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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契約中「重大變更設計」 
之認定原則與爭議解決

謝定亞*

摘要
國內關於變更設計之工程爭議相當常見，此類爭議之關鍵通

常不在於變更設計之有無，而是該爭議如何合理認定補償或賠償金

額。依本文之分析，其主要原因係工程契約中關於變更設計之約款

忽略「重大變更設計」概念所致。基於重大變更設計之性質與一般

變更設計性質不同，嚴格依變更設計約款核認補償或賠償方法，將

造成不合理現象。本文援引英美習慣法之原理，並觀察英、美法院

歷年重要判決，提出工程契約之重大變更設計概念，並建議以之為

解決前開涉及變更設計之困難爭議。在工程契約變更設計約款尚未

涵納重大變更設計原則前，此類爭議於仲裁中並非不能有效解決：

關於法律關係，仍可適用民法規定與相關法理；關於損害賠償之計

算則可援引國際工程契約慣例與透過英美法院判決所歸納之民事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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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變更設計之必要性與經濟效率

工程契約是建構在業主與廠商間對於工作範疇（scope of work）之共同認

知與對價。因為工作範疇涉及施工材料與勞力之取得，如果兩造對於工作範

疇缺乏相同認知，則此承攬工作與對價即欠缺合致的基礎。況且承攬廠商之

利潤極其微薄，如果一方所認定之工作範疇大於他方所認定者，即使兩造認

知差異極小，但該差異所代表之金額相對於廠商利潤之比值卻可能相當大。

因此工作範疇的爭議極可能造成廠商拒絕履約（因為利潤遭大幅稀釋）或是

提供廠商取得暴利（windfall）的機會。正因為如此，涉及到工作範疇之爭議

通常都非常棘手。

然而基於許多無法避免之因素，工程契約通常屬於不完整契約

（incomplete contract），即契約於擬定時即保留未來變更工作範疇之空間，賦

予業主於履約過程片面變更工作範疇之權利，此種變更工作範疇的約款，則

稱為「工程變更」或「變更設計」約款（註一）。質言之，變更設計約款賦

予業主得以片面變更工作範疇之權利，無須與廠商協議，廠商在缺乏合意的

基礎上，不得因為主觀或客觀因素而拒絕或修改（alteration and modification）

變更後之工作範疇，且須視變更後之工作範疇如同原定工作範疇，負相同之

履行義務（註二）。在工程界此種由業主片面變更契約工作範疇，決定廠商

註一：工程採購中，依採購契約要項第20與21點，將之分為「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
及「廠商要求變更契約」兩種；另參照採購契約要項第32點關於契約價金之調
整，「以總價決標，而其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調整之；(1)因契約變更致增
減履約項目或數量時，得就變更之部分加減賬結算。(2)工程之實作數量較契約所
定數量增減達10%以上者，其逾10%之部分，得以變更設計增減契約價金。未達
10%者，契約價金得不予增減。(3)與前二款有關之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相關項
目另列一式計價者，依結算金額與原契約金額之比率增減之。」，但允許機關自

行變動此關係；「但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換言之，總價契約內工作

項目數量增減未逾一定範圍者，仍可能不涉及契約價金調整。　

註二：Nagle則區別兩種政府採購契約變更：對等變更（Bilateral Modification）與片面
變更（Unilateral Modification），前者是讓兩造能公平的協商因變更設計所生之
補償，並透過書面文字限定雙方權利義務，亦可經由協議過程將其他零星為明

確定義之權利義務關係一併涵納進來。至於片面變更則是在執行行政上的變更

（administrative changes），因此沒有民事約定之效果，參看J.F Nagle, Federal 
Construction Contracting, at 301, John Wiley & Sons (1992)；同時可參考美國聯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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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履行契約之權利雖早已司空見慣，但無可諱言的，這卻不常在其他商

業交易中看到。即使單純到向餐廳訂位，一般顧客都知道他（她）不可以輕

易更動人數或菜色；餐廳雖然在乎顧客、也樂意替顧客服務，但未必同意在

完成訂位之後，仍承擔接受變更訂位或菜色之義務。

然而，透過變更設計約款賦予業主權利、令廠商負擔義務的結果，看

似不公平，卻可能仍符合契約效率。以設計圖說瑕疵為例，在施工進行中，

廠商發現設計圖說內容有衝突、錯誤或漏未設計/指定之部份，致廠商施工

停頓，業主必須立即指示變更設計，方可使施工繼續進行。如果變更設計的

結果，造成廠商須改以他種施工方法進行者，業主若無提供足夠經濟誘因，

廠商則未必樂意配合，反而可能因此而要脅不相當利益。若契約無變更設計

約款或明文約定業主須與廠商達成協議，方能將變更設計內容納入工作範疇

者，則此工程極可能陷於僵局：業主基於期程與投資效益，必須要求廠商趲

趕工進，但廠商可能著眼於己身利益與業主之潛在經濟損失，而強欲業主同

意其報價與工期展延請求，否則不願繼續施工。

換言之，只要廠商有不同意變更設計之權利，廠商就有超額報價之動

機；兩造對於價格之認知差異愈大，變更設計協議不成的風險就愈高。倘若

協議不成，業主所欲更正之設計就無法實現，既然無法依據瑕疵的設計繼續

施工，契約即須終止。但進一步言，如果業主無法確保工作之完成，其投資

效益就無法實現，在這種情形下讓廠商獲得補償與利潤，反而造成社會不公

平，將使投資者卻步，形成資本稀釋（capital flight），這是社會蕭條的前兆。

倘若，業主循問題的源頭解決，其策略則是要求規劃設計成果務須排除

設計內容之衝突、錯誤或避免漏未設計/指定之部份。業主須確認設計完成且

其品質無虞後，方可推動施工。就本質而言，此解決途徑亦屬合理，因為規

劃設計者本應對其工作成果之完成與品質負責，更沒有理由將設計瑕疵留給

下游的施工廠商去發現與更正。但深究此問題可發現，如果要追求規劃設計

成果之完整與完美，非但要付出更高代價，更需要施工者參與設計發展，但

關鍵是業主應該在設計階段還是施工階段付出此代價並令施工者參與設計。

由交易成本的概念（註三），顯然前者是難以期待，因為業主並無法預見多

府採購規則FAR 43.103。　
註三：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締約成本、履行管控成本、違約成本等。由於交易成本通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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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代價可以換來無瑕疵的設計，且這樣的設計需要耗費多長的時程。就現

