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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情事變更原則與物價調整 

第一節  概說 

一、情事變更原則之意義 

民法第 227 條之 2：『契約成立後，情事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而依其原

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更其他原有之效果。前

項規定，於非因契約所發生之債，準用之288。』所謂情事變更原則，係指當事人

為法律行為當時，並不知情事將有所變更，而於法律行為生效後至給付之前發生

法律行為當時所不可預見之情事，法律上所給予之救濟方式289。亦即法律行為成

立後至履行完畢前，為法律效果發生原因之法律要件之基礎或環境變更，因不可

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發生非當事人所預期之結果，如仍使發生原有效力，顯

然背於誠實信用原則，應認為其法律行為有相當之規範290。實務見解有以：『情

事變更原則，係基於衡平理念，對於當事人不可預見之情事 （為法律效力發生

原因之法律行為或其他法律事實之基礎或環境） 之劇變所設之救濟制度291』 

二、情事變更原則之要件 

（一）須有情事變更之事實 

所謂情事係指一切所為法律行為成立基礎或環境之客觀事實，而所謂情事變

                                                 
288 立法理由：『二、情事變更原則為私法上之一大原則，本法除有個別具體之規定，尚乏一般性

之原則，適用上易生困擾。實務上雖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為增、減給付或變更原有效

果之判決。但不如明定具體條文為宜，增訂第一項規定，俾利適用。三、情事變更原則非因契約

所發生之債，例如無因管理，不當得利等，亦宜準用，爰增訂第二項。』 
289 德國有「締約基礎破壞」原則，英國則「以締約目的挫敗」（frustration）原則做判斷，美國

則有「商務交易上無法實行」原則。 
290 林誠二，情事變更原則之再探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2 期，頁 58（2000.07）。 
291 最高法院 83 年台上字第 1190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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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之事實，例如突發戰爭、災害、暴動、罷工、經濟危機、幣值大幅滑落、物價

漲幅過鉅、匯率發生大幅波動等客觀事實，不包括主觀之事實。至於變更，係指

上開情事在客觀上發生異動之謂292。 

（二）情事變更須於法律行為成立後法律效果消滅前發生 

於法律關係成立前，並不發生情事變更之問題。又法律關係消滅後，義務已

履行完畢，則不生法律關係內容變更問題，更不會有因情事變更而導致不公平之

問題，因此，於法律關係消滅後亦無適用情事變更原則之餘地293。 

（三）情事非締約當時所得預料 

情事變更必須非當事人為法律行為當時所得預料，始足當之，而該情事變更

必須客觀上具有不可預料之性質，亦即該情事在性質上非當事人所得預料294。實

務見解認為：『法律行為成立後，因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情事變更，非當

時所得預料，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為要件。如於法律行為成立時，即預見情

事將有變更，雙方對之應如何調整給付，有所約定者，自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295。』 

學者更進一步將之類型化，區分為：權利義務關係失衡、重大給付困難、目

的之不達成、雙方錯誤及不可期待性296。 

（四）情事變更須因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發生 

情事變更，法律上因可歸責於債權人或債務人之事由而發生者，有過失之當

事人應負情事變更之結果，故無適用情事變更原則之必要，且其適用應以絕對事

變（不可抗力）為限，相對事變（通常事變）並無適用297。又關於此一要件，我

                                                 
292 林誠二，前揭註 290 文，頁 62。 
293 蕭偉松，論營建工程遲延與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私立東吳大學法學院法律專業碩士班碩士

論文，頁 73（2001.08）。 
294 林誠二，前揭註 290 文，頁 62。 
295 最高法院 84 年台上字第 760 號判決及 80 年台上字第 524 號判決。雖然此二判決係針對民事

訴訟法第 397 條，惟該條與民法第 227 條之 2 之立法精神與要件皆相同或十分近似，故在此亦應

得參照之。 
296 黃立，前揭註 219 書，頁 84-86。 
297 史尚寬，前揭註 284 書，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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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第 227 條之 2 雖未如民事訴訟法第 397 條設有明文規定，並於立法說明中

表明『情事變更，純屬客觀之事實，當無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所引起之事例，

故民事訴訟法第 397 條規定『因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等文字無贅列之必

要』，當非在否認此一要件，僅在表明只有於不可抗力情形下，始有情事變更原

則之適用298。 

（五）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 

即因情況的變動，使雙方在義務上，極端的不成比例，此種干擾極為重大，

以致於信守原契約係非可期待。另一方面，風險不的屬於當事人原應承受之範

圍，否則不適用此原則，例如當事人依法（經營風險，民法第 305 條參照）或約

定（如買賣股票或從事投資行為），不適用此原則299。 

三、情事變更原則之效力 

基於契約神聖，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應注意盡量維持原有基本法律關係，，

使其能繼續存在，必也至此一方法確不能排除不公平之結果時，方得採取解除或

終止法律關係或其他變更原有法律效果之方法。因此情事變更原則之效力可分為

第一次效力及第二次效力。 

第一次效力包含了增減給付、分期或延期給付、同種給付之變更及拒絕先為

給付等；第二次效力則包含了解除契約、終止契約或除去責任等300。 

                                                 
298 劉春堂，民法債編通則（一），契約法總論，頁 155，2001 年 9 月初版第一刷。 
299 黃立，前揭註 219 書，頁 87。 
300 林誠二，前揭註 290 文，頁 64-65。另在德國法行為基礎變更之法律效果有三種：得請求為

契約之調整；解除契約；在長期債之關係，得以終止契約替代解除契約。請參見黃立，前揭註

245 書，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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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務爭議問題 

在公共工程契約契約中，廠商要求機關給付物調款之依據，除了各項物調原

則及物調條款外，通常會主張營建物價上漲係屬情事變更，而要求增加價金。而

究物價上漲是否構成情事變更？實務上容有不同見解，本文以下擬就物調爭議

中，涉及情事變更者，依相關情事變更原則要件之認定標準及效力檢討之，另在

『非當事人可得預料』此一要件中，將問題類型化，區分為原契約中未約定物調

條款、契約中訂有物調條款以及契約中訂有不物調條款301，整理判決、仲裁及調

解建議對相關問題之見解，並提出本文之看法。 

一、物價上漲是否構成情事變更之事實 

關於國內公共工程契約中，廠商主張物價波動甚劇而請求依情事變更原則增

加給付者，首先必須符合有『情事變更之事實』此一要件，而相關案件有以往曾

發生之砂石風波致砂石價格大漲，以及自民國 91 年以降之營建物價上漲，以下

本文就此二種案例類型，整理實務對之是否構成『情事變更之事實』此要件之見

解，並討論如下。 

（一）砂石風波 

實務上有多則判決認定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302，而就其認定符合『情事變

更之事實』之要件，雖然部分判決並無提出具體標準，惟亦有判決係以砂石物價

指數上漲幅度遠逾 5%為標，認定構成情事變更之事實。 

高等法院 93 年重上字第 61 號判決303：『查中華工程公司主張 86 年間因強烈

颱風賀伯過境，引起政府對水土保持工作之重視，政府水利單位於 86 年 5 月間

開始加強河川管理，台灣西部主要河川遂全面禁止砂石開採工作，導致國內砂石

                                                 
301 亦有論者採取此種分類討論方式，請參見劉素吟，前揭註 279 文，頁 267 以下， 2007 年 07
月。 
302 蕭偉松，前揭註 9 文，頁 79。 
303 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1944 號判決以上訴無理由駁回上訴，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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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飆漲，造成各大工程營造廠商施工成本較原先鉅額增加之事實，為基隆港務

局所不爭執；另依系爭合約價目表所示，系爭工程砂石與級配料之契約金額共

1,541 萬 7,855 元，占系爭工程合約總價 1 億 9,440 萬元之百分之 7.931，依 「台

灣地區營造物價指數（砂石及級配類指數）銜接表」，兩造於 85 年 12 月 21 日簽

訂系爭合約時，砂石物價指數 107.61，於 86 年 6 月間公告砂石禁採後，砂石物

價指數高達約 121.24，並持續高漲，於 89 年 5 月系爭工程完工前，最高指數達

158.66 （原審卷 （一）241 頁）， 此一上漲幅度實已逾一般物價指數調整時之

比例（即漲跌逾 5%）；且此次砂石價格飆漲事件，因已對國內公共工程之營造

業者造成工期延誤及成本增加等巨大衝擊…304』 

高等法院 97 年度重上更（一）字第 28 號判決：『台灣地區工程砂石及級配

類物價指數，於 85 年 4 月簽約時為 93.91，惟自 86 年 6 月起即高達 121.24，89

年 12 月系爭工程完工時，指數更高達 153.27。如以 85 年之年平均率 100 為基數，

86 年至 89 年四年間之年平均指數分別為 120.81、140.49、154.05、156.11，亦據

被上訴人提出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砂石及級配類物價指數銜接表為證（見原審卷

（一）第 84 至 87 頁），而此一上漲之幅度高達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實已遠逾一

般物價指數調整時即漲跌逾百分之五之比例。』 

（二）民國 92 年以降之營建物價上漲 

針對近年營建物價大幅上漲之問題，法院判認承商得依情事變更請求機關給

付物調款之案例，其判決理由通常依據『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總指數）

銜接表』指數之波動幅度，以及行政院 93 年 5 月 3 日頒佈之『93 年物調原則』

之內容以工程施作期間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漲幅均遠高於行政院鎖定應辦理工

程款調整之 2.5%波動幅度，認定營建物價確實有劇烈上漲305。 

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易字第 7 號判決：『查依據「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

                                                 
304 相同見解：台中高分院 93 重上字第 61 號判決（最高法院 94 年台上字第 1290 號裁定駁回抗

告已確定）、高等法院 94 年度重上字第 18 號判決（雖為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2565 號判決

廢棄，惟並非針對其對於砂石上漲標準之認定，故仍應得參考。） 
305 蕭偉松，前揭註 9 文，頁 79。 



公共工程契約中物價調整機制之問題研究 

 148

數（總指數）銜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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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徵兩造簽訂系爭採購契約後，短期內營建材料急遽上漲，於被

上訴人施工之 93 年 1 月至 5 月間，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漲幅遠高於行政院所定

