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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由林傑主任秘書代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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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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我國政府及民間投入公共建設金額每年平均約 6,757億，攸關民生之建築、交通運輸及
能源設施部分占比達 8成，而營建業又是火車頭工業，公共建設能否順利推動，不僅與國家競爭力
息息相關，更需要產官學研各界同心協力，共同合作。

吳澤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工程會辦理公共工程計畫督導、考核、協調工作，從簡報數據可以看出全國公共工程在執行及品質上都有向上

提升的趨勢。惟近年本會進行全國流廢標案件之檢討時，發現許多公共工程計畫於規劃時若缺乏整體性考量，或在

預算編列時，未依機關實際需求編列合理可行之計畫及預算，或後續執行時未符合計畫內容，均會影響後續執行成

效，追根究柢乃欠缺全生命週期觀念所致。爰本報告特別從全生命週期出發，盤點機關端常見缺失，並提供近期工

程會相關精進作法供參。

另為利與會者瞭解公共建設品質實有賴於各界的共同合作，本報告續以金質獎特優案例為例，說明主辦機關、

設計、監造及廠商各自分工所扮演之重要性，並提供反思案例，從而引出未來產官學研可共同合作之方向與契機。

建構優質工程環境並促進產業正面環境，是工程會一直以來之目標及使命，提升建設品質也絕非政府單方向所

能促成，惟有產官學研共同攜手，方能共築更理想之工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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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題演講：產官學研攜手‧共築工程未來

機關缺失機關缺失 ‧ ‧ 改善精進改善精進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階段 常見缺失 精進作法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公共工程生命週期盤點情形盤點情形(2/2)(2/2)

階段 常見缺失 精進作法

工程
機關未採行合宜的採購策略
契約規定不合理且無法執行

善用適當採購策略
－依工程特性採用統包、選擇性招

招標 標、提供未得標獎勵金。
採用工程會契約範本

遭遇困難問題 未能即時解 即時有效解決問題 機關增進熟悉

工程
約

遭遇困難問題，未能即時解
決
缺工

即時有效解決問題：機關增進熟悉
契約及法規，主動解決；工程會建
立諮詢機制

履約
諮詢機制

■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
（＊詳述如後簡報）

營運
管理

管養制度未盡落實，資訊未
公開

依規定管理及養護：盤點建立管養
制度、導入三級管理機制、公開維
護管理資訊護管理資訊

全階段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
（＊詳述如後簡報）

1313

（ 詳述如後簡報）

機關加強整體規劃機關加強整體規劃
計畫預算階段計畫預算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系
避免想到哪，做到哪

機關加強整體規劃機關加強整體規劃全面精進

加
強

系統功能性之
整體規劃

避免想到哪 做到哪
發揮公共工程整體效益
捷運應先有整體路網、強

計
畫 公建資源

捷運應先有 體路網
防洪治水要跨領域合作

畫
整
體

公建資源
有效合理分配

考量城鄉均衡發展
避免地方政府競相提案體

性
規 工程產業執行

案量過多造成流標或墊
高預算規

劃
工程產業執行
能量永續發展

高預算
案量突增突減，產業經
驗及技術難以傳承驗及技術難以傳承

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110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為兼

1414
顧國家發展需要及政府財政能力，公共建設計畫應有整體性，將系統功能性之
整體規劃、公共建設資源有效合理分配及工程產業執行能量永續發展納入考量。

貳貳 機關帶頭機關帶頭 全面精全面精進進貳貳、機關帶頭、機關帶頭 ‧ ‧ 全面精全面精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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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研．各有專長產官學研．各有專長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產 官學 研
協助機關

提供技服
執行工程

教育人才
創新技術

教育人才
專業培訓

考試證照

營建自動
優化工法

訂定制度

考試證照

訂定制度
整體規劃

編列預算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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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效 ‧ 日益精進公共建設
執行概況

工程品質績效提升工程品質績效提升

全國108年工程查核甲等以上比率為62 2% 創16年全國108年工程查核甲等以上比率為62.2%，創16年
來最高。

62%

59 27%

60%

丙等比率 甲等以上比率
62.2%

43.98%

40 .38%
38 45% 45 35%

47 .89%

53 .03%
55.56%

59 .27%

查

核
36.35%

36.78%

38.45%

33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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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59%

39.11%
42 .04%

45 .3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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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績
33.64%

20%

比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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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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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推動公建．仰賴民力公共建設
執行概況

建築師及顧問機構
技術服務

近4年
技術服務

參與比率高
5千萬元以上工程

委請規劃設計 每年機關決標參與比率高

80
委請規劃設計
監造金額比率 技術服務金額

382達80%以上 約382億元

專案管理 規劃
技服業者參與工程

技服產業
於公共工程

專案管理、規劃、
設計、監造等多項工作

於公共工程
具有關鍵角色

創造工程總經費價值

3433
88

具有關鍵角色
約3433億

生命週期．各司其職生命週期．各司其職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熟悉政府法令規章熟悉政府法令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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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缺失機關缺失 ‧ ‧ 改善精進改善精進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階段 常見缺失 精進作法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盤點情形公共工程生命週期盤點情形(1/2)(1/2)

計畫

機關規劃未具整體性
機關未確實評估工程需求，或
未依需求對應編估合理費用或

■加強整體規劃（＊詳述如後簡報）

■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
預算

未依需求對應編估合理費用或
漏項，致執行時增加需求、經
費不足

■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
（＊詳述如後簡報）

未評選出可於計畫經費及期限
內完成之方案
機關需求未詳細載明於招

評選方案應扣合計畫
－研議允許提出逾招標規定方案
招標文件載明計畫內容及需求

規設
招標

－機關需求未詳細載明於招
標文件

－機關採購工作小組及評選

－招標文件載明計畫內容及需求，
並要求廠商投標方案核實說明
經費及工期

招標 委員未確認計畫需求，並
遴選符合預算額度可執行
之方案

－落實評選方案與計畫內容扣合

■合理估算技服費用
之方案

技服費用是否合理
（＊詳述如後簡報）

規設
機關新增需求卻未相應增加工 機關落實執行紀律及審查；若有

1212

規設
執行

程預算或工期；或機關未依計
畫及預算把關審查設計方案

；
新增需求致需修正計畫時，應盡
速辦理，工程會並建立溝通平台

機關缺失機關缺失 ‧ ‧ 改善精進改善精進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階段 常見缺失 精進作法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公共工程生命週期盤點情形盤點情形(2/2)(2/2)

階段 常見缺失 精進作法

工程
機關未採行合宜的採購策略
契約規定不合理且無法執行

善用適當採購策略
－依工程特性採用統包、選擇性招

招標 標、提供未得標獎勵金。
採用工程會契約範本

遭遇困難問題 未能即時解 即時有效解決問題 機關增進熟悉

工程
約

遭遇困難問題，未能即時解
決
缺工

即時有效解決問題：機關增進熟悉
契約及法規，主動解決；工程會建
立諮詢機制

履約
諮詢機制

■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
（＊詳述如後簡報）

營運
管理

管養制度未盡落實，資訊未
公開

依規定管理及養護：盤點建立管養
制度、導入三級管理機制、公開維
護管理資訊護管理資訊

全階段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
（＊詳述如後簡報）

1313

（ 詳述如後簡報）

機關加強整體規劃機關加強整體規劃
計畫預算階段計畫預算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系
避免想到哪，做到哪

機關加強整體規劃機關加強整體規劃全面精進

加
強

系統功能性之
整體規劃

避免想到哪 做到哪
發揮公共工程整體效益
捷運應先有整體路網、強

計
畫 公建資源

捷運應先有 體路網
防洪治水要跨領域合作

畫
整
體

公建資源
有效合理分配

考量城鄉均衡發展
避免地方政府競相提案體

性
規 工程產業執行

案量過多造成流標或墊
高預算規

劃
工程產業執行
能量永續發展

高預算
案量突增突減，產業經
驗及技術難以傳承驗及技術難以傳承

中央各主管機關編製110年度概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為兼

1414
顧國家發展需要及政府財政能力，公共建設計畫應有整體性，將系統功能性之
整體規劃、公共建設資源有效合理分配及工程產業執行能量永續發展納入考量。

貳貳 機關帶頭機關帶頭 全面精全面精進進貳貳、機關帶頭、機關帶頭 ‧ ‧ 全面精全面精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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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官學研．各有專長產官學研．各有專長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產 官學 研
協助機關

提供技服
執行工程

教育人才
創新技術

教育人才
專業培訓

考試證照

營建自動
優化工法

訂定制度

考試證照

訂定制度
整體規劃

編列預算編列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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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各司其職生命週期．各司其職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熟悉政府法令規章熟悉政府法令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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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MPCM
廠商廠商

設計設計
單位單位

監造監造
單位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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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缺失機關缺失 ‧ ‧ 改善精進改善精進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階段 常見缺失 精進作法
公共工程生命週期盤點情形公共工程生命週期盤點情形(1/2)(1/2)

計畫

機關規劃未具整體性
機關未確實評估工程需求，或
未依需求對應編估合理費用或

■加強整體規劃（＊詳述如後簡報）

■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
預算

未依需求對應編估合理費用或
漏項，致執行時增加需求、經
費不足

■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
（＊詳述如後簡報）

未評選出可於計畫經費及期限
內完成之方案
機關需求未詳細載明於招

評選方案應扣合計畫
－研議允許提出逾招標規定方案
招標文件載明計畫內容及需求

規設
招標

－機關需求未詳細載明於招
標文件

－機關採購工作小組及評選

－招標文件載明計畫內容及需求，
並要求廠商投標方案核實說明
經費及工期

招標 委員未確認計畫需求，並
遴選符合預算額度可執行
之方案

－落實評選方案與計畫內容扣合

■合理估算技服費用
之方案

技服費用是否合理
（＊詳述如後簡報）

規設
機關新增需求卻未相應增加工 機關落實執行紀律及審查；若有

1212

規設
執行

程預算或工期；或機關未依計
畫及預算把關審查設計方案

；
新增需求致需修正計畫時，應盡
速辦理，工程會並建立溝通平台

執行成效 ‧ 日益精進公共建設
執行概況

工程品質績效提升工程品質績效提升

全國108年工程查核甲等以上比率為62 2% 創16年全國108年工程查核甲等以上比率為62.2%，創16年
來最高。

62%

59 27%

60%

丙等比率 甲等以上比率
62.2%

43.98%

40 .38%
38 45% 45 35%

47 .89%

53 .03%
55.56%

5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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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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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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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 94年 95年 96年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推動公建．仰賴民力公共建設
執行概況

建築師及顧問機構
技術服務

近4年
技術服務

參與比率高
5千萬元以上工程

委請規劃設計 每年機關決標參與比率高

80
委請規劃設計
監造金額比率 技術服務金額

382達80%以上 約382億元

專案管理 規劃
技服業者參與工程

技服產業
於公共工程

專案管理、規劃、
設計、監造等多項工作

於公共工程
具有關鍵角色

創造工程總經費價值

3433
88

具有關鍵角色
約3433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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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
工程履約階段工程履約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協調改善國內營造產業缺工現象協調改善國內營造產業缺工現象

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全面精進

營造業屬火車頭工業，帶動許多關聯產業的發展，本會已協調勞
動部合理修正公共工程之外籍營造工規定因應需求，並刻與內政
部 部 經濟部合作推 整 之改善 施部、勞動部及經濟部合作推動整體性之改善措施。

解決對策原因檢討 解決對策原因檢討

本國勞工參與營造業之
全面落實技術證照制度，強化技術士

本國勞工參與營造業之
誘因不足

及技術工培訓及考用合一
串聯技術士、工之訓練、考照及聘用，依規定
或契約落實聘用，業主如有技術士需求，核實
編列預算給予相對待遇以吸引勞 投入

營造業自動化尚不普及，
致人力需求無法減少

鼓勵輔導營建自動化，減少現場人力需求
實際鼓勵廠商發展營建自動化(產業創新投資抵

編列預算給予相對待遇以吸引勞工投入。

充份調查與釐清，化解外界疑慮，因應急需民間工程無法進用外籍營
造工因應目前需求

實 ( 資
減)，並由源頭設計開始要求採用自動化設計。

應有調查之事實需求 且應敘明營造業仍會優造工因應目前需求
1717

應有調查之事實需求，且應敘明營造業仍會優
先進用本國勞工及其他可帶動本國勞工就業機
會的正面效益。

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
工程履約階段工程履約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勞動部於勞動部於109109年年33月月3131日修正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日修正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

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全面精進

 刪除公共工程申請外籍營造工之百億計畫門檻。
 增加外籍營造工驗收留用人數比例。
 增訂政府計畫工程有增加外國人核配比例之必要，報經行政院核定者，
得增加外籍營造工核配上限。

勞動部於勞動部於109109年年77月月3131日修正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日修正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調降申請門檻為工程契約金額1億元，同一雇主5千萬元以上未達1億元為 額 元 元以 元
也可數案合併申請。

 刪除本國及外籍營造工比例。

工程會於工程會於109109年年11月月1414日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日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刪除關於本國勞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之條文。刪除關於本國勞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之條文

工程會於工程會於109109年年1111月月1616日發布解釋函日發布解釋函
 履約中之採購案件 原契約約定依法規進用外籍營造工須扣除本外勞價

18
1818

 履約中之採購案件，原契約約定依法規進用外籍營造工須扣除本外勞價
差者，就尚未辦理估驗部分，得合意變更契約或依廠商資料核實分析。

機關機關研提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研提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
計畫預算階段計畫預算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預算法§32~§34：先有計畫，才有預算

機關機關研提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研提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全面精進

各主管機關所定之施政計畫及概算，得視需要，為長期之規劃擬編；重
要公共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預算。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預算。

需求不明，先辦理委託規劃

109年度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16點第2項
各機關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 應自設定建造標準時 即審各機關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應自設定建造標準時，即審
酌其工程定位及功能，對應提出妥適之建造標準，並從預算編列、設計、
施工、監造到驗收各階段，均依所設定之建造標準落實執行，以有效運
用政府預算用政府預算。

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 不適用於特殊工程：醫院、劇院…
• 得專案計列：特殊設備、智慧建築、綠建築、用途係數、挑得專案計列：特殊設備 智慧建築 綠建築 用途係數 挑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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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合理估算技服費用機關應合理估算技服費用
規設招標階段規設招標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109年9月9日修正技服辦法：

機關應合理估算技服費用機關應合理估算技服費用全面精進

編列合理技編列合理技
術服務費用術服務費用 依個案所需工作項目、人月數及薪資等特性合理估算

預算 並作為擇定履約階段服務費用計算方式之參考

技服預算核實估列，不因計費方式而有不同費用

術服務費用術服務費用

合理百分比合理百分比 刪除百分比附表上限性質，因應合理費用
預算，並作為擇定履約階段服務費用計算方式之參考

刪除原列附表「上限 之文字 明確所列百分比為參分分
法計費內容法計費內容

非屬百分比法工作，單獨列項避免加量不加價

刪除原列附表「上限」之文字，明確所列百分比為參
考性質，因應不同難易不同費率
非屬百分比法工作 單獨列項避免加量不加價
非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範圍之額外工作，應單獨列
項供廠商報價或載明固定費用，避免加量不加價
修正工程無底價建造費用定義
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者，建造費
用依統計資料由預算金額90%修正為預算金額用依統計資料由預算金額90%修正為預算金額

感謝土水學會這1年來結合不同規模技服廠
商 無償提供務實的分析及協助 對合理化

1616

商，無償提供務實的分析及協助，對合理化
技服費用助益良多。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
全階段全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監督人員採購法為各機關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全面精進

監督人員

 司法特考營繕工程組

採購法為各機關
施政的主要工具，
應具有採購之基
本知能  調查局特考營繕工程組本知能

考試科目含採購法

公務人員

高普考試

考試科目未必含採購法

 高普考試
 地方特考

考試科目未必含採購法

考試引導教學 導致監督人員較辦理採購考試引導教學，導致監督人員較辦理採購
人員熟悉採購法
廠商人員參與採購亦有瞭解之必要

1919
廠商人員參與採購亦有瞭解之必要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
全階段全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推動採購法納入大學授課科目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全面精進

•推動採購法納入大學授課科目
•協調教育部將採購法納入大學
教育

教教
教育

教教

•推動採購法納入國家考試科目考考 •協調考試院將採購法納入考科考考

•實際從事人員加強採購法相關訓訓 實際從事人員加強採購法相關
專業知識訓訓

2020

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
工程履約階段工程履約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協調改善國內營造產業缺工現象協調改善國內營造產業缺工現象

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全面精進

營造業屬火車頭工業，帶動許多關聯產業的發展，本會已協調勞
動部合理修正公共工程之外籍營造工規定因應需求，並刻與內政
部 部 經濟部合作推 整 之改善 施部、勞動部及經濟部合作推動整體性之改善措施。

解決對策原因檢討 解決對策原因檢討

本國勞工參與營造業之
全面落實技術證照制度，強化技術士

本國勞工參與營造業之
誘因不足

及技術工培訓及考用合一
串聯技術士、工之訓練、考照及聘用，依規定
或契約落實聘用，業主如有技術士需求，核實
編列預算給予相對待遇以吸引勞 投入

營造業自動化尚不普及，
致人力需求無法減少

鼓勵輔導營建自動化，減少現場人力需求
實際鼓勵廠商發展營建自動化(產業創新投資抵

編列預算給予相對待遇以吸引勞工投入。

充份調查與釐清，化解外界疑慮，因應急需民間工程無法進用外籍營
造工因應目前需求

實 ( 資
減)，並由源頭設計開始要求採用自動化設計。

應有調查之事實需求 且應敘明營造業仍會優造工因應目前需求
1717

應有調查之事實需求，且應敘明營造業仍會優
先進用本國勞工及其他可帶動本國勞工就業機
會的正面效益。

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
工程履約階段工程履約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勞動部於勞動部於109109年年33月月3131日修正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日修正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

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機關整合解決長短期缺工問題全面精進

 刪除公共工程申請外籍營造工之百億計畫門檻。
 增加外籍營造工驗收留用人數比例。
 增訂政府計畫工程有增加外國人核配比例之必要，報經行政院核定者，
得增加外籍營造工核配上限。

勞動部於勞動部於109109年年77月月3131日修正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日修正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調降申請門檻為工程契約金額1億元，同一雇主5千萬元以上未達1億元為 額 元 元以 元
也可數案合併申請。

 刪除本國及外籍營造工比例。

工程會於工程會於109109年年11月月1414日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日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刪除關於本國勞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之條文。刪除關於本國勞工與外籍營造工價差需扣除之條文

工程會於工程會於109109年年1111月月1616日發布解釋函日發布解釋函
 履約中之採購案件 原契約約定依法規進用外籍營造工須扣除本外勞價

18
1818

 履約中之採購案件，原契約約定依法規進用外籍營造工須扣除本外勞價
差者，就尚未辦理估驗部分，得合意變更契約或依廠商資料核實分析。

機關機關研提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研提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
計畫預算階段計畫預算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預算法§32~§34：先有計畫，才有預算

機關機關研提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研提計畫應扣合需求定位全面精進

各主管機關所定之施政計畫及概算，得視需要，為長期之規劃擬編；重
要公共建設及重大施政計畫，應先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
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預算。分析報告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始得編列預算。

需求不明，先辦理委託規劃

109年度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16點第2項
各機關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 應自設定建造標準時 即審各機關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應自設定建造標準時，即審
酌其工程定位及功能，對應提出妥適之建造標準，並從預算編列、設計、
施工、監造到驗收各階段，均依所設定之建造標準落實執行，以有效運
用政府預算用政府預算。

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
• 不適用於特殊工程：醫院、劇院…
• 得專案計列：特殊設備、智慧建築、綠建築、用途係數、挑得專案計列：特殊設備 智慧建築 綠建築 用途係數 挑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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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合理估算技服費用機關應合理估算技服費用
規設招標階段規設招標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109年9月9日修正技服辦法：

機關應合理估算技服費用機關應合理估算技服費用全面精進

編列合理技編列合理技
術服務費用術服務費用 依個案所需工作項目、人月數及薪資等特性合理估算

預算 並作為擇定履約階段服務費用計算方式之參考

技服預算核實估列，不因計費方式而有不同費用

術服務費用術服務費用

合理百分比合理百分比 刪除百分比附表上限性質，因應合理費用
預算，並作為擇定履約階段服務費用計算方式之參考

刪除原列附表「上限 之文字 明確所列百分比為參分分
法計費內容法計費內容

非屬百分比法工作，單獨列項避免加量不加價

刪除原列附表「上限」之文字，明確所列百分比為參
考性質，因應不同難易不同費率
非屬百分比法工作 單獨列項避免加量不加價
非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範圍之額外工作，應單獨列
項供廠商報價或載明固定費用，避免加量不加價
修正工程無底價建造費用定義
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者，建造費
用依統計資料由預算金額90%修正為預算金額用依統計資料由預算金額90%修正為預算金額

感謝土水學會這1年來結合不同規模技服廠
商 無償提供務實的分析及協助 對合理化

1616

商，無償提供務實的分析及協助，對合理化
技服費用助益良多。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
全階段全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監督人員採購法為各機關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全面精進

監督人員

 司法特考營繕工程組

採購法為各機關
施政的主要工具，
應具有採購之基
本知能  調查局特考營繕工程組本知能

考試科目含採購法

公務人員

高普考試

考試科目未必含採購法

 高普考試
 地方特考

考試科目未必含採購法

考試引導教學 導致監督人員較辦理採購考試引導教學，導致監督人員較辦理採購
人員熟悉採購法
廠商人員參與採購亦有瞭解之必要

1919
廠商人員參與採購亦有瞭解之必要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
全階段全階段

機關帶頭
全面精進

推動採購法納入大學授課科目

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倡議採購法納入教考制度全面精進

•推動採購法納入大學授課科目
•協調教育部將採購法納入大學
教育

教教
教育

教教

•推動採購法納入國家考試科目考考 •協調考試院將採購法納入考科考考

•實際從事人員加強採購法相關訓訓 實際從事人員加強採購法相關
專業知識訓訓

2020

參 攜手合作參 攜手合作 共創金質共創金質參、攜手合作參、攜手合作 ‧ ‧ 共創金質共創金質

2121

金質案例 ‧ 標竿學習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臺中市豐原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新

臺中市豐原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 期
-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新
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臺中市水湳 號道路與中科東
222222222222

臺中市水湳40M-11號道路與中科東
向道路銜接工程 2222

參 攜手合作參 攜手合作 共創金質共創金質參、攜手合作參、攜手合作 ‧ ‧ 共創金質共創金質

2121

金質案例 ‧ 標竿學習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臺中市豐原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一期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新

臺中市豐原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 期
-污水處理廠新建工程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二號基地新
建公營住宅統包工程

臺中市水湳 號道路與中科東
222222222222

臺中市水湳40M-11號道路與中科東
向道路銜接工程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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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專題演講：產官學研攜手‧共築工程未來

同舟共濟 ‧ 整體思維結語

片段思考片段思考 整體思維整體思維
真慶幸，真慶幸，
洞不是破在我洞不是破在我

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們這一邊們這一邊!?!?