實的考量，業主投資興建特定設施都有一定的規劃設計預算與預定之興建期

限；業主如果推遲規劃設計完成的時程，就是壓縮施工時程，如果完工時程

遭推遲，將直接衝擊投資效益。因此，非但設計瑕疵難以在設計階段避免，

業主也缺乏經濟動機在未發現設計瑕疵前去關注此問題，反而可能壓縮設計

與施工時程，期待提前獲取投資效益。

由此可知，以最符合契約效率之途徑解決設計瑕疵，並非在設計階段檢

討與更正設計，業主仍寧願運用施工契約之變更設計約款，保留其在施工階

段修正設計之空間，這樣業主事前既無須付出代價，事後又可片面變更工程

契約之工作範疇，實可有效管理工程風險。因此透過變更設計約款，同時賦

予業主得片面指示變更設計之權利是確保工程契約效率之重要機制。其他造

成工程契約為不完整契約之原因，例如非預期事件（例如異常地質條件）、

業主需求變更（例如更改空間規劃理念）、法令變更（例如消防法規變更）

等，也都強化了業主必須在工程契約保留變更設計權利之必要性（註四）。

處理這些變更設計需求之最有效途徑並非事前（ex ante）調查、預測、估算或

協議，而是以變更設計約款，片面變更工作範疇，並以變更後的工作範疇取

代締約時的工作範疇，當施工廠商即使未經協議程序，對於變更後的工作範

疇仍負有相同之履行義務時，業主最大利益即可實現。

二、國際間關於工程重大變更爭議之處理

按工程契約當事人之認知，可將變更設計之原因分為三種，即(1)因業主

指示之變更設計、(2)因廠商請求經業主同意之變更設計、(3)擬制變更。第

隱性的，因此無法為契約交易之對價所捕捉，因此契約履行利益與交易成本通常

是獨立的。對於社會而言，一件交易之社會總效益即為兩造履行利益（淨值）之

總和扣除交易成本。倘交易成本相對於履行利益過高，則大多數交易之利益淨值

遭貶低，交易缺乏誘因，將造成社會交易行為銳減。　

註四：就工程承攬關係而言，業主變更設計之指示推定為契約範疇內工作，因此廠商

對於必要工作（indispensably necessary works）自無拒絕履行餘地，這屬於廠商
締約時之默示承諾（implied promise），這些變更設計內容亦非額外工作（extra 
works），例如Keating on Construction Contracts 區別五種變更設計情形，廠商皆有
依業主指示施工之義務，at §4-204，Sweet & Maxwel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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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是最典型的變更設計，相關之變更設計約款散見在國際間常用之契約範

本中。依美國聯邦採購規則（註五），變更設計得以「書面方式指示」廠商

變更設計，或以「其他方式經廠商以書面向業主確認」變更設計存在兩種方

式辦理設計之變更。美國聯邦採購規則所定義之變更設計約款有兩個值得注

意的地方：(1)業主僅能在契約之合理範疇內（within the general scope of the 

contract）指示變更設計，(2)變更設計之標的須採限定原則（註六）。在國際

工程慣例上，美國建築師協會定義三種變更設計之情形（註七），第一種情

形是業主（及建築師）與廠商對於變更設計之內容、金額與工期皆合意者，

稱為變更指示（change orders），第二種則是常見「廠商不得拒絕」者，稱為

變更指令（construction change directives），第三種則是不涉及價金補償或工

期調整之「非重要變更」（minor changes）。同樣屬於國際慣例的國際工程顧

問協會（FIDIC）紅版（註八）也有值得參考的內容。依據1999年紅版第13.1

註五：美國聯邦採購規則（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FAR）對於總價施工契約
（fixed-price construction contract）之變更設計規定見於 FAR52.243-4："(a)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may,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to the sureties, if any, by written 
order designated or indicated to be a change order, make changes in the work within 
the general scope of the contract, including changes- (1) In the specifications (including 
drawings and designs); (2) In the method or manner of performance of the work; (3) 
In the Government-furnished facilities, equipment, materials, services, or site; or (4) 
Directing acceleration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ork."，"(b) Any other written or oral 
order (which, as used in this paragraph (b), includes direction, instruction, interpretation, 
or determination) from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that causes a change shall be treated as 
a change order under this clause; provided, that the Contractor gives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written notice stating (1) the date, circumstances and source of the order and (2) 
that the Contractor regards the order as a change order."。 對於成本加報酬工程契約
（cost-reimbursement construction contract）業主之變更設計僅限於"make changes 
within the general scope of this contract in the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or instructions 
incorporated in the contract"。　

註六：同前註(b)。　
註七：依據美國建築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A201契約範本，變更

設計分為(1) change orders，(2) construction change directive，(3) minor changes。第
一類之情形類似從屬契約文件，須契約兩造之合意，方能成立；第二類則不需要

廠商同意，故與傳統之業主指示變更情形同。　

註八：FIDIC契約以封面顏色區別各種契約一般條款範本名稱，單純之施工契約 
（construction contract）封面為紅色，故稱紅皮書或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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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變更設計（variations）分為業主指示（by an instruction）或業主要求廠商

提案（by a request for contractor's proposal）。FIDIC同樣否定廠商拒絕履行變

更設計之權利，僅賦予廠商在無法立即取得材料、設備、機具或立即完成假

設工程時，得將此情形通知業主。業主仍有權取消、確認或變更原變更設計

指示（註九）。

關於「因廠商請求經業主同意之變更設計」與「擬制變更」之情形，則

通常不會在契約中定義。惟有1999年FIDIC紅版允許廠商主動提出價值工程

（value engineering）（註一〇），廠商之提案需要業主之核准，方能成為正

式的變更設計。至於擬制變更則屬因業主之作為或不作為而生，當業主不認

為該作為或不作為的結果有另外補償廠商費用或調整工期之義務時，則可能

有擬制變更之存在（註一一）。通常而言，擬制變更之認定必須透過第三者

為之，且皆須由個案事實內容判斷是否有(1)變更（change）之本質與(2)指示

（order）之存在（註一二）。

無論是業主主動指示、經由廠商提案或第三人認定之變更設計，最有

疑問的是當業主壟斷工程契約中變更設計的權利（即有片面與主動之地位、

註九：原文內容為；"The Contractor shall execute and be bound by each Variation, unless the 
Contractor promptly gives notice to the Engineer stating (with supporting particulars) 
that the Contractor cannot readily obtain the Goods required for the Variation. Upon 
receiving this notice, the Engineer shall cancel, confirm or vary the instruction."。原文
中變更設計程序之窗口為「業主代表」（Engineer），而依1.1.5.1定義， "Goods" 
means Contractor's Equipment, Materials, Plant and Temporary Works, or any of them as 
appropriate."。　

註一〇：參見1999 FIDIC Red Book 13.2。　
註一一：參看J.F. Nagle, Federal Construction Contracting, at §22.4。　
註一二：由美國法院或聯邦政府採購爭議處理之案件可歸納出六種情形，即業主解釋

契約錯誤、業主指定之履約方式超出契約範疇、業主提供之規範有瑕疵、業

主要求之檢驗標準超過約定標準、業主未提供必要技術資訊予廠商、業主變

相要求廠商趕工，相關案件可分別依序參看Chris Berg, Inc. v. United States, 197 
Ct. Cl. 503(1972)、Big 4 Mechanical Contractors Inc., ASBCA No/ 20897, 77-2 
B.C.A.、Hol-Gar Mfg. Corp. v. United States, 175 Ct. Cl. 518, 360 F.2d 634 (1966)、
Comspace Corp., ASBCA No. 11474, 69-2 B.C.A.、Hempsead Maintenance Serv., 
GSBCA No. 3127, 71-1 B.C.A.、Fischback & Moore Int'l Corp., ASBCA No. 18146, 
77-1 B.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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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決定是否變更與有權認定有無變更），廠商非但不能在價格協議不成