應辦理工程款調整之 2.5%，顯見本件債之關係成立當時之環境已發生不可歸責

於當事人之變動，且於系爭採購契約之履約期限內，其中 93 年 2 月、3 月、4

月、5 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數漲幅分別為 12.64 %、 15.77%、14.98%、14.27%，

此項變動甚鉅，勢必增加被上訴人之購料成本，對於被上訴人履行系爭採購契約

應有重大影響。再就營造工程物價中金屬製品類指數而言， 被上訴人於 92 年 5

月 1 日及同年 5 月 22 日簽訂系爭工程合約時，金屬製品類指數為 126.89，而被

上訴人履約過程中，金屬製品類指數持續上漲，92 年 12 月指數為 145.96、93

年 1 月為 157.38、93 年 2 月為 180.76、93 年 3 月為 191.77，93 年 4 月為 184.25、 

93 年 5 月為 177.33；就營造工程物價中鋼筋指數而言，被上訴人於 92 年 5 月 1

日及同年 5 月 22 日簽訂系爭工程合約時， 鋼筋指數為 130.20，而被上訴人履

約過程中，鋼筋指數持續上漲，92 年 12 月指數為 162.61、93 年１月為 178.12、

93 年２月為 214.73、93 年 3 月為 224.13，93 年 4 月為 205.96、 93 年 5 月為 192.52，

分別有金屬製品指數及鋼筋指數表可參，堪認兩造簽訂系爭採購契約後物價指數

發生重大變動，已發生情事變更之情事。』 

高等法院 94 年度上字第 728 號判決306：『依上訴人所提「台灣地區營造工程

物價指數（總指數）銜接表」所示。…而行政院亦檢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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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議會…足徵

兩造簽訂系爭契約後，短期內營建材料即急遽上漲，於上訴人施工期間之九十三

年一月至五月間，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漲幅均遠高於行政院所定應辦理工程款調

整之百分之二‧五，顯見債之關係成立當時之環境已發生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變

動，而於系爭契約所定二百一十個日曆天之履約期限，其中九十三年二月、三月、

                                                 
306 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187 號裁定駁回機關上訴而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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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月之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漲幅分別為百分之一一‧四一、百分之一四‧

五、百分之一三‧七二、百分之一三‧○一，此項變動可謂甚鉅，勢必將增加上

訴人之購料成本，對於上訴人履行系爭契約應有重大影響，堪認兩造簽訂系爭契

約後已發生情事變更』 

又有判決雖然以『未顯失公平』為由而認為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惟仍然

認為物價之劇漲構成客觀情事之變更，例如：高等法院 98 年度建上字第 9 號判

決307：『上訴人係於 91 年 12 月 31 日得標，旋與被上訴人簽訂系爭契約，迄至

92 年 4 月 20 日開工，於 93 年 11 月 5 日竣工，已如前述，其間，臺灣地區營造

工程物價總指數於 91 年間約在 100.28 至 103. 27 間微幅波動，但自 92 年 12 月

以後開始大幅上漲，迄至系爭工程竣工為止，其總指數最高上漲至 124.87（93

年 10 月），此觀諸卷附之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銜接表記載即明。再參酌系

爭物價指數處理原則「壹處理措施」第 1 條即謂：「機關辦理工程採購，實際完

工日期在 92 年 10 月 1 日以後者，因近期國內營建物價劇烈變動，廠商要求依

本處理原則協議調整工程款且機關原預算相關經費足敷支應者，無論原契約是否

訂有物價調整規定，機關應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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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漲跌幅超過 2.5%部分，辦理工程款調整」等語，可知系爭

契約於 91 年 12 月成立後迄至系爭工程於 93 年 11 月竣工為止，其間之營造工程

物價確實異於 91 年 12 月以前之平穩情形，其總指數漲幅已普遍使承辦中央機關

工程之廠商及行政院認有調整工程款之必要，故上訴人主張其履行系爭契約期間

之營造工程物價有非締約當時所得預料之情事變更等語，固非無據。』 

（三）本文見解 

1.物價上漲可能構成情事變更之事實 

所謂情事變更，係指法律行為成立當時為其行為之環境或基礎之情況有所變

動而言，例如物價、幣值之漲貶等是（最高法院八十八年度台上字第二六九三號

                                                 
307 相同見解：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3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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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參照），學者亦認為物價波動（漲幅過鉅）乃是構成情事變更之事實的一種

態樣308。又，在德國情事變更原則之發展上，亦是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帶來的經濟

恐慌、物價波動、幣值跌落等問題，才發展出『法律行為基礎』理論309。故物價

之上漲可能構成情事變更。對於砂石風波廠商投標之依據係為投標當時之砂石物

價，而因政府加強管理河川及取締砂石車斗容積限制，而致砂石價格大漲，乃係

一客觀事實，且係屬於不可抗力之事由，故其後之砂石價格大漲，應屬於客觀之

『情事變更之事實』。 

2.物價上漲之程度 

物價高漲實務上不一定認為等於情事變更，必須其上漲幅度達到一定程度，

仍照原訂之數額給付，事實上顯失公平者，始可論為情事變更310。而砂石風波與

民國 92 年以來之營建物價上漲程度，是否已達情事變更之程度？上開關於砂石

風波爭議之判決雖未定下明確之標準，惟提出了『遠逾一般物價指數調整之比例

5%』之標準，並認為砂石物價指數漲幅達 40％以上，而認為有客觀之情事變更

之事實。 

對於民國 92 年以降之營建物價上漲事件，判決提出了『漲幅遠高於行政院

所定應辦理工程款調整之 2.5%』之標準，此係參考由工程會研擬，經行政院發

佈之『93 年物調原則』之調整標準。又，要高於 2.5%多少始構成情事變更？判

決並未言明，但似可反面推論，若營建物價總指數波動幅度低於 2.5%，則可認

為尚在合理波動範圍內，不構成客觀之情事變更。本文以為，物價變動達多少程

度始該當情事變更之事實，似無一定之標準，有待實務判決之累積，而上開判決

所提出之標準應值參考。 

                                                 
308 史尚寬，前揭註 284 書，頁 433、林誠二，前揭註 290 文，頁 62；鄭玉波著，陳榮隆修訂，

民法債編總論，頁 329，2002 年 6 月，修訂二版一刷；黃茂榮，債法總論，第二冊，頁 422，2002
年 9 月，初版。 
309 馬維麟，民法債編註釋書（二），頁 246，2006 年 3 月初版一刷。 
310 黃茂榮，前揭註 308 書，頁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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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情事變更之事實不代表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縱使認為有情事變更之事實，亦不必然表示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蓋此僅

係其中之一要件，除此之外，仍須符合『非締約當時所得預料』及『顯失公平』

等要件，始足當之。反面來說，縱使認為情事之發生係當事人所得預料，而不符

合情事變更原則之要件，亦不必然表示情事未有變更之事實，各個要件應分別判

斷之。 

上開高等法院 98 年度建上字第 9 號判決僅謂『營建物價確有異於 91 年 12

月以前之平穩情形』，但卻未言明此等物價上漲程度是否構成情事變更之事實，

雖然其後以不符『顯失公平』為由，認為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但本文認為，

雖然不管是『無情事變更之事實』或『未顯失公平』，在結論上皆無情事變更原

則之適用，但判決仍應就究係不符何項要件附以清楚理由，而非以『營建物價確

有異於 91 年 12 月以前之平穩情形』輕輕帶過。 

二、營建物價上漲得否預料 

欲主張情事變更原則，除了須符合上述之『情事變更之事實』要件外，實務

上爭議最多者，係究竟營建物價之大漲是否為當事人締約時所得預料？是否訂有

物調條款或不物調條款即代表廠商已預見營建物價之上漲，而不得依情事變更原

則請求增加給付？實務上容有不同見解，本文以下將此問題區分為契約中未訂有

物調條款、已訂有物調條款及訂有不物調條款三種情況，分別討論之。 

（一）契約中未訂有物調條款 

營建物價上漲，而當事人未約定物調條款，廠商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法院命

機關增加給付之案件中，機關多主張未有物調約定係代表廠商已預見物價上漲而

排除物價調整之適用，惟此種主張為法院所不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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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定物調條款不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高等法院 96 年度上字第 45 號判決311：『上訴人與旭磊公司間契約第 5 條第

6 項「物價指數調整」欄雖未填載，乃旭磊公司不得依該條規定，請求於估驗完

成後調整工程款，惟若本件契約確有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情事，旭磊公司自得

依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請求增加給付。且查上訴人與久旺公司間契約並無上開

約定，上訴人主張契約已明文排除物價調整之適用，足見被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工

程採購契約時，即已預見物價波動對於系爭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之影響程度，而

得為施工成本之控管，自不符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情事變更云云，為不足採。

本件仍應由被上訴人舉證證明是否有民法第 227 條之 2 情事變更情事。』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95 號判決312：『而系爭契約亦未特別就「物價指數

之調整」特別為排除之約定，自應認系爭契約並無排除民法第 227 條之 2 第 1

項之適用313。』 

2.得否預料之判斷標準 

有法院認為，在無訂立物調條款之情況下，應以締約係在物價大漲之前或之

後，作為判斷廠商是否得以預見物價大漲之標準，若在簽約後始發生物價急遽上

漲，則應非廠商得以預見。 

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易字第 7 號判決：『工程承攬人在契約訂立之初，雖可

就締約後可能發生之物價漲跌，導致其施作系爭工程成本增加或減少之因素有所

預見，並於投標時，將此危險估算在投標價金之內，惟所得預見者僅係一般常情

之物價指數波動，苟係往後因特定因素造成之物價指數劇幅上漲，則顯非其在契

約訂立之初所能評估。兩造…關於因物價變動所為物價調整事宜則未為任何約

定。依前揭「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總指數）銜接表」所示，兩造 92 年

5 月 1 日及 22 日簽訂系爭採購契約後經過６個月，於 92 年 11 月以後營造物價

                                                 
311 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824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312 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1055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313 相同見解：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3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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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急劇上漲，被上訴人於前揭施工期間之 92 年 11 月以後，既因前開材料物價發

生劇烈波動，鋼筋等各種建築材料持續飆漲，致其購料成本大幅增加，發生非訂

約當時所得預料之情事變更，足認前揭情事變更之發生非兩造所得預料。又行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知 92 年 11 月以後之物價劇烈變動致購料成本大幅增加並非