工程全生命週期 整體思維

2929

產官學研 ‧ 共好共榮結語

產業與業主 產業與業主
建構優質工程環境，
業主滿意

政府研究共榮共好

機關機構

與夥伴

大專促進產業正面循環，
向上提升

3030
院校

向上提升

案例反思 ‧ 引以為鑑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富岡漁港災後復建工程 左營港東5-東7碼頭修建工程

設計內容與實際脫節 預算編列與實際脫節

2525

案例反思 ‧ 引以為鑑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為利全國公共工程順利推動，有效解決疑難，本會逐步
收集整理前述案例 建立五類資料庫 作為後續借鏡。收集整理前述案例，建立五類資料庫，作為後續借鏡。

工程失敗案例 解決問題案例
協調解決各部

金質獎案例 稽核案例工程失敗案例 解決問題案例
協調解決各部
會疑難案例

金質獎案例 稽核案例

工程失敗案例工程失敗案例

橋梁

工程失敗案例工程失敗案例
工程類型

總計土木 橋梁

21%
建築

30%

總計
(階段)

土木
建築

橋梁 水利 大地 道路運輸 其他

設計 10 2 1 5 7 14 39
水利

10%
道路其他

生
命
週
期

設計 10 2 1 5 7 14 39

施工 11 10 5 9 14 19 68

大地

6%

道路

運輸

14%

其他

19%
期 維護

管理 4 0 1 2 1 3 11

總計(類型) 25 12 7 16 22 36 118 14%

2626

總計(類型) 25 12 7 16 22 36 118

工程失敗案例統計資料

金質案例 ‧ 標竿學習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指派專人於鋼構廠監督製• 鋼材採創新工法，

增加防蝕能力

• 指派專人於鋼構廠監督製
程及組立作業

針 廠商自主檢 進• 選擇較佳橋梁吊索
抽換方式，提升維
管效率

• 針對廠商自主檢查成果進
行查證，確保品質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
管效率

承攬廠商
•• 協調管線單位協調管線單位

遷移遷移
• 施工管制良好，兼

顧交維安全遷移遷移

•• 統一挖補縮短統一挖補縮短
管遷期程管遷期程

顧交維安

• 辦理協力廠商及供
料商品質稽核，落管遷期程管遷期程 料商品質稽核 落
實自主檢查

23232323臺中市水湳臺中市水湳40M40M--1111號道路與中科號道路與中科東向東向道路銜接工程道路銜接工程

案例反思 ‧ 引以為鑑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高雄海洋科技產創專區
深水池新建工程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
主體航廈工程

計畫未扣合需求定位

深水池新建 程 主體航廈工程

評選方案未扣合計畫
實驗

北向
透氣
高窗

屋頂鋪設
透光型太

休
息
室維

高窗

吸
波 透空

綠化
格柵

透光型太
陽能板

潛
水
設
備

維
修
出
入
口

機
房

格柵

深水池(M)
36X30X12(H)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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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業界 ‧ 共創金質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計畫核定 參與評選 設計結果
監造及專
案管理應 了解相關

後，技術
顧問進場

階段，務
實提出可

考量計畫
預算、期

案管理應
掌握工程

全貌

法令及技
術規範，顧問進場

協助機關
實提出可
行方案參

預算 期
程及施工

全貌

營造廠商

術規範，
共同解決

至完工 與競爭 可行性 營造廠商
依約施作

疑難

2727

肆 結語肆 結語肆、結語肆、結語

2828

同舟共濟 ‧ 整體思維結語

片段思考片段思考 整體思維整體思維
真慶幸，真慶幸，
洞不是破在我洞不是破在我

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們這一邊們這一邊!?!?

工程全生命週期 整體思維

2929

產官學研 ‧ 共好共榮結語

產業與業主 產業與業主
建構優質工程環境，
業主滿意

政府研究共榮共好

機關機構

與夥伴

大專促進產業正面循環，
向上提升

3030
院校

向上提升

案例反思 ‧ 引以為鑑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富岡漁港災後復建工程 左營港東5-東7碼頭修建工程

設計內容與實際脫節 預算編列與實際脫節

2525

案例反思 ‧ 引以為鑑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為利全國公共工程順利推動，有效解決疑難，本會逐步
收集整理前述案例 建立五類資料庫 作為後續借鏡。收集整理前述案例，建立五類資料庫，作為後續借鏡。

工程失敗案例 解決問題案例
協調解決各部

金質獎案例 稽核案例工程失敗案例 解決問題案例
協調解決各部
會疑難案例

金質獎案例 稽核案例

工程失敗案例工程失敗案例

橋梁

工程失敗案例工程失敗案例
工程類型

總計土木 橋梁

21%
建築

30%

總計
(階段)

土木
建築

橋梁 水利 大地 道路運輸 其他

設計 10 2 1 5 7 14 39
水利

10%
道路其他

生
命
週
期

設計 10 2 1 5 7 14 39

施工 11 10 5 9 14 19 68

大地

6%

道路

運輸

14%

其他

19%
期 維護

管理 4 0 1 2 1 3 11

總計(類型) 25 12 7 16 22 36 118 14%

2626

總計(類型) 25 12 7 16 22 36 118

工程失敗案例統計資料

期許業界 ‧ 共創金質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計畫核定 參與評選 設計結果
監造及專
案管理應 了解相關

後，技術
顧問進場

階段，務
實提出可

考量計畫
預算、期

案管理應
掌握工程

全貌

法令及技
術規範，顧問進場

協助機關
實提出可
行方案參

預算 期
程及施工

全貌

營造廠商

術規範，
共同解決

至完工 與競爭 可行性 營造廠商
依約施作

疑難

2727

肆 結語肆 結語肆、結語肆、結語

2828

簡報完畢 • 敬請指教

金質案例 ‧ 標竿學習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設計單位 監造單位
指派專人於鋼構廠監督製• 鋼材採創新工法，

增加防蝕能力

• 指派專人於鋼構廠監督製
程及組立作業

針 廠商自主檢 進• 選擇較佳橋梁吊索
抽換方式，提升維
管效率

• 針對廠商自主檢查成果進
行查證，確保品質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
管效率

承攬廠商
•• 協調管線單位協調管線單位

遷移遷移
• 施工管制良好，兼

顧交維安全遷移遷移

•• 統一挖補縮短統一挖補縮短
管遷期程管遷期程

顧交維安

• 辦理協力廠商及供
料商品質稽核，落管遷期程管遷期程 料商品質稽核 落
實自主檢查

23232323臺中市水湳臺中市水湳40M40M--1111號道路與中科號道路與中科東向東向道路銜接工程道路銜接工程

案例反思 ‧ 引以為鑑摧手合作
共創金質

高雄海洋科技產創專區
深水池新建工程

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區
主體航廈工程

計畫未扣合需求定位

深水池新建 程 主體航廈工程

評選方案未扣合計畫
實驗

北向
透氣
高窗

屋頂鋪設
透光型太

休
息
室維

高窗

吸
波 透空

綠化
格柵

透光型太
陽能板

潛
水
設
備

維
修
出
入
口

機
房

格柵

深水池(M)
36X30X12(H)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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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服辦法之額外服務工作項目計費

 建議
研議技服辦法之額外服務工作項目計費

附表二、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

技服辦法附表一、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

5第5條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規劃，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服務項目擇定之：

八、製作工程計畫書。如設計準則、規範等級
說明、構造物型式及施工法(含特殊構造物
方案及比較)、材料種類、結構及設備系統
概要說明、構造物耐震及防蝕對策、營建
土石方處理、工程計畫期程、工程經費概
算等初步建議。

九、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規劃。
十、施工計畫、交通維持計畫、監測及緊急應
變等初步規劃。

十一、使用期限規劃及維護管理策略。
十二、規劃報告。
十三、其他與規劃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契

約之技術服務

一、勘察工程基地。
二、繪製工程基地位置圖。
三、可行性研究結果之檢討及建議。
四、測量、地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土
壤調查及試驗、水文氣象觀測及調
查、材料調查及試驗、模型試驗及
其他調查、試驗或勘測。

五、計畫相關資料之補充、分析及評估。
六、運輸規劃。
七、製作規劃圖說。如配置圖、平面圖、
立面圖及具代表性之剖面圖等草案
構想。

4第4條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可行性研究，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服務項目
擇定之：

七、方案研擬及比較評估。

八、計畫成本之初估及經濟效益評估。

九、財務之分析及建議。

十、風險及不定性分析。

十一、經營管理方式之研究。

十二、初步運輸及交通衝擊評估。

十三、可行性報告及建議。

十四、其他與可行性研究有關且載明
於招標文件或契約之技術服務。

一、計畫概要之研擬。

二、初步踏勘及現況調查。

三、研究工址相關範圍既有地形圖、
測量、地質、土壤、水文氣象、材料
等資料蒐集及其他調查、試驗或勘測。

四、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調查及研究。

五、計畫需求調查及分析。

六、計畫相關資料之分析、整理及評估。

7第6條(2)

一、基本設計
(一)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料之檢討及
建議。

(二)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詳細測量、詳細地
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及招標
文件所載其他詳細調查、試驗或勘測。

(三)基本設計圖文資料：
1.構造物及其環境配置規劃設計圖。
2.基本設計圖。如平面圖、立面圖、剖
面圖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基本設計圖。
3.結構及設備系統研擬。
4.工程材料方案評估比較。
5.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案評估比較。

6.特殊構造物方案評估比較。
7.構造物耐震對策評估報告。
8.構造物防蝕對策評估報告。
9.綱要規範。
(四)量體計算分析及法規之檢討。
(五)細部設計準則之研擬。
(六)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案。
(七)施工規劃及施工初步時程之擬訂。
(八)成本概估。
(九)採購策略及分標原則之研訂。
(十)基本設計報告。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設計，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服務項目擇定之：

3參考資料

 政府採購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109.09.09)

 附表一、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參考表

 附表二、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
百分比參考表

6第6條(1)

一、基本設計：
(一)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料之檢討及
建議。

(二)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詳細測量、詳細地
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及招標
文件所載其他詳細調查、試驗或勘測。

(三)基本設計圖文資料：
1.構造物及其環境配置規劃設計圖。
2.基本設計圖。如平面圖、立面圖、剖
面圖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基本設計圖。

3.結構及設備系統研擬。
4.工程材料方案評估比較。
5.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案評估比較。
6.特殊構造物方案評估比較。
7.構造物耐震對策評估報告。
8.構造物防蝕對策評估報告。
9.綱要規範。
(四)量體計算分析及法規之檢討。
(五)細部設計準則之研擬。
(六)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案。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設計，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下列服務項目擇定之：

柯鎮洋董事長演講

額外服務工作項目
計費研議

技服辦法之

DOI: 10.6653/MoCICHE.202012_47(6).0002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係於民國 88年 5月頒行，二十餘年來，在現有法令或規定愈來愈嚴謹情
況下，造成政府各單位要求辦理之事項也愈來愈多。為使計畫推動順利，工程主辦機關常會依據建造費用百分比法編列

技術服務預算，但將許多原本不屬於設計範疇之項目於契約內載明要求設計廠商辦理，設計廠商對於這些工作有些需另

委託專業廠商辦理，有些需增加人力自辦，但政府採購法於技術服務費率制定當時多數無此類工作，因此亦無相對應之

費用，形成加量不加價之不合理現象。

合理解決之道乃是在原本不屬於設計範疇之技術服務項目，應單獨編列費用或依實作數量結算，此類工項整理如下。

柯鎮洋／台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結構技師、土木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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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6條(3)

二、細部設計
(一)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補充測量、補充地
質調查、補充鑽探及試驗及 其他必要之
補充調查、試驗。

(二)細部設計圖文資料：

1.工程圖文資料。如配置圖、平面圖、立
面圖、剖面圖、排水配置圖、地質柱
狀圖等。

2.結構圖文資料。如結構詳圖、結構計算
書等。

3.設備圖文資料。如水、電、空調、消防、
電信、機械、儀控等設備詳圖、計算
書、規範等。

(三)施工或材料規範之編擬。

(四)工程或材料數量之估算及編製。

(五)成本分析及估算。

(六)施工計畫及交通維持計畫之擬訂。

(七)分標計畫及施工進度之擬訂及整合。

(八)發包預算及招標文件之編擬。

1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河川公地申請
工作細項  河床地形測量；公頃

 河床質採樣；處
 申請所需計畫書編撰
水文水理分析
最大可能沖刷深度分析
河防安全影響評估報告
施工計畫書
環境影響說明計畫書
防汛應變計畫書
管理維護計畫書
河川使用土地清冊
河川地使用後復舊計畫書
河防建造物開挖暨復建計畫書

預算編列要則 影響範圍

1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補充測量(陸上)

工作細項

 地形測量(平地、不同比例尺)；公頃
 地形測量(山坡地、不同比例尺)；公頃
 導線測量；公尺
 控制點測量；處
 已知控制點檢測；處
 石樁埋設；處
 鋼樁埋設；處
 道路、河川及溝渠斷面測量；公尺
 路權界址鑑界；筆
 獨立點座標及高程測量；點
 都計樁檢核；點
 測量成果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公頃

10第8條

一、有關專業技術之資料與報告之研究、
評審及補充。

二、替代方案、工程設計及施工可行性之
審查及建議。

三、各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說明書、
報告書之編製及送審。

四、水土保持計畫之辦理及送審。
五、申請公有建築物候選綠建築證書或
綠建築標章。

六、特殊設備之設計、審查、監造、檢驗
及安裝之監督。

七、操作及維護人員之訓練。

八、協辦有關器材、設備及零件之採購。
九、關於生產及營運技術之改善。
十、設施安全之評估。
十一、協辦設備之操作及營運管理。
十二、操作及維護手冊之編擬。
十三、價值工程分析。
十四、協助處理民眾抗爭、災害搶救或

管線遷移等事項。
十五、其他與技術服務有關且載明於招

標文件或契約之事項。

機關委託廠商辦理第四條至第七條之服務，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擇定下列服務項
目，併案招標，或另案辦理招標：

1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補充地質調查及試驗(陸上)

工作細項

 現地鑽探、取樣及現場試驗
 鑽孔進尺費(土層)；鑽孔進尺費(礫石層)；鑽孔進尺費(軟岩)；
鑽孔進尺費(硬岩)

 標準貫入試驗及劈管取樣；透水試驗；地球物理探測；垂直平鈑
載重試驗；現地直接剪力試驗；現地密度與篩分析試驗

 水位井安裝及觀測
 機具器材運搬費；鑽孔配合費
 岩心箱；岩心鑑定記錄
 便道修建費；搭架費；地上物補償(含土地租金)
 工安管理、環保及保險費
 設計單位之現場督導費
 室內試驗
 報告及其他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及地形困難度編列

1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都市設計審議(多目標使用申請)

工作細項

 都市設計審議報告

 多目標使用申請報告之製作

 審議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及建物棟數而定

1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都市計畫變更

工作細項

 主要計畫變更(不同面積)含都市設計審議
報告、多目標使用申請報告之製作及審議

 細部計畫變更(不同面積)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不同訂定

9第6條(4)

三、代辦申請建築執照與水、電、空調、消防或電信之工程設計圖說資料送審。
四、協辦下列招標及決標有關事項：
(一)各項招標作業，包括參與標前會議、設計、施工說明會。
(二)招標文件之釋疑、變更或補充。
(三)投標廠商、分包廠商、設備製造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詢。
(四)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五)契約之簽訂。
(六)招標、開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理。

五、其他與設計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契約之技術服務。
前項設計，應符合節省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環境、節約資源、
經濟耐用等目的，並考量景觀、自然生態、生活美學及性別、身心障礙、
高齡、兒童等使用者友善環境。

1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水土保持計畫

工作細項

資料蒐集分析與計算

區域地質分析

水土保持工程(整地、道路、排水設施)

邊坡保護

植生工程

開發期間因應各階段施工之防災設施書圖製作

預算編列要則 依據面積大小及工程特性評估工作量

1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工作細項

1.環境現況補充調查--可先蒐集既有環境資料，若有
不足再進行必要之補充調查；按實計價。

2.環境影響差異分析技術服務--包含：變更前後環境
影響差異分析、環保對策檢討及修正、報告撰寫、
環評審查簡報製作、審查意見回覆等。

預算編列要則 按實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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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文化資產調查(陸上)

工作細項

考古探坑試掘
視田野調查結果，若基地範圍可能涉及文化遺址
分布，可進行探坑試掘予以確認，考古鑽探

文獻蒐集分析
工作量配合監看範圍及日數並視計畫區範圍大小
、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議題而定

考古監看
視需要執行，用於輔助確認探坑試掘結果

預算編列要則 實做計價

1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濕地明智利用徵詢

工作細項

資料收集研閱

現地勘查訪談

利用方式研究分析建議

預算編列要則 次

1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實施開發利用行為調查

工作細項

陸域生態調查；季次

水域生態調查；點次

海域生態調查；點次

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及對策研擬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生態環境影響評估、
擬定生態環境保育對策或替代方案

預算編列要則 實做計價

2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交通量調查(設計階段)

工作細項

主要路口與路段之尖峰小時交通量現地調查

主要道路行駛速率現地調查

主要道路路口與路段之監測交通量資料蒐集

成果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處次

2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設計階段風險評估報告

工作細項

風險項目辨識

對策

殘餘風險

預算編列要則 約設計服務費之0.5%，但不少於15萬元

2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樹木調查及保護移植計畫

工作細項

樹木樹種數量調查；公頃

樹木健康調查評估；株

撰寫保護移植計畫

預算編列要則 實做計價

2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公共藝術策畫

工作細項 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

預算編列要則 公共藝術設置經費之10~15%

2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出流管制計畫

工作細項

基本資料及基地現況調查(淹水訪談作業及紀錄)

土地開發前後逕流量計算及出流管制量訂定

削減洪峰流量方案研擬

土地開發對區外排水影響評估

出流管制設施工程計畫

出流管制設施使用管理與維護計畫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2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生態檢核

工作細項
 生態調查；點次

 設計階段生態評估檢討

預算編列要則 實做計價

2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BIM模型之建置與管理

工作細項
BIM設計及空間衝突檢查

設計模型管理

預算編列要則

BIM設計及空間衝突檢查
土建部分約其細部設計服務費之5%

機電部分約其細部設計服務費之15%。

設計模型管理
約細部設計服務費之2%



Vol. 47, No. 6   December 2020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10

論壇摘錄：技服辦法之額外服務工作項目計費研議

3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管線調查及試挖

工作細項

管線資料蒐集及現場調查

非破壞性調查(透地雷達)

非破壞性調查(跨孔式地電阻法)

非破壞性調查(時間域電磁法)

管線試挖及復舊

調查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依試挖深度、範圍及困難度編列

2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用水計畫書

工作細項

1.計畫用水量評估(含節約用水措施及設施規劃、
用水平衡圖、污水處理及排放等)

2.水源供應規劃(含周邊可供水源、預定取得水源、
供水系統規劃、用水自動化管理系統等)

3.缺水應變措施研擬
(含生活及其他用水、工業用水等)

4.用水計畫審查與撰寫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及人口數

3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土石流調查與評估

工作細項
土石流現況與保全對象調查

影響評估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依溪流集水區地形困難度

3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電力系統衝擊分析

工作細項

1. 電力系統衝擊分析(含電力潮流分析、故障電
流分析、電壓變動分析、電壓閃爍分析、功
率因數分析、諧波管制分析、電壓持續運轉
分析)