的前提下拒絕履約（註一三），卻須視履行變更設計為原契約既存之義務

（註一四），表示所謂工程契約之合意基礎僅拘束廠商而不拘束業主，顯然

有違背民法基本原理之疑問。因此符合經濟效率的工程契約的基本要素是業

主「片面指示變更設計的權利」有其最大界限。在此界限內，業主所為之變

更設計符合經濟效率，因此為民法原理所許可（permissible），但超出此界

限，即使該變更設計為滿足業主需求所必要，允許業主恣意指示變更設計反

不符公平合理原則，應視為業主之違約行為（contract breach），法院不應

允許。參考美國聯邦採購規則之定義，此稱之最大界限似可解為工程契約之

通常範疇（the general scope of the contract）（註一五），而此課題為契約之

前提問題，故契約範疇最大界限必然未於契約明文約定，因為任何約定之範

疇皆屬兩造合意內容，當然屬契約範疇（註一六）。理解「契約範疇最大界

限」之途徑，則僅能依據個別工程契約之內容與性質，參考相同專業之交易

習慣，以探求之。例如，業主倘欲於施工中更換門窗之形式，這種變更設計

註一三：根據AIA之A201範本，即使在change order情形，如果業主與廠商始終無法達成
協議，業主仍得改以construction change directive 之方式要求廠商照辦，因此即
使廠商對變更設計內容有所抗拒，業主並非束手無策。　

註一四：亦有論者認為這是廠商於締約時已經同意未來業主發動之變更設計，故稱為既

存義務原則（pre-existing duty rule），但英美法對於既存義務係持否定立場，換
言之，如果廠商原來同意用每月500元的代價替業主施工，但在相同履約條件下
兩造卻於第二個月合意嗣後用每月600元的代價施工，法院認業主對所增加的每
月100元對價並無履行義務，原因是廠商已經同意用更低的代價完成相同工作。
同時可參看E.A. Farnsworth, Contracts, at §4.21, p.271 (1982)。　

註一五：關此美國聯邦採購法院有兩個重要判決。在Air-A-Plane Corp. v. United States, 
187 Ct. Cl. 269, 408 F.2d 1030 (1969)中，法官認為"A change i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ontract if the modified work remains essentially the same work as originally 
contemplated."。在Wunderlich Contracting Co. v. United States, 173 Ct. Cl. 180, 
351 F.2d 956 (1965)，法官認為"in deciding whether a change or series of changes 
is a cardinal change and a breach of the contract, we must look to the work done in 
compliance with the change, and as certain whether it was essentially the same work 
as parties bargained for when the contract was awarded."。　

註一六：此概念亦可參考我國民法第153條第2項規定，當事人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
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

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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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變更關於門窗之設計圖與施工規範，就一般營造工程而言，此種變更設

計尚屬通常契約範疇。如果業主對於欲將建築物樓層高度與內部隔間變更，

以至於非但相關空間之設計圖與施工規範皆須變更，包括廠商之施工順序、

施工方法、檢試驗標準等皆須改變時，此種變更則係廠商於締約時完全無法

預見與理解者，故難認為通常契約範疇，而有逾越通常契約範疇的問題。

理解通常契約範疇之重要性，不僅止於契約兩造之間。在公共工程中，

如果業主原本就可能採用變更後之設計內容招標，其他未參與競標之廠商或

已參與競標之廠商可能認為其因為業主之作為或不作為而不願參與競標或失

去得標機會，因而演變成即使得標廠商願意配合該重大設計變更，但卻是對

其他廠商之差別待遇，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之疑慮，因為對於未得標之競標者

或潛在競標者而言，機關實際上是透過重大變更設計之途徑，將本來不屬於

該標案契約範疇的工作，逕行以議價方式交由得標廠商承攬（註一七）。

當業主之變更設計指示被認定為重大變更時，業主已經涉入違約之領

域，此時關鍵問題就是其違約之效果：廠商是否仍得拒絕履行？顯然，業主

違約後，對於重大變更設計的內容，廠商已經無須根據原契約條件（terms and 

conditions）履行，但這是否同時代表廠商亦有不履行的權利，還是僅不受限

於原契約條件下履行該變更設計之內容，兩者差別極大。因為，如果廠商仍

然沒有拒絕履行的權利，僅能要求與業主重行協商重大變更設計之履行條件

者，立即面對的問題就是協議不成的結果是依據契約爭議處理之約定解決。

註一七：依我國政府採購法第19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原則上應以公
開招標方式辦理。因此機關如果以重大變更為手段，直接將非屬契約範疇之工

作交由得標廠商施作，即有違反第19條原則規定之虞。第19條規定之例外情形
中，涉及變更設計者見於第22條第1項各款，例如第3款「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
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且確有必要者。」、第6款
「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如另

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

不能達契約之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與第7款「原有採
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

者。」。基於WTO之政府採購協定，相同之規定亦多半通行於WTO之各會員
國。值得注意的是，第6款除限定契約範疇為「原招標目的範圍內」，並限定
其金額上限不得超過原主契約金額50%。第7款則是透過預先約定方式，將原本
非屬於契約範疇之工作納入未來得變更之範圍，而無須另行招標。另參看謝哲

勝、李金松，工程契約理論與求償實務，第4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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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該契約對於契約爭議處理，仍保留業主（包括其代表）片面解釋或認定

的權利，換言之仍須透過第三者（包括調解、仲裁或訴訟）解決，則效果與

一般變更設計其實相同。業主仍然是依據其認定之價格與數量給付廠商，廠

商就不足額部份，仍須以契約外爭議途徑請求。

相反的，如果廠商有拒絕履行重大變更設計之權利者，當其認為業主

之變更設計指示有形成重大變更之事實時，可能先選擇與業主協議價格，在

協議進行中，廠商無履行變更設計之義務。業主如果有工期壓力，必須增加

其變更設計預算，否則議價不成之機率很大。由於工期風險在業主方，業主

只能取消變更設計或接受廠商之報價。當然，業主也可能認為該變更設計之

指示並非重大變更，而認定廠商無拒絕履行權利，廠商拒絕接受變更設計指

示之行為即屬違約情事，業主因此有權停止估驗計價、命工地停工並指揮其

他廠商進場施工或片面終止契約，採取這些手段亦可能逼迫廠商讓步。在此

種情形，廠商若選擇讓步，則廠商有拒絕接受重大變更設計之權利即失去意

義；廠商若選擇不讓步，即使有這項權利，結果仍然是終止契約。由此分析

可知，在重大變更設計之情形，賦予廠商拒絕之權利，對於廠商助益有限，

但對於專案之順利推動卻顯有不利。

在美國的判決實務中，法院對於具備重大變更設計本質之案件往往

以substantial，material，radical，profound，drastic或fundamental來形容

（註一八），在特殊情形下，法院甚至認為此種重大變更已經與abandonment 

of contract相同，例如當業主指示變更設計之頻率已經累積到其對廠商有過度

之負面衝擊，不過變更設計次數多寡本身則並非認定是否為重大變更設計之

必要條件（註一九）。

就司法實務的重要性而言，重大變更設計的概念是專屬於政府採購契

約體系之契約原理，其定義源自於一系列的類似案件，其中負責政府採購的

業主依契約指示變更設計，卻造成廠商過度損失而索賠無門的不合理現象，

聯邦法院遂漸漸發現業主指示各種變更設計之情形中有一種特殊情形，雖

註一八：參看R.B. Cushman & S.D. Butler (ed.), Construction Change Order Claims, at 
p.174。　

