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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判斷書                97年度仲聲忠字第123號    

聲請人:王博仲建築師事務所即王博仲 

代理人:秦玉坤律師   

相對人:國立東華大學 

法定代理人:黃○○     

代理人:吳明益律師   

複代理人:籃健銘律師 

 

為上當事人間因請求服務費提請仲裁事件，本會判斷如下: 

判斷主文判斷主文判斷主文判斷主文    

一一一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新台幣玖拾捌萬伍仟叁佰伍拾元整及自民 

    國 97 年 10 月 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聲請人其餘之請求駁回。 

三、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百分之五十，相對人負擔百分之五十。 

判斷事實判斷事實判斷事實判斷事實    

甲、聲請人之聲明及主張 

壹、應受仲裁判斷之聲明 

一、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服務費新台幣壹佰玖拾肆萬柒仟參佰壹拾伍

元，及自仲裁聲請書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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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仲裁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貳、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部分 

(一)仲裁協議及標的之爭議： 

    1.按「有關現在或將來之爭議，當事人得訂立仲裁協議，約定由

仲裁人一人或單數之數人成立仲裁庭仲裁之。前項爭議，以依

法得和解者為限。仲裁協議，應以書面為之。當事人間之文書、

證券、信函、電傳、電報或其他類似方式之通訊，足認有仲裁

合意者，視為仲裁協議成立」，又「約定應付仲裁之協議，非

關於一定之法律關係，及由該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而為者，不

生效力」，仲裁法第1條及第2條分別定有明文。 

    2.相對人於民國（以下同）92年7月15日與聲請人訂立《共同教

學大樓擴建工程（以下簡稱系爭工程）委託技術（規劃、設計、

監造）服務契約書》（以下簡稱系爭契約），而委託聲請人提

供系爭工程技術服務（見聲證1），並於系爭契約第18條第1

項至第3項約定略以：「一.本工程進行中，乙方（聲請人）對

本契約各條款，以及其附件中各項規定有疑義時，應在執行前

向甲方（相對人）工程司提請解釋，如乙方對甲方工程司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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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不為認同時，乙方應再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提出異議。二.

甲方在乙方提出解釋或異議之請求時，應在接到其申請之（二

十）日答復之，如甲方未在上述期限答復乙方，即視同接受乙

方之意見。三.乙方對甲方答復異議之內容不能同意接受時，

乙方可在甲方答復之日起（十五）日內，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

理之：(一)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向仲裁機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台灣省

營建工程爭議仲裁協會及中華工程仲裁協會）擇一提付仲裁。」 

    3.聲請人完成系爭工程之原規劃設計及前後二次變更設計之重

新規劃設計，並分別於92年10月17日、93年8月3日、94年11

月24日領得花蓮縣政府發給之府城建執字第09201108120號、

第09300989790號、第94A1453號等建造執照（見聲證2～4），

且歷經相對人就原規劃設計於92年12月4日及92年12月22日為

二次公開招標，就第一次變更設計之重新規劃設計於93年8月

10日、93年8月30日、93年10月25日、93年11月16日、94年9

月15日及94年10月6日為六次公開招標，就第二次變更設計之

重新規劃設計於94年12月14日、95年2月8日及95年2月23日為

三次公開招標，而未能完成系爭工程之發包作業後（見聲證

5），乃於96年11月26日以（96）仲建東共字第070號函請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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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給付服務費新台幣（以下同）1,127,393元，相對人於96年

12月28日以東總字第0960013652號函復聲請人略以：「本校『共

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採購案，歷經多次公告招標及預算變

更，皆未增加價金與完成工程發包，故與本案之委託技術服務

契約書第七條及第十條規定未合，本校恕難同意核付該項委託

技術服務費」云云（見聲證6）。 

    4.聲請人於97年1月23日以（97）仲建東共字第004號函請相對

人：「賜示是否擬終止『共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採購案」，

相對人於97年1月25日以東總字第0970000994號函復聲請人略

以：「有關原計畫興建之『共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採購案，

本校確認不予執行」等語在案（見聲證7）。 

    5.聲請人於97年1月31日以（97）仲建東共字第005號函請相對

人：「補貼本所應領服務費15%之二分之一」及「支付變更設計

服務費（總服務費40%）新台幣捌拾壹萬玖仟玖佰貳拾貳元整」

等各語，相對人於97年5月13日以東總字第0970005100號函復

聲請人略以：「本案經97年3月13日召開協商會議，貴我雙方對

協商內容無法達成共識，貴事務所提出依據服務契約第十條規

定申領變更設計服務費新台幣81萬9,922元整，以及依第七條

第二項第二款規定補貼請領服務費15%之二分之一等款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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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歉難同意」云云， 

聲請人不服，於97年5月29日以（97）仲建東共字第0106號函向

相對人提出異議略以：「三、查本所受託規劃設計之旨揭工程，

除完成契約所定之原規劃設計外，並依貴校前後二次變更設計

之指示，而完成二次之重新規劃設計，此有該工程之歷次招標

文件可稽。四、從而，本所依旨揭契約第10條第2款、第3款及

前開規定，原得至少請求貴校再給付原規劃設計及前後二次重

新規劃設計之服務費計新台幣（下同）1,947,315元【計算式：

（總服務費40%之原服務費819,922元）+（總服務費40%之第一

次重新規劃設計服務費819,922元）+（總服務費55%之第二次重

新規劃設計服務費1,127,393元）-已領服務費819,922元

=1,947,315元，以前計算方法有誤，併此更正】，然因念及旨揭

工程未能完成發包而終止採購，乃予減縮而僅請求貴校再給付

服務費1,127,393元即可，再請貴校體察實情及本所之善意，重

新檢視本所之請求」等語，並於97年7月1日以（97）仲建東共

字第0132號函請相對人略以：「主旨：謹請貴校惠予辦理「共同

教學大樓擴建工程委託技術（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契約書」

之原服務費及前後二次變更設計之重新規劃設計服務費計新台

幣壹佰壹拾貳萬柒仟參佰玖拾參元之給付事宜，請查照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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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一、本所97年5月29日（97）仲建東共字第006號函諒悉。

二、按『甲方在乙方提出解釋或異議之請求時，應於接到其申

請之（二十）日內答復之，如甲方未在上述期限答復乙方，即

視同接受乙方之意見』，此為旨揭契約第18條第2款所明定。查

本所就貴校97年5月13日東總字第0970005100號函否准給付旨

揭服務費一案，業以前開函向貴校提出異議，並請貴校另為適

法之決定在案。茲因貴校未在二十日期限內答復本所，依照上

開規定，即視同接受本所之意見，同意辦理旨揭服務費之給付

事宜貴校提出異議，並請貴校另為適法之決定在案。茲因貴校

未在二十日期限內答復本所，依照上開規定，即視同接受本所

之意見，同意辦理旨揭服務費之給付事宜」等各語， 

相對人於97年8月18日以東總字第0970007253號函復聲請人略

以：「二、…歉難同意支付。三、貴事務所如對本校答復內容不

能接受時，得依本契約第18條第3項規定向採購申訴委員會申請

調解，或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云云， 

聲請人於97年8月28日以（97）仲建東共字第151號函建請相對

人「同意將該爭議提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為之仲裁」， 

相對人於97年9月23日以東總字第0970009358號函復聲請人略

以：「有關『共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委託技術服務工作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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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爭議乙案，同意依本契約第18條第3項規定提付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仲裁」等語在案（見聲證8）。 

    6.從而，兩造間之前揭文書及信函，既足認就系爭工程「原服務

費及前後二次變更設計之重新規劃設計服務費」之爭議有仲裁

合意，則聲請人將此爭議提付仲裁，揆之前揭規定，自無不合。 

(二)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規定之15日，並非除斥期間： 

    1.所謂除斥期間，係指法律對於某種權利規定之行使期間，此項

期間經過時，該權利即歸於消滅而言，此觀下列規定及最高法

院判例意旨自明： 

   (1)民法第90條規定：「前二條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一

年而消滅。」 

      最高法院83年台上字第2383號判例略以：「…則民法第90條關

於以錯誤為原因，行使撤銷權除斥期間之規定，於此當有其適

用。」 

   (2)民法第245條規定：「前條撤銷權，自債權人知有撤銷原因時

起，一年間不行使，或自行為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 

      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412號判例：「我國民法總則所定消滅時

效之客體，係以請求權為限，並不及於一切財產權，故民法第

245條所定撤銷權得行使之期間，自係法定除斥期間，其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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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時權利即告消滅，非如消滅時效得因中斷或不完成之事由

而延長。又此項撤銷權須以裁判上之方法行使之，即應以訴請

求法院予以撤銷。」 

   (3)民法第514條第1項規定：「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補費

用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契約解除

權，均因瑕疵發見後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2996號判例：「民法第514條第1項所定

定作人之減少報酬請求權，一經行使，即生減少報酬之效果，

應屬形成權之性質，該條項就定作人減少報酬請求權所定之一

年期間為除斥期間。」 

   (4)民法第880條規定：「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

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其抵

押權者，其抵押權消滅。」 

      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1391號判例略以：「…至於民法第145

條第1項，係就請求權罹於時效消滅後，債權人仍得就其抵押

物、質物或留置物取償而為規定，同法第880條，係抵押權因

除斥期間而消滅之規定…。」 

   (5)民法第923條第2項規定：「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二年，

不以原典價回贖者，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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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795號判例略以：「民法第923條第2項所

