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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   97年仲聲義字第 113號

聲 請 人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

仲裁代理人 蔡鴻斌律師

相 對 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法定代理人 賴○○

仲裁代理人 陳忠輝律師

上當事人間就「寶山第二水庫工程－水源聯通工程及取出水工工程規

劃檢討、設計及施工諮詢委託服務」給付服務費用事件，本會仲裁判斷如

下:

主文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 712,479元（含稅），及自 96年 12月 18

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其餘請求駁回。

三、仲裁費用聲請人負擔百分之四十三相對人負擔百分之五十七。

事實

甲﹑聲請人方面

壹、聲明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 1,247,691元(含稅)，及自 96年 12月

18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仲裁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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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份

仲裁合意部分相對人業已 97年 8月 6日水北既字第 09750071890號

函同意以仲裁方式解決本件紛爭(聲證一號)，聲請人自得提起本件仲

裁。

(貳)實體部份

一、緣經濟部水利處中區水資源局與聲請人於民國（下同）八十九年五月

簽訂委託服務契約書（聲證二號），委託聲請人辦理寶山第二水庫工

程－水源聯通工程及取出水工工程規劃檢討、設計及施工諮詢委託

服務（下稱系爭委託服務），其後因行政機關內部事務分配調整，改

由相對人負責，並以九十二年五月八日水北計字第 09250029740號

函（聲證三號）通知系爭委託服務契約之「甲方」變更為相對人，

核先敘明。

二、查系爭委託服務施工諮詢所配合之寶山第二水庫工程－取出水工工程

（土建部分）於 91年 11月 20日開工，預計於 93年 9月 9日第一階段

完工（共計 660日曆天），機電部分於 92年 3月 31日開工，預計於

93年 10月 9日竣工（土建工程第一階段完工後三十日曆天）（聲證

四號），自土建部份第一階段開工至機電部分竣工原訂工期共計 690

日曆天，土建部份第二階段原訂工期共計 90日曆天，故系爭委託服

務施工諮詢階段預定工作期限合計 780日曆天，惟因非可歸責於聲

請人之因素增加駐地施工諮詢 366日曆天（附件一），已達原預訂期

限之 47%(366÷780*100%=47%)，顯非雙方締約時所可合理預見，就此

情事變更，雙方曾於 96年 8月 16日達成協議，約定:雙方同意依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款辦理追加

超出契約工期經費。施工諮詢服務費以土建及機電工程決標金額計

算原工期 780天之服務費，並以此核算追加費用，超出天數以 366

天扣除 94年春節未駐地天數 7天（聲證五號）。相對人自應依約給

付聲請人超出契約約定工期之服務費用。



3

三、按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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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延長 366天，已

達預定工作期間 780天之 47%，顯非雙方於訂約時所能合理預見，如

未能增加服務費，顯失公平，聲請人亦得依情事變更原則而為請求。

四、綜上所述，無論依雙方協議或依情事變更原則，相對人均有給付超出

契約工期服務費之義務，其服務費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第19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計算，為新台幣 1,247,691元（計

算內容詳附件二）。

五、就本件爭議，聲請人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

請調解，該會並做成相對人給付聲請人 814,749元之建議（聲證六

號），足見相對人確有給付之義務無疑。

六、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

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 229條第 2項

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於 95年 12月 14日已函催相對人支付前揭

超出契約工期服務費 1,247,691元(聲證七號)，雙方並於 96年 8月

16日作成「同意依原日曆天計算方式核算為 366天扣除 94年春節未

駐地天數 7天」之結論，並於 96年 8月 20日將會議紀錄發文予聲

請人(詳聲證五號)。詎料，96年 12月 17日相對人再度來函表示不

同意聲請人之請求(聲證八號)，迄今仍未給付前開款項，則本件相

對人以前揭來函明示拒絕給付，顯係已受催告而仍未為給付，自已

構成給付遲延，聲請人自得請求相對人給付自 96年 12月 18日起，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加計利息。

(參)證物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寶山第二水庫取出水工工程超出契約天數施工諮詢工作內容。

附件二：施工諮詢階段追加服務費計算說明。

聲證一號：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水北計字第 09750071890號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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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聲證二號：系爭委託服務契約書節錄，影本。

