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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物價指數調整條款 

第一節  概說 

在公共工程契約中，為了因應物價變動，多設有相關之物價數調整條款以資

因應。本章將介紹工程採購契約要項、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

各機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台北市政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等；在國外方面則研究

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FAR 美國聯邦採購規則等，有關物價指數調整之條

款。另，在部分公共工程契約中常出現『約定不與物價調整』之條款，其性質及

效力為何？廠商是否因為簽訂了『不物調條款』即喪失了請求給付物調款之權，

在實務上亦有不同之見解，本章將一併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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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外物調條款介紹 

一、國內物調條款 

（一）營造業法 

1.內容 

營造業法第 27 條103第 1 項第 6 款規定，營繕工程之承攬契約應記載事項包

括『依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之規定』，而依同條第 2 項授權制訂之營繕工程承攬

契約應記載事項實施辦法第 5 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六款所定依物價指

數調整工程款之規定，應載明下列事項：一、得調整之項目及金額。 二、調整

所依據之物價指數及基期。 三、得調整之情形。 四、調整公式。』 

2.分析 

關於政府機關辦理工程採購是否有上該法條之適用，而必須於契約中記載相

關『物調條款』？ 

內政部營建署於回覆工程會函詢時表示：『部分機關辦理政府營繕工程，未

於契約內納入物價指數調整，如何導正乙節，查本法上開規定之管理對象均係指

營造業者或其相關從事人員而言，並非涉政府部門；若政府機關於辦理營繕工程

採購時，未於工程契約中納入物價指數調整，因涉貴管業務，如何之處仍還請主

政104。』似認為行政機關不受營造業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營繕工程承攬契

約應記載事項實施辦法第 5 條之規範，換言之，行政機關並無義務於契約中訂入

相關之物調條款。 

                                                 
103 營造業法第 27 條：『營繕工程之承攬契約，應記載事項如下：一、契約之當事人。二、工程

名稱、地點及內容。三、承攬金額、付款日期及方式。四、工程開工日期、完工日期及工期計算

方式。五、契約變更之處理。六、依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之規定。七、契約爭議之處理方式。八、

驗收及保固之規定。九、工程品管之規定。十、違約之損害賠償。十一、契約終止或解除之規定。 
前項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104 營署中建 字第 09700029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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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營建署之見解，學者提出質疑，認為：『為提高營造業技術水準，

確保營繕工程施工品質，促進營造業健全發展，增進公共福祉105的營造業法，除

營造業均應遵守外，其他辦理營造工作之人包括營造工作之定作人依理亦當遵

守；然而營造業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卻謂公共工程之定作人—政

府機關部門不受營造業法拘束，任令政府機關部門訂定公共工程契約時，不依營

造業法約定物價調整機制於承攬契約內，致生日後得否請求物價調整之爭議

106？』 

本文贊同上述學者所言，行政機關身為公共工程之定作人亦應遵守營造業法

之規範，於契約中定入物調機制，以免爭議。又縱認營造業法係管理營造業者之

管制性法規，行政機關非營造業者不受其拘束，惟基於營造業法之精神，與合理

分配風險之角度觀之，行政機關仍應尊重營造業法之立法精神與其規定，於契約

中定入物調機制，始為公允。 

（二）採購契約要項107 

1.內容 

採購契約要項第 1 條：『本要項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六十三條

第一項108規定訂定之，以作為機關訂定各類採購契約之參考。本要項內容，機關

得依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擇訂於契約。但本要項敘明應於契約內訂明者，應予

納入。』又採購契約要項第 2 條第 29 項：『機關得視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就

下列事項擇定後載明於契約：（二十九）契約價金依物價指數調整。』 

採購契約要項第 39 條：『契約價金依契約規定得依物價、薪資或其指數調整

者，應於契約載明下列事項： 

（一） 得調整之項目及金額。 

                                                 
105 營造業法第 1 條第 1 項：『為提高營造業技術水準，確保營繕工程施工品質，促進營造業健全

發展，增進公共福祉，特制定本法。』 
106 顏玉明，前揭註 1 文，頁 96。 
107 民國九十五年一月二日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09400484370 號令修正。 
108 政府採購法第 63 條第 1 項：『各類採購契約之要項，由主管機關參考國際及國內慣例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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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整所依據之物價、薪資或其指數及基期。 

（三） 得調整及不予調整之情形。 

（四） 調整公式。 

（五） 廠商應提出之調整數據及佐證資料。 

（六） 管理費及利潤不予調整。 

（七） 逾履約期限之部分，以契約規定之履約期限當時之物價、薪資或其

指數為當期資料。但逾期履約係可歸責於機關者，不在此限。』 

2.分析 

採購契約要項性質上為依法律授權而制訂之法規命令，惟觀之採購契約要項

第 1 條第 2 項，除了在要項中定明應於契約中納入者外，其餘項目機關得依採購

特性及實際需要『擇定』於契約，而關於物調條款係屬機關得『擇定』之項目，

並無強制之效力，惟仍得供機關訂約時之參考。 

（三）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09 

1.內容 

第 5 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一）契約依下列規定辦理付款： 

6.物價指數調整： 

（1）物價調整方式：（由機關於下列 2 選項中擇一勾選；未勾選者，依選項

Ａ方式調整） 

□選項Ａ：依□行政院主計處；□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其他＿＿

（由機關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

漲跌幅調整： 

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就總指數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5%）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109 98 年 4 月 21 日修正，請參工程會網站：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ChtIndex.do?site=002（最後瀏覽日期：200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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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Ｂ：依□行政院主計處；□臺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其他＿＿

（由機關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個

別項目、中分類項目及總指數漲跌幅，依下列順序調整：（擇此選項者，須於下

列○1 或○2 指定 1 項以上之個別項目或中分類項目） 

○1 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個別項目（例如水泥、預拌混

凝土、鋼筋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不依個別項目指數漲跌幅調整）

指數，就此等項目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

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2 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中分類項目（例如金屬製品類、

砂石及級配類、瀝青及其製品類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不依中分

類指數漲跌幅調整）指數，就此等項目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 5%）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前述中分類項目內含有

已依○1 計算物價調整款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數不含○1 個別項目之中分類

指數」之漲跌幅計算物價調整款。 

○3 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就漲跌

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5%）之部分，於估驗完成

後調整工程款。已依○1、○2 計算物價調整款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數不含

○1 個別項目及○2 中分類項目之總指數」之漲跌幅計算物價調整款。 

（2）物價指數基期更換時，換基當月起實際施作之數量，自動適用新基期

指數核算工程調整款，原依舊基期指數調整之工程款不予追溯核算。每月公布之

物價指數修正時，處理原則亦同。 

（3）契約內非屬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內之工程項目或進口品，其

物價調整方式如下：＿＿＿＿＿＿（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無）。 

7.機關於契約載明契約價金得依物價指數調整者，應註明下列事項（必填）： 

（1）得調整之成本項目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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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調整所依據之物價指數類別及基期。 

（3）得調整及不予調整之情形。 

（4）調整公式。 

（5）廠商應提出之調整數據及佐證資料。 

（6）規費、規劃費、設計費、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費用、承商管理費、

保險費、利潤、利息、稅雜費及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不予調整。 

（7）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當月□前 1 月□前 2 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當月）指數計算物價調整款。逾履約期限（含分期施作期限）之部分，

應以實際施作當月指數與契約規定履約期限當月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整依據。但

逾期履約係非可歸責於廠商者，依上開選項方式逐月計算物價調整款。 

（8）累計給付逾新臺幣 10 萬元之物價調整款，由機關刊登物價調整款公告。 

（9）其他：＿＿＿＿＿＿＿。 

2.分析 

就調整之基準指數而言，此範本提供了較多的彈性，不若以往僅限定於行政

院主計處所發佈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使雙方得選擇行政院主計處、台北

市政府或高雄市政府所發佈之營建物價指數做為計算基準。 

就得調整之項目而言，不再限定於僅有總體營建材料，尚可細分為個別項

目、中分類項目及總體營建材料，使機關與廠商能視工程特性與實際使用材料之

比例，選擇一較合理分擔風險之計算方式，避免發生個別項目在工程中漲幅雖

大，惟因其他個別項目漲幅小，而無法確實反映於總指數，導致廠商所得請求之

物調款與個別項目成本之增加不合比例。本文認為因各工程之特性與使用材料比

例不同，此種給予雙方彈性選擇之方式，使其得適用最適合其工程之項目，應為

可採。 

最值注意者係本範本在 97 年 4 月 15 日做過修正，將調整門檻（不調率）降

為零，意味著只要工程材料價格一有漲跌，不論其幅度大小，均應調整價金。此



             第三章  物價指數調整條款 

 67

係應廠商多年來之要求，經過數次修正，調整門檻一路從 5%調降至 2.5%，終於

97 年 4 月 15 日調降至零。惟調整門檻降至零對於廠商而言並非絕對有利，蓋物

價調整係雙面的，若物價上漲，其得請求給付物調款，若下跌，則機關亦得扣減

工程款。就長期來看，營建物價似乎呈一路上漲趨勢，惟自 97 年 7 月起，營建

物價一路下跌，依此範本訂約者，廠商皆遭扣款，其後業者又向工程會反映調降

至零導致廠商遭過度扣款，要求修改契約調高調整門檻，行政院因而頒佈『下跌

物調原則』以資因應，工程會並於 98 年 4 月 21 日再次修正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取消調整門檻為零，將之交由雙方協議。 

物價調整機制乃係為合理分擔風險，制度本身立意良善，惟廠商為求增加物

調款而一眛地要求降低調整門檻，在物價下跌遭扣款時又要求調高調整門檻，前

後反覆，並不足取。本文以為，設此調整門檻係保留彈性，在物價波動不大之程

度內，由雙方各自承擔風險，且亦可免於遇有波動即需調整之計算之煩，故應保

留此一門檻始為合理。又，關於此門檻要設定多高，是 5%、2.5%、1.25%或其

他百分比並無定論，應留待由雙方共同協調。 

（四）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各機關工程採購契約110 

第 16 條 付款辦法：『…（四）本工程標案有物價指數調整工款（依本署按

物價指數調整計價要點辦理）。』 

而內政部營建署辦理工程按物價指數調整計價要點111之規範要旨有： 

1.物價指數係指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總指

數； 

2.每期估驗計算，先按估驗月份物價指數與開標月份物價指數核算其增減比

例，再就其增減超過百分之二‧五部分（百分之二‧五以內者不予調整）比例調

整，計算本期工程價款，給付本期工程價款（含物價指數調整款）百分之九十五。

                                                 
110 中華民國 98 年 03 月 09 日營署工務字第 0982903423 號修正，請參內政部營建署網站：

www.cpami.gov.tw/web/filemgr/dept/po/bottom2.doc（最後瀏覽日期：2009.06.29） 
111 中華民國 95 年 9 月 18 日營署工務字第 0952914721 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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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合格後，應按結算總價（含物價指數調整款）百分之二計列保固保證金。 

3. 凡工程未能按照契約規定期限完工者，其逾期部分，悉按契約原訂單價

計價，惟如因本署原因獲准延期完工者，不在此限。 

4. 按物價指數調整之工料價款不包括保險，稅捐、管理及利潤等項目。 

（五）臺北市政府 （機關全銜）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112 

1. 內容 

第 12 條 工程款之調整：『契約履約期限在一年以上者，得依「臺北市政府

工期一年以上之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113」調整工程款。 

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114其規範重點為： 

第 2 條115：『工程採購於招標時應於招標文件載明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以

下簡稱：物價調整款）之計算方式，其方式擇下列之一辦理：（由採購機關擇一

勾選物調方式並訂定調整門檻，載明於[  ]內。本規定預定調整門檻為[二點

五]，採購機關於招標時，得依採購性質另訂。） 

    □ 依總指數116漲跌幅超過百分之[二點五]部分計算物價調整款。 

    □ 依特定中分類項目：（請參考附註一填寫）指數漲跌幅超過百分之[二

點五]部分計算物價調整款，而就非屬該特定中分類項目之其他部分，依「營造

工程物價指數不含該特定中分類項目總指數」漲跌幅超過百分之[二點五]部分計

                                                 
112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二月十六日臺北市政府（94）府授工三字第０九四三三四四五六００號

函，請參見台北市法規查詢系統：

http://www.law.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lawsearchresult01.jsp?LawID=P06D2002-20051216&K
1=%A4u%B5{%B1%C4%C1%CA%AB%B4%AC%F9&K2=&st1=%20or%20&K3=&st2=%20or%2
0&year1=-1&month1=1&day1=1&year2=-1&month2=12&day2=31&Srange=&no=&wd=&kwd=&lt
ype1=1&ltype2=1&cltype1=1&cltype2=1&cltype3=1&cltype4=1&lcode=&RealID=06-04-2002（最後

瀏覽日期：2009.06.29） 
113 此計算規定歷經數次修正，目前名稱已修正為『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

定』，惟臺北市政府之採購契約範本未隨之修正。 
114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五日臺北市政府（98）府授工採字第０九七三二一一一五００號函修

正。 
115 本條調整門檻歷經數次修正，從總指數 5%（91 年），下降至 2.5%（95 年），96 年起修正為

與『97 年物調原則』同，區分情形適用，97 年起將調整門檻下修為 0%，目前則又上調至 2.5%。 
116 其指數係採『行政院主計處公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數』，參見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

整計算規定第 3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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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物價調整款。 

    □ 依特定個別項目：（請參考附註二填寫）指數漲跌幅超過百分之[二

點五]部分計算物價調整款，而就非屬該特定個別項目之其他部分，依「營造工

程物價指數不含該特定個別項目總指數」漲跌幅超過百分之[二點五]部分辦理物

價調整。 

    □ 其他（契約另有特別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項適用物價指數基期更換時，換基當月起實際施作之數量，自動適用

新基期指數核算 

    物價調整款，原依舊基期指數調整之工程款不予追溯核算。每月公布之

物價指數修正時，處理原則亦同。 

    如招標文件已納入本規定，惟未勾選計算方式者，視為採用依總指數漲

跌幅超過百分之二點五部分計算物價調整款之計算方式。』 

第 7 條：『逾履約期限之部分，應以估驗當期指數與契約規定履約期限當月

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整依據。但逾期履約係非可歸責於廠商者，應以估驗當期指

數為調整依據。』 

第 8 條：『統包工程之施工費部分得適用本規定辦理物價指數計算調整工程

款。但設計費部分則不適用本規定。』 

附註： 

一、特定中分類項目包括： 

（一）材料類：水泥及其製品類、砂石及級配類、磚瓦瓷類、金屬製品類、

木材及其製品類、塑膠製品類、油漆塗裝類、電梯與電器用品類、瀝青及其製品

類。 

（二）勞務類：工資類、機具設備租金類。 

二、特定個別項目包括水泥、預拌混凝土、鋼筋、型鋼、鋼板、鍍鋅鋼管、

預力鋼線、電線電纜、瀝青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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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 

就適用範圍而言，此範本規定履約期限在『一年以上』者，得適用『臺北市

政府工期一年以上之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惟『臺北市政府工期一

年以上之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於 95 年 10 月 30 日將名稱修正為『臺

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117（刪除了『一年以上』之用語），

且原計算規定中第 4 條：『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停工或工期增加，均視為工期之

展延，如原契約工期未達一年，展延後超過一年之始日起適用本物價指數調整規

定。』亦經刪除，由此修正過程來看，此計算規定之適用似不受履約期限一年以

上之限制，換言之，無論工期是否長於一年，皆應有此計算規定之適用。惟在台

北市政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12 條仍保留『履約期限在一年以上者』之限制，

兩相比對似有衝突。本文以為，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修正

於後，而台北市政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12 條漏未隨之修正，在其修正之前，

應認其真意應以後修正之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為準，換言

之，無論工期是否長於一年，皆有適用。 

另一應值注意者係，在國內各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中，得以調整之項目皆僅限

於材料，而不包含工資，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之『附註一、

特定中分類項目包括：…（二）勞務類：工資類、機具設備租金類。』將工資以

及機具設備租金納入得調整之項目，係一重大突破。 

二、國外物調條款 

（一）FIDIC 新紅皮書 

1.簡介 

國際工程顧問聯盟（簡稱 FIDIC）是一個全球性的團體，其所出版的工程標

                                                 
117 九十五年十月三十日臺北市政府府工採字第 09532889000 號函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5  
點；並自九十六年一月一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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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契約條款範本（簡稱 FIDIC 條款）在國際工程中的使用非常廣泛，且其條款

內容普遍被認為具備相當的公平性，因此內容亦有重要的參考價值。 

FIDIC 國際工程標準契約條款通用於世界七十餘國，其風險分配的合理性向

受肯認，因此在國際間最被廣為採用。FIDIC 國際工程標準契約亦是多邊發展

銀行（包括世界銀行、亞洲發展銀行等）、國際保險及再保險公司及許多跨國工

程技術顧問公司等，要求當事人採用之契約條款118。 

現行的 FIDIC 條款可以分成四個部分，分別是，新紅皮書119（the New Red 

Book）、新黃皮書（the New Yellow Book）、綠皮書（Short Form）、以及銀皮書

（EPC），各針對不同之工程特性為規範，其中與本文較相關者係新紅皮書之規

範，本文以下即介紹新紅皮書內關於物價調整相關規範。 

2.因法律變更之調整 

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條款（新紅皮書）第 13.7 條120規範了因工程所在

國之法律變更（包括適用新的法律，廢除或修改現有法律），或者政府或司法機

                                                 
118顏玉明，FIDIC 國際工程標準契約與國內工程契約風險分配原則之比較研究，收錄於工程法

律實務研析（三），頁 102，元照出版社，2007 年。 
119 FIDIC 國際工程標準契約條款歷經數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於 1999 年，故於 1999 年修正之

紅皮書即稱為『新紅皮書』。 
120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FIDIC） 13.7 Adjustments for Changes in 
Legislation：『The Contract Price shall be adjusted to take account of an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Cost 
resulting from a change in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Laws and the 
repeal or modification of existing Laws） or in the judicial or official governmental interpretation of 
such Laws, made after the Base Date, which affect the Contract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obligations 
under the Contract. 
If the Contractor suffers （or will suffer） delay and/or incurs （or will incur） additional Cost as a 

result of these changes in the Laws or in such interpretations, made after the Base Date, the Contractor 

shall give notice to the engineer and shall be entitled subject to Sub-Clause 20. 1 [Contractor Claims] 

to: 

（a）an extension of time for any such delay, if completion is or will be delayed, under Sub-Clause 8.4 

[Extension of Time for Completion], and 

（b）payment of any such Cost, which shall be included in the Contract Price. 

After receiving this notice, the Engineer shall proce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Clause 3.5 

[Determinations] to agree or determine these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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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對於此類法律之解釋有所改變，則履約成本亦應隨之調整121。 

3.因成本改變的調整 

其對於物價波動之風險處理原則是不希望承包商在投標時就把不能預見的

費用如物價上漲等風險全部考慮進去，而主張按照契約條款的約定，由業主隨時

補償有關經濟損失，從而避免承包商將全部風險預先折算為成本而包含到報價

中，以便業主能夠得到具有競爭性之報價，這也是業主最大利益所在122。 

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條款（新紅皮書）第 13.8 條123之規範重點有： 

                                                 
121 我國採購契約要項亦有類似之規定，採購契約要項第 38 條：『三十八、廠商履約遇有下列政

府行為之一，致履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得予調整：  
    （一）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二）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更。  
    （三）政府管制費率之變更。  
前項情形，屬中華民國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致履

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契約價金中扣除。  
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不予調整。』有學者將此種調整方式稱

為『完全調整』（full adjustments），請參見顏玉明，前揭註 1 文，頁 91。 
122 劉同敏，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計算方式及相關契約條款探討，營造天下，第 92 期，頁 23。

（2003.08） 
123 Conditions of Contract for CONSTRUCTION （FIDIC） 13.8 Adjustments for Changes in Cost：
『In  this  Sub-Clause,  “table  of  adjustment  data”  means  the  completed  table  of 
adjustment  data  included  in  the  Appendix  to  Tender.  If  there  is  no  such  table  
of adjustment data, this Sub-Clause shall not apply. 
 
If this Sub-Clause applies, the amounts payable to the Contractor shall be adjusted for rises or falls in 
the cost of labour, Goods and other inputs to the Works, by the addition or deduction of the amounts 
determined by the formulae prescribed in this Sub-Clause. To the extent that full compensation for any 
rise or fall in Costs is not covered by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 other Clauses, the Accepted Contract 
Amount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included amounts to cover the contingency of other rises and falls in 
costs. 
 