當事人所得預料，為因應國內營建物價之前揭劇烈變動，乃於 93 年 5 月 3 日以

院授工企字第 0930017293 之１號函檢送系爭處理原則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議會，就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內之總指數漲跌幅超過 2.5%部分，辦理

工程款調整。被上訴人因此於 94 年 3 月 4 日曾發函上訴人，請求補償工程款（見

原審卷第 57 頁、58 頁），經上訴人於 94 年 3 月 8 日函覆將於 94 年 3 月 15 日上

午 10 時開會研商， 有上訴人開會通知單可稽（見原審卷第 65、66 頁），於上揭

開會通知備註內亦載明「依行政院 93/05/03 授工企字第 09300172931 號函辦理」

等語，則上訴人已認知營建物價上漲，可依據該函附之原則辦理甚明，僅表示無

經費預算可支付，嗣後始未給付，可見情事變更之發生並非兩造所得預料亦明。

本件情事變更之發生既非兩造於簽訂系爭採購契約時所得預料，必將使被上訴人

支出之成本增加而減損其預估利潤，倘上訴人仍依系爭採購契約約定之價金給付

予被上訴人，無異令被上訴人單獨承擔不可預測之風險，是如仍令兩造依系爭採

購契約之原約定條款履行，其法律效果將有悖於誠信及衡平觀念，有違客觀交易

秩序，堪認對被上訴人顯失公平。』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35 號判決：『系爭工程契約成立於 92 年 10 月 15

日，依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總指數）銜接表」記

載，以 90 年營造工程物價指數 100 數於 92 年 2 月至 11 月間，約在 105.79 至 107.89 

間微幅波動，漲幅最多約 2％。 在 92 年 10 月間系爭工程開標、簽約時之指數

為 107.23， 其後自 92 年 12 月起至 93 年 6 月系爭工程完工為止，漲幅逐漸擴大，

與 92 年 10 月之指數相較，每月漲幅分別為 2.70％、6.12％、11.49％、14.59 ％、

13.80％、13.09％、12.57％等情，為兩造所不爭執。參酌行政院於 93 年 5 月 3

日函檢送各縣市政府參考之系爭處理原則壹、處理措施第 1 條所定：「機關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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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 實際完工日期在 92 年 10 月 1 日以後者， 因近期國內營建物價劇烈

變動，廠商要求依本處理原則協議調整工程款且機關原預算相關經費足敷支應

者，無論原契約是否訂有物價調整規定，機關應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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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漲跌幅超過 2.5％ 部分，辦理工程款調

整…」等語，可知系爭工程契約成立後之 92 年 12 月起至系爭工程完工之 93 年

6 月間， 營造工程物價確實異於 92 年 2 月至 11 月間之平穩情形， 其指數漲幅

已普遍使承辦中央機關工程之廠商及行政院認有調整工程款之必要，故上訴人主

張當時營造工程物價有非締約當時所得預料之情事變更，並非無據。』 

（二）契約中訂有物調條款 

關於契約中已訂有物調條款，例如：『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得

依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就漲跌幅超過百分之五之部

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本工程金額經甲方同意後，得因施工期間物價

之變動而調整之』及『如因物價波動達政府規定標準，得依政府法令規定調整』

等，是否得認為契約雙方於訂約時已就未來物價上漲有所預見，始約定物調條

款，故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實務上常見請求之情形為要求更動不調率，或要

求就特定之個別材料增加工程款314，述之如下。 

1.要求更動不調率 

實務上曾發生雙方約定物調條款之不調率高於 2.5%（例如：5%或 6%），其

後廠商以『93 年物調原則』之不調率為 2.5%，請求法院命機關就 2.5%至 5%或

6%之部分增加給付。而法院以既有約定不調率，表示當事人於投標前已考量而

願意承擔之風險範圍，或以物價上漲非當事人無法預見為理由，而認為無情事變

更原則之適用。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2 號判決：『上訴人於投標前已領得工程圖說、施工

說明、工程標單之量及項及系爭契約全文等投標文件，故系爭工程所需之一切材

                                                 
314 劉素吟，前揭註 279 文，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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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項目、數量，上訴人於投標之際即已知之甚詳，且相關資料中亦已載明物價波

動時調整之範圍，上訴人依其專業，自得據以核估成本，並已考量物價價格波動

及上漲之風險，在願意承受物價指數波動 5%以內風險之前提下，始據以投標。

是於兩造簽訂系爭契約後，上訴人縱因物價變動，而受有相當影響，然因物價指

數波動超過 5%以上部分，上訴人已向被上訴人申請調整工程款，被上訴人亦已

給付完畢，為兩造所不爭執，而物價指數波動介於 2.5%至 5%間之部分，係上

訴人在投標前早已考量而願意承受之風險範圍，自不能僅憑行政院函頒具建議性

質之系爭物價調整原則，逕認事屬情事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且依其原有效果

顯失公平，而請求被上訴人增加給付。』 

台北地院 94 年度建字第 223 號判決315認為：『二造於訂立契約當時，本即就

有關系爭工程進行中就工程款計算業已預期會因物價指數調整而變動，同時並約

定物價 指數變動後調整工程款之標準：是工程進行中，原告所指之預拌混凝土

原物料成本大幅上漲後，如何調整工程款二造業已明文約定，是本件二造於簽約

之時，即預料有物價調整並明文約定於契約中；核自與前述情事變更原則中「不

可預料」之要件不符。是原告主張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調整工程款本無理由。…

次查物價雖逐年上漲，此乃現代經濟競爭下當然結果。而物價之逐年上漲，似亦

為經濟發展或經濟繁榮進步等所造成之必然趨勢，非當事人所不能預料，本件二

造於訂約當時亦預期物價上漲同時並於系爭合約內詳載上漲處理方式，同時原告

亦依約計算並支付物價上漲超過 6%調整金額予原告，是本件原告主張自 2.5%至

6%物價上漲指數調整金額部分，非訂約當時不能預料，自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

用。』 

2. 要求就特定之個別材料增加工程款 

實務上常見定作人與承攬人選擇以總指數做為物價波動之調整依據，惟總指

                                                 
315 根據筆者以兩造名稱在司法院法學資料檢索系統上搜尋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判決，皆未發

現本案之上訴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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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為多種工程項目之加權平均，並非反應特定工料實際之物價變動狀況，承攬人

得否依據情事變更原則，在原約定物價調整範圍外，要求增加特定工料費用316？

其爭點在於已經訂有物調條款是否表示廠商對於物價上漲已有預見，若然，則無

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對此實務上容有不同見解。 

（1）否定說 

否定說引用最高法院 80 年度台上字第 524 號判決：『民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

七條第一項所謂因情事變更，法院應為增減給付或變更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決者，

以法律行為成立後，因不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情事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

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為要件。如於法律行為成立時，即預見情事將有變更，

雙方對之應如何調整給付，有所約定者，自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317。』，而認為

契約中既訂有物調條款，表示雙方對於日後之營建物價波動已有預見，自無情事

變更原則之適用。 

高等法院 89 年度重上字第 179 號判決318：『系爭工程合約第四條第四款已明

訂：「施工期間如物價發生變動時，應參照本合約所附估驗計價按物價指數增減

率調整工程費計算方式辦理。」，而本約所附之「依物價指數調整工程費計算方

式」之中已對如何依台北市政府主計處之「台北市物價統計月報」所公布之台北

市營造工程物價基本分類指數之總指數調整工程費有詳細之規定。顯見兩造於簽

訂合約當時已預見日後工料價格將有所變動，並納入契約條款調整給付，此依民

事訴訟法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及前揭最高法院判決要旨所示，上訴人世仁公司

絕無理由再依「情事變更」要求增加給付。』 

（2）肯定說 

                                                 
316 劉素吟，前揭註 279 文，頁 269。 
317 相同見解：最高法院 82 年度台上字第 2154 號判決、83 年度台上字第 1734 號判決 84 年度台

上字第 760 號判決、86 年度台上字第 1364 號判決。 
318 本案判決確定後，廠商提起再審，經高等法院 92 年度重再字第 13 號判決以再審之訴不合法

駁回，廠商不服再提上訴，經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828 號判決以一部上訴無理由駁回上訴，

一部上訴有理由廢棄原判決發回高等法院；高等法院 95 年度重再更（一）字第 2 號判決以再審

無理由駁回，且為最高法院 96 年度台上字第 26 號以上訴無理由駁回上訴，終告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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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 93 年度重上字第 61 號判決319：『基隆港務局雖辯稱系爭合約附件

「基隆港務營繕工程補充說明書」第 7 條已約定工料價格變動調整方法，無情

事變更原則適用云云，然查系爭合約物價指數條款係以營建物價總指數計算物價

指數調整，為一般物價指數調整，該營建物價總指數並不足反應砂石單一材料之

漲跌情況，且佐以交通部砂石補償方案肆、處理原則第 3 點說明：「 本方案適用

於原合約內有物價指數調整或無物價指數調整規定之工程，以求公平並分攤風

險。‧‧‧依據要點中所規定採行之『總指數』計算物調時，其增減超過 5%才

會調整，以 83 年 7 月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統計月報之台灣區營建工程物價指數

