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      107 仲聲孝字第 027 號 

稱  謂 姓名或名稱 住居所或營業所 

聲 請 人 偉銓營造有限公司 設台南市南區三官路 131 號 

法定代理人 葉瑞文 住同上 

代  理  人 

複 代 理 人 

謝佳伯律師 

陳澤榮律師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162 號 4 樓 

同上 

代 理 人 侯雪芬律師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71 號 7 樓 

代 理 人 劉農生 台南市南區三官路 131 號 

代 理 人 黃竹芳 同上 

代 理 人 徐瑞銘 同上 

相 對 人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 

設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4 樓南區 

法定代理人 林志峯 住同上 

代  理  人 

代 理 人 

董彥苹律師 

吳再欽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32 號 3 樓之 1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4 樓南區 

代 理 人 許文娟 同上 

代 理 人 洪辰儒 同上 

代 理 人 陳以霖 同上 

代 理 人 劉桂南 同上 

代 理 人 石孟衢 同上 

上列當事人間「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續)」履

約爭議仲裁事件，本會判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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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一、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 717萬 0227元整，及自本仲裁判斷書送達相

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 聲請人其餘請求駁回。 

三、 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百分之九十二，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八。 

     事  實 

甲、 聲請人方面： 

壹、 仲裁聲明： 

一、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下同）79,067,086 元暨自民國(下同)105 年

10 月 1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 

二、 仲裁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貳、陳述： 

A. 事實： 

一、首查，「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徹收公共工程（第 I 期）」原由長鴻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鴻公司）於 100 年 8 月 30 日得標，惟長鴻公司於履

約過程中，因財務問題而無法繼續履約致系爭工程進度嚴重落後，遭業

主即相對人於民國（下同）104 年 10 月 22 日終止契約（聲證 4 號)。 

二、次查，相對人終止契約後，長鴻公司之分包廠商因無法取得工程款，爰

組成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I 期）權益自救會（下稱自

救會），並封鎖系爭工程工地現場，致使系爭工程停擺。其後，聲請人基

於避免自救會成員因無法取得工程款而陷於倒閉，及儘速使系爭工程完

工等公共利益，於自救會之請求下，表明願接手完成系爭公共工程。自

救會遂與聲請人簽訂協議書（聲證 5 號)，約定由自救會與相對人協調系

爭工程以限制性招標模式重新招標，並由聲請人優先議價，議價得標後

由聲請人給付自救會工程補償金新台幣 4,000 萬元整。本件工程經簽奉台

北市長核准後，依長鴻公司原契約單價未完成部分採限制性招標與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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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辦理議價。 

三、本件工程係重新發包採限制性招標，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應符合公平合

理原則。然本件情形與其他公共工程標案有以下之重大差異，此即為兩

造爭執所在： 

(一)查本件工程之單價及數量，前與長鴻公司簽訂契約之價目表即由相對人

編列，然相對人終止與長鴻公司之契約後，並未確認現場數量是否與限

制性招標所附之價目表數量是否一致，即以此非精確之數量及單價作為

計量計價之基礎，造成其標單數量與現場狀況嚴重不吻合之情形。然因

相對人就此特殊情形有所認知，才會在「招標須知」第 84 條規定：「有

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單價不合理時，得於訂約時由本機關與

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及「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規定：「承包商應

於決標後接管前期工程，並配合工程司／監造單位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

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並依實際現況修正契約數量。」聲請人也因為有

此特別規定，才會認為縱使標單上載數量或工項單價與實際施工有差異

時，仍可依實際情況調整，但由後來兩造協調之結果過程以觀，相對人

根本未依實際情形調整數量或單價，實令該等規定形同虛設，而若相對

人於投標前即明確告知無調整單價或數量之空間者，聲請人乃不會參與

本件限制性招標之議價。 

(二)承上所述，相對人在辦理系爭後續工程之限制性招標前，就長鴻公司業

已全數完成且無後續應施作數量之工項，理應於價目表中將數量記載為

「0」，然相對人卻僅將價目表中該工項於長鴻公司契約之原總數量機械

性地減去長鴻公司已估驗之數量（非記載接續工程實際應施作之數量），

而將所餘數量仍列於系爭接續工程之標單中。換言之，此工項之數量因

長鴻公司已施作完成，聲請人完全不可能再加以施作，亦不可能依實作

數量請領工程款，復以相對人並非以聲請人投標時之各工項單價，作為

計價之依據，則上開情形乃會排擠聲請人施作項目及數量之結果，導致

申請人所填之總價有一定金額被變相再為折扣，與系爭接續工程為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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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之精神有違，亦嚴重損及聲請人之權益。 

四、再查，聲請人於填寫系爭工程標單時，相對人僅提供系爭工程之預算總

額及空白標單予聲請人，惟據聲請人所知悉之工地現場，他造當事人提

供之空白標單中，有許多工項之數量有誤，此會影響到總價投標之結果。

雖然聲請人僅能於該標單中填寫工項單價，無法依工地狀況更改標單上

之工項數量，然考量到「投標須知」第 84 條及「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等規定，賦予兩造調整不合理之單價及重新計算數量之權利，聲請人

乃計算系爭接續工程所須花費之總價後加以投標。聲請人提出之投標總

價為 250,058,730 元（聲證 6 號)，因該投標金額高於底價，嗣經聲請人減

價後，總價為 242,500,000 元，相對人乃於 105 年 2 月 22 日以該金額決

標予聲請人（聲證 7 號）。由於聲請人對於調整單價、數量有所疑義，乃

於 105 年 3 月 21 日函請相對人召開協調會議（聲證 8 號），經兩造於同

年月 28 日召開有關施工數量、單價及保固金等爭議之協調會後，聲請人

乃在保留相關權益之情形下，於系爭工程契約上正式用印（聲證 9 號）。

換言之，聲請人所提出之投標金額，係以瞭解工地現場及剩餘工項、數

量後，考量後續工程完成所須支付之費用，作為投標金額，與一般投標

情形僅以單價乘以施工數量之情形有異。 

五、詎料，系爭工程決標後，相對人始提供其所編列之預算詳細價目表，並

要求系爭契約訂約時，須以預算單價按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之比例調整

後作為各工項之單價（聲證 10 號)，惟相對人之預算詳細價目表係以長鴻

公司 100 年 8 月 30 日搶標之單價編列（得標金額與預算總額之比例約為

72％，聲證 11 號），而非重新訪價而得，該單價與聲請人投標時之市場

價格已有不同，自不得作為各工項計價之合理基礎。 

六、再者，聲請人曾就此爭議向相對人請求協議，兩造於 105 年 3 月 28 日召

開會議，聲請人於會議中清楚說明：「…依工地實際應施作之數量及市價

估算而來，故應在總價決標之精神且不影響總價之原則下，合理調整合

約內之單價及數量，否則與長鴻營造結算後，餘額用來發包之費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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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部分扣下而不支付，以致於造成合約總價前後無法對應，豈非演變成

公家部門額外之獲利？」（聲證 13 號）。系爭工程既採總價決標，則契約

總價當然屬契約重要之點，又投標須知既已規範工程單價不合理得協議

調整，則聲請人請求在總價決標之精神下調整單價，當屬適法，未料相

對人卻以僅能以預算單價依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為由，拒絕調

整單價，乃與契約約定不符。 

七、再次查，相對人係以長鴻公司未施作完成之工項數項及金額，作為限制

性招標之底價預算，而聲請人係從自救會所知悉之部分工地現場狀況，

估算最接近施工成本之投標金額，亦即，如聲請人將系爭後續工程完成，

且在本件契約之總價內完成者，對相對人而言，此工程並無因長鴻公司

倒閉而有額外費用之支出，此有相對人 104 年 12 月 24 日簽呈記載：「目

前旨揭兩工程皆已清算點驗完成，後續新工處將以清點後之剩餘款為發

包金額，加上部分界面銜接費用及復動員費後以不增加總預算支出的前

提下辦理招標作業，…」（聲證 14 號）；然反觀如因相對人於招標文件中

記載之工程數量有誤，且不以聲請人於投標時所提供之單價為準之情形

下，聲請人將無法獲得當初估算施作系爭後續工程之合理報酬，且因此

受有損害，其得利者則為相對人或國庫（不論相對人是否將之繳回國

庫）。由上開情形可知，相對人所主張之契約解釋及計價方式，顯非合理，

已造成聲請人鉅大損害，應非可採。 

B. 理由： 

一、首查，相對人係以原契約中長鴻公司未施作完成之工項數項及金額，作

為限制性招標之底價預算，而聲請人則係以從自救會所瞭解工地實際尚

未施作完成之工項及數量之狀況下，估算投標之金額，亦即，如聲請人

將系爭後續工程完成，且在本件契約之總價內完成者，對相對人而言，

此工程並無因長鴻公司財務困難無法施工而有額外費用之支出，聲請人

亦能獲得當初決標之金額。基此，聲請人因相對人未協商調整單價、數

量所遭受之損失，即為決標金額扣減不含變更設計追加減之結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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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金額為 7,768 萬 6,021 元（不包含數量增減逾 30％之部分），合先敘明。 

二、次查，聲請人並非請求未施作工項（即結算數量為 0）之承攬報酬，而係

請求已施作之工項不得逕依系爭工程原訂契約單價，而應調整單價，故

相對人主張聲請人不得請求未施作工項之費用云云等語，顯有誤解： 

(一)聲請人提出 2 個計算本件請求金額之計算式，一者為決標金額減掉結算金

額，再加計數量增減逾 30％重新調整單價之差價（總金額為 79,067,086

元）；一者為以系爭工程 100 年度預算單價計算之金額減掉結算金額（金

額為 59,954,878 元）。前者乃認為本件採限制性招標，且為總價決標，故

若相對人提供正確之工程數量，聲請人乃會將無庸施作工項之金額，分

配到實際應施作之工項，此種計算方式並非請求未施作工項之費用；後

者乃認為系爭工程原訂單價並非合理，應依 100 年預算單價加以調整。

基此，此二計算式均非請求相對人給付未施作工項之費用。 

(二)次查，聲請人之所以特別強調系爭工程結算數量為 0 然預估數量非為 0 之

金額高達 5,293 萬 1,793.62 元，乃在強調相對人於招標前所預估之施作數

量，與實際應施作之數量，兩者差異甚大，且非聲請人於投標前所得預

見，應有「招標須知」第 84 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及民法第 227

條之 2「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而非請求相對人應將上開未施作之 5,293

萬 1,793.62 元給付予聲請人，則相對人主張聲請人不得請求系爭工程中

未施作項目之費用云云等語，顯有誤解。 

三、聲請人就本件之請求權基礎為「投標須知」第 84 條、「補充施工說明書」

第 47 條、民法第 227 條之 2「情事變更原則」及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 

(一)首查，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 75,677,116 元之請求權基礎為「投標須知」

第 84 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及民法第 227 條之 2「情事變更原

則」，至於聲請人於仲裁準備(四)書主張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得請求相

對人給付聲請人代長鴻公司給付工程款予自救會成員之部分，聲請人同

意不以民法第 179 條作為本件之請求權基礎，惟請  鈞會綜合考量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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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事實，聲請人確實係以本件工程之決標總價為 2 億 4,250 萬元為基

礎，而同意代長鴻公司給付自救會工程款 4,000 萬元，並期能讓系爭工程

順遂進行，不會遭致自救會的抗爭或佔據工區，自不應因標單之預估數

量與實作數量差異甚大，而由聲請人負擔該預估數量錯誤之風險。 

(二)次查，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實作數量較預計數量增減逾 30％得調整單

價之差額 3,389,970 元部分，該項之請求權基礎為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 

(三)再查，就上開 75,677,116 元之爭議，應可區分為二部分，一部分為聲請人

依「投標須知」及「補充施工說明書」約定得請求調整單價及數量，但

遭相對人拒絕；一部分乃因相對人提供之標單數量與實際應施作之數量

差異甚大，聲請人得請求該部分之損害賠償。就第一部分而言，不管相

對人所提供之標單數量是否正確，聲請人均得依約請求調整單價、數量，

因此，上開二部分本不互相影響。然則，本件因相對人提供之標單數量

與實際應施作數量之情形差異甚大，已超出一般工程實務可預見之範

圍，且造成聲請人無法取得預計報酬之損害，基此，聲請人乃認為如相

對人同意調整單價者，可略為彌補聲請人之損害，故並未強調聲請人因

數量估算錯誤所導致之損害，而係偏重以「投標須知」及「補充施工說

明書」約定，請求調整單價。 

(四)承上，如本件經調整單價後，所計算之結算金額與得標價金相差不大，而

在合理可容忍之範圍者，乃可認為聲請人並無因減作數量過多而受有損

害，惟如本件經仲裁庭審酌不得調整單價或調整後之金額過低，而導致

結算金額與契約價金仍存有差異甚大之情形者（假設語），聲請人除得請

求調整單價外，亦應得請求該實作數量減少為 0 之損害，併予陳明。 

四、相對人逕以預算單價按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之比例調整後，作為各工項

之單價，且拒絕協商調整不合理之單價，顯違反行政院工程會相關解釋

函令，聲請人得依「投標須知」第 84 條請求調整單價： 

(一)針對相對人以其預算書逕行調整聲請人標價之情形，於本件對聲請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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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遠大於一般工程招標，而此不合理情形迭經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函釋禁止，包括： 

1. 89 年 3 月 17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07258 號函說明二之（八），廠商

單價如無本法第 58 條之情形，不應一律按機關預算單價調整。 

2. 89 年 7 月 29 日（89）工程企字第 89020421 號函，機關依本法第 52 條

第 1 項第 1 款之決標原則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廠商投標所報

總標價未逾底價，且無本法第 58 條所稱部分標價偏低之情形者，不應

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如認為最低標廠商部分標價偏低，而有

洽該廠商調整單價之必要者，應以有本法第 58 條所稱標價顯不合理，

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為前提。廠商投標價超

過底價，若經減價後未逾底 價而決標，其契約單價調整之方式及原則

與上開原則相同。 

3. 92 年 6 月 5 日工程企字第 09200229070 號令修正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

態樣」序號十之（六）載明：「不考慮廠商單價是否合理而強以機關預

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為決標程序錯誤行為態樣之一。 

4. 95 年 8 月 28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328320 號函，為避免得標廠商部分項

目標價偏高或偏低之情形，衍生日後履約爭議，機關於決標前，應注意

廠商標價所含各項單價之組成是否合理。本法第 58 條所定部分標價偏

低之規定，併請注意。 

5. 95 年 9 月 19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361690 號函附會 議結論，採購契約單

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須以合理性為前提，

並保留且善用雙方協議之機制。 

6. 98 年 5 月 11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157960 號函，機關於採購決標後之契

約單價調整，如無正當理由，勿強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 

7. 綜上，工程會三令五申就相對人以預算書作為計價依據屬錯誤採購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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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則相對人未以聲請人所填標單之單價作為契約單價即有重大錯誤，

於本件特殊情形更造成變相減價之不公平結果，相對人除應回復採用聲

請人當時投標之單價計價外，更應考慮總價決標的精神，始屬公允。 

(二)依「投標須知」第 84 條約定，在特殊情形或聲請人認為項目單價不合理

之情形下，得請求相對人調整單價： 

 1. 查「投標須知」第 84 條第 1 項約定：「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簽訂

契約時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或其他相關書表所列各項目之單價，依

本機關原列預算單價（含數量為 0 之工項），以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

例調整為原則；有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單價不合理時，得於

訂約時由本機關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聲證 15 號），由上開內容可

知，「投標須知」第 84 條第 1 項後段，乃屬同條前段所稱之「除招標文

件另有規定者外」，則系爭工程契約各工項之單價，當非絕對須以相對

人所編列之預算單價（即相對人與長鴻公司間之承攬契約所載之各工項

單價）加以調整，合先敘明。 

2. 次查，相對人於歷次調解陳述意見書中固主張「投標須知」已約定須以

相對人原列預算單價，佐以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聲請人就此

規定並未提出釋疑，事後卻以此為由，顯有違誠信云云等語置辯。然則，

聲請人於得標後，乃依「投標須知」約定，於 105 年 3 月 21 日請求召

開協商會，況且「投標須知」第 84 條第 1 項後段既已明文約定在上開 2

情形下，得由兩造協議調整單價，聲請人又何須於投標前再申請釋疑？

反而是相對人漠視該條後段之約定，逕自否准聲請人調整單價之請求，

則相對人顯未依上開約定辦理。 

3. 綜上，「投標須知」第 84 條後段既已載明兩造得協議調整契約單價，相

對人藉故不辦理，實已構成民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故意使條件不成

就，在此情形下，應認聲請人得依「投標須知」第 84 條約定請求調整

契約單價，而非以原列單價依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後之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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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本件契約之單價。 

(三)相對人固主張「倘聲請人認為相對人以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系爭

契約各工項之單價後，造成系爭契約某些工項之單價顯不合理時，自應就

該工項之單價舉證證明有前揭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0 條所列各款情形之

一，…」及聲請人應負責舉證單價有顯不合理之情形，方得請求調整單價

云云等語置辯（參仲裁答辯書第 9 頁）。惟查： 

1. 查「投標須知」第 84 條第 1 項約定：「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簽訂

契約時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或其他相關書表所列各項目之單價，依

本機關原列預算單價（含數量為 0 之工項），以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

調整為原則；有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單價不合理時，得於訂

約時由本機關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該條係明白約定得標廠商認為某

項目不合理時，即得請求協議調整之，並無須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80 條各

款，且單價顯不合理之情形，方得請求調整單價。再者，系爭工程契約

各工項之單價，當非絕對須以相對人所編列之契約單價（即相對人與長

鴻公司間之承攬契約所載之各工項單價）依照標比加以調整，當無疑義。 

2. 次查，「投標須知」第 84 條並未約定所謂「單價不合理」之標準，而該

條文為相對人制定之工程採購定型化契約範本內容（參相證 13 號），該

條文明白約定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不合理時，即得請求協議調整之，並

無約定聲請人應負證明單價不合理之舉證責任，依契約解釋不利於契約

製作者之原則，相對人自不得增加契約所無之條件或限制，否准聲請人

請求調整單價、數量之權利。基此，相對人主張聲請人應負單價不合理

之舉證責任、必須構成政府採購法第 80 條所列各款情形始得調整單價云

云等語，顯與上開約定內容不符，實難信採。如謂相對人得自行認定何

謂單價不合理之情形，顯然已構成民法第 247 條之 1 定型化約款無效之

情形。因此，相對人對於投標須知第 84 條約定之意旨顯有誤解，其主張

自無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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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再查，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0 條規定：「本法第五十八條所稱部分標

價偏低，指下列情形之一：…」，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

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

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

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

者，得不決標予該廠商，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本件為「限制

性招標」，與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所規定之「最低標」，兩種招標情形顯然

迥異，自不得比附援引。 

4. 承上，況且聲請人第一次投標金額即超過底價，經數次減價後，才以 2

億 4,250 萬元決標，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0 條規定之標價偏低、不

予決標之情形迥異，則相對人主張本件應符合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0

條情形方得變更單價云云等語，應無可採。 

5. 末查，行政院工程會歷次函示，乃要求招標機關不應逕以機關之預算單

價作為契約單價，並未規定得標廠商須有符合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0

條之情形，或招標機關之單價有顯不合理之情形，得標廠商方得請求調

整單價，則相對人認為聲請人須負調整後單價顯不合理之舉證責任云云

等語，在本件特殊情況下，更非有據。 

(四)相對人復主張系爭契約乃於 105 年 3 月 8 日簽訂，故本件不符合「投標須

知」第 84 條得協議調整單價之要件云云等語。惟查： 

1. 查相對人於 105 年 2 月 22 日將系爭工程決標予聲請人後，由於聲請人對

於單價及施作數量有所疑義，乃依「投標須知」第 84 條約定，於 105 年

3 月 21 日函請相對人開會協商（參聲證 8 號），兩造並於同年月 28 日召

開協商會議。惟相對人於會議中以系爭工程採限制性招標為由，不同意

調整單價，並要求聲請人儘速辦理簽約程序（參聲證 13 號），此由相對

人 105 年 3 月 28 日之會議記錄第 17 項「會議結論」記載：「請偉銓營造

有限公司儘速完成『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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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專案住宅新建工程（建築主體工程）』（續）