定二年之期間，為回贖權之除斥期間，此項期間經過時，回贖

權絕對消滅，不得因當事人之行為使之回復。」 

   (6)民法第1053條規定：「對於前條第一款、第二款之情事，有請

求權之一方，於事前同意或事後宥恕，或知悉後已逾六個月，

或自其情事發生後已逾二年者，不得請求離婚。」 

      民法第1054條規定：「對於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六款及第十款

之情事，有請求權之一方，自知悉後已逾一年，或自其情事發

生後已逾五年者，不得請求離婚。」 

      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1391號判例：「民法第1053條及第1054

條所定之期間，為離婚請求權之除斥期間，與消滅時效性質不

同，關於消滅時效中斷及不完成之規定，無可準用。」 

   (7)土地法第59條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在前條公告期間內，

如有異議，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並

應附具證明文件。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

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

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2.查，依前開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約定：「乙方（聲請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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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相對人）答復異議之內容不能同意接受時，乙方可在甲

方答復之日起（十五）日內，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之：（一）

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

請調解，或向仲裁機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台灣省營建工程

爭議仲裁協會及中華工程仲裁協會）擇一提付仲裁」等語觀

之，既係約定「可在」而非「應在」，且又無：「如乙方（聲

請人）未在上述期限（相對人答復之日起15日內）申請調解或

提付仲裁者，即視同接受甲方（相對人）答復異議之內容，不

得再申請調解或提付仲裁」，或其他類似之失權約定，足認該

條項約定之15日絕非前開所謂除斥期間甚明。 

    3.從而，相對人於98年11月12日第一次詢問會主張略以：「…相

對人在97年8月18日的時候，按照我們兩造的回覆也提到『我

們歉難同意支付』，並且也已向聲請人這邊說明，如果對於答

覆不能接受時，依照規定應該在15日內向仲裁機關提付仲裁，

這件仲裁聲請的時間是已經到10月21日才提出來…依照本件

雙方的有關仲裁條款的約定，聲請人沒有在15日的期間內向本

會提出仲裁的聲請，這部分已經逾越法律上的除斥期間，就本

件程序部分沒有依照兩造契約18條第3項的規定在15日內提

出，程序上與法不合」，「這個除斥期間在法律上是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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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造的協議去延長或縮短，我們認為15日內如果沒有提出仲

裁的聲請，我們認為就逾越時效」云云，顯然對於「除斥期間」

有所誤會。 

(三)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規定之15日，亦非解除條件： 

    1.所謂解除條件，係指當事人約定使法律行為失其效力之將來某

種客觀上不確定成就之事實而言，此有下列實務見解可供參

照： 

(1)司法院院字第1958號解釋（三）略以：「…倘地役權設定契 

   約，係附以供役地內建築房屋時，地役權即消滅之解除條 

   件，則解除條件成就時，地役權當然消滅…。」 

(2)司法院院解字第3489號解釋（四）略以：「…出租人某甲與 

   承租人某乙約定，如第三人某丙需用租賃之房屋時租賃契約 

   當然終止者，應解為附有解除條件，條件成就時某甲自得收 

   回房屋…。」 

(3)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1249號判例略以：「買賣貨物之契約， 

   訂定買受人應將定金以外之貨款儘本月底交付，到期不交， 

   契約即告失效者，係以到期不交貨款為其契約之解除條件， 

   此項解除條件成就時，買賣契約失其效力，出賣人即免其交 

   付貨物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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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018號判例：「租賃契約訂明承租人須 

   於一定期日支付租金，屆期不為支付，租賃契約當然失其效 

   力者，係以屆期不支付租金為解除條件，屆期如不支付租 

   金，則其租賃契約當然因解除條件之成就失其效力。」 

(5)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1636號判例略以：「…上訴人與某甲 

   所訂如業主需要隨時可拆還基地之特約，自應解為附有解除 

   條件。」 

(6)最高法院65年02月17日65年度第2次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

（二）略以：「…查標售須知載明抵費地之原土地所有人有 

   優先承購權，即係附解除條件之買賣，土地之原所有權人丁 

   既已表示承購，則解除條件已成就，丙與某市政府間之普通 

   買賣契約即失其效力，法院不能使無優先承購權之丙，依據 

   該失效之契約，獲得勝訴之判決。」 

(7)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080號裁判要旨：「依和解書第三條 

   約定：『甲方（指上訴人）若不於三個月內協辦移轉登記者， 

   甲方就該三筆土地之承買權視為放棄』以觀，所稱『就該三 

   筆土地之承買權視為放棄』，已明示若條件成就，該三筆土 

   地之買賣契約即全部失其效力。所附解除條件係指上訴人不 

   於三個月內協辦移轉登記而言，契約文字已明確表示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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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自不得捨契約文字而更為不同之解釋。」 

(8)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2616號裁判要旨略以：「…本件被上 

   訴人所主張起訴原因之事實為－『原告向被告購買右揭土地 

   前，曾表明購買土地是要興建房屋出售之用，右揭三筆土地 

   中間之同段一之七五○號土地』『須一併解決，亦即雙方應 

   設法說服一之七五○號地主楊建勳之同意，於其土地上建築 

   房屋，如楊建勳不同意，雙方之買賣契約解除，被告所收之 

   訂金須無息退還』，此乃主張兩造間之買賣契約附有訴外人 

   楊建勳不同意出售其土地為解除條件，而該項買賣契約，嗣 

   後業經訴外人楊建勳表明不同意出售其土地，亦為兩造所不 

   爭執，則解除條件既已成就，其契約之效力當然消滅。」 

    2.查，依前開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至第3項約定觀之，足認第3

項既無第2項類似之約定：「如乙方（聲請人）未在上述期限

（相對人答復之日起15日內）申請調解或提付仲裁者，即視同

接受甲方（相對人）答復異議之內容」，且又無：「如乙方（聲

請人）未在上述期限（相對人答復之日起15日內）申請調解或

提付仲裁者，即視同乙方拋棄申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之權利」，

或不得再申請調解或提付仲裁，或其他類似失其效力之約定

者，揆諸前開解除條件之說明，自無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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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聲請人未在相對人答復之日起15日內申請調解或提付仲

裁為其解除條件。 

    3.況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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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觀之，足認聲請人縱然未在相對

人答復之日起15日內申請調解，相對人仍不得拒絕，則自無反

捨法律規定而更為曲解系爭契約第18條第3項之約定，係以聲

請人未在相對人答復之日起15日內申請調解為其解除條件。同

理，該條項之約定略以：「乙方（聲請人）可在甲方（相對人）

答復之日起（十五）日內，得以…向仲裁機構擇一提付仲裁」，

亦無曲解係以聲請人未在相對人答復之日起15日內提付仲裁

為其解除條件。 

    4.另就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947號裁判要旨所載略以：「…系爭

契約書第十七條仲裁條款約定：『甲乙雙方如對契約條款發生

爭議，且不同意監造者及甲方之裁決時，乙方得提出，經甲方

報請上級機關核准後，依商務仲裁條例（按即仲裁法）之程序

提請仲裁。否則循法律訴訟裁判。』，依此約定，本件仲裁須

經被上訴人之上級機關教育部核准，係屬將來、客觀、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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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係停止條件…按仲裁協議不成立、無效，或於仲裁庭

詢問終結時尚未生效或已失效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

仲裁判斷之訴，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上訴

人提付仲裁違反兩造仲裁協議所定須被上訴人報請教育部核

准之約定，因條件未成就而不生效力，構成撤銷仲裁判斷之事

由」等語觀之，顯係在闡述仲裁協議生效之停止條件，而非仲

裁協議失效之解除條件甚明。 

    5.從而，相對人引用前開最高法院94年台上字第947號裁判要旨

而主張略以：「貳、衡以前揭判決意旨，再觀諸系爭契約第18

條之約定，雙方乃約定聲請人若對相對人答復異議之內容不能

同意時，可在相對人（誤載為『聲請人』）答復之日起十五日

內提付仲裁，此乃仲裁協議之解除條件，而本件聲請人（誤載

為『相對人』）既於逾越上述約定期限始提付仲裁，則因仲裁

協議之效力已不復存在，即不得仲裁…」云云，顯然對於解除

條件有所誤會，委不足採。 

(四)相對人復主張略以：「再查，系爭契約第18條係約定…本件聲請

人並無向相對人（誤載為『聲請人』）方工程司提起解釋，仲裁

協議即因未踐行前置程序，故前置程序未完成，則仲裁程序無從

開始…」云云，固非無見。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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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系爭契約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