2. 暫態穩定度分析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3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作業

工作細項

地表地質調查

地質鑽探及取樣

地球物理探測

現地取樣試驗

室內試驗

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及地形困難度編列：視需要納入GEO2010
資料庫建置費

3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防風林補植計畫

工作細項

補植區動、植物生態調查評析

補植區土壤鹽害、土壤貧瘠度調查分析

補植區飛砂、風害、潮害、高溫乾燥等危害因子
調查分析

防風林補植計畫整體規劃

防風林補植設計

預算編列要則
規劃：約防風林補植工程預算之2.5%

設計：約工程費之5%

3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用地權屬調查

工作細項 用地範圍權屬資料整理、分析及申請

預算編列要則 公頃

3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用地費及拆遷補償費評估

工作細項

土地協議市價查估、評定

土地徵收市價查估、評定

地上物補償費查估、製作報核

協議價購會議

預算編列要則 公頃次(或年度)

2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

工作細項
海洋生態環境調查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

預算編列要則
應另含專案小組與海審大會之相關審查作業
所需費用。

3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之作業費

工作細項
山坡地現況與保全對象調查

山坡地加強工程設計

預算編列要則 依面積大小與地形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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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沿線構造物調查(設計階段)

工作細項 1.建物識別(含公共結構物)設計階段「沿線構造物
調查」係為評估兩側建物受潛盾鑽掘或深開挖影
響以及建物保護設計之用。內容包含結構型態
(建材、柱間距等)、基礎型式、基礎/地下室深度
、與本工程距離等。

2. 建物傾斜度調查

3. 成果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依建築物棟數

3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現地噪音量測及落錘實驗
(與噪音振動評估報告相關)

工作細項

噪音量測

落錘實驗

評估報告

預算編列要則 量測處數

4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工程碳盤查或碳排放量評估

工作細項

工程排碳量估算(工程細設成果)

工程施工期間碳盤查

工程開發營運期間碳盤查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4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既有結構耐震能力評估

工作細項 資料蒐集。
現況調查。
混凝土抗壓強度試驗、中性化深度檢測、
及氯離子含量檢測。

耐震能力詳細評估。
耐震補強方案規劃。
耐震補強經費概估。
長期腐蝕監測計畫。

預算編列要則 樓地板面積

4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健康風險評估

工作細項
依據環保署「健康風險評估技術規範」進行
開發工程對鄰近區域居民之健康風險評估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4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風洞試驗

工作細項

1.場地租用費

2.試驗(含模型製作(不同比例不同尺寸)、環境
風場調查、主體構造風力情況評估、外部被
覆物局部風力情況評估)

3.報告撰寫

預算編列要則 場地規模因案而異

4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水工模型試驗

工作細項

1.試驗場地租用費

2.試驗(含水工模型與河道模型建置、量測設
備整備、試驗人員勞務費、數值模型驗證)

3.試驗報告撰寫

預算編列要則 場地規模因案而異

4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消防性能驗證分析與審查

工作細項

火災煙控分析

動態避難分析

消防水力電腦模擬計算(若需要)

預算編列要則 建築物總容積(m3)

4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文宣及宣導品

工作細項

文案企劃

文宣製作

印刷費用

預算編列要則 頁，份

4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影片、動畫、模型製作

工作細項

工程簡介影片拍攝與製作

動畫製作

模型製作(不同比例不同尺寸)

預算編列要則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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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網站架設及定期更新

工作細項

網站架設
網站維護
網站平台租用費
伺服器主機
伺服器軟體及用戶端授權
 NAS儲存設備
防火牆
網路交換器
 SQL資料庫軟體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部、套

5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施工期間派員赴工址(國內)技術諮詢

工作細項

出席費

交通費

住宿費

雜費

預算編列要則 依實際發生數量結算

5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配合海外參訪

工作細項

機票

地區交通費、生活費及公費--參照「中央政
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
支數額表」編列

預算編列要則 依實際發生數量結算

5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派駐機關人力

工作細項 工程師(年資0~2年)
工程師(年資3~5年)
工程師(年資6~10年)
工程師(年資11~15年)
工程師(年資16~20年)
行政人員(專科及以下)
行政人員(學士)
行政人員(碩士)

預算編列要則 人月

54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施工階段BIM審查

工作細項

可施工性檢討

4D工項排程

衝突檢查

施工模擬

材料估算

竣工模型

預算編列要則 約設計階段BIM模型建置費用之25%

55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無人機施工紀錄

工作細項 依據民用航空法之遙控無人機專章相關規定

預算編列要則 公頃

4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設計階段

工作項目 舉辦研討會議

工作細項
研討會議之場地費、宣傳費、交通、住宿、
膳食、保險及設計單位配合人月費與管理費

預算編列要則 場次

53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二級品管抽驗

工作細項 各項檢試驗費

預算編列要則
※費用應編列於機關工程管理費內。如編列
於監造或施工廠商契約內，應比照職安衛
設施編列方式，逐項編列按實作數量計價

56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價值工程分析

工作細項

資訊收集
創意構想階段
評估判斷階段
細部發展階段
簡報建議階段

預算編列要則
※不宜由監造廠商辦理，交由價值工程研析
學會

57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全程駐廠品質控制(國內)

工作細項

駐廠人日費--監造人日單價=(監造人月費
/168)*8，交通費

住宿費

雜費

預算編列要則 人日、人次、依實際發生數量結算



余信遠執副於年會中演講

Vol. 47, No. 6   December 2020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 13

109年年會特別報導

58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赴國外廠驗或驗廠

工作細項
機票

地區交通費、生活費及公費

預算編列要則 人日、人次、依實際發生數量結算

59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終止契約另案發包評估(含法律諮詢)

工作細項

各項工程銜接之安排

原分包廠商後續事宜之處理

工程預付款扣回方式

以施作未請領工程款廠商是否由該廠商請款

工程款請領發票之開立及撥付方式

應澄清或確認之事項

預算編列要則 ※應以契約變更另行議價

60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爭議調解及仲裁訴訟文件撰寫/出席

工作細項
請求調解之事項、調解標的之法律關係、
爭議情形及證據

預算編列要則 ※應以契約變更另行議價

62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工程竣工至驗收完成期間之駐地人員費用

工作細項 駐地人員

預算編列要則

 監造人時單價之1.5倍

 配合機關要求辦理，依實際發生人月數量
結算，不足月部分按比例計算

61依實際需求單獨編列預算之工作項目-監造階段

工作項目 配合營運需求之夜間施工監造

工作細項 夜間施工監造

預算編列要則

 監造人時單價之1.5倍

 晚間6時以後之施工監造；監造人時單價
=(監造人月費/168)

 依實際發生人時數量結算

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余信遠執副於年會中演講

本學會自 108年 7月受公共工程會委託研究「工程技
術服務合理費用之探討」，於 108年底結案。在與工程會
及業界交換意見後，決定自發性的展開第二階段繼續深入

研究。感謝業界各大公司，包括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泰興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康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聯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邑菖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宋裕祺研究室團隊

自 109年 3月以來，歷經 9個月十三次會議的共同研商，
及後續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亞新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的加入。期間數度對政府提出具體建議並經採納

（工程會已數次修改採購法並公告實施之）。

宋理事長帶領業界共同研究

感謝業界各公司協助研究，其間花費無數精力時間，

無私提供數據，更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本次成果豐碩，

公信度高，足為業界發聲。期望政府相關單位，採納建言

，我們將持續與各界進行溝通，齊力為公共工程技術服務

業奠定可長可久的執業環境。

全案「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編列及建議」部分成

果在年會中以論壇形式發表， 以收集更多意見，作為報告
最後定稿之參考。結案報告將於 110年 1月提交工程會。
其中「技術服務費用編列建議」，由中興顧問余信遠執行

副總主筆，一字一句

審慎推敲，務求嚴謹

客觀及公正，內容將

於下期會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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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水碧協理演講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
建議執行爭議現行契約之

探討
及

水
利

土
木

工
程

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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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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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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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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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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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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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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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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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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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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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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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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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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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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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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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理位置位於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大陸板

塊之交界地帶，地震活動相當頻繁。在臺灣大規模的

地震災害中，鋼結構建築的倒塌遠較鋼筋混凝土建築

為少，因此在國內鋼結構建築亦越來越普及；而臺灣

地狹人稠，尤其是都會地區，土地空間不敷使用，建

築勢必往高層化發展，這亦是鋼結構的優勢所在。自

上世紀 1999年集集大地震來以逾 20年，近年來更有

2016高雄美濃及 2018花蓮地震，這些地震造成對破壞

力較大之近斷層地震的新認知，臺灣地區之地震活動

頻繁，且地震特性多屬近斷層效應，根據統計，在臺

灣約有 250萬棟建築物、超過 860萬人住在活動斷層

兩側 10公里內，會受到「近斷層地震」的威脅，近斷

層地震具有大位移與速度之特性，為臺灣必須克服的

震災威脅之一。

超高層建築已逐漸在臺灣發展，鋼結構具有好的

韌性、高回收性，亦被視為綠建材的一種，也是高樓

建築中不可或缺的抗震元素。本專輯主要針對鋼結構

建築中的斜撐、複合剪力牆及自復位柱等結構構件進

行耐震性能提升之創新設計研發與實驗驗證，斜撐形

式涵蓋 Y型隅撐、強度混合型斜撐、抗彎矩消能斜

撐及夾型挫屈束制消能斜撐，也說明臺灣第一個新建

的鋼筋混凝土高樓住宅利用雙 K型鋼板斜撐的補強案

例。這些新材料或技術的研發仰賴科技部、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及產業界資助下才能有些許的研究成果

向前推進與應用，希望藉由本專輯介紹學者們多年的

研究來與工程界分享，未來能有更多的人力與資源投

入臺灣新世代的鋼結構抗震發展。

鋼結構



Y型隅撐於鋼結構設計之應用

前言

台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地震相當頻繁，就工程

設計而言，結構物之耐震性能為重要之考量。鋼材為常

見之建材，其材料性質均勻且力學性質易於掌握，其並

具有高強度、高延展性、施工便利及工期較短之特性，

實務工程上，鋼結構常應用於耐震設計。鋼結構系統

中，抗彎構架甚為常見，此系統由梁與柱以剛性接頭組

合而成，此系統具有良好之韌性 [1-3]，當結構系統受外

力作用時，其可利用梁柱接頭之剛性來維持原有的接合

角度，藉由梁柱構件之彎曲變形來抵抗側向力，並藉塑

性變形消散能量。此系統具有良好的韌性，然此系統之

側向勁度較低，應用於較高樓層之結構設計時，過大之

側向位移將影響其應用性，如圖 1所示，為提升結構承

載性能，仍有進行改善之必要。

鋼結構設計性能提升方案依需求而有不同，應用

斜撐構件為一可行之方法，斜撐構架主要係以斜撐構

件之軸力抵抗側向力，當結構承受反復地震力時，若

配置成對之同心斜撐構件於結構，兩斜撐構件將分別

承受拉力及壓力，能有效地提升結構之側向勁度，並

控制層間位移。然因勁度之提升，此系統可達之韌性

將隨之減損，且於地震力之反復作用下，常發生接合

許協隆／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  教授 

余子豪、薛培函、陳聖文／國立中央大學土木系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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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或斜撐構件之挫屈破壞，使得構架之強度與勁度降

低，影響其耐震性能，如圖 2所示，另就建築設計而

言，配置斜撐構件亦造成空間使用上之限制。

圖 1   抗彎構架承載時產生大變形 [3]

圖 2   斜撐構架承載時，斜撐因過大軸力挫屈 [3]

結構物之耐震性能為工程設計極為重要之考量，本文針對大跨距鋼結構設計上遭遇之挑戰，研擬提出以 Y型
隅撐搭配消能元件之方式解決之。此方案可大幅提升構架梁構件之支撐範圍，有效減低梁柱接頭區之梁端彎矩，

延緩主要結構桿件進入降伏之時機，達到兼顧結構強度、勁度及消能能力之目標。由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建議

之隅撐設計細節應用於剛性或半剛性之抗彎構架設計，其均能有效提升結構之性能，相信對結構安全之提升，應

可有所助益。

於 之應用Ｙ型隅撐 鋼結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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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型隅撐於鋼結構設計之應用

針對上述，在兼顧結構強度、勁度及韌性之考量

下，近年來有隅撐構架研究之提出。隅撐構架係利用

具有良好承載效能之斜撐構件加裝於抗彎構架之角隅

處，藉由隅撐對梁與柱之束制作用，將構架最大彎矩

由梁柱接頭位置轉移至隅撐與梁的交界處，避免梁柱

接頭發生脆性破壞。其相較於傳統抗彎構架，具有較

高之側向勁度，另相對於斜撐構架，其亦可提升韌

性，並能有效解決斜撐構件造成之空間使用問題。

隅撐在鋼結構設計之應用性可由 Hsu 和 Jean [4] 之

研究證實，例如隅撐構件以 45度及四分之一梁跨距方

式配置，隅撐構架之側向勁度可提升為抗彎構架之 1.3

至 1.8倍，如圖 3所示。另由 Hsu與 Li [5]之研究結果

顯示，構架除可利用隅撐改變構架最大受力位置，亦

可藉調整隅撐構件的細長比、斷面尺寸來控制隅撐構

件挫屈時機，詳如圖 4，確保主要梁、柱構件不致過

早破壞。惟就大跨距構架而言，其梁構件較一般抗彎

構架之梁為長，前述隅撐構件可支撐之梁構件範圍較

小，導致梁構件之未支撐長度過大，造成梁與隅撐接

合處因過大彎矩降伏或挫屈，再者，對較大跨距結構

而言，其所需之隅撐長度增大，隅撐構件之挫屈強度

將顯著降低，結構效能提升因之而受影響。為解決此

一問題，設計上可採 Y型隅撐方式，詳如圖 5所示，

其方法係將傳統之隅撐分段，藉以達到相同支撐區域

內減低隅撐各元件長度之目的，此設計中同時可於 Y

型隅撐之內側或外側配置消能元件，以達到構架同時

提升勁度及消能能力之目標，以下分就不同消能元件

配置之 Y型隅撐構架行為進行探討。
外側配置消能元件 Y 型隅撐構架

試驗配置

外側配置消能元件之 Y型隅撐構架如圖 6所示，

此設計中，接合板設置於梁柱接頭區，接合板內設置

滑槽，Y型隅撐則由分段隅撐元件與一組以摩擦力結合

且可於接合板內滑動之消能鋼板組成，當此 Y型隅撐

配置於抗彎構架時，構架可產生摩擦及挫屈控制等二

組機制，當消能鋼板所受外力大於最大靜摩擦力後開

始滑動，摩擦力為定值，能提供一穩定消能機制，當

滑動位移大於接合板內之滑槽長度時，消能鋼板即可

以其抗拉或抗壓強度提供構架有效支撐及能量消散。

為驗證前述研擬方案於結構設計之可行性，本研

究以一系列不同尺寸之消能鋼板搭配隅撐構件製作 Y 

型隅撐，並進行反覆載重試驗。試驗構架之柱構件尺圖 3   構架勁度因隅撐配置而大幅提升 [4]

圖 4  隅撐元件承載時之破壞模式 [5]

圖 5   隅撐構架改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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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專輯

寸為 H250 × 250 × 9 × 14，有效高度為 2,520 mm，梁

構件尺寸則為 H200 × 200 × 8 × 12，有效跨距為 5,960 

mm，梁柱構件以角鋼及高拉力螺栓連結，形成半剛性

接合，隅撐構件使用 C125 × 65 × 6 × 8 槽鋼製作，有

效長度分別為 525 mm及 1,316 mm，此配置下，隅撐

約可支撐 1/3之梁跨距，Y型隅撐構架以反復載重測試

之，外力係以伺服控制油壓動力機施加，採用漸增位

移控制方式，加載歷時如圖 7所示。

與滑槽端點接觸，此時結構仍保持於彈性狀態。當樓層

位移比達 3%時，西側消能鋼板發生挫屈，如圖 10所

示，其後，東側消能鋼板亦可發現挫屈現象，Y型隅撐

構架於樓層位移比約達 3.18%時，梁端上下翼板達到降

伏，當樓層位移比為 5%時，Y型隅撐構架之強度約為

抗彎構架之 1.74倍。就此半剛性構架而言，Y型隅撐構

架之消能量可達抗彎構架之 2.5至 3倍。

圖 6   外側配置消能元件 Y型隅撐構架

圖 7   加載歷時

承載性能

此試驗中，抗彎構架在反復載重下之承載反應良

好，如圖 8所示，構架梁端約於樓層位移比 1.78%時達

到降伏，另就本研究測試之外側配置不同消能元件之 Y

型隅撐構架而言，其遲滯行為穩定，承載模式亦相近，

如圖 9所示，結構約在樓層位移比達 0.5%時，消能鋼

板出現滑移，當結構樓層位移比約達 2%時，消能鋼板

圖 8   抗彎構架承載模式

圖 9   外側配置消能元件 Y型隅撐構架承載模式

圖 10   Y型隅撐構架之消能鋼板挫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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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型隅撐於鋼結構設計之應用

內側配置消能元件 Y 型隅撐構架

試驗配置

Y型隅撐構架設計之另一方案，可將消能元件配置

於隅撐元件之內側，如圖 11所示，本研究使用具有良

好承載行為之曲線消能鋼板作為消能機制，此曲線消能

鋼板承載模式與具有初始偏心變形之桿件類似，當其受

外力作用時，鋼板可因其幾何易於變形之特性，達到撓

曲變形控制、減低元件因高軸力而挫屈之可能。此設計

中，可維持隅撐於大區域支撐梁構件之特性，亦可因隅

撐之幾何配置在較小樓層位移時，即可在曲線消能鋼板

上，形成較大變形，有效提升結構之消能能力，曲線消

能鋼板之承載行為如圖 12所示，由圖可知，此元件在

拉、壓載重作用下，均可提供有效之強度。

曲線消能鋼板依其尺寸命名，例如 160 × 80 × 30 

代表偏心距為 160 mm、鋼板深度為 80 mm、鋼板厚度

為 30 mm。構架之梁、柱尺寸與前述試驗相同，梁柱

之接合係以剛性接頭設計，配合構架尺度，隅撐元件

以一對 C200 × 75 × 6 × 12 之槽鋼製作而成，隅撐兩端

距離為 1,100 mm。構架設計中，使用二種接合板，分

別連接梁、柱及隅撐構件，接合板厚度皆為 30 mm，

前述接合板均以鋼板加勁，避免承載時產生變形，構

架亦以伺服控制油壓動力機採漸增位移方式測試之。

承載性能

如前所述，抗彎構架承載過程中梁端於樓層位移

比 1.78%時達到降伏，由於構架設計滿足強柱弱梁要

求，因此降伏皆發生在梁柱接頭處之梁端，柱則有效

維持在彈性。另就隅撐構架而言，其遲滯行為亦極穩

定，隅撐構架之承載反應如圖 13所示，由實驗觀察可

知，西側曲線消能鋼板於構架樓層位移比 0.68%，東

側曲線消能鋼板則約於構架樓層位移比 1%時，達到

降伏，開始消能，此時，梁、柱構件均仍維持彈性。

由梁端應變發現，抗彎構架安裝隅撐後，梁柱接頭之

受力可獲得有效減低，成功地延緩梁柱接頭之梁端降

伏時機。依曲線消能鋼板斷面之不同，隅撐構架之梁

端約於樓層位移比 2.12%至 2.87%時始發生降伏，由

此可知，當抗彎構架配置此消能元件後，結構之穩定

性，可獲有效提升。

依試驗結果，隅撐構架於 5%樓層位移比之強度可

提升至抗彎構架之 2.11倍，如圖 14所示。另就能量消

散而言，抗彎構架於樓層位移比 1.78%時梁端降伏，

構架主要能量消散由此開始，惟就隅撐構架而言，在

樓層位移比介於 0.44%至 2.87%之間時，構架主要藉

由曲線消能鋼板消散能量，梁柱構件均可有效保持完

整，由此可知，在 2%樓層位移比前，結構之損壞修復

應可侷限在更換曲線消能鋼板即可，此對結構設計及

維修均有甚大助益。就本研究剛性接合之結構而言，

內側配置消能元件 Y型隅撐構架之消能量可達抗彎構

架之 2倍，如圖 15所示。

結語

結構耐震性能為國內工程設計上極為重要之考

量，本研究針對大跨距鋼結構設計上遭遇之挑戰，研

圖 11   內側配置消能元件 Y型隅撐構架

圖 12   曲線消能鋼板之承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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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提出以 Y型隅撐搭配消能元件之方式改善。此方

案可大幅提升構架梁構件之支撐範圍，有效減低梁柱

接頭區之梁端彎矩，延緩主要結構桿件進入降伏之時

機，達到兼顧結構強度、勁度及消能能力之目標。由

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建議之隅撐設計細節應用於剛

性或半剛性之抗彎構架設計，構架強度及能量消散均

可大幅提高，結構耐震性能因之有效提升，相信對結

構安全之確保，應可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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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降伏鋼板與混凝土複合剪力牆耐震性能研究