2 個標案的簽約程序」（參聲證 13 號），以及聲請人 105 年 4 月 8 日函文

（參聲證 9 號），足徵系爭工程之簽約日，乃在 105 年 3 月 28 日以後，

而非 105 年 3 月 8 日，亦可證明聲請人確實依「投標須知」第 84 條及「補

充施工說明」第 47 條約定，於簽約前提出應調整契約單價及依實際現狀

修正契約數量之請求。 

2. 由於聲請人確實已於簽約前請求相對人調整單價，惟遭相對人所拒，則本

件情形已符合「投標須知」第 84 條規定調整單價之要件，相對人藉故不

辦理，乃構成民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故意使條件不成就。在此情形

下，應認聲請人得請求調整契約單價，而非以原列契約單價依決標總價

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後之單價，作為本件契約之單價。 

3. 再查，由 105 年 3 月 28 日會議內容可知，相對人係以「偉銓公司如對單

價有異議，建議透過履約爭議調解程序來進行」，並要求聲請人儘速簽

約，而非以聲請人未提出合理之市價為由，拒絕辦理調整單價（參聲證

13 號），更證相對人根本不會同意透過兩造間協商之方式調整單價，而係

將所有爭議項目委由爭議處理調解、仲裁或訴訟機制加以解決。 

4.末查，相對人於 105 年 3 月 28 日會議中，並非以聲請人未提出具體請

求調整單價之工項及金額為由加以拒絕，而係全盤否准聲請人按「投標

須知」第 84 條調整單價之請求，則相對人於仲裁程序中主張聲請人未具

體說明調整金額之合理性致相對人無從審查云云等語，純屬辯詞，委無

足採。 

(五)相對人於答辯(五)狀第 4 頁第 6 行敘明「機關預算單價於招標時即已對外

公布」云云等語，乃與事實不符，蓋相對人於招標時所公告者為「預算

總價」，至於「預算單價」係聲請人得標後，相對人方要求應以其編列的

預算單價作為系爭契約之單價（按標比計算），故相對人主張聲請人就預

算單價於投標前均已知悉云云等語，毫無足取。更甚者，如相對人於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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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時，將契約數量及單價均公告予投標廠商，則投標廠商即得知悉招標

機關之底價，何須再辦理招標？益徵相對人主張聲請人於投標前已知悉

各工項之預算單價，委無可採。 

五、因系爭工程原訂施作然實作數量為 0 之金額高達 52,931,793.62 元，與系

爭契約原預定總價 2 億 4,250 萬元相較，減少比例超過 20％，依學者及

他件仲裁判斷，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調整系爭工程之工項單價，而非逕

依原契約單價辦理結算： 

(一)首查，就有關結算數量與預估數量不一致之情形，學者認為：「總價決標

契約為應需要而辦理契約變更可能使的實際應完成的工作數量高於（或

低於）契約原約定的數量，由於增加的工作數量本非契約雙方原約定的

履約範圍，而減少工作數量亦使承包商的履約成本減少，為求公平，因

為契約變更增減的工作數量則按原約定工作項目的單價加減帳。而若是

按實作數量計價的契約，因為契約的計價本來即是以實際的工作數量計

價，不生工作數量增減的問題，只需按實際完成的數量依契約單價結算

付款即可。工作數量依契約固然業主有權以契約變更命令而為增減，然

工作數量多寡往往與材料的取得成本或工程報價計算有重大關係，若可

以任由業主為遽烈的變動，有時對承包商而言，殊為不利且使承包商承

擔無法預見的不確定風險，因此在仲裁案件中，即曾有仲裁人認為『工

作數量』為投標時廠商估價的重要基準，倘若業主任意變更、取消工作

數量已達原工程範圍之百分之二、三十，即構成『非相似條件下施工』，

應由雙方依公平之原則重新估算調整工程的單價」（聲證 22 號）。 

(二)次查，聲請人前已提出有關結算數量為 0 的工項及金額總計為 5,293 萬

2,038 元（參聲證 20 號），依相對人仲裁答辯(三)書第 4 頁記載，原契約

訂有數量，然結算數量為 0 者，該減作之金額為 52,931,793.62 元，聲請

人就此不爭執。 

(三)再查，由上開學者見解及他件仲裁判斷，乃認為縱使系爭契約屬總價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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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部分工項為實作數量計價，然因相對人刪減工項之數量及金額，已

超過原契約預定總價之 20％，乃非聲請人於訂約時所能預見，且此預估

數量錯誤非可歸責於聲請人，相對人應同意調整系爭契約之單價，方符

公平合理原則。 

(四)末查，相對人固主張系爭工程曾辦理 5 次契約變更，其中有一些是工法

變更，所以追加部分是取代前面的（即結算數量為 0 的工項），應從結算

數量為 0 的金額中予以扣除云云等語。惟查： 

1. 聲請人爰提出系爭工程第 1～5 次契約變更書（聲證 23 號），由「變更內

容」之說明，乃可知悉各新增工項所施作之內容及緣由，恭請  鈞會卓

參。 

2. 次查，經兩造進行會算，其中有關相對人主張契約變更取代原施作工項部

分，僅有聲證 19 號第 31 頁第 2.1.12～2.1.14 項、第 2.1.16 項及第 2.1.22

項共 5 項，金額為 357,205 元，此亦為相對人所不否認，則就契約變更涉

及原施作工項之金額，與前揭結算數量為 0 之總金額相較，影響甚微。 

六、由於長鴻公司將系爭工程容易施作之部分先行施做，且非有規劃、整體

性的施作，增加聲請人施作工程之困難，再加以系爭工程乃長鴻公司低

價搶標。基此，系爭工程之合理單價，絕非以長鴻公司得標之契約單價

為據： 

(一)按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規定：「採購之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

標及限制性招標。本法所稱公開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

標。本法所稱選擇性招標，指以公告方式預先依一定資格條件辦理廠商資

格審查後，再行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本法所稱限制性招標，指不經

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系爭工程乃

相對人重新發包，依前開規定之「限制性招標」不經公告程序辦理僅通知

聲請人議價在案。 

(二)復按同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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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且確有必要者」，該款所訂不可預見

之緊急事故係因原承商長鴻公司無預警倒閉所致，一般政府機關會採限制

性招標多因下列型態： 

1. 緊急搶修，為免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完成。 

2. 為市府決策或首長基於公共利益必須於時限內完成供公眾使用。 

3. 其他為符合重大公益情形。 

(三)承上，無論如何辦理限制性工程採購，依工程慣例採購預算之編列應依市

場價格或市場行情合理編列，甚至在緊急情況下，其工程單價往往較市場

價格來得高，方能吸引廠商在短時間內投注大量人力、物力及機具，並在

時限內完成工程。 

(四)相對人指稱限制性招標其單價須以原承商承攬之單價編列預算，但政府採

購法並無任何規定限制性招標須以此方式編列預算，另行發包或重新發包

之工程採購應以上開說明，採市場行情編列，方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6 條規

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

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況且聲請人並非長鴻公司之保證廠商，無須為長鴻

公司無法繼續履行契約負損害賠償或保證責任，以一般工程實務而言，僅

有在保證廠商接辦施作原工程時，才會以原契約單價承攬施作，再加以所

有接續工作都是重新發包，自無由以長鴻公司得標之契約單價，作為本件

限制性招標之契約單價。 

(五)相對人復以相對人已編列介面整合費 500 萬元，以及稅什費編列 11.28％，

故已考量系爭接續工程施作之困難度，以及長鴻公司於他件訴訟中表示系

爭工程最難施作的部份已施作完成云云等語置辯。惟查： 

1. 首查，如依相對人主張，介面整合費除可用於聲請人與長鴻公司施作介面

之整合費用，尚還包括長鴻公司已施作部分之保固（參聲證 13 號第 3

頁），以及長鴻公司施作有瑕疵工程之管理、維護費用（參仲裁答辯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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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頁第 19 行）？以長鴻公司已施作工程之金額為 5 億 1,366 萬 2,145 元，

500 萬元僅佔不到 1％，竟可包括上開項目，實令人瞠目結舌。 

2. 由相證 15 結算明細表可知，相對人給付予長鴻公司之稅什費，佔直接工

程費用之 11.29％【計算式：73,064,805.91÷（720,109,311－73,064,805.91）

＝0.1129】，與系爭契約約定之稅什費比例相同，並無任何提高，由此益

徵相對人於編列系爭工程之費用時，根本並未考量系爭接續工程之困難

度。 

3. 相對人究竟與長鴻公司之討論內容為何？是否如相對人所述？聲請人無

從得知，惟相對人亦可詢問長鴻公司是否確有積欠下包商工程款暨其數

額？依工程實務而言，上包商大多待業主付款後，始會再將工程款給付

予下包商。相對人就長鴻公司以及其下包商已施作而未付款之金額，高

達近 1 億元，加以長鴻公司財務困難，就後期工程並未如期如數將工程

款給付予下包商，則長鴻公司積欠下包商之工程款，勢必更為可觀。 

七、系爭工程之合理單價，應得以相對人於 100 年公告招標前，委請技術服

務廠商估算施工費用之預算單價為據，依此計算，相對人應給付

59,954,878 元予聲請人： 

(一)首查，相對人在將本件工程公告招標、最後由長鴻公司得標前，因系爭工

程量體十分龐大，相對人勢必將系爭工程之規劃、設計、預算及監造等

工作，委由專業技術服務廠商辦理，而專業技術服務廠商在編列各工項

之費用時，亦必參考當時之市場價格、台北市議會或工程會所頒佈的工

程單價、所使用之施工工法等相關內容，進而估算本件工程之施工費用。

基此，有關系爭工程各工項之合理單價，應得以相對人於 100 年將系爭

工程發包時所編列之預算單價作為依據，洵堪認定。 

(二)次查，由於長鴻公司將系爭工程容易施作之部分先行施做，並非有規劃、

整體性的施作，增加聲請人施作工程之困難，已如前述，且「招標須知」

第 84 條及「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既約定聲請人得請求調整單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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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雖然聲請人在施作長鴻公司未完成工項之剩餘工作時，無法按一

般的工序、工進整體性地施工，實際施工費用勢必較預算單價所編列之

費用為高，然考量現今已無法還原長鴻公司當時所剩餘未施工之情形及

完成該後續工程實際所需之費用，兩造亦可能對所謂的「合理單價」有

所爭執，故聲請人願意在減少爭議之情形下，以相對人於 100 年就系爭

工程所編列之預算單價，作為系爭工程之合理單價。 

(三)如以相對人 100 年編列之預算單價計算，則系爭工程之結算總價應為

226,777,762 元（聲證 24 號），相對人應再給付 59,954,878 元予聲請人（計

算式：226,777,762－166,822,884＝59,954,878），又該以預算單價所計算

之結算金額，並未超過決標總價，且在相對人辦理系爭限制性招標之底

價內，該單價係相對人委任之專業工程顧問公司估算，並經相對人內部

權責單位加以審核通過後，始納為系爭工程之預算書表，足徵以預算單

價作為系爭工程之契約單價，雖不能反映聲請人實際施工成本，然仍勉

屬妥適。在此情形下，由於各工項均已合理調整，則有關結算數量與預

估數量差異達 30％之部分，應無須再為調整，併予敘明。 

(四)為利  鈞會審酌系爭工程 100 年之預算單價是否合理，聲請人另列出台北

市議會於 100 年及 105 年頒佈與系爭工程就同一工項之單價、預算單價

及契約單價之比較表（聲證 25 號），恭請  鈞會卓參。惟系爭工程中有

諸多工項並未經台北市議會公告其單價，就該部分無法互相比較。又，

系爭工程之預算單價與台北市議會 100 年公告之工程單價相同，併予陳

明。 

(五)承上，為證明聲請人主張以 100 年預算單價作為調整之單價乃屬合理，聲

請人爰以系爭工程之結算數量，分別乘以 100 年及 105 年之議會單價。

經計算後，以 100 年議會單價計算之金額為 67,317,633.97 元（聲證 31

號），以 105 年議會單價計算之金額為 71,209,072.11 元（聲證 32 號），由

此可知 105 年的施工費用顯然較 100 年為高（系爭工程中，部分工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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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應至議會單價，故該金額與結算金額有異）。基此，聲請人以 100 年

預算單價作為系爭工程之合理單價，已經吸收 100 年與 105 年間物價上

漲之人機料費用，則該 100 年預算單價實無由再按采盟公司或其他當初

投標廠商投標金額與預算單價之標比，予以折減計算。 

(六)聲請人另提出以 100 年及 105 年議會單價所計算之結算金額（聲證 33

號），系爭工程之工項如無相對應之議會單價者，聲請人係以 100 年與 105

年之物價指數比率加以計算。以 100 年議會單價所計算之結算金額為

226,685,956 元，以 105 年議會單價所計算之結算金額為 227,128,200 元。 

八、相對人固主張「相對人以『預算單價』按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

作為系爭契約各工項之單價，在決標總金額不變之前提下，如有部分工

項之契約單價低於廠商報價時，必有其他工項之契約單價高於廠商報價

情形，故正常施工之結果，結算時仍與投標之基礎相同，要難認有不合

理之處」云云等語（參仲裁答辯書第 8 頁）。惟查： 

(一)首查，聲請人本件仲裁之請求，認為應以決標總價決算，就此部分實與相

對人上開主張一致，亦即聲請人在完成系爭工程施作範圍之情形下（不

含變更設計追加減），相對人本應依決標金額，將承攬報酬 242,500,000

元（不含變更設計追加減）給付予聲請人，然因可歸責於相對人未完全

精確核算未施作項目及數量在先，又拒絕依「招標須知」及「補充施工

說明書」之調整約定於後，反將原規劃施作範圍之數量，於結算時逕以

刪減，導致聲請人實際上已完成系爭工程全部項目及數量，卻於結算時

因相對人無視招標項目及錯誤，而造成結算總價變為 164,813,979 元（不

含變更設計追加減，參仲裁答辯(四)書第 5 頁），則相對人尚應給付

77,686,021 元與聲請人。 

(二)次查，相對人上開「故正常施工之結果，結算時仍與投標之基礎相同」之

主張，其前提必須在系爭工程結算數量與預估數量相同之情形下方能成

立，否則，數量與單價有所調整，豈會產生結算金額與投標金額相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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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況且，本件係因相對人估算之原施作工項及數量，實際上在聲請

人投標前長鴻公司早已施作完成，導致相對人辦理結算時，將該數量刪

減並不予計價，而該刪減工項之單價，又係依長鴻公司搶標之單價，而

非依聲請人投標時之單價，此如以客觀情形觀之，聲請人實如遭誘騙而

為之投標，則相對人上開主張，實無理由。 

(三)再查，由第 6 次調解會議記錄記載：「(三)依據前揭情形，建議他造當事人

關於契約單價之形成，以申請人投標時之單價按標折比調整後之單價做

為契約單價（履約期間契約變更部分不在本調解案範圍）」（參相證 5 號），

可知係認為不應以長鴻公司搶標之單價作為系爭工程之契約單價。 

九、相對人復又主張「聲請人於投標時，已藉由低填實際上無須施作工項之

單價、高填實際尚應施作工項之單價之方式，因應將來結算時有部分工

項無數量可結算之結果，循此，倘若逕依聲請人之投標單價作為調整契

約全部單價之基準並據以結算，必會發生（部分）已施作工項之單價過

高而不合理之情形，自應認所述不足採憑」云云等語置辯。惟查： 

(一)系爭投標文件之契約數量，均係由相對人所製作，在得標前，聲請人根本

無從置喙。換言之，相對人所謂「實際上無須施作」以及「實際上尚應

施作」之原訂契約數量，均係由相對人規劃設計，則該原預定施作數量

與實際施作數量有不一致之情形，並非可歸責聲請人。 

(二)再者，聲請人本件仲裁之主要訴求，係認為聲請人在完成系爭工程原始規

劃施作範圍之情形下（不含變更設計追加減），相對人應依決標金額，將

承攬報酬 242,500,000 元（不含變更設計追加減）給付予聲請人。再者，

相對人係以原契約中長鴻公司未施作完成之工項數項及金額，作為限制

性招標之底價預算，如聲請人將系爭後續工程完成，且在本件契約之總

價內完成者，對相對人而言，此工程並無因長鴻公司財務困難無法施工

而有額外費用之支出，聲請人亦能獲得當初決標之金額。在此情形下，

並無相對人所謂已施作工項單價過高而不合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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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況查，聲請人今所請求之金額，不過係以當初投標總價為限，何有可能會

有「已施作之單價過高而不合理」之情形？ 

十、就相對人主張聲請人於 105 年 3 月 28 日會議請求調整單價時，就是不管

作多少就是要拿 2 億 4 云云等語（參 108 年 1 月 25 日仲裁詢問紀錄第 21

頁第 31 行），更顯無稽。蓋聲請人於斯時請求調整單價，乃認為相對人

所提出之契約單價不合理，如果相對人所提出之標單中，預估施作數量

並無錯誤者，聲請人無論如何調整單價，所獲致的總承攬報酬，仍與當

初決標金額相同，且與最終結算金額相近，足證本件爭議最大的問題在

於相對人所預估之施作數量，與實際應施作數量，兩者差異甚大，誤差

比例高達 31.21％，已逾一般工程合理可接受之範圍。再者，若相對人係

主張聲請人於投標時即已得知有部份工項無須施作（假設語），何以製作

並提供投標文件之相對人會無從知悉？而從相對人整理之未付長鴻公司

之金額（參附表 1 號），即可得知相對人當時明確知悉有長鴻公司已施作

完成而未付款之事實，則相對人何以逕將長鴻公司得標之金額，扣減長

鴻公司已領得之工程款，而未將長鴻公司施作完成之部分納入扣減之金

額，而作為決標底價？綜上，聲請人依投標須知請求調整單價並非無據。 

十一、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約定，聲請人得依據工地實際狀況，修正

契約中各工項之數量，而在依第 47 條約定調整數量時，單價亦應與之調

整： 

(一)查「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約定：「承包商應於決標後接管前期工程，

並配合工程司／監造單位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並

依實際現況修正契約數量」（聲證 16 號）。質言之，系爭契約中各工項之

數量，於決標後乃得由雙方依工地實際現場狀況加以調整之。 

(二)次查，相對人 105 年 1 月 13 日內部簽呈記載：「本案顧問公司雖依監造

單位提供之點驗數量為編列原則概算重新發包之數量，惟為避免原施工

廠商現場施作數量與監造單位點驗數量不一致，造成後續承接廠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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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業於補充施工說明書增訂以下事項，以期重新發包數量得符合現