The adjustment to be applied to the amount otherwise payable to the Contractor, as val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ropriate Schedule and certified in Payment Certificates,  shall  be  
determined  from  formulae  for  each  of  the  currencies  in  which  the Contract Price is 
payable. No adjustment is to be applied to work valued on the basis of Cost or current prices. The 
formulae shall be of the following general type: 
 

Pn  =  a  +  b Ln  +  c En  +  d Mn  +  ...... 
Lo       Eo       Mo 

where: 
 

“Pn” is the adjustment multiplier to be applied to the estimated contract value 
in the relevant currency of the work carried out in period “n”, this period being 
a month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e Appendix to Tender;“a”  is  a  fixed  coefficient,  
stated  in  the  relevant  table  of  adjustment  data, representing the non-adjustable 
portion in contractual payments;“b”, “c”, “d”, … are coefficient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d 
proportion of each cost element related to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s, as stated in th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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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得調整價金給付之範圍並不適用於所有工程款，而只適用於調價公式

中所列明之各款。另，因成本改變而致依公式計算之調整款，其得調整之項目包

含了勞工、材料、施工設備或其他經契約合意之項目124。 

（2）此條款僅為建議條文，工程契約是否辦理物價調整契約價金，仍視各

契約之性質而定，為定作人及承攬人於招標、投標時商業判斷之範圍125。 

（3）FIDIC 營建施工標準契約條款編制招標文件注意事項對於 13.8 條之說

明，若由承包商承擔因通貨膨脹致成本上升之風險係不合理者，則應該納入此類

調整之規定。並提醒應聽取專家之建議126。並於附錄中提供關於物調之表格（見

                                                                                                                                            

“Ln”, “En”, “Mn”, …  are the current cost indices or reference prices for period“n”, 
expressed in the relevant currency of payment, each of which is applicable to the relevant 
tabulated cost element on the date 49 days prior to the last day of the period （to which the 
particular Payment Certificate relates）;  and“Lo”, “Eo”, “Mo”, … are the base cost indices 
or reference prices, expressed in the relevant currency of payment, each of which is applicable 
to the relevant tabulated cost element on the Base Date. 
 

The cost indices or reference prices stated in the table of adjustment data shall be used.  If  their  
source  is  in  doubt,  it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Engineer.  For  this purpose, 
reference shall be made to the values of the indices at stated dates （quoted in the fourth and fifth 
columns respectively of the t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clarification of the source; although these dates 
（and thus these values） may not correspond to the base cost indices. 
 
In cases where the “currency of index” （stated in the table） is not the relevant currency of payment, 
each index shall be converted into the relevant currency of payment at the  selling  rate,  established  
by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Country,  of  this  relevant currency on the above date for 
which the index is required to be applicable.  
 
Until such time as each current cost index is available, the Engineer shall determine a provisional index 
for the issue of Interim Payment Certificates. When a current cost index is available, the adjustment 
shall be recalculated accordingly. 
 
If  the  Contractor  fails  to  complete  the  Works  within  the  Time  for  Completion, 
adjustment  of  prices  thereafter  shall  be  made  using  either    （i）  each  index  or  
price applicable on the date 49 day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Time for Completion of the Works, or  
（ii） the current index or price: whichever is more favourable to the Employer.  
 
The weightings （coefficients） for each of the factors of cost stated in the table（s） of adjustment  
data  shall  only  be  adjusted  if  they  have  been  rendered  unreasonable, unbalanced or 
inapplicable, as a result of Variations. 』 
124 顏玉明，前揭註 1 文，頁 93-94。 
125 顏玉明，前揭註 1 文，頁 92-94。 
126 Guidance for the Preparation of Particular Conditions Sub-Clause 13.8 Adjustments for Changes in 
Cost：『These provisions for adjustments may be required if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for the Contractor 
to bear  the  risk  of  escalating  costs  due  to  inflation.  Unless  this  Sub-Clause  is  
not  to  apply,  the Appendix to Tender should include a table for each of the currencies of payment: 
the appropriate table is shown in the example Appendix. Particular care should be taken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weightings/coefficients  （"a",  "b",  "c",  ...,  the  total  of  which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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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表 3 

（4）應值注意者係，在新紅皮書所列之物調公式中，亦包含了不調率（固

定係數）。 

（二）美國聯邦採購規則127 

將物調條款之調整依據區分為三種類型128：一、依據契約合意之具公信力市

價調查內容辦理調整；二、依據履約期間承攬人實際發生勞工或材料成本辦理調

整；三、依據契約合意之勞工或材料成本指數辦理調整129。 

美國聯邦採購規則進一步建議宜採用此類物價調整機制之情形為：一、履約

期超過一年以上，且履約成本顯著改變者，二、契約價金加計物價調整款相當重

要者及三、若非辦理物價調整，顯著不穩定之勞工及材料之市場條件將造成定作

人與承攬人間不合理之風險承擔者130。 

                                                                                                                                            

not  exceed  unity）  and  in  the sele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cost indices. Expert advice may be 
appropriate.』 
127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簡稱為 FAR，請參見 http://www.acquisition.gov/far/
（最後瀏覽日期：2009.06.29） 
128 顏玉明，前揭註 1 文，頁 92。 
129 FAR 16.203-1 Description:Economic price adjustments are of three general types: 
（1） Adjustments based on established prices. These price adjustments are based on increases or 
decreases from an agreed-upon level in published or otherwise established prices of specific items or 
the contract end items. 
（2） Adjustments based on actual costs of labor or material. These price adjustments are based on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specified costs of labor or material that the contractor actually experiences 
during contract performance. 
（3） Adjustments based on cost indexes of labor or material. These price adjustments are based on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labor or material cost standards or indexes that are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in 
the contract. 
130 顏玉明，前揭註 1 文，頁 92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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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工程承攬契約約款131 

1.簡介 

日本工程承攬契約約款源自於 1923 年（大正 12 年），係以當時的日本建築

學會、日本建築師學會、日本建築協會及日本土木建築承攬連合會（全國建設業

協會）之聯合委員會所做成之『工程承攬規程』為藍本制訂而成。其後經過數度

修正，最後一次修正於 1997 年（平成 9 年），此約款成為工程承攬之定型化契約，

並廣為民間工程承攬所利用，現今每年約有 10 萬件工程承攬契約使用132。 

2.內容 

本約款第 29 條：承攬報酬之變更：『（1）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明示該

理由，向他方請求變更承攬報酬之金額。 

e：在契約期間內，因無法預期之法令制訂、廢改或經濟狀況的劇變，而認

為承攬報酬金額顯不適當者。 

f：在長期契約中，因法令之制訂、廢改或物價、工資等的變動，就締約時

起一年後，認為其承攬報酬顯不相當者。…』 

3.本條旨趣 

本條之法理在於，當締約後發生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情事變更，若仍堅持契

約嚴守原則，將與誠信原則與實質公平有違，故本約款被視為是基於情事變更原

則法理特別約定。惟日本為此法理之適用仍極為慎重。 

而上述將情事變更原則明文化之約款，在具體情況下，何謂承攬報酬顯不適

當？難有判斷標準。以締約時所得預測之經濟變動狀況為前提，提出異於締約時

經濟狀況之基準是非常困難的。 

                                                 
131 原文為：工事請負契約約款 
132 滝井繁男，工事請負契約約款，頁 2，1998.11，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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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承攬報酬顯不相當』，日本建設大臣官房長133發布，物價變動致成本

超乎締約時之 8%者，為其標準134。 

                                                 
133 建設省：主管道路、河川、政府廳舍建造維護、住宅及都市計劃等社會資本維護的建設事業，

於 2001 年 1 月 6 日實行中央省廳重組，納入『國土交通省』。請參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9C%9F%E4%BA%A4%E9%80%9A%E7%9C%81
（最後瀏覽日期：2009.06.28） 
134 滝井繁男，前揭註 132 書，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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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物調條款分析 

一、工期限制 

關於物調條款之適用，是否有工期需達一年以上之工程始有適用之限制？各

個契約範本容有不同之規範： 

（一）有限制 

其規範內容如：『工期未滿一年之公共營造工程，工程估驗款不隨物價指數

調整135』、『契約履約期限在一年以上者，得依「臺北市政府工期一年以上之工程

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136」』、『物價指數之調整（工程契約金額為查核金額

以上且工期 1 年以上者，依下列規定調整，其餘均不予調整）137』；美國聯邦採

購規則亦建議應於『履約期超過一年以上』之工程始宜納入物調條款138。 

另就國際工程而言，一般工期在一年以上的國際工程項目才可調價139。根據

世界銀行的有關要求，凡是土建工程施工期超過一年工期的項目，必須採用契約

價格調整條款140；而有些國家規定，工程開工後半年不允許調價，兩次調價帳單

的提交時間間隔不能少於半年等141。亦有論者認為，由一般經濟因素所生之風險

（例如物價上漲、匯率變動、一般性之罷工等），其風險分配決定於工程之工期

及地點。若工程地點在國內及工期於兩年之內者，其風險應含於承包商報價金額

內；若工程地點於海外或運輸困難之地點者、及工期較長者，業主應於契約內加

                                                 
135 交通部及所屬機關工程估驗款隨物價指數調整計價金額實施要點 （民國 93 年 07 月 07 日

廢止） 
136 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12 條。 
137 臺南縣政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5 條 （民國 94 年 06 月 16 日修正）。 
138 FAR16.203-4：『A clause providing adjustment based on cost indexes of labor or materials may be 
appropriate when—…（d）（1）（i） The contract involves an extended period of performance with 
significant costs to be incurred beyond 1 year after performance begins;』 
139 刘玉杰、何伯森国际工程承包的调价工作，国际经济合作 2005 年 第 11 期，页 55。『调价』

系大陆之用语，意义等同于我国之物价调整。 
140 陆浩云、邓小东、岑业明，价格调整在土建工程国际招标中的应用，西部交通科技，2007 年

第 04 期，页 107。 
141 宗国英，国际工程承包中的调价问题，中国地质矿产经济，第 5 期，页 47。（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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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類似「費用高低調整條款」而分擔部份風險142。 

（二）無限制 

亦即在適用物價調整條款時，並無工期長短之限制，縱使工期短於一年，亦

有適用。例如：採購契約要項、工程採購契約範本143、內政部營建署暨所屬各機

關工程採購契約、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等均無工期需長於

一年之限制。 

工程會之態度係：『各機關辦理工期未達一年之工程採購，得視工程特性及

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訂定工程款隨物價指數調整。另工期一年以上之工程採購，

應確實依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年九月十二日 （九十） 工程企字第九○○三

五三一九號函規定，將物價指數調整之相關規定納入招標文件144。』。且工程會

自 95 年 8 月起即數度發函請各機關爾後辦理工程採購時，『不論工期是否長於一

年』，均將本會訂頒「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5 條有關物價指數調整之相關規定

納入招標文件，辦理工程款調整（含增加或扣減應給付之契約價金）145。 

（三）實務爭議問題 

1.事實 

實務上曾發生約定『工期未滿一年，不與物價調整』之工程，原訂工期未滿

一年，後因未取得建築執照或用地無法取得等不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須停工並

經機關同意展延工期，致停工期間加上原訂工期長於一年。 

2.雙方主張 

廠商主張停工展期之部分應計入工期，超過一年而應為物價調整；機關則認

                                                 
142 參見藍秉強，由木柵線捷運工程仲裁案論工程遲延免責約款及風險分配，私立東吳大學法律

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53-154，引自 Thomas R. Kuesel, “ALLOCATION OF RISK＂, Construction  
Risk and Liability Sharing Conference, ,Vol.1,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1979）, p.59 
143 於 97 年 5 月 16 日前之版本，亦有規定『…物價指數調整（無者免填；營繕工程及工期 1 年

以上者必填）』，惟 97 年修正後已刪除。 
144 院授工企字第 09300118560 號、工程企字第 09500326530 號。 
145 工程企字第 09500326530 號函、工程企字第 09600491580 號函、工程企字第 09600180910 號

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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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停工期間不應計入工期，故工期未滿一年而無物價調整。 

3.調解建議146 

工程會履約爭議調解委員會認為：（1）因機關未於招標前解決土地所有權糾

紛，施工期間又因當地居民抵制等事由，導致廠商做輟不定；（2）依工程會 96 年 

10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421180 號函說明二所示，廠商得就不可歸責於己

而展延工期部分之工程請求加列物價指數調整條款。故機關應依原契約約定之物

調條款或物調原則給付物調款。 

（四）分析 

營建工程之履約期常長達數年，在工程週期較長時，物價的波動，往往致使

承包商（或業主）承擔較大的價格風險。為了避免這一風險，有必要在工程招標

和價款結算中充分考慮物價動態因素147，且在此期間所生之物價波動之風險因不

易預測，故有訂定物調條款之必要，以預先分配風險。而工期在一年以下之工程，

因履約時程短，風險較易掌控，一般情況下並無訂立物調條款之必要，惟若在此

期間發生重大之物價變動，則風險全由廠商承擔，在無訂立物調條款的情形下，

廠商似乎僅能主張情事變更原則，請求法院命機關增加給付，惟法院對於是否構

成情事變更之認定標準不一，對於雙方之爭議解決徒增困擾。 

本文認為，限制工期需達一年以上之工程始訂立物調條款，似無堅強之理

由，縱工期係在一年以內，亦有可能發生物價之劇烈波動，而此不可預料之狀況

要強由廠商承擔並不合理，為合理分配風險及免除雙方之訟累，本文認為應不分

工期長短，皆訂立物調條款（可搭配設定調整門檻），以弭爭議。 

                                                 
146 工程會調 0980129 及 0980095 號履約爭議調解案之調解建議草本。 
147 陆浩云,邓小东,岑业明，前揭注 140 文，页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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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公式 

（一）調整方法148 

物價風險引起的契約價格調整的方法有實際價格調整法及公式法等。  

1.實際價格調整法 

有些地區或者有些契約規定對鋼材、木材、水泥等主要材料的價格採取按實

際價格結算的方法。承包商可憑發票或者業主的核價單按實計算材料差價。  

這種調價方法在操作上要求有原始的價格和可靠的證據，材料規格成千上

百，採用此種方法要對有關文件（票據）一一核實，其管理工作相當繁重。 

2.調價公式法 

FIDIC 新紅皮書和 NEC 契約149都採用這個方法對建設工程價款的動態結

算。事實上，絕大多數國際工程項目中，承發包雙方在簽訂合約時就明確列出這

一調價公式，並以此作為物價風險調整的計算方法。 

（二）調整公式 

國內各物調原則與契約範本之調整公式大體上一致，只是有的可以針對數個

項目調整，則需要加上各個項目所佔之權重。而國外如 FIDIC 新紅皮書之調整

公式，其精神也與國內之物調公式同，只是在計算上就可調項目、不調率有些許

差異，茲以 93 年物調原則為例，與 FIDIC 新紅皮書之調整公式比較如下表 4： 

 FIDIC 新紅皮書 93 年物調原則 

公式 Pn = a + b·Ln/Lo + c· Ａ×（１－Ｅ） ×（指數增減率之

                                                 
148 陈敏，建设工程合同价格调整，东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论文（2004.03）。此外，該文

尚介紹第三種調整方法：調價文件計算法，這種方法是業主按當時的預算價格發包，在合約工期

內，按照造價管理部門定期發佈的主要材料供應價格，對這一時期的工程進行抽料補差（一般稱

為材差調整）。 
149 NEC 之全名為 The New Engineering Contract，係由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ICE）發行的合約

範本，相關介紹請參見葉英蕙，國際上常用的工程契約範本簡介，中鼎工程第 241 期。請參見

http://ciche.caece.net/html/semimonth/vol24/24-7.asp（最後瀏覽日期：2009.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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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Mo 　+d·En/Eo +······ 絕對值－2.5 ％） ×F 

說明 “Pn＂是對“n＂期間內

所完成工作以相應貨幣所估算

的契約價值所採用的調整乘

數，除另有約定外，此期間通

常為一個月； 

 

“a”是在相關資料調整表

中規定的一個係數，代表合約

支付中不調整的部分； 

 

“b”、“c”、“d”是相關資

料調整表中規定之係數，代表

與實施工程有關的每項費用因

素的估算比例，此表中顯示的

費用因素可能是勞務、設備和

材料等資源； 

 

“Ln”、 “En” 、 “Mn”•••

是第 n 期間最後一日前的第 49

天當天的現行成本指數或參考

價格； 

“Lo”、 “Eo”、 “Mo”、‧‧‧

是在基準日期時之成本指數或

參考價格 

Ａ＝當期估驗之直接工程費＝當

期估驗款扣除其中之規費、規劃費、

設計費、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費用、

承商管理費、保險費、利潤、利息及

稅雜費。直接工程費難以計算者，得

經雙方合意以當期估驗款之百分之八

十代之。 

Ｅ＝已付預付款之最高額佔契約

總價之百分比 

Ｆ＝ （1+營業稅率） 。營業稅

率應核實計之。另依離島建設條例第

十條規定免徵營業稅廠商，其 F  

值，得以 1.05 代之。 

 

指數增減率＝[ （Ｂ／Ｃ） －１] 

×100％ 

Ｂ＝估驗日當月總指數。 

Ｃ＝開標當月總指數。但就契約

新增單價項目之工程款，為該項目議

價完成日當月總指數。 

 

表 4 



公共工程契約中物價調整機制之問題研究 

 82

作者自製 

（三）分析 

承包商因物價飆漲所受之損害金額，應以本工程之所有購入原物料、材料設

備及施工之直接成本，以實支單據法計算出之金額總和，減去契約約定之直接工

程費之金額，所得之差額，較能符合展延工期遭受物價飆漲實際損害之支出成

本，但仍有其困難度150，故我國物調原則與工程契約所採行之調整方法大多為『公

式法』，而雖各種合約的調價公式形式上不盡相同，但是原理都類似。公式法調

價可以對調價因子進行選擇，所以調價的精度是可控的，調價因數越多，調價精

度越高151。 

各項物調原則與契約範本之調整公式十分雷同，基本上係依物價指數漲跌幅

而為調整，惟指數之擇定、得調整之項目、調整門檻不一，故各物調原則與契約

範本之調整公式有細微之差異（詳請見各物調原則與契約範本）。 

三、調整項目 

營建工程所生之費用，是否皆為得調整之項目？各工程契約（範本）亦有不

同之規範供締約雙方選擇，茲介紹如下： 

（一）工程、財務及勞務採購 

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採購主要分為工程、財物及勞務採購。政府採購法第七

條第四項：『採購兼有工程、財物、勞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者，按

其性質所占預算金額比率最高者歸屬之。』 

各項物調原則僅工程採購始有適用152，例如：鋼筋物調原則：『機關辦理查

                                                 
150 陳英本，承包商因工期展延衍生工程成本之探討，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論文，頁 50。

（2005.07） 
151 陳敏，前揭註 148 文，頁 27。 
152 另在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例（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二日總統以華總一

義字第八八００一二四三七０號令公布廢止）亦有相同規定，高院八十八年度重上更（一）字第

一四三號判決：『依機關營繕稽察條例第三條規定，各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

固均應依預算程序辦理，惟依上揭總預算執行條例第九條之特別規定，各機關歲出預算中，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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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金額以上之在建工程…』、93 年物調原則：『機關辦理工程採購…』、97 年物調

原則：『機關辦理已訂約施工中之工程採購…』、下跌物調原則：『機關辦理已訂

約施工中之工程採購…』等，而行政機關實務上在認定係屬何種採購時，通常以

所佔金額比例最高者，定其性質，故若在一採購案中，財物採購佔 50%以上，不

論工程部分有何重要性，皆認定為財物採購，而無各項物調原則之適用。惟如此

認定是否妥適，容有討論空間。有學者認為，以金額比率認定就通案是不適合的。

應該去推究採購之性質，而非僅依金額決定，例如：原契約工程金額佔 49%，財

物採購佔 51%，若因事後工程項目追加或財物採購追減，則比例改變了，是否契

約性質也改變？故不宜逕以金額比率機械化地認定。依政府採購法第七條第四項

先由主管機關認定，而若主管機關是以民法來認定的話，那問題就獲得解套153。 

（二）直接與間接工程費 

1.直接工程費 

直接工程費係指土方、結構、機電或公安環保等工程項目之施作成本；而間

接工程費則是因施工而衍生之管理費、營業稅、保險費等各項間接費用。物調通

常係針對直接工程費為調整，蓋本制度之目的系針對承包商因營建材料價格變動

致增加成本之損失為填補154。 

2.約定方式  

其約定方式有：『當期估驗款扣除其中之規費、規劃費、設計費、土地及權

利費用、法律費用、承商管理費、保險費、利潤、利息及稅雜費。直接工程費難

                                                                                                                                            

「營繕工程」經費之執行部分，依該稽察條例之規定，與廠商訂立合約辦理時，始應於工程合約

中，依「工程性質」分別載明材料與工資價款，俾得按營造業物價波動指數，為驗估是否調整工

料款之依據。查系爭合約計價項目中由光正公司向國內訂購或國外訂購機器設備進口交貨部分，

係臺肥公司向光正公司購置定製之財物，並非「營繕工程」項目，依法自不生得依總預算執行條

例調整買賣價款之問題。』 
153 謝定亞，工程與法律論壇系列研討會（六）-統包工程契約之法律問題，會中發言。（2009.03.26） 
154 古嘉諄，工程契約之病（上），月旦法學教室，第 67 期，頁 76。（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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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計算者，得經雙方合意以當期估驗款之百分之八十代之155』。 