前言

國內外相關研究已經證實鋼板與混凝土複合剪力

牆系統具備優異的韌性變形能力，可提供高樓建築結

構所需側向勁度與強度。當鋼板剪力牆承受地震力

時，鋼面板側向變形除了發展的拉力場外，垂直於拉

力場方向也同時發展出壓應力，迫使鋼板挫屈，內充

填混凝土可以有效延緩鋼板挫屈。鋼面板可以充當模

板，整塊組裝完成模組節塊可在工廠預鑄，再吊裝工

地現場組裝，加快建造速度節省工時。混凝土與鋼板

復合剪力牆有許多不同的種類，在本篇論文中主要研

究的複合剪力牆系統之剪力牆體係為兩片鋼板夾混凝

土層之三明治牆體，如圖 1所示。為避免鋼板與混凝

土受挫屈力時分離，鋼板面內層需焊接一定距離之剪

力釘，並錨錠於混凝土內。國外已有將此系統應用於

鑽油平台 [1]，船殼 [2]，核能電廠 [3-5]，與剪力牆構造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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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優異之載重性能。近幾年，韓國 [6]大陸 [7,8] 美國學者 

[5,9,10] 開始積極研究鋼板與混凝土複合剪力牆之受剪行

為，包含強度、勁度或是韌性變形能力。韓國與大陸

文獻研究牆體皆應用於高樓結構且皆專注於牆體本身

之受剪行為，其試體之邊界柱大都與牆體同寬。因橫

向力皆施加於牆體上緣，牆體受力後呈現單曲變形，

牆體下緣彎矩較大，故牆底鋼面板容易發生挫屈。有

些美國文獻 [9] 牆體之邊界柱較寬，可以改善牆體下緣鋼

板容易發生挫屈現象。這些文獻除了說明試體試驗結

果外，也都提出理論以預測牆體之初始勁度，極限剪

力強度，強度變形包絡線與遲滯變形曲線等。另外，

高強度混凝土也被應用於建造複合剪力牆試驗試體 [8,10] 

2017年，美國學者 [10] 也開始著手研究複合剪力牆體應

用於高樓建築，探討高軸力對牆體耐震行為影響。國

內研究始於台大土木系黃尹男教授於 2014年開始進行

混凝土

本文研究的鋼板與混凝土複合剪力牆是以兩片鋼面板內填充混凝土材料以及剪力連接器（剪力釘）組合而

成的牆體，其特色為具有高勁度與強度。因其施工快速與高強度的特性 ,最早被應用於核電廠內圍阻體、抗冰
離岸構造與大型船體，近年來則多應用於超高樓層結構中。因本研究複合剪力牆主要應用於高樓建築核心筒，

需釐清高軸力對於承重牆體之鋼板挫屈行為影響。因此，本研究主要研究參數為牆體厚度（鋼材比）、剪力釘間

距（細長比）、與軸力比等。試驗牆體鋼面板主要以低降伏鋼製作，可有效增加鋼面板韌性能力以及增大剪力釘

間距。為同時向試體施加軸力與橫向剪力作用，本研究實驗皆在國家地震研究中心南部實驗室 BATS（Bi-Axial 
Dynamic Testing System）機台進行。共製作八座尺寸 1,200 × 1,200 mm，高寬比為 1.0 的複合鋼板剪力牆，進行
靜態反覆側推試驗。試驗結果發現，牆體厚度與承受軸力的高低對試體極限強度的影響不大，但軸力卻會影響

試體對於橫向變形的消能能力。而剪力釘間距在錨定效果上有明顯差異，採保守公式計算剪力釘間距試體在韌

性消能能力上能有效提升。

低降伏 與

耐震性能研究

鋼板 複合剪力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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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牆體反覆載重試驗（in-plane cyclic shear test） [11]，

主要應用於核能電廠圍阻體。本研究 2017年開始進行

系列鋼板與混凝土複合剪力牆耐震性能研究 [12]，應用

於建築構造。

實驗設計與程序

複合剪力牆主要應用於高樓建築核心筒，需釐清

高軸力對於承重牆體之鋼板挫屈行為影響。本研究主

要研究參數為牆體厚度（鋼材比）、剪力釘間距（細

長比）、及軸力比等。試驗牆體鋼面板主要以低降伏

鋼製作，可有效增加鋼面板韌性能力以及增大剪力釘

間距。本文共製作八個剪力牆體進行反覆側推試驗研

究。試體設計參數如表 1所示，總厚度 T為表中兩面

鋼板厚度 tp加上充填混凝土厚度，鋼材比為 2tp/T，剪

力釘間距 s，配置細長比 s/tp。試體為縮尺模型，參考

一般 RC結構建築物樓高 3 m，以等比例縮小 2.5倍，

牆長寬皆為 1.2 m。表中顯示試體編號第 1字母 L代表

使用低降鋼材為鋼面板。第 2字母 B代表牆體混凝土

厚度 15 cm，N代表厚度 10 cm。第 3字母代表試體承

受設計軸力比之高低，Z代表試體未承受軸力，L代表

試體承受 10%極限軸力，A代表試體承受 30%極限軸

力，H代表試體承受 50%極限軸力，其計算方式如公

式 (1)所示。上述設計軸力比的定義為，試體承受的實

際承受軸力與極限軸力 Pu 兩數值之比值

                                    (1)

其中 fc′ 為設計混凝土強度，Ag為混凝土斷面積，As為

鋼面板與邊界版斷面積和，Fy為鋼材降伏強度。最後

一組數字代表剪力釘間距（靜態加載）。此外，在試體

設計中，需求細長比計算剪力釘間距，直接影響鋼面

板挫屈行為。參考文獻 [13] 需求細長比可由下式求得：

                                                            (2)

其中 S為剪力釘間距，tp為鋼面板厚度，E為鋼面板

彈性模數與 Fy為鋼面板降伏強度（100 MPa）。考量鋼

面板應變固化影響，公式 (2)中 Fy改用目標位移時鋼

面板抗拉強度 200 MPa計算，需求細長比為 31.6（前

4組試體依此設計）。再考量試體承受高軸力以保守計

算，此需求細長比再乘以 0.8縮小為 25.3（後 4組試體

依此設計）。詳細試體設計圖如圖 2所示。本文剪力釘

布置並非如圖 1a頭對頭並列，而是梅花排列如圖 1b所

示。剪力牆混凝土厚度 100 mm剪力釘直徑 13 mm，混

凝土厚度 150 mm剪力釘直徑 16 mm。混凝土設計強度

fc′ = 280 kgf/cm2。

圖 1(a)   典型鋼板混凝土複合剪力牆構造示意圖 [5]

圖 1(b)   鋼板混凝土複合剪力牆斷面示意圖

  表 1   試體設計尺寸與研究參數

試體
編號

軸力比
P/Pu

混凝土
厚度
(cm)

鋼板厚
tp(cm)

鋼材比
2tp/T(%)

剪力釘
間距
s(cm)

配置
細長比

s/tp

需求
細長比

LNZ-24 0 10 0.8 13.8 24 30 31.6
LBZ-24 0 15 0.8 9.6 24 30 31.6
LNA-24 0.3 10 0.8 13.8 24 30 31.6
LBA-24 0.3 15 0.8 9.6 24 30 31.6
LBL-20 0.1 15 0.8 9.6 20 25 25.3
LNA-20 0.3 10 0.8 13.8 20 25 25.3
LBA-20 0.3 15 0.8 9.6 20 25 25.3
LBH-20 0.5 15 0.8 9.6 20 25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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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

圖 3與圖 4 顯示各試體最終破壞情況與橫向載重 –

位移遲滯迴圈圖。因為邊界鋼板之圍束，再加上剪力

牆試體為雙曲變形，試體破壞模式從文獻之角落混凝

土壓碎致鋼面板挫屈（撓曲破壞）轉化成鋼面板先降

伏後挫屈之剪力破壞。本研究證實經良好設計之剪力

牆試體皆可展現高強度，高勁度與高韌性變形能力。

試體破壞模式可分為三類，對剪力釘間距為 24公

分試體而言，試驗顯示承受高軸力（軸力比 0.3）將大

幅降低剪力牆試體之變形能力，但是對試體橫向極限強

度影響不大。試體破壞模式為剪力釘錨定不足致鋼面板

大面積 45° 對角斜向挫屈（剪力破壞傾向），如圖 3(a)

（如試體 LNA24，LBH20，LBA24及 LNZ24），其中

LNZ24試體雖承受低軸力但厚度 10公分推測剪力釘錨

定不足。第二類破壞模式為靠近加勁板之上下邊界鋼板

銲道熱影響區挫屈開裂，延伸入鋼面板與上下基板介

面，試體左右角落鋼面板靠近上下基板附近嚴重挫屈，

試體中央鋼面板降伏未有局部挫屈現象（撓曲破壞傾

向），如圖 3(b)所示（如試體 LBZ24與 LBL20）。對剪

力釘間距 20公分試體而言，承受高軸力只輕微降低剪

力牆試體變形能力，而且對試體橫向強度影響不大。第

三類試體破壞模式為除了靠近加勁板之上下邊界鋼板銲

道熱影響區挫屈開裂，延伸入鋼面板與上下基板介面，

試體鋼面板靠近上下基板三排剪力釘距離內發生局部挫

屈（軸力彎矩破壞傾向），如圖 3(c)（如試體 LBA20，

及 LNA20）。由此可見，剪力釘間距（鋼面板細長比）

較小試體在強度與變形上皆有較好耐震表現。對於承受

圖 2(a)   試體外觀與尺寸

圖 2(b)   剪力釘間距為 24 cm之試體設計圖

圖 2(c)   剪力釘間距為 20 cm之試體設計圖

圖 3(b)   LBL20破壞模式

圖 3(a)   LNZ-24破壞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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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a)   試體 LNZ-24遲滯迴圈

圖4(b)   試體 LNA-24遲滯迴圈

圖4(c)   試體 LBZ-24遲滯迴圈

圖4(d)   試體 LBA-24遲滯迴圈

圖4(e)   試體 LBL-20遲滯迴圈

圖4(f)  試體 LBA-20遲滯迴圈（單位：g）

圖4(g)   試體 LNA-20遲滯迴圈

圖4(h)   試體 LBH-20遲滯迴圈

圖 3(c)   LBA-20破壞模式

高軸力試體，文獻建議以鋼面板降伏強度計算剪力釘間

距之鋼面板細長比公式，試驗顯示並不保守，本文建議

應採用剪力牆目標位移時之拉力強度計算再乘以 0.8較

為保守。由遲滯迴圈圖可發現只要剪力釘間距滿足保守

公式，軸力愈高消能面積愈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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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共製作八座鋼板與混凝土複合剪力牆試體

進行反覆側推試驗，實驗變因包含牆體混凝土厚度、

軸力大小以及剪力釘間距。綜整其試驗結果獲得下列

結論：

1. 本研究證實經良好設計之剪力牆試體皆可展現高強

度，高勁度與高韌性變形能力。

2. 試驗顯示牆體鋼面板採用低降伏鋼製作，可有效增加

鋼面板韌性能力以及增大剪力釘間距節省建造成本。

3. 試驗結果發現，牆體承受軸力的高低對試體橫向強

度的影響不大，但卻會影響試體對於橫向變形的消

能能力。

4. 比較各試體破壞模式，所有試體牆體鋼面板皆先降

伏後挫屈。當剪力釘間距較大，其破壞模式相近皆

為角落加勁板附近出現撓曲裂縫後，承受較高軸力

試體鋼面板會發生大面積對角斜向挫屈。當剪力釘

間距設計較保守時，承受小軸力試體局部挫屈現象

較多集中在四個角落，先在邊界板之加勁版銲道熱

影響區出現明顯裂痕，再延伸至角落鋼面板。當試

體承受高軸力時，上下鋼面板發生局部挫屈或中央

鋼面板發生對角斜向挫屈摺痕。

5. 文獻建議以鋼面板降伏強度計算剪力釘間距之鋼面

板細長比公式，試驗顯示並不保守，如採用剪力牆

目標位移時之拉力強度計算再乘以 0.8設計剪力釘間

距，試驗顯示效果良好，即使試體承受高軸力，試

體在強度以及韌性消能能力上皆能有效提升。

6. 比較試體牆體混凝土厚度影響，試驗顯示未承受軸

力牆體混凝土厚度 15 cm試體之剪力釘錨定效果比厚

度 10 cm試體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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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復位特性之鋼結構柱腳耐震性能研究

研究背景與目的

抗彎矩構架是鋼結構常見的結構系統型式，主要

依賴結構接點的塑性行為消耗地震能量，對於接點的

韌性要求甚高，1994年美國北嶺地震中發生許多梁柱

接頭因韌性不足而發生脆性斷裂 [1] ，進而造成許多結

構震損，結構接合部位所需花費佔鋼結構建造成本之

比例不低，而震損修復補強費用更可達初始製作成本

的數倍 [2]。此地震後各國陸續發展各式高性能接頭，現

今的鋼構建築已普遍使用經過預先實驗驗證性能之韌

性梁柱接頭，例如切削式梁柱接頭等，大型地震中接

頭附近的梁斷面形成塑性鉸而能穩定消耗能量並具有

高度塑性變形能力，使建築物能夠發揮預期的耐震性

能。由於塑性鉸區域常伴隨局部挫曲的發生或甚至結

構整體的變形過大產生殘留變形等，使得建築在地震

過後仍需花費可觀的費用與時間修復，近年有許多接

頭方面研究致力提升結構堅韌性（resilient），使其能夠

鍾育霖／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副教授

DOI: 10.6653/MoCICHE.202012_47(6).0007

在大地震後迅速回復到日常運轉的狀態，包含自復位

（self-centering）接合以及可修復式接合等。

自復位的接合方式係結合軸向預力構件如預力鋼棒

等與阻尼裝置（圖 1），預力構件之軸向拉力提供接點

回復原位的回復彎矩（圖 1(a)），接合界面在受彎矩時

的張合使阻尼變形降伏而消耗地震能量（圖 1(b)），兩

者結合可降低結構殘留變形以及消耗地震能量甚至構件

可維持彈性等優點（圖 1(c)）[3]，大幅降低震後所需的

修復能量及時間，然而由於其耗能能力較同斷面的一般

韌性接頭低，使用自復位接合的結構在地震時的變形比

使用傳統韌性接頭的結構更大，反而可能對非結構物或

建築物的機能造成影響，池永等人 [4] 的結構動態分析

結果指出，當僅有結構柱腳接合具有自復位特性時可有

效降低整體結構的殘留變形，其值為使用固定柱腳接合

結構的 20%以下，有鑑於柱腳的震損修復困難，因此

發展自復位柱腳有其效益，由於自復位接合機制中需要

結構接點具有自復位特性可以減少結構震後的殘留變形以及構件的損傷，進而減少震損修復費用以及縮短

復原時間，近年許多研究提出不同類型的自復位接點，而根據研究結構物中使用自復位柱腳對於減輕結構的殘

留變形的影響最顯著，同時柱子因為需要負擔垂直載重且受損後不易修復，因此在柱腳使用具自復位特性的接

頭對降低震後修復工作有明顯效果。由於自復位柱腳具有柱軸向方向的預力構件，設計上需考量此額外軸向載

重造成之影響，此外，國內目前使用箱型柱居多，封閉柱斷面不若 H型鋼易於在其外側安裝阻尼等消耗能量裝
制，與其相關的研究也較少。本研究提出了適用於 H型鋼柱以及箱型柱之自復位接合形式，其預力將不會增加
柱軸向負擔，並且研發非對稱摩擦阻尼以及阻尼鋼棒作為柱腳的耗能機制，再以實尺寸反覆加載試驗評估其耐

震性能。實驗顯示非對稱摩擦阻尼兩方向的強度可形成非對稱的形式，兩階段強度大小可藉由螺栓張力強度控

制，而強度上升時的滑動距離可由螺栓孔徑控制，兩種自復位柱腳之變形可達 4% 的層間變形，同時具有穩定
以及顯著的自復位行為，強度衰減輕微且柱仍維持彈性。

具自 之

研究耐震性能

復位特性 鋼結構柱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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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復位特性之鋼結構柱腳耐震性能研究

在結構構件軸向加入預力構件，此預力對於梁的影響不

大，但是對於結構柱的影響則不能忽視，考量柱需要承

擔長期軸力以及短期載重下的變動軸力，針對此預力需

要有額外的補強設計以局部增強柱的強度，目前國內外

的研究較多著重於 H型鋼柱等開放斷面，國內常用的

箱型柱則甚少有相關研究 [5]。

本文將介紹筆者過去數年時間發展自復位柱腳接

合形式，分別應用於 H型鋼柱以及國內常用的箱型

斷面柱，文中將介紹使用於接頭的非對稱摩擦阻尼系

統、接頭的力學原理以及性能試驗結果。

H 型斷面鋼柱腳

此設計主要針對低層建築，柱子底部未與柱底板焊

接，僅放置其上透過兩側的摩擦阻尼與基礎板連結，如

圖 2所示，接點的彎矩強度來自於：(1) 當彎矩發生使得

柱與柱底板間張合發生時，啟動摩擦阻尼將會開始滑動

進而提供接點抵抗的彎矩的強度；(2) 由於柱承擔垂直載

重，當柱底部受到彎矩以單側為支點而張開時將會產生

抵抗彎矩，此彎矩在某程度變形以下會形成柱腳的復位

彎矩。兩者並聯後將如同圖 1 之行為，具有自復位特性

但不使用預力構件，然而由於前述之復位彎矩的強度有

限，而摩擦阻尼具有正反向強度對稱的特性，當摩擦阻

尼強度超過柱底界面張開時的解壓彎矩強度時（圖 1(a) 

中的折線位置強度），自復位的性能會受到影響，在上

述考量下兩者結合之強度將無法發揮柱斷面的強度，因

此本研究發展了正向的強度高於卸載時在為位移原點時

強度的非對稱摩擦阻尼（Asymmetrical resistance friction 

damper, ARFD），與復位彎矩結合將可提升接頭強度同

時維持自復位的特性。

非對稱阻尼

非對稱摩擦阻尼如圖 3(a) 所示，係以中心板

（Central plate）、內板（Floating plate）以及外板（Cap 

plate）組成，並以高張力螺栓鎖固，外板孔徑以及內版

的外側未被外板覆蓋之螺栓孔徑都為對應使用螺栓之

標準孔徑，內板內側孔徑以及中心螺栓孔之孔徑則大

小由有所不同，透過各板之孔徑大小差異，中心板受

拉滑動時，中心板與內板會在不同滑動距離與螺栓接

觸，使得抵抗強度上升，當足以克服另一個滑動面啟

動所需的強度時，滑動在不同滑動面發生，力量方向

相反時亦同，圖 3(b) 為實驗結果，而各階段的強度可

透過不同位置螺栓導入的預張力決定，強度上升時的

滑動距離則由螺栓孔徑決定。    

圖 1   自復位接合機制

圖 2   自復位柱腳接合概念圖 圖 3   非對稱摩擦阻尼 

(b) 實驗結果

(a) 摩擦阻尼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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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專輯

性能試驗與結果

實驗試體及加載系統如圖 4所示，一實尺寸 H型

鋼柱以前述接合方式與基礎鋼梁接合，柱頂部上方與

水平向千斤頂相接，千斤頂前端為一個鉸接座，透過

千斤頂水平向反覆加載模擬地震下柱腳接點的受力情

況，柱軸向安裝預力鋼棒以模擬柱之長期軸向載重，

柱斷面為 H300 × 300 × 10 × 15、長 1.7公尺、SS400鋼

材，加載歷程係依照 AICS鋼結構接點標準加載歷程，

以位移控制方式逐步增加，實驗標準試體（SPC）為軸

力比為 0.2，摩擦阻尼螺栓之張力強度均為 60 kN，而

SPCB試體則將螺栓張力提升至 120 kN。

實驗所得到之試體柱底部的彎矩與層間變形角關

係如圖 5所示，兩組試體遲滯迴圈呈現穩定自復位的

特性，約在 1%層間變形角時有明顯強度提升，此為

非對稱摩擦阻尼之到達第二階段的強度所造成，實驗

最終可達 4%層間變形角，兩圈後且無強度降低，外

力卸載後也幾乎沒有殘留變形，試體最大強度為 275 

kN-m，為柱全斷面塑性彎矩強度之 75%。

箱型鋼柱腳

本研究提出之自復位箱型柱柱腳如圖 6所示，包

含內柱與箱型柱（外柱），透過預力鋼棒固定內柱與基

礎梁（圖 6(a)），內柱底部與基礎梁上端為柱腳受彎矩

時開合界面，而預力可提供接頭回復彎矩，而後箱型

柱（外柱）由上方套入透過底部板與內柱底板間以螺

栓接合（圖 6(b)、6(c)），透過此位置的接合傳遞內外

柱間的彎矩（圖 6(d)），如此箱型柱（外柱）不需額外

承擔預力鋼棒的軸向載重，同時鋼柱無多餘鐵件在其

表面影響外觀，與一般傳統型柱腳接合相近，對於室

內使用機能以及裝潢影響程度低。

在底板與基礎梁間安裝阻尼鋼棒，兩端分別以透

過螺牙螺帽與底板與基礎梁固定，透過底板界面張開

時阻尼鋼棒受拉降伏提供耗能以及接頭強度，另外鋼

棒外側安裝鋼套管以抑制鋼棒挫曲。圖 4   試體與加載系統

圖 5   實驗結果

圖 6   自復位箱型柱腳示意圖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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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自復位特性之鋼結構柱腳耐震性能研究