場狀況」（聲證 17 號），由此可知，聲請人於得標後，確實得就工地現場

狀況，與相對人重新修正契約數量，而非在辦理結算時，就未施作之部

分不予計價，否則，相對人即無須為上開增訂事項。 

(三)惟查，相對人 105 年 3 月 28 日之協商會議中，卻主張「該等工項後續並

無施作之必要，俟本工程完工後依實作數量辦理驗收結算即可，目前尚

無調整之必要」（參聲證 13 號），與相對人所述與「補充施工說明書」記

載：「依實際現況修正契約數量」之約定，以及內部簽呈記載內容，兩者

顯然相左，則相對人主張僅須於辦理結算時依實作數量計價即可云云等

語，應無可採。 

(四)又查，就相對人辯稱施工補充說明書第 47 條約定僅得調整數量、不得調

整單價部分，聲請人謹說明如下： 

「施工補充說明書」第 48 條乃就系爭工程特別加以約定，必有其適用之

目的，如該約定僅能調整數量而不得調整單價，實際則與結算時以實作

數量計價相同，並無二致，則該第 47 條約定豈非形同具文？因此，在依

第 47 條約定調整數量時，單價亦應與之調整。況且，相對人上開主張與

相對人內部簽呈（參聲證 17 號）內容並不相符，則相對人主張聲請人先

前主張僅調整單價，不調整數量，復又主張調整數量及單價之說詞反覆

云云等語，應係將單價與數量截然切割，實則，依施工補充說明書第 47

條約定意旨，在調整數量後，應再就該減少數量之單價，分配於其他應

施作之工項，否則，施工補充說明書第 47 條又將如何適用於系爭工程？ 

(五)末查，相對人代理人於 107 年 12 月 11 日詢問會時說明：「很多掛 0 的項

目也許是當時發包的時候，長鴻已經施作部分的工項，其實還在檢驗當

中，可能還沒取得檢驗報告，或者是還沒通過正式的驗收程序，確實後面

也有可能重新打掉重作或修繕的情形，所以才把他放在接續標裡面」（參

第 3 次詢問會記錄第 36 頁第 24 行以下）。可徵，相對人編列系爭接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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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標單時，早已知悉有部分工項已然施作完成，僅未通過檢驗或未予計

價，而非單純實作數量與預估數量有異之情形，加以監造人員每日在工地

現場監工，豈有不知長鴻公司實際施作狀況之情形？則若相對人如於與長

鴻公司終止契約時，即核實辦理結算者，當不致產生契約之預估數量與實

際應施作數量差異甚大之情形。況且，就長鴻公司已施作部分，相對人本

不應在接續工程中再將之編列為未施作之數量，讓聲請人誤以為該項目仍

須施作，縱相對人認為已施作部分有無法通過檢驗之疑慮，相對人本得辦

理變更設計或追加施作工項及數量，而非將相對人未付款予長鴻公司之金

額，全部逕自納為重新發包之預算金額，再以系爭工程為實作計價為由，

讓聲請人於投標時根本無法正確估算施作系爭工程所需之全部金額。 

十二、聲請人得依民法第 227 條之 2「情事變更原則」，請求  鈞會調整系爭契約

工項之單價及請求相對人給付減少施作部分之利潤： 

(一)縱認本件無「投標須知」第 84 條及「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調整單價

及數量之適用（假設語，聲請人否認之），惟結算金額與決標金額差異甚

大，高達 31.21％【計算式：（242,500,000－166,822,884）÷242,500,000＝

0.3121】，此結果顯非兩造於訂約時所能預見。縱單以本工程原定數量非為

0 然結算數量為 0 之金額計算，該金額高達 5,293 萬 1,793.62 元，扣減第 1

～5 次變更設計與取消施作有關之金額 357,205 元後，該減少比例已達決

標金額 21.68％【計算式： （52,931,793.62－357,205）÷242,500,000＝

0.2168】。惟後者之計算方式無法包含結算數量非為 0，然與預計施作數量

差異甚大之情形。然則，不論以前開何種方式計算，契約原定施作數量與

實際施作數量之差異情形實屬鉅大，已非聲請人於投標時所能預見。 

(二)次查，工作數量多寡往往與材料的取得成本或工程報價計算有重大關係，

若可以任由業主為遽烈的變動，有時對承包商而言，殊為不利且使承包商

承擔無法預見的不確定風險，在此情形下，若仍依原契約單價予以計價

者，顯然構成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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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件乃有民法第 227 條之 2 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聲請人於提起本件仲

裁前，台北市政府作成之調解建議亦係認為：「本契約雖採實作數量結算，

惟在議價時係以總價決標，故不宜有過多之工項在結算時實作數量為『0』

之情形，否則將導致申請人於投標時所預期之結算金額將遠低於契約總

價，此種不合理之結果，亦非實務所常見，故申請人之主張，亦非無理由」

（參聲證 1 號），同揭斯旨。 

(三)有關相對人未確實計算長鴻公司未施作完成之工項及數量，並非可歸責於

聲請人，則聲請人自無由負擔結算數量與預計施作數量差異甚大之風險： 

1.首查，就預計數量與實作數量差異甚大之風險而言，相對人顯然較聲請人

更能控管，相對人就系爭工程有委任專業監造廠商辦理監造、按月核計估

驗款、監控工程進度之執行，並按日製作監造日報表。自 100 年 8 月長鴻

公司得標日起，迄至相對人於 104 年 10 月 15 日對長鴻公司終止契約之日

止，監造期間長達 4 年，對於長鴻公司實際施作之數量、進度以及工地現

場實際狀況，勢必遠較聲請人更為瞭解。反觀聲請人於 104 年 12 月間受

自救會請託，擔任系爭工程之續辦廠商，迄至 105 年 2 月 22 日決標日止，

能瞭解工地現場之狀況 2 個多月。兩相對照，足可證明相對人就系爭工程

實際未完成之數量，顯然較聲請人更能掌控。 

2.次查，聲請人並無長鴻公司之施工日報表、估驗計價單及施工查驗單，對

於長鴻公司實際完成之進度、未施作完成之部分，僅能依相對人所提供之

投標文件加以瞭解，此與聲請人是否為專業工程廠商，兩者並無關連，殊

難以聲請人為一有經驗之工程承攬廠商，即得認聲請人對於預計數量與實

作數量差異甚大之情形，屬可得預見，或謂應將此數量差異甚大之風險，

歸由聲請人負擔。 

3.就風險分配之原則，學者認為：「事實上，風險分擔的邏輯思考應起自於辨

識及衡量風險，再依據所致事件的控制與影響力分擔義務，從而進接並發

展至責任、賠償與保險，就風險管理原則，風險分攤應係基於對風險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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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能力、相關工作之執行能力、風險的承受能力等因素而為考慮。參照國

外工程契約範本對於營建工程之風險分擔大致上可得出一主要風險分配

原則，即若非歸屬於業主承擔風險以外之其他風險及其所導致之結果，且

依有經驗的承包商能合理預期，並於投標時已合理作準備者，始得歸類為

承包商風險，而由承包商負責。蓋因承攬人既係依照契約規定為業主完成

一定之工作，其所負之風險應僅限於無法以己力完成工作之風險或係對於

完成工作物所須之勞務技術有所錯誤判斷，除此之外，承攬人於施工期間

對於其無法控制的風險，或對其工作結果不具影響力者，無法也不應負責

任，應由業主承擔，承攬人應僅對其所能影響結果的風險負責」（聲證 30

號），敬供  貴會卓參。 

4.末查，自救會成員固然會向聲請人簡略說明系爭工程之施作狀況，然此僅

為片面資料，聲請人實無法據此完全瞭解系爭工程已施作及尚未施作之數

量，可徵預估數量與實作數量差異甚大之情形，乃非可歸責於聲請人，聲

請人請求依情事變更原則調整系爭契約之單價，於法有據。 

(四)相對人固主張「系爭工程部分工項之實作數量為 0，代表聲請人就該部分

工項並無施工，亦無材料成本支出，不僅無系爭契約第 3 條第(四) 項關於

調整單價及增減契約價金約定之適用，且依前揭民法第 490 條第 1 項規定

及系爭契約第 3 條第(二)項約定，基於承攬契約屬對待給付、對價契約，

聲請人自不得向相對人請求給付未實際施作工項部分之工程款」云云等

語。惟查： 

1.首查，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係在約定如實際施作數量較原訂數量減少 30

％以上者，雙方得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單價，惟就實際施作數量縮減至 0

時應如何處理？系爭契約並無相關規範。 

2.次查，上開契約約定得調整各工項契約單價之原因，即在考量施工數量之

多寡會影響到施工之單價，故予以調整，該約定雖在處理實作數量計價

中，單獨工項數量增減之問題，然依此原理，如契約原約定施作之總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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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已減少達一定比例者，亦應予以調整，方屬合理。 

3.再查，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3 條第 3 項略以：「(三)

採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給付之部分：1.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

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加達 30%以上時，其逾 30%之部分，應以契約變更

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計算契約價金。2.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

定數量減少達 30%以上時，依原契約單價計算契約價金顯不合理者，應就

顯不合理之部分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實作數量部分之契約單價及計算契

約價金」，可證明實作數量若較預定數量減少時，契約單價也應調整，究

其性質，契約即視為有情事變更原則適用。查本案實作數量根本為 0，無

論如何調整原工項單價均無法使申請人獲有契約原定的情事變更的補

償，基此，申請人主張基於舉輕明重法理，本件更應有適用情事變更原則

調整契約總價，以便就不合理部分補償承包商的必要。 

4.再次查，由聲證 22 可知，學者於該文「(四)工作數量不得有遽烈的增減」

項下，認為倘「業主任意變更、取消工作數量已達原契約範圍之百分之二、

三十，即構成『非相似條件下施工』，應由雙方依公平之原則重新估算調

整工程的單價」，相對人固主張上開情形即為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之約

定內容。惟查：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約定：「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

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達 30％以上時，其逾 30％之部分，得以契約變更合

理調整契約單價及增減契約價金」，係以各單獨工項作為認定是否增減逾

30％之標準。然則，上開學者說明得調整工程單價之情形，係以取消之工

作數量達原契約範圍之百分之二、三十，乃以取消施作佔全部契約價額之

比例，作為是否得調整工程單價之標準，可徵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條約定

之情形，與聲證 22 號所論述之情形，兩者並不相同。 

5.又查，本項爭議乃在於相對人所提出之預定施作數量，與實際施作數量，

兩者差異過大所致。由於相對人係以其自行製作之預算單價，作為本契約

之單價，在此情形下，如在結算時以實作數量計價（不含契約變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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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縱完成系爭工程原施作之全部工項及數量，亦不可能取得原決標金

額，違反總價決標精神，且將相對人估算施作數量錯誤之責任，轉嫁由聲

請人負擔。 

(五)相對人固主張「事實上，系爭契約總共辦理五次變更設計，…結算總價為

2 億 5,601 萬 5,004 元，相較於原契約總價 2 億 4,250 萬元，尚增加 1,351

萬 5,004 元，已如前述，可見系爭工程係按實作數量結算，聲請人本可能

因相對人依約辦理變更設計追加或減作而取得高於或低於原決標金額之

工程款，惟聲請人卻置事前未能預測之追加金額於不論，僅就事前可預

測及補充施工說明書已載明會依清點前期施作數量調整而變更設計減作

之金額主張造成其虧損、不公，並要求此部分按原決標金額（原契約數

量）結算，顯於法無據，不足為採」云云等語。惟查： 

1.首查，系爭工程原由長鴻公司承攬施作，然因長鴻公司財務困難而遭相對

人終止契約，相對人乃將後續未完成之工程，重新以限制性招標發包，

故系爭契約文件「招標須知」及「補充施工說明書」，乃約定得就系爭工

程之單價及數量加以調整，此約定迥異於一般公共工程之招標及契約約

定，故聲請人於 105 年 3 月 21 日請求依上開約定調整單價及數量（參聲

證 8 號），於同年月 28 日會議中再次提出調整單價及數量之主張，係屬

有據。 

2.次查，工程施作過程中，會因應實際現場施作狀況而調整施作數量，然應

不得超過可預見之範圍，否則即與總價決標之精神有違。況本件乃因相

對人於發包前，僅將原總數量機械性地減去長鴻公司已估驗計價之工項

及數量，系爭「補充施工說明書」為避免原訂施作數量與實際應施作數

量差異過大之情形，乃約定「承包商應於決標後接管前期工程，並配合

工程司/監造單位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並依實際現

況修正契約數量」，而非約定在辦理結算時就未施作之部分不予計價，益

徵相對人於簽約時拒絕修正契約數量，且於結算時將未施作之部分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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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價，乃與上開約定不符。 

3.再查，相對人所稱 2 億 5,601 萬 5,004 元，由相對人開宗明義即自承係包

括 5 次契約變更後之金額，則該 5 次契約變更乃事後追加減所致，與投

標項目其數量正確與否何干？ 

4.末查，就相對人主張聲請人置事前未能預測之追加金額於不論云云等語，

顯係未慮及「補充施工說明書」已就聲請人應配合工程司丈量清點數量

並修正契約數量為約定，亦忽視本件背景事實乃聲請人於簽約時已就長

鴻公司已完成之工項及數量提出疑義，而與一般契約變更係在施作過程

中，就實際需求而增減契約工項或數量，兩種情形乃屬不同，不容混淆。 

(六)有關法院認為定作人片面終止承攬契約，承攬人得請求預期利潤損失部

分，聲請人謹整理如下，又系爭工程結算金額（未含變更設計）與決標

金額差異甚大，高達 31.21％，而預估數量與實作數量之差異數量，形同

定作人終止該無法施作部分之契約，且該減少施作之數量已逾合理可預

見之範圍，依相關法院判決意旨，相對人應賠償該預期利潤予聲請人： 

1.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1758 號判決 

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敘明：「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總價款為一千六百

五十萬元，因上訴人任意終止契約，而無從完成，依通常情形其可預期

之利益，參照財政部核定之七十二年營利事業各業同業利潤標準表之規

定，以其淨利益百分之十一計算，應為一百八十一萬五千元。被上訴人

請求上訴人賠償此項消極之損害並加給法定遲延利息，並無不合」（聲

證 36 號）。 

2.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835 號判決 

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敘明：「查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

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

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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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既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約定事由而終止，則被上訴人即得依法請求

損害賠償。(一)所受損害一百二十九萬一千零九十八元部分：…。(二)

所失利益五百零四萬二千零四十三元部分：被上訴人於投標時，有依投

標金額三億五千九百八十八萬元擬定工程估價項目表，此為系爭合約之

附件，與系爭合約有同一效力，是該估價表所定被上訴人因承攬系爭工

程可得之稅捐利潤及管理費二千六百四十八萬一千八百六十一元，扣除

其已支出及預期支出之稅捐及管理成本，即為所失利益，上訴人所謂被

上訴人低價搶標系爭工程，並不預期工程利潤，未能舉證證明，並不足

採。另財政部每年均就營利事業各種同業，核定利潤標準，作為課徵所

得稅之依據，其核定之同業利潤標準，係依據各業抽樣調查並徵詢各該

業同業公會之意見而為核定，可謂依統計及經驗所定之標準，被上訴人

據以核算其損害額，尚屬允當。系爭工程倘依財政部公佈之『營造業同

業利潤標準』房屋建築營造之純利率計算，利潤為三千五百九十八萬八

千元，被上訴人請求之損害賠償，低於同業利潤；被上訴人就鑑定報告

其中預期利益請求五百零四萬二千零四十三元，並不包括準備開工管理

費；上訴人所謂被上訴人另有利息費用應計入工程成本費用，以及其主

觀認為工地應有如何人員配置及人事管理費用支出，被上訴人均否認

之，上訴人亦未舉證證明，則其辯稱：預期利潤應扣除利息費用及其短

估人事管理費云云，不能憑信。…按民法關於終止契約之規定，乃基於

法定終止權而設，於約定終止權，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亦得適用之。

本件兩造就被上訴人行使系爭合約之約定終止權，關於損害賠償事項，

並未另有特別約定，自應適用民法終止契約之約定。原審以上開理由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上訴論旨，徒就原審取捨證據、認

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為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

由」（聲證 37 號）。 

3.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857 號判決 

上開最高法院判決維持台灣高等法院判決，認為：「被上訴人於民國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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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四月十二日承攬上訴人之前身交通部公路總局重大橋樑工程處招標

之『一○八線二重疏洪道橋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總價新台幣（下

同）六億九千六百萬元，因該工程中之疏洪道橋五股端Ｂ、Ｃ匝道及引

道工程需配合東西向快速公路八里新店線銜接而變更設計，致減作工程

金額達二億三千四百六十九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元，占總工程款百分之三

三點七；復因未取得河川公地使用許可證等，再度變更疏洪道橋蘆洲端

Ｄ、Ｅ匝道及引道工程橋墩等設計，緩作等同減作工程金額高達二億一

千五百七十六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元，佔總工程款百分之三一。依系爭工

程契約第二十條第一款，上訴人變更工程計畫減少工程費達於三分之一

以上者，被上訴人得終止契約之約定，可認為兩造有意將上訴人變更工

程計畫減少工程費不得逾三分之一，作為上訴人給付承攬報酬之義務

外，於履行系爭工程契約應盡之附隨義務，俾免被上訴人因原契約規劃

投入之資源因上訴人任意變更造成巨額損害，上訴人既未盡此義務且屬

可歸責於其之事由，自屬不完全給付，被上訴人已於九十年四月二日依

該條款終止契約，其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百二十六條第

二項、準用第二百六十條、第二百十六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契約原

定利潤之損失二千二百四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三元本息，即無不合」（聲

證 38 號）。 

4.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42 號判決 

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敘明：「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外，應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與所失利益。而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

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為民法第

二百十六條所明定。凡依外部客觀情事觀之，足認其已有取得利益之可

能，因責任原因事實之發生，致不能取得者，即為所失之利益，應由債

務人賠償，不以確實可取得之利益為限。忠和公司承攬系爭五項工程，

通常情形可獲相當利潤，為一般交易常態。其以總價十六億八千七百萬

元標得系爭工程，經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該投標金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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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外放鑑定報告書七○頁），似見忠和公司並非以低於成本之價格承作

系爭五項工程。此項價格係以系爭工程依約定期限完工為計算基礎，雖

因台北市新工處交付工地遲延，致工期延宕，於該期間物料上漲，惟忠

和公司原得依約請求調整增加工程費；其因工期展延所受其他損失，亦

可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可否執此遽認其必有虧損而無利潤，

非無疑義。系爭合約係於七十七年間成立，迄今時隔已久，忠和公司主

張：伊因公司搬遷等由，原有檔案滅失等語（見原審上更(一)卷(二)四六

至四七頁），似難謂與事理有違。復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

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

數額，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定有明文。倘尚乏具體事證足

認忠和公司未受損害，且其就所受損害之數額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法院

仍應依該規定酌定其數額。原審未注意及此，就忠和公司請求賠償所失

利益一億七千一百零八萬元本息部分，徒以上開理由遽為其不利之判

斷，自有未洽」（聲證 39 號）。 

5.台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建上更(七)字第 2 號判決 

上開台灣高等法院判決，係依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42 號判決發

回意旨重新審理，認為：「被上訴人承攬系爭 5 項工程，通常情形可獲相

當利潤，為一般交易常態。其以總價 16 億 8,700 萬元標得系爭工程，經

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鑑定結果，認該投標金額正常（見鑑定報告 70 頁），

可見被上訴人並非以低於成本之價格承作系爭 5 項工程。此項價格係以

系爭工程依約定期限完工為計算基礎，雖因上訴人交付工地遲延，致工

期延宕，於該期間物料上漲，惟被上訴人原得依約請求調整增加工程費；

其因工期展延所受其他損失，亦可依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自不

能執此遽認其必有虧損而無利潤。系爭合約係於 77 年間成立，迄今時隔

已久，被上訴人主張：伊因公司搬遷等由，原有檔案滅失等語（見本院

上更(一)卷二 46、47 頁），難謂與事理有違。復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

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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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既無具體事證