又如：『管理費及利潤不予調整156』、『當月工程計價金額不包括承商利潤、

稅捐、保險費、管理費及預付款157。』、『管理費、保險費、利潤及其他稅雜費 （不

包括營業稅） 不予調整158』、『規費、規劃費、設計費、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

費用、承商管理費、保險費、利潤、利息、稅雜費及契約變更文件所載其他不列

入調整之費用不予調整159。』、『管理費及利潤不予調整160。』、『按物價指數調整

之工料價款不包括保險，稅捐、管理及利潤等項目161』、『稅什費【含廠商利潤、

管理費、稅捐（不包括營業稅）】、保險費不予調整162。』 

（三）材料與勞工成本 

值得注意者係，國內之各項物調原則及大部分之工程契約範本中約定所得物

調之項目似僅限於營建材料，而不包含勞工成本（工資）。相對於此，FIDIC 新

紅皮書及美國聯邦採購規則中規定得調整之項目包含了材料、勞工、施工設備及

其他經當事人合意之項目。 

（四）實務爭議問題 

1. 案例一：工程會調字 0980004 號調解案 

（1）事實 

案中鋼筋材料係由機關提供，締約雙方約定物調條款，物調門檻為 0%，物

價指數係指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總指數（契約

                                                 
155 93 年物調原則。雖然物調原則係行政命令並非契約，惟廠商與行政機關合意將之納入契約者

甚多，故在很多情形下，其亦為契約之一部，故本文於探討契約條款時亦將之納入。例如台中高

分院 96,建上,34 判決：『…經兩造分別於九十三年四月十六日工程協調會達成會議結論、九十五

年一月二十日簽訂協議書，均足認定兩造同意依「中央機關已訂約工程因應國內營建物價變動之

物價調整處理原則」核算…』 
156 採購契約要項 
157 交通部及所屬機關工程估驗款隨物價指數調整計價金額實施要點 
158 因應國內鋼筋價格變動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 
159 97 年物調原則計算範例 
160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161 內政部營建署辦理工程按物價指數調整計價要點 
162 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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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附：內政部營建署辦理工程按物價指數調整計價要點第 2 點）。其後因總物

價指數下跌逾 0%，機關依約扣款。 

 （2）雙方主張 

廠商主張：總指數係包含人、機、料等三項綜合指數，惟本工程鋼筋係由機

關提供，而鋼筋物價指數所佔權重甚大，若其每月估驗款按契約約定依總物價指

數辦理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顯不合理，故請求將契約中之『總指數』修改為『不

含鋼筋指數之總指數』。 

（3）調解建議 

調解建議：雖約定調整之依據為『總指數』，惟係爭工程契約未包含鋼筋材

料費，廠商施工所需鋼筋材料係由機關另行採購供應。因廠商得標後鋼筋價格大

幅下跌，致上開總指數受其影響亦大幅下跌，造成廠商於估驗計價時依總指數下

跌逾 0%之比率扣減工程款，對廠商顯失合理公平。 

建議雙方將總指數修正為『不含鋼筋指數之總指數』。且修正後不得回復為

含鋼筋之總指數。 

（4）分析 

應採取何種指數作為調整之基準，應由契約雙方在締約前，依工程契約所需

之材料比重及實際需要而選擇，若因物價波動而會影響廠商施工成本者始有調整

之必要。在案例中，因是機關提供鋼筋，鋼筋材料價格之漲跌風險已全由機關承

擔，對於廠商而言，殊無就鋼筋指數調整之理，此不惟鋼筋價格下跌時有適用，

縱鋼筋價格上漲時亦然。係爭契約原約定依總指數調整，因總指數中包含了鋼筋

指數之權重，等同於將鋼筋價格漲跌之風險考量進去，並不合理。故調解會建議

將總指數修正為『不含鋼筋指數之總指數』實符當事人間之公平。 

2.案例二：工程會調 0980209 號 

（1）事實 

本案因辛樂克颱風造成某橋斷裂之災害搶通臨時便道工程，於 97 年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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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投標，並於當日開標及決標。預定竣工日為 98 年 1 月 24 日，實際竣工日為

97 年 12 月 28 日。工程契約中並訂有物價指數調整條款，約定：『逐月就已施作

部分按當月指數計算物調款。辦理估驗時依物價指數之增減率超過或低於 0%之

部分，按本規定之計算方式與以計算調整…』嗣工程竣工，因物價下跌，廠商遭

機關扣款。惟廠商主張：其於締約後旋即購足材料，故依約扣款並不公平。 

（2）爭點 

得否因締約後即全數購料，而排除物調條款之適用？ 

（3）調解建議草本 

甲案 

其係為因應災害搶修工程之急迫性，於 97 年 9 月 30 日即已全數購妥施工材

料並進場施工，而認為此類短期災害搶修工程是否逕適用以『月』為計算基礎之

物價下跌指數而予以扣款，尚非無疑；基於政府採購法第 6 條所揭示之公平合理

原則且認為其於得標後立刻將原物料備齊，且如期趕工並經驗收合格，確已維護

重大之公共利益，由其獨自承擔不可預見之物價下跌之不利益尚難謂合理公允，

爰建議他造當事人不予扣款。 

乙案 

按契約約定：『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當月指數計算物調款。辦理估驗時依物

價指數之增減率超過或低於 0%之部分，按本規定之計算方式與以計算調整…』

兩造自應同受規範。惟係爭案件 97 年 10 月 23 日至同年 12 月 28 日已施作之工

程，並無逾期完工之情形，應有行政院 98 年 3 月 30 日院授公企字第 09800127660

號函頒之『機關以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數門檻調整處理原則』（即

97 年 10 月 23 日至該工程竣工日止，就總指數漲跌幅超過 2.5%部分計算物價調

整金額）之適用。 

（3）分析 

應排除物調條款之適用：對於此種針對急迫災害搶救之工程有其特殊性，廠

商為因應工程之急迫，於締約後旋即購進全數材料，則物價波動之風險於該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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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定，應無物調條款適用之餘地。惟契約中卻仍將物調條款訂入，似乎是機關

未考量工程特性，而一律使用工程契約範本之約定所致，本文以為，似可認為在

此種情形下，當事人之真意並無物調條款之適用，應予排除。又，廠商自須提出

購料證明以證明其購料係於締約後之 97 年 9 月 30 日，乃屬當然。 

建議：機關於訂立工程採購契約時，不應將工程採購契約範本未做修改而直

接納入，應依工程特性及實際需要，有所修改，始能合於契約之需要與雙方之利

益。 

3.案例三：工程會調 0980348 號 

（1）事實 

係爭工程契約簽訂於 97 年 7 月 29 日，主要之採購標的為『河川疏濬清淤及

餘土載運工作』（包含『挖方』、『餘土處理』、『運輸道路維護』及『運輸道路復

舊』等工作項目），契約第 4 條定有物價調整條款，其規定之物價調整方式有二

種：（1）依總指數漲跌幅超過 2.5%部分計算物調款、或（2）依預絆混凝土與鋼

筋個別項目指數超過 10%部分計算物調款。期間因物價下跌，機關依約扣款，而

廠商認為本件係爭契約縱有『物調條款』之適用，參照係爭工程合約『契約主文』

第 4 條『契約價金之調整』第 11 項第（1）款規定：『得調整之項目為材料與直

接工程費。』之旨趣，亦應以有使用材料之有形構造物『運輸道路復舊費』的直

接工程項目費用為限，而不及於未使用材料之無形的『疏濬清淤』工作即『挖方』、

『餘土載運處理』及『餘土處理整地與清潔費』等項目費用。而機關則主張，廠

商於投標前以知悉契約條款中定有物調條款卻未異議；且若不適用物調條款對其

他以投標而未得標之廠商不公平，與政府採購法第 6 條有違。 

（2）爭點 

就未使用材料之工作部分，是否仍應依物調條款計算之？或是得以排除於計

算物調款項目之外？ 

（3）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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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調整應僅針對『生物價波動風險之項目』：係爭工程合約『契約主文』

第 4 條『契約價金之調整』第 11 項第（1）款規定：『得調整之項目為材料與直

接工程費。』既然約明為『材料』，則關於『疏濬清淤』工作即『挖方』、『餘土

載運處理』及『餘土處理整地與清潔費』等項目自不應納入調整；惟在契約中關

於物調計算卻未將之排除，則契約條款前後似有矛盾，審酌訂立物調條款之目的

即係合理分配物價波動之風險，若並無物價波動之風險，則自不在該條款規範目

的範圍之內，而應予以排除。本案工程為『疏濬清淤』工作，關於『挖方』、『餘

土載運處理』及『餘土處理整地與清潔費』等項目費用，因不涉及購買材料，不

生材料物價波動之風險，解釋上自得將之排除於物調項目之外。故本文認為，本

工程中僅有『運輸道路維護』及『運輸道路復舊』涉及材料之購買，始得納入物

價調整之項目計算。 

建議：於本案，問題亦出在機關擬定契約時，未針對工程特性為特別之考量，

而一律引用工程契約範本之約定，應予檢討。 

（五）本文見解 

1.物調原則之適用不應限於工程採購 

關於各項物調原則之適用僅限於工程採購，而行政機關對於工程採購之認定

又以工程採購部分佔總採購金額 50%以上者為限，僵化的認定造成部分雖然財物

採購所佔金額比率超過 50%，但營建工程材料所佔之比例亦不低者，無法取得物

調款，造成不公。本文以為，應取消限於工程採購始有物調原則適用之限制，只

要採購中包含工程採購，即可就該部分適用物調原則。否則無法說明為何同受營

建物價材料上漲之苦，卻僅因財物採購所佔比率較大，而無法就工程採購部分物

調之不公平現象。在 FIDIC 紅皮書中亦將施工設備或其他經契約合意之項目納

入調整，可供參考。 

2.得調整之項目限於直接工程費 

得調整之項目僅限於直接工程費，而不包含間接工程費，應屬有理，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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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與利潤等與原物料成本無關163，受物價波動影響者僅係直接工程費。又若直接

工程費無法精確地計算時，則可以參考 93 年物調原則與 97 年物調原則之規範方

式，其規定『直接工程費難以計算者，得經雙方合意以當期估驗款之百分之八十

代之』，以減輕計算之煩。 

得調整之項目依工程契約範本區分為個別項目（例如水泥、預拌混凝土、鋼

筋等）、中分類項目（例如金屬製品類、砂石及級配類、瀝青及其製品類等）以

及總指數為調整164，使契約雙方得依據個別工程特性與實際需要選擇不同之調整

項目類型，應值肯定。 

3.勞力成本應列入調整 

又在以往之物調原則及工程契約範本就得調整之項目限於工程材料，而不含

勞力成本（工資），惟勞力成本亦會隨著時間而上漲165，例如勞基法於 96 年 7

月 1 日將基本工資由每月 15840 元調漲至 17280 元（調幅 9.09%），則勞力成本

勢必增加，若全由廠商承擔似非合理，故本文認為應參照 FIDIC 新紅皮書及美

國聯邦採購規則將勞力成本列入得調整之項目166。台北市政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之『附註一、（二）勞務類：工資類、機具設備租金類。』，將工資亦納入得調整

之項目，應值參考。 

4. 需承擔物價漲跌風險之項目，始有調整之必要 

雖然契約雙方約定以『總指數』作為調整之依據，惟有實務見解167認為需承

擔物價漲跌風險之項目，始有調整之必要，若非廠商施工或提供材料之項目，因

其無需承擔物價漲跌之風險，故解釋當事人真意，應將其未施作之項目指數排除

於『總指數』之外。 

                                                 
163 黃立，工程契約物價指數條款、契約的反面解釋與加班費、誤餐費問題，台灣本土法學雜誌，

第 14 期，頁 28。（2000.09） 
164 臺北市政府採購契約範本亦有類似之規定 
165 李元德，因物價上漲調整合約金額，工程法律實務研析（一），頁 158，2005 年 09 月。 
166 惟外勞工資並未納入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基本分類工資查價之對象，要如何有公平合理之調

整，似成問題。 
167 高等法院 90 年度重上更（二）字第 9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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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價指數之選擇 

（一）國際工程契約 

關於要選擇何種物價指數作為調整之依據，基本上與得調整之項目相關。各

個國家和國際上許多研究機構及網站都有定期公佈的各類物資、服務的價格指

數，比如英國貿工部（DTI）發佈的 Construction Statistics Annual 等168。在我國

則有行政院主計處所公布的營造工程物價指數（CCI）查價項目及其權數169、台

北市主計處公布之臺北市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銜接表、臺北市營造工程物價基本

分類指數、臺北市營造工程物價按工程種類別分類指數170及高雄市政府主計處所

發佈之高雄市營造工程物價指數銜接表171等。 

在國際工程之物價調整中，合理選擇參與價格調整的資源的基礎價格指數是

非常重要的，通常招標文件會明確規定參與調價的資源種類和調價公式，比如人

工費、地材（沙石料）、白灰、水泥、鋼材、瀝青、燃油等大宗建築材料以及施

工設備、海運費等。一般說來，承包商雇傭非所在國人員的工資價格指數應為承

包商原住國土木建築工程技術人員的價格指數，地材、燃油等從當地採購的材料

採用所在國政府有關部門發佈的價格指數，進口材料及施工設備等則採用出口國

通用的價格指數，雜項費用可以採用有關國際機構發佈的相應國家的消費價格指

數。在價格調整的全過程中，合理選擇參與調價的基礎價格指數，對一個契約最

終的經營結果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172。 

                                                 
168 陆建忠、李建斌，国际土木工程合同中的价格调整，建筑经济，第 280 期，页 37。（2006.02） 
169 行政院主計處網站 http://www.dgbas.gov.tw/lp.asp?CtNode=2848&CtUnit=331&BaseDSD=7（最

後瀏覽日期：2009.06.02） 
170 請參見台北市政府主計處網站：臺北市物價統計月報：

http://w2.dbas.taipei.gov.tw/NEWS_WEEKLY/TP_TreeN.asp（最後瀏覽日期：2009.06.29） 
171 請參見高雄市政府主計處網站：高雄市物價統計月報：

http://dbaskmg.kcg.gov.tw/book/month/price/book.htm（最後瀏覽日期：2009.06.29） 
172 陆建忠、李建斌，国际土木工程合同中的价格调整，建筑经济，第 280 期，页 38。（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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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物調原則與工程契約範本 

1.總指數 

部分物調原則與工程契約中並未針對營建材料之個別項目或中分類項目予

以調整，而僅依據營建物價總指數進行調整，例如 93 年物調原則中：『以行政院

主計處公布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內之總指數 （以下簡稱總指數） ，

就漲跌幅超過 2.5％部分，辦理工程款調整』，及內政部營建署辦理工程按物價

指數調整計價要點之規定等。 

2.其他指數（個別項目指數、中分類項目指數） 

而近來頒佈之物調原則及採購契約範本，大部分皆提供得就營建材料之個別

項目指數、中分類項目指數或不含個別項目及中分類項目之營建物價總指數調整

之選擇，例如：97 年物調原則、下跌物調原則、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台北市政

府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等。另亦有針對特別材料約定予以物調者，例如：砂石物調

原則（砂石及級配類指數）及鋼筋物調原則（金屬製品類指數）等。 

3.不同之發佈機關及項目指數 

例如：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5 條（一）6（1）中： 

『選項Ａ：依□行政院主計處；□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其他＿＿

（由機關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

漲跌幅調整… 

選項Ｂ：依□行政院主計處；□臺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其他＿＿（由

機關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行政院主計處）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個別項

目、中分類項目及總指數漲跌幅，依下列順序調整…』 

（三）實務爭議問題 

關於契約中雖訂有物調條款，惟對於依何種指數調整卻未明確約定，則究應

適用總指數或者契約實際施作項目之中分類指數或個別指數？實務上容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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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解： 

1. 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2165 號判決 

承包商與業主之物調條款約定依『總指數』調整，而承包商將部分工程轉與

次承攬人，約定以承包商與業主間之物調約定為參照依據，則次承攬人得向承包

商請求調整之依據『總指數』應否扣除其未施作項目之指數？本判決認為：『中

鋼公司次承攬之工作範圍，既未及於水泥及砂石類等五項，該五項物價之漲跌，

對於中鋼公司而言，並無施工上之風險，自無調整工程費之必要，是倘以「台北

市營造工程物價基本分類指數」所列九項物價基本分類指數計算其權數後所得之

總指數調整工程費，與兩造簽訂調整工程費之本旨不符。從而所謂物價總指數，

應係指以「台北市營造工程物價基本分類指數」所列金屬製品類等四項基本分類

指數佔物價總指數（即以金屬製品類等九項基本分類指數計算其權值後所得之商

數）權重（百分比）加以計算，而非以「台北市營造工程物價基本分類指數」所

列金屬製品類等九項基本分類指數計算其權值後所得之商數（即總指數）加以計

算，方符立約當事人之真意。』 

本文以為，判決認為就需承擔物價漲跌風險之項目，始有調整之必要，十分

正確。而次承攬人若能在訂約前與總承包商就其實際工程所需項目另為物調之約

定，而非單純引用總承包商與業主間之物調條款，應能防範爭議於未然。 

2.高等法院 96 年建上字第 67 號判決 

對於未施作之項目，應否列入調整？本判決（經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464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認為：『上訴人不爭執其提供安裝施

工人力及總價 178,800 元之金屬物料，未提供預拌混凝土及水泥，此部分事實堪

予認定。再查，系爭協調會會議記錄載明就上訴人「施作相關項目」辦理物價指

數調整，上訴人施作項目既為提供安裝人力及部分金屬物料，未曾提供預拌混凝

土及水泥，後者非屬上訴人「施作相關項目」，自排除於兩造約定辦理物價指數

調整範圍。系爭協調會會議記錄所示「（應扣除金屬指數權重，金屬材料調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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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另議）」，亦僅在解決上訴人所提供金屬材料之物價調整問題，非可解為兩造約

定僅扣除金屬指數，被上訴人仍應給付預拌混凝土及水泥之物價指數調整款。』 

本文以為，本案中雙方僅約定就「施作相關項目」辦理物價指數調整，但未

明訂是哪些項目，故生爭議。物調條款之目的在於降低廠商購料價格變動之風

險，在本案，預拌混凝土及水泥既非由廠商提供，其無需承擔該項目價格變動之

風險，探求當事人真意，應不納入得調整之項目中始為合理。 

本案法院重點在於解釋「施作相關項目」之當事人真意，其結論應屬正確。

本文認為，雙方在訂立物調條款時，應避免有類似約定，而應明訂得調整之項目

為何（例如：金屬製品類、砂石及級配類、瀝青及其製品類等），以降低爭議。 

3.高等法院 96 年重上字第 360 號判決173 

對於當事人對於得依何種指數調整未明確約定，本判決認為：『查系爭條款

約定：「物價調整指數：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得依行政院主計處公

布之台灣省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就漲跌幅超過 5%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

款（或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之特定項目款）。」等語，雖條款中所稱「台灣省營造

工程物價指數」未標明係「總」指數，惟參以上訴人於原審所提行政院全球資訊

網所示國家統計資料，於物價指數統計表項下，分別列有「營造工程物價指數（總

指數）及其年增率」、「營造工程物價－預拌混凝土指數及其年增率」、「營造工程

物價－鋼筋指數及其年增率」、「營造工程物價－砂石及級配類指數及其年增

率」、「 營造工程物價－金屬製品類指數及其年增率」等（見原審卷（一）第 271

至 281 頁），由上開統計表之分類方式，可見行政院主計處所稱「營造工程物價

指數」，如指分項指數，均明確列出該分項名稱（如金屬、預拌混凝土、鋼筋等），

標示方式為「營造工程物價-分項（如金屬、鋼筋…等）-指數及其年增率」。 未

特別記載分項名稱，即指總指數而言。而系爭條款所稱「依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

台灣省營造工程物價指數」，既未特別標明為「分項指數」，核其文義，應指物價

                                                 
173 經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278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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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指數無疑。上訴人雖稱，系爭條款之目的係為工程進行期間物價波動而特別約