性能試驗與結果

性能試驗係利用國家地震研究中心南部實驗室之

雙軸向加載系統（BATS），以反覆加載方式測試一實尺

寸鋼柱腳受彎矩性能。柱腳設計如圖 7(a) 所示，內柱

為 H250 × 250 × 9 × 14型鋼，底部焊接 510 × 510 mm

平面尺寸的鋼底板，透過直徑 32 mm的兩支預力鋼棒

與深度 380 mm的基礎鋼梁結合並拉緊預力。其後套

上 Bo × 300 × 300 × 22箱型柱，柱底板透過螺栓與內柱

底板接合，同時，安裝阻尼鋼棒。箱型鋼柱試體使用

SN400製作，外柱上端安裝鉸接座，其上方頂板 BATS

上方的頂版以預力鋼棒固定，BATS下方支承板以垂直

頂升方式施加柱垂直載重，同時水平方向致動器以位

移控制方式反覆加載。

試體柱腳彎矩與柱底旋轉角關係如圖 7(b) 所示，

柱底旋轉角為透過位移計量測柱底板翹起角度，試體呈

現出顯著的自復位特性，且柱底最大轉角超過 3%。試

體之解壓彎矩以及最大彎矩在正負向分別約為柱斷面全

塑性彎矩之 57%以及 71%。遲滯迴圈中的耗能面積來

自於消能鋼棒的軸向的塑性行為，由於有局部的挫曲產

生，接頭在後半段的加載、卸載方向的剛度以及強度有

所變化。根據柱底板、柱底部等處安裝的應變計讀數，

柱試體在實驗過後仍維持彈性狀態。由於消能鋼棒拆裝

容易，地震過後僅需要更換消能鋼棒即可。

結語

 1. 非對稱摩擦阻尼透過實驗證明，可形成穩定且兩方

向的強度不對稱的遲滯行為，兩階段強度大小可藉

由螺栓張力強度控制，而強度上升時的滑動距離可

由螺栓孔徑控制。

 2. 本研究提出兩種軸向預力不直接加諸在柱子的自復

位接頭，在應用非對稱摩擦阻尼的 H型鋼柱腳方

面，實尺寸性能試驗顯示在 4%的層間變形下仍有

穩定以及顯著的自復位行為，強度未有衰減且最終

柱子仍維持彈性，接頭的強度可透過摩擦阻尼的螺

栓張力調整，本實驗中試體測試所得最大強度達柱

斷面強度之 89%。

 3. 本研究提出之具自復位之箱型柱柱腳具有阻尼鋼棒

可消耗地震能量，震後更換容易。實尺寸實驗證實

其具有明顯且穩定的自復位特性，當變形達到底部

轉腳超過 3%時，接頭未發生強度降低現象，試驗

所得之最大強度達到柱斷面強度之 71%，且柱子仍

維持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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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自復位箱型柱
(a) 試體與加載裝置 (b)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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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敘述新北市板橋浮洲新建 37棟鋼筋混凝土高樓住宅的結構補強效益，板橋浮洲建築物因地下結構
體的差異變形造成地下室多處梁裂縫，經重新分析評估後進行地下室及地上建築結構體補強，實驗規劃包含地

下室鋼板剪力補強鋼筋混凝土梁試驗，探討兩側鋼板及 U型鋼板對鋼筋混凝土梁剪力補強成效。地上建築結構
之補強構件則進行二種工法的試驗：(1) 鋼筋混凝土連梁剪力補強試驗，探討單側無收縮水泥砂漿和單側外覆鋼
板對鋼筋混凝土梁剪力補強效益，及 (2) 鋼造雙 K型斜撐鋼框構架剪力補強試驗，探討鋼造雙 K型斜撐於反覆
載重下之受力行為。上述實尺寸構件補強試驗於 2016 ~ 2017年間在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進行，補強試驗結
果可滿足臺灣內政部規範 [1] 和美國規範 ACI 374.2R-13 [2] 之強度與韌性要求。

板橋浮洲 以

耐震補強評估

及高層住宅 及及外覆鋼板
鋼造雙K型斜撐

板橋浮洲高層住宅以外覆鋼板及鋼造雙K型斜撐耐震補強評估

前言

新北市板橋區浮洲合宜住宅建築物分為 A2、A3及

A6區基地共 37棟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圖 1），每棟建

築物含地下 3層、地上 21至 24層不等，於 2015年 4

月 20日於花蓮東部海域發生芮氏規模 6.3地震，新北

市震度為 4級，發現位於 A2、A3及 A6區基地地下室

梁等結構體有裂縫產生，針對此情況進行調查，發現

地下室鋼筋混凝土梁的裂縫肇因於建築物結構體的差

異變形，主要來自高樓建築物之高樓區與超挖區的載

重差異大，及分析模擬技術和土壤彈簧參數的適用性

所造成，以至於高樓區以外至連續壁間之地下室梁產

生剪力裂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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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樹脂進行地下室鋼筋混凝土梁裂縫初步修補

外，建築物地下結構之梁補強以貼覆鋼板為主，為評

估鋼板剪力補強鋼筋混凝土梁效益，共製作三組含部

份樓版的 T型梁試體，分別為一組未補強試體（試體

SB 1）、一組兩側鋼板補強試體（試體 SB 2）及一組 U

型鋼板補強試體（試體 SB 3）。地上建築結構經重新分

析後需要增加部份鋼筋混凝土梁、深梁與開口牆之剪

力強度，及樓梯牆之勁度，在考量實驗室試驗設備能

力後規劃二種實尺寸補強構件試驗：(1) 鋼筋混凝土連

梁剪力補強試驗，共計製作三組連梁試體，分別為一

組未補強試體（試體 CB 1）、一組單側無收縮水泥砂漿

補強試體（試體 CB 2）及一組單側鋼板補強試體（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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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CB 3）；及 (2) 鋼造雙 K型斜撐框架填充於深梁與

開口牆的試驗，共計製作一組鋼造雙 K型斜撐框架試

體，補強目的係於既有鋼筋混凝土構架內以接合斜撐

鋼框架提升整體耐震能力，由於依據國內的消防法規

限制結構補強後的公共梯間仍需滿足煙排放有效通風

面積，採用雙 K型斜撐鋼框架相較其他形式的斜撐所

佔的空間更小，才能滿足消防法規，但斜撐會受壓挫

屈，因此需評估此種補強方式的強度與側向變形能力。

地下室鋼筋混凝土梁剪力補強

本試驗為評估浮洲合宜宅地下結構之鋼筋混凝

土梁剪力補強效益，試體尺寸及配筋參考原建築物

的設計，共計製造三組簡支 T型梁試體進行三點抗

彎試驗。三組試體之主筋為 #11，採用雙箍三號筋

（2-#3），材料為 SD420鋼材，箍筋間距為 100 mm。

試體 SB 2和 SB 3之鋼板材質為 SN490B，鋼板厚度為

6 mm，並使用 130 mm長之M16化學錨栓將鋼板和 T

型梁進行錨固，接著鋼板和混凝土之間澆注 EPOXY樹

脂，三組試體的製作過程如圖 2所示。

試體 SB 1加載至 2,000 kN時，多處剪力裂縫交接

導致混凝土剝落，混凝土梁裂縫傾角約 45°，最大裂縫

寬度為 6 mm。試體 SB 2加載至 1,800 kN時，鋼板與樹

脂間因為有水平向裂縫而明顯分離，持續加載到 2,191 

kN，混凝土裂縫主要發展在鋼板與鋼板之間，裂縫傾角

約 60°（圖 3）。試體 SB 3加載到 1,600 kN時，混凝土

裂縫傾角為 30°且裂縫經過部分鋼板，持續加載到 2,720 

kN，部分鋼板與混凝土交界面脫離。試體 SB 1、SB 2

和 SB 3之千斤頂最大力量分別為 2,007 kN、2,191 kN和圖 1   板橋 浮洲合宜宅建築物

板橋 浮洲合宜住宅

圖 2   地下室鋼筋混凝土梁剪力補強試體製作過程

(d) 鋼板和混凝土之間填滿 EPOXY樹脂

(c) 鋼板邊緣填充 EPOXY樹脂

(b) 植入化學錨栓

(a) 鋼板放樣鑽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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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0 kN，顯示試體 SB 2和 SB 3之總剪力為試體 SB 1

的 1.1倍和 1.4倍，且在試驗過程之相同載重力量下，

試體 SB 2和 SB 3的混凝土最大裂縫寬度為試體 SB 1的

0.8倍和 0.5倍，顯示鋼板補強有效延緩混凝土剪力裂縫

的發展，但利用大面積鋼板試體 SB 2補強效果不如 U

型鋼板補強試體 SB 3。

鋼筋混凝土連梁剪力補強

為評估浮洲合宜宅地上結構之鋼筋混凝土梁剪力

補強效益，選擇浮洲合宜宅 A2區 C棟建築物 12樓的

連梁（圖 1）進行三組試驗，分別為一組未補強試體

（試體 CB 1）、一組單側無收縮水泥砂漿補強試體（試

體 CB 2）及一組單側鋼板補強試體（試體 CB 3），三

組試體之主筋為 #10，採用雙箍四號筋（2-#4），材料

為 SD420鋼材，箍筋間距為 100 mm。試體 CB 2於原

有梁單側移除 5 cm保護層至箍筋外緣（圖 4），接著使

用雙箍五號筋銲接在原有雙箍四號筋的位置上，增築

的部分使用無收縮水泥砂漿灌漿。試體 CB 3於原有梁

單側進行鋼板補強，材質 SN490B的鋼板尺寸為厚度

10 mm和寬度 650 mm，並使用 270 mm長之 M27和

M30化學錨栓和矩形梁的單側進行錨固（圖 4），接著

鋼板和混凝土之間澆注 EPOXY樹脂。

根據美國混凝土耐震規範 ACI 374.2R-13 [2] 的 Table 

6d定義此類構架的塑性轉角需求（θp）為 2.5%，可推

估未補強試體 CB 1之最大側位移角需求為 3.5%（= 

1% + 2.5%），其中 1%為彈性轉角預估值，未補強試體

CB 1試驗至側位移角 5%才因主筋斷裂而發生顯著的

承載力喪失（圖 5(a)），原試體最大側位移角滿足美國

混凝土試驗規範 ACI 374.2R-13 [2] 的 3.5%韌性要求，

破壞模式為撓剪破壞。單側無收縮水泥砂漿補強試體

CB 2和單側鋼板補強試體 CB 3之千斤頂最大力量分別

為 2,123 kN及 2,139 kN（圖 5(b)和 5(c)），均大於設計

圖 3   鋼筋混凝土梁剪力補強試體 SB2 及 SB3試驗結果

圖 4   鋼筋混凝土連梁剪力補強之試體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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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鋼筋混凝土連梁剪力補強之力量與位移關係

(a) 試體 CB 1 (b) 試體 CB 2 (c) 試體 CB 3

圖 6   鋼筋混凝土連梁剪力補強試體破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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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預期補強梁之剪力（= 2,073 kN）。在側位移角 2%

時，三組試體皆到達混凝土提供之最大剪力，之後混

凝土提供的剪力強度隨著側位移角增加而降低，此時

兩組補強試體之補強側構件開始發揮抗剪能力，在側

位移角 4%時，補強試體 CB 2在補強處（增築的無收

縮水泥砂漿與補強箍筋）所提供之剪力約為梁所受剪

力之 30 ~ 40%，補強試體 CB 3在補強處（單側鋼板）

所提供之剪力約為梁所受剪力之 20%，補強試體 CB 2

之補強剪力主要由箍筋提供，補強試體 CB 3之補強剪

力由鋼板提供，主要藉由錨栓傳遞力量，實驗結果顯

示兩種補強方式可彌補鋼筋混凝土梁之混凝土在大位

移下衰減的剪力強度，兩組試體均在側位移角 4%時均

因原 RC梁箍筋顯著的面外變形導致剪力喪失，破壞模

式均為 RC梁剪力破壞（圖 6）。

鋼造雙 K 型斜撐鋼框架補強

為評估浮洲合宜宅地上結構之鋼造雙 K型斜撐鋼

框架的剪力補強效益，選擇浮洲合宜宅 A2區 C棟建

築物 4樓的雙 K型斜撐鋼框架（圖 1），共計進行一組

雙 K型斜撐鋼框架試驗。雙 K型斜撐鋼框架中的斜撐

在國外一般可以挫屈束制型斜撐組成，挫屈束制型斜撐

可以避免斜撐受壓發生挫屈，使斜撐仍保有穩定的力學

行為。但由於國內消防法規在梯廳排煙空間規定，為有

足夠的通風空間，此建築物補強無法使用挫屈束制型斜

撐，本結構補強方式採用雙 K型挫屈型斜撐（即平面

鋼板）組成鋼框架，因此斜撐在軸壓力作用下會挫屈，

導致軸力明顯下降，挫屈後的行為無法預測。

本試體 [4] 由鋼造雙 K型斜撐鋼框架、深梁、短

柱及牆段所組成，雙 K型斜撐鋼框架由 4支平板型斜

撐、加勁板及鋼框所組成。雙 K型斜撐鋼框架中斜撐

及鋼框的鋼板材質均為 ASTM A572 GR.50，鋼材降伏

強度由材料試驗所得為 378 MPa，為標稱降伏強度 345 

MPa之 1.1倍，試體的製作及試驗安裝過程如圖 7所

示。試體使用 8支 100噸油壓千斤頂連接傳力鋼梁，

並進行反覆加載剪力試驗，其中 2支油壓千斤頂使用

位移控制，6支油壓千斤頂使用力量控制。並根據 ACI 

374.2R-13（2013）的 Table 6d，得知此補強構件的塑性

轉角需求（θp）為 1.5%，因此估計最大側位移角必須

達到規範要求之 2.2%（= 0.7% + 1.5%），其中 0.7%為

彈性轉角需求估計值。設計單位提供之雙 K型斜撐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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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在建築物中的設計剪力 Vd為 1962 kN，最大剪力

需求 Vn估計為 2,943 kN（=1.5Vd），此值相當於單支斜

撐之設計軸力為 1,674 kN，因此試驗的首要目標即要

瞭解此雙 K型斜撐鋼框架側力是否能大於設計值 2,943 

kN（或單支斜撐軸力為 16,74 kN）不發生斜撐挫屈，

及雙 K型斜撐鋼框架挫屈後的整體變形能力。

圖 8為千斤頂力量與鋼框側移之關係圖，試驗結束

前鋼框與混凝土交界處的裂縫並無顯著的發展，主要

破壞行為是斜撐與鋼框挫屈，在側位移角 1.5 %時，斜

撐 2先發生挫屈，挫屈時之軸壓力為 3,765 kN，係設計

值 1,674 kN的 2.2倍，斜撐挫屈後之軸力隨側位移角增

加而明顯降低，由圖 7可知實驗過程中加勁板確實提

供斜撐的側向位移束制。在側位移角 − 2%時，千斤頂

達到最大力量 − 7,498 kN，超越試體計算剪力 2,943 kN

的 2.5倍，側位移角 3%時，由於西北側鋼框垂直段與

加勁板間銲道開裂，導致與加勁板接合處之鋼框垂直

段束制條件消失而發生鋼框垂直段鋼板挫屈，在側位

移角 − 3%第 2圈時，千斤頂力量降為 − 4,784 kN（約

為千斤頂最大力量之 63%），但仍超過設計值 2,943 

kN，最後在欲進行側位移角 + 4%時，西北側之斜撐於

接合板處鋼板斷裂，結束試驗。由此可知補強試體韌

性為 3%層間側位移角，滿足美國混凝土試驗規範 ACI 

374.2R-13 [2] 的 2.2%要求。

由試驗結果得知 4支斜撐挫屈時之軸壓力約為 3,600 

~ 3,800 kN，根據美國鋼結構設計規範 AISC 360 [5]、

學者Wolchuk [6] 和 Chou et al. [7] 的方法估計斜撐軸壓挫

屈力，利用 AISC 360 [5] 的柱挫屈力的公式所計算之斜撐

挫屈力為 3,229 kN，低於實驗時斜撐的挫屈力 3,765 kN

約 17%。而以Wolchuk [6] 及 Chou et al. [7] 計算斜撐挫屈

力之公式如下：

圖 7   雙 K型斜撐鋼框架試體及試驗照片

圖 8   雙 K型斜撐鋼框架試驗之側力與側位移曲線

(a) 千斤頂力量與鋼框側移曲線 (b) KBF側力與側位移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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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Pcr,w為非彈性挫屈力，若 Fi （為彈性挫屈應力）計算之

結果大於 0.75 Fy （= 283 MPa），則挫屈力即為 Pcr,w，其

中 ES為斜撐之楊氏模數 207 GPa；Fy為鋼板降伏應力

378 MPa；板厚為 32 mm、板深為 350 mm，由 (2)式

計算所得之挫屈力（Pcr,w）為 3,715 kN，較 AISC 360 [5] 

更接近試驗挫屈力（= 3,765 kN）。

結論

鋼筋混凝土梁簡支試驗之三組試體 SB 1（未補強

試體）、SB 2和 SB 3之千斤頂最大力量分別為 2,007 

kN，2,191 kN和 2,720 kN，其中補強試體 SB 2和試體

SB 3之千斤頂最大力量分別為未補強試體 SB 1的 1.1

倍和 1.4倍。由試驗可知，在相同的剪力作用下，補強

試體之混凝土所發展的剪應變和混凝土裂縫相較於未

補強試體小，因此鋼板補強後的試體可有效延緩混凝

土剪力裂縫的發展時機，但只有 U型鋼板補強的方式

才可顯著提升梁剪力（SB 3）。

連梁剪力試驗之試體 CB 1（未補強試體）試驗

至側位移角 5%破壞，原 RC梁試體符合韌性行為要

求的最大側位移角為 4%，超過美國混凝土試驗規範

ACI 374.2R-13 [2]的 3.5%要求；補強試體 CB 2和 CB 

3之千斤頂最大力量（剪力）分別為 2,123 kN及 2,139 

kN，超過設計單位計算的剪力需求（2,073 kN），兩組

補強試體合乎韌性行為要求的最大側位移角為 4%，亦

超過美國混凝土試驗規範 ACI 374.2R-13 [2] 的 3.5%要

求。在側位移角 2%時，三組試體皆到達混凝土提供之

最大剪力，之後混凝土提供的剪力強度隨著側位移角

增加而降低，此時兩組補強試體之補強側構件開始發

揮抗剪能力，實驗結果顯示兩種補強方式可彌補鋼筋

混凝土梁之混凝土在大位移下衰減的一些剪力強度。

雙 K型斜撐鋼框架試驗的斜撐在側位移角 0.75%

之前均保持彈性，斜撐於 1.5 ~ 2 %層間側位移角時

發生斜撐挫屈，4支斜撐挫屈時之軸壓力約為 3,600 ~ 

3,800 kN，其中一支斜撐的挫屈軸力為 3,765 kN，大於

由美國鋼結構規範 AISC 360 [5] 的柱受壓公式所計算之

挫屈力（= 3,229 kN）的 1.17倍，而與學者Wolchuk [6] 

和 Chou et al. [7] 方法計算之挫屈力 3,715 kN非常接近

（約為實驗斜撐挫屈力之 98%）。實驗中千斤頂最大力

量（7,186 kN ~ 7,498 kN）發生在側位移角 ± 2%，大於

原設計單位計算雙 K型斜撐鋼框架力量 2,943 kN的 2.4 

~ 2.5倍。 

誌謝

本實驗計畫是由營建署及工程界先進們的參與支

持，構件試體尺寸、配筋及補強方式依設計單位（永

峻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信業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及

台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試體由承攬商

（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泰誠營造股份有限公

司及富嘉樂工程有限公司）製造，試體製造及實驗在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進行，實驗均以公開方式進行

並邀請各界先進及住戶代表參加，讓實驗得以順利完

成，獲得寶貴的實驗結果，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內政部（2006），「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臺北市。

2. ACI 374.2R-13 (2013), “Guide for Testing Reinforced Concrete 

Structural Elements under Slowly Applied Simulated Seismic Loads.”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USA.

3. 周中哲、鍾秉庭、粘評、陳威霖、劉郁芳、柯鎮洋、王志誠、陳

景誠（2019），「板橋浮洲新建高層住宅結構補強實驗及 ETABS

非線性動力耐震評估」，結構工程，第三十四卷，第二期，第

43-75頁。

4. 粘評（2019），「鋼筋混凝土高層住宅鋼造雙 K型斜撐框架補強試

驗」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周中哲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5. AISC 360-16 (2016), “Specification for Structural Steel Buildings.” 

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 (AISC), Chicago, Illinois.

6. Wolchuk, R. (1963). “Design manual for orthotropic steel plate deck 

bridges”, AISC, Chicago.

7. Chou, C. C., Uang, C. M., and Seible, F. (2006). “Experimental Evalu-

ation of Compressive Behavior of Orthotropic Steel Plates for the 

New San Francisco–Oakland Bay Bridge.” J. of Bridge Engineering, 

ASCE, Vol. 11, No. 2, pp. 1-11.