之總指數漲、跌幅均未超過 5%，原合約雖有物價指數調整辦法，但均因此不予

調整，故原合約是否含有物價指數調整辦法，其結果及所面對之困難均相同，無

法反應個別材料、工資之漲跌情況，失去訂定該辦法之德政及風險分攤原則。故

基於衡平、合理及風險分攤考量，原合約是否含有物調辦法，均以適用本方案調

整或補償較宜」， 可見中華工程公司主張因此次砂石價格飆漲事件而適用情事變

更原則，核與系爭合約有無物價指數調整之約定無涉，亦非互相排斥適用』 

高等法院 97 年重上字第 259 號判決：『系爭工程合約成立後，有情事變更，

且非兩造當時所得預料，可以認定。而系爭工程合約期間營造工程總物價指數之

漲幅均遠高於行政院所訂之 2.5%漲幅，該情事變更係屬全面，並非系爭工程之

特定物料有物價遽增之情形，是以，上訴人固曾經依據行政院 92 年 4 月 30 日

院授工企字 09200176120 號函示調整系爭工程之鋼筋（骨）及混凝土材料部分

之工程款，非謂被上訴人不得再以情事變更原則請求調整系爭工程價款，如上訴

人仍僅依系爭工程契約約定之價金為給付，即係令被上訴人單獨承擔物價遽增之

不可預料風險，故如仍依系爭工程合約之原約定條款履行，其法律效果將有悖於

誠信及衡平原則，對被上訴人顯失公平。』 

                                                 
319 經最高法院 95 年度台上字第 1944 號判決以上訴無理由駁回上訴，已確定。 



公共工程契約中物價調整機制之問題研究 

 158

（三）訂有不物調條款 

在物調爭議案件中，機關多以訂有不物調條款，而認廠商對於物價波動已有

預見，並認為既訂有不物調條款，表示廠商已拋因物價上漲而得請求增加給付之

權利，故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而究訂有不物調條款得否排除情事變更原則

之適用？對此，實務上見解不一。 

1.肯定說 

本說認為訂有不物調條款表示廠商已預見日後物價將有所波動，並拋棄因物

價上漲而得請求被上訴人增加給付之權利，故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其中有判

決認為，若訂約於物價大漲後，則廠商對物價上漲已有預見，故無情事變更原則

之適用。 

（1）僅以訂有不物調條款而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99 號號判決320：『按「契約成立後，情事變更，

非當時所得預料，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

或變更其他原有之效果」，民法第 227 條之 2 第 1 項固定有明文，惟此乃民法針

對非締約當時所得預料之情事變更所為之衡平規定。如當事人所訂之契約內，已

針對未來可能發生之變更情事，特別約定雙方權利義務之取得或拋棄，依契約自

由、私法自治原則，應適用該當事人間之特別約定，自應排除民法第 227 條之 2

第 1 項之適用。卷附系爭契約書第 16 條「付款辦法」第 4 款已約定：「工程進行

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及工資漲落時，不調整契約價款」（原審卷第 12 頁），屬

於契約自由原則，依上開說明，應優先適用系爭契約之約定，而排除民法第 227

條之 2 第 1 項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321。』 

                                                 
320 經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1106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321 相同見解：高等法院 97 年建上字第 13 號判決（經 97 年台上字第 1187 號判決駁回上訴，已

確定。註：本件系小包與大包間之物調款爭議）、高等法院 95 年建上字第 66 號判決、台中高分

院 94 年度建上字第 28 號判決、高雄高分院 95 年度建上字第 20 號判決（經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

字第 560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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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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締約於物價大漲後，則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有判決認為對於營建物價波動是否能夠預見，應視簽訂契約於營建物價大漲

前或後，若在營建物價大漲後，始簽訂契約，並訂立不物調條款，則表示當事人

對營建物價大漲已有預見，而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而物價是否大漲，則以鋼

筋物價指數及總指數為判斷標準，若簽約前營建物價已大漲，且訂立不物調條

款，則表示對於營建物價上漲已有預見，而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反之，若簽

訂契約後物價始大漲，則似認應非當事人所能預料，而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餘

地。 

最高法院 98 台上字第 140 號判決322：『查原審既認定遊艇港工程合約係於九

                                                 
322 相同見解：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2790 號判決：『經查依上訴人提出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

物價鋼筋指數年增率」表，鋼筋價格於九十二年一月份起即呈波動現象，並非於九十二年十二月

才劇烈變動，突然暴漲，兩造於九十二年七月間訂立系爭買賣契約，上訴人對於鋼筋價格之劇烈

波動應已有認識，核與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情事變更原則「非當時所得預料」之要件不符。

且兩造於簽訂系爭合約時，該合約於第三條、第七條即明文約定：「本合約書所列單價，一經簽

約即生效，雙方均不得藉詞要求增減」。「提貨期限：自九十二年七月十日起交，迄九十二年十二

月底止提貨完畢」。上訴人於簽訂系爭合約時，顯已將單價及期間等可能之變動因素考量在內，

始有單價不得要求增減、六個月內提貨完畢之約定，其所約定之單價，尚難認有顯失公平情事，

上訴人卻於訂約後主張情事變更，再為增加給付之請求，有悖系爭合約之約定，且違反契約自由

原則之精神，要無足取，應認上訴人以情事變更原則追加請求六百萬元本息，於法無據，不應准

許。』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70 號判決：『兩造所訂之系爭工程契約，關於契約總價金之調整，已於

該契約第 9 條四明定：「本工程無物價波動調整工程款之規定……」，此條款乃針對物價波動所設

之特別約定，上訴人為專業之營造廠商，其承攬本件工程之金額高達 5,390 萬元，足見上訴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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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物價雖逐年上漲，乃現代經濟競爭下當然結果，亦為

經濟發展或經濟繁榮進步等所造成之必然趨勢，非當事人所不能預料。況依上訴人所提之行政院

主計處營建物價指數表所載，鋼筋於 91 年 10 月間之指數為 117.18，91 年 11 月間之指數為 119.49，
相較於 91 年 1 月間之指數 100.6，漲幅已有 16.58 至 18.89；型鋼於 91 年 10 月間之指數為 105.88，
91 年 11 月間之指數為 105.82，相較於 91 年 1 月間之指數 97.88，漲幅已有 7.94 至 8；金屬製品

於 91 年 10 月間之指數為 113.21，91 年 11 月間之指數為 114.41，相較於 91 年 1 月間之指數 99.74，
漲幅已有 13.47 至 14.67；預拌混凝土於 91 年 10 月及 11 月間之指數均為 100.75，相較於 91 年 1
月間指數不漲反降；砂石及級配於 91 年 10 月間指數為 105.33，91 年 11 月間之指數為 106.09，

相較於 91 年 1 月間之指數 103.28，漲幅已有 2.05 至 2.81；不含金屬製品之指數於 91 年 10 月為

100.13，91 年 11 月間之指數為 100.15，相較於 91 年 1 月間之指數不漲反降；營造工程物價於

91 年 10 月間指數為 102.46，91 年 11 月間指數為 102.69，相較於 91 年 1 月間之指數 100.28 亦

有 2.18 至 2.41 之漲幅；綜此，可見營造工程各類物價指數自 91 年 1 月間起至 91 年 11 月間兩造

訂約止，即有大於 90 年間各月間之漲幅。上訴人專營工程，並參與公共工程之投開標，就此項

營造物價指數（含各類營造物價指數）逐月漲幅之變動情形，自不得諉為不知。…上訴人於 91
年 10 月間領標後之 20 日期間內，當知客觀上營造工程各類物價指數波動上漲之情事，考量自身

履約能力以及獲利條件等因素，於 91 年 10 月 24 日開標時，仍以低於底價之報價得標，嗣並於

91 年 11 月 13 日與被上訴人訂約。上訴人於訂約時，本應預料經濟發展或經濟繁榮進步等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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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年二月二十三日簽訂，九十四年十二月二十四日完工，且列出適用情事變更原

則之要件，更謂不能排除情事變更規定之適用，卻以行政院主計處所編「營造工

程物價指數」表中，九十一年至九十三年間之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因金屬製品類原

料物價飆漲而上漲，上訴人應得預測為由，認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忽略該合

約係簽訂於九十年二月間即上開物價飆漲前之事實，已嫌率斷323。…查兩造之文

化中心工程合約係簽訂於九十二年十二月八日，當時為因應國內鋼筋價格變動之

「九十二年調整原則」已經公布，而該合約第十六條（四）訂有：「本工程標案

無物價指數調整」之條款，為原審合法認定之事實，則上訴人不得依該合約為調

整價金之請求，本不待言。另就情事變更原則而論，自九十一年起營建材料之價

格發生非預期性大幅上漲情形，行政院並因而訂頒有關鋼筋價格調整之「九十二

年調整原則」，上訴人既為專業營造廠商，對於未來營建材料之價格變動，應具

相當之知識、經驗、能力，足以推估判斷並預料各項營建材料價格將會繼續上漲，

乃竟與被上訴人於合約中為上開「本工程標案無物價指數調整」之條款，自不得

再依情事變更原則為調整請求，否則將違私法自治、契約自由原則及對其他參與

投標廠商產生不公平之結果324。』 

（2）締約於主計處發佈國情統計通報或鋼筋物調原則發佈後 

有判決認為，行政院於 92 年 4 月 30 日發佈『鋼筋物調原則』，主計處亦於

同年 3 月 18 日、5 月 13 日及 93 年 1 月 13 日發佈國情統計通報325，皆提及鋼鐵

                                                                                                                                            

成物價上漲之必然趨勢，加以上訴人專營工程，亦應將訂約當時營造工程各類物價指數考量在

內，從而發生營造工程各類物價指數上漲之變動事實，顯為上訴人於契約成立當時「所得預料」，

自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故上訴人主張其於締約時，完全無法預料日後營建材料物價上漲

之變更情事，洵不可採。再者，兩造既已於系爭工程契約第 9 條四款明定：物價波動不調整工程

款，顯見上訴人已於訂約時拋棄其因營建材料物價於訂約後上漲而得請求被上訴人增加給付之權

利，其嗣後自不得再以物價上漲為由，請求被上訴人調整工程款。』（經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

第 119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323 本案所涉爭議包含二部分工程，此部分係針對遊艇港工程，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就此部分之

判斷，並發回高等法院。 
324 就此部分最高法院肯認高等法院之見解，以上訴無理由判決駁回之。 
325 有多則判決提及主計處於 92 年 5 月 13 日所發佈之國情統計通報，並以之作為判斷廠商是否

知悉營建（鋼筋）物價上漲之時點，例如：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35 號判決、96 年度建上

字第 95 號判決（最高法院九十七年度台上字第一○五五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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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飆漲，則廠商在斯時即能得知營建物價之大漲，且廠商係有經驗、專業者，

對於物價變動有估算能力，既然簽訂不物調條款，代表對於營建物價波動已有預

見，故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高等法院 95 年度建上字第 64 號判決326：『依行政院主計處於兩造締約前之

