上會議宣布蘇花改計畫榮獲工程設計類首獎

肆 結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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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將在明（2021）年完成通車的金門大橋

肆 結語(2/3)

期待經由實例探討及建議

提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參卓及納量

續與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及工程界

共同再逐步改善國內工程經營環境

讓工程技術顧問業為這片土地貢獻全力

建構美好的家園_台灣
44

肆 結語(3/3)

簡報完畢

項次項次項次
5.15.15.1

➢➢➢ 規定規定規定監造單位應使用甲方開發「工程管理監造單位應使用甲方開發「工程管理監造單位應使用甲方開發「工程管理APPAPPAPP」」」對監造案件進行現況拍照並對監造案件進行現況拍照並對監造案件進行現況拍照並
立即上傳作為監造佐證資料，倘若立即上傳作為監造佐證資料，倘若立即上傳作為監造佐證資料，倘若未依前述立即辦理拍照上傳未依前述立即辦理拍照上傳未依前述立即辦理拍照上傳且無適當理由且無適當理由且無適當理由
者，應者，應者，應扣罰個案服務費扣罰個案服務費扣罰個案服務費(((含勘測設計及監造含勘測設計及監造含勘測設計及監造)))總額百分之十計處懲罰性違約金總額百分之十計處懲罰性違約金總額百分之十計處懲罰性違約金。。。

➢➢➢ 規定規定規定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
(

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
(((

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
(

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
(

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
(((

施工廠商因違反環保、環評
(

(((差差差)))、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
)

、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
)))

、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
)

、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
)

、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
)))

、職安、水土保持、水利法及相關法規，
)

致使甲方遭受相關主管機關罰款致使甲方遭受相關主管機關罰款致使甲方遭受相關主管機關罰款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時，且屬可歸責為乙方之過失，或乙方未確

)

實督導施工廠商執行工程契約規定工作所致者，乙方除督導施工廠商繳交罰實督導施工廠商執行工程契約規定工作所致者，乙方除督導施工廠商繳交罰實督導施工廠商執行工程契約規定工作所致者，乙方除督導施工廠商繳交罰
款及辦理善後事宜外，款及辦理善後事宜外，款及辦理善後事宜外，每件扣款案件處以該扣款之每件扣款案件處以該扣款之每件扣款案件處以該扣款之10%10%10%處分處分處分。。。

➢➢➢ 規定規定規定施工廠商施工人員未參加勞保施工廠商施工人員未參加勞保施工廠商施工人員未參加勞保，經甲方或有關機關發現，，經甲方或有關機關發現，，經甲方或有關機關發現，監造單位應受監造單位應受監造單位應受
連帶處分連帶處分連帶處分，每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每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每次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3,0003,0003,000元；元；元；施工廠商使用非法外國籍勞施工廠商使用非法外國籍勞施工廠商使用非法外國籍勞
工工工，經甲方或有關機關發現，，經甲方或有關機關發現，，經甲方或有關機關發現，監造單位應受連帶處分監造單位應受連帶處分監造單位應受連帶處分，每次懲罰性違約金新，每次懲罰性違約金新，每次懲罰性違約金新
臺幣臺幣臺幣30,00030,00030,000元。元。元。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工程管理APPAPPAPP僅為工地訊息之回應僅為工地訊息之回應僅為工地訊息之回應，採取重罰明顯，採取重罰明顯，採取重罰明顯不符合比例不符合比例不符合比例原則。原則。原則。
➢➢➢ 土建標總金額即超過土建標總金額即超過土建標總金額即超過160160160億億億，監造契約，監造契約，監造契約僅僅僅333億有餘億有餘億有餘，原，原，原扣罰不符比例原則扣罰不符比例原則扣罰不符比例原則。。。
➢➢➢ 監造對於廠商職安衛事項應屬督導責任，如監造對於廠商職安衛事項應屬督導責任，如監造對於廠商職安衛事項應屬督導責任，如確有督導缺失始受連帶處分確有督導缺失始受連帶處分確有督導缺失始受連帶處分。。。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

契約罰則或涉懲契約罰則或涉懲契約罰則或涉懲
罰性違約金者，罰性違約金者，罰性違約金者，
其金額及比例應其金額及比例應其金額及比例應
如何方屬合理如何方屬合理如何方屬合理???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1.15(109.01.15(109.01.15版版版)))或公共工程專案管理或公共工程專案管理或公共工程專案管理
契約範本契約範本契約範本(109.01.15(109.01.15(109.01.15版版版)))對對對違反項目有其對應之罰款金額違反項目有其對應之罰款金額違反項目有其對應之罰款金額，如未，如未，如未
出席會議或主持會議，每人每次罰款新台幣出席會議或主持會議，每人每次罰款新台幣出席會議或主持會議，每人每次罰款新台幣555千元，惟應考量千元，惟應考量千元，惟應考量
罰款之罰款之罰款之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比例原則，及懲罰性違約金以其契約總額，及懲罰性違約金以其契約總額，及懲罰性違約金以其契約總額20%20%20%為上限。為上限。為上限。

