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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  95年度仲聲愛字第 63號

聲 請 人 增通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甲○○

代 理 人 趙建和律師

相 對 人 台北巿停車管理處

法定代理人 乙○○

代 理 人 徐志明律師

黃坤鍵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租用路邊停車場電子式計時收費器糾紛之仲裁爭議事件，本

會仲裁判斷如后：

主 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壹佰伍拾伍萬柒仟壹佰捌拾壹元，及自民

國 95年 8月 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之其餘請求駁回。

三、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百分之八十五，相對人負擔百分之十五。

事 實

甲、聲明人方面：

（甲） 聲明：

一、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自民國 91年 9月 1日起至民國 92年 2月 28

日止，租用路邊停車場電子式計時收費器 2053具之租金，共計新

台幣參佰捌拾參萬陸仟伍佰柒拾參元，暨上開租金自 92年 12月

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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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未經預告而提前終止 947 具計時器之損害賠

償金額新台幣壹佰捌拾柒萬零參佰貳拾伍元，並自仲裁聲請書繕

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三、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未經預告而不繼續 1000 具電子式計時收費

器合約之損害賠償金額新台幣壹佰壹拾捌萬伍仟元，並自仲裁聲

請書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四、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移置電子式計時收費器之工作費用新台幣貳

佰萬元，並自仲裁聲請書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 5計算之利息。

五、 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更換限時停車中央處理系統工程費用新台幣

壹佰壹拾捌萬，並自仲裁聲請書繕本送達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乙） 陳述：

壹、 程序部分：

依系爭「台北市停車管理處租用路便停車場電子式計時收費器合

約書」（以下簡稱系爭合約書）第 19條第 1款及第 4款之仲裁約

定，提起本件仲裁聲請。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經過：

(一)查兩造於民國 88年 2月 7日簽訂「租用路邊停車場電子式計時收

費器合約」，合約內容為相對人向聲請人租用特定廠牌型號計時

收費器—泊得穩 9900 型 4000 具，每一具計時收費器之租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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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新台幣 395 元，租期則係以計時器完成驗收手續後之翌日

起算參年。相對人明知第一批電子式計時收費器(下稱計時收費

器)1000具，聲請人係於民國 88年 8月 25日交付，通過驗收後

開始起算三年之租用期限，故租期將在 91 年 8 月 25 日屆滿；

第二批計時收費器 3000具，分別於 89年 5月 4日交付 1456具、

89年 6月 30日交付 1544具，租期則分別將於 92年 5月 4日及

92年 6月 30日屆至。惟 91年 6月間，就在第一批計時收費器

交付使用將近屆滿三年(第二批交付也已屆二年)，且聲請人並未

違背系爭合約之際，相對人於 91 年 6 月 10 日卻召開會議，針

對 91年 6月 7日聯合晚報報導，有宵小意圖竊盜計費器內之錢

幣，而破壞計費器閘門及鎖頭，被警方查獲等情，要求聲請人

規劃改善收費計時器之閘門設施。聲請人雖覺不合理，但為求

合約繼續階段之和諧，並租金不受剋扣，故同意為因應相對人

之需求改良系爭計時收費器，且提出改善規劃，竭力予以配合

改裝，但並不能因此而稱系爭計時收費器即有所謂瑕疵或不堪

使用之情事，故依約相對人並無因此得主張終止或解除系爭租

賃合約之權利。惟查相對人卻濫用其權利，一方面要求聲請人

投資巨大人力、物力，繼續規劃改善方案，另方面卻於 91年 8

月 26日，未依合約需於三個月前預告之約定，即於第一批計時

收費器合約屆滿之次日，應視為合約繼續後，才片面以書面通

知聲請人第一批計時收費器 1000具即日起不再續租。隨後，相

對人又不顧系爭第二批 3000具計時收費器聲請人已為改善作業

展開全面購料及人力佈建之事實，及聲請人係配合協助相對人

之需求，且正盡全力陸續完成安裝作業之情形下，竟無視於合

約第十二條（四）：進度落後每逾一日按合約總價千分之二計

算，逾 30日始得解除合約之規定，而相對人以聲請人未於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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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內完成改善作業，而提前終止第二批計時收費器中僅延遲

數天便完成改版作業之 947 具租賃。不只如此，相對人還要求

改善計時收費器期間，暫不付租金，甚至，對於改善後已完成

複查程序，依兩造約定，應於完成複查手續後翌日給付租金之

計時收費器，還又再以未完成逐具功能檢測為由，遲遲不付租

金，總計共積欠聲請人高達四個月之租金迄今未付。承上所述，

相對人違約不續租、提前終止租約及積欠租金等行為，均已造

成聲請人莫大之損害。

(二)此外，於民國 88 年、89 年聲請人交付、完成驗收、並相對人實

際使用系爭計時收費器之合約期間，台北市政府擬進行人行道

重新鋪設工程，惟相對人不但未考量大區域、大數量拆遷所需

的人力支援及準備時間，且亦未依約預先於二十四小時前通知

聲請人拆裝計時收費器之時程與地區，導致施工單位任意拆除

系爭已經安裝使用當中之計時收費器，造成收費器毀損、滅失，

其中部分計時器雖可移置他處重新安裝、但大部分均須運回倉

庫整理後，再配合人行道復原進度，逐次派車、派人安裝之情

形，此也造成聲請人重大之人力物力成本之損害。

(三)合約期間又由於相對人因應台北市政府擬採行限時停車之制度，

故要求聲請人將已交付使用之計時器，其內電腦軟體改設定為

得提供計時器限時停車功能，致原安裝使用之計時器之電腦程

式與硬體中央處理器均需重新更換，此一變更要求，已非合約

規範範圍內之聲請人義務，然相對人又未按程序辦理合約變更

即要求聲請人提供服務，聲請人勉以協助公行政政策推行及交

易雙方之和諧故，而為相對人進行程式修改之處理，但此給付

乃合約外之給付，故所支出之費用仍有向相對人請求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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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由：

（一）有關租金之請求：

１．查系爭合約書第四條第一款之約定：「標的物租金自完成驗收

後按月計算」、次查相對人 91 年 8 月 26 日北市停三字第

09133280300號函說明四自承：「至於其他三千具更換紅外線遙

控開啟保護閘門裝置及錢幣閘鎖頭改善期限，基於公共利益及

誠信原則考量，本處同意……機具停用拆除期間不付租金，複

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租金」、末查依據相對人所簽認之「增

通盛公司第一批機具改善完工數量複查清單」、及「增通盛公

司第二批機具改善完工數量複查清單」，均足證明聲請人應相

對人於合約屆滿前之要求，進行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閘門

裝置及錢幣閘鎖頭，已自 91年 11月 1日起至 91年 12月 2日

止，陸續完成改善、安裝、及複查程序之計時收費器共 2053

具，故相對人於複查完成後翌日即有給付租金之責任與義務。

２．惟相對人卻刻意違背先前公文之承諾與約定，明知系爭計時收

費器已經複查通過之事實，卻故意以合約所無之額外條件，稱

要針對系爭計時收費器逐具功能檢測為由，遲至 92年 3月 14

日才開始陸續給付租金，總計積欠聲請人 2053 具計時收費器

租金新台幣 3,836,573元。

３．又聲請人曾於 92年 2月 24日催告請求相對人給付租金，惟相

對人卻拒不給付；聲請人並聲請調解，惟相對人還是不予置

理。因此本件上開租金之給付，請求相對人應自 92年 12月 3

日，即 2053 具計時器之最後一具完成複查之翌日起，計算遲

延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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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第二批計時收費器 3000具中之 947具提前終止租約之債務

不履行損害賠償：

１．按系爭合約第二條之約定：「乙方出租服務建議書內規劃提供

甲方使用之電子式計時收費器數量合計 4000具」、又按「台北

市停車管理處租用路邊停車場電子式計時收費服務建議書」所

載，系爭泊得穩 9900型電子式計時收費器功能包括：「一、一

般功能：1.仍依傳統路邊停車計時器使用習性，維持一格停車

位裝配一部計時器的作法……、2.提供快速、機動費率調整功

能……、3.計時器精準、誤差小、並具自動校正功能……4.非

營業時段，計時器自動退出車主誤投、溢投之錢幣……、5.全

中文化管理稽核報表功能……二、其他特殊功能：1.高精確偽

幣辨識能力與不合格真幣退出功能……2.電子、機械混合安全

鎖設計……3.計時器液晶顯示幕、夜間持續背光照明、車主提

前離開，餘時遙控歸零功能……」，據上述約定顯示，凡聲請

人提出依服務建議書所指定之特定廠牌型號計時器，且具備服

務建議書上所載之一般及特殊功能者，當然即屬合乎債之本旨

之給付，相對人無權終止或解除契約。

２．查聲請人所交付以供相對人使用之系爭計時收費器，廠牌型號

及數量均已經依契約驗收無誤而通過，而系爭計時器並確實符

合服務建議書所規劃之品質與功能，此由系爭第一批計時收費

器 1000 具，早已於民國 88 年 8 月 25 日交付，並驗收通過實

際使用及給付租金三年，在此期間相對人並無提出功能不符合

招標規定之主張；又第二批 3000 具，從交付使用至發生有宵

小竊盜之情事，期間亦已經過二年，足見系爭計時收費器確係

符合契約約定功能之給付，乃無庸置疑，且特殊功能中之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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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及機械雙重方式防盜之功能亦完全具備，並超出傳統計時器