契約範本」，並無類似該會訂頒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1

條第2項略以：「（二）定義及解釋：…3.工程司，指機關以

書面指派行使本契約所賦予之工程司之職權者。4.工程司代

表，指工程司指定之任何人員，以執行本契約所規定之權責

者。其授權範圍須經工程司以書面通知承包商。5.監造單位，

指受機關委託執行監造作業之技術服務廠商。6.監造單位/工

程司，有監造單位者，為監造單位；無監造單位者，為工程司。

7.工程司/機關，有工程司者，為工程司；無工程司者，為機

關。」等語之規定，足認唯工程採購契約始有上開規定之「工

程司，指機關以書面指派行使本契約所賦予之工程司之職權

者」等情形可言，而公共工程技術（規劃、設計、監造）服務

契約，則非但無此規定之情形可言，甚至其廠商自己依契約即

為所規劃設計之工程採購契約之工程司（監造單位）也。是系

爭契約第18條第1項之「甲方（相對人）工程司」，其所謂「工

程司」自係贅字無疑。 

    2.再者，縱認公共工程技術（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契約仍有

「機關以書面指派行使本契約所賦予之工程司之職權者」之情

形，且系爭契約第18條第1項之「工程司」亦非贅字云云。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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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相對人既未舉證證明其曾以書面指派行使系爭契約所賦予

之工程司之職權者，則其前開主張，已嫌無據。況依前開兩造

往來函文觀之，聲請人就本件仲裁標的之爭議，既已踐行提出

請求、召開協商會議、提出異議及經相對人「同意依本契約第

18條第3項規定提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等前置程序，足

認相對人前開主張，顯與事實不符，不能採信。 

    3.退萬步言，前開兩造往來函文縱難解為聲請人就本件仲裁標的

之爭議已向相對人之工程司提請解釋云云。惟查： 

(1)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8條

第2項定有明文。 

(2)又「按仲裁制度乃當事人基於私權自治及處分自由之原則，

本於程序選擇權以解決私權紛爭之重要機制。是當事人既得

協議以仲裁解決爭議，為賦予他方充分考量之機會，以權衡

『接受求償』與『提付仲裁』間之利弊，自亦得約定於提付

仲裁前先踐行特定之前置程序，該本於雙方合意之前置程

序，固屬有效之仲裁約款，並有確定當事人間具體爭議，進

而過濾如透過訴訟外和解或第三人調解等簡便程序為磋商、

斡旋，以避免進入仲裁程序，減省勞費支出之功能。惟當事

人之一方若認已無和解或調解可能，無從以簡便程序解決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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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當事人約定最終僅得以仲裁解決爭議者，為避免因進

入前置程序之拖延浪費，逕行提付仲裁，自未違反當初協議

以仲裁解決爭議之初衷，自與仲裁前置程序之本質無悖」，此

有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992號裁判要旨可供參照。 

(3)查，依前開兩造往來函文觀之，足認相對人非但從未為前開 

   主張，甚且就本件仲裁標的之爭議，業已確認無成立和解或 

   調解之望，而無從以「向甲方工程司提請解釋」之簡便程序 

   解決爭議（參見聲證8之97年3月13日協商會議紀錄），進而

「同意依本契約第18條第3項規定提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 

   裁」。是聲請人將本件仲裁標的之爭議提付仲裁，既未違反 

   相對人同意以仲裁解決爭議之意思，揆諸前開最高法院裁判 

   要旨，自與仲裁前置程序之本質無悖。 

(4)從而，相對人前開主張，非但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且對於仲 

   裁前置程序有所誤會，委不足採。 

貳、實體部分 

一、請求權基礎： 

（一）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4條規定：「廠商因

不可歸責於其本身之事由，應機關要求對同一服務事項依不同

條件辦理多次規劃或設計者，其重複規劃或設計之部分，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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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另給服務費用。」 

（二）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25條規定：「機關因

故必須變更部分委託服務內容時，得就服務事項或數量之增減

情形，調整服務費用及工作期限。但已工作部分之服務費用，

得核實給付。」 

（三）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至第5項規定：「 

二、本新建工程建造費預估新台幣肆仟陸佰伍拾萬元（不含規

劃設計服務費、工程管理費、空氣污染防治費、藝術品設

置費等）。 

三、服務費給付辦法，依採購法『公有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

造費用百分比法』第一類百分比法計算並經甲乙雙方議定

支給之： 

(一)五百萬元以下部分百分比：五‧七%。 

(二)超過五百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部分百分比：五‧０%。 

(三)超過二千五百萬元至一億元部分百分比：四‧０%。 

四、第一階段規劃服務費，以新建工程建造費預估新台幣肆仟

陸佰伍拾萬元為支給計算標準，服務費用為：規劃費佔總

服務費百分之十。 

五、第二階段設計及監造工作服務費，其費用分別以工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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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費及發包工程建造費為支給計算標準。規劃費佔總服

務費百分之十。 

(一)設計費用佔總服務費百分之四十五。 

(二)監造費用佔總服務費百分之四十五。」 

（四）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一、乙方（聲請人）完成本合約第四條第一項第一階段服務工

作，得依第六條第四項條文向甲方（相對人）請領服務費。 

二、乙方（聲請人）第二階段工作之服務費請領方式： 

(一)乙方完成工程圖說設計及施工預算書，並送交甲方審

查合格後，得按預算工程建造費為支給計算標準向甲

方請領服務費累計百分之四十，前款已付服務費應先

予扣除。」 

(二)甲方完成工程發包後，乙方應檢附建造執照及電力、

電信、自來水、消防送審核可圖說送交甲方，得按發

包工程建造費為支給計算標準向甲方請領服務費累計

百分之五十五，前款已付服務費應先予扣除。」 

（五）系爭契約第10條第2項規定：「甲方認為需重新作規劃配置、設

計變更或修改時，對於原服務費，甲方按乙方實作之工作量支

付服務費，支付總金額最高以不超過服務費總值之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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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限。(一)乙方依商定之規劃配置草案繪製規劃配置圖，以不

超過服務費之百分之十給付。(二)乙方已繪製施工圖，但尚未

編製施工預算書送交甲方審查，以不超過服務費之百分之三十

給付。(三)乙方依本契約完成有關作業，以不超過服務費之百

分之四十給付。(四)以上第一、二目規劃設計服務費以甲方核

定工程概算金額為準，第三目以甲方核定預算金額為準。」 

（六）系爭契約第12條第1項第4款規定：「細部設計施工圖說及預算

書已全部完成送交甲方審查合格，而甲方停止發包者，其書圖

表等為甲方所有，由甲方按預算金額給付乙方規劃設計服務費

百分之四十以內服務費，已領之服務費應予扣除。」 

（七）系爭契約第22條第12項規定：「本契約未載明事項，悉依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定之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辦理。」 

（八）民法第229條第2項及第233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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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

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

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二、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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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前所述，聲請人完成系爭工程之原規劃設計及前後二次變更

設計之重新規劃設計，並分別於92年10月17日、93年8月3日、

94年11月24日領得花蓮縣政府發給之府城建執字第

09201108120號、第09300989790號、第94A1453號等建造執照

（見聲證2～4），且歷經相對人就原規劃設計為二次公開招

標，就第一次變更設計之重新規劃設計為六次公開招標，就第

二次變更設計之重新規劃設計為三次公開招標，而未能完成系

爭工程之發包作業後，經聲請人於97年1月23日以（97）仲建

東共字第004號函請相對人：「賜示是否擬終止『共同教學大樓

擴建工程』採購案」，相對人於97年1月25日以東總字第

0970000994號函復聲請人略以：「有關原計畫興建之『共同教

學大樓擴建工程』採購案，本校確認不予執行」等各情，為兩

造不爭之事實（見第一次詢問會筆錄第5頁），復有上開各書證

影本在卷可稽（見聲證2~5及7）。 

（二）次查，聲請人完成系爭工程之原規劃設計及前後二次變更設計

之重新規劃設計，乃係不同之規劃設計，此比對原規劃設計

圖、第一次及第二次變更設計圖自明（見聲證2~4）。又依相

對人得就原規劃設計為二次公開招標，就第一次變更設計之重

新規劃設計為六次公開招標，就第二次變更設計之重新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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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為三次公開招標等情觀之，足認聲請人均已完成系爭契約第

6條第5項第2目規定之第二階段設計工作服務無疑。 

（三）第查，依系爭契約第6條第2項及第3項計算之總服務費為

2,049,806元，以及相對人已給付聲請人原規劃設計服務費

819,922元等情，此為兩造不爭之事實（見第一次詢問會筆錄

第6、7頁）。 

（四）又查，聲請人完成系爭工程之原規劃設計及前後二次變更設計

之重新規劃設計，而生之費用說明如下： 

1.原規劃設計而生之費用1,782,754元，其中複委託： 

(1)林健春土木技師事務所辦理建築物本體結構設計及其圖

說簽證之費用132,500元。 

(2)廣智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辦理水電施工圖說之費用

142,000元。 

(3)振東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辦理下水道工程審查申請作業之

費用63,000元。 

2.第一次變更設計而生之重新規劃設計費用1,369,860元，其中

複委託： 

(1)林健春土木技師事務所辦理建築物本體結構設計及其圖

說簽證之費用119,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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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廣智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辦理水電施工圖說之費用

120,000元。 

3.第二次變更設計而生之重新規劃設計費用1,265,104元，其中

複委託： 

(1)林健春土木技師事務所辦理建築物本體結構設計及其圖

說簽證之費用106,000元。 

(2)廣智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辦理水電施工圖說之費用

70,750元。 

4.以上設計費用合計4,420,968元，其中複委託之費用合計

753,500元（見聲證9~11）。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依前開各規定，請求相對人再給付服務費 

