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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之法律性質 

本章首先探討技服契約被定性為承攬契約或委任契約之區別實益，其

次探討技服契約定性及適用法律之爭議。 

第一節  區別實益 

某具體契約或某交易上常見契約之契約類型，究竟屬於何種典型契約

或為非典型契約，即稱為契約法律性質之決定或判斷（定性），本節將探

討技服契約法律性質之區別實益。 

壹、承攬或委任之適用性 

法律適用於具體案例之過程，係以法律抽象規範作為大前提，案例事

實作為小前提，透過涵攝後，得出適用與否之結論。在契約法中，則是以

民法或民事特別法所規範之契約類型為大前提，以所欲研究之社會契約事

實為小前提，透過涵攝後，將契約予以定性；並在定性後，再以定性所得

契約類型之明文規定為大前提，既存之社會契約事實為小前提，進一步導

出適用前述契約類型規範之結論。一個契約經定性後，若屬於民法或民事

特別法已規範之典型契約，接下來當可迅速地適用各該契約類型已有之法

律規範，有助於確定契約自由之界線及填補契約之漏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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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現行民法債編典型契約之型態，技服契約可能定性為承攬契約

或委任契約；屬「承攬性質」者，對於當事人未約定之事項，適用民法承

攬之任意規定，該任意規定所形成之權利義務關係，成為技服契約關係之

補充內容；另屬有償「委任性質」者，對於當事人未約定之事項，則適用

民法委任之任意規定，該任意規定所形成之權利義務關係，成為技服契約

關係之補充內容。從而，以下擬探討承攬契約及委任契約之差異所在，俾

釐清技服契約法律性質之區別實益。 

貳、我國承攬與委任之差異所在 

因承攬契約必定為有償，故約定無償為他方服勞務、完成一定工作之

無償勞務契約，並不符合承攬契約之類型特徵；換言之，承攬與委任契約

之區別，僅可能見之於有償委任。 

按民法第四九○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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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承攬

契約係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定作人俟工作完成後，「給

付報酬」之契約而言。與委任契約相較，承攬契約除須為定作人提供勞務

外，更須以一定工作之完成，作為報酬請求權發生之要件，即當事人係以

勞務所完成之結果為契約目的。 

另按民法第五二八條規定，「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

方處理事務，他方允為處理之契約。」準此，委任契約係指受任人為委任

人「處理事務」之契約，只要有「為他方處理事務」之約定者，即可該當

「委任契約」；也由於委任契約之定義最為簡單，涵蓋之勞務類型最廣，

自然就成為勞務契約之原則性規定，民法第五二九條規定：「關於勞務給

付之契約，不屬於法律所定其他契約之種類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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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最高法院八十三年台上字第一○一八號判決：「所謂委任，係指委任人

委託受任人處理事務之契約而言。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理。故受

任人給付勞務，僅為手段，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得在委任人所授權範圍

內，自行裁量決定處理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 

關於有償委任契約與承攬契約之重要差異，說明如下： 

一、委任契約係以「一定事務」界定受任人應提供之勞務範圍，且不

要求受任人提供之勞務，必須獲致一定之成果；至於承攬契約則

約定承攬人處理一定事務之外，關於該事務之處理，亦必須達到

堪稱完成一定之工作，並以該一定之工作之「完成」，界定其應

提供勞務之範圍。 

二、就事務處理權之授予及權限範圍而言，委任契約於民法第五三一

～五三四條規定，原則上事務處理權由委任人授予當無疑義，而

受任人事務處理之權限，則依委任契約或其委任事務之性質定

之；至於承攬契約則未規定，顯見承攬關係中，定作人對承攬工

作之進行，原則上無指示監督之權，承攬人就承攬工作之完成，

享有高度自主決定權。 

三、就專屬性而言，委任契約受任人以自己處理事務為原則，得使第

三人代為處理（複委任）為例外；至於承攬契約承攬人無庸親自

為之，得使第三人完成工作（次承攬）111。 

四、就受託人對其履行輔助人應負擔之責任而言，委任契約之受任人

經委任人同意，或依據習慣，或有不得已事由，而使用第三人處

                                                 
111 參見最高法院 65 年台上字第 1974號判例：「按承攬除當事人間有特約外，非必須承攬人自服

其勞務，其使用他人，完成工作，亦無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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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委任事務者，就該第三人之行為，無須與就自己之行為，負同