之功能。故系爭計時收費器，絕無系爭合約第七條(一)「……

甲方驗收時，如發現與建議書內容不符時……」之情形可指。

故相對人提前終止系爭租用合約，確屬違約而為無理由。

３．再查聲請人應相對人要求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閘門裝置及

錢幣閘鎖頭，乃係因應情事變更後實際狀況之需要，而並非可

等同解釋為系爭計時器有何不具備所建議功能之瑕疵可言。縱

退萬步言，聲請人為協助相對人之公共利益目的及商業友好之

考量，而同意斥資更換系爭計時收費器，則在更換鎖頭後之計

時器已經事實上更新，而達到以另一種形式作為防盜功能提升

之目的後，相對人即絕不能片面，且明知計時器改善方案聲請

人已全面進行作業情況下，竟違反履約誠信而片面任意終止合

約之道理。查相對人限期要求聲請人應於 91年 10月 31日止，

完成第一批計時收費器 1456 具之改善安裝，其時程要求雖不

合理，但聲請人也全力配合，截至期限屆至時，雖僅裝回 509

具，但該 509具均係完成複查程序，足證改善計畫已經達成，

其餘僅是把安裝數量盡速完成即可。故聲請人仍繼續趕工安

裝，期盡速完成安裝數量之要求，事實上，相對人明知改善計

畫已開始逐步完成，故也同意並繼續辦理複查程序。詎料，在

91年 11月 11日，在聲請人又陸續完成 629具計時器之安裝且

經相對人完成複查程序在案，總計聲請人已經完成 1138具計時

器安裝，幾乎完成相對人所要求之安裝數量之際，相對人卻於

91年 11月 12日，未依合約為預告，而通知提前片面終止 947

具計時器之租用，而無視於合約第十二條如安裝時間之遲延僅

能罰款而無解約或終止之約定，使聲請人應其要求，而投入人

力、物力執行非可歸責於聲請人之標的物改良後，合約竟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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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終止，受有租金期待利益及成本費用支出之損害至巨！相對

人提前終止合約之行為實已明顯違反誠信，且屬違約，其對於

聲請人自應負不履行契約之損害賠償。

４．況按政府採購法第四章履約管理第六十四條「採購契約得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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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補償廠

商因此所生之損失。」複查在系爭合約中並無此項規定，然此

一條終止有一定的程序，招標機關也應要對廠商進行補償作

業，益證系爭合約之終止，不僅違約也屬違法。

５．再者，合約書內對於額外增加功能並無約定必須要再次進行驗

收條款，縱需進行驗收也需按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辦

理，即：「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

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

而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

要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

並支付部分價金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

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

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其在查核金額以上

之採購，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應經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據此，益證相對人絕無提前終

止或解除系爭合約之權利。

６．綜上所述，相對人違約提前終止租賃合約，應賠償聲請人因可

信賴租賃契約存續，而有期待自 92年 12月(全部安裝複驗完成

應給付租金之日)起至原定租期屆滿之 92年 5月 4日止共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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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事實上相對人對於更換鎖頭而停工展延租期至 92年 11月止)

之租金利益共新台幣一、八七○、三二五元(947具×395元×5月

＝1,870,325 元)【更換鎖頭之成本聲請人並未請求，特此一並

敘明】。

（三）有關第一批計時收費器 1000具未預告而不續約之債務不履行損

害賠償：

１．按系爭合約書第四條第二項規定：「如實際租用數量略有增減

時，租金依實際安裝數量給付」、第十四條：「租約將屆時，甲

方得就租用之標的物的使用情形，透過評鑑方式決定是否優先

承租或不續租」、第二十條：「本租約屆滿後，如乙方不續約或

經甲方評鑑不合標準不予續約，均需於三個月前正式通知『為

憑』，乙方應於租約屆滿後 30天內派員…..」。故從合約文義顯

示，續約乃兩造當然之合意與約定，故以反面約定方式：「『如』

不續約，其條件則需以『於三個月前正式通知為憑』」。

２．查系爭合約於第一批計時器存續期間即將屆滿前，相對人要求

聲請人耗費大量時間、人力與物資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閘

門裝置及錢幣閘鎖頭後，竟又片面表示終止合約，使聲請人支

出並增加巨額成本之損害，違反誠信已莫過於此！又系爭 1000

具計時器之租約雖已經屆滿，但相對人非但並無三個月前為不

續租之通知，甚至還要求更換鎖頭，且合約屆滿日也仍無不續

租之意思表示，則依雙方契約之合意，系爭合約之效力與條件

乃繼續無疑。

３．綜上所述，相對人明知系爭合約對於聲請人仍應持續有效，卻

違約未為預告而終止租約，自應賠償聲請人信賴租約有效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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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得之三個月租金利益共新台幣1,185,000元(1000具×395元×3

月＝1,185,000元)。

（四）有關台北市人行道更新鋪設工程所造成之有關移置費用之返還：

１．查細繹系爭合約書第八條第一至第三款之規定，均載有聲請人

應免費提供服務之明文，惟關於第四款有關移置之服務，則例

外並無免費之文字，故依明示其一則排除其他之法理，系爭合

約有關將計時器移置他處之工程，自不在聲請人免費服務之工

作範圍內。何況，依該條第四款之規定，若聲請人未配合於時

間內移置，尚有遲延扣款之罰責，而該條其他三款則無此規

定，益證在無特別權利者不應課予特別義務之前提下，系爭合

約第八條第四款係課予聲請人特別加重之義務，自有別於其他

三款輕義務，故關於移置費用相對人應有給付之義務。

２．又參照與系爭合約同一性質之悠遊卡計時器租用合約，其第七

條：「……五、租用期間計時器移置前，甲方應完成錶桿之設

置並通知乙方，若移機數量在 20 具（含）以下，乙方應於四

十八小時內移置完成(移機數量超過 20 具以上，移置時間則由

雙方協議之)，如有延誤或該標的物尚無法使用，則每日扣除該

標的物月租金百分之十二計罰。本項移機作業若移機數量每月

在承租機具百分之三以內，由乙方無償辦理，若超過承租機具

數量百分之三，則依每具計時器新台幣貳佰伍拾元核算移置費

用乙方」。據此新約定，亦足以顯示要求聲請人無條件移置收

費計時器絕非公允合理，且非契約雙方之合意，不僅如此，有

關移置事宜相對人亦有配合義務，且應預為通知。據此，足見

聲請人於調解程序及聲請人函請求給付租金與賠償階段之答

辯主張，確非真實。本件聲請人之請求應屬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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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綜上所述，查台北市政府因翻修人行道工程，任意拆除棄置聲

請人所有之計時收費器，且相對人並未依據誠信原則，未能事

先告知聲請人人行道更換工程之施工路段與時程，導致聲請人

之計時器依據相對人之需求安裝完妥後，又遭拆除或必須自行

拆除無法當日再次安裝，必須移置至庫房進行整理再按相對人

指示路段與時程進行安裝。關於此等可歸責於相對人之事由，

且非聲請人合約事項之移置費用，而屬合約外之施工事項，相

對人自有給付聲請人為其利益所支出之全部費用之責任。因

此，本件移置及拆裝費用必須要參照相關契約，僅就「拆」及

「裝」各新台幣 250元工資成本，共四千具計時器為標準，計

算請求相對人賠償新台幣 2,000,000 元(250 元×2 次工資×4000

具＝2,000,000元)。

（五）有關配合限時停車制度成本費用之返還：

查相對人因限時停車政策之需求，於合約外要求聲請人變更

系爭計時器之中央處理系統，亦乃係相對人於合約標的物交

付後，於合約外所為之額外指示，聲請人雖基於協助公行政

任務執行之誠意，盡力配合，但因此所增加之人力、材料、

成本等，仍應由相對人基於無因管理之法律規定給付之，依

法償還之。總計其金額有二項：(1)程式修改費：新台幣 640,000

元(人力：16人/月 month rate=40,000)；(2)更換硬體 CPU費用

(含機蕊拆回、復裝、CPU更換、測試等)：新台幣 540,000元。

合計配合限時停車政策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給付之金額為新

台幣 1,180,000元。

三、就相對人之抗辯，說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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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請求給付 2053具計時收費器之租金 3,836,573元部分：