註一九：參看Saddler v. United States, 287 F.2d 411, 413, 152 Ct. Cl. 557 (1961)："the number 
of changes is not, in and of itself, the test by which it should be determined whether or 
not alterations are outside the scope of a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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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契約定義變更設計之外觀，卻非附麗於通常契約範疇上（註二〇）。美

國聯邦法院雖認可重大變更設計概念，但仍限定其適用於實用性目的，即

用於解決個案之不合理現象。美國聯邦法院所擔心的不合理現象源於政府

採購契約爭議的初審場合不是司法體系的下級法院而是政府採購爭議法院

（註二一），行政體系的法院可能因為嚴格解讀契約而無視於契約原理之不

合理現象。基於重大變更設計概念涉及政府違約問題，聯邦法院因此有管轄

權，廠商可向聯邦法院提起政府違約訴訟。另外一個非直接相關的演變也讓

此概念成為聯邦法院解決個案的依據，這是當機關可能因為要規避重大變更

設計的補償或賠償問題，轉而以片面終止契約（註二二）的手段限縮廠商之

索賠空間。聯邦法院認為即使機關終止契約，倘若廠商已經履行的部份涉及

重大變更設計，仍須合理補償廠商損失。

經過幾十年來的演變與案例之累積，美國聯邦法院已將歷年相關判決認

註二〇：見於Allied Materials & Equip. Co. v United States, 569 F.2d 562, 215 Ct. Cl. 406 
(1978)，法官於判決書寫到"Under established case law, a cardinal change is a 
breach. It occurs when the government effects an alteration in the work so drastic that 
it effectively requires the contractor to perform duties materi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riginally bargained for. By definition, then, cardinal change is so profound that it is 
not redressable under the contract, and thus renders the government in breach."。　

註二一：即各機關設置之契約爭議裁決委員會（Agency Board of Contract Appeals，例如
GSBCA或ASBCA等），這是由行政機關所指派組成近似獨立之委員會，與我國
之各級政府設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性質相同，但卻以「法院」外觀存在，故

提出審判判決而非調解建議。　

註二二：機關所引據之約定通常是業主有權因公共利益考量而隨時片面終止契約

（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如果機關選擇以指示變更減做部份工作，如果
範圍過大，廠商可能提出重大變更設計之爭議，因此機關片面終止契約反而可

以避免廠商爭議。這種情形可能出現在物價於締約後大幅下降，機關眼見廠商

材料採購的意外獲利過豐，而欲辦理減帳；或是工程因土地取得時程落後，廠

商施工順序大幅變動，機關為避免後續爭議擴大，索性終止契約。廠商因為機

關選擇片面終止契約最大的損失並非機關不願意補償已經履約的部份，而是受

終止部份的利潤。如果業主之終止遭認定為違約者，廠商即可請求利潤補償，

反之則無，前後差距很大。美國聯邦法院對於機關此種片面終止契約之情形仍

以重大變更設計概念審查之，使得本質屬於重大變更設計之問題顯形，因而有

效控制機關恣意傷害廠商立場之裁量空間。　



仲
裁
季
刊
第
85
期
97
年
5
月
30
日

《工程仲裁》
工程契約中「重大變更設計」之認定原則與爭議解決

．56．

定重大變更設計之要件歸納為八種情形（註二三）：

1.  在開工時設計文件之適當性與完整性。

2.  相對於原契約範疇，所有變更設計之全貌，包括次數、程度、種類、

性質、金額與複雜度。

3.  就所有變更設計而言，花費在重行設計或完成設計之時程。

4.  履約過程中，因變更設計影響履約程序之程度。

5.  因業主變更設計所產生的展延情形及該展延對專案造成的效應。

6.  廠商所預期之履約條件是否有重大的變動或業主的變更設計是否造成

廠商必須變更施工計畫及施工方法。

7.  變更設計後的專案是否與當事人締約時所預期者實質上相同。

8.  因變更設計致生之費用仍可與各該變更設計內容對應之程度、廠商仍

能維護變更設計費用紀錄之情形及該等紀錄之維護受業主變更設計影

響的程度。

同樣的，關於因為累積效應而認定屬重大變更設計情事，亦有學者彙整

相關判決而提出具體的認定情事（註二四），包括：

註二三：此八種情形之原文為：(1) the adequ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design documents 
at the start of the project, (2) the totality of the changes, including the number, 
magnitude, nature and quality, costs, and complexity (in relation to the original 
contract), (3) the amount of time spent on redesign or completion of the design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oject, (4)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change order or other contract 
procedures were follow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ojec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anges, (5) the extent of the owner-caused delays in the work and the effect of 
such delays on the duration of the contract, (6) whether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contractor expected to perform its work were substantially altered or whether the 
owner caused the contractor to change its planned means and methods of prosecution 
of the work, (7) whether the completed project is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the project 
contemplated by the parties, and (8)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additional costs can be 
quantified and tracked to specific changes, the condition of the contractor's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changes and costs, and whether the condition of the records was 
affected by the owner，同時可參看C. Norman Peterson Co. v. Container Corp. of 
Am., 172 Cal. App. 3d 628, 218 Cal. Rptr. 592 (1985)。　

註二四：參看 W. Schwartzkopf, Calculating Lost Labor Productivity in Construction Claims, 
at §§4.7, 4.8, Aspen Publisher (1998)，其討論的情事包括："effects on other 
work in the same area where changes are made (e.g., same floor of a building or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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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為變更設計對於工作面其他作業影響﹔

2.  因為變更設計對於相同工班於不同工作面之影響﹔

3.  施工順序必須因應變更設計之調整或改變﹔

4.  因變更設計造成的展延或趕工使施工作業之前後順序必須改為並進施

工﹔

5.  作業時程因為變更設計而被迫於不利之天氣條件下進行﹔

6.  因變更設計造成勞力取得、工班編組或學習曲線之不利影響﹔

7. 因為變更設計造成接續作業施工條件之衝擊。

至於同屬習慣法系的英國契約法，則並未發展出鮮明的類似法律概念，

但論者認為，所謂的重大變更設計就是類似業主拒絕讓廠商履行契約之行

為，因此亦屬業主違約情形（註二五），只是並無必要獨立再就變更設計問

題發展該法律概念（註二六）。而英國法院因為沒有類似美國聯邦政府之政

府採購爭議解決體制，故並未針對政府採購履約爭議事件而發展特殊之法

律概念。不過，英國法院針對工程上因為變更設計過度，其累積效應（即

cumulative impact）已經造成廠商履約困難時，法院並非不能將該等變更設計

section of a bridge); effects on other work to be performed by the same work force 
or equipment that is required for changes; schedule sequences that must be disrupted 
to accommodate changes; sequential activities that must be performed concurrently 
due to delays or acceleration arising from changes; changes that shift work into more 
adverse construction season(s); impacts of changes on availability of work force, 
crew size, and/or learning curve; and changed work delaying completion of follow-on 
unchanged work"，這些情形亦屬國內工程爭議所常見。　

註二五：例如在契約中，業主造成履約障礙之情形，即frustration of purpose。業主的
履約行為不能造成廠商履約障礙之要求並非依據契約而來，而是不言可喻的

隱含性條件（implied terms），相關立論可參看Stirling v. Maitland (1864) 5 B. 
& S. 840 at 852，"If a party enters into an arrangement which can only take effect 
by the continuance of a certain existing state of circumstances, there is an implied 
engagement on his part that he shall do nothing of his own motion to put an end to that 
state of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alone the arrangement can become operative."　