足認被上訴人未受損害，且其就所受損害之數額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本

院審酌上述一切情況，並參以系爭鑑定報告採「估價投標評估法」，認定

被上訴人之預期利潤為系爭合約金額 14.93%，即 2億 4,207萬 7,446元（見

鑑定報告第 75 頁），及財政部頒布「營造業同業利潤標準」所定 12%之

純利率以得標金額計算所失利益為 1 億 7,108 萬 8,040 元（1,673,200 ,000

×（100－14.79）%×12%＝171,088,040）等情，認為被上訴人請求所失利

益 1 億 7,108 萬元，應屬可採」（聲證 40 號）。 

6.綜上，系爭工程結算金額（未含變更設計）與決標金額差異甚大，高達

31.21％【計算式：（242,500,000－166,822,884）÷242,500,000＝0.3121】，

而預估數量與實作數量之差異數量，形同定作人終止該無法施作部分之

契約，且該減少施作之數量已逾合理可預見之範圍，依上開法院判決意

旨，相對人應賠償該預期利潤予聲請人。 

(七)相對人固以上開判決與本件事實不同，且系爭契約第 22 條第(二)款約定聲

請人就終止契約之部分，不得請求所失利益云云等語。惟查： 

1.查系爭契約第 22 條第(二)款第 1 目約定：「契約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

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

分或全部契約，準依前款第 3 目辦理結算及本款第 4 目辦理給付費用，但

不包含所失利益」，亦即適用本目之前提要件為「政策變更」，然本件係因

相對人估算數量錯誤所致，並無適用餘地。 

2.次查，系爭契約第 22 條第(二)款第 3 目約定：「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

於廠商事由（例如但不限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而有必要者，機關得終

止或解除契約，並準用本款其他各目約定」，該條文並無排除民法第 511

條規定之適用，則聲請人乃得依法請求所失利益。 

十三、兩造均以系爭契約預定施作之數量，作為成立系爭契約之必要之點，然因

相對人所估算之數量與實際應施作之數量有甚大差異，兩造在此錯誤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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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下成立系爭契約，依德國及我國學者見解，本件依情事變更原則或

誠信原則調整兩造間之法律關係： 

(一)依目前司法實務，招標機關之招標行為屬要約引誘，投標廠商之投標行為

屬要約，招標機關之決標行為屬對要約之承諾，雙方因意思表示合致而成

立契約。系爭工程之契約預定數量及招標文件為相對人所提供，而聲請人

不得更改該標單之契約數量，僅能就契約中各工項之金額欄填具金額，並

計算投標總價，在聲請人提出之投標總價低於相對人之底價時，相對人乃

將系爭工程決標予聲請人。又，系爭工程之計價方式既非屬總價承攬，則

系爭契約各工項之單價及數量，當然屬系爭契約中重要且必要之點，如未

經契約當事人雙方合致，則系爭契約根本無從成立，換言之，兩造之合意，

乃聲請人同意施作契約預定數量之工作，相對人應給付該施作數量之工作

報酬（聲請人認為依「投標須知」第 84 條約定，得調整單價），當無疑義。 

(二)如前所述，由於相對人提供之契約預定施作數量，遠低於實際應施作之數

量，且相對人委託專業工程顧問公司辦理監造工作，就系爭接續工程應施

作之數量，當無不知之理，就其意思表示錯誤之內容（即預估施作數量與

實際應施作數量之差異），本應負損害賠償責任。退步言之，縱認相對人

就該錯估預計施作數量之行為並無過失（假設語），惟聲請人就該預估施

作數量是否正確，不僅遠較相對人無法掌控，於投標時亦無法加以更改，

自不應將該預計施作數量與實際施作數量差異之風險，由聲請人負擔。 

(三)再查，如契約雙方當事人係以一定事實的發生或存在，作為法律行為的基

礎，但實際上該事實未曾發生或存在，在雙方動機錯誤之情形下，德國法

認為應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處理，由法院調整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我國

則得依誠信原則調整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聲證 41 號）。本件情形與前述

情形相同，兩造均以系爭契約預定施作之數量，作為成立系爭契約之必要

之點，然因相對人所估算之數量與實際應施作之數量有甚大差異，兩造在

此錯誤事實之情形下成立系爭契約，依上開學者之說明，本件乃有依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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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原則或誠信原則調整兩造間之法律關係，而非如相對人主張，渠無庸

負任何責任。 

(四)相對人固以系爭限制性招標之底價為長鴻公司未完成施作之剩餘金額，並

表示若相對人當初得知系爭工程之部分工項已施作完成，當不會以 2 億

4,250 萬元決標予聲請人云云等語。惟查： 

1.首查，有關相對人未確實計算長鴻公司未施作完成之工項及數量，並非可

歸責於聲請人，則聲請人自無由負擔結算數量與預計施作數量差異甚大之

風險，就該風險而言，相對人顯然較聲請人更能控管，則有關實作數量與

預估數量差異甚大之責任，應由相對人負擔。 

2.次查，果如相對人主張，其得知後續實際應施作之數量 ，即不會以 2 億

4,250 萬元發包予聲請人施作，另一方面，聲請人如於當時得知系爭工程

之承攬總價為 1 億 6,682 萬 2,884 元，亦不可能願意承攬系爭工程，則相

對人以該假設性的前提，作為聲請人僅能以相對人所製作之契約單價，依

實作數量計價，應非有理。 

3.再查，在總價決標之原則下，如未經辦理變更設計之情 形下，聲請人只要

完成契約所約定之工作內容，不管數量差異情形為何，相對人即應按承攬

總價給付予聲請人（本件雖有辦理契約變更，然並非針對原工法或原施作

內容加以變更，而係新增施作內容），而聲請人就各工項之金額，本得視

工地實際現場狀況、市場價格等因素，加以分配、擬定各工項之單價，如

系爭工程中有已施作完成之工項而不得計價者，聲請人當會將該無法計價

之工項單價，分配到其他工項中。再者，本件屬限制性招標，並無其他廠

商參與競爭投標，則聲請人之投標金額只要低於相對人之發包底價，即會

得標，在此情形下，如相對人之標單數量正確者，聲請人在完成系爭工程

之情形下，乃能獲得原本約定之承攬報酬（即決標總價），並無相對人主

張有影響投標公正性之情形。 

4.末查，聲請人與相對人在 105 年 2 月 1 日辦理第 1 次議價時，所提出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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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為 3 億 4,936 萬元，最後雖降至 3 億 300 萬元，然因未達底價而流標（聲

證 26 號）。兩造復於同年月 22 日辦理第 2 次議價，經 4 次減價後，相對

人以 2 億 4,250 萬元決標予聲請人（參相證 1 號）。由上可知，聲請人係因

自救會請託及儘速完成本件重大公共建設工程，因而承攬系爭工程，然不

應因系爭工程預估施工數量錯誤，而由聲請人承擔該不利益，祈請  鈞會

鑒察。 

(五)系爭工程之工項中，有多項標單有數量但原承商已施作完成不用施工，導

致這些工項在結算時數量為 0，此種型態在工程實際案例中實屬少見： 

1.系爭工程契約第 22 條規定原承商無法履約時，甲方得辦理終止契約並對於

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數量，應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核實辦理結算，並

拍照存證；系爭工程接續發包相對人應以終止契約結算之未完工程數量為

基準辦理，系爭工程之所以造成多項結算數量為 0 之爭議，其情況大致可

能如下 2 項所述： 

(1)系爭工程原先編列預算書時，設計數量有誤，係多  出數量，若是如此

相對人辦理發包時，就不應該將這些數量放入重新發包之工項內。 

(2)就原承商之剩餘數量（即原承商已施作完成尚未辦理估驗計價），在原

承包商終止契約後，相對人也不用估驗及給付工程款，相對人此舉無償

獲得利益外，重新發包再將其已施作完成項目納入，透過實作實算結算

程序於系爭工程契約再重複扣一次款，此舉讓相對人不當獲利 2 次，造

成一頭牛剝二層皮之情形（因在總價決標下，聲請人得將原承包商施作

完成工項之費用，分攤到其他工項之單價中；惟如依相對人之契約單價

計價，聲請人則無法獲得原本預計的承攬報酬）。例如 1.1.4.1.23 臨時擋

土樁設施，鋼板樁，L=9m，(單邊水平長度，未含擋土支撐系統，共同

管道)，接續工程數量訂 345.95m，契約價金 1,246,215.69，結算數量為 0；

再例如 1.1.4.1.24H 型鋼水平支撐﹝含橫檔、角撐﹞，契約價金

4,797,139.46，結算數量為 0。因依當時現場勘查其使用於地下共同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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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之擋土措施均已完成拆除，除非尚有未完成之共同管道尚須施工，

否則前開 2 項擋土措施很明顯就不應該再納入發包範圍。 

2.另若如第(1)所述之情況，可施作項目其重新發包之預算金額為新台幣

166,822,884 元，且其稅金利潤管理雜費僅為 11.29%，扣除 5%之營業稅及

保險費約 1.5%，剩餘 4.79%之金額（即 7,180,174 元，計算式：166,822,884

÷1.1129×0.0479）尚不足以支付工程管理費用，遑論自救會之新台幣 4,000

萬債權補償金，依此狀況任何廠商皆不可能有意願承接續辦工程及解決自

救會之債權爭議，如此一來本案工程之重新招標將遙遙無期，公共利益之

損失將更為擴大。因此無法排除相對人為使廠商願意投標，虛增如(2)狀況

之工項數量及價金，使廠商陷於錯誤而報價，再透過系爭工程契約實作實

算之結算方式，扣回虛增之工項數量及價金之疑慮，此種情形實已對善意

之第三人(即聲請人)權益造成損害。 

3.末查，一般工程實務常見之工項數量差異如屬筆誤、誤訂或作業疏忽在所

難免，但系爭工程其數量減為 0 之工項達 153 項，所佔比例相當高，實與

一般情形迥異，肇生諸多疑義。 

十四、聲請人就系爭工程所支出之費用已高於承攬報酬，再加以聲請人係為系爭

工程之順利完成，因而支付自救會 4,000 萬元，此部分應納為是否構成情

事變更原則之考量： 

(一)聲請人就系爭工程所支出之各項費用，金額總計為 341,561,913 元（附表

1 號）。其中，聲請人就系爭工程所支出之工程材料費用為 21,516,644 元（附

件 1號）、工程人工費用為 13,152,537 元（附件 2號）、工程費用為 59,049,070

元（附件 3 號）、外包工程費用為 235,437,817 元（附件 4 號）、工程設備

費用為 233,519 元（附件 5 號）及上開各項費用之稅費 12,172,326 元。綜

上，聲請人施作系爭工程之虧損達 8 千餘萬元。 

(二)本件工程之情況特殊，與一般工程解約後經正確計算剩餘待施作項目及數

量後再發包之情形完全不同。長鴻公司於 100 年 8 月承攬「北投士林科技



 36 

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後，因財務問題於 104 年 10 月停工，受

害廠商成立自救會，並推薦聲請人為繼續施作未完工程之施作廠商，台北

市政府因當時情況特殊而同意採限制性招標。而當初聲請人之所以願意參

與本後續工程，乃是因自救會所有成員懇託，經過多次協調，聲請人也本

著為市府解決停工造成的難題及協助小包們減輕損失，以解決小包們因受

害而造成的民生問題及社會紛擾。 

(三)後經市府承諾，本工程以與長鴻公司結算後剩餘的金額在不增加市府本標

案整體預算之情形（即本次議價發包之工程以決標總金額為依據）來創造

三贏局面，若非聲請人參與，本件工程勢必重行公開招標，除了工程延宕

完工遙遙無期之外，且將大幅增加台北市政府財務負擔，而自救會成員在

血本無歸之情形下亦會霸佔工地，使此工程無法進行施作，造成嚴重社會

及民生問題，而帶給台北市政府極大之困擾，並將影響台北市政府的交屋

時程及後續第二期工程之發包和施作，因此為解決上開問題並獲取合理利

潤，乃為聲請人當初之所以參與本工程之初衷 

(四)查原本自救會成員有百餘人計畫頭綁白巾、手持白布條至市府市長室陳

情，因聲請人出面阻止，才使得市府各相關單位平平靜靜。如今自救會小

包問題由聲請人一肩扛起（本工程部分聲請人已開立 4 千萬元支票，用以

解決長鴻公司積欠之債務，並早已全部兌現，且為了解決問題，後續工程

也用了 90％以上原自救會中的小包），小包問題已獲解決，台北市政府也

於 105 年 4 月 1 日正式通知開工，且於 106 年 5 月 1 日也順利報竣工，台

北市政府的問題也獲得解決，但聲請人卻成為本件工程最大的受害者，所

有因執行本工程而先墊支的大筆款項均無著落，造成聲請人非常嚴重的虧

損，亦使得聲請人只能循調解、仲裁紛爭解決機制，維護自身權益。 

(五)聲請人進場施作此案未完成之工作，其處理結果已完美解決長鴻公司因財

務虧損所遺留下之問題，惟聲請人卻無法獲得應有之承攬報酬。比較台北

市政府捷運局所發包的台北藝術中心工程，在理成營造公司財務出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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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到現在已逾 1 年，經過 2 次公開招標均流標，該後續工程遲遲無法完

工，相較之下，聲請人已將系爭工程施作完成並驗收合格，聲請人確實已

盡企業責任，協助台北市政府處理此棘手的工程，且未增加台北市政府預

算。 

(六)姑不論「招標須知」及「補充施工說明書」記載聲請人得請求調整單價及

重新計算後續施作數量外，系爭工程之收尾工作亦十分難作，費時費力又

費錢，茲列舉數項為例（附件 1 號），由此可知聲請人施作系爭工程除無

利可得外，尚須額外支付費用，惟相對人卻不願意將當初決標總金額，給

付予聲請人，令聲請人虧損更鉅，實感無奈。 

十五、聲請人雖為系爭工程之接續廠商，然聲請人所負擔之契約責任，顯然較保

證廠商為嚴苛，更甚者，保證廠商如於長鴻公司退場接續完成系爭工程

者，保證廠商得請領系爭契約金額之全部價金，超過聲請人得請領之金額

達 7,768 萬 6,021 元，益徵相對人主張系爭工程不得調整數量、單價云云

等語，違反公平合理原則： 

(一)就保固責任金及保固金部分 

1.查聲請人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8 條約定就系爭全部工程（包含長鴻已

施作，然聲請人未施作之部分）負保固責任，且聲請人除就自己施作部分

應提出 3％之保固保證金外，依「投標須知」第 73 條約定，聲請人尚須就

長鴻公司施作完成之部分，另提出 500 萬元之保固保證金。 

2.然查，保證廠商無須就其未施作之部分再提出保固金，而聲請人卻須就此

再額外支出 500 萬元保固金，由此可徵聲請人就此所負擔之責任，顯較保

證廠商嚴苛。 

 (二)就契約價金之部分 

1.查保證廠商就其後續施作之工程，乃得向業主請求給付承攬報酬，至於在

保證廠商承接之前，被保證廠商已施作未經業主付款之部分，因保證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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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全部工程施作完畢，故業主在結算時有給付全部工程價金之義務。此

時，業主應將施工中未計價予施工廠商之承攬報酬，給付予施工廠商及保

證廠商，故實際上廠商得請求業主給付全部契約價金。 

2.然則，聲請人並非系爭工程之保證廠商，對於長鴻公司無法將系爭工程施

作完成，並無可歸責之事由，而如依相對人主張，聲請人不得因相對人提

供之標單數量錯誤，請求調整單價者，則長鴻公司已向相對人請領之金

額，加計聲請人施作系爭工程之結算金額（未含契約變更），遠低於原契

約價金，差額為 7,768 萬 6,021 元，可徵相對人因長鴻公司財務困難而無

法繼續施作工程，竟可因此賺取 7 千餘萬元之款項，其不合理之處甚明。 

(三)就逾期違約金之部分 

1.查保證廠商固須就施工廠商之逾期完工負連帶賠償責任，惟系爭工程逾期

違約金上限為價金總額 20％，而業主乃得就施工廠商所繳納之履約保證

金、保留款、已完成部分之估驗計價款以及每期預扣逾期違約金等款項，

加以扣減，故保證廠商本身所應負擔之違約金數額，已然不高。 

2.次查，聲請人對於長鴻公司無法完工並無可歸責事由，自不應承擔其責任，

且由相關金額計算（詳下列第(四)項第 55 頁之說明），可知保證廠商在施

作完成系爭工程且扣除逾期違約金之情形下，仍可請領較聲請人施作系爭

接續工程結算金額（未含契約變更）為高之款項，更證本件不合理之處甚

明。 

 (四)就相對人所提出之長鴻公司已領、未領款項，及因長鴻公司未繼續履約

所受之損害之部分（參仲裁答辯(五)書附表 1、2 號）： 

1.就附表 1 號，據聲請人所知，其中漏列相對人已先就長鴻公司的逾期罰款，

從工程估驗款中扣留 6,348 萬元（參 108 年 1 月 25 日仲裁詢問紀錄第 26

頁第 12 行），此部份應請相對人再加以確認是否有聲請人所主張之項目，

或其他漏列之金額。惟姑不論相對人是否有漏列之金額，至少相對人尚扣

留長鴻公司之金額達 129,298,54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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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附表 2 號，聲請人之意見如下： 

(1)項次 3「工程延宕衍生之監造費」 

a.由相對人提出之說明，完全未見其依據為何？況該金額是否僅係亞新公

司所提出之求償金額，然相對人並未給付，且調解建議是否會如數全

額給付？亦未臻明確。尤有甚者，聲請人所施作之金額僅為 1 億 6 千

餘萬元（未含變更設計），若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算延長監造之費

用，亦不可能因工程延宕而產生高達 8,697 萬元之監造費用，該延長監

造費用已達施工費用之半數以上，其不合理之處甚明。 

b.由相對人於 108 年 1 月 25 日仲裁詢問會之說明可知，監造單位已撤回

該監造費用之調解申請。 

(2)項次 4「工程延宕衍生之設計費」 

 系爭工程於發包招標前，應已委由林同棪公司設計完成，而長鴻公司未

施作完成部分，係重新發包交由聲請人施作，應無變更設計之必要，則

系爭工程是否因長鴻公司未能順利完成而有重新設計之必要？應由相

對人舉證證明之。況且，兩造就系爭工程曾辦理 5 次變更設計，則林同

棪公司所請求之費用，是否係因相對人之需求變更所致，而與長鴻公司

未能繼續施作無關？亦非無疑。 

(3)項次 5「公共工程貸款利息」 

查系爭工程並無預付款之約定，而係由廠商於施作完成後，按月計付估

驗款，則相對人何有公共工程利息之損害？反之，由於相對人就已估驗

未計價、保留款及已施作未估驗計價等款項，至少計有 9 千餘萬元未支

付予長鴻公司，則相對人反而受有遲延給付工程款之利息收益，而非因

此受有損害。 

3.綜上，就系爭工程而言，相對人根本未因長鴻公司無法繼續履約而有額外

支出之費用，更甚者，相對人反而有結餘款，更證聲請人確因相對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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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記載系爭工程應施作之數量而受有損害。此外，聲請人為完成系爭

工程而代長鴻公司給付自救會 4,000 萬元，亦屬聲請人之支出，謹請  鈞

會依情事變更原則，調整兩造之權利義務。 

十六、就  鈞會所詢：「今天假設去作這些工項，原來預計不是 0 的，你全部作

了也不過拿到 5,000 多萬，現在全部沒作會損害 5,000 萬？這個不能理

解」，聲請人謹提出說明如下： 

(一)首查，仲裁人所提出之疑義，其前提係以單價已被固定之情形下，然聲請

人係以全部工程承攬報酬為 2 億 4,250 萬元，因而同意支付自救會 4,000

萬元，該金額於結算金額之差異為 7,600 餘萬元，而非 5,000 餘萬元，先

予敘明。 

(二)次查，工程會契約範本在處理實作數量與預計數量差異逾 30 ％之情形，

係以調整單價之方式，也非以計算得標廠商就此部分之所失利益金額。

此乃因工程項量、位置及施工方式均有所不同，不是一個規格品在某一

工廠生產，其價差是固定的，故工程會契約範本乃以調整單價之方式處

理，而非以彌補得標廠商所失利潤之方式處理。 

十七、依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約定，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就實作數量減少達