相對人主張因聲請人所提供之計時器上安全鎖形同虛設，相對人

爰依約請求改善再重新安裝並復查，因聲請人並未與相對人辦理

複查，並依合約第 7條所定手續辦理驗收，相對人自無從起算租

金云云….。惟查，

１．本件聲請人所提供之計時收費器於當時評審時獲得第一名，而

評比項目中即包括安全鎖裝置，果若聲請人所提供之安全鎖有

【所謂之瑕疪】，則相對人何以在營運 3 年後（第二批亦已營

運 2年後）才發生此一現象，由此足認，相對人所主張之產品

瑕疵云云，僅係拒付租金之託詞，洵不足採。

２．又查，停車計時器常年裝置於路邊，並無法作到全天候有專人

保全之措施，此如同汽車停放於路邊一般。而計時器之安全防

護共有電子及機械兩道裝置，更甚於汽車之防盜安全措施。門

鎖對有心人本就不易防範，加上設備內又有現金的誘惑，如同

路邊停放的計程車也有相同的現象，因而果若計時器遭人以器

具破壞，充其量僅得稱得上係不可抗力因素，核與所謂產品之

瑕庛無關。況查，果若如相對人所述，係由他人以仿製鑰匙開

啟安全鎖竊取錢幣，則更可證明聲請人所提供之安全鎖並無

【所謂之瑕疪】。

３．再查，上開 2053 具計時器設備之改善安裝，僅係就安全鎖之

改善後再行安裝，並非全新設備之安裝，就此部分兩造於合約

中並無規定應適用第 7條之規定，或準用該條規定。抑有甚者，

兩造間亦從無經過協調作出相關事前規定以便遵循，職是，相

對人援引合約第 7條規定作為拒絕給付租金之理由，亦屬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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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又查，聲請人所呈附件三為改善完工數量複查清單，觀其字義

實已兼俱清點數量及複查，並無任何疑義。相對人刻意玩弄文

字遊戲，實屬無稽。況查，清點數量是以完成改善為前提，若

未經複查認定改善完成又何必花費大量人力清點數量，職是，

相對人之辯解違反經驗法則，殊無足取。

５．實則，本件改善安裝完成之 2053 具計時器最後相對人亦未要

求聲請人提出安裝報告書，亦無所謂之驗收程序，而相對人確

實也在複查啟用後陸續支付租金，由此足證，相對人前揭辯

解，均無理由。

（二）關於第二批第一階段 947 具計時器提前終止租約之債務不履行損

害 1,870,325元部分：

相對人主張 947具計時器依約應於 91年 10月 31日安裝完成，

聲請人並未依約完成，相對人自非不得依約終止合約，況聲請人

迄今並未證明已完成上開 947具計時器之安裝，相對人得終止租

約云云……。惟查，

１．關於 947具計時器之安裝及複查完成，聲請人於仲裁聲請狀附

件三即已明確證明，此觀附件三第正面及背面迄 11月 11日止

之數量已達 1138具可證（註：正面 509具＋背面 629具＝1138

具，迄相對人於 95年 11月 12日發函主張終止合約）。又若計

算至 11月 14日，聲請人則更已完成安裝 1398具，至 11月 21

日則完成 1621具，早已完成第一批次所需之 1456具，是則，

相對人辯稱聲人未完成另外之 947具計時器云云，顯然不實。

２．次查，聲請人固不否認第一批次之計時器有遲延交付之情形。

惟按兩造合約第 12 條第（四）款規定，遲延完成安裝必須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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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相對人始得依前揭規定主張扣履約保證金並解除合約，

惟觀本件相對人遲延日數充其量僅有數日（依相對人終止契約

日為 11月 12日，僅遲延 12日），相對人卻逕行主張終止，渠

合約終止權之行使不僅違反前開約定，更屬權利之濫用，自不

得拘束聲請人。

３．又查，聲請人就第二批次之計時器已陸續安裝完成，截至 12

月 2 日更已完成 2053 具，距第二批次計時器之完工時限尚有

29日，絕對可依約於 91年 12日 31日前完成，詎料，相對人

竟拒絕聲請人之安裝，致聲請人無法提供給付，是則，本件聲

請人嗣後雖未能繼續完成 947具計時器之安裝，亦屬可歸責於

相對人之事由所致，依民法第 267條第 1項規定，聲請人非不

得請求對待給付。

４．綜上所述，聲請人請求相對人應給付 947具計時器自 91年 12

月（全部安裝完成複查後）至 92 年 5 月 4 日止共 5 個月之租

金共 1,870,325元，洵屬合法有據。

（三）關於第一批 1000 具計時收費器未經預告不續約之損害 1,185,000

元部分：

相對人主張伊就 1000具計時收費器未要求聲請人改善安裝；且

伊早於期限內告知聲請人不予續約；況縱未於三個月前通知不

予續約並不能視為兩造默示續約，而兩造既未續約，自無所謂

信賴利益可言；且聲請人亦應證明信賴利益為何云云……。惟

查，

１．按兩造所簽訂之合約第 20條規定：「本租約屆滿後，如乙方不

續約或經甲方評鑑不合標準不予續約，均須於三個月前正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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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為憑」。依其文義可知，若聲請人不擬續約，必須於合約屆

滿前三個月正式通知相對人；同理，相對人亦必須於合約屆滿

前三個月正式通知聲請人，始得不予續約。此外，相付人不予

續約之要件，尚須對相對人評鑑不合格後才得行使不續約權，

上開條文文義甚為明確，本不待詳論。

２．本件，相對人就第一批 1000 具之計時收費器之終止續租，係

於兩造租用合約屆滿（91年 8月 25日）之次日（即 91年 8月

26日）始發函通知聲請人，且相對人先前亦未作過任何評鑑，

遑論係有對聲請人為評價不合格之報告，試問？相對人對聲請

人主張租約終止，能發生終止之效力乎？果若如此可發生終止

租約之效力，則兩造間還需要簽訂契約乎？

３．又查，相對人違法終止租約對聲請人固不生效力，兩造雖未就

此明確規定其法律效果，惟考其約定本條所定之三個月前通知

他方之意旨，實寓有保障合約雙方當事人得預先準備合約終止

後之善後問題（如另覓承租人或以其他方式收取停車費等），

及減少兩造必要之損害之真意。易言之，此三個月乃係兩造間

就合約之繼續存續與否之合理應變時間，是則，相對人苟欲終

止即應遵守此項規定，否則即應賠償聲請人之損害，自不待言。

４．聲請人所受損害即係預期合約仍然有效，可得預期之利益，且

三個月亦係兩造合意所定之合理應變時間，職是，聲請人請求

以 3個月之租金收入為損害額，洵非無據。

（四）關於請求移置計時器之工作費用 2,000,000元部分：

相對人主張移置計時器之工作均係相對人自行派員進行，僅在

重新安裝計時器時才要求聲請人依合約第 8條第 1、3項規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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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停車費率之調整，是則，聲請人本即應配合作此工作，不得

請求任何費用，況依同條第 4 項規定，聲請人本即應無償移置

及安裝。且移置費用之計算基準亦應說明及舉證云云……。惟

查，

１．按相對人主張移置計時器之工作均係相對人自行派員進行云

云，顯屬可議，蓋計時器係屬聲請人所有之物，相對人有何權

利可任意予以拆卸，若因此而毀損，責任應由何人負擔，此皆

有疑問？相對人苟欲主張此項有利於己之事實，自應先令其舉

證以實其說。

２．又查，依合約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當標的物移置或損壞

時乙方於收悉通知 24小時內從事移置……」，相對人本即得要

求聲請人移置，相對人若未在時限內移置，尚需負賠償責任。

相對人有此約定保護，渠有必要派員自行移置乎？實則，本件

相對人並未善盡事前通知的責任，而係任由工務局所委任之廠

商，於重新舖整人行道時任意將計時器拆除棄置並造成損壞，

致聲請人必須將已拆卸之計時器全部載回整修，俟回復正常功

能後再行安裝，職是，此項移置早已超出合約之範疇，造成聲

請人額外之人物力支出損害。

３．按正常之移置作業，是相對人欲移置計時收費器時，應通知聲

請人所欲移置之某一路段車位編號之計時器，聲請人則配合相

對人在完成拆卸後立即至指定車位裝置、設定計時收費器，一

次完成。惟查，本件卻係因為聲請人未獲通知計時收費器已被

擅自拆卸棄置及破壞，因此，聲請人只得先行運回維修中心整

理計時收費器及進行測試，再配合相對人裝置於指定路段車格

位，試問？聲請人請求此部分費用，有何不合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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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至於相對人認聲請人所提出之移置工資之計算依據為何？聲請