8. 趙廣上（2019），「鋼造雙 K型斜撐框架有限元素模擬分析」碩士

論文指導教授：周中哲，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Vol. 47, No. 6   December 2020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40



同心斜撐構架系統的典型破壞模式之一為斜撐中間集中大量塑性變形，此破壞模式常導致斜撐斷裂，通常與

低週疲勞及韌性不足有關，為了避免此類破壞模式，本研究採用寬翼斷面取代部分鋼斜撐中間段，由於寬翼斷面

相對於方管斷面具有更佳的斷面寬厚性質，經過設計後，鋼斜撐整體的韌性、強度與消能能力皆有所提升。

實驗結果顯示，中間段越長，則試體的韌性越好，而消能能力雖然也隨著中間段增長而增加，但對中間段長

度的參數較不敏感。部分試體可將韌性由傳統斜撐的 3.99提高到 8.48，而累積消能可提高 723%。本研究中亦提
出形狀因子用以修正變化斷面斜撐的挫屈強度，藉由形狀因子所設計出的斜撐得以確保變形集中於耐震性能較佳

的中間段。

之耐震性能強度混合型斜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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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SCBF結構在中小型的振動下，容易達到控制變形

量的目的，因此對於特殊變形需求的建築結構（如科

技廠房、住宅等），SCBF是十分優良的結構系統，然

而傳統斜撐的在大地震作用下，如何維持其勁度、強

度，並達到較佳的消能能力及韌性，同時兼顧施工性

與經濟性，仍是十分挑戰的議題。在大地震作用下，

斜撐構件以其受拉降伏與受壓挫屈的方式產生遲滯消

能的作用，在斜撐受壓挫屈時常導致過大的局部變

形，局部斷面因在地震作用下往覆變形且應變過大的

情形下容易發生低週疲勞（Low-Cycle Fatigue）的破

壞，為了以簡單的方式，同時維持既有斜撐的強度與

勁度能力，並改善傳統斜撐的耐震能力，本研究在既

有斜撐的中間部分以新的斷面及材料替換，如圖 1所

示 [1]，替換後的斜撐分為中間替換段以及兩側的兩側

段，此種設計方式期望以降伏強度較低的兩側段在受

拉時優先降伏，減少中間段的塑性變形；而斷面較結

實的中間段則在受壓挫屈時，將塑性變形集中於此，

期望以區分受拉降伏及受壓挫屈的區域，延長斜撐的

疲勞壽命。

陳垂欣／國立交通大學土木系  副教授

歐治均、游東諺、陳希言／國立交通大學土木系  碩士及研究助理

DOI: 10.6653/MoCICHE.202012_47(6).0009

強度混合型斜撐設計

強度混合型斜撐的設計需要控制斜撐的破壞模

式，由於中間段是經過設計且替換的構件，因此經過

設計後預計將受壓彎折變形的區域集中在中間段而避

免破壞發生在兩側段，為了達到破壞模式的設計，需

要檢核中間段、兩側段及斜撐整的的受壓強度。

中間段挫屈強度

根據研究 [2]，強度混合型斜撐受軸壓時，有兩種整

體挫屈的破壞模式：(1) 塑鉸發生在接合板及中間段；

(2) 塑鉸發生在接合板及兩側段。若發生後者之破壞模

式，斜撐不但未能發揮改裝效果，甚至可能使消能行

為更差，故需檢核斜撐分段的挫屈強度以避免此種破

壞模式。研究 [2] 顯示，中間段的束制方式較為複雜，

圖 1   強度混合型斜撐示意圖 [1]



Vol. 47, No. 6   December 2020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42

強度混合型斜撐之耐震性能

有效長度係數 Km難以估算，因此其假設：當塑鉸發生

在接合板及中間段時，中間段的等效長度即為斜撐全

長後可推得：

                                                           (1)

其中 Km為中間段有效長度係數，Lm為中間段長度；K

為斜撐整體有效長度係數，L為整體斜撐的總長度，且

由於接合板可視為鉸接，故 K = 1，將式 (1)代入 LRFD

塑性挫屈公式，可得塑鉸發生在接合板及中間段時之

挫屈強度 Pct,UR (m) 為：

                              (2)

其中 Fy,m為中間段材料降伏強度，Ag,m為中間段斷面

積，ry,m為中間段之弱軸迴轉半徑，為彈性模數。然而

該研究也提及 Fell et al. [3] 的研究結果顯示，寬翼斷面

的實驗值約為理論值的 1.34 ~ 1.66倍，因此本研究於

設計階段保守取 1.6作為寬翼斷面中間段的挫屈強度放

大係數 Ωm，代入式 (2)可得：

                (3)

兩側段挫屈強度

兩側段的束制方式類似於一端為有側移的固接，另

一端為鉸接，因此假設兩側段的有效長度係數 Ks = 2。當

塑鉸發生在接合板及兩側段，挫屈強度將會由兩側段控

制，由 LRFD塑性挫屈公式可得兩側段挫屈強度 Pcr,s為：

                                           (4)

其中 Fy,s為兩側段材料降伏強度，Ag,s為兩側段斷面

積，Ks為兩側段有效長度係數，Ls為兩側段長度，

ry,s為兩側段相對弱軸迴轉半徑。且 Fell et al. [3] 的研究

結果顯示，方管斷面的實驗值約為理論值的 0.87 ~ 1.3

倍，因此本研究於設計階段取平均值 1.12作為兩側段

的挫屈強度放大係數 Ωs，代入式 (4)可得：

                             (5)

Pcr 比值

為預防塑鉸發生在接合板及兩側段，需確保兩側

段挫屈強度大於或等於塑鉸發生在中間段之挫屈強

度，如式 (6)與 (7)所示：

                                               (6)

                                              (7)

試體之理論挫屈強度與實際挫屈強度不盡相同，經過

檢討，陳希言 [4]提出藉由形狀因子，可以修正強度混

合型斜撐的挫屈強度估算，得到較精確的結果，此形

狀因子以塑性斷面模數、斷面積與迴轉半徑考慮中間

段與兩側段的斷面差異，經過修正後，挫屈強度的預

估值與實際挫屈強度的誤差小於 10%。形狀因子的公

式如下：

                                                 (8)

其中 Zy , Ag與 ry 為塑性斷面模數、斷面積與迴轉半徑，

而經過形狀因子修正後，強度混合型斜撐的設計公式

須由式 (7)改為式 (9)。

                                                  (9)

其中 Pcr, SF 可由式 (10)與式 (11)計算而得，式 (11)為實

驗結果回歸而得。

                                                (10)

                                     (11)

實驗規畫

本研究藉由有限元素分析及實尺寸實驗探討強度

混合型斜撐的行為，實驗於國立交通大學的大型結構

實驗室進行，實體的設計是假設斜撐為 45°斜角配置

在結構中，而斜撐兩端角隅板彎折區間的長度為梁柱

接頭心到心距離的 70%。實驗構架的設計圖如圖 2所

示，斜撐試體之北端安裝於 A字構架上，給予試體一

個端部的支撐使其擁有適當的支承反力，而在南端的

油壓千斤頂則為施力端，為了避免千斤頂於加載過程

中使試體產生側移、維持軸向作用，因此以抗側力之

橫梁兩組與四組擋板裝置油壓千斤頂的施力軌道。加

載歷時採用較適合同心斜撐構架系統的型式 [5]，如圖 3

所示，若斜撐試體在層間變位角（Drift Ratio, DR）4%

尚未斷裂，則進行 4%的疲勞測試，直到斜撐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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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體設計

本研究之中間段採用 H型斷面而非方管，因 H型

斷面相較於其他斷面型式具有更好的抗疲勞斷裂的能

力。本研究試體主要由接合板及斜撐本體構成。斜撐本

體有兩系列，分別為符合 AISC 1989 [6] 但不符合 AISC 

2010 [7] 的斷面（代表老舊斷面）及符合 AISC 2010的

斷面（這些試體同時也符合較新的 2016規範 [8]），新舊

規範主要的差異在於斷面寬厚比的限制不同，分析及實

驗的變化參數包括斜撐斷面型式、斜撐材料、中間段長

度、材料及斷面型式等，依據試體細節不同，試體可分

為 UR類（未改良之原始斜撐型式）、89類以及 10類。

實驗結果

實驗觀察

往覆加載試驗由試體受拉開始進行，其中試體

UR-89即呈現典型老舊鋼斜撐的行為，斜撐在 DR = 

0.3%弧度（位移量為 7.29 mm）受拉時，接合板有石膏

漆剝落的情況，反應出輕微塑性變形。DR = 0.5%弧度

（位移量為 12.14 mm）受壓時，斜撐發生整體挫屈，如

圖 4所示，受力變形關係開始呈現較明顯的非線性。當

DR = 0.75%弧度（位移量為 18.21 mm）受壓時，斜撐

發生明顯局部挫屈，顯示寬厚比較大的老舊斜撐可能開

始在局部累積較大的塑性變形。在 DR = 2.0%弧度（位

移量為 48.57 mm）受拉時，試體於靠近斜撐全長中央處

斷裂，如圖 5所示，由於同心斜撐構架系統在最大考量

地震作用下，層間變位角很有可能會超過 2.0%弧度，

因此老舊的同心斜撐構架系統很有可能發生斜撐斷裂的

嚴重破壞情形。經過本研究改良的斜撐，試體 LU-89呈

現典型強度混合型斜撐行為，當 DR = 0.3%弧度（位移

量為 7.29 mm）受壓時，發生整體挫屈，如圖 6所示，

在 DR = 3.0%弧度（位移量為 72.86 mm）受壓時發生

局部挫屈，在 DR = 4.0%弧度（位移量為 97.14 mm）

疲勞 22圈時斷裂，如圖 7所示，實驗終止。改良後的

斜撐雖然整體挫屈發生的時機與原本的斜撐類似（皆 ≤ 

0.5%），但變形形狀呈現較均勻的彎曲型式，且局部挫

屈發生的時機明顯延後，也因此斜撐在經過疲勞測試後

才斷裂，無論是消能與韌性能力皆大幅度的提升。

斜撐受力變形行為

圖 8為部分試體的遲滯迴圈關係圖，由遲滯迴圈

關係圖能看出，89類試體的遲滯迴圈飽滿，受軸力作

用時較為穩定，皆有進入疲勞階段；10類試體中則

以 LU-10的遲滯迴圈最為飽滿，並進入疲勞階段，在

10類中擁有較好的消能效果。除了 SU-10的非預期破

壞，其餘改裝試體皆能完成標準歷時加載，並進行疲

勞歷時加載超過 10圈以上。

斜撐消能與韌性

表 3為部分試體之層間位移角與累積消能關係，

亦包含其消能與韌性容量。各試體的累積消能量是計

圖 2   斜撐試體架設圖

圖 3   斜撐試體加載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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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至試體最後斷裂破壞為止。整體而言，LU-10總累積

消能比 UR-10大 256.5%，LU-89總累積消能比 UR-89

大 623.7%。在 89類試體中 LU-89具有最飽滿的遲滯迴

圈，可達 UR試體消能容量的 723%，而 10類試體中以

LU-10具有最佳的消能容量，可達 UR試體的 356%。

在韌性表現上，實驗結果顯示，中間段長度越長一般呈

現較佳的韌性容量，但試體的消能容量，雖然可藉由中

間段的增設而大幅增加，但受中間段長度的影響較不顯

著，89類試體韌性容量可由 3.99增加至 8.48，而 10類

試體韌性容量則可由 4.41增加至 8.24。由試體行為可

發現，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可大幅增加傳統鋼斜撐之消

能與韌性容量，並加強其抵抗斷裂的能力。

圖 5 UR-89斜撐試體斷裂情形 圖 6 LU-89斜撐試體
整體挫屈情形

圖 7   LU-89斜撐試體斷裂情形圖 4 UR-89斜撐試體
整體挫屈情形

圖 8   部分試體之力與位移遲滯迴圈關係圖

表 3   部分試體消能情形（單位：kJ）

DR
（%）

Series 89 Series 10

UR-89 SU-89 LU-89 SS-89 LS-89 UR-10 SU-10 LU-10

0.5 27.34 27.67 35.11 40.9 42.4 25.95 24.22 27.1

0.75 49.96 43 50.87 62.79 63.65 47.9 32.05 41.2

1.0 65.85 54.47 64.91 79.85 80.5 66.41 3.57 53.43

1.5 90.96 75.33 85.21 109.27 110.13 98.58 54.68 74.48

2.0 106.24 100.86 110.71 158.97 147.05 138.3 80.48 99.56

3.0 N.A. 139.32 150.88 211.08 203.1 197.11 120.75 136.76

4.0 N.A. 188.22 199.36 284.65 272.52 211 156.6 186.64

Fatigue N.A. 707.73 768.88 722.37 720.01 N.A. N.A. 788.56

Ductility 3.99 7.64 8.48 5.61 5.71 4.41 7.58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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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本研究所提出的斜撐改良細節可有效增加傳統鋼斜撐
韌性與消能能力，但中間段的長度須經過適當設計，

過長或過短的中間段皆無法有效增加斜撐韌性。

 2. 改良後的斜撐整體挫屈發生的時機與原本的斜撐類
似，但變形形狀呈現較均勻的彎曲型式，且局部挫屈

與斷裂發生的時機明顯延後，無論是消能與韌性能力

皆大幅度的提升。

 3. 改善細節可大幅增加傳統鋼方管斜撐的消能能力，89
類試體可增加至傳統鋼斜撐的 723%，而 10類試體可
增加至傳統鋼斜撐的 356%。

 4. 實驗結果顯示，中間段較長的試體一般具有較佳的韌
性，斜撐經過改善後韌性可由約 4.0增加至約 8.0。

 5. 根據實驗結果，建議取 Pcrratio =  ≥ 1.0以確保

     較佳的塑性機制，即塑鉸發生在中間段及接合角隅板
       上。

作者特別感謝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提供實驗技術上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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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抗彎矩消能斜撐耐震行為特性研究與試驗

簡介

同心斜撐構架（CBF）已被廣泛地用於鋼構造建

築物的抗震結構系統中，尤其於強震地區。傳統鋼斜

撐之弱點在於，斜撐會於發生桿件挫屈後隨即於斜撐

中點處發展塑性鉸及局部挫屈，因而快速引致應變集

中和斷裂破壞情形，這種脆性破壞模式造成傳統鋼挫

屈斜撐普遍韌性不足。為改善此傳統鋼斜撐之弱點，

作者過去已開發一名為「抗彎矩消能斜撐」（naturally 

buckling brace，文中皆以 NBB代稱）之新型鋼斜撐的

概念與構造設計，其主要可顯著提高斜撐遲滯行為的

穩定性及桿件韌性 [1] 達到穩定消能之目的，提供鋼斜

撐構架設計一創新替代方案。構造方面，NBB主要為

蕭博謙／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助理教授

李承益／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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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兩不同鋼種 (即降伏強度不同 )之槽型鋼所組成的複

合桿件，且沿斜撐長度方向採用一偏心設計，如圖 1

所示。相關前期研究實驗已證實 NBB能夠提供非常穩

定之遲滯消能行為，且具備早期降伏和較大降伏後勁

度之特性 [1]，因此可用以提高鋼構造建築物結構於各種

等級地震下的耐震性能 [2]。

為提高對 NBB耐震行為特性與性能之了解，本文

進行兩階段試驗研究與分析，第一階段試驗採用單軸

試驗方式測試共五組試體，各試體中由斜撐本身及雙

端之接合板（gusset plate）接頭所組成。此階段試驗旨

在探討於反復載重作用下，釐清桿件細長比對 NBB之

遲滯性能的影響，同時亦探討斜撐不同斷面型式以及

特殊同心斜撐構架系統（Special concentrically braced frame, SCBF）因先天上具有快速提升結構勁度之特性，
已被廣泛使用於強震地區之建築結構中。但傳統挫屈斜撐通常有變形容易局部集中與強度衰退快速等之脆性破壞

問題，導致結構韌性容量變形能力較低之缺點。為改善傳統挫屈斜撐韌性不足與遲滯消能行為不穩定等問題，本

研究過去已開發一新型抗彎矩消能斜撐（Naturally buckling brace，文中皆以 NBB代稱）之設計概念，經前期試驗
驗證此 NBB桿件不僅可大幅提升斜撐之韌性容量亦具備穩定之遲滯消能行為。

為進一步探究 NBB之耐震行為特性，本研究規劃兩階段試驗，第一階段試驗採單軸試驗方式進行，旨在探
討於反復加載作用下，不同細長比對 NBB之遲滯性能的影響，此階段試驗亦同時探討斜撐不同斷面型式及繫接
接合細節對遲滯性能之影響。其結果主要顯示較低細長比之 NBB相較於高細長比之 NBB，產生拉壓較對稱之遲
滯行為，並可進一步延遲桿件局部挫屈和斷裂破壞的發生。而第二階段試驗採子構架試驗方式，旨在進一步探討

成對 NBB斜撐於構架中之遲滯性能與特性，並探討其於遠域及近斷層反復加載作用下之性能差異。試驗中設計
參數包含斜撐角度、桿件整體細長比、斷面寬厚比與低降伏鋼材等。研究結果驗證成對 NBB可在遠域和近斷層
加載下，均提供對稱及穩定之強度與遲滯行為，惟細長比較大之斜撐於試驗反應中觀察到有強度衰退之現象，且

此衰退現象於近斷層加載中明顯放大，而本研究依據試驗結果提出此衰退現象之估算方法。

新型
研究與試驗耐震行為特性

抗彎矩消能斜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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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接接合細部對斜撐遲滯性能的影響。而本研究第二

階段試驗即針對以倒 V字型配置之成對 NBB試體進行

子構架試驗，以實際驗證成對 NBB在構架系統中之耐

震性能。並且探討成對 NBB於遠域（far-field）及近

斷層（near-fault）地震反復加載作用下之性能差異。

試驗配置採倒 V字型斜撐配置，本階段試驗共含六組

試體，試驗中設計參數包含斜撐角度、桿件整體細長

比、斷面寬厚比與低降伏鋼材等。

抗彎矩消能斜撐構造

NBB是由兩種鋼材，包括高強度（high strength, 

HS）和低降伏（low yield, LY）鋼材，之槽型鋼以繫接

方式組合而成之複合桿件，如圖 1所示，且此斜撐於

桿件長度方向安排一偏心（e ′′）之設計以控制桿件於受

拉與受拉下之橫向變形方向，其中 HS部配置於離加載

中心較遠處，在偏心加載作用下 HS部相對於 LY部具

有較低的變形需求，配合其有較高的降伏強度，HS部

可主要維持彈性狀態；而相對的 LY部具有較高的變形

需求與較低的降伏強度將先達降伏後提供遲滯消能行

為。此外，NBB構造之特點在於主要維持彈性狀態的

HS部可維持桿件於 LY部降伏後一定程度之斷面抗彎

勁度，提高桿件遲滯消能行為之穩定性，亦可延緩桿

件長度方向上之變形集中、局部挫屈以及開裂破壞等

的發生，增加桿件韌性。

試驗規畫與設計

第一階段單軸試驗

本階段試驗包含五組具不同細長比、斷面型式或

繫接接合尺寸之試體，各試體由斜撐本身及雙端之接

合板接頭所組成，所有試體具有相同之截面尺寸 150 

mm × 150 mm、鋼材組合、斷面板厚與偏心大小，所有

尺寸細節詳如表 1。其中斷面型式比較槽鋼部分採用冷

彎型和焊接組合方式製成之耐震性能差異，分別以符

號「C」和「B」型做為表示，詳表 1。當中 HS與 LY

部間之繫接接合長度（同於開孔長度）定義為 Lba，

而試驗中以 Lba /Lbr作為試驗變數，其中 Lbr為斜撐兩

端接合板凹折處中心線間之距離，試體名稱中分別以

「BT」和「BL」代表相對較長和較短的繫接尺寸。繫

接接合之製成方式為將 HS 與 LY兩槽鋼斷面先行對焊

形成一方管，然後透過鑽孔和火焰切割方式於上述對

銲所在面進行多個開孔，如圖 1中所示。試體端部採

用串接接合板接頭（knife-plate connection）之設計，

各試體之接合板接頭尺寸相同，斷面為 16 mm × 200 

mm，且於接合板上留有 4t之淨空間以確保接合板於此

處之面外旋轉柔度高，t為接合板板厚，形成一類似樞

接之接頭，如圖 2所示。試驗中使用震幅遞增之反復

加載歷時，由軸位移 0.05%增加至 2.0%，而各震幅皆

進行兩個循環，以觀察試體的遲滯性能與退情況，圖

中之軸向位移角（Axial Drift）定義為 ∆axial /Lbr，其中

∆axial 為試體軸向變形量。若假設斜撐以 45° 設置時為

且忽略支撐長度（Lbr）與工作點長度（Lwp）間之差異

時，可將此軸向位移角乘兩倍及為對應之樓層側位移

角。試驗配置如圖 2所示，試體下端為固接，加載施

於上端。若在震幅遞增型反復加載後試體仍未斷裂破

壞，則繼續進行軸向震幅 1.25%或 1.5%之疲勞反復加

載，以獲取試體之最終疲勞壽命。

圖 1   NBB構造示意 圖 2   第一階段試驗之試驗配置 (a) 照片與 (b) 構造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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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子構架試驗