      1,947,315 元【計算式：（原規劃設計服務費=總服務費 

      2,049,806 元之 40%即 819,922 元）+（第一次重新規劃設計服  

      務費=總服務費 2,049,806 元之 40%即 819,922 元）+（第二次 

      重新規劃設計服務費=總服務費 2,049,806 元之 55%即 

      1,127,393 元）-已給付之服務費 819,922 元=1,947,315 元】， 

      及附加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自無不合。 

叁、證物明細 

    聲證1：系爭契約影本（正反面）共1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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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證2：系爭工程原規劃設計圖及花蓮縣政府建造執照（府城建 

           執字第09201108120號）等影本共6張。 

    聲證3：系爭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圖（重新規劃設計圖）及花蓮 

           縣政府建造執照（府城建執字第09300989790號）等影本 

           共6張。 

    聲證4：系爭工程第二次變更設計圖（重新規劃設計圖）及花蓮 

            縣政府建造執照（府城建執字第94A1453號）等影本共6 

            張。 

    聲證5：系爭工程歷次招標、決標公告日期（表）及所附之公開 

           招標公告、無法決標公告等影本（正反面）共16張。 

    聲證6：聲請人96年11月26日（96）仲建東共字第070號函及相對 

           人96年12月28日東總字第0960013652號函等影本（正反 

           面）共2張。 

    聲證7：聲請人97年1月23日（97）仲建東共字第004號函及相對 

           人97年1月25日東總字第0970000994號函等影本共2張。 

    聲證8：聲請人97年1月31日（97）仲建東共字第005號函、相對 

           人97年5月13日東總字第0970005100號函、聲請人97年5 

           月29日（97）仲建東共字第0106號函、聲請人97年7月1 

           日（97）仲建東共字第0132號函、相對人97年8月18日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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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字第0970007253號函、聲請人97年8月28日（97）仲建 

           東共字第151號函及相對人97年9月23日東總字第 

           0970009358號函等影本（正反面）共9張。 

  聲證09：系爭工程原設計費用支出明細表（包括附件）、花蓮縣 

       政府規費繳款書、台灣省建築師公會花蓮縣辦事處收 

       據、結構簽證複委任契約書、林健春土木技師事務所收 

       據、廣智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收據及統一發票（振東環 

       境工程有限公司開立）等影本（正反面）計7張。 

聲證10：系爭工程第一次變更設計費用支出明細表（包括附件）、

花蓮縣政府規費繳款書、台灣省建築師公會花蓮縣辦事

處收據、結構簽證複委任契約書、林健春土木技師事務

所收據、複委任契約書及廣智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收據

等影本（正反面）計9張。 

   聲證 11：系爭工程第二次變更設計費用支出明細表（包括附件）、 

           花蓮縣政府規費繳款書、台灣省建築師公會花蓮縣辦事 

           處收據、結構簽證複委任契約書、林健春土木技師事務 

           所收據、複委任契約書及廣智電機工業技師事務所收據 

           等影本（正反面）計 7張。 

乙、相對人之聲明及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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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答辯聲明 

  一、聲請人之請求駁回。 

  二、仲裁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貳、答辯理由 

  一、實體部分 

    (一)依系爭契約第十條「變更設計」之約定（相證九：系爭契約

書），乃係指於工程辦理期間為變更或修改設計始有該條約定之

適用，惟查，系爭工程並未發包，自無於工程期間為變更設計之

情形，是聲請人依據前揭約定請求變更設計服務費，應與契約約

定不合，其請求自無理由： 

    1.按系爭契約第十條「變更設計」之約定—「一、工程辦理期間， 

甲方認為有變更或修改設計之必要時，乙方應按甲方通知之期

限內辦理完成變更設計，逾期比照本契約規定辦理（含建造執

照變更、電力、電信、自來水、消防等再送審）。二、甲方認

為需重新作規劃配置、設計變更或修改時，對於原服務費，甲

方按乙方實作之工作量支付服務費，其支付總金額最高以不超

過服務費總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一）乙方依商定之規劃配

置草案繪製規劃配置圖，以不超過服務費之百分之十給付。

（二）乙方已繪製施工圖，但尚未編製施工預算書送交甲方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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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以不超過服務費之百分之三十給付。（一）第四條第一項、

第六條：分階段給付因屬承攬契約必須完成一定工作才能請領

報酬。」 

    2.又按系爭契約第七條「服務費付款辦法」—「一、乙方完成本

合約第四條第一階段服務工作，得依第六條第四項條文向甲方

請領服務費。二、乙方第二階段工作之服務費請領方式：（一）

乙方完成工程圖說設計及施工預算書，並送交甲方審查合格

後，得按預算工程建造費為支給計算標準向甲方請領服務費累

計百分之四十，前款已付服務費應先予扣除。（二）甲方完成

工程發包後，乙方應檢附建造執照及電力、電信、自來水、消

防、送審核可書圖送交甲方，得按發包工程建造費為支給計算

標準向甲方請領服務費累計百分之五十五，前款已付服務費應

先予扣除。」 

    3.核以系爭契約第十條第一項已明示工程辦理期間，相對人認為

有變更或修改設計之必要時，得以通知聲請人於通知之期限內

辦理完成變更設計，而此時設計變更之報酬給付方式與數額即

應依同條第二項約定內容。是以，系爭契約第十條「變更設計」

之報酬給付約定僅在於工程順利發包出去後，在工程施作期間

所為之規劃配置、設計變更或修改始得依前條約定請求變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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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費，至若本件中工程既未發包，聲請人自無從依據該條約定

為服務費之請求。 

    4.查系爭契約為聲請人為被告完成設計、監造工作，相對人俟聲

請人依約完成工作後，始按完成情形分別給付報酬，其內容重

在工作完成之結果，並於完成一定工作時得請求報酬，故系爭

契約之性質應屬承攬契約（請詳參壹、二、時效抗辯乙節中之

論述）。既屬承攬契約之性質，重視一定工作成果之完成，又

核以系爭契約第七條服務費付款之約定，其約定若非於完成工

程發包後，聲請人應檢附建造執照及電力、電信、自來水、消

防、送審核可書圖送交相對人，聲請人無從請求超出於服務費

累計百分之四十之部分的服務費。 

    5.由上開說明，足徵聲請人依合約有完成規劃、工程圖說及施工

預算書，並協助相對人完成工程發包之義務。又從第十條約訂

可知工程發包後，因實際需要辦理變更設計時，相對人方應依

聲請人所定期限完成變更設計事宜，依此約定觀之，暨契約之

體系解釋，聲請人所受委託規劃於工程發包出去前，聲請人所

受委託規劃設計應有依相對人之要求為修正、變更設計之義

務。而本件工程既未發包，則聲請人依相對人請求而為變更設

計，本為其完成該階段一定工作之義務，並非系爭契約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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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之範疇，是聲請人據前揭規定為變更設計服務費之請求，

洵屬無據。 

    6.呈前所述，本件聲請人不得據系爭契約第十條請求變更設計服

務費，又兩造對於系爭變更設計，並無另行成立新的承攬契

約，且聲請人亦未能具體證明確與相對人達成變更設計之契約

關係，故聲請人之請求，顯無所憑。 

    (二)退步言之，縱聲請人可依系爭契約第十條提出變更設計服務 

    費之請求（假設語），然按最高法院之見解，系爭委託設計監造 

    服務契約核屬承攬契約，且有民法第 127 條兩年短期時效之適 

    用，故聲請人本件服務費報酬之請求業已罹於時效，茲相對人提 

    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自有理由： 

    ((一)~(四)段詳如辯論意旨狀第 4~12 頁所載) 

   （五）按「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 

    使而消滅。」民法第 127 條第 7款定有明文。而所謂技師，係泛 

    指從事於一切工程設計、監督之人，非以依技師法規定取得技師 

    證書之人為限，而建築師之業務，依建築師法第 16條之規定， 

    為受委託人之委託，辦理建築物及其實質環境之調查、測量、設 

    計、監造、估價、檢查、鑑定等各項業務，並得代委託人辦理申  

    請建築許可、招商投標、擬定施工契約及其他工程之接洽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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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其性質，自屬從事工程設計、監督之人，故建築師之酬金，應 

    適用 2年之短期時效，此亦有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1603 號 

    判決意旨（相證十五）可供參酌。經查，系爭契約之性質為承攬 

    契約，已如前所述，是以聲請人得請求酬金之時效，依前揭民法 

    條文、契約性質及判決意旨，自應適用前揭條文所示之 2年短期 

                時效，則以本件請求權分別自 93年及 94 年間即可行使時起算， 

    迄本件仲裁聲請時，顯已逾 2年之時效期間，且在此期間內亦無 

    其他足以中斷時效進行之事由，則其請求權應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被相對人為時效抗辯，拒絕給付，核屬有據。 

    (三)退萬步言，若認原告得請求兩次變更設計之規劃工作服務

費，然查聲請人就求變更規劃設計階段提供服務之報酬數額應負

舉證責任，然並未盡其舉證責任，且其請求報酬金額亦不符比例

原則： 

    1.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 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

人，應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

任，至於他造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變更或消滅之特別要件），

則應由他造舉證證明（最高法院 48 年台上字第 887 號判例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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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聲請人就變更規劃設計部分之報酬，應就實際完成一定工作成