(((五五五)))罰扣款罰扣款罰扣款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31/35(31/35(31/35)))

373737373737

項次項次項次
5.25.25.2

招標文件規定監造招標文件規定監造招標文件規定監造審查施工文件涉及疑義解釋、合約價金、工期審查施工文件涉及疑義解釋、合約價金、工期審查施工文件涉及疑義解釋、合約價金、工期
等重要工程履約文件，應於等重要工程履約文件，應於等重要工程履約文件，應於333日內審查回覆日內審查回覆日內審查回覆，其餘文件亦應於，其餘文件亦應於，其餘文件亦應於555
日內提出審查意見。乙方作業延滯經甲方通知改善次數逾日內提出審查意見。乙方作業延滯經甲方通知改善次數逾日內提出審查意見。乙方作業延滯經甲方通知改善次數逾333次者，次者，次者，
自第自第自第444次起每次以新臺幣次起每次以新臺幣次起每次以新臺幣222仟元計算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仟元計算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仟元計算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依工程種類、規模、工法難易度不同依工程種類、規模、工法難易度不同依工程種類、規模、工法難易度不同，工程技術文件所需審查時間，工程技術文件所需審查時間，工程技術文件所需審查時間
差異甚大，若差異甚大，若差異甚大，若時間過短，恐無法確實審查，反造成品質及履約爭議時間過短，恐無法確實審查，反造成品質及履約爭議時間過短，恐無法確實審查，反造成品質及履約爭議。。。

➢➢➢ 疑義澄清係需要與設計單位不斷溝通疑義澄清係需要與設計單位不斷溝通疑義澄清係需要與設計單位不斷溝通，若確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亦，若確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亦，若確實有窒礙難行之處，亦
需討論改善方案，需討論改善方案，需討論改善方案，僅限僅限僅限333日回復，實務上難以達成日回復，實務上難以達成日回復，實務上難以達成。。。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新增「政府採購法常見問題Q&AQ&AQ&A」四」四」四(((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勞務採購部分)))
問題問題問題 答案答案答案

廠商文件廠商文件廠商文件
審查完成審查完成審查完成
期限如何期限如何期限如何
訂定方屬訂定方屬訂定方屬
合理合理合理???

約定廠商審查文件之時間，約定廠商審查文件之時間，約定廠商審查文件之時間，應依工程規模及其特性合理訂應依工程規模及其特性合理訂應依工程規模及其特性合理訂
定定定，並建議以工作天計算，並建議以工作天計算，並建議以工作天計算(((即應扣除國定例假日即應扣除國定例假日即應扣除國定例假日)))。例如：。例如：。例如：
計畫書審查計畫書審查計畫書審查(10(10(10天天天)/)/)/審定審定審定(7(7(7天天天)))、解釋合約、圖說與規範、解釋合約、圖說與規範、解釋合約、圖說與規範(((辦辦辦
理理理777天天天)/)/)/審查審查審查(5(5(5天天天)))，尚屬合理；惟亦應考量當次審查標的，尚屬合理；惟亦應考量當次審查標的，尚屬合理；惟亦應考量當次審查標的
之內容與規模，合理放寬期限，如解釋合約、圖說與規範之內容與規模，合理放寬期限，如解釋合約、圖說與規範之內容與規模，合理放寬期限，如解釋合約、圖說與規範
可視情形調整為可視情形調整為可視情形調整為(((辦理辦理辦理101010天天天)/)/)/審查審查審查(10(10(10天天天)))。。。

(((五五五)))罰扣款罰扣款罰扣款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32/35(32/35(32/35)))

383838383838383838383838

項次項次項次
6.16.16.1 部分機關要求廠商部分機關要求廠商部分機關要求廠商比照專業責任險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比照專業責任險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比照專業責任險投保雇主意外責任險。。。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 廠商在年度保險已經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惟廠商在年度保險已經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惟廠商在年度保險已經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惟大部分機關不願大部分機關不願大部分機關不願
意接受廠商以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取代個別計畫雇主責任險意接受廠商以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取代個別計畫雇主責任險意接受廠商以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取代個別計畫雇主責任險。。。