註二六：例如L. Cohen and J. Miller, One Change Too Many: Is There any Position for the 
American Concepts of "Cardinal Changes" and the "Cumulative Impact" Doctrine in 
English Law?, 18 Const. L.J. No.5 at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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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為契約外之工作，而改命以合理價格與利潤賠償廠商（註二七）。

英國法院對於重大變更設計問題雖然沒有專屬之認定原則，但是對於所

謂變更設計（英國所用名詞為variation）則有限定的範圍（註二八）。在此限

定範圍之外的變更設計就屬於契約外的工作，而對於契約外的工作英國學者

進一步提出六項具體的法律意見（註二九），包括：(1)廠商有權拒絕業主之

註二七：同前註 at 382，英國法院所形成之判決理由（ratio decidendi)為 "If the other party 
to the contract wrongfully prevents the claimant from completing his performance, the 
claimant may either recover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or alternatively sue upon 
a quantum meruit to recover a reasonable remuneration for his partial performance."。
因此，廠商非但可針對重大變更設計部份尋求接近於市價單價（而非契約約定

單價）之賠償，甚至可以改以類似不當得利之方法針對所有已經履行之工作

（包括依原約定完成部份及嗣後變更設計部份），請求賠償。　

註二八：同前註 at 383，a variation in English law represents an alteration instructed by the 
employer or his agent, the cost for which the employer will be responsible。Hudson更
進一步釐清變更設計之界限，認為 "...is limited by the subject-matter and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when it was made, to such modifications of the work contemplated at the 
time of making the contract as to not radically change the nature or cost of the work 
or materials required. For all other work and materials, required by the alterations, the 
contractors may recover the reasonably value, not withstanding the agreement."，因
此任何變更兩造對於預期契約範疇之行為亦與美國聯邦法院對cardinal change之
定義有相同認定，參看 Hudson's Building and Engineering Contracts 11ed., at 929, 
930, Sweet & Maxwell, London (1995)。　

註二九：同前註Hudson, at 7-001, 原文為：(1)The contractor will be entitled to refuse to carry 
out the instruction; (2) If the request is purportedly given under the variation clause 
and the contractor complies without objection, he will be estopped from subsequently 
claiming any right to payment other than under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3) If the 
request is made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the variation clause then the contractor will 
be entitled to reasonable remuneration on the basis of an implied reasonable price 
under a separate contract; (4) "On the strict basis of interpretation applied to exclusion 
clauses, the courts will construe restrictive provisions, for example, those requiring 
written instructions as a condition precedent, applying only to work ordered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clause, so enabling the contractor to recover a reasonable price for work 
outside its scope free of any such restrictions."; (5) If work outside the scope is carried 
out, then the original pricing mechanism should only be departed from with respect 
to the work outside the scope and not any part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works; (6) "If 
a claim is advanced to re-price the whole contract because of multiple variation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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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2)倘若廠商沒有拒絕業主指示而逕行配合者，嗣後僅能依契約認定變

更設計費用﹔(3)如果業主所為之指示並未引據變更設計約款者，廠商有權主

張契約外之賠償﹔(4)業主對於契約外工作所為之指示，即使未以書面形式表

示，亦無損變更設計指示之認定（相對的，契約內之變更設計指示，廠商須

舉證業主有書面之指示）﹔(5)對於重大變更設計之費用計算僅在逾越契約範

疇之部份不受契約單價拘束﹔(6)對於累積效應之變更設計，雖然個別變更設

計皆屬契約範疇內，但整體而言已形成契約範疇之變動者，應該區別廠商究

竟於何時點得拒絕業主變更設計之指示，而此時點可能是區別變更設計費用

是否受契約單價拘束之分野。

參考相關學者對於業主違約行為的幾種典型，亦可反映英國學者對重大

變更設計概念之立場，包括(1)拒絕履行契約上的義務；(2)使廠商不可能完成

工作；(3)無法提供廠商工地之占有；(4)指示不將工作完成；(5)雇用其他廠商

執行契約工作；(6)未能支付工程進度款及(7)杯葛工程估驗（註三〇）。其中

(2)與廠商因業主指示變更設計致無法繼續履行契約相關，(4)與業主以變更設

計大幅減少工作內容相關。特別值得強調的是，由於英國法院並不認為重大

變更設計之概念本身是獨立的法律概念，因此即使廠商因為「累積效應」造

成履約困難之情形，仍必須證明因為至少有一項變更設計指示是逾越契約範

疇，且該變更設計根本變更（fundamentally change）了契約範疇。換言之，就

變更設計之「累積效應」而言，英國法院較美國聯邦法院更為保守。

由以上之觀察與討論可知，英美法院皆認為工程契約中即使包含變更設

計約款，但僅是賦予業主指示合理變更設計（reasonable changes）的權利，

但此權利不及於重大變更設計。至於重大變更設計之概念則缺乏明確規範

（bright-line rules），例如變更設計金額、變更設計佔契約金額比例、變更

changes", each of which is individually admitted to be within, but in total alleged to 
be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clause, this implies that at some stage the contractor would 
be entitled to refuse to obey the instructions, and re-pricing of the whole could only, it 
is submitted, be appear to have succeeded in England or the Commonwealth, and has 
been rejected in many reported cases in the Court of Claims in the United States.

註三〇：Keating on Contract, at 6-75, 6-82, 即 (1) refusal to carry out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2) rendering completion impossible, (3) failure to give possession of the 
site, (4) order not to complete the works, (5) employment of additional contractors (5) 
failure to pay installments, and (7) under-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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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次數、設計圖變更之數量等。判斷契約有無重大變更設計之基本原理仍

是審查兩造締約時所協議及預期之契約範疇為何。不過可以期待的是，類似

此種依個案事實判斷之問題，兩造於履約時，特別是針對業主指示變更設計

之方法與程序或廠商受指示後之行為特性，必然對於法院如何認定與形成心

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只是這個層面不會顯示在法官的判決文字中。

最後關於重大變更設計損害賠償之認定，也存在幾個需要特別舉出的

重要課題。首先是此種變更設計賠償計算並不受限於契約單價，因此合理價

格的舉證責任即相當關鍵。因為重大變更設計爭議必然是在完工後（post-

completion），因此證據之準備相當困難，舉證責任風險相對加重。例如廠商

因為建築內各樓層機電設備之屢次變更，其施工順序大受影響，分包商與供

應商紛紛求去，致使施工效率極低，對於實際因變更設計所增加之材料或設

備費用，因為項目與價格明確，證明並不困難，但對於生產力損失部份，應

如何證明損害金額之合理性，則並非易事，且爭議很大。

如果舉證責任在廠商，通常而言，法院至少要求四項要件，包括：(1)直

接證明實際損害不可行；(2)廠商之標價合理；(3)廠商實際支出之施工成本

有合理性；(4)廠商無負擔增加成本之義務（註三一），這四項求償要件即在

確認廠商成本之增加完全係因變更設計所生，而廠商在履約過程中並無可歸

責之處。就工程實務的角度而言，這是非常高之舉證門檻，而業主方可反證

攻擊之面向非常寬廣。相反的，如果法院認為該情事該當重大變更設計，屬

於契約外工作，業主對於廠商所提賠償請求之範圍與內容，須舉證其不合理

性，則廠商幾乎居於不敗之地。

另外，伴隨著變更設計而來的是工期展延問題，究竟因重大變更設計

所增加之工期如何或是否與原契約範疇工作之工期歸納為一個施工進度，亦

屬營建管理領域的困難課題。簡單而言，重大變更設計如果被視為契約外的

工作，即與原契約範疇之作業可能並無必然之時程邏輯關係，因此重大變更

註三一：即所謂的全部成本法（total cost method）或修正的全部成本法（modified total 
cost method），可參看Amelco Electric v. City of Thousand Oaks（27 Cal. 4th at 
240），其中被告要求法院命原告舉證此四個要素，以證明其損害："(1) that it 
was impracticable to prove actual losses directly, (2) that the bid was reasonable, (3 
) that actual costs were reasonable, and (4) that Amelco wa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dded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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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之工期展延即有相當主觀認定空間。進一步言，當業主認定廠商有遲延