聲證三號：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水北計字第 09250029740號函，影

本。

聲證四號：寶山第二水庫工程－取出水工工程（土建部分）、（機電部分）

工程契約書節錄，影本。

聲證五號：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水北計字第 09601001940號函，影

本。

聲證六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訴字第 09700161280號函，影本。

聲證七號：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水工字第 09531047號函，影本。

聲證八號：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水北計字第 09601002860號函，影

本。

乙、相對人方面

壹、答辯聲明

一、 聲請人之聲請駁回。

二、 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貳、事實及理由

一、本委託服務契約約定之委託服務期間以竣工驗收完成為主，非以工

程原訂之工期為其服務期間。查兩造所訂委託服務契約文件之「議價

前協議事項」（相證 1）約定：「委託服務說明書第 23頁伍、委託服

務工作進度及期限之『二、委託服務工作期間預計由八十九年五月至

九十二年六月，各工作項目完成期限及規定如下』部份，為配 合實

際情況，改為『二、委託服務工作期間預計由八十九年五月至九十三

年三月，惟實際工作期限以竣工驗收完成為主，各工作項目完成期限

及規定如下』」，由是可見，兩造所約定之委託服務工作期間實際上係

以「竣工驗收完成為主」，而非以工程原訂工期為其服務期間。故聲

請人稱：系爭委託服務施工諮詢所配合之寶山第二水庫工程-取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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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程，其土建第一階段開工至機電部分竣工，原訂工期 690日曆

天，及土建第二階段原訂工期 90日曆天，合計 780日曆天，故系爭

委託服務施工諮詢階段預定工作期限合計 780日曆天云云，即與兩造

議價前協議內容不符，而非事實。

二、本件委託服務期間縱有展延，委託工作展延期間費用亦不予增減。

查本委託服務契約之補充說明書第十二點載明：「委託工作展延期間

服務費用不增減。」故本件委託服務工作縱有展延期間，服務費用

依約並不予增減；何況本件聲請人施工諮詢服務工作期間，依前所

述，係以工程竣工驗收完成為主，並無委託服務工作期間之展延。

三、相對人未同意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辦理追加契約工期經費。

(一)按上揭辦法之規定（即：第十七條服務費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予另加。但以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者為限．．．。二者，超出契

約規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之監造及相關費用。）並未納入兩造所訂

委託服務契約之內容，且依本契約之「議價前協議事項」，委託服務

工作期間已另改為實際工作期限以竣工驗收完成為主，並無上揭辦

法所規定之「超出契約規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監造及相關費用」情

形。兩造 96年 8月 16日開會雖作成依上揭辦法規定追加超出契約工

期經費之會議結論，惟並不存在協議追加服務費之基礎，亦即本件

委託服務有超出契約施工期限之情形，故該會議結論與兩造所訂契

約內容不合，且未經核定，亦未經相對人同意（見聲證 8），應屬無

效。相對人自無依約給付聲請人所謂之「超出契約約定工期」之服

務費用之義務。

縱認兩造上揭會議結論雙方同意辦理追加超出契約工期經費為有效，

相對人亦已以 96年12月17日函表示不同意聲請人追加施工諮詢費用

之請求（見聲證 8），而予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即本件委託服務並無

超出契約工期情形，而誤以為有超出契約工期，而作為追加超出工期

經費之條件），相對人依約亦無給付該服務費用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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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件無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