第二階段試驗中主要由六組試體共十二支斜撐組

成，實驗配置如圖 3(a)所示，各試體詳細資訊詳表 2。

試驗之試驗變數包括斜撐設置角、桿件細長比、斷面寬

厚比、LY鋼材種類和加載歷時類型，其中 b = B – 2tLY，

rcom為斷面的迴轉半徑，Fy,HS和 Fy,LY分別為由拉力試

驗所得之 HS和 LY鋼材的降伏應力。試體 A45S15與

A30S15之設計水平橫向強度相同（約為 900 kN），惟

斜撐設置角度不同，因此兩試體斜撐具不同的細長比與

寬厚比。本階段試驗採用兩種反復加載進行比較，其分

別代表遠域和近斷層加載，如表 2及圖 3(b) 與 3(c) 中

所示，文中分別以「FF」與「NF」代稱。其中 FF反復

加載採用韌性抗彎矩構架中梁柱連接試驗標準所規定之

加載歷時（AISC 341-16, 2016），其層間位移角最高達

4%，並於上述加載歷時前增加四個樓層側位移角 0.125%

之彈性迴圈；而本試驗之「NF」加載歷時採用針對特殊

抗彎矩構架的 SAC近斷層加載歷時 [3]，其層間位移角最

高達 6%。如同前一階段試驗，於上述 NF及 FF反復加

載後，若試體仍未發生破壞，則繼續進行 3%樓層位移

角之反復加載疲勞試驗以觀察試體之疲勞壽命。此外，

試體 A45S08與 A45S15相比在 LY部採較小的板厚，

用以探究斷面寬厚比對成對 NBB之耐震性能的影響。

而試體 A45L08主要用於探究低降伏鋼種（LYS100與

SS400）對成對 NBB耐震性能之影響。

表 1   單軸試驗規劃與試體尺寸

試體名稱
Lbr  

[mm]
e ′′

[mm]
tLY 

[mm]
tHS 

[mm] KLbr/r Fy,LY 

[MPa]
Fy,HS 

[MPa]
斷面
型式

Lba  
[mm]

Lba /Lbr 

[%]
C1188-BT 1188

100 8 12

19.2

127 371

C type 68 5.7
C1596-BT 1596 25.7 C type 76 4.8
B1596-BT 1596 25.3 B type 76 4.8
C2068-BT 2068 33.4 C type 84 4.1
C2068-BL 2068 33.4 C type 136 6.6

圖 3   第二階段試驗之 (a) 試驗配置，及採用之 (b) 遠域與 (c) 近斷層地震加載歷時

表 2   第二階段子構架試驗規劃與試體尺寸

試體名稱
θb 
(° )

B × D
(mm)

Fy,LY

(MPa)
Fy,HS

(MPa)
L

(mm)
Ldiss

(mm)
tLY

(mm)
tHS

(mm)
加載歷時
類型

b/tLY KL /rcom

A45S15
45 120 × 120

360
503

1924 1624
15

15

FF
6 40.3

A45S15-N NF
A30S15

30 150 × 150 1342 1042
FF

8 22.0
A30S15-N NF

A45S08
45 120 × 120

405
1924 1624 8

FF
13 40.7

A45L08 11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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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結果與討論

第一階段單軸試驗結果

第一階段單軸試驗各試體之量測遲滯行為如圖四

所示，具較小的細長比之 C1188-BT有非常穩定的遲滯

行為（圖 4(a)），且延遲局部挫屈及斷裂破壞的發生，

而在疲勞試驗中亦有非常高的疲勞壽命。具中等細長

比之 C1596-BT亦提供穩定的遲滯行為，惟在 2%軸

向位移時開始出現遲滯迴圈衰退的情形（圖 4(b)），與

C1188-BT相比其疲勞壽命也較小。採用焊接組合斷面

之試體 B1596-BT亦提供穩定的遲滯行為（圖 4(c)），

惟在 2%軸向位移時發生初始開裂情形，其整體韌性

表現略小於等長之 C1596-BT，其可能造成原因包括因

斷面焊接組合導致之斷面殘餘應力，及有略大之寬厚

比所致。具最高細長比但不同繫接尺寸之試體 C2068-

BT和 C2068-BL有相似且穩定的遲滯行為（圖 4(d)與

(e)），且疲勞壽命亦非常相似，惟與其他試體相比，其

受拉和受壓強度差異明顯增加，且此兩試體之疲勞壽

命較 C1188-BT為小。

由試驗觀察可發現，細長比較小之 NBB（C1188-

BT）具有相對較對稱的遲滯迴圈行為，反之細長比較大

的 NBB（C2068-BT）具有較大之拉力壓力差異。比較

各試體於拉力與壓力下之強度背脊曲線，可以看出拉

伸降伏後勁度通常會大於壓縮降伏後勁度，且隨著細

長比的增加，會略為增加拉伸降伏後勁度，而降低壓

縮降伏後勁度，因此增加遲滯迴圈的拉壓不對稱性。

試驗亦證實兩種斷面型式 (即冷彎型與銲接組合型 )之

NBB皆能提供穩定且具韌性之遲滯消能行為。惟兩斷

面型式導致翼板之寬厚比不同，因而影響局部挫屈之

發生時機。透過計算各試體於斷面開裂前之累積塑性

變形量（Cumulative plastic deformation, CPD）可量化

各 NBB試體之累積韌性與疲勞壽命。其中可明顯看出

具較小細長比的 C1188-BT具有最大的 CPD值，而其

他相對較細長的 C1596和 C2068系列試體之 CPD值相

似且較低，然而其 CPD皆大於 800。

斜撐細長比之效應

試體 C1188-BT、C1596-BT和 C2068-BT三者之尺

寸與材料皆相同，惟斜撐長度不同，因此可用以觀察桿

件細長比對 NBB之效應。由試驗觀察可發現，細長比

較小之 NBB（C1188-BT）具有拉壓較對稱的遲滯迴圈

行為，反之細長比較大的 NBB（C2068-BT）具有較大

之拉壓強度差異。為突顯此結果，圖 5比較此三試體於

拉力與壓力下之強度背脊曲線，當中可以看出拉伸降伏

後勁度通常會大於壓縮降伏後勁度，且隨著細長比的增

圖 4   試體 (a) C1188-BT，(b) C1596-BT，(c) B1596-BT，(d) C2068-BT，(e) C2068-BL量測遲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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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會略為增加拉伸降伏後勁度，而降低壓縮降伏後勁

度，因此增加遲滯迴圈的拉壓不對稱性。此外，試驗結

果亦顯示細長比對局部挫屈發生時機之影響，細長比小

的 NBB（C1188-BT）局部挫屈發生於 1.5%軸向位移

時，而其他試體則在 1.25%軸向位移時即發生。

第二階段子構架試驗結果

此階段試驗各試體之量測遲滯行為結果如圖六所

示，試驗結果顯示此階段試驗所有試體皆具有對稱之強

度與飽滿之遲滯行為，且當中具不同斜撐角度但以提供

相同橫向強度設計之試體 A45S15與 A30S15確實產生

相似之強度結果，且皆展現良好韌性表現，即在 FF或

NF加載歷時作用下均無斷裂情形產生，因此繼續進行

疲勞試驗直到斷裂破壞產生。本階段試驗中可發現成

對 NBB於不同情況下會有強度衰退之現象，即於第二

次達該樓層側位移角時強度會比首次到達之值低，為針

對此強度衰退效應進行評估與討論，需對此衰退效應先

進行量化。由試驗結果可歸納出此強度衰退現象與桿件

細長比以及加載歷時有關，較細長之桿件有較高之強度

衰退，且此栓退程度於近斷層加載歷時中會被放大。此

外，彙整本階段試驗各試體之 CPD值結果，當中可發

現本階段試體之 CPD約為 200 ~ 500，普遍低於第一階

段試驗之結果，其原因主要包括 (1) 本階段試體 LY部

之鋼材採用韌性較低之 SS400鋼材，相較於前一階段採

用 LYS100鋼材明顯韌性較低，(2) 部分試體發生端板降

伏與斷裂情形，並無完整發揮其原有韌性。

強度衰退效應估算

本階段試驗中可發現成對 NBB於不同情況下會有強

度衰退之現象，即於第二次達該樓層側位移角時強度會

比首次達到該值時低，為針對此強度衰退效應進行評估

與討論，需對此衰退效應先進行量化。由承受 FF加載歷

時之各試體中可觀察到，局部挫屈通常發生於 3%樓層位

移角之迴圈中，即為強度衰退效應開始較明顯之階段，

因此本研究將 3%樓層位移角之兩迴圈的強度進行比較作

為量化此衰退效應之指標。當中定義第一次達 3%樓層

位移迴圈之最大強度為 P3%_1st，第二次達 3%樓層位移迴

圖 5   各試體間受拉與受壓強度背脊曲線比較

圖 6   試體 (a) A45S15，(b) A45S15-N，(c) A30S15，(d) A30S15-N，(e) A45S08，(f) A45L08之量測遲滯行為結果。

Vol. 47, No. 6   December 2020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50

(c) 

(e) (f) 

(a) (b) 

(d) 



「鋼結構」專輯

圈之最大強度為 P3%_2nd，如圖 7 (a) 所示，而比值 P3%_2nd /

P3%_1st即可反應強度衰退程度之大小，由試驗結果可發現

此值會隨試體之寬厚比（b/tLY）和細長比（KL /rcom）增加

而減少，即衰退幅度增加，如圖 7 (b) 與 (c) 所示。依據本

階段試驗結果可回歸出下列用於估算於 FF反復載重下強

度衰退效應（P3%_2nd /P3%_1st）之方程式 (式 (1))。

                         (1)

同時可利用式 (2)定義於 FF加載歷時下之強度衰退因

子 ηFF :

                                           (2)

此外，試驗中可觀察到相同試體在 NF加載歷時

下之強度衰退效應相較於 FF加載歷時下之效應更為顯

著，為量化於不同加載歷時下衰退程度之差異，並建

立其估算方法，本研究首先採用與前述針對 FF加載作

用下相似之定義，將 NF加載情況下之 P3%_2nd  與 P3%_1st

分別定義為加載歷時中第一次及第二次自 0%樓層位移

增加至 3%樓層位移角時之強度，如圖 3(c) 所示，根據

於不同加載歷時下試驗結果進行迴歸，最後可得下方

式 (3)之結果。 

                                              (3)

其中 ηNF 為 NF加載歷時下之強度衰退放大因子。由式

(4)之結果可看出在 NF加載下強度衰退效應較大，因

此建議在設計中應盡量控制上述 P3%_2nd /P3%_1st比值接近

1.0，即無明顯衰退，以防止在 NF加載下出現明顯的

強度衰退情形，此部分結果仍有待更多之試驗結果進

行驗證。

結論

本研究針對新型抗彎矩消能斜撐（NBB）進行一

系列包括單軸和子構架試驗，以強化對 NBB遲滯行為

特性與耐震性能之了解。依據試驗與分析結果，本研

究可歸納出以下結論：

1. 單軸試驗結果證實 NBB桿件能夠提供穩定且具韌性

之遲滯行為，桿件細長比之效應在於影響斜撐拉伸

與壓縮強度之差異，以及延緩局部挫屈和斷裂之發

生時機。

2. 冷彎型和銲接組合型 NBB具相似的遲滯性能，惟應

適當檢核 LY部之翼板寬厚比，以確保桿件韌性容量

之完整發揮。

3. 細長比較小的 NBB具有較高之 CPD值及疲勞壽命。

4. 成對 NBB在遠域和近斷層加載下皆可產生穩定且具

韌性之遲滯行為，而不致產生破壞。

5. 成對 NBB之強度衰退現象與 NBB桿件之斷面寬厚

比、細長比及加載歷時類別具關連性，可透過適當

程序設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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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a) 3%樓層位移角振幅中兩迴圈之強度（P3%_2nd與P3%_1st）

定義；P3%_2nd /P3%_1st比值隨 (b)寬厚比與 (c)細長比之變化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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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鋼造夾型挫屈束制斜撐（SBRB）無需內灌混

凝土，設計及工廠製造簡單，具備良好的韌性行為，

逐漸在鋼構耐震建築成為好的抗震斜撐元件，本文介

紹 SBRB性能及五種不同建築規模的實際設計及施工

案例（圖 1），說明此二元系統（鋼構抗彎構架 + BRB

斜撐構架）在臺灣應用情形。案例 A為八層樓高的

高雄市立圖書總館，建築物由角落的四個組合型巨型

鋼柱、屋頂桁架、高強度鋼棒吊起每層樓版組成，將

SBRB配置於兩個角落之巨型柱內作為主要耐震構架，

此建築物歷經 2016年高雄美濃地震（芮氏規模 6.6）

襲擊下安全無虞。案例 B及 C為兩棟位於新北市及新

竹市的鋼構辦公大樓設計案例，樓高分別為 20樓及 19

樓，案例 D則為一棟 20樓高之台北市信義區廣慈公共

住宅案例，其主結構為鋼骨混凝土造（SC），案例 E為

坐落於新北市板橋之 46樓高層旅館及住宅設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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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由東鋼構施工中。BRB構架通常配置在服務核

（樓、電梯）所在處，而工程師們時常需要更改 BRB

的設計斷面使得斜撐可維持在建築裝修層內；或者更

改 BRB的角度使其可以避開走廊、門口及窗戶等衍生

出不同的斜撐接合細節，本文將透過有限元素分析模

擬其不同接合所造成之傳力行為，並以非線性靜力側

推分析比較案例 A、C、D、E建築物整體耐震行為。

鋼造夾型挫屈束制斜撐（SBRB）

學者周中哲等人 [1-3] 發展的夾型挫屈束制斜撐

（SBRB），是由一組核心構件（Core Plate）及兩組獨

立分離的圍束構件（槽鋼及面板）所組成（圖 2(a)），

其中斜撐之圍束構件利用螺栓將核心構件束制其中。

相較於傳統 BRB之設計，SBRB可於現地拆卸圍束構

件提供檢查核心構件於地震後是否斷裂的機制，同時

圍束構件內可按力量需求及設計條件決定是否使用混

近年來，挫屈束制斜撐（BRB）已在建築物中被廣泛使用，主要因為優異的抵抗地震及能量消散能力，本
文介紹一種無填充混凝土的鋼造夾型挫屈束制斜撐（Sandwiched Buckling Restrained Brace，簡稱 SBRB）在臺灣
鋼結構高樓的發展應用。本文會先介紹數個高樓設計案例以及相對應各案例的實尺寸 SBRB試驗成果，亦會探
討 SBRB在對不同建築空間需求條件下的調整與設計，包括斜撐斷面的尺寸以及斜撐擺放角度（同心或偏心）。
最後，透過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來比較各 BRB建築構架的整體耐震行為。

鋼造 於
設計實驗及應用高層建物

夾型挫屈束制斜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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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國內使用內灌混凝土的 SBRB有高雄市立圖書

總館（圖 2(b)）及台北市中山北路 SRC住宅大樓 ;但

因內灌混凝土及鋼製斜撐對鋼構廠是不同的施作工項

會增加作業成本及時間，若無使用混凝土則可減短約

50%製造工期。近年來無內灌混凝土的 SBRB及構架

試驗研究 [2-6] 均驗證其耐震性能符合美國 AISC 341 [7] 

的要求，已分別使用在甘肅蘭州科技博物館、新竹華

邦電子辦公大樓、台北廣慈博愛公宅、台北私立延平

高級中學體育館及興建中的新北市 46樓高層旅館及住

宅等 [4-6]。

圖 3及圖 4介紹兩種建築設計案例中 SBRB之試

驗行為，斜撐編號 SBRB1、SBRB2分別代表新竹華

邦電子辦公大樓及台北廣慈博愛公宅之試驗斜撐（對

應圖 1之案例 C、D），兩組 SBRB試體皆無內灌混凝

土，核心板斷面尺寸分別為 50 × 200 mm及 48 × 292 

mm，材質為 SN490B及 SM570 MB。兩組 SBRB之試

驗皆採用 2016年 AISC 341耐震設計規範（T6章節）

建議之載重規定進行 [7]。其中 SBRB1採用五階段之載

重測試：在第一、三、四載重階段中，採用標準加載

歷時（最大側位移角達 2.53%）；而在第二、五載重階

段，試驗斜撐以承受對應 1.9%位移角之側向位移分

別進行三個及十個週次的疲勞性試驗。SBRB2則分為

兩個階段之試驗：其中在第一階段試驗中，SBRB採

用標準加載歷時（最大軸向位移為 83 mm）；並於第二

階段試驗中，施加了五個週次之 63 mm軸向位移疲勞

測試。圖 3(b) 所示為 6.9 m長之實尺寸 SBRB1試體，

其斜撐角度約為 48度；圖 4(b) 則為 5.5 m長之實尺寸

SBRB2試體，實驗配置採直立式（純軸向）試驗。

由圖 3(c)、3(d)、4(d) 及 4(e) 可觀察出，SBRB1及

SBRB2試體可在斜撐軸向應變分別達 1.6%及 2%下保

持良好且飽滿之遲滯消能行為（降伏軸力分別為 3795

及 4,836 kN、最大軸力分別為 5,127及 8,028 kN）。試

驗結果顯示 SBRB最大軸壓及軸拉力比值不超過 7%，

此值遠比 AISC 341 [7] 耐震規範所規定的 30%來得小；

圖 1   BRB構架設計案例

(a) SBRB組成 (b) SBRB應用於高雄市立圖書總館

圖 2   夾形挫屈束制斜撐（SBRB）之組成及應用（案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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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累積非線性變形量（CPD）分別為 632及 241，滿足

AISC 341耐震規範所規定之要求（CPD ≥ 200）。

圖 5為於國震中心實驗室利用 5支 100噸油壓千斤

頂連接塔柱進行一組 3.865 m長的實尺寸 SBRB試驗，

SBRB核心構件斷面為 70 × 230 mm，外圍尺寸為 270 × 

350 mm，除了槽鋼為 ASTM A36和核心構件為 SN490B

材質外，其餘材質均為 ASTM A572 Gr. 50，圍束構件內

無填充混凝土。在規定的二次實驗過程中，SBRB最大

軸拉力與軸壓力分別為 7,901 kN與 8,064 kN，最大核心

應變 2.4%，最大壓拉軸力比為 1.02（= 8064 / 7901），顯

示斜撐遲滯行為相當對稱，滿足 AISC 341 [7] 小於 1.3倍

及 CPD = 200的要求，試驗結束後沒有任何破壞發生。

斜撐接合型式

在臺灣建築設計案例中，常見的 BRB構架配置於

樓、電梯間，且常用隔間牆包覆，所以工程師們需在受

限的斜撐斷面尺寸（斜撐斷面高度及寬度）中作設計。

有時候，為了避開建築空間舉凡走廊、門口、窗戶等，

也會使用偏心之 BRB構架作為斜撐構架的設計。

斜撐斷面配置及角度  

BRB的斷面寬度或高度常受到隔間牆內空間的限

制（通常為 300 ~ 600 mm之容許配置空間），使用者

可考慮轉置斜撐斷面的寬度及高度，使其符合建築空

間需求。圖 6顯示在建築空間限制中兩種不同的斜撐

斷面配置選擇，其中 Type A代表 SBRB斷面高度 H是

平行於隔間牆的面外軸向，亦即斷面高度 H會受到隔

間牆內淨空間的限制；而 Type B為 Type A的轉置，

其代表 SBRB斷面寬度 B會受到牆內淨空間的限制。

在 Type A中，因其圍束高度受到限制，設計者可透過

將斜撐圍束寬度 B增加或是增加其圍束各單元鋼板厚

度，以維持整體斜撐之抗挫屈束制強度，然而，上述

作法可能會導致較不經濟的斷面。而對於 Type B斷

面配置，由於圍束高度 H並沒有受到隔牆淨空間的限

制，因此可以用相對較薄的鋼板厚度設計出需求的圍

束尺寸，進而得到較經濟的圍束單元設計，SBRB視設

計及建築需求可分別搭配單或雙接合板與構架相接合 

[8,9]。圖 7顯示為新北市一棟 46層高住宅之標準層平面

圖 3   實尺寸 6.9 m 長之 SBRB 1試驗（案例 C：新竹華邦電子辦公大樓  [6]）

(a) SBRB現場與實驗室試體配置 (b) 試體照片（單位：mm）

(c) 標準試驗 (d) 疲勞試驗 (e) 相對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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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實尺寸 5.5 m 長之 SBRB 2試驗（案例 D：台北市廣慈博愛公共住宅 [4]）

圖 5   實尺寸 3.865 m長之 SBRB試驗（案例：台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體育館 [5]）

(a) 試體配置（單位：mm）

(b) 試驗整體照片 (c) 工地現場 SBRB組裝

(d) 標準試驗 (e) 疲勞試驗 (f) 相對轉角

圖 6   建築空間中不同 SBRB斷面配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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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新北市 46層大樓之 SBRB構架立面配置（案例 E，單位：cm）