人認為得以聲請人與台北市智慧卡公司所簽訂「台北市停管處

悠遊卡計時收費器租用契約」（附件六）第七條第五項「每具

計時器新台幣 250 元核算移置費用予乙方」，所規定之標準為

據，此項計算依據並非聲請人創造出來的，而係兩造及台北智

慧卡票證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意所訂立，應有其客觀可信度。

（五）關於更換限時停車中央處理系統工程費用 1,180,000元部分：

相對人主張依 87.12.28 日之甄選公告可知，當初相對人即要求

計時器應有「計時收費、費率調整、收費時限調整」等功能，

且聲請人所提供之服務建議書亦保證有此功能，因此，依合約

第 2 條、第 8 條規定及服務建議書之規定，聲請人自應無償更

換限時停車中央處理系統，退步言之，縱應給付，聲請人亦應

說明上開費用之必要性與合理性云云……。惟查，

１．按前揭甄選公告及服務建議書固有對於計時收費器功能之說明

及要求，惟細繹所謂之【收費時限調整】與【限時停車】功能，

乃係兩種不同功能之程式，前者指的是計時收費之起訖時間，

如早上 8點至下午 5點、或早上 7點至下午 4點等；而後者乃

係指每一部車每一次最多能停放之時間，後者所述之功能並未

規定於甄選公告及服務建議書，職是，相對人要求聲請人提出

此部分之給付，自應另行給付費用，自不待言。

２．又查，依合約第 7條規定，相對人就本件計時收費器之啟用，

均應按前揭合約規定之程序並對照甄選公告及服務建議書所

載明之內容逐項檢查驗收，因此，果若本件計時收費器有如相

對人所主張之功能，相對人為何未於新品完成安裝時一併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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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由此足證，相對人主張更換限時停車中央處理系統工程，

係聲請人依合約應無償提供者云云，顯屬無據。

３．承上所述，本件計時收費器若無約定應提供限時停車功能之給

付內容，則相對人在驗收時自然無須驗收，惟若有此規定而相

對人怠於驗收，其責任亦不在聲請人，蓋計時收費器早已驗收

使用多時，是則，相對人迄今始提出此項抗辯，顯亦於法無據。

４．綜上所述，限時停車功能既不在公告範疇內，相對人自應給付

聲請人限時停車功能開發費用。

（六）關於聲請人請求給付 2053具計時器之租金 3,836,573元部分，相

對人主張：其維修組長董木生僅係就數量清點；且聲請人第一批

安裝之 509具直至 92年 3月 12日始完成功能驗收；加上聲請人

直至 91年 12月 2日止均尚未將鑰匙及保證書交給相對人，是則，

聲請人要求相對人給付自 91年 12月 3日起至 92年 3月 11日止

之租金，自無理由云云...。惟查，

１．按相對人之維修組長董木生先生是否為約聘人員或有無具備正

式公務員身分，並非本件之重點。蓋本件之兩造，縱一方為公

務機關，一方為私法人，惟觀兩造所締結之契約，其性質上仍

屬私法上之租賃法律關係，是則，本件應審酌之重點應係前揭

2053 具計時器租金之給付應具備如何之要件？以及相對人之

維修組長董木生先生是否有權代理相對人復查聲請人已安裝

完成之 2053具計時器？

２．次按兩造所簽訂之計時收費器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第七

條固有關於驗收及測試之約定，惟查，細閱該約定所載明之內

容：「聲請人完成安裝後，應遞交相對人安裝完成報告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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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於收悉完成報告書後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依聲請人送審核

定之『租用電子式計時收費器服務建議書』提供計時收費器規

劃內容與規格功能進行測試，除逐具清查數量及查核原製造廠

八十七年以後出廠之『新品』證明文件外，每一千具抽測十

具…」可知，此項約定僅係就全新設備之安裝所設之測試與驗

收規定，至於就上開 2053具計時器安全鎖之改善後再行安裝，

則兩造於合約中並無規定應適用第 7條，或準用該條規定。反

而係相對人於 91年 8月 26日之北市停三字第 09133280300號

函說明四中自承：「至於其他三千具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

閘門裝置及錢幣閘鎖頭改善期限，基於公共利益及誠信原則考

量，本處同意……機具停用拆除期間不付租金，、、、於安裝

路段及數量複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租金」，易言之，相對人

對於 3000 具計時器安全鎖之改善後再行安裝之租金起算，既

已同意自安裝路段及數量複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自不得再

行反悔要求俟功能驗收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職是，相對人援

引合約第 7條規定作為拒絕給付租金之理由，顯屬無據。本件

2053 具計時器租金之給付條件應以相對人完成複查為租金之

給付要件，洵無疑義。

３．再按，相對人固援引聲請人於 92年 2日 17日、2月 19日與相

對人之複查記錄及聲請人於 92年 3月 18日及 92年 4月 14日

之函件為據，主張本件 2053 具計時器租金之給付條件應以相

對人完成功能驗收（即相對人認為之複查-請參相證四之複查紀

錄）為要件。惟查，承如前述，本件兩造所締結之契約，其性

質上固屬私法上之租賃法律關係，惟相對人立於公務機關之強

勢地位，本即得對聲請人予取予求，此正為聲請人立於弱勢地

位者之悲哀，蓋因聲請人早在 91 年 12 月 2 日即已完成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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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計時器改善安裝之工作，並由相對人之維修組長董木生先複

查完成，玆因相對人遲遲不願依前開函示意旨核付租金，並強

制要求聲請人必須俟 2053 具計時器就功能驗收完成才願開始

計付租金，雙方為此曾有爭論，惟爭論不休之後果，就是聲請

人應有之租金無端遭相對人扣留不付，試問？若此僵局長期不

能突破，聲請人還有活路嗎？因此，聲請人為了公司之存續、

員工之生活，亦只得任憑相對人對聲請人為既不合法亦無理由

之要求，基此考量，聲請人才遲至 92年 2月 17日開始與相對

人作 2053具計時器功能之驗收（即相對人認為之複查），並依

需要而對相對人發函，因此，縱或本件聲請人曾有前揭函文表

示，甚至與相對人辦理複查手續，惟此皆係為求早日取得租

金，而應相對人無理要求之不得已措施，並不表示聲請人同意

相對人事後片面所改變之條件，上情所述，懇請 仲裁庭詳斟

細酌，以符公平正義之原則。

４．又按，相對人主張，聲請人直至 91年 12月 2日止均尚未將鑰

匙及保證書交給相對人，亦不得對其要求租金云云，亦有可

議。蓋相對人此項要求亦係以其 91年 8月 26日之北市停三字

第 09133280300號函說明四之內容為據。惟按，果若此項要求

得以作為相對人拒付租金之依據，則同樣約定於本項中相對人

同意租金自複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之約定，是否亦應一体適

用於本件？易言之，若相對人此項主張可作為渠拒付租金之依

據（註：有無理由尚需進一步審酌），則同理可證，聲請人主

張租金自複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亦非無據，自不待言。

５．末按，91年 8月 26日之北市停三字第 09133280300號函說明

四固載明鑰匙及保證書應交付相對人收銀組收執，惟觀其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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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內容，此內容亦非前揭 2053具計時器租金開始核算之要件，

相對人將其作為拒付租金之依據，顯屬無據。何況由相證七之

內容亦可知上開二項物品，相對人於 91年 12月 3日提出要求

後聲請人次日即可備妥，是則，相對人以此作為拒付租金之理

由，純為推托之詞，洵不足採。

（七）關於聲請人請求給付第二批次 3000具計時收費器中之 947具提前

終止租約之債務不履損害賠償部分：

１．按聲請人本項請求之請求權基礎、事實理由暨損害賠償金額及

計算式，聲請人於前準備書（二）狀已論述綦詳，請仲裁庭參

酌，玆不再贅述，合先陳明。

２．惟按，相對人辯稱渠從未事先拒絕聲請人之安裝，而係聲請人

遲延未予安裝，與相對人無關云云，則顯又係相對人巧辯之

詞。蓋查，本件所有電子計時收費器之裝設，聲請人縱有遲延，

但若未遲延超過 30 日，其效果僅係科以聲請人罰款，尚不得

遽以終止合約，已如前述。又所有電子計時收費器之裝設，均

須由相對人提供錶桿，聲請人才得以安裝，此節兩造並無任何

爭議，因此，若相對人不提供錶桿，聲請人根本無法裝設電子

計時收費器。易言之，聲請人安裝電子計時收費器之義務，仍

有賴相對人之協力義務始得完成。本件由相對人於 91年 11月

19日以北市停三字第 09136803700號函所要求聲請人應依表列

路段及順序安裝之內容，皆係第二批次之路段之計時器，即得

證明聲請人已無從繼續安裝第一批次之電子計時收費器，是

則，相對人否認渠未拒絕聲請人繼續安裝第一批次之 947具電

子計時收費器云云，實屬巧辯之詞，顯無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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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至於聲請人原請求之損害賠償之金額及計算式，業於前準備書