定，因此自應就上訴人當期進行估驗項目中有物價波動之項目予以調整，始屬合

理云云。但查，依各分項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固較能凸顯某分項物價指數劇烈

波動之事實，惟依總指數調整，亦有平均該物價指數與其他物價指數之功能，二

者均為契約當事人為因應施工期間物價波動得選擇之調整方式，惟契約當事人如

於締約時已為選擇並明文約定於契約中，自無許單方事後再為不同於契約文義之

解釋。而依前所述，系爭條款所稱依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台灣省營造工程物價指

數，就系爭條款之文義觀之，應認為係指物價總指數，其文義既已表示兩造真意，

無須別事探求，依前開判例意旨，自無捨該契約文字而解釋為分項指數之理。』 

本判決認為當事人雖未就適用何種指數調整為明確約定，惟既未特別標明，

其真意應係指總指數。本文以為，在契約不明確而有解釋空間之情形下，如此解

釋並不符合契約之實際需求，蓋無法反應各項物料之實際漲跌。 

（四）分析 

1.物價指數個數之選擇 

國籍工程契約調價公式的調價指數的個數各不相同。從理論上講調價指數的

數目越多越細調價精度越高，但是如果調價指數過多，將帶來操作上的麻煩，過

少則不能有效抵償物價變動帶來的風險174。而調價指數數目的選擇對於調價精度

的影響如何，學者認為：  

（1）調價公式中至少採用 5 個價格指數進行調價才能滿足調價精度的要

求。此時,回收量落入平均回收值±10%範圍的概率為 99%。當採用 1～4 個價格

指數調價時，承包商承擔的風險過大，難以滿足調價要求。  

（2）在其他條件和要求不變情況下，價格上漲幅度越大，回收幅度變化越

大。因此，當價格上漲幅度增大時，只有通過增加價格指數數目才能達到減少回

                                                 
174 陈敏，前揭註 148 文，頁 33。 



             第三章  物價指數調整條款 

 95

收幅度變化過大的目的175。 

2.僅依總指數調整之缺失 

在不同的工程中，各種原物料於合約中所占比重不同（比如公路工程，就會

使用大量的砂石料），一律使用總指數作為調整依據，往往無法「對症下藥」，因

為總指數是物料價格指數之平均數值，無法反應單一物料之漲幅或該物料在特定

工程受到波動的真正影響，所以廠商也一再反應，總指數還是無法彌補他們的損

失176。  

以往曾發生鋼筋物調原則及 93 年物調原則可否併用之問題。因國際油價飆

漲及國內營建物料供需失衡，致工程主要單項物料價格大幅上揚，其中已有上漲

高達 200%之情事，物價指數之調整以不足反應實際市場價格上漲情況，承攬廠

商認為以總指數辦理物調，無法適當補貼損失177。質言之，當廠商遭遇鋼筋、混

凝土等特定材料巨幅上漲時，但其上漲率對整體物價指數之變化卻影響有限下，

因調整依據約定為『總指數』，故其上漲率計算之結果將被扁平及稀釋，進而影

響廠商得請求之物調款178。 

3.應依工程實際需求選擇指數 

以往僅能依據行政院主計處發佈之總指數調整，僅依總指數調整將無法確實

反應該個別項目之漲跌，而無法達到補貼之目的。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在 96

年 3 月 9 日修正「工程採購契約範本」中有關物價調整方式之規定，請機關擬

訂物價調整條款時，除了可以依總指數 2.5%計算物調款外，也應該依據各個工

程合約的特性 及需求，針對特定「中分類項目」（如：砂石）或特定「個別項目」

（如：水泥）的物價指數進行調整，其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更修正提供了不同

                                                 
175 丰景春、杜荣江、杨建基，工程项目多重子公式价格调整风险分析，河海大学学报（2000.07） 
176 張宛萱，物價調整方案篇-只有總指數可以調嗎?，載於張宛萱律師工程法律交流講堂網站

http://www.chyiahsien.com.tw/plog/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25&blogId=2（最後瀏覽日

期：2009.06.05） 
177 黃泰鋒、陳麗嘉，前揭註 5 文，頁 85。 
178 馬惠美，BOT 契約物調規劃 合理掌控風險，營建知訊，第 290 期，頁 41。（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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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佈機關（主計處、台北市主計處及高雄市主計處等）之選擇，使締約雙方更

能依其需要選擇不同之發佈機關所發佈之指數。 

僵化地適用總指數而為調整，造成不符合契約實際需要之風險分配，如上述

案例。故本文建議行政機關於訂立公共工程契約時，能考量契約實際所需材料等

情形而選擇適合契約之物調指數（例如 97 年物調原則、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及臺

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等，皆提供當事人多種指數之選擇），

俾能符合契約實際所需，並減少爭議。 

4.美國法案例179 

在 1984 至 1999 年間，廠商與美國國防部能源供應中心 Defense Energy 

Support Center （“DESC”）簽訂石油供應契約，負責供應美國軍方噴射機及車輛

用油，而廠商認為契約中之物調條款 economic price adjustment clauses（EPA 

clauses）並不合法，而提起訴訟。其理由在於：第一： FAR 中對物調條款所須

依據者為一『確立的價格』（established prices），而此確立的價格應係指該廠商所

提供之價格，而非整體市場之價格，且約款中對於石油所採取之物價指數係以美

國能源局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所發佈之每月石油市場 Petroleum 

Marketing Monthly（PMM），而該指數無法反映出公平之市場價格；第二：美國

國防部能源供應中心應確保給付與其所受領的石油相當之公平市場價格；第三：

美國國防部能源供應中心依據第五修正案管領石油。被告則認為原告所提於法不

合。 

法院最後駁回原告之訴，其認為，第一：政府所使用的物調條款，依據國防

部能源局所發佈的每月石油市場，係符合 EPA 必須基於市場價格調整之 FAR 之

規範；第二：FAR 指示締約官員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必須以『公平、

合理』之價格購買物資與服務，並不賦予廠商訴訟上有強制之權利。 

由上案例可知，在物調條款中，所據之調整之指數，對於雙方而言，乃兵家

                                                 
179 United State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 ：CONOCOPHILLIPS, Conoco, Inc., and Phillips Petroleum 
Company, Plaintiffs, v. The UNITED STATES, Defendant.. No. 02-1367C. Sept. 12,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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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爭之地，各發佈單位對於物價指數的調查、計算方式不盡相同，對於同一項目

所得出來之指數亦有所差距，因而造成無法實質補貼。此問題在我國亦然，有論

者認為，主計處營建物價指數之分項權重與實際工程難以完全相同，且主計處營

建物價指數之統計並非是專為提供工程款調整而調查，故會有偏低之傾向。並提

出建議是否由工程會委託公信力單位（例如台灣營建研究院）定期調查公佈適用

於公共工程之物價指數180。 

五、調整門檻 

（一）國際工程契約 

1.意義 

在國際工程契約之調整公式中包含了固定係數，實質上是契約價格中不能參

與調價的部分與契約總價的比值，固定係數測算的原則一般是契約價格中不因物

價變動而變化的部分，例如管理費、專案利潤、稅金。但是要完全區分界定這部

分契約價款是很困難的，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固定係數的餘地很大，甚至有些隨

意，有時還和造價工程師的習慣有關181。 

2.實例 

根據世界銀行通常規定，不調價權重係數比例應不大於 10%182；而在 FIDIC

新紅皮書提供之公式中亦有規定不調率，通常約定為 0.1~0.2 之間183；另在 NEC

工程施工契約一般約定為 0.1。對於沒有調整到的部分，應認為在契約得標金額

中已經包含了那部分物價波動的費用184。 

                                                 
180 營建工程物價指數調整-營造業者之觀點，工程法律系列論壇（一），工程承攬契約與物價調

整相關問題，2007.12.6。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科際整合研究所網站：

http://www.interdisc-law.nccu.edu.tw/BrowseNewsByNo.aspx?NewsNo=123（最後瀏覽日期：

2009.06.29） 
181 陈敏，前揭註 148 文，頁 28。 
182 陆浩云、邓小东、岑业明，前揭注 140 文，页 108。 
183 刘玉杰、何伯森，前揭注 139 文，页 55。 
184 張水波、何伯森，FIDIC 新版合同條件導讀與解析，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頁 116-117。（2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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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物調原則與契約範本 

1.意義 

在國內物調原則及契約範本中之調整門檻係指總指數或約定項目指數增減

率，漲跌幅達一定百分比，始為調整；在指數漲跌幅小於一定百分比時，則不予

調整，風險需各自負擔。 

2. 國內物調原則與契約範本調整門檻比較 

關於國內各項物調原則與工程契約範本185之調整門檻請參閱下表 5。 

調整門檻

（不調

率） 

總指數 特定中分類項目指

數 

特定個別項目指數 

砂石物調

原則 

X 砂石及級配類指

數：5% 

X 

鋼筋物調

原則 

 

X 

金屬製品類指數：5%  

X 

93 年物調

原則 

2.5% X X 

97 年物調

原則 

2.5%； 

前提：未有可依個別

項目指數超過 10%

調整或雖有但未達

漲跌幅 10% 

 

 

X 

10%；非屬該個別項

目之其他工程項

目，依「不含該個別

項目指數之總指數」

超過 2.5%部分調整

下跌物調

原則 

同上 X 同上 

                                                 
185 因各工程採購契約範本迭經修正，本表中乃指至 98 年 6 月止之最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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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

契約範本 

2.5% 5% 10% 

營建署物

調要點 

2.5% X X 

臺北市物

調規定 

2.5% 2.5%；非屬該特定中

分類項目之其他部

分，依「不含該特定

中分類項目總指數」

超過百分之 2.5%部

分調整 

2.5%；非屬該特定個

別項目之其他部

分，依「不含該特定

個別項目總指數」超

過百分之 2.5%部分

物調 

 

表 5 

作者自製 

（三）調整門檻之變化 

1.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以行政院工程會制訂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為例，以時間為序，其調整門檻百

分比變化如下表 6： 

修正日期 總指數 中分類指數 個別項目指

數 

說明 

94.12.27 修正

前 

5% X X  

94.12.27 2.5% X X 配合 93 年物調原則 

95.10.18 2.5 X X 增加行政院、台北市及

高雄市主計處三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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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03.09 2.5 5% 10% 增加中分類及個別項目

指數之選擇186 

97.04.18 0% 0% 0% 全降為 0% 

98.04.21 2.5% 5% 10% 修正說明：指數長跌幅

門檻由機關視個案特性

自行載明。未載明者依

左列百分比 

表 6 

作者自製 

2.分析 

自民國 94 年起，因物價不斷上漲，工程會配合 93 年物調原則之發佈，將工

程採契約範本中的調整門檻由原來的 5%調降為 2.5%，其後又因營造業者之要

求，將調整門檻調降為 0%。而自 97 年 7 月起，鋼筋等物料價格大跌，營造業者

又要求將調整門檻調回 2.5%，行政院即於 98 年 3 月 30 日核定頒行『下跌物調

原則』，工程會亦於隔月修正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將總指數調整門檻調回 2.5%187。 

                                                 
186 工程會九十七年二月二十五日工程企字第 09700080290 號函：『…二、本會 96 年 3 月 9 日工

程企字第 09600095000 號函修訂「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 5 條物價指數調整之相關內容，及 96
年 6 月 4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80910 號函補充執行方式，載明營建物價總指數超過 2.5%、中分

類項目（例如金屬製品類）指數超過 5%及個別項目（例如鋼筋）指數超過 10%之 3 種物價調整

方式，供機關視需要擇定於契約中。遇有營建物價劇烈變動情形，廠商即可依契約規定獲得補貼。 
上開 2.5%、5%及 10%之比率，係供機關辦理工程採購訂定招標文件參考，屬行政指導性質，尚

無強制機關僅得以上開比率為限。機關可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合宜之物價指數調整方

式，例如降低上開比率，以減少雙方風險，提升廠商參與政府採購意願，並可減少廠商得標後因

價格波動無法取得補貼而衍生履約爭議，影響公共工程品質及進度。』 
187 工程會新聞稿：營建物價指數大幅下跌，營造業者要求減少扣減契約價金：『營造產業相關公

會於 97 年 2 月面臨營建物價飆漲時，要求政府給與補貼；並認為工程契約內訂有物價指數漲跌

幅調整門檻（例如 5%或 2.5%）不合理，要求比照國際顧問工程師協會（FIDIC）工程契約條款

範本，訂定無物價指數調整門檻（即調整門檻為 0%）之調整方式，且表示後續物價漲跌風險將

由契約雙方各自負擔。工程會曾多次函請各機關於契約內訂定合理物價指數調整方式，並於 97
年 4 月 15 日修正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將物價指數調整契約價金之門檻降為 0%，漲跌幅逾 0%者

即調整；新政府 5 月 20 日上任後，迅速研訂「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之物價

調整補貼原則」，報奉行政院於 97 年 6 月 5 日函頒，以利營造業者獲得補貼，並利契約雙方合理

分擔物價漲跌風險。…惟營造業者於 97 年 12 月 29 日再次向工程會反映，去（97）年 4 月 15
日至 7 月投標決標工程訂約時向材料商進行議價採購，因處於物價高點，且相關價款已支付，至

申請工程估驗計價時，卻適逢物價指數大幅下跌，因而遭受機關扣款；部分契約則因瀝青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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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修正過程以觀，營造業者於物價上漲時，要求調降物調門檻，以增加物

調款；而面臨物價上漲時，要求提高物調門檻，以避免或減少扣款，對此情形，

工程會似乎亦隨之起舞，修改頻仍。 

營造業者要求降低不調率之理由係 97 年 4 月 15 日至 7 月投標決標工程訂約

時向材料商進行議價採購，因處於物價高點，且相關價款已支付，至申請工程估

驗計價時，卻適逢物價指數大幅下跌，因而遭受機關扣款；部分契約則因瀝青混

凝土、水泥等所占比率較大且價格並未下跌，因總指數下跌亦遭受機關扣款等

情。惟若真如營造業者所言，其於決標或訂約時即向材料商進行議價採購，其所

需支出之成本在斯時即已確定，則不論日後物價是漲是跌，皆與之無涉，自無調

整之理。惟在物價上漲時，廠商卻又主張材料非於決標或訂約時購買，係施工前

購進，而簽約時與施工時之物價指數差距過大，故需做調整，令人不禁疑惑，究

何者為實？ 

本文以為，物調機制並非在使廠商增加額外利益，亦非使其受過度扣減工程

費之損失，而係在合理分配風險，故不調率設為 0%應係公平，如此廠商於投標

時即無須將物價波動之風險納入投標價格中做考量；又若雙方為免計算及頻繁補

貼、扣價之煩，願意在一定範圍內各自承擔風險，而約定 2.5%或 5%等之不調率

亦無不可，只是廠商此時即應將物價波動之風險反映於其投標價格中。惟無論如

何，既然定了不調率，表示雙方在一定範圍內願意承擔風險，除非有情事變更，

否則怎可因物價上漲而降低，因下跌而調高？如此反覆不定，不僅無視於契約嚴

守原則，亦失去了物調機制合理分配風險之良善立意。 

                                                                                                                                            

水泥等所占比率較大且價格並未下跌，因總指數下跌亦遭受機關扣款等情形，遂要求調升已訂約

施工中工程契約之物價指數調整門檻，以減少廠商履約損失。昨（13）日工程會召開會議，會商

結果，中央及地方機關與出席之營造產業代表獲得共識，將 97 年 4 月 15 日至 10 月 23 日決標

之工程契約，透過契約變更方式，將物調門檻調回 2.5%。』詳見工程會網站：

http://pcces.archnowledge.com/csi/Default.aspx?FunID=Fun_8&Sno=140（最後瀏覽日期：98.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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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 

1.國內外物調門檻之差異 

國外契約範本中，FIDIC 新紅皮書、世界銀行之通常規定及 NEC 工程施工

契約中之調整公式中皆含有不調率，然與我國物調原則及工程契約不調率之意義

有所不同，以 FIDIC 新紅皮書為例，其不調率（公式中之固定係數）代表的是

契約價格中不因物價變動而變化之部分，例如利潤、管理費等，相當於我國不予

調整的間接工程費用。而我國與上述 FIDIC 新紅皮書所不同者係，除了二者皆

有的『排除間接工程費』以外，更增加了『不調率』，係指物價波動在一定範圍

內（例如：5%、2.5%或 0%等），雙方需各自承擔的部分。故就 FIDIC 新紅皮書

而言，排除了間接工程費用（通常係約定為一固定係數）後，只要物價有所波動，

即予調整，意義同於我國之調整門檻設為 0%。 

2.物調門檻之確定 

物調門檻應設定多少，需由締約雙方衡量實際工程狀況而定，並無定論，若

雙方約定門檻為零，表示一有波動即需調整，則廠商只需於施工前購入材料，蓋

不論漲跌皆有調整。惟若廠商預期日後物價將漲，而於締約時即購入材料，期待

日後物價上漲得向機關請求物調款，以獲取額外之利益，則此種行為係屬廠商之

投機行為，不足為取，若日後物價下跌遭扣款，亦應自擔風險。 

就採購契約範本之修訂及下跌物調原則之頒佈，將總指數之調整門檻由

2.5%降低為 0%，再提高回 2.5%來看，或許目前 2.5%是雙方能接受之範圍。惟

就整體來看，要徹底解決物調爭議，除了物調門檻之確定應由雙方合意外，仍須

配合雙方針對工程需要彈性地納入符合契約需求之各項目物價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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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準期 

（一）基準期之認定 

關於依物調條款調整之物價指數比較基準期，應以何時期為準？有按『估驗

月份』物價指數與『開標月份』物價指數核算（內政部營建署辦理工程按物價指

數調整計價要點、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砂石物調原則、

鋼筋物調原則、93 年物調原則），亦有以『施工當月』指數與『開標或議價當月』

指數計算（97 年物調原則、下跌物調原則）。 

此外，高雄高分院 84 年重上更（一）字第 15 號判決188認為：『兩造於工程

合約書已明確表示本件工程約定期限內，有物價變動時，依中央政府各該年度總

預算執行條例規定辦理。換言之，工程約定期限外之物價變動，不在調整工程款

之範圍，故本件關於物價指數調整之基準期，已表示以「訂約月份」為準。否則，

倘以「開標月份」作為調整之基準期，則顯然發生簽訂工程合約前即生物價指數

調整之因素，不符雙方立約之本意。』 

本文以為，廠商在預估物價狀況並決定以多少金額承包工程，最遲係在投標

時決定，而若以該金額得標，即有以該金額簽約之義務，換言之，其風險在投標

當日即已決定，得標日到簽約日期間，若有不可預見狀況而致物價波動，則應納

入調整。雖然大部分的公共工程契約在開標後不久即會與廠商簽約，則開標當月

與簽約當月應所差不遠，以何者為基準月計算皆所差不大，惟若嚴格言之，應以

『投標當月』做為基準期應較符合當事人之意思。 

（二）實務爭議問題（工程會調 0980456 號） 

1.事實 

雙方締結公共工程契約，契約中訂有物調條款，且關於物調款之計算以『開

                                                 
188 本判決雖為最高法院 85 年度台上字第 2186 號所廢棄，為最高法院並未指摘此部分有所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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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當月』為基準月，廠商主張物調條款中之『開標月』，應指開標亦為決標之月，

但開標月未決標至次月才決標，應以次月為開標月；機關則以契約明訂以『開標

月』之物價指數為基數，而認廠商之主張以『決標月』為計算基期為無理由。另

契約約定工期為 90 日，且約定物調款之計算以工程估驗日當月計算，而工程進

行中並未進行估驗，僅於竣工時估驗，故機關僅以開標月及竣工日當月之物價指

數計算物調款；惟廠商則主張物價指數之調整應逐月計算，而非以開標月與竣工

月計算。 

2.爭點 

（1）若開標月並未決標，而係至次月始決標，則物調條款之計算基期應以

開標月或決標月為基準？ 

（2）物價調整應逐月計算，或以開標月與估驗當月之物價指數計算？ 

3.分析 

（1）關於物調款之計算基期 

若機關招標時採最低標，在一般情形下，開標當日即可得知各家廠商之投標

金額，若在底價以內且最低標者為得標廠商（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則開

標日亦為決標日，此時則不發生以何者為計算物調基期之問題。惟若在其他特殊

情形，例如：『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之最低標價超過底價時，得洽該最

低標廠商減價一次。』（同法第 53 條第 1 項）、『決標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辦理者，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價逾評審委員會建議之金額或預算金額

時，得洽該最低標廠商減價一次。』（同法第 54 條第 1 項）、『機關辦理採購採最

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不合理，有降低品

質、不能誠信履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說明或擔保。廠

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合理之說明或擔保者，得不決標予該廠商，並以次低

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同法第 58 條）等情形，則開標日無法同時決標，則產

生日後計算物調款應以『開標日當月』或『決標日當月』為計算基準之問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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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為，在此種情形下，廠商於開標日並無法確知自己得標，而係在其後決標日

時才確定得標，也才有購買材料之必要，故似應認為以『決標日當月』之物價指

數為基準計算物調款較為恰當。 

（2）關於物價調整應逐月計算，或以開標月與每期估驗當月之物價指數計

算 

關於此問題，於各項物調原則與契約範本不盡相同，有採取逐月計算者，例

如：下跌物調原則、97 年物調原則、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等；亦有採取以開標月