契約所定數量 30％以上之工項重新議定單價，該單價應以對應實際施作

數量之合理市價計算，而非以原契約單價計算，聲請人乃得請求該差額： 

(一)查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約定：「採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給

付之部分，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達 30％以上

時，其逾 30％之部分，得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增減契約價金」。 

(二)次查，相對人不否認系爭工程辦理結算後，實作數量減少逾原訂契約數量

30％者，總計有 77 工項，而該工項之單價，相對人係以原契約單價計價，

惟如前所述，聲請人就不合理之單價本得請求進行協商，復以相對人所

援用之單價，乃長鴻公司於 100 年 8 月間投標之契約單價，再加以施作

數量之多寡會影響到單價高低，故聲請人得依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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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理調整上開 77 工項之單價，至為灼明。 

(三)聲請人謹提出本項請求金額之計算表（聲證 21 號），並簡要說明如下： 

1.本項聲請人所請求者，均為實作數量減少達 30％以上，又因減作數量已

達 30％以上，故本項之計價方式應以重新議定之新單價，乘以聲請人實

際施作之數量，再扣減相對人已給付之金額，即為相對人就本項尚應給

付予聲請人之金額。 

2.次查，就新議定單價部分，聲請人係以相對人發包予長鴻公司前，所編

定之預算單價為據，由於該單價原係由相對人委請專業顧問公司依市場

行情而估算，當得作為系爭工程中實作數量減少逾原定契約數量 30％之

新單價。 

3.綜上，經計算後，相對人實際應給付予聲請人之金額為 12,145,770 元，

然相對人僅依原契約單價，計付 8,755,800 元予聲請人，就該差額

3,389,970 元，相對人應給付予聲請人。 

 (四)末查，就新議定單價部分，聲請人係以相對人於 100 年發包予長鴻公司

前所編定之預算單價為據，由於該單價係由相對人委請專業顧問公司依

市場行情、台北市政府設置之工程價格資料庫等資料估算費用，並經相

對人相關權責單位審核後作為系爭工程之預算文件，當得作為系爭工程

中實作數量減少逾原定契約數量 30％之新單價。 

(五)相對人固主張本項金額縱應給付，亦應以原預算單價之 0.795439 計算（即

以采盟公司之標比計算）云云等語。惟查： 

1.首查，采盟公司投標金額之計算，應係以契約原預計施作數量等同實際

施作數量而加以估算，然聲請人本項請求者，乃實作數量低於原訂數量

30％而應調整單價，則相對人主張應以預算單價之 0.795439 計算（即采

盟公司投標之標比），兩者內容迥異，實難比附援引。 

2.次查，依經驗法則及工程實務而言，施工數量減少會造成單價提高，此



 42 

為不爭之事實，況且減少幅度達 30％以上者，影響更鉅。而相對人委請

專業顧問公司編列之預算，本係以預定數量等同實作數量而為編列，故

聲請人就本項主張以 100 年預算單價作為應調整之單價，實屬合理，應

無須再以采盟公司投標金額與預算金額之比例，加以折減。 

聲請人提出附表、附件及相關證據如后： 

附表 1 號：工程損益表、資產負債表暨費用明細表。 

附件 1 號：價格差異甚大之工項分析表。 

附件 1 號：工程材料費用明細表。 

附件 2 號：工程人工費用明細表。 

附件 3 號：工程費用明細表。 

附件 4 號：外包工程費用明細表。 

附件 5 號：工程設備費用明細表。 

聲證 1 號：調 105072 號調解建議。 

聲證 2 號：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聲證 3 號：調解申請書首頁。 

聲證 4 號：相對人 104 年 10 月 22 日函文。 

聲證 5 號：協議書。 

聲證 6 號：聲請人投標之總表【標單】及詳細價目表。 

聲證 7 號：投標書。 

聲證 8 號：聲請人 105 年 3 月 21 日函文。 

聲證 9 號：聲請人 105 年 4 月 8 日函文。 

聲證 10 號：相對人於決標後提供之詳細價目表。 

聲證 11 號：長鴻公司得標之決標公告。 

聲證 12 號：「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續）」工程契約。 

聲證 13 號：105 年 3 月 28 日協商會議紀錄。 

聲證 14 號：相對人 104 年 12 月 24 日簽呈。 

聲證 15 號：投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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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 16 號：補充施工說明書。 

聲證 17 號：相對人 105 年 1 月 13 日簽呈。 

聲證 18 號：「界面整合費」之詳細價目表。 

聲證 19 號：結算數量金額表（不含變更追加減）。 

聲證 20 號：「原定數量非為 0，然結算數量為 0」之數量金額計算表。 

聲證 21 號：「實作數量減少逾原定數量 30％」之數量金額計算表。 

聲證 22 號：謝哲聖、李金松著「工程契約理論與求償實務」第 456～459 頁。 

聲證 23 號：第 1～5 次契約變更書。 

聲證 24 號：以預算單價計算之工程結算金額表。 

聲證 25 號：系爭工程契約單價與預算單價、台北市議會 100 年、105 年頒布

之工程單價比較表。 

聲證 26 號：105 年 2 月 1 日議價記錄表。 

聲證 27 號：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總說明。 

聲證 28 號：行政院工程會 88 年 8 月 6 日(八八)工程企字第 8811494 號函。 

聲證 29 號：「台北藝術中心接續工程（第二標）」簡報資料。 

聲證 30 號：曾婉雯撰，工程契約中之契約調整權—以情事變更原則為中心，

第 53、54 頁，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 99 年元月。 

聲證 31 號：以 100 年議會單價乘以結算數量之金額。 

聲證 32 號：以 105 年議會單價乘以結算數量之金額。 

聲證 33 號：以 100 年及 105 年議會單價計算之結算金額表。 

聲證 34 號：「不當得利」，劉昭辰著，第 5、18 頁。 

聲證 35 號：相對人 104 年 12 月 24 日簽呈。 

聲證 36 號：最高法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1758 號判決。 

聲證 37 號：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835 號判決。 

聲證 38 號：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857 號判決。 

聲證 39 號：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42 號判決。 

聲證 40 號：台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建上更(七)字第 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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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 41 號：陳聰富著，民法總則，第 272～275 頁。 

乙、相對人方面： 

壹、答辯聲明： 

一、駁回聲請人之請求。 

二、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貳、陳述： 

一、聲請人主張依照投標須知第 84 條約定、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約定、

民法第 227 條之 1 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並參照相關實務判決，請求相

對人調整單價、賠償所失利益，即給付決標金額扣除結算金額之差額，

計 7,567萬 7,116元(聲請人原本是主張以決標金額 242,500,000元扣除

結算金額 166,822,884 元，後來兩造均不爭執結算金額為 164,813,979

元，聲請人亦同意不因此再擴張請求金額，誠如前述)，再加計結算數量

減少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以重新議價後之單價結算扣除以原契約單價

結算之差額(即 338萬 9,970元，見聲證 21)，共計 7,906 萬 7,806 元部

分，實屬無據： 

(一)查聲請人主張以決標金額扣除結算金額計 7,567 萬 7,116 元部分，實已

包括所有工項數量減少部分(即結算數量變更為 0、結算數量減少逾契約

原定數量 30％)之金額，故聲請人再請求加計結算數量減少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以重新議價後之單價結算扣除以原契約單價結算之差額計 338

萬 9,970元，顯有重複請求之情形。 

(二)關於聲請人主張依投標須知第 84條約定調整已施作工項之單價一節，迄

今仍未舉證說明「哪些」工項之契約單價「何以」過低而有調整之必要

性，核無理由： 

1、按政府採購法第 63條第 1項規定：「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

定之範本為原則，其要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

之。」、採購契約要項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契約總價曾經減價而確

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未約定調整方式者，視同就各單項價格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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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減價比率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項價格合計數額與總價不同

者，亦同。」、本件投標須知第 84 條規定：「(第 1 項)除招標文件另

有規定者外，簽訂契約時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或其他相關書表所

列各項目之單價，依本機關原列預算單價(含數量為 0之工項)，以決

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為原則；有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

目單價不合理時，得於訂約時由本機關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工程

採購之安全衛生費用之競標調整原則：(第 2項)安全衛生經費項下之

各項單價，將依本機關原列預算單價以核定底價與詳細價目表總價之

比例調整之，不隨得標廠商標價調整。」(見聲證 15號：第 23頁)。 

   準上可知，倘契約總價曾經減價而確定，則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調

整方式，如契約有約定者，依約定，如未約定者，視同就各單項價格

依同一減價比率調整，循此，查本件系爭契約曾經減價而確定，且投

標須知第 84 條已約定此情調整單價之方式(含契約數量為 0 之工

項)，以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之比例進行調整為原則，是相對人於聲

請人決標後以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之比例調整系爭契約各工項之單

價，自屬有據；即便相對人之預算單價係以先前與長鴻公司簽約之單

價進行編列，惟系爭契約之決標總金額係經由聲請人與相對人雙方議

價後得出，且未低於相對人訂定之底價，故相對人以「預算單價」按

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作為系爭契約各工項之單價，在決標總

金額不變之前提下，如有部分工項之契約單價低於廠商報價時，必有

其他工項之契約單價高於廠商報價情形，故正常施工之結果，結算時

仍與投標之基礎相同，要難認有不合理之處。 

2、次查，系爭工程之投標須知第 84 條第 1 項約定與其他工程之投標須

之約定內容相同，此觀諸相對人於此案以前及此案以後之採購工程投

標須知第 84 條約定內容均相同(見相證 13)，即足證，是該約定並非

專為因應本案而生之特殊約定，先予敘明；又該條第 1項後段約定「有

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單價不合理時，得於訂約時由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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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所謂特殊情形，應係指類如決標後發生未

能預料之特定原物料價格飆漲或系爭契約第 3條第 4項約定之情形，

而所謂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單價不合理時，應係指某項目單價遠低於

市場行情而顯不合理之情形，即投標須知第 61條第(十一)項規定：「同

質採購最低標決標原則：...(十一)標價偏低且顯不合理之處置...：

1、標價偏低之認定，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79條及第 80條規定辦理。」

(見申證 11：第 18 頁)、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0 條規定：「本法第

五十八條所稱部分標價偏低，指下列情形之一：一、該部分標價有對

應之底價項目可供比較，該部分標價低於相同部分項目底價之百分之

七十者。二、廠商之部分標價經評審或評選委員會認為偏低者。三、

廠商之部分標價低於其他機關最近辦理相同採購決標價之百分之七

十者。四、廠商之部分標價低於可供參考之一般價格之百分之七十

者。」此情自應由得標廠商負舉證責任，即由得標廠商舉證證明哪些

項目有低於市場行情而顯不合理故有調整之必要，換言之，聲請人並

非得率然請求相對人調整「全部工項」之單價，應係指倘聲請人認定

「特定或某些」工項之單價過低不合理時，得與相對人協議調整之，

且聲請人並應就「特定或某些」工項之單價過低不合理之情形負舉證

責任，否則，豈不是任何廠商都可借限制性招標之程序排除其他廠商

參與投標，並在得標後要求招標機關辦理變更設計提高全部工項之單

價，即相當於提高決標總價，如此顯然不合理，且本件情形顯有違當

初相對人採限制性招標之前提與目的，核有違政府採購程序之公平與

公正，是聲請人稱限制性招標僅有其一家廠商參與故無影響投標公正

性之問題云云，顯屬雄辯，甚且，聲請人僅泛稱以相對人之預算單價

按比例調整並不合理，並援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函釋主張相對

人未考慮其投標單價是否合理而逕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屬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之一，主張要調整已按原契約數量施作工項之

單價云云，卻全然未具體指出系爭契約中有哪幾個工項之單價何以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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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遑論依前揭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80 條規定舉證證明之，應認

所述於法無稽，要難為採。 

事實上，聲請人聲稱相對人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投標單價云云，

並不足以證明契約單價不合理，況聲請人已自承其所提出之投標金

額，係以瞭解工地現場及剩餘工項、數量後，考量後續工程完成所須

支付之費用，作為投標金額，與一般投標情形僅以單價乘以施工數量

之情形有異(見聲請人 107.5.31 仲裁聲請書第 6 頁第四點以下至第 7

頁第 5 行)，亦即聲請人於投標時，已藉由低填實際上毋須施作工項

之單價、高填實際上應施作工項之單價之方式，因應將來結算時有部

分工項無數量可結算之結果，循此，倘若逕依聲請人之投標單價作為

調整契約全部單價之基準並據以結算，必會發生(部分)已施作工項之

單價過高而不合理之情形，自應認所述不足採憑。 

3、再查，聲請人於投標前，應已詳細閱讀投標須知，並可預見機關預算

與其投標單價未必均相同，於充分衡量利弊後決定是否投標，然起初

聲請人投標後經過 6次議價減價之標價仍高於相對人核定之底價，故

經相對人之主持人宣布廢標，後來聲請人來函表示已就標單項目釋

疑，要求相對人再次與其議價，相對人乃決定再與聲請人議價，倘議

價不成則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後續發包，嗣聲請人歷經 4次減價後，

終以 2 億 4,250 萬元得標系爭工程(以上見相證 1)，雙方並於 105 年

3 月 8 日簽訂系爭契約，已如前述，是聲請人直至簽約後，始主張已

施作工項之契約單價均應調高云云，顯屬後話，且違反誠信原則，應

不足採。 

4、復查，系爭工程之前廠商長鴻公司於施工過程中因財務因素無法繼續

履約，遭相對人終止契約，嗣後相對人係依針對長鴻公司施作完成部

分辦理點驗結算之明細表，進行後續工程之各工項數量規劃與發包，

且為此相對人已於 105年 3月 28日召開契約疑義會議，並明白表示：

「(一)『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期)』及『北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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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含專案住宅)-專案住宅新建工程(建

築主體工程)』(以下簡稱：『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專案住宅新

建工程(建築主體工程)』)原係由長鴻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得標施

作，惟該公司因財務問題及工程進度落後，本處於 104 年 10 月與該

公司終止契約，經簽奉市長及本處處長核准，依長鴻營造原契約單價

就尚未完成部分採『限制性招標』予偉銓營造有限公司辦理議價，如

議價不成則改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見聲證 13號第 1頁，併參相證

1 之 104 年 12 月 24 日簽、105 年 1 月 13 日簽)，亦即當初辦理限制

性招標就是以依長鴻得標單價辦理發包為前提，故投標須知第 84 條

已明定以機關預算單價案決標金額比例調整，且已說明實際上必要施

作部分待簽約後聲請人與監造單位會同清點時會一併辦理變更設

計，並無聲請人所謂總價決標精神云云，復觀諸 105 年 3 月 28 日契

約疑義會議紀錄第 4 頁所載聲請人之發言第(三)點：「本公司於投標

前，根據投標須知第 84 條【有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單價

不合理時，得於訂約時由本機關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及補充施工

說明書第 47條【承包商應於決標後接管前期工程，並配合工程司/監

造單位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並依實際現況修正

契約數量】之精神，至工地現場實地詳細察看及計算，依工地實際應

施作之數量及市價估算而來，故應在總價決標之精神且不影響總價之

原則下，合理調整合約內之單價及數量，否則與長鴻營造結算後，餘

額用來發包之費用，若因部分扣下而不支付，以致於造成合約總價前

後無法對應，豈非演變成公家部門額外之獲利？」(見聲證 13 號)，

可見聲請人投標前早已了解工地現場施工狀況，並明知有部分工項不

用施作，以實作數量辦理結算之結果，結算金額必然低於決標金額，

卻仍希冀能夠就決標金額 2 億 4,250 萬元「全拿」，且為達取得「總

價決標全部金額」之目的，而欲將需施作部分之工項單價提高，即將

實際上無需施作工項之單價分攤加至應施作工項之單價中，並非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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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需施作之工項單價有顯低於市場行情之情形，惟此情顯與相對人

前述辦理限制性招標之前提及契約約定以實作數量結算之精神不符

(併參相證 1之 104年 12月 24日簽、105年 1月 13日簽)，且聲請人

所述將毋須施作工項之金額分配到其他工項單價之單價調整方式，亦

顯然違反客觀估價方式(蓋廠商擬定單價時應就各工項及數量預估合

理單價，而不是將預見可能不用施作之工項低填單價，並將該工項之

單價利潤移轉至另一應施作之工項而高填單價)，甚至會影響採購程

序之公平性；尤有甚者，聲請人既不接受相對人對契約條文之解釋，

仍於上開會議後與相對人簽訂契約(契約書所載日期雖為 105年 3月 8

日，惟聲請人確實是在上開契約疑義會議召開後始簽約，見聲證 9

號)，復於簽約後主張其權益受損云云，顯違反誠信原則。 

5、末查，聲請人於契約疑義會議中係針對基樁及地質改良即另案專案住

宅建築主體工程之部分工項要求調整單價，並非針對系爭工程之工項

主張應調高單價，此觀諸聲請人於 105 年 3 月 28 日契約疑義會議針

對系爭工程之契約疑義是主張「(三)本公司於投標前，根據投標須知

第 84 條【有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單價不合理時，得於訂

約時由本機關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及補充施工說明第 47 條【承

包商應於決標後接管前期工程，並配合工程司/監造單位確認前期工

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並依實際現況修正契約數量】之精

神，至工地現場實地詳細察看及計算，依工地實際應施作之數量及市

價估算而來，故應在總價決標之精神且不影響總價之原則下，合理調

整合約內之單價及數量，否則與長鴻營造結算後，餘額用來發包之費

用，若因部分扣下而不支付，以致於造程合約總價前後無法對應，豈

非演變成公家部門額外之獲利？」(見聲證 13 第 4 頁)，並非說明哪

些工項之單價過低而要求予以調整，故相對人自非以聲請人未提出合

理市價為由拒絕辦理調整單價，而是針對聲請人上開主張回應表示

「(一)長鴻營造公司已施作尚未完成計價之工程款，在完成結算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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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剩餘，將提存法院或歸還長鴻營造公司，不會有公部門額外獲利之

情形。(二)請偉銓營造有限公司儘速完成續作工程之簽約及辦理現場

清點會勘，才能依契約約定就漏列項目或漏列數量辦理變更設計。」

(見聲證 13 第 5 頁)，且聲請人迄今確實仍未具體舉證說明系爭工程

已施作部分之哪些工項單價何以不合理，相對人自不可能逕予調價付

款(回應聲請人 108.3.6仲裁準備(六)書第 2頁第二點所述)。 

6、又本件投標須知第 84 條第 1 項約定，核與民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

之附解除條件無涉，聲請人稱相對人藉故不協議調整契約單價，已構

成民法第 101條第 1項規定之故意使條件不成就，此情應認其得請求

調整契約單價云云，顯係錯誤適用法規，不足為採。 

(三)關於聲請人主張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條約定，相對人應按總價決標之

精神履約，即就結算數量變更為 0 部分照契約單價計價給付一節，顯有

違承攬契約之對價性與系爭契約按實作數量結算之約定，自不足採： 

1、按民法第 490 條第 1 項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

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 

復按系爭契約第 3 條第(二)項約定：「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

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

項目及數量給付。...。」、第 4 條第(二)項約定：「契約所附供廠商

投標用之詳細價目表，其數量為估計數，除另有約定者外，不應視為

廠商完成履約所須供應或施作之實際數量。」(見聲證 12 號第 6、7

頁)。由上可知，系爭契約為承攬契約，屬對待給付契約，且系爭契

約所附提供廠商投標用之詳細價目表，其數量為估計數，不應視為廠

商完成履約所須供應或施作之實際數量，亦即系爭工程之契約價金給

付，依實際施作數量結算，此乃工程實務中常見之結算方式，符合承

攬契約屬對價契約之本質。 

復按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條約定：「包商應於決標後接管前期工程，

並配合工程司/監造單位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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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實際現況修正契約數量。」此約定乃係說明雙方「如何」清點、