（二）狀論述綦詳，此不再贅述。相對人固辯稱聲請人所提之

附件十之相關訂購單，其項目、金額、數量無法區別是否屬 947

具機具備料之必要費用云云。惟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

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

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 222條第 2項訂有明文，

仲裁法第 19 條亦準用之。本件由附件十所示之採購單項目及

數量，均可認定係為修繕該 947具電子計時收費器之必要零組

件，相對人空言否認其關連性，洵不足採。又相對人以合約之

總數 4000 具為分母計算損害金額亦有未洽，果若仲裁庭認應

依比例計算損害金額，以本件修繕之全部機具 3000 具為分母

計算聲請人所受損害之金額，較為可採，蓋因 1000 具部分業

經相對人於 91年 8月 26日來函表示停止租用，聲請人自無可

能再行購置修繕門鎖之零組件矣。

（八）關於聲請人移置 4000具計時器之事實及證據，及請求移置之工作

費用部分：

１．按本項之請求，係因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全面更新人

行步道所衍生，此有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96 年 3 月

19 日北市工水工字第 09662474000 號函及相對人 90 年 12 月

13 日北市停三字第 9066013500 號函等可稽。依前揭台北市政

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96 年 3 月 19 日北市工水工字第

09662474000號函說明二可知，該處自 88年起即開始進行人行

道更新迄 90 年陸續完成，由聲請人所攝得之照片亦可證明；

此外，由相對人前揭附件十五函說明一，亦可證明聲請人確實

已於 90年 12月 31日前全數完成 4000具電子計時器之移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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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工作；由此足認聲請人確實已將 4000 具電子計時器移置、

整修並完成重新安裝工作，迨無疑議。

２．又按相對人辯稱渠有成立一維修組，所有移置之事項均係由相

對人之維修組處理云云，則更屬無稽。蓋承如聲請人前準備書

（二）狀所載，計時器為聲請人之財產，正常拆卸計時器程序

係由相對人到場先取出計時器內錢盒內硬幣，再由聲請人持特

殊工具，鬆動固定錶桿之螺絲，卸下計時器。惟斯時實情，全

台北人行道大批同步施工，往往計時器內錢幣尚未取出，計時

器也未完成拆卸，施工單位便將計時器連同表桿整根挖起，散

落四處，此時聲請人便先行將散落之計時器（連同表桿）運回

倉庫，相對人再派員至倉庫取回尚存於計時器內之錢幣。試

問？該批計時器為聲請人之財產，相對人為何需自行派員處理

所有移置事項；果若如此，拆遷過程造成計時器遺失或毀損，

相對人是否須賠償聲請人？又 4000 具計時收費器並非小數

目，相對人之派工及分批點交給聲請人的計時器數量理應有明

確記錄可考，惟查，相對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由此足證，

相對人辯稱渠有成立一維修組，所有移置之事項均係由相對人

之維修組處理云云，與經驗法則不符，實不足採。相對人自應

就此有利於己之事項，負舉證之責，否則，徒託空言，難以採

信。

３．再按，相對人辯稱係伊維修組員於巡邏過程中，發現計時器連

同錶桿遭不當拔除棄置，始由其維修組長董木生通知聲請人處

理云云，亦與事實不符。蓋依前揭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

處 96年 3月 19日北市工水工字第 09662474000號函說明三所

載，若非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隱瞞事實，即係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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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謊，否則豈有如此矛盾之說法。事實上，相對人根本不曾通

知聲請人前往處理遭不當拔除棄置之計時器，此由前準備書

（二）狀附件十三之函件，亦得為證。相對人辯稱該函件係聲

請人所「製造」出來的，則已屬嚴重之汙衊行為，相對人縱然

不同意聲請人之主張，惟似此不實之指控，恐已涉及不法，誠

屬遺憾，由此亦證相對人實已理屈詞窮矣。

（丙）證據：

附件一：合約書影本乙件。

附件二：相對人 91.8.26.函文影本乙件。

附件三：機具改善完工數量複查清單影本貳纸。

附件四：租金差額計算表乙件。

附件五：聲請人 92.2.24.催告函影本乙件。

附件六：台北市市中心區重要幹道所設置之停車位租用契約影本乙

件。

附件七： 相對人 91年 11月 12日北市停三字第 09136455300號函

影本乙件。

附件八：相對人函影本三件。

附件九：相對人 91年 11月 19日北市停三字第 09136803700號函影

本乙件。

附件十：訂購單影本 11紙。

附件十一：相對人 92年 8月 4日北市停三字第 09234530600號函

影本乙件。

附件十二：訂購單影本 3紙。

附件十三：台北智慧卡公司 (96)北智字第 166號函，及聲請人增(96)

字第 0203號函影本各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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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按計時器拆卸方式照片影本六禎。

附件十五：相對人 90年 12月 13日北市停三字第 9066013500號函

影本乙件。

附件十六：人行步道整修完成之照片。

乙、相對人方面：

（甲） 聲明：

一、駁回聲請人之聲請。

二、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乙） 陳述：

一、關於聲請人請求給付 2053具計時收費器之租金 3,836,573元部分：

（一）按聲請人所提供之 3000具電子計時收費器之安全鎖，雖於傳統

鑰匙孔外加設一電子密碼控制閘門，然該保護閘門以一般銼刀

即得輕易開啟，錢幣閘之鑰匙亦遭人仿製，是聲請人所提供之

安全鎖，形同虛設。相對人在計時器內錢幣屢遭竊取下，乃按

系爭合約第 10條第 1項、第 3項規定要求聲請人自 91年 9月 1

日起就第二批 3000具電子計時器分階段進行維修改善作業，第

一階段 1456具限 91年 10月 31日，第二階段 1544具限 91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安裝並報請相對人複查其功能。

（二）惟於 91年 10月 31日將屆至時，聲請人曾於 91年 11月 1日請

相對人分別就第一、二階段計時器進行數量清點，經相對人清

點後發現，聲請人第一階段僅安裝 509具，第二階段安裝 1544

具，惟相對人僅係就數量進行清點，聲請人並未與相對人辦理

就缺失改善之功能複查，此可就聲請人附件三號之表格名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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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機具改善完工數量複查清單」（此第一批所指者即為

第一階段之 1456具）即可知係僅就形式上之數量做清點，此亦

可自上開第一階段之清單中，太原路以下所安裝之錶數均為 0，

相對人之人員亦於該清單上核章，確認其數量為 0，若相對人確

曾就缺失之改善進行複查，在未進行缺失改善之情形下，豈有

核章之理。

（三）因此，在聲請人未與相對人就缺失之改善是否辦妥複查之情形

下，當然無從計算租金，因此聲請人之請求並無理由。

（四）又依兩造間之合約書第 7 條第 1 項規定之精神，聲請人於完成

安裝後，即應遞交相對人安裝完成報告書，相對人於收悉完成

報告書後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依聲請人所提送審核定之「服務

建議書」進行測試，若未符合服務建議書之內容時，相對人可

再限期要求聲請人改善，並報請複驗，若仍不合格，相對人即

可處以逾期罰款。現聲請人既非現地改善，而是將計時器拆回

改善，重新安裝回去後自應依上開規定辦理驗收，否則如何確

保其所安裝之計時器符合原服務建議書之要求，因此若聲請人

未再次經相對人驗收，自無從起算租金。

（五）相對人之維修組長董木生僅係就數量作清點：

按相對人之維修組長董木生其職稱雖為「維修組長」，但其為

約聘人員，並不具備正式公務員之身分，性質較相近於每一區

域工班之班長，蓋每一區域均有數位約聘之工班人員，而組長

之工作則係在該區域有任何問題時，彙總其問題向處內各科室

報告。相對人為公務機關，在相對人之體制內，驗收須由具備

公務員身分之正工程司辦理始可，在此案件中自始均係由相對

人之正工程司莊子誠辦理，對此聲請人應知之甚詳，卻故意隱

瞞，且聲請人亦確知數量之清點與功能之複查係屬二事，此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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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 92年 3月 18日來函請求相對人再就其第二批已改善之

缺失進行複查即可清楚得知，計時收費器需經驗收程序始可啟

用，聲請人豈有不知之理，在未啟用期間，相對人自無須給付

租金。

（六）聲請人第一批有安裝之 509具直至 92年 3月 12日始完成功能

驗收：

相對人曾於 92年 2月 17日及 2月 19日辦理第一次複查，抽

查七具，即有三具不合格，直至 92年 3月 12日第二次複查，

抽查六具均合格，始完成功能複查，相對人同意該批 509具機

具自複查完成之翌日起核算租金，並無違誤。至於第二批 1544

具，直至 92年 4月 14日聲請人因機具數目較多尚主動向相對

人聲請分批分段複查，足證該批機具根本尚未進行功能之複

查，遑論啟用，在啟用之前，相對人豈有給付租金之理。另依

聲請人所提附件四之租金差額表可知，相對人租金起付均係在

啟用之前幾日，因此相對人亦無積欠聲請人租金，聲請人此項

請求並無理由。

（七）又聲請人主張分別自 91年 11月 1日起至 91年 12月 2日止即

已分別完成複查，按計時器安裝完成後，需將鑰匙原廠密封，

直接交相對人，並由原廠開具證明，此向為相對人之基本要求，

惟聲請人直至 91年 12月 2日止均尚未將鑰匙以及保證書交給

相對人，聲請人竟可自 91年 11 月 1日請求給付租金，實無道

理。

（八）兩造就改善停車計時收費器乙事係在原合約外另成立一新約

定，該新約定即係相對人於 91年 8月 26日之函文，此亦為兩

造所不爭執，因此就改善計時收費器乙事，兩造之相關權利義

務，均應依該函文之內容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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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兩造就此項之爭議係在於就複查之認知不同，相對人主張聲請