果之範圍、數額負舉證責任，是聲請人應舉證證明有何實際施

作規劃設計具體事實，如規劃設計實際服務費用若干等，然查

聲請人於聲證九、十、十一中所提之系爭工程原設計費用、第

一次變更設計、第二次變更設計支出明細表，包含各項費用之

估價，作為其請求之依據。惟聲請人迄今並無舉證證明其請求

費用之依據，更未提供其他證物證明之，實不足證明系爭契約

第十條所謂「實作工作量」之多寡，自應受仲裁不利判斷。 

    3.揆諸系爭契約第十條「變更設計」之規定，縱該規定於本件尚

有適用（假設語），並衡酌誠實信用原則觀之，聲請人請求服

務費之數額，並未符合比例原則，實有過高之虞，亦與該條約

定有違： 

 (1)倘系爭工程未發包前所為之變更設計，仍有系爭契約第十

條之適用（假設語，相對人否認之，請詳參一、(一)之說明），

則系爭契約第十條變更設計之服務費應係以原服務費之百分

之四十（亦即以 40﹪×40﹪＝16﹪）為相對人給付之上限： 

  A.衡諸系爭契約第十條第二項約定「甲方認為需重新作規劃 

配置、設計變更或修改時，對於原服務費，甲方按乙方實

作之工作量支付服務費，其支付總金額最高以不超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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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總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故計算該條服務費乃應以原

服務費為基準，並按實作之工作量給付，惟不得超出原服

務費之百分之四十。亦即依契約約定中設計變更之服務費

用乃以原設計服務費為計算基準，須按該次設計變更服務

之實作工作量為計算依據，並以原服務費百分之四十為支

付之上限。 

B.前揭約定乃係考量，建築師再行變更設計者，畢竟並非全部

重新設計規劃係以原設計為本所為之修改，故應以原服務

費之百分之四十為請求上限，亦堪稱合理。 

(2)觀諸系爭契約第十條變更設計部分之約定既明文約定縱有

設計變更亦以不超過服務費總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則聲請

人逕以最高上限服務費總值之百分之四十為請求金額，自非

允恰。揆諸系爭規定，足徵聲請人所得請求金額之多寡應以

其所為之變更設計之工作進度及工作範圍之變化而有差異，

殊難僅因相對人一旦請求聲請人為設計變更，即使得聲請人

逕得依服務費總值之百分之四十為報酬之請求。 

(3)觀諸系爭契約第三條「委託服務工作項目內容」—「一、第

一階段：規劃及初步設計（一）建築工程之基地現場勘查，

含地上、地下構造物及管線。（二）規劃前置作業含基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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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作業（含週邊道路設施及建物現況測量），相關作業依據

花蓮縣政府建管單位之本校地籍現況套繪圖為藍圖，實施本

案建築物規劃設計套繪工作。（三）繪製工程設計簡要圖說及

總工程概算書。二、第二階段（細部設計及配合工程發包作

業與監造階段）（一）乙方完成第一階段工作，經甲方同意後，

即繪製建築、結構、水電、空調、污水處理設施、裝修、固

定設備及景觀等設計與施工詳圖，編製施工、設備及器材規

範，結構計算書及施工預算書（包括詳細表、數量計算及單

價分析表）。」可知縱有變更設計之情形，規劃及初步設計中

建築工程之基地現場勘查，及基地現況測量作業等規劃前置

作業，皆已無需再行提估服務。又兩次變更僅為樓層建築面

積之減少，檢討招標文件之內容，以及刪減施工材料與建築

內部之設備（參見共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招標及變更設計流

程表，相證十六），故聲請人縱有提供此部分之服務，然並不

得請求至百分之四十之服務費，至為顯明。 

(4)查聲請人規劃設計之本意在於協助相對人得以將工程予以

順利發包，惟緣於設計之結構、具體施作項目之材料與數量、

門窗、行動不便設施以及預估發包單價不合時宜等情之設計

缺失（參見詳同證一、證二及證三（九四）仲建東共字第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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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六五號），以致發包不順遂而無人承攬施作系爭工程，嗣始

有後續變更追加設計之問題，故不能逕將追加設計變更之責

任及此一風險、成本全然均歸責相對人，從而聲請人請求之

服務費金額誠有過高之嫌。 

(5)又聲請人之設計規劃本身恐致使工程所需之原物料難以估

算、施作有實際執行之困難，故承攬者得否順利完成系爭工

程取得合理利潤，誠屬不易之事，是以原有意承攬之廠商因

之卻步；相對人於無法發包執行之情況下，除並無受有任何

利益外，亦平白受有設計、規劃費用支出之損失。職是，衡

諸誠實信用、公平合理原則，聲請人逕以最高上限服務費總

值之百分之四十為請求金額，自與前揭原則有違。 

(6)揆諸前揭說明，足徵聲請人所得請求金額之多寡應以其所為

之變更設計之工作進度及工作範圍之變化而有差異，殊難僅

因相對人經請求聲請人為設計變更，即使得聲請人逕得雙方

約定給付上限為報酬請求之計算方式。故聲請人應再舉證證

明其所實際施作之工作量，即須證明變更設計部分與原先設

計有截然不同之差異，實已形同再行設計乙次，而觀諸該次

聲請人補充理由狀雖有列明其工時之計算，惟其仍未舉證說

明其實際施作之工作量（即變更設計部分與原先設計之差異



36 

 

何在），自有舉證不足之情。且聲請人之重新設計部分實則係

以原有之設計、特點為範本，且歷次設計之差異性並不顯著，

故建物之主要設計及功能原則上均無不同，就主要部分毋須

另為重新設計，僅概依原設計面積予以適度縮減。是以，揆

諸迭次設計，其變更差異性不大，未逾原契約之工作量，是

聲請人再次請求之服務費，應無所憑，退步言之，若聲請人

尚可請領設計變更之服務費，則若仍得以請求總服務費百分

之四十之設計服務費用不僅與契約約定相悖，又顯與公平合

理原則有違，亦殊失誠信。 

   (四)查本件因聲請人設計不當之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致使本

件歷次工程招標均非順遂而無人投標；又衡酌聲請人之變更設計

實則多有重複，揆諸迭次設計，其變更差異性不大，未逾原契約

之工作量，是聲請人再次請求之服務費，應無所憑；若得請求，

亦應有與有過失之情形，應減少其得請求之數額： 

    1.按「廠商因不可歸責於其本身之事由，應機關要求對同一服務

事項依不同條件辦理多次規劃或設計者，其重複規劃或設計之

部分，得核實另給服務費用。」此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依

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訂定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

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4 條所明訂。故聲請人縱對同一服務事項

為多次設計，就重複規劃、設計部分須以其並無可歸責己之事



37 

 

由始可請求，業經上開規定揭示甚明。 

    2.查聲請人之重新設計部分實則係以原有之設計、特點為範本，

且歷次設計之差異性並不顯著，故建物之主要設計及功能原則

上均無不同，就主要部分毋須另為重新設計，僅概依原設計面

積予以適度縮減。是以，揆諸迭次設計，其變更差異性不大，

未逾原契約之工作量，是聲請人再次請求之服務費，應無所

憑，退步言之，若聲請人尚可請領設計變更之服務費，則若仍

得以請求最高上限之設計服務費用顯與公平合理原則有違，亦

殊失誠信。 

    3.又本案雖經聲請人變更建築面積二次，又聲請人所稱變更理由

雖以受建材原物料價格攀升，導致工程無法決標，惟聲請人既

係專業技術服務廠商，自有判斷市場需求之專業能力，應於完

成設計圖書、細部預算之工作時，依專業評估使其所設計之成

果符合市場所需，以負專業責任。然查，歷次招標修正亦均依

聲請人建議修正成果公告，然竟於 12 次招標結果均係無人投

標（參見國立東華大學共同大樓擴建工程歷次招標、決標公告

表與公開招標公告，相證十七），更顯聲請人設計與製作細部

預算書之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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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且歷次修正均為刪減面積(二次刪減面積達 1539.96 平方公

尺，刪減率達 35％)或其附屬設施、設備等，依據營造工程物

價指數，民國 92年年增率 4.67％、93年年增率 14.12％，計

93 年增加 9.45％，惟設計單位第一次變更面積比原設計面積

減少達 26.65％，發包預算不變，刪減面積與物價指數之增加

實不合比率原則，又 94年物價總指數年增率僅比 93年度增加

0.69％，其第二次變更面積比第一次變更面積減少 8.27％，

設計單位顯有疏失，自有可歸責之情形，自不得聲請變更設計

之服務費。 

    5.又查，相對人身為業主僅提出總預算跟自身需求之概況，又依

系爭契約約定細部預算書與設計圖乃係聲請人於設計規劃時

所提供服務之項目者，然若非聲請人所提出之細部預算書圖說

與設計圖書有所疏漏、不當之處，何以歷經多年且十二次招標

竟未有任一家廠商投標，此由共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招標及變

更設計流程表（詳同相證十六）之說明亦可證之。 

    (五)另有關聲請人請求有關第二次變更設計規劃服務費之部分

（總服務費 55% — 1,127393 元），揆諸系爭合約第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之約定，聲請人得按發包工程建造費為計算標準向相

對人請領服務費累積至百分之五十五，應係以相對人完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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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包為前提，故系爭工程之發包乃該部分付款之停止條件，惟