確認前期工程已施作數量及系爭工程實際應施作數量，即確認契約數

量之方法，為接續工程常見之約定，因前廠商倒閉後，其已施作工項

之正確數量計算不易，可能有隱蔽處、半成品及需要修繕的部分，故

點驗結算數量未必完全正確，相對人後續重新發包之數量以扣除現場

已施作工項數量來估算，若有差異，亦屬正常，仍必須待接續廠商進

場施作、清點時，才可確定實際應施作之工項及數量，此條與系爭契

約第 3條第(二)項、第 4條第(二)項約定亦係就接續工程工項數量可

能變動之風險所為之相應措施。 

2、準上，查系爭工程部分工項之實作數量為 0，代表聲請人就該部分工

項並無施工，亦無材料成本支出，不僅無系爭契約第 3條第(四)項關

於調整單價及增減契約價金約定之適用，且依前揭民法第 490 條第 1

項規定及系爭契約第 3條第(二)項約定，基於承攬契約屬對待給付、

對價契約，聲請人自不得向相對人請求給付未實際施作工項部分之工

程款，至於此時倘聲請人已就毋須施作之工項購買材料者，且毋須施

作是因可歸責於相對人之事由(如因相對人有他考量而主動要求變更

設計致必須減少特定工項之數量等情)，則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就已

進場之合格材料按契約約定方式估驗計價支付之(見系爭契約第 21條

第(一)項第 4 目約定，聲證 12 號第 40 頁)，惟倘毋須施作是因可歸

責或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如某些工項因長鴻公司前期已施作完

畢，故毋庸施作，但因兩造於施工前未清點、確認前期已施作數量等

情)，則為衡平雙方權益，應認聲請人僅得請求相對人就已進場之合

格材料「半數」按契約單價計價支付之。據上論結，系爭補充施工說

明書第 47 條約定並未賦予聲請人得於結算後請求相對人將實際上未

施作之工項調整程有施作數量並據以計算工程款之權利，聲請人要求

相對人「按總價決標之精神」給付其決標金額與不含變更設計部分之

結算金額之差額云云，顯於法無據，不足為採，更何況，聲請人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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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亦已依據前開條文規定於清點丈量數量後，據以與相對人辦理契約

變更設計追加及減作，並非僅有減作而已，故聲請人主張不應考量變

更設計追加部分，僅以原合約數量與結算數量減少部分(其實已辦理

契約變更設計減作，故「契約數量」已修正減少)相比較主張不公、

相對人應依原合約數量為計價云云，實屬雄辯，不足為採。 

3、復查，聲請人於決標後接管前期工程時，已配合工程司/監造單位確

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並據此約定向相對人請領界

面整合費 513 萬 9455.08 元(見聲證 18 號)，是基於契約嚴守原則，

兩造就工項數量減少部分自應循變更設計流程辦理，並依上開規定按

實作數量結算，自不許於簽約後才反悔、質疑以實作數量結算之合理

性，聲請人稱實作數量與預估數量差異甚大之責任，應由相對人負擔

云云，尚不足採。 

4、又事實上，系爭契約總共辦理五次變更設計，結算後合計加帳金額為

1億 380萬 129元，減帳金額為 9,025萬 608元，故淨追加金額為 1,354

萬 9,521 元，再扣除驗收扣款 3 萬 4,517 元，結算總價為 2 億 5,601

萬 5,004元，相較於原契約總價 2億 2450萬元，尚增加 1,351萬 5,004

元(見相證 2)，已如前述，可見系爭工程係按實作數量結算，聲請人

本可能因相對人依約辦理變更設計追加或減作而取得高於或低於原

決標金額之工程款，惟聲請人卻置事前未能預測之追加金額於不論，

僅就事前可預測即補充施工說明書已載明會依清點前期施作數量調

整而變更設計減作之金額主張造成其虧損、不公，並要求此部分按原

決標金額(原契約數量)結算，顯於法無據，不足為採。 

5、據上論結，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條約定僅單純涉及工項數量之調整，

至工項單價之調整，則應視工項數量調整情形決定是否依系爭契約第

3 條第(四)款約定協議調整單價並按實作數量結算，或是就工項數量

變更為 0部分填補承攬人預先支出之施工必要費用，換言之，補充施

工說明書第 47 條約定並無法導出聲請人所稱實際上無需施作之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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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單價應分配至其他應施作工項之單價之結論，且由於聲請人已變更

其主張表示不在請求實際上無須施作部分工項之工程款，僅主張已施

作部分工項之單價過低應調高，故後者主張之爭議核已與補充施工說

明書第 47條之約定無涉，特此陳明。 

(四)關於聲請人請求依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增、減或變更

原有之效果一節，核於法有所誤解，要不足採： 

1、按民法第 227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

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

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 

復按最高法院 103 度台上字第 308 號判決所示：「按民法第二百二十

七條之二第一項所規定之情事變更原則，係源於誠信原內容之具體化

發展而出之法律一般原則，屬於誠信原則之下位概念，乃為因應情事

驟變之特性所作之事後補救規範，旨在對於契約成立或法律關係發生

後，為法律效果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基礎或環境，於法律效力終了

前，因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初所得預料之變動，如

仍貫徹原定之法律效果，顯失公平者，法院即得依情事變更原則加以

公平裁量，以合理分配當事人間之風險及不可預見之損失，進而為增

減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以調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使之趨

於公平之結果。因此，當事人苟於契約中對於日後所發生之風險預作

公平分配之約定，而綜合當事人之真意、契約之內容及目的、社會經

濟情況與一般觀念，認該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為當事

人於訂約時所能預料，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當

事人固僅能依原契約之約定行使權利，而不得再根據情事變更原則，

請求增減給付。」 

2、準上，查聲請人以結算金額與決標金額相差 31.21％為由推論契約工

項數量或總價之變動非兩造於訂約時所能預見一節，實則，觀諸前開

系爭契約第 3條第(二)項及第(四)項、第 4條第(二)項、補充施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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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第 47 條約定，即以實作數量結算、標單之數量為估計數，並非

實作數量、結算數量增減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之工項得重新議定單

價、施作前應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並依實際現

況修正契約數量，足證本件當事人已於契約中對於日後所發生之工項

數量變動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故上開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

動之範圍，為當事人於訂約時所能預料，當事人本得自行評估上開風

險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誠如聲請人已自承其於投標

前對於前廠商長鴻公司施作之情形已有相當了解)，循此，基於「契

約神聖」」及「契約嚴守之原則，聲請人自不得於契約成立後，始以

該原可預料之情事實際發生，再依據情事變更原則，請求增加給付工

程款，聲請人前開請求，顯有違誠信原則，不足為採。 

3、次查，依上開契約約定，本件情形僅有結算工項數量減少逾契約原定

數量 30％之部分可重新議定單價，而結算數量變更為 0部分，因聲請

人並無人力、材料、機具等成本之支出與浪費，自應依系爭契約第 3

條第(二)項約定之「按實作數量結算」及依民法第 490條規定之「工

作與報酬對價性」進行處理，與系爭契約第 3條第(四)項約定之情形

無涉，至實作數量與契約約定數量相同部分，因締結契約之基礎並未

變動，自無調整單價之必要，殊無聲請人所謂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

之情形；又聲請人所舉調解建議之內容，乃係當初調解委員基於為雙

方磋商、使雙方各退一步之情形下所為之決定，其理由顯欠缺法規依

據，自無參酌之餘地。 

4、再查，聲請人援引之聲證 22 學者見解，其實是認為「而若是按實做

數量計價的契約，因為契約的計價本來即是以實際的工作數量計價，

不生工作數量增減的問題，只需按實際完成的數量依契約單價結算付

款即可。」，至該文後段所謂「非相似條件下施工」，即業主任意變更、

取消的工作數量已達原工程範圍之百分之二、三十之情形，該「原工

程範圍」應係指原契約約定數量而言，並非指決標總價，而此情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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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第 3條第(四)項已有約定，既聲請人亦肯認工作數量變更會影響

工項單價，自當係指工項數量雖減少但仍有數量之情形，才會影響該

工項之單價即採購及施作成本，否則，若工項數量變更為 0，單價調

整亦屬無益，復且，除非聲請人已有勞力、材料及機具等成本預先支

出之浪費，否則再聲請人在未付出任何勞力及財物成本之情況下，何

來損害之有？循此，姑不論系爭工程之各工項數量並非相對人任意變

更，且事實上，不論是依聲請人或相對人之解釋，均無法導出使實際

上未施作部分即結算數量變更為 0部分所減少之價金仍應照常給付之

結論，亦無法得出結算數量與契約約定數量相同部分之工項，其單價

必須因他項工項數量減少為 0而應調高之結論。 

5、末查，聲請人稱兩造就系爭契約之數量部分有動機錯誤之情形而可依

情事變更原則調整兩造間之法律關係一節(見聲請人 108.3.11仲裁準

備(七)書第 3 頁第四點)，實則，兩造均知悉系爭工程屬接續工程，

聲請人甚至早於投標時即已知悉，並已前往工地現場了解前廠商長鴻

公司施作之情形，故兩造均知悉系爭工程實際施作及結算之數量，未

必會與契約約定數量一致，就此數量變動之風險，兩造亦已於系爭契

約中明定第 3條第(二)項及第(四)項、第 4條第(二)項、補充施工說

明書第 47 條加以處理，即約定以實作數量結算、標單之數量為估計

數，並非實作數量、結算數量增減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之工項得重

新議定單價、施作前應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並

依實際現況修正契約數量等，足證聲請人並無法以得標為由主張系爭

工程決標之數量即為其實際上可施作之數量，且兩造已於契約中對於

可遇見日後所發生之工項數量變動風險預作公平分配之約定，故上開

風險事故之發生及風險變動之範圍，為兩造於訂約時所能預料，聲請

人本得自行評估上開風險以作為是否締約及其給付內容之考量，要無

於締約後再以情事變更原則或誠信原則調整兩造間法律關係之問題。 

(五)聲請人主張應將無庸施作工項之金額，分配至實際應施作之工項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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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此立論不僅欠缺法規依據，且違反施作工項之單價估算方式，聲請

人甚至未說明其他按約定數量施作之工項，其單價何以有調高之必要？

實際上無庸施作之工項辦理變更設計減作而不予計價，何以會影響按契

約數量施作之工項之單價？可見聲請人此部分之主張顯不可採。另外，

聲請人一再聲稱本件係採限制性招標，且為「總價決標」云云，惟依投

標須知第 59 條規定，「總價決標」僅係決標方式之一種，另有「單價決

標」、「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履約地點位於原住民

地區…」、「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優先採購…」、「複

數決標」等(見聲證 15 號第 15、16 頁)，非指履約後契約價金依總額結

算(總價承攬)，是聲請人稱相對人應依總價決標之「精神」，調高全部已

施作工項之單價，即將無需施作工項之單價分攤至其他工項單價云云，

顯屬無稽。 

(六)聲請人援引五個實務判決主張相對人應比照給予其預期報酬(利潤)之損

失一節(見聲請人 108.3.6 仲裁準備(六)書第 7 頁第九點以下至第 12 頁

第 14 行)，顯不可採，且與其事後變更主張改為請求應施作工項之單價

過低應調高之論據完全不符： 

1、查聲請人所舉五個民事案例事實及請求權基礎並不相同，其中最高法

院 76 年度台上字第 1758 號判決(下簡稱第一案，見聲證 36)、 最高

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242 號判決(下簡稱第四案，見聲證 39)、臺

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見上更(七)字第號(下簡稱第五案，實為第四案

之發回判決，見聲證 40)之事實及爭議為定作人依民法第 511 條本文

規定對承攬人任意終止契約，故承攬人依該條但書規定向定作人請求

因契約終止所生之損害(包括所失利益)，另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

第 835號判決(下簡稱第二案，見聲證 37)、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

第 1857 號判決(下簡稱第三案，見聲證 38)之事實及爭議則為承攬人

依契約約定與定作人終止契約，並依民法第 227條規定請求定作人賠

償損害(包括所失利益)，惟本件並無終止契約之情形，且聲請人亦非



 57 

依民法第 511條但書或第 227條規定向相對人請求賠償，實難認上開

判決有何與本件事實及爭議相同或相似而可為參酌或比照辦理之處。 

2、雖聲請人稱系爭工程工項數量變更為 0、工項數量減少逾 30％而實際

上無須施作部分，可視同相對人終止契約云云，惟查，系爭工程部分

工項數量變更為 0或減少之原因，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條已有約定，

與定作人任意終止契約之情形並無相似性，且系爭工程工項數量減少

逾 30％部分已有系爭契約第 3條第(四)款約定可資處理，工項數量變

更為 0且無必要費用支出部分亦應依民法第條規定辦理，已如前述，

根本無比照第一、四、五案處理之必要，更何況，觀諸系爭契約第 22

條第(二)款規定：「不可歸責於廠商之終止或解除契約：1.契約因政

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

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準依前款第 3目辦理結算及本

款第 4目辦理給付費用，但不包含所失利益。2.依前目約定終止契約

者，廠商於接獲機關通知前已完成且可使用之履約標的，依契約價金

給付；僅部分完成尚未能使用之履約標的，機關得擇下列方式之一洽

廠商為之：(1)繼續予以完成，依契約價金給付。(2)停止製造、供應

或施作。但依契約給付廠商已發生之製造、供應或施作費用。機關應

依照契約詳細價目表所定單價、單價分析表之料價或新議定單價(均

含稅什費)計給之。3.非因政策變更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例如但不

限於不可抗力之事由所致)而有必要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並

準用本款其他各目約定。」(見聲證 12第 42頁)，可見系爭契約就不

可歸責於廠商之終止或解除契約，亦已明定不得請求所失利益，是即

便依聲請人所述將工項數量變更為 0 部分視同終止契約(惟相對人仍

否認之)，聲請人請求相對人賠償所失利益亦屬無據；又本件上開情

形顯與承攬人依約終止契約之情形不同，且相對人並無可歸責事由，

亦無比照第二、三案處理之可能，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實屬自己主觀

之歧見，不足為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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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外，聲請人所舉上開五件案例認定之承攬所失利益部分，乃係指預

期可施作工項部分依約可得之利潤，故就系爭契約來說，工項數量變

更為 0 部分之金額為 5,293 萬 1,793.62 元(見相證 10，應取代聲證

20號)，以其計算約定利潤 6％之金額應為 317萬 5,908元(計算式：

52,931,793.62×0.06)，而非聲請人請求之 7,567 萬 7,116 元，蓋聲

請人以決標金額扣除結算金額之價差，乃係數量變更為 0之工項單價

所組成，而各工項之單價乃屬施工成本，本是要給付予下包或材料、

設備廠商及人力支出費用，非聲請人本身可獲得，自難認屬聲請人之

損害而可向相對人請求賠償，惟相對人仍認為系爭工程部分工項數量

變更為 0部分，依據系爭契約第 3條第(二)款、第 4條第(二)款及補

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約定，顯非聲請人於得標時即預期可得施作之

工項，且與民法第 511條但書規定無涉，自無所謂預期報酬(利潤)可

言，否則，豈不是所有工程契約之變更設計減作均可請求定作人賠償

所失利益之損害，如此顯不合理，更於法無據。 

4、據上論結，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比照上開判決賠償其預期報酬(利潤)，

顯屬無據，且聲請人迄今並未舉證證明其因系爭工程部分工項數量變

更為 0致受有損害，遑論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

有重大困難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第 2項規定參照)，自無從由  

鈞會酌定損害金額，尤其後來聲請人已變更請求論據，改為主張應施

作工項之單價過低應調高，益證上開主張核屬臨訟之詞，不足為採。 

(七)關於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就實作數量減少逾原定數量 30％部分(數量非

0)之工項重新議價一節，實則，相對人於調解程序時即已主張依系爭契

約第 3條第(四)項約定：「採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給付之部

分，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達 30％以上時，其逾

30％之部分，得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增減契約價金。」是聲

請人自得據以就系爭工程個別工項實作數量較契約原定數量減少逾 30％

部分(數量非 0，見相證 3)與相對人重新議定單價，並計價結算，此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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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解建議之意見相同(見聲證 1 號，即調 105075 號調解建議第 8 頁第

5、(2)點)，惟聲請人主張以 100年預算單價作為重新議價之單價部分(即

聲證 21 號)，相對人認為欠缺具體說理，詳言之，即便上開工項單價會

因施作數量減少達契約約定 30％致採購成本升高而增加，惟增加的幅度

也未必就是等同 100 年之預算單價，故相對人已就此部分提出依 100 年

招標當時次低標價廠商采盟公司投標之標折比(79 折)計算之單價(見相

證 12，相較原計付金額，已高出 94 萬 5,039 元)，以及依當時各投標廠

商之平均標折比(85 折)計算之單價(見相證 12，相較原計付金額，已高

出 103萬 0,416元)，上開金額均較已按原契約單價計付部分為高，則上

開工項單價因實作數量減少達契約約定 30％致採購成本升高而增加之合

理單價，仍非不得參考以上開標折比計算之價格。 

(八)聲請人之其他主張，亦屬無據，均不足採憑： 

1、查聲請人以 108 年 2 月 27 日仲裁準備(五)書提出之系爭工程各項費

用金額表(即附表 1、附件 1 號至附件 5 號)，並未區分是實際施作工

項部分(含變更設計追加)之支出或未施作工項或工項數量減少部分

之支出，遑論進一步證明上開費用係屬因系爭工程部分工項數量變更

為 0或減少逾 30％所致生增加之支出，自無法作為認定其所受損害範

圍之依據。又事實上，聲請人實際上無須施作之工項常理上應不會有

「工程費用」、「外包費用」之支出，尤其系爭工程實際上無須施作或

施作數量須減少之工項，聲請人於進場施工以前即已知悉，尚難認聲

請人就此部分有另外支出「工程材料費用」、「工程人工費用」、「工程

設備費用」之事實，循此，聲請人提出上開工程費用主張受有損害，

核不足採，相對人亦否認之。 

2、次查，聲請人主張其已代長鴻公司支付下包廠商 4,000萬元部分，相

對人認為與系爭工程各工項之施工成本無關，不應納入系爭工程獲利

與否之考量，換言之，上開費用支出即便屬實，仍不得認屬系爭工程

之成本費用，且顯與本件爭議即系爭工程部分工項數量變更為 0或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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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逾 30％所生影響無涉，非本案所須審酌之重點。 