人完成安裝後應報請相對人複驗通過後，始屬複查完成，聲請

人則係主張複查僅為數量之清查，而雖原合約有規定須完成複

驗，惟原合約所規範者為新安裝之計時收費器，而非針對此等

改善後之安裝，因此不應比照辦理云云。

（十）按此次收費計時器之改善，包括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閘門

裝置及錢幣匣鎖頭改善，主要係相對人針對聲請人所提供之計

時收費器未能達到防盜之功能，而要求聲請人改善，聲請人自

須改善完成後始可起算租金，而是否改善完成絕非聲請人逐具

安裝完成即屬改善完成，自必須經相對人複驗，確認機具可正

常運作後，始屬完成，因此聲請人主張僅需完成數量之清查並

無理由，在聲請人完成複查及功能之複驗前，聲請人自無從請

求租金。

（十一）另聲請人所提之附件四號中，辛亥路之錶具數量應係 293，莒

光路之錶具數量應係 99；又若聲請人之主張為有理由，因聲

請人所交付之錶具在 91年 12月 2日仍未交付鑰匙予相對人，

相對人亦無從使用錶具，聲請人至多僅可自其交付鑰匙後請

求租金之給付，聲請人應先舉證何時交付鑰匙予相對人，並

自交付鑰匙之日起起算租金。

二、關於聲請人請求給付第二批 3000 具計時收費器中之 947 具提前

終止租約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1,870,325元部分：

（一）按聲請人應於第一階段 1456 具計時器應於相對人所定期限 91

年 10 月 31 日屆至時，完成全部之安裝，並報請相對人複查合

格，惟聲請人僅安裝 509 具，不僅功能未報請相對人複查，另

947具甚至根本未予安裝，此參聲請人之附件三即可清楚得知聲

請人確實於期限屆至時僅安裝 509 具，聲請人於聲請理由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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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承已陷於遲延，在聲請人給付遲延之情形下，相對人自可依

法終止該部分之租約

（二）且 947 具部分聲請人拆回改善後未再予以安裝，聲請人雖於聲

請狀中陳稱已經完成 1138具計時器安裝云云，其亦未提出任何

證據以實其說，在聲請人根本未為給付之情形下，相對人依法

提前終止租約，亦非無據。

（三）此部分，相對人主張終止租約之依據為民法第 255 條定期行為

給付遲延之解除契約相關規定。

（四）另聲請人主張其安裝機具均係照相對人所給予之順序安裝，如

其所提出之附件九（附件九係相對人要求之第二批安裝順序），

並主張第一批次 947 具係相對人拒絕聲請人安裝云云，相對人

否認有此情事，相對人從未事先拒絕聲請人之安裝，而係聲請

人遲延而未予安裝，與相對人無關，聲請人對此應加以舉證。

（五）退步言之，縱相對人之終止租約並不合法，但聲請人亦未有損

失，按聲請人並非僅有 947 具機具出租予相對人，尚有其他機

具，其所備之料尚可用於其他運作中之機具上，並非非用於該

947具機具上不可，且聲請人所提之附件十之相關訂購單，其項

目、金額、數量實無法區別出何部分屬該部分機具甚或 947 具

機具備料之必要費用。

（六）退萬步言，縱該部分所支出之費用確實為備料之必要費用，但

以聲請人當時出租予相對人之機具數量來看，共計二批 4000

具，聲請人所備之料，亦可供其他機具使用，其得求償之部分

至少亦應依 947/4000比例酌減，其主張備料之款項新台幣（以

下同）2,227,180元，依比例酌減後為 527,285元。

（七）按依相對人於 91年 8月 26日之函文第四項：「…該兩批機具於

完成安裝時（每批均需整批交付）須檢附安裝完成之路段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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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依上項規定期限內報本處複查，機具停用拆除期間不付租

金，複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租金，…」，此處已明白約定分兩

批改善，完成第一批後始進行第二批，並限定改善之期限，交

付時須整批交付，相對人於第一批改善期限屆滿翌日之清晨，

即已派員清查，聲請人就第一批之機具僅安裝 509 具，既已逾

給付期限，相對人自得依民法第 255 條定期行為給付遲延之解

除該部分之租約。

（八）另聲請人主張依原合約之約定，相對人至多僅可罰款，以往聲

請人若有此情形亦僅係遭罰款，並舉附件八相對人之函為證，

因此相對人之解約並不合理云云。按兩造已同意就此次機具之

改善，應以附件二相對人之函文做為兩造之新約定，惟聲請人

一方面主張原合約之複驗約定僅適用於新安裝之機具，不適用

於此次機具之改善，另一方面卻又改善機具逾期時僅得先罰款

之約定，聲請人之主張實有前後矛盾之處。相對人就此係主張，

均應依附件二之相對人之函文，聲請人應如期整批交付，否則

相對人自可依法解除。至於聲請人所提出附件八之相對人相關

函文，細究其內容，亦係針對新安裝之機具，並非租用過程中

機具發生問題之改善，自不可與本件之情形一概而論。

（九）又聲請人所提之附件十之相關訂購單，其項目、金額、數量實

無法區別出何部分屬該部分機具甚或屬 947 具機具之必要費

用，相對人否認單據與其損失之關聯性，相對人應對此先加以

舉證，且依聲請人之法定代理人於 96年 6月 28日仲裁詢問會

中所陳，另家機具出租人詮營股份有限公司機具之維修亦係委

由聲請人辦理，共計 6000具，因此聲請人所備之料，亦可供其

他機具使用，其得求償之部分至少亦應依 947/6000比例酌減，

其主張備料之款項新台幣（以下同）2,227,180元，依比例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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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為 351,523元。

三、關於聲請人請求給付第一批 1000 具計時收費器之未經預告不續

約 1,185,000元損害賠償部分：

（一）因相對人發現系爭計時器之安全鎖有瑕疵，乃函知聲請人於第

一批 1000具計時器租約到期時不予續約，並未要求聲請人就此

部分加以改善，改善之要求乃係針對未屆期之 3000具計時器部

分，因此聲請人聲請狀中第八頁中第（三）乙項下所稱「相對

人要求聲請人耗費大量時間、人力與物資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

保護閘門裝置及錢幣閘鎖頭後，竟又片面表示終止合約，使聲

請人支出並增加巨額成本之損害，…，但相對人非但並無三個

月前為不續租之通知，甚至還要求更換鎖頭，且合約屆滿日也

仍無不續租之意思表示，…」均非事實。

（二）另聲請人指稱相對人未於三個月前通知不續約，按相對人早已

於期限內告知聲請人不予續約，聲請人空言相對人未於三個月

前通知不續約，聲請人應對此負舉證之責。

（三）系爭合約第 20 條雖規定：「本租約屆滿後，如乙方不續約，或

經甲方評鑑不合標準不予續約，均須於三個月前正式通知為

憑。」，但並未有規定兩造如未於三個月前正式通知不續約，視

為兩造默示續約，退步言之，縱相對人未於租約屆滿三個月前

通知不予續約，故在兩造未正式簽約續約前，聲請人自然無所

謂信賴租約將繼續之履約損害可言。

（四）退萬步言，若聲請人果有此等損害，一般均為信賴利益，聲請

人應對此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其因信賴租約繼續之損害為何，且

即便相對人不續約，確實造成聲請人之損害，然聲請人即因此

未提供計時器予相對人，於某方面而言，同時受有利益（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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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租他人），且因此省下之人力成本，均應予以扣除。