查系爭工程固有完成設計部分，然系爭工程既未發包，且相對

人亦無以不正當行為阻止系爭工程之順利發包，從而，聲請人

請求該該部分之服務報酬，容有誤會，實與契約約定不符。承

上所述，系爭工程乃以順利發包為相對人給付該部分款項（總

服務費 55%，即 1,127393 元）之停止條件，惟系爭工程縱有

完成設計部分，然系爭工程既未發包，且相對人亦無以不正當

行為阻止系爭工程之順利發包，從而，聲請人請求逾越總服務

費 55%之金額，顯與契約約定不符。 

二、程序部分 

    (一)依兩造契約第 18 條之約定內容「履約爭議與訴訟：一、本

工程進行中，乙方對本契約各項條款，以及其附件中各項規定有

疑義時，應在執行前向甲方工程司提請解釋，如乙方對甲方工程

司的解釋不能認同，乙方應再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異議。二、

甲方在乙方提出解釋或異議之請求時，應在接到其申請之（二十）

日內答復之‧‧‧三、乙方對甲方答復覆議之內容不能同意時，

乙方可在甲方答復之日起（十五）日內」，本件聲請人提起本件

仲裁聲請業已違反前揭違反仲裁協議之前置程序約定，故聲請人

應不得提起本件仲裁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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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查系爭契約第 18 條係約定「履約爭議與訴訟：一、本工程進

行中，乙方對本契約各項條款，以及其附件中各項規定有疑義

時，應在執行前向甲方工程司提請解釋，如乙方對甲方工程司

的解釋不能認同，乙方應再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異議。二、

甲方在乙方提出解釋或異議之請求時，應在接到其申請之（二

十）日內答復之‧‧‧三、乙方對甲方答復覆議之內容不能同

意時，乙方可在甲方答復之日起（十五）日內，得以下列方式

之一處理之：（一）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向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向仲裁機構（中華民國仲裁協

會、台灣省營造工程爭議仲裁協會及中華工程仲裁協會）擇一

提付仲裁。‧‧‧」由上開約定可知雙方仲裁協議應係以「本

工程進行中，其對本契約各項條款，以及其附件中各項規定有

疑義」，而「在執行前向聲請人方工程司提請解釋」、「其對

聲請人方工程司的解釋不能認同」及，「其以書面述明理由向

聲請人異議」等為仲裁協議之前置程序。然查，本件聲請人並

無向聲請人方之工程司提起解釋，仲裁協議即因未踐行前置程

序，故前置程序未完成，則仲裁程序無從開始，又相對人亦無

以不當行為阻止前置程序之完成，故聲請人提起本件仲裁未完

成仲裁前置程序，確有程序上之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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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觀諸上開約定，係約定相對人「應」（非「得」）在執行前向

甲方工程司提請解釋、「應」再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異議，

具見兩造間就本件工程履行爭議事項，應行前置程序，該規定

並非僅是訓示規定。 

    3.觀諸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一八號：「‧‧‧原審

依調查證據為辯論之結果，以：依被上訴人之八十八年三月二

十六日國工一（八八）技字第一五六三號覆函，已表示對上訴

人請求再召開誠意磋商會議礙難同意，可知被上訴人之工程司

至遲於該期日即作成書面決定，函覆不同意上訴人之請求。嗣

被上訴人既於八十八年四月十五日再以國工一（八八）國工字

第○八五五六號函拒絕其請求，上訴人亦於第一審自認其確於

同月十九日收受該覆函，乃上訴人竟於八十八年五月三日始將

其欲提付仲裁之要求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經被上訴人於同年

月五日收受其要求函，顯已逾修正一般規範 ‧ 所訂上訴

人應於收受書面裁決（拒絕函）之次日起十四日內將欲提付仲

裁之要求以書面通知被上訴人之約定。另依上訴人於仲裁聲請

書所稱：其再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函請被上訴人作成書面

決定，被上訴人工程司仍以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國工一（八八）

工字第五六九二號函拒絕其請求，其遂於同年月二十七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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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中工營字第○○○七二一之五一○號函向被上訴人提

出申訴云云，亦已逾修正一般規範 ‧ 所訂：如承包商（上

訴人）對工程司之決定不服，應於接到工程司書面指示之次日

起十四天內向被上訴人申訴之約定。則依修正一般規範

‧ 約定：「如承包商違反前揭 ‧ 、 ‧ 之約定時，

視為接受工程司或國工局之決定，不得再提付仲裁」之旨，上

訴人既已違反該 ‧ 及 ‧ 關於仲裁前置程序之約定，

自不得提起本件仲裁之聲請，系爭仲裁程序即屬違反兩造間之

仲裁協議。上訴人辯稱縱認伊未完全遵守雙方約定仲裁前置程

序之期間，亦不構成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得撤銷之事

由云云，殊非可採。何況修正一般規範 ‧ （ ）更約定：

﹁任一方依前述規定提起仲裁時，應由當事人兩造各選一仲裁

人，兩造並應共同推選一主任仲裁人，如兩造不能在一方向中

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提出仲裁聲請之日起二個月內就該仲裁

事件選定各方之仲裁人並同時推選出主任仲裁人時，視為雙方

不同意仲裁，任一方得逕行起訴」。觀其內容，係屬兩造關於

仲裁人選定方法、方式及期間等有關仲裁協議必要部分之特別

約定，即無仲裁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縱系爭工程合約

屬定型化契約，然上開約定僅生視為不同意仲裁協議之效果，



43 

 

使仲裁協議失其效力，兩造仍得利用民事訴訟程序進行訴訟以

解決紛爭，於訴訟進行中，被上訴人已無再依仲裁法第四條規

定聲請法院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之可能，此種雙方均有機會使用

之條款，對彼此又為公平對待，經核尚無顯失公平或違反強

制、禁止規定，或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情事，應屬有效。

上訴人所為該約定限於兩造因客觀之原因事實不能組成仲裁

庭時之情事，不包括任何一方「拒絕」或「不願意」選任仲裁

人或共推主任仲裁人之情形，被上訴人違反組成仲裁庭之義務

之辯解，並不足採。是上訴人既違前述仲裁前置程序，系爭仲

裁程序自已違反兩造間之仲裁協議，且被上訴人就系爭仲裁事

件，迄未於上訴人向仲裁協會提出仲裁聲請二個月內選定仲裁

人，亦未與上訴人共同推選主任仲裁人，為兩造所不爭執，依

修正一般規範之約定，即應視為兩造不同意仲裁，兩造間之仲

裁協議當然失其效力。詎上訴人仍聲請仲裁協會為被上訴人選

定仲裁人及推選主任仲裁人，以進行仲裁，做成系爭仲裁判

斷，顯有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之撤銷仲裁判

斷事由。被上訴人據以提起撤銷系爭仲裁判斷之訴，為有理

由。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駁回上訴人之

上訴，經核於法並無違誤。上訴論旨，猶就原審取捨證據、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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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事實及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非有理由。」（詳同相證七）    

    4.按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671 號判決：「按當事人於仲裁

契約約定，一方於提付仲裁前，應先踐行前置程序，其目的乃

賦予他方充分考量之機會，以權衡『接受求償』與『提付仲裁』

間之利弊，並決定就何項爭議得提付仲裁之權利，故前置程序

係本於雙方當事人之自由，為雙方合意有效之仲裁約款，有確

定當事人間具體爭議之功能，進而過濾此等爭議是否適宜提付

仲裁，當事人一方倘未依約履踐仲裁前置程序，則因當事人間

就提付仲裁之爭議無法確定，且此等爭議原非當事人願以仲裁

程序解決者，即非屬仲裁契約標的之爭議，自不得就此等爭議

事項提出仲裁聲請。此種約定並不影響當事人仍得循訴訟程序

請求救濟之權利，故無違反平等原則甚或公序良俗之可言。查

原審既認定依工程合約一般規範第 5.25 節之規定，被上訴人

於提付仲裁前，應先踐行前置程序，惟又謂前置程序係一無法

律效力、無程序保障之裁決程序，被上訴人雖未予履行，不能

認為兩造間「並無爭議」云云，顯係誤解仲裁契約標的爭議之

真義所致，其見解自有可議。」（相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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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再按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405 號判決：「如未依前款所

限日數函復或收到前款函復內容十四日內得將爭議內容提請

仲裁，係屬仲裁程序之前置程序。惟仲裁判斷若有違反前置程

序係屬仲裁程序違反仲裁協議，並非屬仲裁判斷逾越仲裁協

議。上訴人主張系爭仲裁判斷違反仲裁前置程序，係屬逾越仲

裁協議範圍，即有未合。」（相證十九） 

    6.末查，衡諸系爭契約第 18 條第 4 項約定「前款之調解及申訴

仍無法解決時，兩造得採訴訟方式辦理，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可徵縱使聲請人依上開約

定已不得提起本件仲裁，惟聲請人仍得提起訴訟，以維其權

益，是以上開原先之仲裁協議約定並不影響聲請人訴訟、救濟

之各項權利，聲請人仍可循法律訴訟裁判，即仍可利用一般民

事訴訟程序以保障自身權利，其訴訟上權利並無受侵害而無法

救濟之虞，是系爭契約第 18 條之約定並未限制上訴人訴訟之

權利，自不待言。是以，原先仲裁協議約定要求於踐行諸如「本

工程進行中，其對本契約各項條款，以及其附件中各項規定有

疑義，而在執行前向聲請人方工程司提請解釋」、「其對聲請

人方工程司的解釋不能認同」、「以書面述明理由向聲請人異

議」、「須異議答復後於十五日之期限內提起仲裁」等前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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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下，惟並未規定聲請人若未踐行該上開程序，即產生失權效