92 年 5 月 13 日所發布之國情統計通報，針對斯時國內鋼鐵價格變動分析說明：

「過去數年國際鋼品供貨過剩，價格下滑，為免鋼廠處於長期虧損，OECD 達成

減產共識，91 年起因 OECD 減產效應、巴西鋼廠爆炸及中國大陸需求強勁等因

素，國際鋼價一路走高，造成國內鋼價成本揚升」、「由於國內粗鋼自給率尚低，

須仰賴進口供應，受到進口鋼價飆漲，加以國內公共工程加速執行，推動躉售物

價基本金屬工業產品的漲勢，其中鋼鐵類價格漲幅自 91 年 6 月後即呈兩位數持

續上漲態勢，92 年 1 月至 4 月漲幅達 27.25％」、「作為調整工程價款依據之營造

工程物價指數，亦因鋼鐵原料及半成品等相關材料價格的飆漲而急劇攀升」、「未

來受美伊戰爭結束後重建影響，及中國大陸需求仍維持強勁，對鋼材需求將增

加，未來鋼價仍將維持高檔局面」等語。是綜合上情，91 年起之營造工程物價

指數上漲，最主要是因金屬製品類（鋼材）原料物價飆漲之故。而上開金屬製品

類價格飆漲乃導因於國際市場大環境因素，如 OECD 達成減產共識、巴西鋼廠

爆炸、中國大陸需求強勁、國內公共工程加速執行等原因，顯可預見鋼價未來仍

會持續飆漲。另參以行政院亦早於兩造締約前之「92 年 4 月 30 日」發布「因應

國內鋼筋價格變動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足見該時鋼價飆漲之勢已達不可忽視

之程度。上訴人為專業營造廠，自可預料上開國際市場鋼價將持續飆漲、並連帶

帶動他項營造原物料價格上漲、營造工程物價指數於兩造締約後勢必持續飆高之

市場趨勢。故上訴人主張其於締約時，完全無法預料日後營建材料物價上漲之變

更情事，洵不可採。兩造既已於系爭工程合約第 5 條第 1 項第 6 款明定：「物價

                                                                                                                                            

定）、95 年度建上字第 66 號判決、台南高分院 96 年度建上易字第 3 號判決、高雄高分院 97 年

度建上字第 4 號判決等。 
326 最高法院九十六年度台上字第五六九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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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數調整：無」，顯見上訴人已於訂約時拋棄其因營建材料物價於訂約後上漲而

得請求被上訴人增加給付之權利，其嗣後自不得再以物價上漲為由，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物價波動之補償金。』 

2.否定說 

本說認為訂立不物調條款並無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效力，是否構成情事變

更，應由法院依民法第 227 條之 2 之要件認定。 

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60 號判決：『原審對前開有利於上訴人之主張何以

不可採，並未說明其理由，徒以上訴人已選擇系爭合約第十一條第一種計價方式

（作者按：即無論工料漲落與否均按合約單價計價，並明示刪除其得按物價總指

數調整單價之選項），即遽以推論伊顯已認知並拋棄未來情事變更關於工料漲落

調整給付之請求，自不得事後再為有主張情事變更之適用，而為上訴人不利之論

斷，殊嫌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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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高分院 97 年度建上字第 53 號判決：『工期中物價變動高達 12.62％，既

非上訴人所得預料，亦不可歸責於上訴人事由，如仍按原系爭工程契約第 14 條

約定不調整工程款，顯失公平，自有情勢變更原則之適用。』本判決認為有情事

變更原則之適用，惟卻未論及『不物調條款』有無違反民法第 247 條之 1。 

而在因工程變更致工期延長時，若訂有不物調條款，廠商是否仍得主張情事

變更原則請求物調款？論者認為，對於無法預見之風險，雙方無法依契約約定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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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加以分配，因此，當工期延長非承攬人所得預見，其所造成之物價波動，為無

法預見之風險，不因上述契約條款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因不可歸責承攬人

之事由延長施工期間，使得物價波動之幅度，非有經驗之承商於締約時所可預

見，在定作人指示變更時，承攬人得主張情事變更原則，請求依物價波動之幅度

調整契約原定單價327。 

（四）本文見解 

1.未訂有物調條款不代表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營建物價一般性的波動或得預料，惟超乎一般性之物價鉅漲應非雙方當事人

所得預料，契約雙方既未訂有物調條款，更表示雙方未將日後物價鉅漲納入締約

之基礎。另依『如法律行為成立時，即預見情事將有變更，雙方對之應如何調整

給付有所約定者，自無該條規定之適用328』之反面推論，亦可得出若雙方對如何

調整給付未有約定者，即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餘地。故上開高等法院之判決應

為可採。 

2.縱訂有物調條款亦不代表當事人對物價鉅漲有所預料 

否定說依據最高法院判決認為：『如於法律行為成立時，即預見情事將有變

更，雙方對之應如何調整給付，有所約定者，自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而逕認

只要是當事人約定物調條款，即表示當事人對情事變更已有預見，而無情事變更

原則之適用，本文認為，如此認定似流於形式，並不妥當。蓋當事人所為之物價

調整之約定，應該是針對一般性的物價上漲，就此部分，屬於得預見之範疇並無

問題。但對於超乎合理範圍外之營建物價上漲，是否能僅以契約中訂有物價調整

約款而推論當事人對之有預見，則令人存疑。 

有學者認為，對於一般持續性物價上漲以外之原因所導致之材料費用上漲，

例如因國際能源危機、原物料短缺所致之物價上漲，若屬於契約訂定時所無法預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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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005） 
328 最高法院 80 年台上字第 528 號判決 



公共工程契約中物價調整機制之問題研究 

 164

見者，即不應該因為已有物價調整約款之存在，而認為此一情事變更之情形於契

約中已有約定329。 

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第 2446 號判例330亦認為：『未定期限之基地租賃，契

約當事人約定租金按基地申報地價之固定比率計算者，雖所約定之租金係隨基地

申報地價之昇降而調整，惟契約成立後，如基地周邊環境、工商繁榮之程度、承

租人利用基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利益等項，已有變更，非當時所得預料，而租金

依原約定基地申報地價之固定比率計算顯失公平者，出租人自得依民法第二百二

十七條之二第一項規定，訴請法院調整其租金。』 

上開最高法院之判例雖係針對已訂有物價調整機制之租金調整，而非對於工

程契約之物價調整條款所作，惟其宣示了：縱使契約中已訂有物價調整機制，仍

不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此點在公共工程契約中亦可參酌。本文以為，縱使

在契約中已訂有物價調整條款，並不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若在契約訂立

後，發生當事人不可預料之情事導致物價超乎預期地大漲，對當事人顯失公平

者，則仍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 

3.不物調條款並無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效力 

肯定說認為廠商既然簽訂不物調條款，表示已預見日後可能會有之物價波

動，並同意拋棄其得請求增加給付之權利；而否定說則運用契約解釋之方式，認

為雖然對於物價波動有所預見，且約定不予調整，惟並未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

用。換言之，否定說似乎認為當事人之約定範圍僅在合理可預見之物價波動，若

超出合理可預見之物價波動時，則超出當事人約定之範圍，自有情事變更原則之

適用，而不受原不物調條款之拘束。 

如上述，本文認為長期間或突發的物價變動係屬無法預測，不物調條款排除

了情事變更原則，將物價波動之風險全由廠商承擔並不公平，依民法第 247 條之

                                                 
329 張南薰，前揭註 283 文，頁 58。 
330 本則判例於民國 94 年 10 月 4  日經最高法院 94 年度第 1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通過，並

於 94 年 11 月 4  日由最高法院依據最高法院判例選編及變更實施要點第 9  點規定以台資

字第 0940000686 號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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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3 款及第 4 款，無效。既屬無效，則自無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效力，故無法

僅以訂立不物調條款進而推論廠商對於營建物價波動已有預見。 

4.非當時所得預料之解釋 

有學者認為，『非當時所得預料』，並非僅拘限於『預見』而已，在工程契約

上，應只該情事變更情況，非承攬廠商於締約時所能預見之風險，或承攬廠商於

締約時雖可預見，然其無法採取合理防止之損失、損害發生，致其損害超越所預

期之範圍者而言。因此情事變更原則有關『預見可能性』要件之探究上，不宜以

合約是否已有物價調整方式之約定為認定標準，倘該物價波動情況已超出合理預

見之範圍，或已非承攬廠商所能合理防止損害發生，即應認為此『預見可能性』

之要件業已成立331。 

或許該學者如此解釋之目的係為了導向不宜以契約中有無訂立物調條款作

為可否預見之認定標準之結論，本文見解與此結論同，惟是否得以預料與能否採

取防範措施係屬二事，如此解釋已超出文義解釋之範圍332。 

5.得否預料應依實際情況認定之 

廠商能否預見營建物價之巨幅波動，與訂立不物調條款無關，而應依實際情

況認定之。上開判決有以締約日期為準，認為若締約於『鋼筋物調原則』（92/04/30）

或 92 年 3 月 18 日主計處發佈國情統計通報之後，則廠商已可預見物價波動，則

自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本文認為，營建物價之非常態性上漲若係發生於締約

之後，廠商本無從預料，應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縱訂有不物調條款亦然；而

若在締約之前，營建物價即有上漲之趨勢，且有足夠之資訊可得判斷，例如：行

政院頒佈之各項物調原則、主計處發佈之營建物價指數及其他資訊、各項媒體報

導333等公開資訊，即可得知營建物價有不尋常之漲幅時，則不符情事變更原則中

                                                 
331 黃泰鋒、陳麗嘉，前揭註 5 文，頁 79。 
332 張南薰，前揭註 283 文，頁 58。 
333 台南高分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17 號判決：『91 年底鋼筋、水泥已上漲，造成國內鋼鐵供應出

現吃緊情況，新聞針對鋼筋上漲致影響公共工程，已大篇幅報導，92 年 2 月 10 日報導「由於國

際鋼鐵原料在過去 10 天暴漲，導致各鋼鐵廠雖開工卻不敢報價接單」、「由於市場預期心理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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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預料』之要件，自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惟若簽約前僅知悉某項材料之