時，亦可以工期展延日數多寡為壓縮廠商求償空間之談判籌碼。故涉及重大

變更設計之爭議通常也伴隨工期展延或逾期違約金爭議，而且後者可說是前

者的「加碼」，因為如果裁判者認定無重大變更之情形，廠商同時喪失諸如

生產力損失之訴求，因此得展延的範圍更受壓縮，逾期違約金就更高﹔反

之，裁判者因為重大變更設計之情事，通常更能理解其對工期之衝擊，廠商

亦可獲得更寬鬆的工期展延，亦無遭扣逾期違約金的壓力。此種極端之映

照，亦增加審查此類爭議之困難度。

整體而言，即使大多數美國判決認同重大變更設計屬於業主違約的一

種，仍鮮少同意廠商因而有拒絕配合履行（actual physical abandonment or 

walk-off from the project）的權利（註三二），英國學者則認為廠商雖得拒

絕履行，但必須在履約中確實爭執重大變更設計情事之存在，且有拒絕履行

的事實，否則反而將認定廠商繼續履約是願意依指示履行之情形，故須依約

定價格計算變更設計費用。英國法院看似比美國法院更保障廠商權利，熟悉

工程實務者亦可理解，依實務運作的結果反而是英國法院更為審慎保守，因

為廠商若非已經陷入絕境，在仍有能力履約的前提下，不會冒然選擇拒絕履

行，因為缺乏重大變更設計存在之充分證明，廠商處境將難以想像。

三、公共工程實務上關於工程變更設計約款之檢討

在我國公共工程實務，工程機關普遍缺乏對重大變更設計概念之認識，

因此制式契約之變更設計約款亦無認定重大變更設計的標準。僅有少數工程

契約對於業主指示大幅度變動工作數量時，允許由雙方另行協議該作業項目

之單價（註三三）。一般而言，工程機關認定變更設計的態樣有四種，即：

註三二：少數的例外情形可參看Peter Kiewit Sons' Co. v. Constr. Co. 422 F.2d 242, (8th Cir. 
1969); Allied Materials & Equip. Co. v United States, 569 F.2d 562, 215 Ct. Cl. 406 
(1978)。　

註三三：例如高雄市政府之工程契約範本內對於「該變更設計內容，如非完成工作所

必要，且工程增加數量達30%以上者，乙方得予拒絕」﹔營建署之工程契約範
本「該項變更設計內容，如非完成該工程所必要，且工程增減數量達10%以上
者，乙方得予拒絕」﹔國道新建工程局一般條款E.12節「辦理(1)增加或減少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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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契約工作項目、(2)刪減契約工作項目、(3)工作數量的增減、(4)工程

設計內容變更。(2)、(3)兩種態樣通常明文約定單價不調整，但由重大變更設

計概念觀察，並非沒有商榷餘地。以態樣(2)為例，倘業主所刪除之作業項目

係對廠商有利潤者，無異是廠商的變相損失，但廠商卻不得異議，特別是依

直接成本按一定比率計價的其他項目，例如安全衛生費用、品管費用、工程

管理費、利潤、假設工程等，亦將因為減項而縮水，如果廠商受影響之履約

利益達一定程度時，減項後的工作已經不具締約時預期工作範疇之本質，如

果仍嚴格依變更設計約款解釋減項不得調整單價，則非無疑問。同樣的，態

樣(3)之數量變動幅度如果過大，廠商投標時報價基礎可能已經變動，依據原

契約單價計算契約價金仍有對契約一方不盡合理的可能。通常廠商施作數量

愈多，單價應該愈低，因此數量如果大幅增加，卻不調整單價，其實是提供

廠商意外的獲利（包括單價之價差與按直接成本比率計價項目之價差），反

之亦然。只是不同作業項目，依其性質因數量變動其單價變動之情形各有不

同，如果變更設計約款僅指定單一門檻值（例如數量增加達30%以上），仍可

能不足。實際上，廠商於報價時，需經估算方能決定各作業項目之單價，按

工程慣例決定單價之施作數量係有一定估價基礎（註三四），這個估價基礎

並非不能依據契約工作範疇而探求之。如果因工作數量增減而變動此估價基

礎達一定程度後，在另行議定單價，則更符工程實務需要。

至於態樣(1)因為涉及契約所無之項目訂定單價方式必須經過協議程序，

只是機關通常仍堅持以內部之「預算價格」為議價底線，因此所謂的價格協

議其實多僅止於形式，機關有權在協議不成後，片面決定價格，並依該價格

之80%辦理後續計價。而實務上基於工期壓力，廠商既然沒有拒絕履行的權

利，故所謂的價格協議可能是在變更設計內容已經施作後甚久，如果協議遲

遲未能有結果，廠商非但沒有議價優勢，還有現金流量壓力，最後反而回過

頭來希望業主以片面認定之價格先行給付80%之工程款。至於兩方的價差僅能

道數，(2)增加或減少交流道，(3)將原設計之路工、橋樑或隧道任兩項互相變
更，其變更長度在150公尺以上者」列為「重大契約變更」，雙方另行協議單
價。　

註三四：例如基樁每公尺之單價，可能是根據一支基樁長度在30~40公尺之間為估算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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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待完工後，依政府採購爭議處理程序解決（註三五）。