（一）本委託服務契約所配合之「寶山第二水庫工程-取出水工工程」土

建部分之承攬廠商中建營造有限公司，已因工作項目之「漏項」及

工期展延366天，訴請法院請求相對人給付工程款2,226萬餘元（相

證 2），則本件委託服務費縱認有工作期限之延長，其延長是否皆

因客觀情勢變更所致（相證 3），而不可歸責於聲請人，即非無疑。

（二）再者，縱認本件有延長服務期間及有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惟實際

上相對人反因工程工期展延、委託服務期限延長而受工程承攬廠商

之訴追增加給付工程款，乃身為工程規劃檢討、設計及施工諮詢服

務之聲請人，亦以此工程展延委託服務期間延長，加入請求相對人

增加給付服務費行列，顯非事理之平。

五、綜上，本件聲請人請求給付服務費並無理由。

參、 證物名稱及件數

相證 1：「議價前協議事項」影本 1件。

相證 2：中建營造有限公司民事起訴狀影本 1件。

相證 3：申請展延工期分析表影本 3件。

理 由

壹、程序部份

一、關於相對人受讓經濟部水利處中區水資源局與聲請人於民國（下同）

八十九年五月簽訂之「委託服務契約書」（聲證二號）乙事，業經兩

造於 98年 2月 20日庭訊時確認無誤，核先敘明。

二、至於，兩造間關於「委託服務契約書」之爭議應以仲裁方式解決之共

識，除有相對人 97年 8月 6日水北既字第 09750071890號函同意函

為証外，亦經兩造於 98年 2月 20日庭訊時確認無誤。再就仲裁庭

組成，兩造均表無意見，爰仲裁庭合法組成，著無疑義。

貳、實體部份



7

一、關於「超出契約工期」之報酬及費用方面

聲請人雖主張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臺幣(以下同)1,247,691元(含

稅)惟按：

(一)、「委託服務契約書」之「議價前協議事項」（相證 1）約定：「委

託服務說明書第 23頁伍、委託服務工作進度及期限之『二、委

託服務工作期間預計由八十九年五月至九十二年六月，各工作

項目完成期限及規定如下』部份，為配 合實際情況，改為『二、

委託服務工作期間預計由八十九年五月至九十三年三月，惟實

際工作期限以竣工驗收完成為主。足見，兩造所約定之委託服

務工作期間應係 93年 3月後之合理期間之「竣工驗收完成日」。

(二)、關於系爭委託服務之預定及實際完成日(包括：取出水工工程（土

建部分）於 91年 11月 20日開工，預計於 93年 9月 9日第一階

段完工（共計 660日曆天），機電部分於 92年 3月 31日開工，預

計於93年10月9日竣工（土建工程第一階段完工後三十日曆天），

自土建部份第一階段開工至機電部分竣工原訂工期共計 690日曆

天，土建部份第二階段原訂工期共計 90日曆天，故系爭委託服務

施工諮詢階段預定工作期限合計 780日曆天，卻增加駐地施工諮

詢 366日曆)兩造並無爭議。僅爭執該額外之 366日究係：

1.如聲請人主張之「雙方締約時所無法預見，而有『情事變更原

則』之適用，或曾於 96年 8月 16日達成協議同意依機關委託技

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款辦理追加超出

契約工期經費。」；抑或

2.如相對人所主張之「委託服務工作期間應以『竣工驗收完成』日

為據、依委託服務契約之補充說明書第十二點載明：「委託工作展

延期間服務費用不增減、及兩造 96年 8月 16日開會雖作成依上

揭辦法規定追加超出契約工期經費之會議結論，惟並不存在協議

追加服務費之基礎」？

(三)、民法第 227條之 2條第 1項規定：「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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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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酌「委託服務

契約書」之「議價前協議事項」（相證 1）明載：「實際工作期

限以竣工驗收完成為主」、委託服務契約之補充說明書第十二

點明載：「委託工作展延期間服務費用不增減」、及兩造間對於

增加駐地施工諮詢 366日曆天(即逾原預定工期約 47%)並無爭

執等情，系爭委託服務之工作期間應以 93年 3月後之「合理

期間」為限。足認：逾越該合理期間之服務應非兩造於締約當

時所得預料，由聲請人單方承受顯非公平，而有民法第 227條

之 2條第 1項之適用。

(四)、至於「合理期間」之認定，因兩造對於本件爭議經調解委員

調解之計算公式(即聲証 6號)並無異議(參 98年 2月 20日

仲裁筆錄第 15頁)，另參酌工程慣例若有延期，一般約四個

月(即 120天)為不追加給付之合理期間，並經審究額外之 30

天顯非可歸責於聲請人等事實，而認定聲請人關於本件爭議

所得請求展延日數為 209日(即 366-7-120-30=209)日曆天。

據 此 ， 聲 請 人 得 請 求 給 付 之 金 額 為 712,479 元 （ 即

2,659,014*209/780=712,479）

二、關於利息方面

關於聲請人之主張自96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息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乙事，相對人並無爭執。爰准所請自96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上述712,479元計算年息百分之五之利息。

參、 兩造其餘之論述，均與本件仲裁判斷之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斟酌之

必要，併此敘明。

肆、 仲裁費用聲請人負擔百分之四十三相對人負擔百分之五十七。

伍、 綜上論結，本件聲請人之聲請，部分有理由，部分為無理由，本仲裁

庭爰依仲裁法第三十三條、仲裁機構組織與調解程序及費用規則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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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於台北市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作成判斷如主文。

主任仲裁人 蘇錦江

仲 裁 人 林增吉

仲 裁 人 李貴敏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員 林文和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九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