（五）按依兩造間之契約第 20 條約定：「本租約屆滿後，如乙方不續

約或經甲方評鑑不合標準不予續約，均須於三個月前正式通知

為憑，…」、第 21條約定：「本合約自簽訂之日起生效，合約期

限屆滿後失其效力，…」，此兩條約定之效力上，若依法理，後

約自有優於前約之效力，第 21 條之效力自優於第 20 條，且自

文義上觀之，若相對人有辦理評鑑，因而發生聲請人評鑑不合

標準時，自應於三個月前正式通知，但若相對人未辦理評鑑時，

相對人自無須於三個月前正式通知不予續約，而係在合約屆滿

後失效。至於相對人是否有辦理評鑑之義務，此觀兩造契約第

14條第 1項約定：「租約將屆時，甲方（即相對人）得就租用之

標的物使用情形，透過評鑑方式決定是否優先承租或不續

租。」，相對人是否辦理評鑑係「得」而非「應」辦理評鑑，因

此在相對人未辦理評鑑之情形下，相對人自無須於三個月前通

知，合約於屆滿後即失效，相對人自無須負擔任何信賴利益之

損害賠償。

（六）退步言之，聲請人主張依其所提出之附件十二之訂購單請求

2,798,338元云云，如上所述，聲請人並非僅有此 1000具機具出

租予相對人，尚有其他機具，其此次所備之料尚可用於其他運

作中之機具上，並非非用於該 1000具機具上不可，且聲請人所

提之附件十二之相關訂購單，其項目、金額、數量實無法區別

出何部分屬該部分機具甚或屬 1000具機具之必要費用；退萬步

言，聲請人既主張該部分費用係更新全部 4000具機具之費用，

至少應將其請求之費用 2,798,338元依 1000/4000比例酌減，亦

即 699,585元。

（七）聲請人所提出之附件十二之訂購單，其項目、金額、數量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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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區別出何部分屬該部分機具甚或屬 1000具機具之必要費用，

相對人否認單據與其損失之關聯性，相對人應對此先加以舉

證。另如上所述，聲請人並非僅有此 1000具機具出租予相對人，

尚包括另家機具出租人詮營股份有限公司機具之維修亦係委由

聲請人辦理，共計 6000具，其此次所備之料尚可用於其他運作

中之機具上，並非非用於該 1000具機具上不可，至少應將其請

求之費用 2,798,338元依 1000/6000比例酌減，亦即 466,390元。

四、關於聲請人請求移置計時器之工作費用 2,000,000元部分：

（一）系爭合約租用期間，台北市所施作之全市人行道路面重新鋪設

之更新工程，相對人均自行派員配合進行計時器之拆遷移置工

作，因此聲請人所稱其有支出拆除、移置、安裝等費用，均非

事實。

（二）相對人僅於嗣後計時器重新安裝時，因計時器原所設定之費率

與現安裝路段之費率不同，相對人乃依系爭合約第 8 條第 1 項

「租用標的物之停車費率調整或幣值（型）變更時，乙方免費

配合調整修改」之規定，通知聲請人進行停車費率之調整工作，

是聲請人依約本即有免費配合相對人之要求進行停車費率調整

修改之義務，實無理由再向相對人請求支付任何費用之餘地。

（三）退步言之，縱聲請人稱其有移置而支出相關工作費用之事實，

而依系爭合約第 8 條第 4 款規定並未提及免費提供服務，而反

面推論可向相對人請求相關費用云云，按依系爭合約第 8條第 4

項僅係規定聲請人依約有配合辦理系爭機具移置之義務，聲請

人之請求權基礎為何？且依系爭合約第 4條：「甲方（即相對人）

僅付租金不另支付任何費用。」之規定即可知，若聲請人係執

行系爭合約中其應盡之義務，相對人即無須再支付任何費用，

因此聲請人就此項目之請求並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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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退萬步言，聲請人所請求之移置工作費用高達 200 萬元，僅空

言每具之工資 250元、共移置 4000具云云，其移置工資之合理

性為何？究移置何路段之哪些電子計時器，數量為何，聲請人

均未予敘明，聲請人對此亦應提出具體書證以實其說。

（五）按相對人有成立一維修組，所有移置之事項均係由相對人之維

修組處理，聲請人主張移置事宜均係由其處理，並支出相關費

用，其費用之合理性為何，其應對此加以舉證。

（六）次按，自聲請人調查證據之聲請內容觀之，其應係主張於 88、

89 年間其有配合全面更新人行道而支出共計 4000 具機具之費

用，惟依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之覆函可清楚得知，此

段期間僅有貴陽街、紹興南街及濟南路之人行道更新，依聲請

人之調查證據聲請狀之附件一，貴陽街有 62具、紹興南街有 133

具、濟南路則為 202 具，僅共 397 具，退萬萬步言之，若聲請

人果有協助移置，每具並支出 250 元，依上開數目計算，其亦

僅支出 99,250元，聲請人亦僅得請求 99,250元，此部分實與聲

請人所主張之 2,000,000元相去甚遠。

（七）又聲請人於準備書二狀中所附之附件十三，該函所述之事實並

非如聲請人所陳，實際情形係相對人之維修組員在巡邏過程

中，發現有此情事，而由維修組長董木生通知聲請人處理，聲

請人才派員處理，並非如該函所述之情形。聲請人為利於本件

仲裁，竟扭曲此部分事實，而「製造」此封台北智慧卡票證股

份有限公司之來函，此種行徑，實有違誠信。

五、關於聲請人請求更換限時停車中央處理系統工程費用 1,180,000

元部分：

（一）按所謂限時停車中央處理系統，係指針對特殊路段，將每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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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時間予以限定之費率調整程式，此為相對人之既定政策，此

參相對人 87年 12月 28日「租用路邊停車場電子式計時收費器」

甄選廠商公告即可知相對人於公開甄選之初，即清楚要求計時

器功能應具有「計時收費、費率調整、收費時限調整…等功能」。

因此聲請人所謂相對人因限時停車政策之需求，於合約外要求

聲請人變更系爭計時器之中央處理系統，乃係相對人於合約標

的物交付後，於合約外所為之額外指示云云，均非事實，此參

聲請人所提供之服務建議書第 4 至 5 頁亦保證具備此功能亦可

知。

（二）依系爭合約第 2 條之規定，聲請人本即負有提供符合服務建議

書內包含調整為限時停車費率之電子計時器予相對人之義務，

相對人要求聲請人調整電子計時器至限時停車之費率，依系爭

合約第 8 條第 1 項：「租用標的物之停車費率調整或幣值變更

時，乙方（即聲請人）免費配合調整修改。」，因此聲請人此項

請求並無理由。

（三）退萬步言，縱聲請人之請求為有理由，但其所請求之內容，包

括程式修改費：16人次，每人次 40,000元、以及更換硬體支出

540,000 元等均未能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其應對此提出說

明。

（四）聲請人於準備二狀中主張「限時停車」乃係指每一部車每一次

最多能停放之時間，與「超過停車時限，投入錢幣自動退出功

能」並不相同云云，按所謂的「限時停車」政策，其意義為「為

了讓駕駛人到銀行、郵局、電信局及公務機關...等地點洽辦事情

有短時間路邊停車需求者能夠順利找到付費停車位，並提供高

停車轉換率，故在上述的據點設置限時停車位。」，此與聲請人

投標時所提之服務建議書中第五頁所稱之「針對特殊路段，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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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將每次停車時間限為 30 分鐘或 60 分鐘不等，以提高各停車

格位輪換率。…」並無不同，聲請人之主張實乃巧辯之詞，並

不足採。

（五）次按，上開功能既係相對人於廠商徵選須知中即表明，且聲請

人於參與招標時亦保證具備此「一般功能」，在相對人後期實行

此「限時停車」政策時，依民法第 423 條，聲請人本即有在租

賃關係存續中，保持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之義務，

因此聲請人自應配合將出租之機具設定開放此功能，若聲請人

之機具不具備此功能，聲請人即應負債務不履行之責任。惟按，

聲請人竟於補充理由二狀中堂而皇之表明相對人既已驗收，在

驗收時並未質疑或提出不具有此功能，其即不須負責，進而可

推導出，此項功能並非兩造合約所約定，此功能為聲請人追加，

須另收費用云云，此等論調，實屬強詞奪理之詞。

（丙）證據：

相證一：相對人甄選公告影本乙份。

相證二：服務建議書影本乙份。

相證三：聲請人 92年 3月 18日來函影本乙份。

相證四：相對人之複查紀錄影本乙份。

相證五：相對人 92年 4月 3日之函影本乙份。

相證六：聲請人 92年 4月 14日來函影本乙份。

相證七：聲請人之保證書影本乙份。

相證八：相對人網頁節錄乙份。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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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合約之解釋或執行或因違約而產生之爭議與糾紛，其解釋權僅