態樣(4)則是爭議性較大。工程設計內容一旦變更，通常同時包括工作數

量之增減及工作項目之增刪，因此如果就變更內容分別以論，涉及工作數量

增減及工作項目之刪減部份仍受契約單價之拘束，僅新增工作項目部份有另

行議價之空間。然而，依工程設計內容變更之性質，與重大變更設計之本旨

相近，即變更設計內容逾越契約之通常範疇。例如，地下涵管之埋設因為既

有管線拆遷問題無法解決，致需要變更涵管定線、深度或埋設方式（例如由

明挖改為機械推管）者，如變更設計內容顯已逾越兩造締約時所預期之工作

範疇時，依現行工程契約之變更設計約款，業主仍可能堅實認定僅機械推管

部份另行議價，其餘包括工作內容仍須依原定契約單價加減帳。

由於多數公共工程契約缺乏重大變更設計的概念，因此對於廠商之求

償，僅能被動的適用契約變更設計約款，以計算補償或賠償費用。顯然業主與

廠商所爭議者通常並非變更設計是否存在，而是變更設計補償或賠償之計算方

式，究竟應依何種標準，方為合理。業主的立場是儘量能夠在契約詳細價目表

中找到可以適用的工作項目與單價（註三六），以求自保；廠商則是爭執此種

計價方式不合理，或是變更設計內容涉及的作業項目與詳細表內的項目有所不

同。更重要的是，除作業項目單價差異外，變更設計約款所無法涵蓋的補償內

容尚包括：工程管理費、利潤（註三七）、工期展延、生產力損失等。

關於工程管理費部份，廠商爭執的重點是重大變更設計所生的工程管理

費並非當然適用契約詳細表內之約定比率。廠商若提出合理之管理費用支出

證明，包括管理人力、行政雜支、固定消耗品等，業主亦須負擔。同樣的關

於利潤的計算，廠商亦主張非當然受契約約定利潤比率之拘束，特別是關於

註三五：但亦有部份機關堅持，如果廠商不捨棄對於價差之請求權利，就不予給付80%
之工程款，可能是企圖以現金流量壓力逼迫廠商屈服於機關片面認定之價格。

只是機關於核定價格時，通常是在「預算單價」再予打折，方訂定底價，或是

根據其他同時期標案之契約單價決定參考底價，諸此之做法不勝枚舉，看得到

機關公務人員為表清白而「樽節預算」，但無視對於廠商公平合理之對待。　

註三六：例如詳細價目表有「施工鷹架」項目，則當變更設計增加任何臨時工作架之項

目，不論性質、位置、高度與功能，皆堅持以詳細價目表中「施工鷹架」單價

計算費用。　

註三七：變更設計若為減帳，則為預期利潤。　



仲
裁
季
刊
第
85
期
97
年
5
月
30
日

《工程仲裁》
工程契約中「重大變更設計」之認定原則與爭議解決

．64．

減帳的部份，廠商亦得請求利潤之給付（註三八）。關於工期展延部份，廠

商爭執之問題在於業主並未合理認定廠商之展延請求，且往往恣意的扣減要

徑衝擊日數（註三九）。廠商往往質疑業主扣減展延日數之目的是透過增加

逾期違約金的壓力，讓廠商更容易妥協。另外，工期展延亦同時涉及展延日

數之工程管理費，當變更設計費用已經包含工程管理費時，業主將認定該費

用已經包括因展延所增加之工程管理費，部份機關甚至在契約一般條款明訂

廠商無權請求展延工期以外之金錢補償（註四〇），或以廠商已經簽署「契

約變更書」之變更金額，否決廠商嗣後關於展延之工程管理費請求。至於生

產力損失部份，則通常難以評估其衝擊程度，因為變更設計內容是特定的，

但工率降低卻往往是全面的，廠商往往因為舉證困難，而無法證明其損失，

因此這部份的爭議雖仍屬常見，但廠商求償之企圖心相對較低。

四、重大變更設計概念對仲裁實務之影響

雖然工程機關普遍不傾向以仲裁方式解決工程契約爭議，但政府採購法

第85條之1修正後，工程採購爭議很可能經由調解不成立的管道，進入仲裁

程序。對於重大變更設計的爭議，如果進入仲裁程序，仲裁人除依據契約變

更設計約款審查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之外，亦有必要考量該變更設計個案之

具體事實，認定是否有重大變更設計之情事，再依民法規定或法理，包括第

247條之1（定型化契約）（註四一）、第267條（關於減帳之利潤與工程管理

註三八：換言之，如果業主變更設計之內容為既有項目減帳100元、新增項目加帳100
元，雖契約總價不變，廠商對減帳部份仍有預期利潤之請求權利，對加帳部份

亦同樣有利潤之請求權利。倘若加帳部份屬重大變更設計者，計算該加帳部份

之利潤比率仍得不受契約約定比率之拘束。　

註三九：依1999 FIDIC 紅版（施工契約）8.4條（Extension of Time），業主在認定廠商
工期展延日數時，僅得增加，但無權減少（...the engineer shall review previous 
determinations and may increase, but shall not decrease, the total extension of 
time.）。　

註四〇：例如在國道高速公路局之一般條款H.7有諸多情形排除廠商就展延工期索賠工程
管理費：「廠商不得因施工順序改變而對主辦機關提出任何要求」。　

註四一：例如在台北地方法院91年重訴字第1282號民事判決，法官援引民法第247條之1
規定，認定就重大變更設計部份，契約變更設計約款為無效，「本件系爭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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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註四二）、債之變更（註四三）或另訂之承攬關係（註四四）等，以

認定公平合理之補償或賠償。

對於變更設計個案之具體事實部份，仲裁人最需要辨明的就是契約當

事人關於變更設計內容之履約特徵，例如廠商是否積極告知重大變更設計情

事之存在、業主是否確實認定該工作是否能在相同條件下施工（註四五）、

兩造是否本於誠信實質參與單價之協商、兩造是否合理協議補償或賠償之範

圍、兩造是否合理申請/認定工期展延日數等情。此外，關於因累積效應所生

之重大變更設計，仲裁人宜深入分析變更設計之頻率、次數與變更內容，而

不受公共工程履約程序中對於「變更設計案」概念所拘束。機關往往因為預

算變更程序繁雜，故累積一定數量之變更設計個案後，再以「第x次變更設

計案」為案名，認定變更設計次數。實質上，一個變更設計案內，可能已包

括十次以上的個別變更設計內容，且相互之間未必有實質關連性。其效果可

能對於業主之行政程序有所便利，但對於廠商則顯有不公平之處，倘若又以

「變更設計案」之次數認定重大變更設計情事者，無非鼓勵業主累積所有變

更設計到完工再一次認定與估驗計價。

此外，仲裁人最重要與困難的工作即是確認個案事實是否構成重大變

係因曾辦理6次變更設計，及被告之他標（空調、水電及共同管道）承包商施工
延誤，暨被告未依約按時實施交通改道，致原告無法依原訂時程進場乃發生工

期展延計706天之結果，為兩造所不爭執。...至被告所舉之系爭工程合約第5條
第6款約定，因係被告所提出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且係免除被告之責任，並規定
不論可否歸責被告，原告均不得主張因工期改變所受之損失賠償，顯對原告不