與每期估驗當月之物價指數計算者，例如：砂石物調原則、鋼筋物調原則、93

年物調原則、臺北市政府工程採購物價指數調整計算規定、內政部營建署辦理工

程按物價指數調整計價要點（第四條：工程估驗計價訂於每月中與月底兩次辦理）

等。 

於本案，應逐月計算或依每期估驗計算，當事人自得依工程特性及實際需要

而為約定，當事人既已約定估驗時計算，衡量本件工期僅 90 日，於竣工時始估

驗似無不妥，故縱使在工程中僅估驗一次（竣工時），仍應尊重當事人之意思，

以開標月與估驗當月之物價指數計算物調款，而非契約所謂約定之逐月計算。 

本文以為，廠商於投標前，若對於僅於估驗時計算物調款而非逐月計算有疑

慮，應依釋疑或異議之程序項機關表明意見，若機關堅持不予修改，則在此工期

僅 90 日之工程中，廠商自得將物價波動之風險納入投標金額中考量。 

七、逾期之處理 

針對逾期之部分可否請求物調，若可，則應以何時之指數作為調整基準？各

物調原則與工程契約範本皆有所規範。大致上區分逾期可否歸責於廠商，而有不

同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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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區分可否歸責於廠商 

1.可歸責於廠商 

『逾履約期限之部分，應以估驗當期（或實際施作當月）指數與契約規定履

約期限當月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整依據。』（鋼筋物調原則、93 年物調原則、97

年物調原則、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台北市物調規定等） 

2.不可歸責於廠商 

大部分係規定：『逾期履約係非可歸責於廠商者，應以估驗當期（或實際施

作當月）總指數為調整依據189。』（93 年物調原則、97 年物調原則、工程採購契

約範本、台北市物調規定等） 

（二）其他規範方式 

1.以可否歸責於機關作區分 

又鋼筋物調原則係規範：『逾履約期限之部分，如估驗當期金屬指數較契約

規定履約期限當月金屬指數為低者，應以估驗當期為調整依據。但逾期履約係可

歸責於機關者，不在此限。』此種規定型態，雖將可歸責於機關致逾期前間之物

價波動風險由機關承擔，惟卻將不可歸責於廠商（或雙方）之逾期期間風險，全

由廠商承擔，似非公平。 

2.未區分原因 

與上述規範方式不同者係交通部及所屬機關工程估驗款隨物價指數調整計

價金額實施要點：『工程施工未能按照契約進度完成者，其計價調整部分俟該工

程達到進度後之次月起，按原定進度物價指數調整之。』似乎不區分逾期原因可

                                                 
189 工程會九十六年四月四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01870 號函：『…三、（一）契約如有規定分期就

各該期施作部分估驗者，應依契約規定就各期所定時間內施作完成部分最後施工日之當月總指

數，分別計算工程估驗款及物價調整款。（二）如估驗時有落後各期該當之進度部分，應以估驗

當期總指數與契約規定該當估驗日當月總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整依據。但履約進度落後係非可歸

責於廠商者，應以估驗當期總指數為調整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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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歸責於廠商，於達到工程進度後，皆按原定進度物價指數調整。若在物價持續

上漲之情況下，且係可歸責於廠商之原因致逾期，如此規範並無問題，因為不能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逾期而讓機關承受物價上漲之風險；惟若係不可歸責於

廠商甚或是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致逾期，依此規定，物價上漲之風險卻需全由廠

商承擔，如此風險之分配顯有失衡，故本文認為如此之規範方式並不妥當，應區

分可否歸責於廠商而有不同之風險分配，始為公道。 

在 FIDC 新紅皮書中亦規定：『如果承包商未能在竣工時間內完成工程，其

後應利用（i）適用於工程竣工時間期滿前 49 天的各指數或價格，或（ii）現行

指數或價格；取兩者中對業主較有利的，對價格做出調整。』惟似乎未考慮遲延

之原因是否可歸責於廠商，而逕適用對於業主有利之指數，就此點而言，我國之

物調原則與契約範本之規範方式，似更為合理。 

（三）逾期不物調 

1.逾期不物調條款 

在某些公共工程契約中約定若逾期即不得請求物價調整，例如：『本方案對

於規定完工期限以外完工之工程估驗不予補償或調整；但奉准延期完工者不在此

限。』（砂石物調原則）、「各機關歲出預算中，關於營繕工程經費之執行，依機

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例190之規定，與廠商訂立合約辦理時，應

於工程合約中，依工程性質分別載明材料與工資價款，材料價款部分，按行政院

主計處公布之台灣地區躉售物價分類指數之營造業投入物價指數漲幅超過百分

之五時，經驗估後，得就其超過部分調整之。工資價款部分，按行政院主計處公

布之台灣地區營造業受僱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指數漲幅超過百分之十時，經驗估

後，其超過部分亦比照調整之。前項調整合約價款，對於未依合約規定日期完工

或交貨者，不適用之。」（「中華民國八十一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執行條例191」第

                                                 
190 按該條例因「政府採購法」之公布施行，已於八十八年六月二日廢止。 
191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十月八日行政院（86）台忠授一字第 09438 號公告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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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凡工程每月進度未能按照契約進度表規定期限完工者，其逾期部分漲價

時，不予調整，跌價時按前述規定調整扣帳，惟因甲方原因獲准延期完工者，仍

按物價或工資指數調整192』 

2.實務見解 

關於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例中規定：『…前項調整合約

價款，對於未依合約規定日期完工或交貨者，不適用之。』最高法院認為須以廠

商須依約定日期完工始有調整合約價款之適用193，另有判決更進一步認為除了逾

期部分不得請求，未逾期部分亦不得請求194。 

惟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更字第 3 號判決195則認為：『…被上訴人每月實際施

工進度小於契約預定進度之差額，方屬不予調整之「逾期部分」，而非指該月份

已施作之全部工程進度均不予調整…』 

本文認為，就契約解釋之角度言，上開高院 96 年度建上更字第 3 號判決之

見解較為可採，蓋合於工程進度履行之部分依約本應予以物調，豈可因嗣後之逾

期影響前面本得享有之權利？且在通常情況，逾期部分已有逾期罰款可茲處罰，

若再因逾期而阻卻全部工期之物價調整，顯有雙重處罰之嫌。 

再就契約訂定之角度言，本文認為不宜於契約中約定『逾期不物調條款』，

蓋物調機制之精神在反映物價漲跌之風險分配，縱廠商逾期，其應僅承擔逾期部

分之物價波動風險，就原訂完工日期（或約定進度）之物價波動風險仍應依原契

約物調之約定給予物調。 依工程採購契約範本：『逾履約期限之部分，應以估驗

當期（或實際施作當月）指數與契約規定履約期限當月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整依

據。』，應是較合理的規範模式。 

                                                 
192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更（三）字第 3 號判決 
193 最高法院 91 年台上字第 22 號判決 
194 最高法院 90 年台上字第 1788 號判決 
195 經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 2013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業經確定。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

字第 2776 號判決：『每月實際施工進度小於契約預定進度之差額，方屬不予調整之「逾期部分」，

似非該月份已施作之全部工程進度均不予調整…』亦採相同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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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 

究逾期期間之物價漲跌風險應由何人承擔？就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該期間

之物價上漲之風險應由其承擔，蓋不可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使機關承受更大

的風險；而物價調整條款適用之前提係『不可歸責』於雙方，在遲延而致須面臨

物價波動之風險，雖然物價波動非可歸責於雙方，惟遲延係可歸責於一方，與物

調條款適用之前提（不可歸責於雙方）似有未合，則應由可歸責之一方負擔物價

波動之風險，性質上應屬遲延之損害賠償。 

若係不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則回歸到原物調條款之計算方式，以估驗當期

（或實際施作當月）總指數為調整依據，蓋逾期期間之物價波動風險，非可歸責

於廠商，自不應由其承擔。應需注意者，在不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致逾期，其期

間之物價上漲風險應由何人承擔？在大部分之物調原則及契約範本中係歸由機

關承擔，亦即仍以估驗當期（或施工時）之物價指數為調整依據。 

而關於如何計算，有學者認為工程進度表對於計算物價上漲是有幫助的。當

將遲延之時期並不確定，而無法確定材料、勞力或訂單時，工程進度表得用以表

示材料應於何時訂購卻因遲延而未訂。若有足夠之證據證明依約訂購材料時之價

格，在遲延中而生之物價上漲金額則可列入計算。例如新加坡建築學會，在其建

築契約之條件及章節中，建議使用工程進度表去估算物價上漲之金額196。 

八、物價下跌之處理 

（一）國內物調原則與工程契約 

國內物調原則及工程契約範本大部分對於物價指數增減率為正值者，就調整

金額給予補償﹔指數增減率為負值者，就調整金額自工程款中扣減。其規範方式

例如：『辦理物價調整，含增加或『扣減』應給付之契約價金』（鋼筋物調原則、

                                                 
196 Barry B. Bramble, Michael T. Callahan, Construction Dealy Claims -2006 Cumulative 
Supplement ,p.12-77（ Aspen publishers, 3 e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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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年物調原則等）。 

（二）國外工程契約範本 

1.FIDIC 新紅皮書 

在 FIDIC 新紅皮書中亦規範調整係針對工程成本之『漲跌』（rises or falls）197。 

2.美國聯邦採購規則 

而在美國聯邦採購規則（FAR）中，亦認為約定隨物價調整之總價契約（EPA）

（從前稱做 a fixed price contract with escalation）提供了契約價金之增減修正198。

總價契約約定物價調整條款之基本目的為保護政府於勞工薪資或物價下跌，與保

護契約相對人於勞工薪資或物價上漲199。 

（三）下跌處理原則 

1.緣由 

營造業者於 97 年 12 月 29 日向工程會反映，97 年 7 月以後部分 營建材料

價格大幅下跌，部分契約訂約時已與材料商議價採購所需施工建材，因處於物價

高點，部分價款已支付，及至工程施工申請估驗計價時，卻適逢物價嚴重崩跌，

因而遭受機關依物價指數下跌情形扣款；部分契約則因瀝青混凝土、水泥等所占

比率較大，雖價格並未下跌，因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下跌亦連帶遭受機關扣款等 

情形，以致影響工程之資金調度，尤以中小型營造業為甚，因而要求政府協助因

應，以利其渡過營運難關200。而工程會亦擬定下跌物調原則送行政院核定。 

根據『下跌物調原則』第 1 條：『機關辦理已訂約之工程採購，契約載明依

                                                 
197 FIDIC13.8，內容請參照前揭註 123。 
198 FAR16.203-1: A fixed-price contract with economic price ad-justment provides for upward and 
downward re-vision of the stated contract price upon the oc-currence of specified contingencies. 
Economic price adjustments are of three general types: 
199 Steven W. Feldman, Government Contract Awards: Negotiation and Sealed Bidding, Part I. 
Presolicitation Rules and Activities ,Chapter 4. Types of Contracts, II. Fixed Price Contracts 
§ 4:8. Fixed price contracts with economic price adjustment. 
200 請參見工程會新聞稿：行政院核定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處理措施

http://www.pcc.gov.tw/pccap2/TMPLfronted/ChtIndex.do?site=002（最後瀏覽日期：2009.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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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工程物價指數漲跌幅超過百分之零門檻計算物價調整金額，其因營造工程物

價指數大幅下跌，依契約規定計算物價調整金額，有過度扣減契約價金之情形

者，訂約廠商得依下列規定，要求依本處理原則修改契約物價指數調整方式及其

漲跌幅調整門檻，機關可依工程物價下跌情形及個案特性，同意依廠商選擇之方

式辦理，惟應先辦理契約變更，增訂或修訂物價指數調整規定。機關無正當理由，

不得拒絕。』 

2.內容 

主要係針對原契約中約定之物調門檻為 0%者，廠商得要求修改契約，將特

定個別項目之不調率調整為 10%，而非屬該個別項目之其他工程項目則依『不含

特定個別項目指數之總指數』之 2.5%計算。並規定廠商申請契約變更時，不得

要求僅就履約期間內之部分期間辦理變更。 

（四）分析 

1.物調條款之公平性 

基於合理分配風險，物價調整應該是雙向的，物價上漲給予補貼，而物價下

跌則予以扣減，應符公平，這點在國內外之物調原則與契約範本皆然。 

2.核實計算之可行性 

有論者認為依不同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並不符合工程契約雙方之權益均衡

狀態，似宜回歸由實體計算較符公平原則201。另有認為：『實際發生之問題係：

採購時處於物價高點，價款業已議定或已支付，惟於工程施工申請估驗計價時，

又逢當月物價指數下跌，遭到機關扣款，不符實況，惟下跌處理原則通篇未針對

前揭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仍僅規定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當月指數計算，無法核實

                                                 
201 林妙蓁，論工程契約原料漲家中物價指數調整條款與情事變更原則，司法官四十四期學員法

學研究報告合輯（一），頁 543，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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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廠商實際採購支出之物價指數，而有不當扣減202。』 

本文以為，先不論『實際價格調整法（實際單據法）』仍有收集單據、計算

繁複之煩的缺點，若雙方同意適用實際價格調整法核實計算物價調整款，亦無不

可，蓋如此可以得出較符合因物價波動而增加或減少之數額。惟應一以貫之，亦

即在物價上漲時亦應提出確實單據，始得據以請求物調款。如果廠商在預期物價

將會上漲時，即先行購入材料，待計算物調款時主張應依估驗當期（或施工時）

之較高的物價指數計算，以獲取額外利益；而在物價不如其預期般上漲反跌時，

卻主張應依『實際價格調整法』核實計算其成本，不應予以扣款，則廠商之投機

行為不就是穩賺不賠？如此不僅不符誠信，亦將物調機制之精神破壞殆盡矣。 

本來，物調機制是在避免物價波動之風險全由廠商承擔，蓋此為雙方皆無法

控制之因素。然在我國運作之結果，因為物價調整項目之選擇不夠彈性203，無法

因應工程實際所需納入個別之項目，再加上廠商認為依主計處對物價指數調查方

式所得得出之結果不符合實際物價，廠商為求生存，只好先低價搶標，待得標後

再以降低物調門檻（物價上漲時）、要求頒佈下跌處理原則（物價下跌時）等方

式，以獲取利潤。惟此對於公共工程並非益事，長遠之計，應由機關在公共工程

契約中，訂立合理且切乎實際之物價調整條款，以免爭議。 

3. 逾期部分之調整 

在物價下跌之情形，有論者認為：『行政院此次針對『物價下跌』於 98 年 3

月 30 日頒佈之「下跌物調原則」內容，明顯不合理，此從逾期不可歸責（於廠

商）竟仍然適用「實際施作當月的更低指數」就可知其荒謬，因為物價下跌，愈

後期的指數愈低，則調整後扣減之物調款則愈多，所以如果逾期已是不可歸責廠

                                                 
202 張宛萱，物價調整方案篇--98 年最新方案【因應物價下跌 0%→2,5%】工程會 3 月 30 日發布 
（二），載於張宛萱律師-工程法律交流講堂網站：

http://www.chyiahsien.com.tw/plog/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0&blogId=2（最後瀏覽日

期：2009.06.06） 
203 如 93 年物調原則及 96.03.09 修正前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只依據總指數調整，而無法顧及各個

工程之差異性，例如個別材料項目在爭議工程中所佔比例甚大，其物價指數波動雖大，但影響總

指數波動卻微，導致在許多狀況下，依總指數所為之調整根本不敷實際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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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竟然規定適用實際施作時之後期更低指數，致使廠商遭到扣減的金額更為增

加，無異是對廠商雪上加霜的計算方法204。』 

本文以為，若遲延非可歸責於廠商，而在遲延中生物價下跌者，廠商在實際

施作時係處於物價下跌的狀態，而按常理，其購料應係在實際施作前（物價較

低），而非於締約時（物價較高），故以其實際施作時之指數調整，應係符合其購

料之成本，並未使其受有損害，應無不公。 

九、失權條款 

有些契約中約定廠商須於一定期間內請求物調款，若逾越期間則生失權之

效，則此等失權條款之效力如何？爰以一實例討論如下： 

（一）事實205 

本件雙方於 95 年 12 月 29 日訂約，契約金額為新台幣 2913 萬元，廠商主張

機關應依契約及工程會相關函示，給付物調款於廠商。惟機關主張：（1）依本契

約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3 目『聲明物調：契約價金達 1000 萬元以上之廠商應

於簽約後一個月內書面向機關聲明要求物價指數調整契約權利，逾期未聲明者，

視為自動放棄，嗣後不得再申請。』；同條第 5 目：『契約簽訂後若遇工程主管機

關—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因應特殊情況，另行統一規定物調時，從其規定。』

而廠商未於契約約定期間內提出申請，故拒絕給付；（2）本件工程以混凝土為最

大宗之材料（約佔施工費用 74.6%），參酌主計處公布之混凝土個別項目營建工

程物價指數變化甚微，如逕以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做為物價調整款之計算依據，

亦未盡合理，故無法同意所請。 

                                                 
204 張宛萱，前揭註 202 文。 
205 工程會調 098028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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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點 

1.廠商逾越契約約定得申請物調款之期限，是否喪失權利？ 

2.本件有無行政院頒佈之物調原則之適用？ 

（三）調解建議草本 

依本工程契約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5 目：『契約簽訂後若遇工程主管機關—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因應特殊情況，另行統一規定物調時，從其規定。』之規

定，縱廠商未於前述期間內提出申請，仍得依本會相關函釋，請求他造相對人給

付物價調整款。查本件開工日期為 96 年 3 月 15 日，履約期限為自開工時起 210

日曆天，嗣因道路復舊追加工期 20 日曆天，履約期限變更至 97 年 2 月 13 日止，

復因道路中斷及配合其他工程施作等事由，經他造當事人陸續辦理不計工期在

案，此為雙方所不爭執。依本會 96 年 10 月 18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421180 號函 說

明二所示，廠商得就不可歸責於其而展延工期部分之工程請求加列物價指數調整

條款，他造當事人得參照本會 96 年 3 月 9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095000 號函及 96

年 6 月 4 日工程企字第 09600180910 號函辦理。審酌上開情形，原建議他造當事

人參酌前接函釋及本件工程性質，就展延工期部分，就有關混凝土部分，按混凝

土個別項目營建工程物價指數漲跌幅超過 10%部分，辦理工程款調整，其餘項目

則按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超過 2.5%部分，辦理工程款調整。 

（四）分析 

1.關於逾期申請之失權 

本契約條款應係機關單方面擬定，與不特定多數人締約之用，應屬定型化契

約條款，而其限制廠商須於簽約後一個月內書面向機關申請物價調整，否則即生

失權之效果，如此約定似未有堅強的理由，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審查，乃屬限制

他方權利之行使且對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不利益，似有無效之虞。本文以為，機

關於契約中應避免增加此種法所無之限制，以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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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契約引置行政院頒佈之物調原則 

契約中明定『契約簽訂後若遇工程主管機關—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因應特

殊情況，另行統一規定物調時，從其規定。』，則縱使認為上開失權條款有效，

廠商因逾期申請而不得請求物調，則亦應得依據行政院頒佈之物調原則請求物價

調整，調解建議草本實值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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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物調條款 

一、概說 

（一）約定方式 

在公共工程契約中，訂有不予以物價調整之條款者，不乏其例，其常見的約

定方式有：『本契約如遇物價波動時廠商不得因此要求調整單價或賠償損失206』、

『無論工料漲落與否均按合約單價辦理207』、『本工程標案無物價指數調整208』、

『物價指數調整條款 約定「物價指數調整：無」209』、『本工程於施工期間，不

論物價、工資漲落、稅則變更、或其他情事，雙方均不得要求增減工程總價210』、

『在任何情況下，統包商不得以物價波動及匯率變動為由，要求增加合約價格及

補償，投標商在準備價格投標書，應將上述風險納入其報價內211』、『本工程無物

價波動調整工程款之規定，投標廠商乙方同意於投標總價中，自行估列施工期間

物價波動，乙方同意不要求加價補貼、賠償、展延工期、停工、或據以要求解除

或終止契約212』、「本工程並無針對目前物價指數調整，其物價波動所造成之風險

須由承包廠商自行考量213」等。 

（二）問題所在 

在公共工程契約中，並未強制規定應記載物調條款，雖然目前多數公共工程

                                                 
206 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516 號判決（業主：嘉義市大同國小） 
207 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60 號判決（業主：交通部公路總局西部濱海公路北區臨時工程處） 
208 最高法院 98 年台上字第 140 號判決（業主：嘉義縣政府） 
209 最高法院 96 年台上字第 26 號判決（業主：台北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210 最高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1837 號判決（業主：臺灣宜蘭監獄） 
211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126 號判決（業主：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212 高等法院 95 年建上易字第 56 號判決（業主：基隆市警察局）、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70
號判決（業主：基隆市立中山高級中學）。 
213 台南高分院 96 年建上易字第 3 號判決（業主：嘉義縣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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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參考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將物調條款定入，而仍有少數214未予約定者215。除此