上漲，而簽約後其他項目之材料發生不合理之上漲，則之應非可得預料，此時，

對於其以知悉或得預料之材料上漲無法主張情事變更原則，而對於其他材料之上

漲，應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餘地334。 

而對於砂石物調原則發佈後始發包之工程，廠商對於砂石物料之上漲是否得

以預見？若依法院實務上開見解，於發包之前即已公布砂石物調原則，故廠商對

砂石物價之大漲應有預見，故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惟仲裁實務上多採取較寬

鬆之看法，認為仍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335。 

三、顯失公平之舉證 

關於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除了須符合『有情事變更之事實』及『非締約當

時所得預料』之要件外，尚須符合『顯失公平』此要件。廠商大多依據物價指數

表之營建物價指數上漲，主張因進料價格遠高於訂約價格，如依約履行顯失公

平。而實務上對於營建物價上漲致成本增加是否構成顯失公平，多數法院皆採取

嚴格的認定標準，廠商能夠舉證『顯失公平』者更屬少數，以下即整理實務上對

                                                                                                                                            

鋼鐵業者認為，鋼筋可能會先行帶動今年開春後的鋼品漲勢，下一波將由中鋼與燁隆帶頭作平板

類的第二波調漲。」92 年 3 月 12 日報導內容為「鋼筋價格大漲，地方的一些公共工程也受影響，

尚未發包的因此頻頻流標，施工中的則因成本大幅提高使得包商叫苦連天」，「由台北縣政府規劃

設計，聯絡三峽鎮、中埔與礁溪等地的大同二橋工程，因鋼價大漲，包商考慮不敷成本以三度流

標」。因應物價上漲，由經濟部工業局邀集公平交易委員會及其他相關單位，成立「鋼品供需協

商小組」，研商因應對策，並於 92 年 3 月 11 日宣布「增加供貨料源」等五大因應措施，行政院

更於 92 年 4 月 30 日院授工企業字第 09200176120 號發函檢送「因應國內鋼筋價格變動之物價調

整處理原則」…基上可知斯時鋼價等營建材料之飆漲之勢顯然已達不可忽視之程度。而物價之變

動經常有其市場因素，並通常可預期會產生物價連動現象，故通常有一定之趨勢可預估。因之，

系爭契約投標、訂約之時（即 92 年 11 月）營建材料已高漲一段時日，且仍持續中，自非上訴人

所不能預料，應堪認定。』 
334 高等法院 97 年重上字第 259 號判決：『系爭工程合約訂立後，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上漲情形，

如前開 （一）所述，而行政院 92 年 4 月 30 日就國內鋼筋價格變動頒佈「因應國內鋼筋價格變

動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就營造業物料如混凝土、水泥、砂石等建材尚無因物價而為調整，嗣

於 93 年 5 月 3 日，行政院以院授工企字第 09300172931 號函附物價調整處理原則以為因應。足

認各項工程建築材料物價於系爭工程合約訂立後急遽上漲，且漲幅確實異於往年。被上訴人雖為

經營專業工程之營造公司，然系爭工程合約訂立後之工程建築材料急遽上漲如前述，應非被上訴

人得於訂約當時所得預料之情形。』 
335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94 年仲聲忠字第 119 號仲裁判斷、93 年仲聲孝字第 111 號仲裁判斷。轉

引自黃泰鋒、陳麗嘉，前揭註 5 文，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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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顯失公平』具體化之舉證責任要求。 

（一）嚴格的標準 

1.須提出購料證明 

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上字第 361 號判決：『按因情事變更，法院依職權公平裁

量為增加給付之判決，應依客觀之標準，審酌一方因情事變更所受之損失，他方

因情事變更所得之利益，及其他實際情形，以定其增加給付之適當數額，非全以

物價變動為根據336。本件被上訴人主張因工程合約期間物價變動而受有損失，則

其所受損失要係進料價格與訂約價格之差額所生之損失，倘被上訴人於進料時未

受有損失，自無理由取得漲價差額之不當利益；參以上訴人一再抗辯：被上訴人

既未舉證證明其主張「因物價上漲造成鉅額損失」之實際情形，僅依抽象之行政

院九十三年原則計算出本件請求之金額，自難憑採，及「被上訴人僅以物價指數

表泛稱不敷成本云云，就系爭工程究於何時訂購物料、材料成本若干等事實完全

未為舉證，實無從比較其於營造工程物價平穩期間及大幅上漲期間物料成本之差

異，自難認被上訴人確有因營造工程物價大幅上漲而增加物料成本、受有損失之

情事，亦難認定被上訴人依系爭工程契約之原有效果是否確有顯失公平之情形」

等情，此與被上訴人得否請求調整增加工程款及其金額多寡之判斷攸關，自屬重

要防禦方法。原審恝置不論，概以估驗日當月營造工程總物價指數，參考行政院

九十三年原則，遽准被上訴人所請求調整增加之工程款，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尚嫌速斷。上訴論旨，指摘原判決不當，求予廢棄，非無理由。』顯見最高

法院認為，廠商對於『顯失公平』負有舉證責任，且須提出訂購材料之時間及成

本，以證明廠商因物價上漲受有損害，而依原契約履行係顯失公平。 

高等法院 98 年度建上字第 9 號判決：『且依常理，上訴人於得標後，為控制

符合得標價格之成本，當會立即向物料廠商訂貨，故購料成本未必因 92 年 12

月以後營造工程物價大幅上漲而受影響，而應依實際購料成本而定。上訴人並未

                                                 
336 最高法院 66 年臺上第 2975 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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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其承攬系爭工程之原物料購買證明，實無從比較其於營造工程物價平穩期間

及大幅上漲期間購買原物料成本之差異，自難認上訴人確因國內營造工程物價大

幅上漲而增加原物料成本以致受有實際損失，是上訴人主張依系爭契約原有效果

乃顯失公平等語，即乏依據337。』 

另目前仲裁實務上，承攬廠商對於業主提出查核實際成本支出情況之要求，

通常還是會照辦，仲裁庭對於業主審查的結果，通常也會納入審酌是否有顯失公

平要件之考量338。 

2.須證明私文書之真正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70 號判決：『上訴人始終未舉證證明其於系爭工程

施工期間，因營造工程材料價格之波動，而受有如何積極或消極之損害。而上訴

人於本院言詞辯論期日始提出鋼筋材料訂購協議書、預拌混凝土統一發票，主張

其為系爭工程所採購之材料價格，超出工程採購標單及單價分析時之價格甚多云

云。…因被上訴人否認該鋼筋材料訂購協議書、預拌混凝土統一發票所示物品與

系爭工程有關，就此私文書之實質真正，上訴人亦未能舉證證明，所稱即難憑採。』 

3.進料價格高於訂約價格二成並非情事變更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45 號判決：『…久旺公司、旭磊公司提出之預伴混

凝土請款單等縱係真正，且用於系爭第一、二期工程，亦僅係其主觀之議價能力，

是被上訴人以工程估價單、單價分析表、請款單等主張被上訴人係以高於得標二

成之價格進料，有情事變更情事云云，即非可採。』 

4.無法僅依利潤低於同業標準認定顯失公平 

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95 號判決：『上訴人雖主張因營建物價暴漲，以

財政部頒 93 年度同業利潤標準 10％計算，應得利潤為 12,945,000 元，則上訴人

                                                 
337 相同見解：高等法院 97 年度建上字第 123 號判決、高等法院 96 年度建上字第 35 號判決、高

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45 號判決。 
338 黃泰鋒、陳麗嘉，前揭註 5 文，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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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系爭契約約定得領取之工程款，較上訴人應領工程款相差 21,129,572 元，足證

物價上漲造成上訴人鉅額損失云云。然前開同業利潤標準係稅捐機關為課稅之目

的估計所得之用，上訴人施作系爭工程既未保證獲利，自難援引前開計算方式估

計上訴人應可獲利若干。況若依上訴人所主張之方式計算，根本不論有否前開物

價上漲之因素，上訴人均得向被上訴人請求應領工程款與實際領得工程款之差額

21,129,572 元，顯有違常理。上訴人就系爭工程究於何時訂購物料、材料成本若

干等事實未能完全舉證證明，從而無法計算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實際獲利若干，進

而無從判斷上訴人是否果真受有不利益以及依原契約效果是否顯失公平，上訴人

僅以物價指數表泛稱不敷成本云云，其舉證責任顯有未盡。上訴人未能證明其主

張之「因物價上漲造成鉅額損失」之情形為真，其僅依系爭處理原則計算出本件

請求之金額，難謂上訴人所主張之「依原契約給付對上訴人顯失公平」之情形為

可採。』 

5.廠商應自承風險，以免對其他未得標者不公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字第 70 號判決：『又本件營建材料物價之上漲，於系爭

工程合約簽訂時即已有明顯市場趨勢跡象可循，並非於締約時完全無法預料，已

如前述，雙方於訂約時既已就物價變動因素於訂約之際列入考量而訂定上開物價

波動不調整工程款，縱契約之一方於締約時對市場價格趨勢判斷錯誤，其應對於

該誤判自負其責，而仍應受上開物價指數波動不調整工程款條款之拘束。蓋於投

標之初，承攬人本即應將原料價格風險依市場趨勢作正確評估，且系爭工程契

約，既有上開不調整工程款之約定，自更敦促投標者應理智謹慎評估將其欲投標

之金額納入最大風險考量，若否，無異形同鼓勵廠商不須先作正確評估即低價搶

標，迨得標後，再執物價上漲為理由請求提高承攬合約之總價金，此非但不符前

開合約條款約定之精神，且反將得標廠商誤判物價變動趨勢之不利益，加諸於較

投標之專業廠商更無法評估營建物價變動風險之定作人身上，亦不符民法第 227

條之 2 規定之本旨。此外，依卷附 91 年 10 月 24 日公開招標紀錄，當日除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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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 5,390 萬元得標外，另一參與投標之慶宜營造廠有限公司之標價為 5,688 萬

元，高出上訴人 298 萬元，倘認上訴人得標後，於契約限制不調整工程款之下，

仍得請求調整工程款，對於事前審慎評估、仔細計算、信賴投標條件之未得標人，

更為不公平339。』 

（二）寬鬆的標準 

1.僅依物價上漲幅度與物調原則認定 

有判決並不要求廠商須提出營建材料之購買證明，僅依據物價上漲幅度及行

政院頒佈之物調原則即認定依原契約履行係構成顯失公平。 

高等法院建上易字第 7 號判決：『依前揭「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總

指數）銜接表」所示，兩造 92 年 5 月 1 日及 22 日簽訂系爭採購契約後經過６個

月，於 92 年 11 月以後營造物價始急劇上漲…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知 92