屬甲方。如乙方不能接受或雙方不能以協議方式逾十日內解決時，得

提付仲裁解決之。」、「其他未規定事宜，依仲裁法辦理。」系爭合約

書第 19條第 1款及第 4款分別定有明文。是兩造就系爭契約而生之爭

議與糾紛，業已成立合仲裁協議，且兩造就此亦不爭執，是本件仲裁

在程序上於法並無不合，足堪認定。

貳、實體部分：

一、 關於聲請人請求給付 2053具計時收費器之租金 3,836,573元部分：

（一）依相對人 91年 8月 26日北市停三字第 09133280300號函說明四

記載：「至於其他三千具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閘門裝置及錢

幣閘鎖頭改善期限，基於公共利益及誠信原則考量，本處同意自

本（91）年 9月 1日起依附表路段分兩批，第一批 1,456具自 91

年 9月 1日（含）封錶停用，限於本（91）年 10月 31日（含）

止完成安裝；第二批 1,544具自 91年 11月 1日（含）起封錶停

用，限於本（91）年 12月 31日止（含）完成安裝，該兩批機具

每批於完成安裝時（每批均須整批交付）須檢附安裝完成之路段

及數量並依上項規定期限內報本處複查，機具停用拆除期間不付

租金，複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租金，幣匣鎖頭更換之鑰匙須原

廠密封直接交付本處收銀組收執，並由原廠開具證明，防止外

留。」等語，兩造爭執點在於「複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租金」

之所謂「複查完成」，究係聲請人所主張機具改善完工數量複查

清單上之複查日期？或係相對人所主張聲請人完成安裝後報請

相對人複驗通過之日期？

（二）依前開相對人函文內容所載，聲請人係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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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門裝置及錢幣閘鎖頭，且於完成安裝時，須檢附安裝完成之路

段及數量並報請相對人複查，顯見相對人複查並非僅係數量而

已，而必係複查其有無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閘門裝置及錢幣

閘鎖頭，以及更換後是否符合契約要求防盜之功能。且兩造曾於

92 年 2 月 17 日及 19 日就第一批安裝完成之機具進行複查，抽

測部分機具，現場檢測，查核功能是否正常，聲請人並就缺失部

分已改善完成，報請相對人派員複查，兩造於 92年 3月 12日再

進行第二次複查，嗣相對人同意複查通過，自複查完成翌日起（即

92年 3月 13日）核算租金，此有卷附相對人租用電整式計時收

費器（第一批機具改善）92 年 2 月 17 日及 19 日複查紀錄、聲

請人 92年 3月 18日 92年增停字第 0318號函及相對人 92年 4

月 3日北停三字第 09231821200號函足證。前開複查過程及相關

文件，均為兩造所不爭執。再相對人維修組長董木生於 96 年 6

月 28日第 2次詢問會供稱：卷附「增通盛公司第一批機具改善

完工數量複查清單」、「增通盛公司第二批機具改善完工數量複查

清單」係伊電腦打字製作，其個人清點數量後，蓋上其職章，送

給承辦人員去做驗收程序等語，足證上開清單確實僅係董木生清

點完工數量而已，自非相對人已完成複查。

（三）基上，聲請人主張：相對人 91 年 8 月 26 日北市停三字第

09133280300號函所述「複查完成後之翌日起核算租金」之「複

查完成」，即係機具改善完工數量複查清單上之複查日期云云，

請求相對人給付複查完成前 2053具計時收費器之租金 3,836,573

元，依上說明，自無理由。

二、關於聲請人請求給付第二批 3000具計時收費器中之 947具提前終止

租約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1,870,325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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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兩造間簽訂之合約書，聲請人提供租電子式計時收費器予相對

人使用，每具每月租金 395元，租金涵蓋維修、零件及附件更換

與外力破壞、天災、人禍、失竊等因素，相對人僅付租金不另付

其他任何費用，租用期間自完成驗收手續後之翌開始起算，租期

三年，此有系爭合約書第 1、2、3、4條約定足稽。

（二） 相對人於 91年 8月 26日北市停三字第 09133280300號函，要求

聲請人就電子式計時收費器更換紅外線遙控開啟保護閘門裝置

及錢幣閘鎖頭，其中一批 1,456具，改善期限限於 91年 10月 31

日完成安裝，惟屆期聲請人僅安裝 509具，未依期限完成安裝數

量計947具，相對人以91年11月12日北市停三字第09136455300

號函表示，未依時程安裝之機具不予租用。

（三） 按兩造間既就電子式計時收費器約定租期三年，且合約並無提前

終止之特別約定，相對人片面終止 947具之租用，自與合約約定

不符，聲請人自得請求債務不履行之租金期待利益之損害賠償。

系爭 1,456具電子式計時收費器，其中改善完成 509具於 92年 3

月 13日起算租金，該批機具原定租期於 92年 5月 4日屆滿，為

兩造所不爭執。因此，計算 947具之租金利益，因未安裝，其租

金亦應以 92年 2月 13 日起算始合理，至聲請人主張之 92 年 5

月 4日止，計 53日，每具每月 395元，是此部分合計為 660,848

元（947具×395元÷30日×53日＝660,848元）。逾此部分，則無

理由。

三、關於聲請人請求給付第一批 1000 具計時收費器之未經預告不續約

1,185,000元損害賠償部分：

依系爭合約第 14條第 1項約定：「租約將屆時，甲方（相對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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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租用之標的物使用情形，透過評鑑方式決定是否優先承租或不續

租。」，第 20 條約定：「租約屆滿後，如乙方（聲請人）不續約或

經甲方（相對人）評鑑不合標準不予續約，均須於三個月前正式通

知為憑…」，是兩造間業就不續約事宜已有所約定，且以三個月為

兩造間緩衝期間。相對人就第一批 1000 具計時收費器，未依合約

約定於三個月前預告不續約，聲請人自得請求債務不履行之租金期

待利益之損害賠償。因爭系 1000 具計時收費器，尚須經更換紅外

線遙控開啟保護閘門裝置及錢幣閘鎖頭，始能符合契約要求防盜之

功能，而第二批已改善完成部分，如前所述，自 92年 3月 13日起

算租金，至 92年 5月 4日止，計 53日，是聲請人請求三個月，顯

不理由，應比照 53 日為適當，是系爭 1000 具之租金利益，應為

697,833元（1000具×395元÷30日×53日＝697,833元）。逾此部分，

並無理由。

四、關於聲請人請求移置計時器之工作費用 2,000,000元部分：

因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進行人行道更新，須通知相對人移

除電子式計時收費器，俟工程施工後再復原收費器，致使聲請人必

須配合相對人移置，此於系爭合約書內並無約定，且非系爭合約書

所預料，而移置數量更非少數，聲請人未受委任，並無義務，其為

相對人管理事務，聲請人請求相對人償還聲請人所支出之費用，洵

有理由。有關移置收計時器之數量，聲請人雖主張於 88、89年間其

配合全面更新人行道計移置 4000具，惟依卷附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水

利工程處覆函，88、89年間有進行貴陽街、紹興南街及濟南路人行

道更新，其餘街道則無，該三處依聲請人提出之安裝路段表各有 62、

133、202具合計 397具。有關移置費用，參照台北市智慧卡票證股

份有限公司與聲請人間訂立之台北市市中心區重要幹道所設置之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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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租用結合悠遊卡計時器計畫租用契約之約定，拆、裝各 250 元

工資成本。因此，聲請人得請求相對人償還所支出之費用合計為

198,500 元（397 具×250 元×2 次工資＝198,500 元）。逾此部分，則

無理由。

五、關於聲請人請求更換限時停車中央處理系統工程費用 1,180,000元部

分：

依相對人 87年 12月 28日招標公告第 2項功能需求明載：「路邊停

車場電子式計時收費器應具有計時收費，費率調整，收費時限調整，

故障顯示及紀錄，營運資料紀錄，幣值辨識等功能。」，且系爭合約

書第 8條第 1項明定：「租用標的物之停車費率調整或幣值（型）變

更時，乙方（聲請人）免費配合調整修改。」，是有關停車費率調整

乃聲請人之契約義務，且係免費配合，因此，聲請人主張：相對人

因限時停車政策之需求，於合約外要求聲請人變更系爭計時器之中

央處理系統，亦乃係相對人於合約標的物交付後，於合約外所為之

額外指示，聲請人雖基於協助公行政任務執行之誠意，盡力配合，

但因此所增加之人力、材料、成本等，仍應由相對人基於無因管理

之法律規定給付之，依法償還之，總計金額 1,180,000元云云，依上

說明，與契約約定不符，自無理由。

參、綜上說明，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之金額計 1,557,181元（即前述 660,848

元＋697,833元＋198,500元＝1,557,181元），並自本仲裁聲請書繕本送

達相對人之翌日起，即 95 年 8 月 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聲請人其餘請求，則無理由。仲裁費用於斟酌聲請

人請求之金額及仲裁結果，應由聲請人負擔 85％，相對人負擔 15％。

爰判斷如主文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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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因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均於本件判斷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特此敘明。

伍、綜上論結，本件聲請人仲裁之請求，部分有理由，謹依仲裁法第 33條、

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 34條規定，於台北市作成判斷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 6 年 7 月 9 日

主任仲裁人 張 世 興

仲 裁 人 蔡 順 雄

仲 裁 人 林 發 立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員 林 文 和

中 華 民 國 9 6 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