之外，更有於契約中約定『無物價調整』（以下稱不物調條款），而此種約款在實

務上迭生爭議，在實務上曾發生契約訂有不物調條款，惟因嗣後物價鉅漲，廠商

爭執不物調條款係屬定型化契約，認為其違反民法第 247 條 5 之 1 而無效，機關

應依行政院發佈之物調原則及情事變更原則給付物調款；而機關通常主張不物調

條款之訂立並無顯失公平之處，且廠商明知有此條款而參與投標，依契約嚴守原

則，自須受其拘束。而究不物調條款應如何解釋？其效力為何？其與物調原則及

情事變更原則之關係為何？本文以下即針對上開爭議問題，依工程契約之解釋原

則及相關實務見解，整理並分析如下。 

二、定型化契約條款 

在工商業快速發展之後，基於商業交易通常均屬重複的制式行為，為使交易

程序盡量簡化，且為免除個別契約逐一磋商進而締約之煩，即以事先訂定的制式

契約，適用於所有類似的交易行為。基於作業流程合理化的理由，企業通常將對

他們重要的契約條款，如責任之免除、付款或交貨條件、所有權之保留、法院之

管轄等，事先加以擬定，這種契約條款被稱為定型化契約條款（Allgemeine 

Geschaeftsbedingungen；AGB）。因此定型化契約條款乃是事先擬定之抽象、概

括的模型契約（Modellvertrag）條款，其內容複雜而範圍極廣，而被企業家當作

未來須訂定之許多契約的範例216。 

定型化契約雖具有效率化、合理化及補充性之功能，而成為現代契約交易之

重要工具。惟另一方面，由於定型化契約條款係由契約之一方當事人預先擬定，

故顯而易見者為，該當事人於草擬定型化約款時，總以追求己方最大利益為目

                                                 
214 根據工程會統計的結果，90%以上的機關都有列入條款規範，只有極少數沒有。詳見 97 年 4
月 30 日立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12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錄，工程會吳前主任委員澤成

之發言。 
215 例如：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95 判決、高等法院 96 年上字第 45 號判決。 
216 黃立，民法總則，頁 266，1999 年 10 月，二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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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而鮮少，甚或完全不顧契約相對人應有之保障217。而基於締約雙方之經濟實

力、專業知識與談判地位之不平等狀態下所簽訂之定型化契約，為實現實質上之

契約正義，平衡原本傾斜之雙方當事人地位，故定型化契約與一般經由雙方當事

人磋商所締結之契約之解釋原則並不完全相同；尤有甚者，對於定型化契約，更

以行政管制218及需受民法第 247 條之 1 審查等方式控制其效力。而公共工程契約

中之『不物調條款』是否受民法第 247 條之 1 的審查？應先確定其是否為定型化

契約條款219，若是，則有定型化契約之特殊解釋原則及效力管制之適用。故本文

以下先討論公共工程契約是否屬於定型化契約，再就其中之『不物調條款』討論

其解釋原則與效力220。 

三、不物調條款是否為定型化約款 

關於公共工程契約是否屬於定型化契約，由於招標文件以及契約範本皆係由

行政機關單方擬定及提出221，故會直觀地認為其應屬定型化契約，惟實務上容有

                                                 
217 詹森林，定型化約款之基本概念及其效力之規範，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三），頁 35-36
（2003.08）。 
218 例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行業，公告規定其定型化契約應記載

或不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項公告之定型化契約，其定型化契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契約之效力，

依前條規定定之。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契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又如：由行政機

關公告各種定型化契約之範本，提供企業經營者參考，並透過市場競爭法則，及消費者之壓力，

使該範本逐漸為企業經營者所樂於採用或不得不採用。請參見，詹森林，定型化契約之基本問題，

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三），頁 8（2003.08）。 
219 論者有謂定型化契約與定型化契約條款係不同概念，現行消保法第 2 條：『七、定型化契約條

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不特定多數消費者訂立同類契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契約條款。定型

化契約條款不限於書面，其以放映字幕、張貼、牌示、網際網路、或其他方法表示者，亦屬之。 
九、定型化契約：指以企業經營者提出之定型化契約條款作為契約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而訂定之契

約。』即依其建議而修正。請參見詹森林，前揭註 218 文，頁 2。 
220 就當事人間因定型化契約條款所生之爭議，應依下列程序處理之 ： 
1、當事人間有無定型化契約之存在，或當事人之一方是否於系爭契約交易上使用其預先擬定之

定型化契約。 
2、系爭定型化契約條款，是否已經構成當事人契約之內容？ 
3、已經構成契約內容之定型化契約條款，是否有解釋上之疑義？如有疑義，則應做成有利於消

費者之解釋。 
4、無解釋疑義之定型化契約條款，是否因法定事由而無效？ 
5、定型化契約條款無效者，當事人間之其他權利義務，是否因而亦成為無效？ 
請參見王澤鑑，債法原理，第一冊，基本理論/債之發生，頁 99 以下。（1999） 
221 惟若在履約過程中，因物價持續上漲，依原契約中之物調原則計算將發生扣款，雙方為因應

此情形特別訂立『不物調條款』，則屬個別磋商條款，非定型化約款，而無定型化契約審查相關

規範之適用，不在本文以下之討論範圍，特此敘明。另請參見工程會工程企字第 0980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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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見解，其中肯定222與否定223之見解大致呈均衡之狀態224。 

而就『不物調條款』是否屬於定型化約款，而受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審查，

實務上以肯定說佔多數，惟亦有否定見解，詳下述： 

（一）肯定說 

大部分之判決雖然未對於『不物調條款』是否屬於定型化契約有所論述，但

皆直接進入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審查225。例如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126 號判

決：『查系爭工程招標文件之投標須知第 7.4.6 條規定「在任何情況下，統包商不

得以物價波動及匯率變動為由，要求增加合約價格及補償，投標商在準備價格投

標書，應將上述風險納入其報價內」等語，為被上訴人單方事先擬定用於同類契

約之條款，預定於公共工程之採購案中，由不特定投標廠商中之得標廠商適用，

屬定型化契約乙節，雖為被上訴人所不爭執，然定型化契約條款非當然無效，仍

須按契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利義務，或按法律規定加以綜合判斷，視其有無有顯

失公平之情形以衡斷其效力。』而受民法第 247 條之 1 審查之前提係定型化契約，

故可推論其認為公共工程契約中之『不物調條款』係屬定型化契約無疑。 

（二）否定說 

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字第 6 號判決226認為：『所謂定型化契約係依照當事人

                                                                                                                                            

號：『說明四、考量機關招標及廠商投標時，難以預知未來物價漲跌情形；且廠商受物價漲跌之

影響，確實會因工程特性及廠商營運管理能力而有所不同，爰機關辦理工程採購，可將旨揭範本

納入招標文件，由廠商選擇於投標時提出聲明書，嗣後廠商如得標，履約期間不論營建物價各種

指數漲跌變動情形之大小，廠商標價不適用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數調整條款，指數上漲時絕不依

物價指數調整金額；指數下跌時，招標機關亦不依物價指數扣減其物價調整金額；行政院如有訂

頒物價指數調整措施，亦不適用。』 
222 例如最高法院 96 年台上字第 684 號、96 年台上字第 168 號、95 年台上字第 930 號、92 台上

字第 1671 號、92 台上字第 1395 號判決等。 
223 持否定說之判決理由為：『承包商具專業知識或一定資力』、『非一方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契約

條款』及『非與不特定多數人訂立契約之用』等，而認為公共工程契約非屬定型化契約。請參見

吳若萍，公共營建工程契約中遲延完工之問題研究—以不可歸責於承攬人為中心，台大法律研究

所碩士論文，頁 51-53。（2008.07） 
224 吳若萍，前揭註 223 文，頁 51。 
225 例如：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126 號判決、台中高分院 96 年建上更（一）字第 74 號判決、

台中高分院 96 年建上字第 44 號判決、台中高分院 94 年建上字第 28 號判決、台南高分院 97 年

建上字第 22 號判決、台南高分院 96 年建上易字第 3 號判決等。 
226 經最高法院 98 年台上字第 176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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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條款而訂定之契約。其主要特徵有二：1.契約條款由一

方當事人單方面所訂立。2.其目的在於以此條款與多數相對人締結契約。是若一

方當事人為與特定相對人訂立契約，而使用坊間格式契約，或預先所擬定契約條

款，均非屬於所謂之定型化契約條款。亦即所謂定型化契約係指契約當事人之一

方，為與不特定之多數相對人訂約之用，而預先就契約內容所擬定之交易條款，

並以此條款與相對人締結之契約。上訴人稱本件系爭工程契約第 16 條第 4 項有

關無物價指數調整之約定，乃對上訴人顯失公平之定型化契約，應為無效，縱不

因而無效，亦應限縮解釋只適用於通常一般所得預見之物價波動範圍。惟依前開

所述，系爭工程契約雖由被上訴人一方所擬訂，其目的乃係為與特定得標廠商訂

立系爭工程契約，即非屬所謂定型化契約。』 

（三）本文見解 

關於『不物調條款』是否屬於定型化約款，應先討論定型化契約之認定標準。

以下就消保法以及民法討論之。 

消費者保護法第 2 條第 7 款前段：『定型化契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不

特定多數消費者訂立同類契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契約條款。』由於消保法

具有「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特別立法目的，而民法則為私法關係之普通法，故可

認為，消保法及其施行細則關於定型化契約之規定，原則上僅適用於消費性定型

化契約，至於商業性（非消費性）定型化契約，則不受消保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

範，而應適用特別規定227。而就消保法第 2 條第 1、2 項之規定：『一、消費者：

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二、企業經營者：指以設計、

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營業者。』而不物調條款係由行政機

關（業主）所擬定，依消保法上開條文之定義，其應非企業經營者，且得標廠商

係以獲取利潤為目的，並非以消費為目的，故公共工程契約中之不物調條款應無

                                                 
227 詹森林，消費者保護法之定型化契約最新實務發展，月旦法學雜誌，第 91 期，頁 40。（2002.12） 



             第三章  物價指數調整條款 

 121

消保法之適用228。（惟有無類推適用之餘地係另一問題） 

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定義為：『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條款而訂

定之契約』，並未如同消保法有『需與不特定多數人訂立契約之用』之要件，且

學者亦認為定型化契約條款之認定應著重於單方擬定而相對人無影響機會的特

徵，該約款是否用於同類契約、是否欲以之與不特定多數人締約皆非重點229，本

文從之。上開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字第 6 號判決對於公共工程契約中之不物調

條款為何得以直接適用或類推適用消保法未有說明，而逕以該約款『係為與特定

得標廠商訂立系爭工程契約』為由，認定其非定型化約款，顯有未當。 

退步言之，縱認公共工程契約有消保法之適用或類推適用，而需符合消保法

第 2 條第 7 款對於定型化約款之定義，本文亦認為，公共工程契約中之不物調條

款符合消保法上『需與不特定多數人訂立契約之用』之要件，蓋在一般公共工程

實務上，工程之發包係採公開招標之程序，故通常係由發包機關預先提出相關契

約文件以供投標廠商審視，例如預先上網公告、或某些重大工程尚有公開閱覽程

序，且發包機關多將其自己預擬的制式契約範本，普遍適用於其所發包之同類工

程中230。故除了符合『單方預先擬定』之要件外，得參與投標者係不特定之多數

廠商，此契約條款本係用於與眾多廠商中之得標者簽訂之用，且針對往後同類工

程皆有沿用可能，怎可以事後僅與特定廠商訂約之結果，而否定了此約款原先係

                                                 
228 惟有認為政府係企業經營者，但承包商非屬消費者，故仍無消保法之適用。請參見行政院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 87 年 9 月 24 日台 87 消保法字第 01061 號函：「政府機關發包工程時，應

屬企業經營者，但承包工程之廠商並非消費者，亦屬企業經營者，因此雙方所締造之契約，自不

能直接適用消費者保護法有關定型化契約之規定，應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另最高

法院 90 年度台上字第 641 號判決略以：「按消費者保護法所稱之消費者，係指以消費為目的而

為交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而言，此觀同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自明。本件系爭工程合約，

係被上訴人就特定之工程以招標方式決定承攬人即上訴人而與之訂約，顯非消費者之交易…上訴

人主張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規定，系爭工程合約中第 21 條第（3）款之約定為無效一節，

委無足取」。 
229 就消保法第二條第七款中「訂立同類契約」之點，學說有認為此係劃地自限，觀之德國民法

第三一○條第三項第二款規定：「預先擬定之一般交易條款，即使提供一次性使用之條款，因消

費者對於預先擬定之契約內容無法影響，仍適用本法第三○五條 a、三○六條、第三○七至三○

九條及德國民法施行法第二九條 a。」可見定型化契約條款之認定應著重於單方擬定而相對人無

影響機會的特徵，該約款是否用於同類契約、是否欲以之與不特定多數人締約皆非重點。參照黃

立，消保法的定型化契約條款（一），月旦法學教室，第 15 期，2004 年 1 月，第 100 頁。 
230 吳若萍，前揭註 225 文，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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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與不特定多數廠商中之得標者』訂立之本質？故本文認為，不物調條款應

屬定型化契約。 

四、不物調條款之解釋 

定型化契約條款，經認定成為契約之部分後，應予以解釋，以確定該條款之

意義。且定型化契約條款之解釋，應優先於該條款效力之控制，蓋將有疑義之條

款做成有利於他方當事人之解釋者，即可維持該條款之效力，而不必認定該條款

無效，並因此避免反而發生契約全部無效或僅能適用任意法規之情形231。實務亦

同此見解，「在法律解釋適用之順序上，對定型化條款之控制，應先經由解釋而

確定定型化契約條款之內容後，始須進而檢驗該條款內容是否具有合理性，是否

違反誠信原則、公序良俗或強行規定而無效，換言之，對定型化契約條款內容之

解釋，應先於宣告該條款無效之內容控制232。」  

（一）案例 

不物調條款為工程契約之一部，且又屬於定型化約款。關於契約解釋之原則

在實務與學說上討論甚多233，本文此處僅針對不物調條款之特性：工程契約234以

及定型化契約之相關問題，提出一則實務上之案例討論。 

                                                 
231 詹森林，定型化契約條款效力之規範-最高法院 90 年台上 2011 號、91 年台上 2220 號、92 年

台上 39 號判決之商榷，律師雜誌第 293 期，頁 23。 
232 板橋地院 88 年簡上字第 73 號判決。 
233 關於契約的解釋原則，請參照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432 以下，（2000）。 
234 關於工程契約之解釋原則，請參見陳世超，機關辦理工程採購涉及契約變更爭議之研究，國

立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頁 14-22（2007.07）；吳若萍，前揭註 223 文，頁 66-69；
顧美春，工程契約風險分配與常見爭議問題之研究，國立交通大學科技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47 以下（2003）；陳玉潔，工程契約變更之爭議問題，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45 
以下，（2005）；盧仲昱，營建工程契約遲延問題之研究，私立東吳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47 以下（1994）；余文恭，從工程契約關係的動態發展論工程契約之解釋，營造天下第 107/108 
期合訂本，頁 38 以下（2004），亦可參見 http://www.wretch.cc/blog/yuwenkung/4193442（最後

瀏覽日期：2009.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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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事實235 

工程契約中約定：「物價指數調整：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不予調

整。」其後因物價波動甚鉅，承包商依行政院頒佈之物調原則及情事變更原則請

求法院命機關增加給付，而機關則認為已訂有『不物調條款』，依約無須給付物

調款，而拒絕給付。而關於此條款之適用範圍是否包含所有狀況之物價波動，抑

或限於「可得預測之正常物價指數波動範圍內」始有此條款之適用？高等法院與

最高法院採取相反見解。 

2.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5 年建上字第 39 號判決236 

本判決認為：『上訴人雖又以系爭工程契約第十三條第一項約定：工程進行

中，如遇物價波動不予調整，依上開約款被上訴人即不得以鋼筋、金屬等營造物

料上漲之情事變更而請求增加給付云云。惟按上開約款，為上訴人單方面所訂立

之定型化約款，究係指通常一般人所得了解、預見之正常物價波動範圍不予調

整，或係特約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由其文義並不明確，且系爭約款乃上訴

人單方面限制被上訴人權利之行使，應為有利他方（即被上訴人）解釋，始為公

平，如係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即應載明排除情事變更之意旨，基此應就上

                                                 
235 本文僅針對『不物調條款』之解釋爭議部分討論。詳細事實請參看本案第一審判決：臺灣南

投地方法院 94 年建字第 8 號判決。 
236 被上訴人（廠商）對於不物調條款之解釋之主張：『系爭工程契約係由上訴人單方面所訂立用

於對多數廠商招標之定型化契約，被上訴人於得標後並無更改系爭工程契約之可能，則系爭約款

係上訴人單方面限制被上訴人行使權利之定型化約款，於物價波動程度已超過一般人所能預見範

圍之情況下，對被上訴人顯失公平，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應屬無效。又系爭

約款縱非無效，依定型化契約解釋原則亦應作有利於被上訴人之限縮解釋，認為超過物價指數正

常波動範圍外者無該約款之適用。退萬步言，縱認系爭約款並非當然、絕對無效，惟系爭約款既

係由單方面所訂立之定型化約款，自應按下列原則進行解釋： 
（一）客觀解釋：所謂「物價波動」應指「通常一般人所得了解、預見之正常物價波動範圍」，

尤其工程承攬契約為持續性契約，契約存續時間拉長，則雙方對於將來的風險難以預測，故被上

訴人因系爭約款所承受「因物價波動所生之風險」應僅限於其客觀上所得預測範圍內之風險，至

於系爭工程因物價「超常」波動所承受之風險則不在系爭約款規定範圍內。 
（二）限縮解釋：系爭約款既單方面限制被上訴人權利之行使，將物價波動所生全部風險強加於

被上訴人，使上訴人免於負擔因物價波動所生之風險，自應將其適用範圍限縮於「可得預測之正

常物價指數波動範圍內」，以維護被上訴人之利益。 
（三）不明確條款解釋 （有利他方解釋）：在系爭條款所稱之「物價波動」範圍為何並不明確之

情況下，應作有利於被上訴人之解釋，即認為所謂「物價波動」應限縮於「一般物價指數波動所

得預期之範圍內」，而非不論物價波動劇烈之程度，一概不許調整工程款。』 



公共工程契約中物價調整機制之問題研究 

 124

開約款為限縮解釋，適用範圍限縮於「可得預測之正常物價指數波動範圍內」，

而非排除情事變更原則適用之約款237。』 

3.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2237 號判決238 

本判決則採取不同見解，將原判決廢棄發回239。其認為：『按解釋契約，固

須探求當事人立約時之真意，不能拘泥於契約之文字，但契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

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不得反捨契約文字而更為曲解。查系爭工程契約第

十三條第（三）款付款辦法業已約定：「物價指數調整：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

價波動時不予調整。」，且系爭工程自九十一年十月二十四日決標日起，算至實

際完工日九十三年六月七日止（約定完工日為九十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工程

進行期間亦僅短短一年餘。上開物價指數調整條款之約定文字，似已明白表示兩

造於締約時已預見締約後工程進行期間物價可能發生之變動，並同意於物價波動

時不調整工程款。乃原審竟捨此契約已表示之當事人真意，而謂尚難認為系爭工

程開標及兩造簽訂系爭契約時，被上訴人即得預料往後鋼鐵及營建物價將大幅上

漲云云，據以認系爭工程之給付有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第一項「情事變更原

則」規定之適用，因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可議。』 

                                                 
237 相同見解：台中高分院 93 年建上字第 33 號判決：『雖兩造合約第十一條約定：「無論工料漲

落與否，均按合約單價辦理」，然此規定，在一般情況之工料漲落，承攬人固無因此而要求增加

給付之權利，然如因情事變更，既非訂約當時所能預見，自不因有上開約定，而使承攬人失去依

據情事變更原則為增加給付之權利。』（經最高法院 94 年台上字第 1296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

回上訴，已確定） 
238 相同見解：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70 號判決：『上訴人雖主張：上開兩造契約中所稱不隨

物價調整之約定，乃指通常可預期之波動而言，而本件因上訴人施作期間建築材料急劇上漲已屬

情事變更，如不適用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使上訴人得請求增加給付，乃令上訴人單獨承擔不可

預測之風險，對上訴人顯失公平云云。惟查：依系爭工程合約條款文義觀之，該條款並未限制限

於物價指數「微幅波動」時，始有適用。而應認上開兩造所訂物價指數調整條款約定，係指被上

訴人不得因任何物價指數下降，而對上訴人主張減少合約總價，上訴人亦不得因任何物價指數上

漲，而對被上訴人主張增加合約總價。』（本判決經最高法院九十七年度台上字第一一九號裁定

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239 惟發回後，台中高分院仍做出與原判決相同見解之判決，請參見台中高分院 96 年度建上更