（案例 E），其 X向及 Y向分別配置了多組偏心 SBRB

構架，目前正興建中，預計 2022年底完工，將成為新

北市最高的旅館及住宅大樓。

有限元素分析

本節將以案例 B及案例 E分別對於 Type A及 Type 

B接合型式作深入的有限元素分析探討，兩組分析模

型中之 SBRB降伏軸力皆為 500 tonf，及最大斜撐軸力

787 tonf。在案例 B的有限元素分析模型中（圖 8），首

先建置單一對角 SBRB構架之有限元素模型，並考量

在最大考量地震下，對有限元素模型施加斜撐最大軸

力及梁柱內力；案例 E以偏心之倒 V型斜撐配置作為

BRB構架 Type B接合型式之有限元素模型（圖 9）。案

例 B、E皆可滿足在發展斜撐最大軸力下，接合部位保

持彈性，但由於偏心斜撐之配置使得連桿梁處受到極

大的剪力，因此在案例 E中鋼梁兩側新增 12 mm封板

使其斷面強度符合斜撐最大軸力需求。

SBRB 構架整體行為

在工程設計過程中為瞭解結構物在地震下的行

為，初步可用非線性靜力側推結構物檢核構件的非線

性時機及塑鉸分佈，非線性的地震歷時分析由於時間

耗費較大目前設計單位只針對重要結構物來進行，本

文針對圖 1中案例 A、C、D、E四種不同鋼構 SBRB

構架建築利用 ETABS程式進行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各

建築物的降伏機制及各建築物之韌性容量。

構架非線性靜力側推分析

圖 10為案例 A、C、D及 E之非線性靜力側推分

析結果，圖中共 4個點為：1號點代表初始降伏點、

圖 8   Type A接合型式之有限元素分析（方案 B – 20樓辦公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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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結構」專輯

圖 9   Type B接合型式之有限元素分析（方案 E – 新北市 46樓住宅）

圖 10   四棟 SBRB構架例之 ETABS非線性側推分析

2號點為系統降伏點、3號點及 4號點為對應 475及

2500年地震迴歸期之性能點。首先觀察各側推分析中

塑鉸的分佈，SBRB於各分析結果中確實能在整體構架

系統中先降伏消能，另外，就韌性容量的角度來看，

臺灣建築耐震設計規範 [11] 假設在對應最大考量地震下

之容許韌性容量 R = 4；然而，由圖 10中各分析結果，

在計算 2500年地震迴歸期與系統降伏點之位移比值可

得到使用之韌性容量 R*，其值約介於 0.88 ~ 1.25，遠

小於臺灣耐震設計規範韌性 R = 4之設計規定 [11]。此

乃因為設計中考量折減係數、結構物複雜度且高贅餘

度、風力載重控制或其他因素下，臺灣建築設計案例

之使用韌性容量遠較耐震規範設計參數低，亦代表依

規範設計可得較為保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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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造夾型挫屈束制斜撐於高層建物設計實驗及應用

結論

本文提供純鋼夾型挫屈束制斜撐（SBRB）應用

於不同建築實例分享，由於此種 SBRB無需內灌混

凝土，設計及工廠製程簡單，約可省下 50%製造時

間；同時，使用螺栓將核心構件與其他鋼構件接合，

相較於傳統埋入於混凝土中之 BRB，SBRB更可於

現地拆卸圍束構件檢查核心構件於大地震後是否破壞

的機制。此純鋼型 SBRB已分別使用在甘肅蘭州科技

博物館、新竹華邦電子辦公大樓、台北市廣慈博愛公

宅、台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體育館及興建中的新北

市 46樓高層旅館及住宅等。根據實尺寸 SBRB分別

於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的試驗

（圖 3至圖 5），驗證純鋼型 SBRB性能滿足 AISC 341

（2016）穩定且飽滿之遲滯行為要求 [7]。另外以有限

元素分析不同接合型式或偏心 SBRB之接合配置，顯

示在適當地設計下接合處可滿足斜撐發展最大軸力下

保持彈性的要求。最後藉由四個 SBRB構架案例之非

線性側推分析，顯示此四棟以 SBRB為建築物耐震消

能之主要元件，依 2500年地震迴歸期回推使用韌性容

量 R*值皆小於 1.5，均滿足臺灣耐震韌性容量 R = 4

的設計要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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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層是建築物地震時遭受損壞的重要因素，如能將具弱層建築物檢測出來，進行適當的補強以消除弱

層，提高其耐震能力，是降低地震損失極為快速有效的手段。要知道某一事件為真或偽，要使用適當的檢

測方法進行檢測，其檢測結果的可信度，與檢測方法的精確度習習相關，此外也與你要檢測事件是大機率

事件或小機率事件有關。生活中碰到這種事情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本文先針對弱層檢核進行探討，其次

就大眾關心的新冠病毒檢測也一併探究，分別敘述於第二節與第三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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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氏定理在弱層檢核之應用

檢核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10 的檢核

就台灣地區所有的建築物而言，我合理的推估

弱層建築物佔 20%，而我們發展的弱層檢測方法 [1]

（PSERCB弱層檢核）的精確度應該可達 98%。以下

先定義幾個事件及使用的數學符號。

W = 弱層建築物   P(W) = 0.2

NW = 非弱層建築物   P(NW) = 0.8

P = 評估為弱層建築物，即陽性。

N = 評估為非弱層建築物，即陰性。

P(P/W) = 0.98   P(N/W) = 0.02

P(NW/N) = 0.98   P(W/N) = 0.02

此外定義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事件為真機

率）/（1－檢測方法精確度） ，便於結果的解釋。

貝氏機率定理如何推導，本文不擬說明，不熟悉

的讀者請參閱講機率的一般教科書 [2]。貝氏機率定理可

計算下列四組條件機率。

(1) 檢測出為弱層，而確實為弱層的機率

蔡益超／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名譽教授

貝氏定理

DOI: 10.6653/MoCICHE.202012_47(6).0012

與

之應用

本例計算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0.2 /（1－

0.98）= 10（倍）。從上述四種條件機率結果來看，檢

測可信度還算可以，前兩個比較差，後兩個比較好。

後兩者比較好係以檢核非弱層為對象，檢測方法精確

度倍數 A = 0.8 /（1－ 0.98） = 40（倍）。

(2) 檢測出為弱層，而確實非為弱層的機率（稱為偽陽

性）

(3) 檢測出非為弱層，而確實也屬非弱層的機率

(4) 檢測出非為弱層，而實際屬弱層的機率（稱為偽陰

性）

弱層檢核

新冠病毒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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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2 的檢核

某單位採用另一種檢測方法，其精確度可達

90%，其他條件不變，則：

W = 弱層建築物   P(W) = 0.2

NW = 非弱層建築物   P(NW) = 0.8

P = 評估為弱層建築物

N = 評估為非弱層建築物

P(P/W) = 0.9   P(N/W) = 0.1

P(NW/N) = 0.9   P(W/N) = 0.1

(1) 檢測出為弱層，而確實為弱層的機率

如果挑選弱層檢核的建築物有經過簡單的篩選，

譬如 1樓挑高，或牆體打除，則 P(W)假設由 0.2提高

到 0.4，兩種方法對應的 A值分別提高到 20與 4倍，

當然結果的可信度也會提升。

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20 的檢核（假設
有初步挑選）

W =弱層建築物   P(W) = 0.4

NW =非弱層建築物   P(NW) = 0.6

P = 評估為弱層建築物，即陽性。

N = 評估為非弱層建築物，即陰性。

P(P/W) = 0.98   P(N/W) = 0.02

P(NW/N) = 0.98   P(W/N) = 0.02

(1) 檢測出為弱層，而確實為弱層的機率
(2) 檢測出為弱層，而確實非為弱層的機率（稱為偽陽

性）

(3) 檢測出非為弱層，而確實也屬非弱層的機率

(4) 檢測出非為弱層，而實際屬弱層的機率（稱為偽陰

性）

本例計算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0.2 /（1 – 0.9）

= 2（倍）。除了後兩個條件機率可信度勉強可以接受，

前兩個應該無法接受。後兩者比較好係以檢核非弱層

為對象，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0.8 /（1 – 0.90）= 8

（ 倍）。

從以上計算，觀察到控制的參數是檢測方法精確

度倍數 A，碰到大機率事件並採用很精確的檢測方法

時，A值很大，結果的可信度很高。碰到小機率事件

並採用不精確的檢測方法時，A值很小，結果無可信

度可言。目前來看，A值如能達到 10，應可接受。

(2) 檢測出為弱層，而確實非為弱層的機率（稱為偽陽

性）

(3) 檢測出非為弱層，而確實也屬非弱層的機率

(4) 檢測出非為弱層，而實際屬弱層的機率（稱為偽陰

性）

本例計算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0.4 /（1 – 0.98）

= 20（倍）。從上述四種條件機率結果來看，其可信度

大致優於 A=10者，是第一種檢測方法配合 P(W) = 0.4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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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計算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0.4 /（1 – 0.9）

= 4（倍）。從上述四種條件機率結果來看，其可信度大

致優於 A = 2者，是第二種檢測方法配合 P(W) = 0.4的

結果，不過可信度還是不夠令人滿意。

結論

從以上計算可知控制變數大概為檢測方法精確度

倍數 A，其值如能大於 10，可信度應該可以令人滿

意。所以採用 PSERCB弱層檢核應該可信度還不錯，

若能配合事先簡單篩選，則可信度更高。

貝氏定理在新冠病毒檢測之應用

問題基本資料陳述
我國檢測的對象是有條件的，譬如有症狀或與確診

者有密切接觸者等。截至十月下旬為止，約有 10萬人被

檢測，550人確診。首先定義一些事件及所用的符號。

C =確實感染 COVID-19   P(C) = (550 / 100000) = 0.0055

NC =未感染 COVID-19   P(NC) = 0.9945

P =核酸檢測呈陽性

N =核酸檢測呈陰性

一般生產檢測試劑的藥廠，都宣稱該試劑檢測的

精確度超過 95%。我國採用較精確的核酸檢測，可以

合理假設檢測精準度如下：

P(P/C) = 0.99   P(N/C) = 0.01

P(NC/N) = 0.99   P(C/N) = 0.01

此外定義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事件為真機

率）/（1－檢測方法精確度） ，便於結果的解釋。

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0.55 的結果

貝氏機率定理可計算下列四組條件機率。本計算

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0.0055 /（1 – 0.99）= 0.55

（倍），所以標題這樣寫。

(1) 檢測為陽性，而確有感染之機率

檢測方法精確度倍數 A = 4 的檢核（假設有
初步挑選）

W = 弱層建築物   P(W) = 0.4

NW = 非弱層建築物   P(NW) = 0.6

P = 評估為弱層建築物

N = 評估為非弱層建築物

P(P/W) = 0.9   P(N/W) = 0.1

P(NW/N) = 0.9   P(W/N) = 0.1

(1) 檢測出為弱層，而確實為弱層的機率

(2) 檢測出為弱層，而確實非為弱層的機率（稱為偽陽

性）

(3) 檢測出非為弱層，而確實也屬非弱層的機率

(4) 檢測出非為弱層，而實際屬弱層的機率（稱為偽陰

性）
(2) 檢測為陽性，而沒有感染之機率（偽陽性）

(3) 檢測為陰性，而沒有感染之機率

(4) 檢測為陰性，而有感染之機率（偽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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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氏定理在弱層檢核與新冠病毒檢測之應用

除第 (3)、(4) 項可接受外，(1)、(2) 項可信度差。

影響檢測結果可信度與 A值有關，事件發生機率 P(C) 

越大，檢測方法的精確度越高，檢測結果可信度就越

好，A值也較高。假設核酸檢測的精確度提高到 0.999

或 0.9999，其對應的 A值會變為 5.5及 55，檢測結果

可信度定可提高，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練習算算看。

有時難以找到檢測精確度很高的試劑，也有變通

的辦法，那就是二採陽，才認為確診。下一小節就進

行這種計算。

二採陽才算確診的可信度

只要認識一採陽後，確實感染的機率 P(C) 已由檢

測前的 0.0055提升為 0.3538，檢測為陰性，其未感染

的機率由檢測前的 0.9945提升為 0.99994。

二採陽，其感染的機率由 0.3538提升為：

可被接受。此時 A = 0.3538 / (1 – 0.99) = 35.38（倍）。

其他三種情況各位可練習算算看。

結論

本次疫情我國採用核酸檢測，但其精確度沒有查到

相關數據。如以第 3.1節取精確度 99%計算，偽陽的機

率還超過真陽。所以 550個確診人數應扣掉偽陽者，並

加進偽陰者，但偽陰機率極低，故實際感染病毒的人數

應比 550人少很多。很多人建議我們應該學外國，擴大

檢測的人群，並採用快篩，如此 P(C)下降，檢測精確

度也下降，其檢測結果的可信度根本不可信，所以我贊

成目前的做法。不過因為偽陽性太多，如果能採用二採

陽才算確診，可大大減少偽陽性。陰性檢測的可信度很

高，可能無需二採陰才確定未受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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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工法即有如樂高（LEGO）積木般，透過模組化、標準化 及自動化的構件設計生產流程，於現
場進行成品的接合及組裝，不僅減少現地施工項目，並可同步進行多種工程，大幅縮短施工日程，亦降

低氣候及工班不易控管等變數。在工期、人力、施工品質及工地清潔環保等方面，均較傳統工法為佳。

在工地技術人力逐漸短缺、工安環保要求至上的未來，建築工業化是必然的趨勢，而預鑄工法亦或將成

為建築工業之新藍海。

在此藉由本公司『遠揚 T-PARK專二 B區集合住宅大樓新建工程』（以下簡稱本工程），於現場導入
日本新式「雙蓮根梁預鑄工法」於高層隔震建築之規劃及施工成果分享，期能為預鑄工法之推廣與應用

略盡棉薄之力。

應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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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概要及建物內容

  1.工程地點：新北市板橋區亞東段 980-3等 8筆地號 
                          （南雅南路二段 /遠東路口）

  2.基地面積：5,122.0 m2（1,549坪）

  3.建築面積：1,328.5 m2（402坪）

  4.地板面積：28,706.4 m2（8,683坪）

  5.建物高度：建物高度 99.95 m，屋突高度 9 m 

  6.開挖深度：GL –13.45 m

  7.建物規模：地上 27層 / 地下 3層 /屋突 2層 

  8.建物構造：RC造（免震構造）

  9.地下結構工法：順打工法 

10.地上結構工法：3FL以下場鑄順打工法， 3FL以上

架構式 PCa工法 

11.外壁裝飾：耐候性塗裝、仿石塗裝、GRC垂直飾

條、水平鋁版飾條

張　圻／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TPKB工務所所長、專任技師

魏世玉／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鄭燦鋒／遠揚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之規劃及施工成果高層隔震建築

DOI: 10.6653/MoCICHE.202012_47(6).0013

新式預鑄工法

圖 1   本工程外觀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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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預鑄系統規劃重點

預鑄工程於構件製作及施工前之系統規劃極為重

要，其重點為：

1. 結構系統合理：對稱、模組化、合理柱距、梁柱對

心

2. 選擇適當強度：保持統一柱梁尺寸  

3. 考慮施工尺寸：選用大號數鋼筋

4  選擇合適工法：預鑄、鋼筋續接位置

5. 避免現場澆築：RC牆確保韌性、增加施工性

本案經設計及施工團隊事前多次討論後，確認之

預鑄系統規畫成果如圖 3至圖 6。圖 2   建物內容圖

圖 3   本工程預鑄系統初始梁柱分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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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件生產及現場吊裝前之預備工程 
本工程引進日本最新式「雙蓮根梁預鑄工法」構築，採梁柱

接頭預鑄方式施工，與台灣傳統預鑄工法梁柱接頭採場鑄方式不

同，故其構件製作及吊裝精度均需控制於 3 mm ~ 5 mm之內，否

則於現場施工時將造成無法接合之局面。

圖 4   本工程預鑄系統定案平面圖（標準層） 圖 5   本工程預鑄系統定案樓層圖

圖 6   預鑄材料強度架構度圖

圖 8   新式雙蓮根梁預鑄工法（梁柱接頭預鑄，製作及吊裝精度需求高）

圖 7   台灣傳統預鑄工法（梁柱接
頭場鑄，容許誤差量大）



Vol. 47, No. 6   December 2020  土木水利  第四十七卷  第六期66

新式預鑄工法應用於高層隔震建築之規劃及施工成果

現場工期規劃及吊裝實況

預鑄工程於施工前，必須依據團隊施工經驗、現

場工法、預鑄構件數量，塔吊等假設工程配置及規

劃相關考量，研擬預鑄循環工期（吊裝起始日至灌漿

日），並依據循環工期，詳細規劃各樓層施工項目，使

因係國內首案，為免日後正式施工困難，本工程

於構件正式量產及吊裝前，聘請日商技術人員，於預

鑄廠內先行試作實體構件，並進行實尺寸構件吊裝，

於過程中歷經數次反饋檢討，於正式量產及現場實際

施工時過程順利，構件製作及吊裝精度均控制在 5 mm

之內，更達成 7天一樓層之構建速度。

圖 9   預鑄廠構件試作及研討實況

圖 10   預鑄廠內實體模型吊裝研討實況

圖 11   本工程循環工期表參考圖

用機具及材料數量，排定每日各工項分時進度表，本

工程初始預定循環工期為 6日 /循環，後因水電配管

工項取消原規劃之 SI工法，改採現地配管方式施工，

故增加 1日工期變更為 7日 /循環，經數樓層學習曲

線後，亦達成原定 7日循環工期之目標。圖 11至圖 13

為本工程循環工期、每日分時進度及現場吊裝實況參

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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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自動化 / 配合預鑄循環工期引進自
爬升式施工鷹架

傳統式施工鷹架，於現場組裝時需耗費大量人力

及時間，以本案目標循環工期 7日 /循環為例，每循

環第一日上半天即須完成架體升層，以利下半日吊裝

作業開始。以傳統鷹架組裝工率而言勢必無法達標，

且傳統鷹架於組裝及拆除時，人員均須於架上高空作

業，故為避免缺工狀況日趨嚴重影響樓層構築速度，

圖 12   本工程每日分時進度表參考圖（第一日）

圖 13   新式蓮根梁預鑄工法現場施工實況圖

並增進工安。特參考預鑄工法大量使用之日本及中國

工程現狀，引進自爬升式施工鷹架，朝營建自動化之

目標大幅邁進。

其於現場地面單元組裝完成後，以塔吊吊至樓層固

定，並利用電動鍊條系統爬升，每次爬升僅需 30 至 40 

分鐘即可到達定位，對預鑄工程達成預定循環工期而

言，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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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自爬升式鷹架平剖圖

圖 16   自爬升式施工架現場組裝實況

圖 17   自爬升式施工架爬升完成實況

圖 15   自爬升式施工架現場使用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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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科技化 / 工程導入建築
空間資訊模型（BIM）

本工程於施工初始階段即導入 BIM

作業系統來檢討各施工界面，將傳統施

工的 2D圖面，轉為帶有資訊之 3D模

型，減少傳統建築空間整合作業上的資

源浪費及盲點，以本案隔震器安裝為

例，參考圖 18至圖 22，BIM作業系統

應用如下：

1.前期應用於隔震器碰撞檢討

2.中期用於隔震基座鋼筋綁紮、端板、

阻尼器等相關物件安裝檢討，並以檢

討成果製作實體模型反饋修正。

3.後期利用實體模型綁紮經驗製作施工

工序動畫，以便現場實際施工時了解

正確工序運用 BIM系統作業結果，隔

震層整體施工過程順暢並無鋼筋拆除

重作狀況，隔震墊吊裝之精度亦於規

範值內順利安裝並無端版修正或擴孔

情形，現場實際施工狀況參考圖 23至

圖 24。

圖 18   本工程隔震器平面配置圖

圖 19   本工程隔震層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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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隔震層碰撞檢討成果（BIM）

圖 21   隔震基座鋼筋及相關配置界面檢討圖（BIM）

圖 22   隔震基座鋼筋及相關配置實體模型施作實況（依 BIM檢討結果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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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構建速度，而在預鑄工法的大概念下，另於施工階

段導入自動爬升式施工架及建築資訊模型（BIM）等軟

硬體。亦達預期之成效，並朝向營建自動化、科技化

之目標邁進。希望藉此篇施工成果簡介，拋磚引玉，

為營建工業化之推展提供相關參考經驗。

圖 23   隔震基座現場施工實況圖

圖 24   隔震器現場吊裝及隔震層完成圖

結語

本次遠揚營造及亞利預鑄工業，結合日商鹿島建設

暨中鹿營造，引進日本最新一代「雙蓮根預鑄工法」，

實際應用於新北板橋區之高層隔震建築『遠揚 T-PARK

專二 B區集合住宅大樓新建工程』， 成果斐然，構件製

作及吊裝精度均控制在 5 mm之內，更達成 7天一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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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指導教授：林志棟）

賴品蓁、梁凱雯、林昱沁、廖芷曼

銀獎　3 x 2 = 6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指導教授：楊士賢）

董皓、楊世凡、蕭子琳、林家倫、金伯陽、馮柏元

109 年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學生獎學金

曾養甫獎學金

陳師睿、黃奕宸

家源獎學金

李仁翔

朱光彩獎學金

林冠均、吳俊緯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獎學金

王郁雯、趙家豪、陳冠儒、許詩旋、鐘舒媞、陳偲瑗
陳顗琳、官玉梃、葉承凱、李昀融、王志良、蔡瑋軒
宋冠諭、溫智凱、楊斾琪、施涵軒、林庭安、薛昀瑄
廖顥益、柳信智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109年榮譽榜

109年工程獎章於第24屆第7次理監事會中頒獎 高銘堂執行長頒獎

2020 學生 BIM 軟體應用競賽優勝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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