年 11 月以後之物價劇烈變動致購料成本大幅增加並非當事人所得預料，為因應

國內營建物價之前揭劇烈變動，…就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內之總指數漲

跌幅超過 2.5%部分，辦理工程款調整。…本件情事變更之發生既非兩造於簽訂

系爭採購契約時所得預料，必將使被上訴人支出之成本增加而減損其預估利潤，

倘上訴人仍依系爭採購契約約定之價金給付予被上訴人，無異令被上訴人單獨承

擔不可預測之風險，是如仍令兩造依系爭採購契約之原約定條款履行，其法律效

果將有悖於誠信及衡平觀念，有違客觀交易秩序，堪認對被上訴人顯失公平340。』 

2.對其他未得標者並無不公 

高等法院 97 年重上字第 259 號判決：『又情事變更原則，係基於衡平理念，

對於當事人不可預見之情事之劇變所設之救濟制度，縱令增加上訴人應為之給

付，為情事變更原則平衡兩造利益及危險之當然結果，無違誠信原則。上訴人另

                                                 
339 相同見解：高雄高分院 97 年建上字第 4 號判決 
340 相同見解：高等法院 97 年重上字第 259 號判決、高等法院 93 年重上字第 61 號判決（最高法

院 95 年台上字第 1944 號判決以上訴無理由駁回上訴，已確定。）、高等法院 94 年上字第 728
號判決（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187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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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系爭工程於物價波動調整單價或賠償損失將違反公共工程公平競標之精神

云云，亦非可採。』 

（三）本文見解 

1.討論前提 

本文認為，須符合『有情事變更之事實』及『當事人非可預料』之要件下，

始有討論依原契約履行是否有顯失公平之必要。蓋若認定情事之變更係當事人得

預見者，則已可排除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無須再進一步討論是否顯失公平。 

2.提出購料證明之必要性 

廠商認為施作期間遇到不可預料的情事變更造成物價大漲為既定事實，施作

成本必然和原議價時所估算者有所不同，若業主仍依照漲價前的契約價格給付，

必然是不公平的；而且市場上價格之漲幅遠高於指數上漲幅度，廠商以較簡便、

金額較低之指數公式計算，其結果已對業主有利，故無斟酌實際成本增加若干之

必要341。 

本文認為，廠商係購料於何一時點，對於認定是否有顯失公平應至為重要，

蓋廠商通常會在施工前才購進材料，惟仍不排除其在物價尚未上漲時或簽約後隨

即購料之可能性，法院要求提供購料證明，可以知悉廠商購進材料之日期與價

格，以資與締約時之物料價格比較，判斷其差異是否過鉅而顯失公平，應屬合理。

且工程會亦認為機關若適用物調原則時，應注意：廠商須提出實際受有損失之證

明，以及廠商負擔該損失，確屬顯失公平；機關對於顯失公平，須有認定之標準。

（例漲多少、物價上漲時間須多久以上等）342。 

又廠商所訂購之營建材料數量及價格應該不低，按常理應會與出賣人訂立契

約或有訂購單等購料證明，以求慎重並確定數量及價格。且有無必要與能否提出

係屬二事，縱然其認為無提出之必要，惟為求得到有利判決，理應會盡其所能地

                                                 
341 黃泰鋒、陳麗嘉，前揭註 5 文，頁 82。 
342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民國 96 年 01 月 12 日工程訴字第 0960002001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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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資料以說服法官，就算單據保管不慎而遺失，也可以請當初的出賣人提供資

料，在部分案件中，廠商卻無法提出購料證明，甚至當庭表明不願意提出343，實

令人費解。 

另關於舉證程度的問題，若要求廠商翔實提出每一張購料單據，且須證明其

確實是用於該項工程中，或許失之過苛。若廠商能提出某程度之購料證明，且提

出說明材料流用於哪些工程之間，用量大概比例等，應為已足。 

四、依情事變更原則增減給付之標準 

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有第一次效力與第二次效力，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原契約

而盡量維持原契約之效力，在公共工程契約物調爭議案件中，雖然大多數判決以

『當事人可預見』或『未舉證顯失公平』而認定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惟亦有

少數判決認為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而須進一步討論其效力為何，認為構成情

事變更原則之判決中，皆認為以第一次效力：『調整（增加）給付』已足以維持

契約之公平，而並未使契約解除或終止。而關於應如何調整給付，最高法院 66

年台上第 2975 號判例以：『按因情事變更而增、減其給付或變更其他原有之效

果，應斟酌當事人因情事變更，一方所受不相當之損失，他方所得不預期之利益，

及其他實際情形，為公平之裁量。』在具體物調個案中應如何斟酌？似並不明確，

有判決認為須提出進料價格之證明，以針對進料價格與訂約價格之差額所生之損

失調整給付；惟亦有判決認為無須提出實際成本，而以提出物調原則之計算標準

為以足，以下，本文即就實務判決調整給付之具體標準，整理並分析之。 

（一）進料價格與訂約價格之差額 

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624 號判決：『又因情事變更，法院依職權公平裁

量，為增、減給付之判決，應審酌一方因情事變更所受之損失，他方因情事變更

所得之利益，及其他實際情形，以定其增、減給付之數額。故興亞公司主張因物

                                                 
343 高等法院 97 年度建上字第 123 號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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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變動而受有損失，則其所受損失自係進料價格與訂約價格之差額所生之損失，

倘興亞公司於進料時未受有損失，自無理由取得漲價差額之不當利益。』 

（二）僅以物調原則為標準 

1.依 93 年物調原則之計算方式 

高等法院 97 年重上字第 259 號判決：『查行政院 93 年 5 月 3 日院授工企字

第 09300172931 號函附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於處理措施揭示「無論原契約是否

訂有物價調整規定，機關應同意以行政院主計處公布之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

數表內之總指數，就漲跌幅超過 2.5%部分，辦理工程款調整」該物價調整處理

原則，係以行政院主計處所調查公布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所辦理，且僅訂於漲

幅逾 2.5%部分，始得辦理調整，係已兼顧行政機關之資源運用及營造業之營業

成本，並顧及公共工程之品質。（二）前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之計算方式…係依

據實際物價變動情形，衡量契約當事人所受損失及所得利益而訂定，除將正常之

物價波動不予計入外，並將與營造物價變動無關之規費等等相關費用自直接工程

費中排除，並考量營業稅率。足認前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所定之計算方式已經充

分考量工程相關因素，是以，行政院 93 年 5 月 3 日院授工企字第 09300172931 號

函附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可作為衡量系爭工程增加給付工程款之標準344。』 

2.與機關有無物調原則之適用及其效力無涉 

有機關抗辯其為地方政府並無 93 年物調原則之適用，且物調原則僅具內部

效力，無變更工程契約之效力，而認為法院不應依物調原則之計算方式作為適用

情事變更原則調整給付之標準，惟法院對此並不採納。 

高等法院 97 年重上字第 259 號判決：『行政院 93 年 5 月 3 日院授工企字第

09300172931 號函附之物價調整處理原則得為本件情事變更增加給付之標準，已

如前述，核與該物價調整處理原則是否僅為中央機關適用無關。上訴人辯稱前開

                                                 
344 相同見解：高等法院 94 年上字第 728 號判決（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187 號裁定以上訴不

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易字第 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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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為中央機關適用，伊為地方政府，且物價調整原則為機關內部行政規則，伊

有行政裁量權選擇是否適用，對於系爭工程契約無拘束力云云，為不可採。』 

3. 廠商無法證明實際增加施工成本亦無妨 

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易字第 7 號判決：『上訴人雖以被上訴人未舉證證明其實

際增加之施工成本數額，認被上訴人不得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增加給付云云。

查衡諸常情，同一家營建業者，不可能於同一時間，只承攬一件工程，而其所訂

購之營建物料，會有各件工程間流用現象，營造業者所訂購及使用之營建物料，

自不可能清楚標明係用於何件工程，故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始於上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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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貳、計算方式，

清楚說明增加給付工程款之計算方式，並於參、範例舉例說明，揭示增加給付工

程款計算方式之範例，供行政機關與業者計算增加給付數額之標準，解決無法提

出個案之數據供具體計算增加數額之問題。再者，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乃公共

工程專家，不可能不知悉營建業者購料方式，倘營建業者可提出清楚單據供個案

計算增加給付工程款之數額，又何須於上揭處理原則中，載明計算增加給付數額

之公式? 是上訴人上揭所辯並不可採。審酌該原則調整工程款之核算方法（計算

公式），除將正常之物價波動（即指數增減率在 2.5%以內者）不予計入外，並將

與營建物價劇烈變動無關之規費等相關費用自直接工程費中排除，並加計考量營

業稅率，足見上開處理原則所定之核算方法係充分考量相關因素後所得之結論，

以之作為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所得請求上訴人增加給付報酬之標準，應屬妥適。』 

（三）本文見解 

若要求必須依購料單據核實計算購料與締約時之差價，作為調整之標準，則

廠商所訂材料在各工程之間流用，而無法標明係用於何件工程之情形，確有可能

發生；且若須逐一依單據調整，計算上亦生繁雜與不便。故本文認為，依工程會

所擬定、行政院所頒佈之物調原則之計算方式調整，應係可行。且既然是以之作

為適用情事變更原則調整給付之標準，則物調原則之效力之爭議即非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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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須說明者，雖然本文認為以物調原則之計算標準為調整依據是可行的辦

法，但仍然認為法院在審核是否構成『顯失公平』之要件時，廠商仍應提出部分

單據並負有說明義務，始盡其舉證責任。 

五、請求物調款之消滅時效 

廠商請求物調款之消滅時效期間為何？是否有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與物

調款之性質有關；此外，其消滅時效之起算點為何？公共工程契約係屬承攬契

約，原則上係廠商完成一定工作，業主始負有給付價金之義務，而公共工程中多

為依期估驗付款，則是否影響請求物調款之消滅時效起算點？以上問題在工程爭

議實務中迭生爭議，見解分歧，本文以下介紹實務見解並探討之。 

（一）消滅時效 

關於請求物調款之消滅時效期間為多久，與其性質有關，實務上有認為物調

款係屬於承攬報酬之一部，故為二年；惟亦有見解認為其係契約上一獨立之權

利，故無二年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分述如下。 

1.承攬報酬 

最高法院 93 年台上字第 575 號判決：『且按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料者，其材