（一）字第 74 號判決：『…足見政府機關亦認依此波原物料上漲之幅度，如仍依原定給付有顯失

公平之情形，縱原契約關於物價調整已有所約定，亦不得據以排除政府方案所採情事變更原則之

適用，另參以上訴人在本院對於上開情事變更原則不得以契約排除適用一節亦不爭執（見本院卷

（二）第 181 頁正反面），堪信工程契約中縱有約定無論工料漲落與否均按合約單價辦理等語，

惟揆諸前開說明及基於誠信、衡平原則，仍不得依該約定主張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綜上，

上開約款係就正常物價波動之調漲工程款所為之限制，並不得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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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析 

1.客觀解釋原則 

所謂的客觀解釋原則，主要係指條款之意義應以其適用對象之平均而合理的

理解而定240。且定型化約款係其使用人為規範與相對人間權利義務之意思表示，

故民法第九十八條關於解釋意思表示之規定，暨意思表示解釋之一般原理，在定

型化約款之解釋上，亦有適用餘地241。即，定型化契約條款為當事人意思表示內

容，經雙方意思表示合致而構成契約內容，故關於定型化契約條款之解釋仍有意

思表示解釋一般原則之適用。實務亦採此見解，「定型化契約係依照當事人一方

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條款而訂定之契約。故於通常情形，就同類契約之訂立，固

可收便捷、統合之效能，然就具體個案，如有特殊情形，仍應參酌訂約之內容，

探求當事人之真意，解釋契約，不能專以定型化契約之條款為唯一憑據242。」 

於本案，對於承包商而言，應不可能將之理解為縱使物價超乎預期地鋸幅上

亦應承擔此風險。且就機關而言，若解釋為限於「可得預測之正常物價指數波動

範圍內」本條款始有適用，則在物價超乎預期之鉅跌時，亦得向廠商請求調整，

如此亦符合雙方之公平（政府採購法第 6 條前段：『機關辦理採購，應以維護公

共利益及公平合理為原則』）。若依最高法院見解，將之解釋為無論物價如何波

動，皆不得向他方請求調整，則機關是否同意縱使物價鉅跌亦不得向廠商請求調

整？顯見如此解釋不僅不合理，亦不符合雙方當事人之真意243。 

                                                 
240 吳若萍，前揭註 223 文，頁 67。 
241 詹森林，消費者保護法實施二年之法理爭議與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11 期，頁 12。（1996.03） 
242 最高法院 78 年台上字第 2557 號判決。 
243 在分包商向總包商請求物調款之案例中，曾有約定：『本工程合約簽約後，如遇有材料價格波

動，乙方（被上訴人）不得要求單價調高』，而法院認為解釋上應指兩造間約定遇有材料價格波

動時，被上訴人不得要求單價調高，不包括物價總指數漲高時之概括物價調整部分，而准許分包

商物調款之請求，惟並未說明作如此解釋係基於何種解釋原則。詳參見高等法院 97 年建上字第

62 號判決：『兩造於 92 年 12 月簽訂系爭分包合約時，固於特定條款第 30 條約定：「本工程合約

簽約後，如遇有材料價格波動，乙方（被上訴人）不得要求單價調高」云云（原審卷第 19 頁），

惟上開約定係指被上訴人不得要求「單價」調高，非指被上訴人不得請求物價調整。蓋調高單價

係指契約雙方重新議定契約單價，而本件被上訴人係請求物價調整款，非請求調高單價，僅依原

合約單價金額，按照有關機關公布指數及公式計算物價調整款。其中區別在於前者承包商得將漲

價風險完全解除或移轉，而後者依物價指數調整，不論計算之依據為何，承包商仍需自行吸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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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限制解釋原則 

定型化契約條款旨在排除任意規定，尤其是免責條款，應做限制解釋，以維

護相對人的利益244。 

不物調條款若有解釋空間時，例如僅約定『本工程標案無物價指數調整』，

則究係指無論如何皆不予物調，縱遇有情事變更者，亦然；或者是在一般合理之

物價波動範圍內始有適用，而並不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若係前者，則排除

情事變更原則適用之結果將導致對於不可歸責於雙方且無法預期之事變風險，全

歸由一方承受，對於廠商而言，此種物價波動之風險既無法預料，投標時也無法

將之估算入投標金額中考量，全由其承擔，顯有失公允，應依限制解釋原則，將

不物調條款解釋為「可得預測之正常物價指數波動範圍內」始有適用，始符公平。 

3.有利於相對人解釋原則 

我國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第 2 項明定：「定型化契約條款如有疑義時，應為

有利消費者的解釋」，此一規則被稱為「不清晰規則」（interpretatio contra 

proferentem）。此一規則符合誠信原則的要求，其適用範圍不應以定型化契約或

消費關係為限，只要一方當事人在經濟上的力量遠逾他方，並其為不清晰條文的

起草者時，應認為有誠信原則的違反，而適用不清晰規則245。一般契約上之意思

表示，係由雙方當事人共同磋商後之合意，故如解釋上有疑義時，應以雙方所共

同應有之意思解釋之（民法第九十八條）。易言之，該合意在解釋上有歧異的風

險，應由雙方共同承擔之。然定型化約款，則係由其使用人單方預先擬定，相對

人於簽約前，甚至簽約時，並無對約款內容表示意見或共同草擬之機會，而且定

                                                                                                                                            

定範圍之漲價風險，如依總指數 5％計算物價調整款，則漲幅 5％範圍內，仍由承包商自行吸收，

不得請求物價調整款。則調高單價與物價調整款係屬二事，系爭分包合約特定條款第 30 條既約

定被上訴人「不得要求單價調高」，解釋上應指兩造間約定遇有材料價格波動時，被上訴人不得

要求單價調高，不包括物價總指數漲高時之概括物價調整部分，上訴人以上開「不得要求單價調

高」之約定包括「不得請求物價調整云云」，即無可採。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物價調

整款，未違反上開約定。』 
244 王澤鑑，債法原理第一冊，增訂版，四刷，頁 103。 
245 黃立，民法債編總論，，修正 3 版第 1 刷，頁 76-77，2006 年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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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化契約使用者為追求本身利益，往往會作不利相對人之規定，故在解釋上有疑

義時，應由使用人承擔其風險，而為有利於相對人之解釋246。亦即，定型化契約

係由企業經營者預先擬定，故如仍有解釋上之疑義，自應將其解釋上之不利益，

歸屬於企業經營者，以求利益之均衡247。其目的，在促使約款使用人遵守透明化

要求，儘可能清楚而明確地擬定其定型化約款。雖然公共工程契約並非消費性契

約，而無消保法之適用，惟就其規範目的而論，縱使在非消費性之定型化契約中，

亦應有規範之必要248，學者認為本條規定具法理性質而應類推適用249。 

本文認為此條款容有解釋空間250。在本案，雖然機關單方面擬定：「物價指

數調整：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不予調整」，惟對於是否不論物價如何

漲跌皆須承擔此風險？對於超乎預料範圍之物價波動應否承擔？得否排除情事

變更原則之適用？並未約明而容有疑義。而在一般情況下，承包商是否真的有能

力且願意承擔無法預見、無法控制之物價波動？故本文認為，在物價巨幅上漲之

情形下，應類推適用消保法第 11 條第 2 項，依『有利於相對人原則』解釋，將

本條款之適用限於「可得預測之正常物價指數波動範圍內」始有適用，而在物價

波動已遠超乎當事人之預期時，應無適用。 

台中高分院 95 年建上字第 39 號判決即採此解釋方法，認為：『為上訴人單

方面所訂立之定型化約款，究係指通常一般人所得了解、預見之正常物價波動範

圍不予調整，或係特約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由其文義並不明確，且系爭約

款乃上訴人單方面限制被上訴人權利之行使，應為有利他方（即被上訴人）解釋，

始為公平，如係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即應載明排除情事變更之意旨，基此

                                                 
246 詹森林，消費者保護法實施二年之法理爭議與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 11 期，頁 12。 
247 詹森林，定型化契約最近實務發展與評析，消費者保護研究第七輯，頁 146。 
248 吳若萍，前揭註 223 文，頁 68。 
249 詹森林，最高法院與定型化契約法之發展，政大法學評論，第 94 期，頁 104，（2006）。 又

有認為消保法及其施行細則關於定型化契約之規定係屬定型化約款之一般原理原則，基本上，對

於商業性定型化約款亦應有適用餘地。請參見，詹森林，前揭註 218 文，頁 11。惟本文認為消

保法中關於定型化條款之規定是否具有一般原理原則之性質，而得直接適用於商業性之定型化契

約，容有討論餘地。 
250 惟亦有認為本條款並無疑義，而肯定最高法院此處之判斷。請參見吳若萍，前揭註 223 文，

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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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就上開約款為限縮解釋，適用範圍限縮於「可得預測之正常物價指數波動範圍

內」，而非排除情事變更原則適用之約款。』應值肯定。 

3.法律行為有效原則 

解釋法律行為，除當事人就其意思表示別有含義，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或心

中保留等情形外，應盡量使其為有效之解釋，蓋法律行為內容之不能、不確定或

違法，非當事人之所欲，非其真意所在，此即所謂「法律行為有效之原則」251。

且契約解釋在考量時應適用「儘可能作與法律相符的解釋」（rechtskonforme 

Interpretation）的原則。如一契約經以一種解釋方法後係屬違法，若其以另一方

法解釋係屬合法，自應以後者為準。其情形一如解釋法律時，對於合憲性解釋原

則的適用252。 

由於本條款係屬定型化契約條款，應受民法第 247 條之 1 及消保法第 12 條

（類推適用）之審查，若將本條款解釋為無論物價如何變動皆不得調整，且排除

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則此條款是否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利或限制其行使權利？

與其所排除不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立法意旨顯相矛盾？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不

利益？違反誠信原則且顯失公平253？皆有很大之疑慮而很可能被法院宣告為無

效，若然，則亦應依『法律行有有效原則』，將之解釋為「可得預測之正常物價

指數波動範圍內」，而非排除情事變更原則適用，使之免於被宣告為無效。 

4.小結 

關於『工程進行中，如遇物價波動不予調整』條款，本文認為容有疑義，而

有解釋空間，依客觀解釋原則、有利於相對人解釋原則及法律行為有效原則，應

將之解釋為限於「可得預測之正常物價指數波動範圍內」始有適用，且並未排除

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台中高分院 95 年建上字第 39 號判決之見解應值贊同。 

又應需說明者是，以上契約解釋原則之適用係以契約有疑義為前提，換言

                                                 
251 楊仁壽，法學方法論，基礎法學叢書，頁 223，1986 年 11 月。 
252 黃立，民法債編總論，頁 77，2002 年 9 月。 
253 關於本條款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審查，詳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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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若契約條款文義明確而無解釋空間，例如：「在任何情況下，統包商不得以

物價波動及匯率變動為由，要求增加合約價格及補償，投標商在準備價格投標

書，應將上述風險納入其報價內」254，則無法適用上開解釋原則，關於此條款是

否有失公平或違反誠信原則，則應進入條款效力（民法第 247 條之 1）之審查。 

五、不物調條款之效力255 

定型化約款已成為契約之內容，並經解釋而確定其意義後，及應審查其是否

有效，俾確定其有無拘束相對人之效力256。民法第 247 條之 1 規定：『依照當事

人一方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條款而訂定之契約，為左列各款之約定，按其情形顯

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一、免除或減輕預定契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利或限制其行使權利者。

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不利益者。』 

在物調爭議案件當中，若訂有不物調條款者，廠商通常會主張此條款違反民

法第 247 條之 1 而無效，而絕大部分的判決認為『不物調條款』並無民法第 247

條之 1 各款情形而顯失公平，認定此條款有效。以下本文即說明實務見解對於『不

物調條款』是否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見解，整理、討論如下： 

（一）有效說 

持有效說之判決認為，不物調條款並未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 1，故為有效，

其認為該條款並未顯失公平之理由有： 

1.承包商對於契約已詳加審閱，可拒絕投標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126 號判決：『系爭工程乃經公開招標之續建統包工

程，上訴人於參與投標前已領得工程圖說、前購案已施工完成工程部分之圖說、

                                                 
254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126 號判決 
255 本文僅針對『不物調條款』之效力作討論。另對於公共工程契約定型化契約效力之判斷，可

參照吳若萍，前揭註 223 文，頁 70 以下、陳世超，前揭註 234 文，頁 33 以下。 
256 詹森林，前揭註 218 文，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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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條款、一般及詳細技術規範、投標須知等投標文件…其於投標前對於系爭工

程之工程圖說、投標須知、合約書及其附件等，非無充足之時間詳細審閱，以了

解得標後兩造之權利義務，此於招標文件第零篇投標須知第七節準備投標文件及

投標第 7.1.3 條第 1 項亦已明示：「投標商應仔細閱讀招標文件，並完全瞭解所有

可能影響投標書或報價之條件或規定。……投標商向業主投送投標書後，即視為

對招標文件內所應承擔之全部風險與義務均已完全了解」，倘上訴人認契約條款

對其不利，即可拒絕投標257。』 

2.承包商係專業廠商具判斷能力、非經濟上弱者，且有締約自由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126 號判決：『上訴人乃具營造專業之廠商，其既決

定投標大型公共工程，衡情應具備核估系爭工程所費時間、所需一切材料項目、

數量等成本之相當能力，對於系爭工程契約之締結有選擇締約與否之自由，仍決

定投標系爭工程案，尚難認為系爭條款有何於上訴人有重大不利益且顯失公平之

情形258。』 

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字第 22 號判決：『查上訴人自 84 年成立迄今，為專業

之營造廠商，且係頗具規模和極具市場經驗之專業營造廠商，其對本條款約定之

意義及對於未來物價之變動應具相當之專業知識、經驗及推估判斷能力。上訴人

既係以 3,750 萬元承攬系爭工程，自非經濟之弱者，如認系爭工程契約有違民法

保護承攬人之任意規定，自可不參與投標或訂定契約，並不因其未訂定系爭工程

契約而生不利益，亦（無）經濟生活受制不得不為承攬之情形。因之，除另有其

他無效之原因外，上訴人即不得任指該契約條款為無效259。』 

3.承包商得提出釋疑或異議，非無磋商變更約款之機會 

台中高分院 94 年建上字第 28 號判決：『系爭合約書之草稿，為被上訴人提

                                                 
257 相同見解：台南高分院 96 年建上易字第 3 號判決 
258 相同見解：高等法院 93 年度重上字第 161 號號判決（經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1944 號裁定

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259 相同見解：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更（一）字第 2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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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之訟爭工程招標文件之一，且經被上訴人上網公告，故上訴人於投標前，可透

過被上訴人在網路上公告之系爭合約書草稿，得知該合約中有上述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約款，其如認該約款不法侵害其權利或利益，大可依被上訴人工程採購

招標共同投標須知第 19 條規定，以書面向被上訴人提出釋疑或異議，是以上訴

人在系爭合約書之簽訂過程中，並非全然處於僅能就被上訴人擬妥之契約內容表

示締約與否之不利地位，仍得就系爭合約內各項約款是否合乎其利益與被上訴人

加以磋商，此與定型化契約乃由經濟上強者預定契約條款，他方每無磋商變更之

餘地者，大相逕庭。上訴人雖謂承攬廠商為追求商機，居於經濟弱者，不可能不

依預定條款投標，或要求市政府更改條款云云，然投標須知上既已有上開提出釋

疑或異議之途徑，即表示承攬廠商與市政府間並非毫無商洽之機會，今上訴人既

未循上開釋疑或異議之途徑，請求將系爭合約書第 7 條第 1 項第 3 款約定排除於

該合約以外，仍參與投標，且於得標後與被上訴人訂定系爭合約，顯係認該合約

所定被上訴人應給付之工程款足以支應其施作訟爭工程之成本而有餘，縱日後發

生營建物料價格上漲之情事亦無影響，從而自難認上開約款係被上訴人利用締約

上之強勢地位，以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條款，而不當限制上訴人因營建物料上漲

所得行使之增加給付請求權，則上訴人主張該約款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規定應屬

無效，即非有據260。』 

又另有判決認為承包商事前固無參與磋商之機會，惟明知有該不物調條款而

仍參與投標且訂約，自不得於事後援引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規定，主張系爭工程

契約第 12 條約定無效261。 

4. 避免承包商低價搶標後再請求增加給付，對其他廠商不公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126 號判決：『本條款並非免除或減輕預定契約條款

之當事人之責任，或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其主要目的應在敦促投標人應理智

                                                 
260 相同見解：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字第 22 號判決、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更（一）字第 2 號判

決、台南高分院 96 年建上易字第 3 號判決 
261 花蓮高分院 96 年建上字第 2 號判決（經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053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

回上訴，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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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評估將其欲投標金額納入最大風險考量，防杜投標人未做正確評量即以低價

搶標，於得標後，再執物價上漲為由，要求增加合約價格，而造成原本參與投標

廠商競爭力不公平情形，與政府採購法第 6 條「機關辦理採購，應以維護公共利

益及公平合理為原則，對廠商不得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之規定無違。且該

規定並得避免得標廠商因誤判物價變動趨勢之不利益，加諸於較投標專業廠商更

無法評估營建物價風險之政府機關身上，進而減少採購機關與廠商間不必要之歧

見、紛爭，以達工程風險控管之實益262。』 

5. 雙方同受拘束，非單純使他方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 

台中高分院 94 年建上字第 28 號判決：『本件上訴人所指之不公平條款係約

定：「物價指數調整：本工程各項單價不得隨物價指數調整」換言之，並非僅在

物價上漲之情形，承攬人不得請求多給付工程款，即或在物價下跌之情形下，定

作人亦不得請求減少工程款或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差額工程額，是以上開條文並非

單純使他方（即承攬人）拋棄權利或限制其行使權利，而是契約雙方均受其拘束，

故無顯失公平之情形263。』 

另有認為：『法並無明文工程承攬契約必須訂立關於按物價指數調整給付之

約定，是系爭工程契約之前揭排除約定，亦難謂係免除或減輕當事人任一方之責

任，當無顯失公平之情形。當不能遽認上開約款係被上訴人利用締約上之強勢地

位，以預定用於同類契約之條款，而不當限制上訴人因營建物料上漲所得行使之

                                                 
262 高等法院 95 年建上字第 66 號判決同此見解。 
263 相同見解：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字第 22 號判決、台南高分院 96 年建上易字第 3 號判決、花

蓮高分院 96 年建上字第 2 號判決（經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053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

訴，已確定）。 
另應值注意者係，有判決雖然認為不物調條款並未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 1，惟並不當然排除情事

變更原則之適用，請參見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更（一）字第 2 號判決：『兩造固於系爭工程契約

第 6 條第 3 款約定「本契約如遇物價波動時廠商不得因此要求調整單價或賠償損失。」之契約內

容，係兩造於成立工程契約之際，即已預見工程物價即將上漲，針對特定而具體之事項即物價可

能波動之情勢先為之特別約定（即未來工程物價上漲時，是否提高單價或賠償損失），並非法律

行為成立後情勢變更，亦無顯失公平之情事。換言之，此項兩造間就工程簽約後未來物價如上漲

如何處理事先所為之特別約定，並非排除民法第 227 條之 2 第 1 項「情事變更原則」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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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給付請求權264。』 

6.承包商得一次購足材料而避免風險 

『上訴人（承包商）在得標之後，對訟爭工程所須鋼筋數量即已確定，即可

向相關廠商預購。唯上訴人亦坦承「營造商為免日後原料價格下跌遭受損失，也

不可能壹次把一個工程所需的原料在訂約之初買齊」，是以本件係因上訴人看壞

後市，認鋼筋可能跌價，而不預先訂購，不意鋼價上漲，鋼筋成本增加，其後果

自當自行承擔。反之，如果鋼筋跌價，則上訴人依合約亦無須減價，退還被上訴

人，例如 94 年鋼價較 93 年跌 20％，合約書之鋼價由市場機制決定，有漲有跌，

由得標廠商自行判斷，實無不公平之處。』 

7.物價波動並非不可預測 

台中高分院 96 年度建上更（一）字第 74 號：『系爭工程契約第 13 條第 3

款付款約定：「物價指數調整：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不予調整。」，此

約定係免除或減輕預定契約條款之當事人（即上訴人）之責任，並使他方當事人

（即被上訴人）拋棄權利或限制其行使權利，將物價波動風險全歸被上訴人負

擔，對被上訴人而言，雖係以確定而固定的工程價款，來面對不確定的未來，惟

因物價波動並非不可預測之事，且政府均會公布物價指數，是承攬人於承攬工程

時就物價波動所造成之成本風險核屬其參與投標時應列在評估事項範圍內，是於

一般正常指數範圍內因物價波動而造成之漲價，當事人並非全然不可以契約約定

限制之，自難謂系爭契約上開約定符合民法第 247 條之 1 規定而為無效265。』 

（二）無效說 

台南高分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9 號判決266：『…又被上訴人辯稱: 系爭契約第