3、再查，聲請人不得泛以其施作系爭工程係「虧本」為由向相對人請求

給付工項數量變更為 0、減少逾 30％部分之工程費用，詳言之，在一

般工程未變更設計之情形下若施工廠商管理不佳仍可能面臨虧本情

形，即便回歸本件爭議，聲請人所謂「虧本」的原因並未特定具體，

除非是已就無須施作之工項額外支出費用(此亦非必然會造成工程虧

本)，已如先前書狀所述，否則尚難將其他虧本原因歸咎於相對人而

要求相對人給付與本件爭議無關之費用支出。 

4、復查，聲請人無論係依民法規定(如承攬契約有工作始有報酬)或契約

約定(如契約詳細表之數量為估計數、依實作數量進行結算等)，就系

爭工程實際上無須施作之工項並無預期報酬可言，本不得僅以得標金

額與結算金額有差異為由要求相對人給付上開金額之差價，此與系爭

工程是否為接續工程(常理上有介面銜接、整合問題，此部分會另編

單價，但不代表待施作之工程工項會較難施作)或一般工程無涉；且

聲請人施作接續工程之經驗豐富，甚至就系爭工程多次要求與相對人

議價，常理上於投標系爭工程前應已對現場情形有相當了解，尚不得

於簽約後始空言聲稱實際上須施作部分之工項單價過低而要求相對

人以無須施作工項之單價予以填補。更何況，系爭工程無論是部分工

項數量變更為 0、減少逾 30％而變更設計減作，或變更設計「追加」

施作數量或新增部分工項，須履約施作之工項或數量均已與原契約約

定不同，惟前者僅可能發生機器、設備、材料已預先進場之損失、採

購數量減少致成本增加之損害，後者除可能發生採購成本增加外，甚

至可能因「增加新施作工項」而須承擔較大之風險，然系爭工程變更

設計「追加」部分其實較變更設計減作部分「高」出 1,351 萬 5,004

元，可見聲請人主張系爭工程變更設計減作之數量及其金額不合理、

僅以系爭工程部分工項數量變更為 0為由向相對人求償，尚乏依據。 

5、末查，系爭公共工程並無保證廠商，根本無法與聲請人之契約責任相



 61 

比較，且基於契約相對性，無論是相對人與保證廠商間之契約關係或

相對人與長鴻廠商間之契約關係，均無法作為論斷相對人與聲請人間

權利義務關係之依據，更何況，關於聲請人主張之保固責任金及保固

金部分(見聲請人 108.1.17 仲裁準備(四)書第 7 頁第四點以下至第 8

頁第 1 行)，保證廠商與原廠商間係屬契約承擔，故原廠商之保固責

任亦應由保證廠商承擔，並無聲請人所稱僅須負履約之責而毋須負保

固之責之情形；另關於聲請人主張之契約價金部分 (見聲請人

108.1.17 仲裁準備(四)書第 8 頁第(二)點)，因長鴻公司與相對人就

系爭公共工程簽訂之契約同樣是約定按實作數量結算，故保證廠商施

作接續工程所得領取之工程款，應係與聲請人相同，亦即事實上毋需

施作的部分同樣不會計價，且聲請人不斷聲稱相對人賺取原決標金額

與結算金額之差額約 7,768萬 6,021元部分，顯然是僅考慮契約變更

設計減作而未考慮變更設計追加之金額，甚至置其實際上未付出勞

力、機具、物料成本支出之事實於不論，不足為採；末關於聲請人主

張之逾期違約金部分(見聲請人 108.1.17 仲裁準備(四)書第 8 頁第

(三)點以下至第 9頁第 13行)，顯與本件爭議無涉。據上論結，聲請

人上開說詞均係出於自己主觀之臆測，全然無助於本件其請求調整系

爭公共工程已施作全部工項之單價之立論，殊難為採。 

二、聲請人主張系爭公共工程已施作工項之單價過低(不含 5 次變更設計)，

應按 100 年公告招標時之預算單價調整，並據以就工項數量變更為 0 部

分之差額計 5,995 萬 4,878 元給付聲請人，至工項數量減少逾 30％(非

0)部分之差價則不另計一節，顯與系爭契約約定不符，且違反承攬契約

之對價性及採購程序之公平公正性，自不足採： 

(一)查聲請人仍未舉證並合理說明實作數量與契約約定數量相同之工項，其

單價究有何顯然低於市場行情而應全部依約或依法予以調高之必要性，

故此部分之主張自不足採。 

(二)復查，系爭工程之投標須知第 84條約定所稱「有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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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某項目單價不合理時」，其法律效果為「得」於訂約時由本機關與得標

廠商「協議調整之」，故招標機關是否調整某項目單價，端視得標廠商所

舉單價不合理之理由是否可採有據，並非完全不必負舉證責任，否則，

招標機關如何判斷得標機關主張之單價不合理是否為真？此部分已如前

述。 

(三)再查，系爭工程之決標處分及契約簽訂均屬有效，且系爭工程之機關預

算單價於招標時即已對外公布，投標須知亦有載明訂約時按機關預算及

決標總價之比例調整單價，是若聲請人認為系爭工程某工項之投標單價

如依機關單價調整會不合理，自應於訂約時提出其認定單價不合理之特

定工項清單，惟聲請人並未提出，其於 105年 3月 28日會議中亦係請求

調整另一專案住宅工程有關基樁及地質改良項工項之單價(見聲證 13)，

並未就系爭工程之特定工項單價為任何請求，迄今仍未提出，僅泛稱全

部工項之單價均不合理，然聲請人如何能在履約中、相對人已估驗付款

多次後，接近完工階段始主張系爭工程之決標單價過低而全部須予調

整？且理由竟是援引 100 年時與本件系爭工程招標無關之議會單價？如

此顯有違誠信原則，亦違反採購程序之公平與公正，自不足採。 

(四)末查，聲請人聲稱長鴻公司施作系爭公共工程實並非有規劃、整體性的

施作，增加聲請人施作剩餘工程時之難度，實際施工費用勢必叫機關預

算單價所編列之費用為高云云，顯屬雄辯，蓋相對人已就重新發包之接

續工程編列介面整合費 500 萬元，稅什費也編列至 11.28％(含承商利潤

及管理費 6％、保險費 0.28％、營業稅 5％)，並非如相對人所稱未考慮

接續工程之施作難度，且長鴻公司與相對人因另案訴訟於法院開庭時，

強調其已經把系爭工程最難做的部分都做完了，剩下的工項都是容易施

作的，並質疑為何接續廠商即聲請人可以向相對人請求超過前期剩餘工

程款之金額云云，可見聲請人前稱系爭公共工程之實際施工費用勢必較

契約單價為高云云，顯口說無憑，不足採信。 

三、綜上所述，聲請人之主張除請求調整結算數量減少逾 30％部分之工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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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有商討之餘地外，其餘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相對人提出附表及相關證據如后： 

附表 1：長鴻公司施作系爭公共工程之已領、未領工程款明細表。 

附表 2：因可歸責於長鴻公司事由之系爭公共工程契約終止，致新工處增加費

用支出之損害明細表。 

相證 1：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簽稿會核單、104年 12月 24日簽、林

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 11月 25日函、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105 年 1 月 13 日函、林同棪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 1 月 14 日函暨施工預算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簽稿會

核單 105年 1月 13日簽影本 1份。 

相證 2：「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續)」工程結算驗收

證明書、工程結算明細表影本 1份。 

相證 3：工程結算數量減少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數量非 0)之工項及金額明

細表影本 1份。 

相證 4：工程結算數量變更為 0部分之工項及金額明細表影本 1份。 

相證 5：106年 5月 24日「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期)(續)」

履約爭議調解案第 6次調解會議紀錄(調 105072)影本 1份。 

相證 6：106年 6月 22日採購履約爭議調解辯論意旨書影本 1份。 

相證 7：106年 11月 6日「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期)(續)」

履約爭議調解案第 8次調解會議紀錄(調 105072)影本 1份。 

相證 8：系爭工程結算數量變更為 0部分之工項及金額明細表(經相對人會算)

影本 1份。 

相證 9：100 年 8 月 30 日系爭工程之採購開標紀錄表影本、系爭工程各投標

廠商之投標金額及標比彙整表，各 1份。 

相證 10：系爭工程結算數量變更為 0部分明細表 1份。 

相證 11：系爭工程結算數量減少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數量非 0)明細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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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相證 12：以 100年預算單價結算結果、第二低標單價結算結果(采盟公司投標

單價，79折)、平均標比結算結果(平均投標單價，8折)計算系爭工

程結算數量減少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之差價之明細表 1份。 

相證 13：其他工程之投標須知影本 1份。 

相證 14：工程契約(工程名稱：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期))

影本 1份。 

相證 15：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07 年 9 月 26 日北市工新工字第

10760426992 號函暨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

工程結算書影本 1份。 

相證 16：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投標須知(99年 12月 31日頒修)影本

1份。 

相證 17：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期)第 84次工程估驗計價

單影本 1份。 

相證 18：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第 85 次至第 88 次工

程估驗計價單影本 1份。 

    理  由 

壹、 程序部分 

一、 聲請人就履約爭議提起本件仲裁，核屬適法： 

（一） 按「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

處理：一、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二、向仲裁機構提

付仲裁。」、「前項調解屬廠商申請者，機關不得拒絕；工程採購

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機關不同意

致調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仲裁，機關不得拒絕。」政府採購法

第 8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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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件聲請人偉銓營造有限公司（以下稱聲請人）與相對人台北市

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以下稱相對人）於民國（下同）105 年 3

月 8 日簽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續)」

工程契約（下稱系爭契約）（聲證 12 號），第 23 條第(一)項第 2 款

並約明：「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

調解。工程採購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

案，因機關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廠商提付仲裁，機關不得拒

絕。」（參聲證 12 號第 44 頁）。 

（三） 查聲請人因「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續)」

（下稱系爭工程）與相對人發生履約爭議，於 105 年 10 月 18 日

向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案號：調 105072

號），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 107 年 3 月 28 日作成調

解建議（聲證 1號），惟因相對人不同意接受調解建議，無法達成

合意，調解不成立。聲請人於 107 年 5 月 22 日收受調解不成立證

明書（聲證 2號）後，依政府採購法第 82 條之 1 第 2 項及系爭工

程契約第 23 條第(一)項第 2 款約定，聲請本件仲裁，洵屬合法。 

二、 聲請人於 107年 5 月 31日聲請本件仲裁，而本仲裁庭係由兩造依仲裁法

規定各選一位仲裁人，再由該二位仲裁人共推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

而組成，另兩造在 107 年 8 月 3 日第一次詢問會亦均就本仲裁庭之組成

表示無意見等情，依仲裁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本仲裁

庭之仲裁人選任及仲裁庭之組成，皆屬適法，合先敘明。 

三、 至於，聲請人原仲裁聲明主張調降保證金部分，業經聲請人撤回（參聲

請人仲裁準備(三)書第 2 頁第 2 至 6 行、107 年 12 月 11 日第三次詢問會

會議紀錄第 2 頁第 27 至 31 行、第四次詢問會會議紀錄第 16 頁第 4 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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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另聲請人表示不再主張以民法不當得利請求權作為本件第一項仲裁

聲明事項之請求權基礎（參聲請人仲裁準備(六)書第 1 頁第 3 至 5 行、108

年 3 月 13 日第五次詢問會議紀錄第 3 頁第 20 至 22 行）。上開聲請人原

請求調降保證金之聲明及不當得利之主張，非本仲裁庭審理之範圍，併

此敘明。 

貳、 實體部分 

一、 本件聲請人主張略以（詳如事實欄所載）：「(一)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

徹收公共工程（第 1 期）」原由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鴻公司）

於 100 年 8 月 30 日得標，惟長鴻公司於履約過程中，因財務問題而無

法繼續履約致系爭工程進度嚴重落後，遭相對人於 104 年 10 月 22 日終

止契約後，長鴻公司之分包廠商因無法取得工程款，爰組成北投士林科

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權益自救會（下稱自救會），並封

鎖工地現場。其後，聲請人基於避免自救會成員因無法取得工程款而陷

於倒閉，及儘速使系爭工程完工等公共利益，於自救會之請求下，表明

願接手完成系爭工程。自救會遂與聲請人簽訂協議書（聲證 5 號），約

定由自救會與相對人協調系爭工程以限制性招標模式重新招標，並由聲

請人優先議價，議價得標後由聲請人給付自救會工程補償金 4000 萬元

整。工程經簽奉台北市長核准後，依長鴻公司原契約單價未完成部分採

限制性招標與聲請人辦理議價。(二)相對人在辦理系爭後續工程之限制

性招標前，就長鴻公司業已全數完成且無後續應施作數量之工項，理應

於價目表中將數量記載為「0」，然相對人卻僅將價目表中該工項於長鴻

公司契約之原總數量機械性地減去長鴻公司已估驗之數量（非記載接續

工程實際應施作之數量），而將所餘數量仍列於系爭接續工程之標單

中。(三)系爭工程決標後，相對人始提供其所編列之預算詳細價目表，

並要求系爭契約訂約時，須以預算單價按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之比例調

整後作為各工項之單價（聲證 10 號），惟相對人之預算詳細價目表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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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鴻公司 100 年 8 月 30 日搶標之單價編列（得標金額與預算總額之比

例約為 72％，聲證 11 號），而非重新訪價而得，該單價與聲請人投標時

之市場價格已有不同，自不得作為各工項計價之合理基礎。(四)聲請人

依投標須知第 84 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民法第 227 條之 2 情事

變更原則及系爭契約第 3 條第 4 項約定，並參照相關實務見解、雙方動

機錯誤之法理，依情事變更原則及誠信原則，請求相對人合理調整系爭

工程各工項單價後，應給付聲請人調整後之金額，並提出二個調整方

案：1.請求相對人應給付以決標金額減掉結算金額之差額計7567萬7116

元（聲請人原主張以決標金額 2 億 4250 萬元扣除結算金額 1 億 6682 萬

2884 元，後來兩造均不爭執結算金額為 1 億 6481 萬 3979 元，聲請人亦

未再擴張請求金額），再加計結算數量減少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以重

新議價後之單價結算扣除以原契約單價結算之差額即 338 萬 9970 元，

共計 7906 萬 7806 元。2.因系爭工程原訂單價並非合理，應依 100 年預

算單價加以調整，相對人應再給付聲請人以系爭工程 100 年度預算單價

計算之金額 2 億 2677 萬 7762 元（參聲證 24）減掉結算金額 1 億 6481

萬 3979 元之差額（聲請人此部分原以結算金額 1 億 6682 萬 2884 元計

算金額為 5995 萬 4878 元，但因兩造均不爭執結算金額為 1 億 6481 萬

3979 元，此部分計算金額應更正為 6196 萬 3783 元），在此情形，由於

各工項均已合理調整，有關結算數量與預估數量差異達 30％部分，應無

須再為調整。(五)聲明：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 7906 萬 7086 元暨自 105

年 10月 1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二、 相對人則以（詳如事實欄所載）：(一)聲請人主張依照投標須知第 84 條約

定、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約定、民法第 227 條之 1 規定之情事變更原

則，並參照相關實務判決，請求相對人調整單價、賠償所失利益，即給

付決標金額扣除結算金額之差額，計 7567 萬 7116 元（聲請人原主張以

決標金額 2 億 4250 萬元扣除結算金額 1 億 6682 萬 2884 元，後來兩造均

不爭執結算金額為 1 億 6481 萬 3979 元，聲請人並無再擴張請求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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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 7567 萬 7116 元計），再加計結算數量減少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以

重新議價後之單價結算扣除以原契約單價結算之差額（即 338 萬 9970

元），共計 7906 萬 7806 元部分，實屬無據。(二)聲請人主張系爭工程已

施作工項之單價過低(不含 5 次變更設計)，應按 100 年公告招標時之預算

單價調整，並據以就工項數量變更為 0 部分之差額計 5995 萬 4878 元給

付聲請人，至工項數量減少逾 30％(非 0)部分之差價則不另計一節，與

系爭契約約定不符，且違反承攬契約之對價性及採購程序之公平公正

性，並不足採。(三)聲明：駁回聲請人之請求。 

三、 兩造不爭執事項，整理如下： 

（一） 「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第 1 期)」（下稱原工程）

原由長鴻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長鴻公司）於 100 年 8 月 30 日

得標，惟因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及傳出長鴻公司遭往來銀行退票情

事，致分包廠商不願進場施工，且已進入重整程序等可歸責於長鴻

公司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遭相對人於 104年 10月 22日終止其

與長鴻公司間之原工程契約（參聲證 4號）。 

（二） 相對人就原工程未完成部分即「北投士林科技園區區段徵收公共工

程(第 1 期)(續)」(下稱系爭工程)辦理限制性招標，由聲請人以 2

億 4250萬元得標系爭工程（參相證 1）。 

（三） 兩造就系爭工程於 105年 3月 8日簽訂系爭契約，有下列重要約定： 

1. 系爭契約第 3 條第(二)項：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

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

項目及數量給付。若有相關項目如稅什費另列一式計價者，應依

結算總價與訂約總價比例增減之。但契約已訂明不適用比例增減

條件，或其性質與比例增減無關者，不在此限。 

2. 系爭契約第 3條第(四)項：採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

給付之部分，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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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時，其逾 30％之部分，得以契約變更合理調整契約單價及

增減契約價金。 

（四） 聲請人前因本件系爭契約履約爭議，於 105年 10月 18日向台北市

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經調解委員會於 107年 3月 28

日作成調解建議：1.系爭工程之結算仍應依系爭契約第 3條第 2款

「依實際施作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之約定辦理。2.結算實作數

量減少逾 30％(數量非 0)部分計有 77 項，減作金額 1468 萬 5681

元，建議兩造依系爭契約第 3條第 4款約定，得以契約變更合理調

整及增減契約價金。3.結算數量為 0，原契約訂有數量者，計有 153

項，減作金額 4726萬 4351元，經加計稅什費 11.29％，合計 5260

萬 0496 元，建議相對人補償該 5260 萬 0496 元之 20％即 1052 萬

0099 元予聲請人 (參聲證 1 號)。聲請人同意上開調解建議，惟因

相對人不同意，調解不成立。 

（五） 系爭工程實作部分依系爭契約約定單價計算之結算金額為 1 億

6481萬 3979元（參 107年 12月 11日第三次詢問會議紀錄第 9頁

第 16 至 28 行、108 年 1 月 25 日第四次詢問會議紀錄第 16 頁第 9

至 12行、聲請人準備(四)書第 1頁第 3至 4行）。 

（六） 系爭工程實作部分如以 100 年 8 月 30 日公開招標之原預算單價計

算金額為 2 億 2677 萬 7762 元（參聲證 24、108 年 1 月 25 日第四

次詢問會議紀錄第 16 頁第 14 至 17 行）。 

（七） 原工程於 100 年 8 月 30 日公開招標，由長鴻公司以最低標得標，

長鴻公司得標價為 100年 8月 30日公開招標預算金額（下簡稱 100

年預算金額）之 72％；次低標為采盟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采盟

公司），其投標價為 100 年預算金額之 79％（參聲證 11、相證 9、

相證 10、107 年 12 月 11 日第三次詢問會議紀錄第 8 頁第 1 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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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八） 相對人就系爭工程之預算詳細價目表係以長鴻公司 100 年 8 月 30

日得標之單價編列，即以 100 年預算金額之 72％為系爭工程各工項

單價之編列（參 107年 12月 11日第三次詢問會議第 12頁第 27行

至第 13頁第 5行）。 

（九）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投標須知（下稱投標須知）第 84 條

第 1項規定：「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簽訂契約時詳細價目表、

單價分析表或其他相關書表所列各項目之單價，依本機關原列預算

單價（含數量為 0 之工項），以決標總價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為原

則；有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單價不合理時，得於訂約時

由本機關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參相證 13號）。 

（十）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系爭工程補充施工說明書（下稱補充

施工說明書）第 47條規定：「承包商應於決標後接管前期工程，並

配合工程司/監造單位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清點數量，

並依實際現況修正契約數量。」（參聲證 16第 1-9頁）。 

四、 本件兩造爭執點在於原工程原於 100 年 8 月 30 日由長鴻公司得標，但因

工程進度嚴重落後及傳出長鴻公司遭往來銀行退票情事，致分包廠商不

願進場施工，遭相對人終止契約（參聲證 4號）。相對人將前開長鴻公司

所留之系爭工程重新以限制性招標方式招標，由聲請人得標，兩造於 105

年 3 月 8 日簽訂系爭契約。惟系爭工程實際可施作之工項數量與招標文

件記載之工項數量不符，聲請人主張應依決標金額減掉結算金額，再加

計數量增減逾 30％重新調整單價之差價或應調整系爭工程實作工項單

價，有無理由？倘應調整，應如何調整為當？合先敘明。 

五、 聲請人依投標須知第 84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條及民法第 227條之 2

規定，主張應依決標金額減掉結算金額，再加計數量增減逾 30％重新調

整單價之差價，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總金額 7906萬 7086元，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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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投標須知第 84 條第 1 項規定：「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者外，簽