公平，故依民法第247條之1第1款規定，自屬無效。」　
註四二：第 267 條「當事人之一方因可歸責於他方之事由，致不能給付者，得請求對待

給付」、「但其因免給付義務所得之利益或應得之利益，均應由其所得請求之

對待給付中扣除之」。　

註四三：債之關係不變更其同一性而變更其主體或客體者，為債之變更，可參看孫森

焱，民法債編總論，第937頁，三民書局（民國89年）。　
註四四：如最高法院68台上字1617號判決「兩造所訂合作建屋契約以外之追加工程，係

屬另一承攬契約行為，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追加工程款，須就該另一承攬

契約之存在，負舉證責任。」　

註四五：例如當契約內某工作項目性質在實質上有顯著之變更或業主要求承包商變更契

約所規定之施工方式（設備）時，或是確認該工作項目之施工條件是否與原預

期者相同。　



仲
裁
季
刊
第
85
期
97
年
5
月
30
日

《工程仲裁》
工程契約中「重大變更設計」之認定原則與爭議解決

．66．

更設計之情事。依本文對英美法判決之觀察與分析，認定之門檻可區別為

「量」與「質」兩個構面分別論斷之。就量的問題而言，累積效應概念的核

心係累積效應並非起因於單一的變更設計，而是在契約變更設計過程中，因

為高頻率或次數的變更指示，雖然個別變更設計皆符合變更設計約款之本

旨，但這些變更設計之效果結合後，發展出廠商所無法控制與避免的成本增

加；同樣的，如果因為這些為數眾多之變更設計指示中有一項或少數係逾越

契約範圍者，因為該重大變更設計影響其他正當之變更設計，使得變更設計

之結合效應累積，亦屬累積效應的一種典型。對於公共工程實務上所認定的

四種變更設計態樣，因累積效應致生之重大變更設計情形都可能發生。

就質的問題而言，該變更設計內容通常涉及新增工作項目或工程設計內

容的變更，但這並非意味該變更設計內容僅有新增工作項目或工程設計內容

的變更，即使工作數量之增刪或工作項目之刪減，也會因為變更設計係質的變

更，而受不同程度的影響。在變更設計約款中雖可能就新增工作項目、工程設

計內容變更或大幅度工作數量之增刪，而允許單價之協議，但關鍵是此議價是

否僅為形式上協議。仲裁人需要辨明的是廠商是否嘗試以提出「天價」而實質

上拒絕變更設計內容之履約，而業主是否堅持以不合市場行情之單價強欲廠

商接受，進而片面認定單價。此外，所謂協議之價格是否涵蓋合理的工程管

理費、工期展延、生產力損失或利潤等費用，以彌補廠商實質所受損失。如

果業主指示之變更內容顯然逾越契約通常範疇者，筆者認為，仲裁人亦得援

引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認定廠商之補償。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依政府採購

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業主就契約外指示變更設計，有一定之限制與範

圍（註四六），在此範圍之外之變更設計是否得逕予承攬廠商施工仍有研酌空

間。同樣的，對於因質的變更，造成既有工作項目之單價需要另議者，仲裁人

尚須進一步釐清該作業目之(1)勞力成本、(2)材料與設備成本、(3)機具租金、

(4)相關保險費與稅、(5)施工管理費用等，以便核認合理單價。

最後，仲裁程序對於舉證義務之分配不似民事訴訟之嚴謹，仲裁法亦不

特別限制仲裁人於詢問庭之行為，因此宜命兩造依其利益積極主張變更設計

補償費用之合理性，並須說明其計算費用所依據之原理或理論。能夠讓愈多

註四六：同時參照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函示：88年9月1日（88）工程企字第8812099號函
與89年1月5日（89）工程企字第89022627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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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學方法進入爭議解決，有助於工程爭議領域之全面進步，特別是關於由

英美法判決中所演變或歸納的損害賠償計算方法，如果能夠逐漸形成通則或

慣例，亦有利於仲裁判斷之一致性與穩定性。

五、結語

由本文對英美法判決之觀察與討論可知，於變更設計約款認可重大變更

設計概念可為更公平的契約注入契機。當業主因為自利需要，必須指示一系

列的變更設計並要求廠商負責施工，且當這些變更設計造成廠商增加兩造於

締約當時皆無法預期之成本（註四七）時，可歸責之一方有負擔此成本之根

本義務，不能因為透過契約文義之寬鬆解釋，而變更責任分擔原則。雖然契

約單價是經過兩造協議的結果，但僅能拘束原契約範疇內之變更設計，沒有

例外。更進一步看待重大變更設計之補償問題，業主甚至沒有程序上的權利

要求廠商負擔重大變更設計所增加費用（即所謂的合理單價）之舉證責任，

業主既然是受到利益的一方，應對於廠商所舉之施工費用，負擔舉證其為不

合理之責任（註四八）。

即使由更上位的經濟效率法理觀察，在設計與施工分離的工程專案中，

業主必須擔保其設計圖說是可行的，即使這並非代表設計必須完美，但也不

能因為設計不需完美，反而要讓後續的施工廠商承擔所有的不利後果。業主

既然辦理招標就表示業主已經確認該專案之需求，且設計圖說能充分反映該

需求。變更設計頻率過高或變更設計逾越契約範疇，即可能顯示業主對原設

計內容已感不足或不正確、甚至已暗地變更其原有需求（註四九）。對得標

廠商而言，因負有按圖施工義務，對於不合理之設計瑕疵如果亦須負責，無

非是加諸比對設計者還要高的要求，如果這本來就是業主的本意，業主應該

註四七：本文特別強調此「成本」並非變更設計之成本，而是依原定契約單價所不能涵

蓋的成本。　

註四八：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參照，廠商倘若已經證明重大變更設計之存在，並已提出變
更設計所增費用，應由業主證明該費用之不合理性（反證）或舉證證明其認定

之費用為合理的。　

註四九：在美國判決例已有明確的法律原則即Spearin Doctrine，可參看United States v. 
Spearin, 248 U.S. 132, 136-37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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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設計與施工於同一契約方為正辦，否則業主之招標即難認係依誠實及信

用之方法。

回顧營造工程市場，幾乎所有專案都面臨變更設計之必要，因此廠商即

應期待履約中，變更設計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其投標價格中亦須包含相當

之風險費用（contingencies）。因此本文需要強調工程之變更設計雖可能屬於

不能預見（unforeseeable），但對於合理的變更設計而言，這部份的風險應

由廠商負責，更能符合經濟效率。只有針對兩造皆無法期待（unanticipated）

的變更設計而言，方有重大變更設計原則之適用，而此部份的風險則改由業

主負擔。又因為重大變更設計問題，必須是透過事後經由第三者（third-party 

adjudicator）介入解決，因此工程契約之爭議處理約款，甚至調解、仲裁或訴

訟之舉證責任分配義務皆成為公平解決此類爭議之必要內容，特別值得工程

爭議之審查者所重視。

對於公共工程而言，另一項有趣的觀察是當此概念普遍為調解、仲裁

或訴訟所承認後，是否反而鼓勵廠商更積極的以低價競標，期待所有的履約

損失可透過「合理補償或賠償」的機制加以填補。由於重大變更設計概念係

由美國聯邦法院所發展，類似的呼聲亦的確出現在美國公共工程主辦機關

（註五〇）。只是這種思維是否可能形成廠商的決策，仍大有可議：第一，

廠商必須事後透過爭議程序取得補償，透過第三者介入解決的結果如何、何

時能夠解決，都在未定之天；第二，廠商即使預見將蒙重大損失，並非不能

一走了之，因此是否低價搶標與工程契約是否得適用重大變更設計概念並無

必然關連。相反的，當工程契約之運作更為公平，工程無法完工的風險降

低，而且業主也有朝向精緻的規劃設計與專案管理的動機，最終的結果必然

是工程費用的降低與公共建設效益的確保，這都是國人所樂見的。

註五〇：例如在Amelco Electric v. City of Thousand Oaks判決中，機關爭執如果讓廠商以
合理價格計算變更設計費用，非但鼓勵廠商以低價競標，更讓得標廠商因而獲

利（"allowing contractors to recover in quantum meruit for the actual as opposed to 
the bid cost of a project would encourage contractors to bid unrealistically low with 
the hope of prevailing on an abandonment claim based on the numerous changes 
inherent in any large public works project.）。言下之意是指，如果廠商不顧死活
的低價搶標，嚇阻低價搶標行為的方法就是令得標廠商蒙受重大損失，可收

「殺雞儆猴」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