                                                 
264 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字第 22 號判決，相同見解：台南高分院 97 年建上字第 22 號判決 
265 須注意者，本判決雖認為不物調條款並未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 1，係有效，惟其認為此約款

係就『正常物價波動』之調漲工程款所為之限制，並不得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換言之，其

以限縮解釋之方式將該條款之適用限於『正常物價波動』，而使其免於違反第 247 條之 1。 
266 惟本判決已經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624 號判決廢棄發回，惟廢棄理由並非以原判決關於

不物調條款之解釋及效力有所違誤，而係以其他理由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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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條第 3 項規定「本契約如遇物價波動時廠商不得因此要求調整單價或賠償損

失」，因此本件上訴人不得再以物價上漲請求增加給付工程款云云，然查，系爭

工程契約第 6 條第 3 款之約定，為被上訴人單方面所預先訂立之定型化約款，形

式上契約雙方當事人均可能適用，然物價可能只漲不跌，在此情形該條款顯然僅

單方面限制承攬人一方行使調整單價或賠償損失之權利，亦即使定作人強加物價

波動風險於承攬人一方，顯失公平，揆諸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規定，上開條款之

約定應屬無效。再參照實務及工程會所頒採購契約要項規定，縱係總價決標，如

工程實作數量超出契約所定數量一定程度，仍得變更契約價金，依此法理，縱使

系爭工程契約曾約定不得物調，也不應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故系爭契約第

6 條第 3 項不得請求物調約定，應縮限解釋為「通常所得預見之正常物價波動範

圍內，方不得請求物調」方是，從而被上訴人上開所辯，亦無足採取。是則，本

件自不能以上開約款而排除上訴人基於情事變更所主張之權利…』 

台中高分院 96 年建上字第 44 號判決267：『上訴人又抗辯：系爭工程之公開

招標資訊網站已註明：「本工程規模不大，在短期內施工，物價如有波動，一律

不予補貼」（見原審卷 1 第 23 頁），該公告內容屬兩造契約之一部，故被上訴人

自應受其拘束，不得再要求增加給付工程款云云。惟查…上開公告內容應僅係上

訴人於公開招標資訊網站定型之用語，尚非基於系爭工程之特性所為之特別約

定。被上訴人主張該用語縱為契約之一部，亦因其屬定型化契約，使被上訴人拋

棄得請求增加給付之權利，按其情形顯失公平，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第 3 款規

定，該部份約定無效，足可採信。』本判決結論係認為不物調條款有違民法第

247 條之 1 而無效，惟似未說明理由。 

（三）討論前提 

1.針對無解釋疑義之不物調條款 

如同本文上述，在不物調條款尚有疑義而有解釋空間時，本文依客觀解釋原

                                                 
267 經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769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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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利於相對人解釋原則及法律行為有效原則，認為該條款僅限於『可得預測

之正常物價指數波動範圍內』之範圍內始有適用，合理可預期之物價波動由雙方

各自吸收，應係合理。惟若超乎當事人之預期的物價巨變，已逸脫出當事人締約

意思之範圍，自不受其拘束，而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餘地，按此解釋，並無違

背民法第 247 條之 1 的疑慮。惟在某些條款中因契約文義並無疑義，已無解釋空

間，則將造成當事人之一方需承擔非其可得預期之物價巨變，就此種情形，則有

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審查之必要，本文以下討論者即係針對此種無解釋疑義之不

物調條款，合先敘明。 

2.民法第 247 條之 1 與消保法第 12 條 

而公共工程定型化契約並非消費性契約，有無消保法第 12 條之適用？有學

者認為消保法及其施行細則關於定型化契約之規定，係屬定型化契約之一般原理

原則，基本上，對於商業性定型化約款亦應有適用餘地268；另有學者則認為，消

保法為民法之特別法，若民法上之定型化契約得類推適用消保法之規定，則在方

法論上有其困難，尚非妥適269。本文初步認為，公共工程定型化契約並非消費契

約，故無消保法之直接適用270，惟消保法中關於定型化契約之規定，若具有法理

之性質，則依民法第 1 條：『民事，法律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

理。』應得適用或至少得類推適用。有學者認為，此爭議之實益不高，由於條文

在實質內容上差異不大，況且民法債編施行法第 17 條規定：『修正之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規定，於民法債編修正施行前訂定之契約，亦適用之。』此種溯及既往

                                                 
268 詹森林，前揭註 218 文，頁 192。另有學者同此見解，且認為消保法與民法第 245 條之 1 並

不具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請參見王澤鑑，債法原理第一冊，增訂版，四刷，頁 96（2001.03） 
269 邱聰智，回歸法律原則，載於馬漢寶教授八秩華誕祝壽論文集，法律哲理與制度-基礎法學，

頁 243（2006.01）。 
270 黃立，前揭註 245 書，頁 89。上開採肯定說見解之學者，其後變更見解，認為自增訂民法第

247 條之 1 後，其已成為定型化契約之一般規定，而由於消保法具有『保後消費者權益』之特別

立法目的，而民法則為私法關係之普通法，故認為消保法及其施行細則關於定型化契約之規定，

原則上僅適用於消費性定型化契約；至於非消費性，尤其係商業性定型化契約，則不受消保法及

其施行細則之規範，而應適用特別規定，無特別規定時，當然應適用民法第 247 條之 1。請參見，

詹森林，前揭註 249 文，頁 101，及同作者，前揭註 231 文，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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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對於當事人而言，未必不利271。本文從之，故以下對於不物調條款之審

查以民法第 247 條之 1 為主。 

（四）實務見解（肯定說）之評析 

1.審閱期間非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審查要件 

法院審查不物調條款之依據係民法第 247 條之 1，並非消保法，而審閱期間

係消保法第 11 條之 1 的概念，法院未說明審閱期間是否為定型化契約之一般原

則，而逕引用消保法上審閱期間之概念來審查該條款是否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

1，非無疑問。且縱為消費性契約，給與審閱期間亦不代表約款即為有效，仍須

受到消保法第 12 條之審查。本文認為，在非消費性定型化契約中，給予審閱期

間並不代表該約款合乎公平，仍須受到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審查。 

2.是否為專業、經濟上之弱勢，並非重要 

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定型化契約條款應為無效之法理，在傳統見解係為保護

弱者與對抗獨佔，而新近學說則以締約成本與契約正義為其基礎。學者認為，所

謂的契約正義係指：定型化契約條款固有節省締約成本之功能，但如條款使用人

僅專注追求一己利益而完全不顧他方之正當權益，雖擬定不符合經濟效率、違反

任意法規立法意旨、或妨礙達成契約目的之條款者，則他方當事人仍得餘地約

後，主張條款無效。且定型化契約故需基於他方之自由意思，使能夠成契約之內

容。惟契約自由包含締約與否之自由、相對人選擇之自由、締約方式之自由、契

約內容之自由及廢止契約之自由。其中締約方式、契約內容、廢止契約三項應以

契約雙方立於平等地位磋商談判而決定之方式、內容、廢止，始為真正之契約自

由。若全由一方片面決定，他方僅係形式上接受，而於接受前未實質上參與者，

即須交由法院審查並經判定有效，使得拘束他方，以免一方藉形式契約自由之

名，行妨礙契約正義之實272。 

                                                 
271 黃立，契約自由的限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125 期，頁 12（2005.10）。 
272 詹森林，前揭註 231 文，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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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者更進一步認為，由於定型化契約約款係由使用人預先擬定，他方當事

人無從共同參與，以形成對雙方皆屬公平合理之內容。此在使用人有獨佔或壟斷

地位時，固然如此；即使市場上存在競爭激烈，亦無不同。因此，不論形式上接

受條款之他方是否為經濟、經驗或專業上之弱勢者，亦不問實質擬定契約之一方

是否為系爭交易之壟斷或獨裁者，定型化契約條款之效力有爭議時，均應透過司

法裁判者審查，始能真正判斷是否有效而能拘束他方273。 

簽訂公共工程契約中不物調條款之廠商，雖然並非經濟、經驗或專業上之弱

勢，惟此並非決定條款效力之判斷依據，重點在於契約雙方是否立於平等地位磋

商，故法院僅以廠商非經濟、經驗或專業上之弱勢而認為不物調條款並未顯失公

平，似有商榷餘地。 

實務見解另以廠商並不因其未訂定系爭工程契約而生不利益，亦無經濟生活

受制不得不為承攬之情形，而認為廠商有締約自由，該條款並無不公。本文以為，

若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審查，必須有『不得不』締約之前提，則一般常見之健身

房、瘦身美容、中古車買賣定型化契約等，皆非生活上所必須而無『不得不』締

約之情形，是否即無須受消保法第 12 條及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審查？由此點觀

之，實務見解不僅無理，更係增加適用民法第 247 條之 1 所無之限制，應不可採。 

3.釋疑或異議無法達到實質上磋商之效果 

學者認為，法律的管制主要在於協助無經驗者與弱者對抗企業經營者。但是

並不能就此認定，相關條款之適用以顧客提出其在經濟上或其他方面若是或條款

使用者強勢之證明為前提，因為在競爭甚為激烈之特定行業，其經濟上或其他方

面之優勢地位並無意義。真正的理由在於顧客對於企業經營者的定型化契約條款

無法磋商，只能照單全收，主要是由於市場機能的部分喪失274。雖然係針對德國

之消費契約條款所做之說明，但在公共工程定型化契約中，由於契約條款係由機

                                                 
273 詹森林，前揭註 231 文，頁 38。 
274 黃立，細說德國二００一年新民法消費契約條款，政大法學評論，第 98 期，頁 101（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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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單方面擬定，且在大部分公共工程採最低標機制之下，廠商之間競爭激烈，對

於機關所提出之定型化契約條款有無磋商餘地，不無疑問，故學者所提在公共工

程定型化契約中亦應有參考價值。 

實務見解認為廠商得依契約或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275、75 條276向機關請求釋

疑或異議，對於不同意之處請求調整契約內容。惟本於契約自由原則是否接受異

議取決於機關單方之意思，因此在實務上，除非條款具有重大瑕疵或疑問，否則

廠商異議成功的案例並不多277。本文以為，廠商形式上確有請求釋疑或異議之機

會，惟實際上為機關所接受者寡，如此能否謂係經過實質磋商，仍有疑義。縱認

廠商有請求釋疑或異議之機會，在大多數情形下，亦無法達成實質上磋商之效

果，故實務以廠商有請求釋疑或異議之機會而逕認不物調條款無違民法第 247

條之 1，應非妥適。 

4.雖雙方同受拘束，惟風險分擔顯不成比例 

實務見解認為不物調條款於雙方皆有適用，亦即縱物價下跌機關亦不得向廠

商要求扣款，非單純使廠商單方拋棄權利或限制其行使權利，而認為無顯失公平

之處。 

雖然在理論上，此條款對雙方而言皆為有利，為因物價指數發生下跌之情形

應較少見，故實際上，毋寧是廠商適用而受益之情形較多278。另就風險分擔之角

度，工程款一經約定，對於定作人（機關）而言，其風險即已確定，其必須擔負

之物價波動風險並不會再提高；但是對承攬人而言，其必須以固定的價金面對無

                                                 
275 政府採購法第 41 條：『（第一項）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前，

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第二項）機關對前項疑義之處理結果，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

前，以書面答復請求釋疑之廠商，必要時得公告之；其涉及變更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除選擇

性招標之規格標與價格標及限制性招標得以書面通知各廠商外，應另行公告，並視需要延長等標

期。機關自行變更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亦同。』 
276 政府採購法第 75 條：『廠商對於機關辦理採購，認為違反法令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 （以

下合稱法令） ，致損害其權利或利益者，得於下列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異議…』 
277 吳若萍，前揭註 223 文，頁 78。另以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為例，其表示縱廠商有權對於合

約草案提出異議，惟其一律回絕，請參見工程法律系列論壇（五）工程承攬契約之風險分配，會

中交通部鐵路改建工程局局長之發言（2008.12.11）。 
278 林孜俞，公共工程契約之訂定與招標機關之義務，國立台灣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97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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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預知的未來，其不確定性不言而喻，如此之風險分擔有失公允279。 

物價就長期來看係呈上漲之趨勢，所以此條款在大部分之情形，實質上受拘

束者其實是廠商。其次，縱使物價下跌，機關依不物調條款不得扣款之不利益，

亦極為有限，蓋在訂約之初其所需負擔之風險即已確定，但廠商係以固定之價金

面對無法預測之風險。縱使勉強說是雙方同受拘束，亦為極不均衡之風險分配。

本文認為，實務見解應考量實質上雙方顯失均衡之風險分配，而非僅看到雙方皆

受拘束之形式。 

5.承包商有預測、規避風險之能力？ 

實務見解認為：物價波動可以預測，廠商應將投標金額納入最大風險考量，

且得在簽約後將所需材料一次購足而避免風險。另不物調條款之目的應在敦促投

標人應理智謹慎評估將其欲投標金額納入最大風險考量，防杜投標人未做正確評

量即以低價搶標，於得標後，再執物價上漲為由，要求增加合約價格，而造成原

本參與投標廠商競爭力不公平情形。 

首先，廠商對於營建物價是否有預測能力280，不無疑問。蓋在短期間內之物

價一般性的波動，廠商依其經驗及專業，或有預測可能性而得將物價之波動風險

反映於投標金額；惟就長期之營建物價而言，因通貨膨脹、能源危機、物價上漲

或其他不可預期的非經濟性因素（例如：政治干擾），將可能造成物價和工資大

幅上漲，此種風險係業主與承包商在預期範圍內所無法評估者居多281，而廠商既

然無法預測，則勢必無法將風險納入投標金額中考量，若機關一眛地以不物調條

款將此無法預測之風險轉嫁給廠商承擔，豈符事理之平？ 

退步言之，縱使認為廠商擁有精確預測營建物價走勢之能力，惟其是否有規

                                                 
279 劉素吟，物價指數調整約款與情事變更原則之關係，工程法律實務研析（三），頁 280
（2007.07）。 
280 關於營建物價指數之預測，得參考龔逸書，以回饋式類神經網路模式預測營造工程物價指數

之研究，台大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7）、李正源，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趨勢預測之研究

－以基因演算法與反轉點模式分析，輔仁大學應用統計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6）及游源順，國

內營造工程物價指數相關問題之探討，國立交通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281 陳宗祥，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增減率與工程款調整合理性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 
究所碩士論文，頁 75（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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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風險之能力，亦不無疑問。實務見解認為廠商可於得標後一次購足材料而避免

風險，似乎言之成理，惟與現實並不相符，蓋營建工程常長達數年，故廠商通常

係在實際施作前始購進材料，若要其一次購足材料，等於要求廠商擁有雄厚之資

金，且除了需有雄厚之資金外，大量營建材料之存放，勢必得多支出倉儲、管理

成本，並且還需承擔材料因時間經過自然耗損之損失，若如此要求廠商，似有強

人所難之嫌。 

再者，物價調整條款之目的是不希望承包商在投標時就把不能預見到的費

用，如物價上漲等風險因素全部考慮進去。而是主張按照契約條款的規定，由業

主隨時補償有關經濟損失，從而避免承包商將全部風險預先折算成標價而包括到

報價中，以便能夠得到具有競爭性的報價，這也是業主的最大利益所在282。而今

機關卻訂立不物調條款，將無法預測之物價上漲風險全歸於廠商，廠商若為免虧

損，將物價波動之風險預估過大，反映於投標金額中，則在採取最低標之公共工

程中，勢必無法得標；若廠商將風險預估過小，雖有可能得標，但卻得面臨承擔

物價上漲之虧損；縱使廠商真能精確地預估物價波動風險而如實地反映於投標金

額上，則在競爭激烈、採最低標之公共工程中，得標機率似亦不高。廠商縱幸運

得標後，因不堪物價上漲之壓力而向機關請求物調款，機關則以其低價搶標，若

給付則對其他廠商不公而拒絕給付物調款，則其將風險全部移轉給廠商於前，再

以廠商低價搶標拒絕給付於後，豈符誠信？ 

實則，問題即出在機關事先擬定之不物調條款。若機關能事先擬定合理之物

調條款，則廠商即無須將無法或難以預測之物價風險納入投標金額考量，能夠以

目前之物價水準投標，至於日後物價波動再依物調條款調整，如此始能得到最具

競爭性之報價，方為業主之利。 

                                                 
282 劉同敏，前揭註 122 文，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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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審查 

1. 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 

有學者認為，就契約履行時之不確定因素雖可預先以約定之方式決定風險之

分配，但嚴格而言，若發生了無法合理預見且不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時，則已屬

情事變更之情形。縱使認為雙方當事人就未來無法合理預見之任何損害均有免除

損害賠償責任之合意，此一免責條款仍得依據民法第 247 條之 1 之規定審查其效

力，於承包商一該免責條款而拋棄之權利已顯失公平時，應認為該條款無效283。

本文認為，雖然此段論述非針對不物調條款，而係針對不可歸責於廠商致遲延之

免責條款，惟不物調條款亦為風險分配之約定，且物價上漲亦係不可歸責於廠

商，其對於不合理、非常態性之物價上漲亦無法預見，故該學者之見解於此仍值

參考。 

依不物調條款，不論物價漲跌，廠商皆不能向機關請求調整，則在有情事變

更情形發生時，廠商依不物調條款並無法向機關請求增加給付，應屬使廠商拋棄

依情事變更原則向法院聲請增加給付之權利，且使廠商承擔其無法預測及掌控之

風險，依民法第 247 條之 1 第 3 款：『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利或限制其行使權利

者』，顯失公平，應屬無效。 

2. 其他於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 

退步言之，縱使認為不物調條款拘束雙方當事人，並非單使廠商拋棄權利，

不符合民法第 247 條之 1 第 3 款之規定，本文義認為其違反同條第 4 款。蓋情事

變更原則乃指：法律效力發生原因之法律要件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因不可歸責

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有非當時所得預料之變更，而使發生原有效力，顯有背於誠

信原則（顯失公平）時，應任其法律效力有相當變更之規範284。本文認為其立法

                                                 
283 張南薰，情事變更原則在公共工程上之應用，國立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23-124
（2000.07）。 
284 史尚寬，債法總論，頁 426-427，79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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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285隱含著在不可歸責且不可預見之行為基礎有重大變動時，使當事人承受此

過份的不利係不公平的。且其屬任意法286，代表了雙方當事人利益大致公平的照

顧，因此排除任意法規之適用，常會導致當事人間權利義務分配的不平均287。 

不物調條款排除了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使廠商單獨承受物價巨漲風險之不

利，有違情事變更原則之立法意旨，依消保法第 12 條第 2 項第 2 款：『條款與其

所排除不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立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亦得推定其顯失公平。雖

然公共工程定型化契約非消費性契約，有無消保法之適用尚有爭議，惟消保法第

12 條係定型化契約條款規制之帝王條款，可將之看做法理，依民法第 1 條而適

用之。縱認為無法適用，則本文仍認為排除情事變更原則為顯失公平，且構成民

法第 247 條 1 第 4 款：『其他於當事人有重大不利益者』，應屬無效。 

3.條款部分無效不必然構成情事變更 

須說明者係，本文雖然認為不物調條款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 1 無效，惟係指

就無法預見之物價波動風險全由廠商承擔之部分無效，在廠商可得預見之一般物

價波動之範圍內，因其本得將風險納入投標金額中考量，並未顯失公平，在此範

圍內之不物調約定，應非無效。 

且不物調條款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係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 1 而無效，

縱使日後並未發生情事變更者，亦然。又不物調條款無效，並不代表即構成情事

變更，是否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仍須由法院依民法第 227 條之 2 認定之，自

不待言。

                                                 
285 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2 號判決：『情事變更原則旨在規範於不可預料之情事發生時，公

平分配風險與補充不可預見之損失，以分配因情事變更之風險所產生之不利益，經由法院公平裁

量決定增減給付或變更其他原有之效果，使能公平分配風險於雙方當事人』 
286 又稱做任意規定，其與強行規定之區別，是建立在私法自製原則與內容形成自由的基礎上，

而由於契約自由原則係私法自治原則最重要的表現，故任意規定的功能，主要在補充約定內容的

不完備。具體個案中，約定內容若無法做為解決問題之基準，凡事皆有賴法院個案認定，可能造

成法律不安定與不公平。因此，立法者經常針對若干交易上典型的契約類型，就其認為有待規範

事項，將自己處身於契約當事人的立場，斟酌契約目的與當事人利益狀態，基於公平利益衡量，

認為有理性的當事人就此事項，應會為此約定，基於此種理解，將此假設的約定內容，制定為任

意規定，以備約定不完備時，補充約定的不足，解決法律適用的問題。請參見陳自強，契約之內

容與消滅，頁 56，2004 年 1 月 1 版。 
287 黃立，前揭註 245 書，頁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