果，是前揭條款之約定並未違背強制或禁止之規定，亦與契約

自由原則尚無不合。是以，聲請人聲請仲裁之範圍並非針對工

程進行中之契約或規定之解釋，亦無向工程司提起解釋，亦無

遵期提起仲裁，自未踐行前揭前置程序，故其仲裁之聲請自有

違反雙方仲裁協議。 

    (二)觀諸系爭契約第 18 條之約定，雙方乃約定聲請人若對相對

人之答復異議內容不能同意時，可在聲請人答復之日起十五日內

提付仲裁，雖聲請人陳稱前揭十五日為訓示規定，然查，縱不採

前述前置程序之論述，惟亦可認此約定乃仲裁協議之解除條件，

而本件相對人既於逾越上述約定期限始提付仲裁，則因仲裁協議

之效力已不復存在，故本件仲裁聲請自有違反仲裁協議，謹陳理

由如下： 

    1.觀諸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九四七號：「查本件未經教

育部核准，本即不得提起仲裁，被上訴人前開函僅係提議，並

敘明如上訴人不同意前開提議，被上訴人將在一個月內提起撤

銷仲裁之訴，有被上訴人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南藝總營字第

○九二○○○○三二三號函可證，仲裁協議不生效力，即不得

仲裁，不因被上訴人有此提議，而生一部仲裁之效力，被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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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提議，上訴人既未接受，而該提議，亦與仲裁協議無關，

全部仲裁程序既有瑕疵，即應全部撤銷，上訴人此項主張，仍

為無理由。按仲裁協議不成立、無效，或於仲裁庭詢問終結時

尚未生效或已失效者，當事人得對於他方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

訴，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上訴人提付仲裁

違反兩造仲裁協議所定須被上訴人報請教育部核准之約定，因

條件未成就而不生效力，構成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從而被上

訴人依上述條款之規定，請求撤銷仲裁協會於九十二年一月三

日作成之九十一年度仲聲信字第一八號仲裁判斷，於法有據，

應予准許，並敘明被上訴人之請求，依仲裁法第四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既有理由，被上訴人另主張之同條項第四款部分，不另

審酌，爰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經

核於法並無不合。」」」」（詳同相證八） 

    2.由仲裁法第 1條第 1項所定內容觀之，仲裁既須在當事人雙方

均同意以此程序解決爭端之情形下，始有適用，在契約自由原

則下，自可訂明仲裁協議在其種約定情形下失其效力，以維護

當事人自主決定適用仲裁程序之權利。 

    3.系爭契約第 18 條約定「履約爭議與訴訟：一、本工程進行中，

乙方對本契約各項條款，以及其附件中各項規定有疑義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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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前向甲方工程司提請解釋，如乙方對甲方工程司的解釋

不能認同，乙方應再以書面述明理由向甲方異議。二、‧‧‧

三、乙方對甲方答復異議之內容不能同意時，乙方可在甲方答

復之日起（十五）日內，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之：（一）依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之一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

調解，或向仲裁機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台灣省營造工程爭

議仲裁協會及中華工程仲裁協會）擇一提付仲裁。‧‧‧」由

上開約定可知雙方係以相對人對聲請人異議所為答復之當日

後十五日內若無提付仲裁，為仲裁協議之解除條件。 

    4.查本件相對人係於 97 年 8 月 18 日東總字第 0970007253 號函

文（詳同相證四）回復表示「歉難同意支付，‧‧‧，三、貴

事務所如對本校答覆內容不能接受時，得依本契約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向採購申訴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向仲裁機構提付仲

裁。」依契約第 18 條第 3 項約定，聲請人若有意提付仲裁或

工程會調解均應於收受上開答復後之十五日內提起，逾該十五

日後系爭仲裁協議即失其效力。然查，聲請人卻遲於 97年 10

月 21 日始向中華民國仲裁協會提出仲裁聲請（詳同相證五），

顯已逾越雙方上開約定之期限，故其仲裁聲請即有程序之瑕

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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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查雙方僅於系爭契約約定有附有解除條件之仲裁協議，又嗣後

雙方並無再行成立其他仲裁協議，故聲請人提起本件仲裁，即

有程序上之瑕疵。又查，相對人東總字第 0970009358 號函文

（詳同相證六）亦是明確表示「同意依本契約第 18 條第 3 項

規定提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該函文僅係強調、重申須

依契約約定處理仲裁與否之問題，並非另行成立新的仲裁協

議。亦即依本契約第 18條第 3項提付仲裁，自應遵循該約定，

若已逾越前揭收受答復後十五日，則原本之仲裁協議業已因解

除條件成就，而效力不復存在。 

    6.再查，衡諸系爭契約第 18 條第 4 項約定「前款之調解及申訴

仍無法解決時，兩造得採訴訟方式辦理，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

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可徵縱使聲請人依上開約

定已不得提起本件仲裁，惟聲請人仍得提起訴訟，以維其權

益，是以上開原先之仲裁協議約定並不影響聲請人訴訟、救濟

之各項權利，聲請人仍可循法律訴訟裁判，即仍可利用一般民

事訴訟程序以保障自身權利，其訴訟上權利並無受侵害而無法

救濟之虞，是系爭契約第 18 條之約定並未限制上訴人訴訟之

權利，自不待言。是以，原先仲裁協議約定要求於一定條件下

須於十五日之期限內提起仲裁，依此約定乃屬將來、客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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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的事實，係解除條件，且此約定並未違背強制或禁止之規

定，依契約自由原則，並無不合。 

    7.又按仲裁協議固不排除得約定須經一定之前置程序後始得提

請仲裁，惟所謂前置程序係指一定之程序事項而言，而上述仲

裁須於特定事件發生後，並須於一定期限內提起仲裁，此依約

定乃屬解除條件，與仲裁之前置程序無涉，應併予敘明。 

    8.末查，原先契約約定之仲裁協議既已無效力，即不得仲裁，不

因聲請人有此提議，而生仲裁之效力，茲聲請人之仲裁提議，

相對人既未接受該提議，則雙方並無仲裁協議存在，若  鈞庭

為實質判斷，並為仲裁決定，將因全部仲裁程序既有瑕疵，恐

遭全部撤銷。是以，聲請人提付仲裁違反兩造仲裁協議約定，

即須聲請人對於相對人答復異議之內容不能同意時，於相對人

答復之日起十五日內提付仲裁，若未於前揭十五日內提付仲

裁，因解除條件成就而仲裁協議效力業已失效，故若再為仲裁

決定恐將構成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 

叁、證物明細 

    相證一:東總字第 0930003458 號函。 

    相證二:(九七)仲建東共字第 004 號。 

    相證三：(九四)仲建東共字第 006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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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證四:97 年 8月 18 日東總字第 0970007253 號函。 

    相證五:97 年 10 月 21 日聲請人之仲裁聲請書。 

    相證六:97 年 9月 23 日東總字第 0970009358 號函文。 

    相証七：最高法院九十三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一八號判決影本一 

            份。 

    相証八：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九四七號判決影本一份。 

    相證九：系爭契約書影本一份。 

    相證十：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92年度台上字第 1429 號判 

            決影本一份。 

  相證十一：最高法院 95年台上字號 2307 號判決影本一 

               份。 

    相證十二：台灣高等法院高雄高分院 93年重上字第 66號判決影  

             本一份。 

    相證十三：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95年度上更(一)字 

               第 31 號判決影本一份。 

    相證十四：共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委託技術服務說明書影本一 

               份。 

     相證十五：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1603 號判決影本一份。 

     相證十六：共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招標及變更設計流程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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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份。 

     相證十七：國立東華大學共同大樓擴建工程歷次招標、決標公    

               告表與公開招標公告影本一份。 

     相證十八：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671 號判決影本一份。 

     相證十九：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405 號判決影本一份。 

判斷理由判斷理由判斷理由判斷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兩造以換文方式同意將計付服務費之爭議提付本會仲裁，即 

    有仲裁協議，故本件得提付仲裁，茲分述之； 

  (一)聲請人於97年 1月 23日以(97)仲建東共字第004號函請相對 

      人「賜示是否擬終止本採購案」(見聲證 7)。相對人於 97年 1 

      月 25 日以東總字第 0970000994 號函覆聲請人謂:「本採購案， 

      本校確認不予執行」(見聲證 7)。意即兩造以換文方式終止本 

      採購案之契約。 

  (二)聲請人於97年 1月 31日以(97)仲建東共字第005號函請相對 

      人:「補貼本所應領服務費 15%之 1/2 及支付變更設計服務費 

      819,922 元整」，相對人於 97年 5月 13 日以東總字第 

      0970005100 號函覆:「歉難同意」。聲請人於 97年 5月 29 日 

      以(97)仲建東共字 0106 號函向相對人提出異議，因相對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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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接到申請之後 20日內答覆，請依契約第 18條第 2款「視同 