料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四百九十條第二項定有明文。系爭調整、

補貼款係國工局為因應人工、物料價額之提昇，依行政院專案所核定，經兩造將

之納入於系爭工程合約第八條，自屬報酬之一部分。其請求權時效期間，依民法

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七款規定為二年345。』 

2.非承攬報酬 

高等法院 89 年上更（二）字第 214 號判決346：『物價指數調整款之性質非單

                                                 
345 相同見解：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441 號判決、最高法院 89 年度台上字第 2343 號判決、高

等法院 97 年重上字第 5 號判決、高等法院 89 年上更（三）第 425 號判決（最高法院 91 年台上

字第 279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346 最高法院 90 年台上字第 486 號裁定以上訴不合法駁回上訴，已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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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取決於工作，而係根據計價月份之物價指數高低為計算，其性質自非承攬之報

酬，而係依據合約所發生契約上一獨立之權利，自不應適用短期二年消減時效之

規定。』 

3.本文見解 

在公共工程的承攬契約，通常依據工作進度估驗付款，係屬墊款性質347，而

物調款常隨進度估驗計價核算給付，且其用意係在補貼承攬人締約時與實際購料

時之差價，故應屬於墊款之一部。惟不論係承攬報酬或墊款，依民法第 127 條第

7 款，其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皆為二年。 

又上開高等法院 89 年上更（二）字第 214 號判決認為物調款請求權係獨立

之權利而無二年之短期消滅時效之適用，是否認為應回歸到民法第 125 條十五年

之消滅時效？若然，則縱承攬報酬及墊款亦僅有二年之消滅時效，惟依附於估驗

計價之物調款卻有十五年之消滅時效，將基於同一契約而生，且性質相近之權利

切割適用不同時效規定，令其時效差距十三年，似有論理失衡之嫌。 

（二）消滅時效起算點 

依民法第 128 條前段：『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行使時起算。』而物調款二

年之請求權消滅時效究從何時開始起算？實務上容有不同見解，以下區分為請求

物調款，係基於原契約物調條款之約定，或是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法院增加給付

二種情形分別討論之。 

1.依原契約之物調條款約定請求 

（1）每期估驗時 

                                                 
347 黃立，前揭註 216 書，頁 447、楊芳賢，承攬，頁 650，收錄於民法債編各論（上），黃立主

編，2002 年 7 月初版一刷。另外，於調解或仲裁認為依物調原則機關須變更契約並給付物調款，

則契約既經變更，機關給付物調款之依據即為變更後之契約，則物調款之性質為墊款，消滅時效

亦為二年；而在契約中未約定物調條款，機關依物調原則給付物調款之性質為何？本文以為，縱

未經變更書面契約，亦可認為雙方當事人有變更契約之合意，契約亦已經變更，則物調款之性質

亦為墊款（有認為在每期估驗時為墊款，而在最後完工或驗收時，即轉化為報酬之一部），消滅

時效亦為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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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認為物調款係依附於工程估驗款而存在，其計算方式係以當其完成估驗數

量及金額，在依計算公式調整，請求權時效應自每期估驗時起算348。 

（2）物價指數公布時 

行政院主計處、台北市主計觸及高雄市主計處均係於次月發佈該月之物價指

數，因而，發佈物價指數之時間與統計資料之時間通常會有一個月的落差，最高

法院 92 年台上字第 1281 號判決即基於物價調整之機制，主要取決於估驗當期之

物價指數為何，物價指數公布後承包商方得比較物價指數是否漲跌、該其有無請

求物調之權利，因而，時效之起算點應將物價指數公布之時間納入考量349。 

（3）工程完工驗收時 

有學者認為350，民法第 490 條、505 條第 1 項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契約。』『報

酬應於工作交付時給付之，無須交付者，應於工作完成時給付之。』依此，承攬

採承攬報酬後付原則，承包商應於工作完成時方能請求給付報酬，每期估驗時不

涉及工程之驗收交付，僅在確認估驗其內已完成工作之數量與價值，應自工程完

工驗收時起算351。 

2.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法院增加給付 

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624 號判決：『按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二規定，

                                                 
348 最高法院 93 年台再字第 21 號判決、95 年台上字第 2565 號判決、93 年台上字第 575 號判決 
349 古嘉諄，前揭註 154 文，頁 82-83。實務上相同見解：最高法院 95 年台上字第 441 號判決、

89 年台上字第 232 號判決。 
350 古嘉諄，前揭註 154 文，頁 83。 
351 台中高分院 93 年建上字第 33 號判決：『公共工程承攬契約，一般規模均甚龐大，牽涉交易金

額甚鉅，施工期間甚長，若定作人於承攬人全部完成工程後，始給付報酬，則承攬人財務負擔勢

將過重，易生違約情事，如定作人於工程進行期間即全部付款，定作人則須負擔承攬人將來不履

約之風險，對定作人不利，為求承攬關係順利進行，故先就承攬人已施作而未經正式驗收之工作，

即為估驗計價，經點驗合格後，分期請求估驗計價款之設計，是定作人依據承攬關係本應於工程

完成後，始負給付報酬之義務，惟顧及承攬人之資力而於部分工程完成前，先給付部分完工者，

基於債權之一整體性，承攬報酬請求權之時效，自應以全部工程完成時起算，不因分期給付工程

款，而使同一承攬關係所發生之承攬報酬請求權，因給付之時期不同，請求權時效分別計算。從

而，依系爭合約之規定，被上訴人於系爭工程全部竣工、交付，並經上訴人正式驗收合格，由被

上訴人辦妥工程保固保證後，被上訴人再行請求工程保留款，其報酬請求權之時效，應自正式驗

收合格日即九十年九月三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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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法院增加給付之訴，係屬形成之訴。故承攬人因物價上漲，非訂約當時所得

預料，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定作人給付增加之工程款，必先行請求法院依情事變

更原則判決增加給付後，始得按所增加工程款之金額，請求定作人為給付，亦即

「請求增加工程款」與「請求給付所增加之工程款」之意義及法律效果並不相同，

兩者雖可同時合併提出請求，惟調整（增減）工程款之請求權屬形成權性質，於

法院為調整增加給付之判決前，所增加之工程款之給付請求權尚未成立，無時效

問題可言。原審認定興亞公司基於情事變更原則請求增加給付工程款，其請求權

之時效期間，應自完工日起算，自有未當352。』 

3.本文見解 

在廠商係依原契約之物調條款請求時，物調款係依附於估驗計價，其屬墊款

性質，依承攬報酬採後付原則（民法第 490 條第 1 項），估驗付款並非全額給付，

通常僅給付 90%，其餘額在完工後決算時才結清。因此其報酬的消滅時效的計算

應該以驗收完畢時起算353，物調款性質上既為墊款，亦同。 

在廠商係依情事變更原則請求法院增加給付時，法院依情事變更原則的第一

次效力所為增加給付之判決，應為形成判決，具有調整當事人契約之效力，在法

院判決確定時，當事人間之契約始生變動之效力，而廠商請求物調款的的請求權

基礎並非情事變更原則，而係經過法院調整效力後之『契約』。換言之，在法院

依情事變更原則調整契約效力之前，廠商尚未具備請求給付物調款之請求權基

礎，故時效無從起算，必至法院判決確定後354，始具備請求權基礎，且係處於得

請求之狀態，時效亦方得起算，上開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624 號判決之見解

                                                 
352 相同見解：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360 號判決、高等法院 96 年建上易字第 7 號判決 
353 黃立，前揭註 216 書，頁 447。 
354 基於紛爭一次解決與訴訟經濟，廠商為免後續須提起第二次給付之訴之煩，即採取民事訴訟

上之重疊合併，列『請求增加工程款（物調款）』此形成之訴為先位聲明，『請求給付所增加之工

程款（物調款）』為備位聲明，當法院認先位聲明為有理由時，始對備位聲明為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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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可採355。 

                                                 
355 在日本也產生相同之爭議，關於以情事變更作為變更價金之依據，有採形成權說者，亦有請

求權說，為近來日本通說亦認變更價金之效力係於下判決時或仲裁判斷時始生效力，故應以形成

權說為當，請參見滝井繁男，前揭註 132 書，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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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由上述關於情事變更原則之討論可得知，廠商請求法院情事變更原則可謂是

困難重重，勝訴者寡而敗訴者眾356，究其原因，廠商既主張有情事變更原則之適

用，則當須就情事變更原則之要件負舉證責任，而往往因法院保守的見解、廠商

無法提出購料證明等原因，多數判決認為並不符合『非當事人得預料』及『顯失

公平』等要件，而認為無情事變更原則之適用。惟在工程會之調解或仲裁，因無

須如法院般嚴格適用法律，往往採取較寬鬆之見解，認為有物調原則之適用或認

為構成情事變更原則。有論者即建議機關應考量會否對於工程執行造成困難，並

依政府採購法第 6 條公平合理原則，給予廠商物調款補貼。若物調爭議案件進入

仲裁程序，廠商勝訴之機會將可能因此大幅增加。因而機關於決定是否接受調解

建議時，宜將政府採購法增訂「先調後仲」之程序因素一併納入考量，具體衡量

爭議進入仲裁程序時，機關勝訴機會之高低，與萬一敗訴時，機關所需額外增加

支出之仲裁費用、遲延利息、律師費用及機關處理仲裁爭議所額外付出之人力等

之利弊得失，較為妥適357。

                                                 
356 關於 93-94 年度各級法院物價調整工程案件數量統計表、過去一年各級法院 82 件物調案件

之勝敗統計、95 年 12 月-96 年 11 月 個別法院工程物調案件勝敗統計，請參見劉志鵬，法律救

濟三溫暖－以請求物價調整款為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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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12 月 6 日。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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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李念祖、蕭偉松，工程採購機關處理物調問題所需之思考面向（初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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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 12 月 6 日。資料來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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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