一責任，僅須就該第三人之選任，及其對於該第三人所為之指示，

於有過失時，始負責任，若無過失者，即使該第三人處理事務有

過失，受任人亦不須負責；至於承攬契約之承攬人使用第三人次

承攬時，工作之瑕疵係因該第三人之故意過失所致者，除承攬人

與定作人另有訂定者外，承攬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之

契約責任。 

五、就委託人與受託人之履行輔助人之法律關係而言，委任契約之委

任人對於受任人所使代為處理委任事務之第三人，就關於委任事

務之履行，有法定之直接請求權；至於承攬契約之定作人對於承

攬人所使代為完成承攬工作之第三人，基於債之相對性，不得主

張任何契約責任。 

六、就受託人義務／責任而言，委任契約受任人有事務處理義務、報

告義務、事務計算義務、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過失責任）等；

至於承攬契約承攬人就完成之工作負有瑕疵擔保責任（無過失責

任），復須按時完成工作等。 

七、在勞務給付不良或未達預期結果時，委任契約無相關規定；至於

承攬契約之定作人，則得請求修補、解除契約、減少價金或損害

賠償。 

八、就人格性而言，委任契約當事人一方死亡，原則上契約即告消滅；

至於承攬契約當事人一方死亡，原則上不影響契約效力。 

九、就報酬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而言，委任契約為十五年之期間；至於

承攬契約為二年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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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就權利行使期間而言，委任契約為十五年之期間；至於承攬契約

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權、修補費用償還請求權、減少報酬請求

權、損害賠償請求權或契約解除權，均因瑕疵發見後一年間不行

使而消滅，而承攬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契約解除權，因其原因

發生後，一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參、他國承攬及委任之立法例觀察 

一、羅馬法 

委任在羅馬法上以無償為其特點，亦即與僱傭、承攬區別之所在，故

有：「委任若非無償，即屬無效」之說112。 

詳言之，羅馬法將有償之勞務供給與物之使用供給，共稱為 locatio 

conductio（Miet；Pacht租賃），包括 locatio conductio rei（Miete und 

Pachtvertrag租賃）與 locatio conductio operis（Werkvertrag承攬）以及 locatio 

conductio operarum（Dienstvertrag僱傭）。當時，承攬及僱傭僅指奴隸之

勞務供給，自由民出賣勞力被視為不道德，因此自由民所提供如精神或知

識等高尚勞務（Dienste hoeherer Art）應為無償，即使獲有酬金（honorarium）

亦不視為勞務之對價。以上述勞務供給為標的之契約稱為 mandatum

（Auftrag委任），其特徵為無償；自由業（如律師、教師、醫師等）之業

務，亦依委任之規定處理，縱然因業務之執行，受有報酬，也僅為自願性

質。在普通法時代之實務及學說，都承認高尚勞務之 mandatum（Auftrag

委任）原則上無償，其酬金雖得訴請履行，但非勞務之對價。到十八世紀

晚期，mandatum（Auftrag委任）已被認為原則上雖無償，但亦可約定酬

                                                 
112 參閱鄭玉波，民法債編各論，下冊，台北：三民，1992 年版，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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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作為對價113。 

二、德國民法 

德國民法將委任規定於第六六二條至六七六條，其師承羅馬法以來的

傳統，將委任限定在無償，於第六六二條明定：「因承受委任，受任人負

有為委任人無償處理其所委託事務之義務。114」至於有償之事務處理，則

必須仰賴僱傭或承攬之規定（即所謂具有僱傭性格的或承攬性格的事務處

理契約，參照德國民法第六七五條115）；故在德國，委任與承攬間，無區

別之問題116。 

三、瑞士債務法 

瑞士債務法將委任規定於第三九四條以下，其所規定之單純委任（即

一般之委任）以無償為原則，有償為例外，且不以高尚勞務為限，身體之

勞務亦得為委任。其委任為勞務契約之一般類型，勞動契約及承攬等，則

為特別勞務契約117。 

四、法國民法 

法國民法將委任規定於第一九八四條至二○一○條，原則上為無償，

但亦得約定為有償（同法第一九八六條）118。 

                                                 
113 參閱黃立主編／楊佳元執筆，委任篇，民法債編各論（下），台北：元照，2002 年版，頁 64
～65；陳自強，民法講義Ⅱ、契約之內容與消滅，台北：學林，2004 年版，頁 243。 
114 參閱鄭玉波，民法債編各論，下冊，台北：三民，1992 年版，頁 421。 
115 即以管理事務為標的之僱傭及承攬得適用委任之多數規定。 
116 參閱陳自強，民法講義Ⅱ、契約之內容與消滅，台北：學林，2004 年版，頁 243～244。 
117 參閱黃立主編／楊佳元執筆，委任篇，民法債編各論（下），台北：元照，2002 年版，頁 65；
鄭玉波，民法債編各論，下冊，台北：三民，1992 年版，頁 421。 
118 參閱鄭玉波，民法債編各論，下冊，台北：三民，1992 年版，頁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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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我國民法受瑞士債務法、法國民法（第一九八六條）之影響，不以無