      接受本所之意見」，請即辦理服務費之給付。相對人於 97年 

      8 月 18日以東總字第 0970007253 號答覆:「歉難同意支付， 貴 

      所如不能接受，得依本契約第 18條第 3項規定申請調解或提 

      付仲裁」(見聲證 8)。顯示雙方對於本件服務費之給付事宜產 

      生爭議，且相對人提議聲請人可將之提付仲裁。 

  (三)聲請人於97年 8月 27日以(97)仲建東共字第151號函建請相  

      對人:「同意將該爭議提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嗣經相 

      對人於 97 年 9月 23 日以東總字第 0970009358 號函覆:「有關 

      本件設計服務費爭議乙案，同意依本契約第 18條第 3項規定 

      提付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足證，當事人雙方對本件爭議 

      已有仲裁協議甚明，聲請人向本會申請仲裁於法，並無不合。 

   (四)至於相對人事後在本件仲裁時，始提出關於系爭契約第18 條 

       第 3項規定之 15 日為除斥期間，又為解除條件，以及聲請人 

       未踐行前置程序等項抗辯，均不足以否定或推翻雙方已有仲 

       裁協議之事實，一併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本件技術服務工作，雙方不爭執事項為: 

    (一)聲請人已完成原規劃設計及二次變更設計，並分別於 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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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7 日、93 年 8月 3日及 94 年 11 月 24 日領得三張建 

        築執照，且歷經相對人就原規劃設計為二次公開招標，就第 

        一次變更設計為六次公開招標，就第二次變更設計為三次公 

        開招標，均未能完成工程之發包作業。 

    (二)本件技術服務契約，經聲請人於 97.1.23 以(97)仲建東共字 

        第 004 號函及相對人於 97.1.25 以東總字第 0970000994 號 

        函，以換文方式同意契約終止。 

    (三)本件總服務費之計算式依系爭契約第 6條規定為: 

        46,500,000 元(工程建造費預算)－165,554 元(保險費) 

        －2,214,286 元(營業稅)＝44,120,160 元 

        500 萬元以下:5,000,000 元×0.057＝285,000 元 

        500~2500 萬元:20,000,000 元×0.05＝7,000,000 元        

    ＋  2500 萬~1 億元:19,120,160 元×0.04＝764,806 元         

                              總服務費＝2,049,806 元 

    (四)相對人已給付聲請人之服務費為 819,922 元。 

  二、雙方爭執之事項為(一)未領之服務費有無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 

     滅?(二)契約終止後，雙方應如何辦理結算計付未領之服務費 

     茲分論之； 

     (一)未領之服務費有無請求權罹於時效而消滅? 



55 

 

        按本件建築師受託辦理規劃、設計、監造之服務費，其請求 

        權時效，向有主張二年及主張十五年之時效兩種。縱採用二 

        年之時效。惟系爭服務契約係於相對人於 97.1.25 回函確認 

        本件不予執行時始生終止效力。則因契約終止後，雙方始就 

        未領之服務費進行結算，即聲請人自此終止時起，就其未領   

        之請求權為其可行使時，依民法第 128 條，其消滅時效應自 

        97.1.25 上開回函送達聲請人之翌日起算 2年，故聲請人於 

        97 年 10 月 21 日提出本件仲裁之聲請，並未逾 2年之請求 

        權時效。而相對人主張本件請求權分別自 93年及 94 年間即 

        可行使時起算，迄本件仲裁聲請時，已逾 2年之時效期間云 

        云，顯不可採。 

   (二)未領之服務費應如何計算?茲依聲請人請求之項目分論之； 

   1.原規劃設計服務費部分: 

     依系爭契約第 10條第 2項「甲方認為須重新作規劃配置、設計、 

     變更或修改時，對於原服務費，甲方按乙方實作之工作量支付 

     服務費，其支付總金額最高以不超過 40%為限；(一)……(二) 

     ……(三)乙方依本契約完成有關作業，以不超過服務費之 40% 

     給付」。又依系爭契約第 12條第 1項第(四)款「契約終止:細 

     部設計施工圖說及預算書已全部送交甲方審查合格，而甲方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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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發包者，……由甲方按預算金額給付乙方規畫服務費百分之 

     40 以內為限」。而本件原規劃設計已經相對人辦理二次招標， 

     足證乙方(聲請人)依本契約完成有關作業，故依上述契約條款 

     規定，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之服務費為總值之 40%，即 

     2,049,806 元×40%＝819,922 元，且相對人業已付清本筆款項是 

     為兩造所不爭執，併予敘明。 

    2.第一次及第二次變更設計之服務費: 

      查系爭契約第 10條雖就如有變更設計時，對於原服務費如何 

      計付有所規定，但對於因變更設計而增加工作之服務費如何計 

      付，系爭契約並未約定。惟依系爭契約第 22條「附則」第 12 

      款:「本契約未載明事項，悉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定之 

      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辦理」，且相對人又屬公立學校，則本 

      項服務費應可適用該會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2項訂定之「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19條第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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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設計核准後須變更者」，及第 24條「廠 

      商因不可歸責於其本身之事由，應機關要求對同一服務事項依  

      不同條件辦理多次規劃或設計者，其重複規劃設計部分，得核 

      實另給服務費用」。而依○1 相對人 93.4.29 東總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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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003458 號函略謂:本工程經三次公告上網辦理招標，皆因 

      物價波動影響無法順利完成發包作業，請依指示辦理變更設計    

      等語(見相證1)○2聲請人97.1.23(97)仲建東共字第004號函: 

      「本採購案始終因營建物價劇烈變動，而未能順利完成發包作 

       業」云云(見相證 2)，足證本件須變更設計，係不可歸責於 

       聲請人之事由，故相對人就聲請人因變更設計之服務費應依 

       上揭「核實給付」之原則辦理，本仲裁庭衡酌下列理由，並 

       本諸上述「核實給付」之精神，判斷如下: 

       A.參酌系爭契約第十條第二項關於原服務費之支付標 

         準:(一)乙方依商定之規劃配置草案繪製規劃配置圖，以 

         不超過服務費之 10%給付。(二)乙方已繪製施工圖，但尚 

         未編制施工預算書送交甲方審查，以不超過 30%給付。(三) 

         乙方依本契約完成有關作業，以不超過服務費之 40%給  

         付。又斟酌第一次變更設計圖(見聲證 3)及第二次變更設 

         計圖(見聲證 4)，顯示聲請人雖經兩次變更設計，但均援 

         用雙方商定之規劃配置草案繪製規劃配置圖，故變更設計 

         之服務費應就其上限 40%扣除 10%(40%－10%)為 30%之限 

         制。 

       B.依據聲請人所提第一次變更設計費用支出明細表中(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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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 10)，及依上述變更設計之服務費本諸「核實給付」之 

         原則，並受服務費總值 30%之限制下，上兩項費用支出明 

         細表中，其他項目即:○1 變更設計需求檢討○2 建築線申請 

         作業○3 結構簽證作業○4 水電管線申請作業○5 工程數量計 

         算作業○6 工程預算書圖作業○7 施工說明書編輯作業○8招 

         標圖說文件作業○9行政會計配合作業等項，仲裁庭認定已 

         涵蓋於上項費用支出明細表內之工時中，均應扣除而不應 

         計付。 

             本仲裁庭認定第一次變更設計之服務費應以上項費 

         用支出明細表中，下列項目及金額計付:即○1 建築執照申 

         請作業費 76,300 元(見聲證 10 第 5頁) ○2建築施工圖說              

         作業費 253,500 元(見聲證 10 第 6頁)○3 結構施工圖說作      

         業費 86,500 元(見聲證 10 第 7頁)○4 水電施工圖說作業費 

         120,000 元 (見聲證 10 第 8、9頁)。以上 4筆費用合計 

         536,300 元。 

      C.另依據聲請人所提第二次變更設計費用支出明細表(見聲 

        證 11)，依上述(B)段所述理由，本仲裁庭認定第二次變更       

        設計之服務費，應以上項費用支出明細表中，下列項目及 

        金額計付，即○1建築執照申請作業費 76,300 元(見聲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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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頁)○2 建築施工圖說作業費 233,500 元(見聲證 11 第 6 

        頁)○3結構施工圖說作業費 68,500 元(見聲證 11 第 7頁)○4  

        水電施工圖說作業費 70,750 元(見聲證 11 第 8頁)。以上 

        四筆費用合計 449,050 元。     

   3.依上所述，相對人應給付聲請人之服務費為○1 原規劃設計之服 

     務費 819,922 元○2 第一次變更設計之服務費 536,300 元○3第二 

     次變更設計之服務費 449,050 元，合計 1,805,272 元，扣除已 

     領之服務費 819,922 元＝985,350 元(應領而未領之服務費)。 

     因聲請人請求相對人給付 1,947,315 元，惟依上所述，逾上開 

     985,350 元金額之請求，應不予准許。 

   4.至於聲請人請求自本聲請書繕本送達(97.10.24)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此依民法第 229 條、 

     第 233 條之規定，應予准許，爰判斷如主文一項後段所示。 

三、兩造其餘攻防主張及證據，因於本判斷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 

    論述。 

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之請求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斟酌 

    判斷仲裁費用之負擔如主文第三項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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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項規定，於台北 

    市作成本件仲裁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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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 9 年 2 月 5 日 

 

                      主任仲裁人:張國清 

                          仲裁人:林平昇 

                          仲裁人:莊秀銘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誤 

                          書記員:胡文馨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3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