➢➢➢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條第二款並未分別載明二項保「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條第二款並未分別載明二項保「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條第二款並未分別載明二項保
險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險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險之保險金額及自負額，業主常以契約約定之專業責任險保險條件，業主常以契約約定之專業責任險保險條件，業主常以契約約定之專業責任險保險條件，
要求雇主意外責任險比照辦理要求雇主意外責任險比照辦理要求雇主意外責任險比照辦理，致產生履約爭議。，致產生履約爭議。，致產生履約爭議。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 如如如廠商已經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且額度及條件均廠商已經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且額度及條件均廠商已經投保雇主補償契約責任險，且額度及條件均
符合業主要求者，得以代之符合業主要求者，得以代之符合業主要求者，得以代之。。。

➢➢➢ 建議修改「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條第二款，建議修改「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條第二款，建議修改「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十條第二款，
應分別提供各險種之保險內容，以供機關完整載明。應分別提供各險種之保險內容，以供機關完整載明。應分別提供各險種之保險內容，以供機關完整載明。

(((六六六)))保險及損害賠償保險及損害賠償保險及損害賠償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33/35(33/35(33/35)))

393939393939

有效降低企業經營風險有效降低企業經營風險有效降低企業經營風險，保障，保障，保障勞資雙方最大權益勞資雙方最大權益勞資雙方最大權益

項次項次項次
6.26.26.2

工程會十二種公共工程契約範本中，最近有十一種在「工程會十二種公共工程契約範本中，最近有十一種在「工程會十二種公共工程契約範本中，最近有十一種在「權權權
利與責任利與責任利與責任」條款下新增條文」條款下新增條文」條款下新增條文: : : 
「「「前目訂有損害賠償金額上限者，於法令另有規定前目訂有損害賠償金額上限者，於法令另有規定前目訂有損害賠償金額上限者，於法令另有規定(((例如民例如民例如民
法第法第法第227227227條第條第條第22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不受不受不受賠償金賠償金賠償金
額上限之限制。額上限之限制。額上限之限制。」」」

爭議爭議爭議
說明說明說明

此新增條文使民法第此新增條文使民法第此新增條文使民法第227227227條第條第條第222項的加害給付損害賠償不受賠償責任上項的加害給付損害賠償不受賠償責任上項的加害給付損害賠償不受賠償責任上
限的限制。限的限制。限的限制。
此新增條文此新增條文此新增條文偏離偏離偏離工程顧問之工程顧問之工程顧問之國際標準慣例國際標準慣例國際標準慣例；英國土木工程師協會；英國土木工程師協會；英國土木工程師協會(NEC)(NEC)(NEC)
或國際工程師協會或國際工程師協會或國際工程師協會(FIDIC)(FIDIC)(FIDIC)等等等國際契約範本中均無此條款或慣例國際契約範本中均無此條款或慣例國際契約範本中均無此條款或慣例。。。

改善改善改善
建議建議建議

建議將此新增條文從該建議將此新增條文從該建議將此新增條文從該111111份修訂契約範本中刪除。份修訂契約範本中刪除。份修訂契約範本中刪除。

(((六六六)))保險及損害賠償保險及損害賠償保險及損害賠償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34/35(34/35(34/35)))

404040404040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90930(1090930(1090930版版版)))第十四條八款三目第十四條八款三目第十四條八款三目

(((六六六)))保險及損害賠償保險及損害賠償保險及損害賠償

參參參 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各類型爭議案例及改善建議建議建議(35/35(35/35(35/35)))

414141414141

424242424242

國際道路協會國際道路協會國際道路協會(IRF)R2T(IRF)R2T(IRF)R2T線上會議宣布蘇花改計畫榮獲工程設計類首獎線上會議宣布蘇花改計畫榮獲工程設計類首獎線上會議宣布蘇花改計畫榮獲工程設計類首獎線上會議宣布蘇花改計畫榮獲工程設計類首獎線上會議宣布蘇花改計畫榮獲工程設計類首獎線上會議宣布蘇花改計畫榮獲工程設計類首獎

肆肆肆 結語結語結語(1/3)(1/3)(1/3)

434343434343

預計將在明（預計將在明（預計將在明（202120212021）年完成）年完成）年完成通車的通車的通車的金門大橋金門大橋金門大橋

肆肆肆 結語結語結語(2/3)(2/3)(2/3)

期待期待期待經由實例探討及經由實例探討及經由實例探討及建議建議建議

提供提供提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參卓及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參卓及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參卓及納量量量

續續續與與與中國土木水利工程中國土木水利工程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及工程界學會及工程界學會及工程界

共同共同共同再逐步改善國內再逐步改善國內再逐步改善國內工程經營環境工程經營環境工程經營環境

讓讓讓工程技術顧問業為這片土地貢獻工程技術顧問業為這片土地貢獻工程技術顧問業為這片土地貢獻全力全力全力

建建建構美好的構美好的構美好的家園家園家園___台灣台灣台灣
444444444444

肆肆肆 結語結語結語(3/3)(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