訂契約時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或其他相關書表所列各項目之

單價，依本機關原列預算單價（含數量為 0之工項），以決標總價

與預算總價比例調整為原則；有特殊情形或得標廠商認為某項目

單價不合理時，得於訂約時由本機關與得標廠商協議調整之。」（參

相證 13號）。 

（二） 次按，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規定：「承包商應於決標後接管前

期工程，並配合工程司/監造單位確認前期工程終止契約時已丈量

清點數量，並依實際現況修正契約數量。」（參聲證 16第 1-9頁）。 

（三） 再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

之效果，民法第 227條之 2第 1項定有明文。 

（四） 查聲請人主張以決標金額 2 億 4250 萬元扣除結算金額 1 億 6481

萬 3979元，請求相對人應給付 7567萬 7116元部分（依決標金額

2 億 4250 萬元扣除結算金額 1 億 6481 萬 3979 元，應為 7768 萬

6021元，但聲請人未擴張此部分聲明，以下仍以聲請人主張之 7567

萬 7116 元為準），已包括系爭工程所有工項 (即結算數量為 0 及

非 0全部工項)之金額。此部分既已包含系爭工程全部工項（即含

結算數量為 0及非 0全部工項），自包含結算數量(非 0）減少逾契

約原定數量 30％之部分。倘前開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應給付 7567

萬 7116元部分有理由，聲請人再依系爭契約第 3條第 4項請求加

計結算數量(非 0)減少逾原契約數量 30％部分應調整之差額 338

萬 9970元，即屬重複請求，合先敘明。 

（五） 次查，姑不論聲請人得否依投標須知第 84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及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主張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依決標金

額減掉結算金額之數額。因「依決標金額減掉結算金額」之計算

方式包含聲請人未實際施作（即含結算工項為 0）之工項，違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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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契約第 3條第(二)項約定，應非足採，具體說明如后： 

1. 查系爭工程決算金額 2 億 4250 萬元（參聲證 7），係包括系爭

工程全部所有工項（參聲證 10）。惟依系爭契約第 3條第（二）

項：「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

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

之約定，系爭工程應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辦理結

算。倘聲請人得「依決標金額減掉結算金額」之計算方式請求

相對人將「決標金額扣除結算金額」之金額全數給付予聲請

人，毋寧係將系爭工程全部工項（包含結算數量為 0及非 0全

部工項）之金額，不論聲請人有無施作，全數均給付予聲請人。

就聲請人未實際施作(即結算數量為 0)部分，顯然違反系爭契

約第 3 條第(二)項：「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

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

目及數量給付」之約定，聲請人主張應依「決標金額減掉結算

金額」，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 7567 萬 7116 元（聲請人原本是

主張以決標金額 2億 4250萬元扣除結算金額 1億 6682萬 2884

元，後來兩造均不爭執結算金額為 1億 6481萬 3979元，聲請

人亦未再擴張請求金額）部分，自非足採。 

2. 再查，系爭工程結算數量為 0之工項，聲請人就該工項並無實

際施作，依系爭契約第 3條第(二)項約定，自不能請求相對人

就該工項給付報酬。除非聲請人能證明其因不知結算數量為 0

之工項毋庸施作，然因不可歸責聲請人之事由，聲請人已先行

為機具進場、購置材料等預備施作之前置、準備行為。此時，

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就此等先行機具進場、購置材料等預備施

作之前置、準備行為，請求相對人給付相當金額，以維公平。

惟聲請人迄至本仲裁庭最後一次詢問會終結前，均未舉證證明

其就結算數量為 0之工項，有因不可歸責聲請人之事由，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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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機具進場、購置材料等預備施作之前置、準備行為，自無

法請求相對人給付聲請人結算數量為 0工項之金額。 

（六） 綜上，姑不論聲請人得否依投標須知第 84條、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及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主張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依決標金

額減掉結算金額之數額。因聲請人主張以決標金額 2億 4250萬元

扣除結算金額1億 6481萬 3979元，請求相對人應給付 7567萬 7116

元部分，顯然與系爭契約第 3 條第(二)項之約定有違；且聲請人

迄至本仲裁庭最後一次詢問會終結前，均未舉證證明其就結算數

量為 0 之工項，有因不可歸責聲請人之事由，而有先行為機具進

場、購置材料等預備施作之前置、準備行為，聲請人以此計算方

式所為請求，自屬無據，並不足採。 

六、 兩造對於系爭工程實際可施作之工項數量與招標文件記載之工項數量不

符，且結算數量為 0 的工項過多，導致兩造議價與締結系爭契約時，未

能正確考量實際可施作之工項數量，而有「雙方動機錯誤」之情形，應

類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合理調整系爭工程實作工項單價，以符公平： 

（一） 按「雙方動機錯誤」，係指雙方當事人同時發生錯誤，雙方當事人

係以一定事實的發生或存在，作為法律行為的基礎，但實際上該

事實未曾發生或存在。「雙方動機錯誤」與民法之「動機錯誤」有

別。於「雙方動機錯誤」之情形，德國法認為，應依情事變更原

則處理，由法院調整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我國學說有認為，應

依誠信原則調整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參聲證 41）。 

（二） 次按，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

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

之效果，民法第 227條之 2第 1項定有明文。 

（三） 查兩造前經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調解（案號：調 105072

號），依相對人於該會調解時所提出 107年 3月 2日北市工新設字

第 10730871700號函表示：系爭工程結算數量為「0」之工項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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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項，其中 87 項結算數量為 0，契約原訂數量亦為 0；其餘有

153項結算數量為 0，契約訂有數量（參聲證 1）。上開函文為相對

人所提出，且其內容記載為聲請人所不爭執，上開函文內容記載

契約訂有數量，但結算數量為 0 的工項多達 153 項之記載，堪信

為真。 

（四） 次查，系爭工程雖係採限制性招標，並以續接長鴻公司原工程所

留之系爭工程續為施作。惟上開原契約訂有數量，但結算數量為 0

的工項多達 153 項，合計減作金額達 4726 萬 4351 元（不含稅什

費）（參聲證 1第 7頁第 21 行），占原預定均應施作之決算金額 2

億 4250萬元之 19.49％（計算式：4726萬 4351元/2億 4250萬元

x100％=19.49％），亦即，原契約有趨近約五分之一（20％）之工

項，原預訂有施作數量，然實際結算數量卻為 0，此趨近約五分之

一的誤差值，已非實務常見。倘聲請人就上開原契約訂有數量，

但結算數量為 0 的 153 項工項均得實際施作，得向相對人請求之

金額即非結算金額之 1 億 6481 萬 3979 元。不論公共工程或一般

採購，承攬人得實際施作之工項數量多寡往往影響承攬人就採購

工程各工項之單價金額，例如：定作人向承攬人訂作 100個木櫃，

與定作人向同一承攬人訂作 10個木櫃之情形，承攬人通常會給予

訂作 100個木櫃較多的折扣，以致每一個木櫃施作單價即會降低，

亦即訂作 100 個木櫃與訂作 10 個木櫃的施作木櫃單價，勢必不

同，此為事理之常。尤其在「總價決標」之情形，定作人與承攬

人並無具體就每個工項一一核列單價，而係以全部應施作之工項

為判斷基準，再依實作數量結算。是以，承攬人得以施作之工項

越多，因施作成本已均攤於全部工項，承攬人相對地亦願給予定

作人之折扣越多，而使每個工項的單價為之降低，亦屬常情。 

（五） 再查，聲請人之所以願意投標續接系爭工程，自係以相對人就系

爭工程編列之工項均得實際施作，為其投標金額議價及是否締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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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契約之考量。而相對人亦係以系爭工程編列工項均得實際施

作，而依照長鴻公司得標單價編列系爭工程之預算。是以，兩造

於締約時對於系爭工程實際上尚須施作之正確數量，均有錯誤認

識；兩造對於系爭工程中結算數量為 0的工項，亦均有錯誤判斷，

以致兩造為系爭契約內容之擬訂、議價及締結時，係以系爭工程

編列工項均得實際施作之事實存在，作為兩造締結系爭契約的基

礎，但實際上系爭工程編列工項有多達 153 項工項，結算數量應

屬為 0，合計金額高達 4726 萬 4351 元（不含稅什費）（參聲證 1

第 7頁第 21行），占原預定施作工項決算金額之 19.49％，已如前

述。兩造對於此實際不能施作(結算數量為 0)之 153項，合計減作

金額高達 4726 萬 4351 元（不含稅什費）之工項，均誤以為實際

可以施作，而為兩造議價、締約系爭契約之基礎，自有「雙方動

機錯誤」之情事。揆諸前揭「雙方動機錯誤」之法理說明，本件

應合理調整因「雙方動機錯誤」所產生不合理及爭議情形，類推

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合理調整兩造就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 

（六） 另查，系爭契約雖採實作數量結算，惟在議價時係以「總價決標」，

自不宜有過多之工項在結算時實作數量為 0 之情形，否則將導致

聲請人於投標時所預期之結算金額將遠低於契約總價，對聲請人

實屬不公；且系爭契約結算數量為 0 之工項甚多，多達 153 項，

合計金額高達 4726萬 4351元（不含稅什費）（參聲證 1第 7頁第

21行），占原預定均應施作之決算金額 2億 4250萬元之 19.49％，

亦即原契約有趨近約五分之一（20％）之工項，原預訂有施作數

量，然實際結算數量卻為 0，此趨近約五分之一的誤差值，亦非實

務所常見，已如前述。兩造既以前開結算數量為 0 之 153 項工項

存在，作為兩造議價、締結系爭契約之基礎，但實際上前開結算

數量為 0 之 153 項工項並不存在，自應依「雙方動機錯誤」之法

理，類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合理調整系爭工程實作工項之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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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公平。 

七、 系爭工程實作工項之單價應如何合理調整？調整後，相對人應再給付聲

請人之金額若干？ 

（一） 按因情事變更為增減給付之判決，非全以物價變動為根據，並應

依客觀之公平標準，審酌一方因情事變更所受之損失，他方因情

事變更所得之利益，及其他實際情形，以定其增減給付之適當數

額。又因情事變更而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效果，應斟

酌當事人因情事變更，一方所受不相當之損失，他方所得不預期

之利益，及其他實際情形，為公平之裁量，此有最高法院 66年台

上字第 2975號民事判例要旨、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801號

民事判決，足資參照。 

（二） 次按，民法第 227 條之 2 第 1 項請求增減給付之判決，屬形成之

訴，法院為增減給付，並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得依客觀之公

平標準，有其自由裁量之權衡，此有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395 號、97 年度台上字第 1547 號民事判決、43 年台上字第 476

號民事判例要旨，足以參照。 

（三） 查聲請人主張系爭工程實作工項之單價，應依 100 年預算金額之

單價調整系爭工作實作工項單價（系爭工程實作部分如以 100 年

預算單價計算金額為 2 億 2677 萬 7762 元，為兩造不爭執），則相

對人應再給付 5995 萬 4878 元予聲請人等語（參聲請人仲裁準備

(二)狀第 5頁第 16行以下、聲請人言詞辯論意旨狀第 9頁第 3至

4行、第 8至 9行）。然查：100 年預算金額既為相對人於 100 年 8

月 30 日原工程公開招標所定之底價，即非屬一般投標廠商投標之

金額；且查 100 年 8 月 30 日原工程公開招標時，共有五家廠商予

以投標（參相證 10），亦無任何一家廠商，係以 100 年預算金額為

之投標，顯見以 100 年預算金額之單價，調整系爭工程實作工項

單價，對於相對人即非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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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次查，原工程於 100年 8月 30日公開招標，由長鴻公司以最低標

得標，長鴻公司得標價為 100 年預算金額之 72％；次低標為采盟

公司，其投標價為 100 年預算金額之 79％，為兩造不爭執（參聲

證 11、相證 9、相證 10、107 年 12 月 11 日第三次詢問會第 8 頁

第 1 至 16 行）。而相對人就系爭工程之預算詳細價目表係以長鴻

公司 100 年 8 月 30 日得標之單價編列，兩造亦不爭執（參 107年

12月 11日第三次詢問會議第 12頁第 27行至第 13頁第 5行）。是

以，系爭工程之預算詳細價目表係以 100 年預算金額之 72％為系

爭工程各工項單價之編列標準，堪以認定。 

（五） 惟查，兩造對於系爭工程工項之單價編列，既有前述「雙方動機

錯誤」之情形，應類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合理調整，倘以最低標

得標之長鴻公司得標金額(即 100年預算金額之 72％）認為係合理

之工項單價，未免過苛。本仲裁庭考量兩造簽訂之系爭契約本以

100 年長鴻公司得標（最低標）金額作為系爭工程工項單價之編

列，仍應同樣以 100 年度所得選擇之標準，作為本件合理調整系

爭工程工項單價之依據，避免因不同年度所產生之物價變動、工

資漲跌等其他可能影響系爭工程工項單價之因素。參以 100 年 8

月 30日原工程公開招標之次低標廠商采盟公司既願以 100年預算

金額之 79％投標原工程，該投標金額應屬廠商可以承作系爭工程

之金額；且相對人亦願以采盟公司投標金額（即 100 年預算金額

之 79％）比例調整結算實作數量(非 0 工項）減少逾 30％部分之

金額（參 108年 1月 25日第四次詢問會議紀錄第 17頁第 27至 29

行），可見依 100年預算金額之 79％比例調整，可為本件合理調整

系爭工程工項單價之依據。 

（六） 是以，本仲裁庭認以 100 年預算金額之 79％，作為合理調整系爭

工程實作工項單價之依據，應屬適當。查系爭工程實作部分如以

100 年預算金額計算為 2 億 2677 萬 7762 元，為兩造所不爭執（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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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證 24、108 年 1 月 25 日第四次詢問會議紀錄第 16 頁第 14 至 17

行），100 年預算金額 2 億 2677 萬 7762 元之 79％為 1 億 7915 萬

4432 元（計算式：2 億 2677 萬 7762 元 x79％=1 億 7915 萬 4432

元）。以此 100 年預算金額 79％之 1 億 7915 萬 4432 元，再減去兩

造不爭執之結算金額 1 億 6481 萬 3979 元，即為 1434 萬 0453 元

（計算式：1億 7915萬 4432元-1億 6481萬 3979元=1434萬 0453

元），此 1434萬 0453元為 100年預算金額之 79％與結算金額之差

額。 

（七） 再查，兩造因未能於訂約時，針對部分工項不合理或工項結算為 0

部分，及時進行協議；聲請人雖知悉系爭工程為續接長鴻公司之

後續工程，但對於系爭工程原預定施作有多達 153 項、實際上不

能施作（結算數量為 0，合計金額高達 4726萬 4351元）的工項，

難以想像；縱認聲請人為有經驗之廠商，亦難以評估，實務亦非

常見，產生「雙方動機錯誤」之情形，自難歸責予聲請人。而相

對人依系爭契約第 3 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 條之約定，以系爭工程係採實作數量結算、標單之數量為估計

數，未全面清查原契約剩餘實際可施作之工項數量，僅扣除長鴻

公司估驗之工項數量，產生「雙方動機錯誤」之情形，亦難歸責

予相對人。然本件既有「雙方動機錯誤」之情形，且不可歸責予

聲請人或相對人任何一造，兩造對於本件「雙方動機錯誤」應各

分攤一半之風險。準此，前述 100 年預算金額之 79％與結算金額

之差額 1434 萬 0453 元，由兩造平均分攤一半風險後，相對人應

再給付 717萬 0227元（計算式：1434萬 0453元 x50％=717萬 0227

元）予聲請人，始符公平。 

（八） 綜上，本仲裁庭依「雙方動機錯誤」之法理，類推適用情事變更

原則，審酌兩造對於締約前均未能全面查知系爭工程實際得施作

之工項數量及結算數量為 0 的工項過多之情形，並參酌聲請人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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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悉系爭工程為續接長鴻公司之後續工程，但對於系爭工程原預

定施作有多達 153項、實際上不能施作（結算數量為 0，合計金額

高達 4726 萬 4351 元）的工項，難以想像；縱認聲請人為有經驗

之廠商，亦難以評估，實務亦非常見，產生「雙方動機錯誤」之

情形，自難歸責予聲請人。而相對人依系爭契約第 3 條第(二)項

及第(四)項、補充施工說明書第 47條之約定，以系爭工程係採實

作數量結算、標單之數量為估計數，未全面清查原契約剩餘實際

可施作之工項數量，僅扣除長鴻公司估驗之工項數量，產生「雙

方動機錯誤」之情形，亦難歸責予相對人，兩造對於本件「雙方

動機錯誤」應各分攤一半之風險，以及其他所有一切情狀，為公

平、合理之裁量，認相對人除應給付聲請人系爭工程結算金額 1

億 6481萬 3979元外，應再給付聲請人 717萬 0227元，以符公平。

準此，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 717萬 0227元，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所為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九） 至於，聲請人另就結算實作數量(非 0工項）減少逾 30％部分，依

系爭契約第 3 條第(四)項約定，主張應合理調整其契約單價及增

減契約價金。惟因系爭工程實作工項單價均已調整，即包含此結

算實作數量減少逾 30％部分之調整，且聲請人亦表示各工項合理

調整，有關結算數量與預估數量差異達 30％之部分，應無須再為

調整（參聲請人仲裁準備(二)書第 7頁第 1至 3行），自無重複再

調整結算實作數量(非 0工項）減少逾 30％部分，併此敘明。 

八、 第按，當事人依情事變更原則之規定，請求法院增加給付者，乃為形成

之訴，須待法院為增加給付判決確定後，其就新增加給付之內容始告確

定，故其遲延利息，應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算，此有最高法院 106 年度

台上字第 2730號、101年度台上字第 1045號民事判決可資參照。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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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仲裁庭依「雙方動機錯誤」之法理，類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調整系

爭工程實作工項單價，屬形成之法律效果，關於相對人就本件仲裁判斷

新增加給付聲請人 717萬 0227元之利息計算，應自本仲裁判斷書送達相

對人之翌日起算，聲請人其餘利息之請求應予駁回，附此敘明。 

九、 末查，關於本件仲裁費用之負擔，兩造並無約定，依仲裁機構組織與調

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34 條規定，仍應記明於判斷書。依仲裁法第 19 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79條規定，各當事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者，其訴訟

費用，得酌量情形，命兩造以比例分擔。準此，聲請人原請求仲裁標的

金額為 8606萬 3422元(參仲裁聲請書第 3頁第 18行至第 4頁第 4行)，

雖嗣於 107 年 11 月 20 日仲裁準備(三)書縮減請求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

7906 萬 7086 元(參聲請人 107 年 11 月 20 日仲裁準備(三)書第 1 頁第 3

行至第 2頁第 6行)，惟聲請人既已依原請求仲裁標的金額為 8606萬 3422

元繳納仲裁費用，為明確起見，本仲裁庭自應將上開仲裁標的金額 8606

萬 3422元仲裁費用之負擔，記明於判斷書。查本件仲裁標的金額為 8606

萬 3422 元，就聲請人請求有理由 717 萬 0227 元部分之仲裁費用，應由

相對人負擔，其餘則由聲請人負擔。是以，本件仲裁標的金額 8606萬 3422

元之仲裁費用應由聲請人負擔百分之九十二［計算式：（8606萬 3422元

-717 萬 0227 元）÷8606 萬 3422 元=92％，百分位以下四捨五入］，相對

人負擔百分之八（717萬 0227元÷8606萬 3422元=8％，百分位以下四捨

五入）。 

十、 因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對於本件判斷不生

影響，爰不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十一、 據上論結，本件聲請人之請求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仲裁法第

33 條及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34 條之規定，於臺北市作

成仲裁判斷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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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4  月  1 0 日 

                 主任仲裁人：王啓行 

                 仲 裁 人：陳聰富 

                 仲 裁 人：黃永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中 華 民 國 1 0 8 年  4  月 1 1 日 

               案件管理人：呂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