償為委任契約之類型特徵，承認有償委任，將無償與有償並列；而與德國

民法規定不同。在德國法之解釋上，一般醫療契約屬於僱傭契約，在瑞士

與我國，可逕認定為有償委任；委託建築師設計建築圖，也不必爭論屬於

委任或承攬，甚至無名契約，應可認定為承攬。故我國在具體契約類型之

判斷上，不必如德國民法非認定為承攬（或具有承攬特徵之事務處理）契

約、或僱傭（或具有僱傭性格之事務處理）契約不可，而可直接認定為委

任。換言之，我國民法勞務契約之體系架構，與德國民法分道揚鑣，故對

於契約之定性，自宜有不同之解釋與適用119。 

第二節  定性及適用法律之爭議 

上述「倘技服契約屬承攬性質契約，對於當事人未約定之事項，適用

民法承攬之任意規定；倘技服契約屬於有償委任性質契約，對於當事人未

約定之事項，適用民法委任之任意規定」，係專指技服契約內容可單純定

性為單一典型契約之案例而言。 

惟依據本文第二章第四節所述，技服契約係屬定型化契約，又定型化

技服契約條款包含有承攬契約要素及委任契約要素，亦排除許多屬承攬契

約及委任契約之任意規定，致無法單純定性為承攬契約或委任契約，此時

即生定性及適用法律之困境；此亦為長久以來，實務及學說對於技服契約

之定性及適用法律，呈現見解分歧之原因。從而，本節將對此進行探討。 

                                                 
119 參閱陳自強，民法講義Ⅱ、契約之內容與消滅，台北：學林，2004 年版，頁 24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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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定性之困境及化解之道 

一、困境 

定型化技服契約條款既有承攬契約要素又有委任契約要素，是否即得

逕認為其屬於承攬契約及委任契約之混合契約120？實務上存在之各種不

同類型定型化技服契約，是否均適用上開結論？ 

二、化解之道 

定型化技服契約儘管形式上顯為承攬契約及委任契約之混合契約，惟

實質上契約性質應為何？對此，本文認為應從契約實質面進行探討，蓋解

釋當事人之契約，應以當事人立約當時之真意為準，而真意何在，應以過

去事實及其他一切證據資料為斷定之標準，不能拘泥文字致失真意121。此

外，被定性為承攬契約或委任契約之各該技服契約，其內容絕非須與承攬

契約或委任契約內容完全相同，只要當事人之締約目的、主給付義務及報

酬給付方式，與各該典型契約一致，係容許有相當程度之差異，具有彈性

及變化之開放性122。 

準此，本文後續對技服契約定性時，將從契約實質面為之，深究當事

人之締約目的、主給付義務、報酬給付方式等，並於文義上及論理上詳為

推求；同時將配合實務上存在之十種技服契約類型，分別為定性。所得之

定性結果，屬混合契約者，將涵攝到學說上對於混和契約之分類類型，俾

其適用學說上對各該混和契約類型適用法律之見解。 

                                                 
120 參見司法院院字第 2287號：「混合契約係由典型契約構成分子與其他構成分子混合而成之單

一債權契約，若其契約係複數，而於數契約間具有結合關係者，則為契約之聯立。」 
121 參見最高法院 39 年台上字第 1053號判例意旨。 
122 參閱陳自強，民法講義Ⅱ、契約之內容與消滅，台北：學林，2004 年版，頁 268～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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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適用法律之困境及化解之道 

一、困境 

定型化技服契約條款兼具承攬契約要素及委任契約要素，惟承攬契約

及委任契約係民法就契約類型化之結果，而所謂類型化，意謂承攬契約及

委任契約間必有相異之處，故其法律效果必有程度上之差別；從而，定型

化技服契約適用法律所生之難題在於：如何將承攬契約及委任契約不同性

質之法規範，套用到同一個契約之中？ 

二、化解之道 

本文後續對於實務上存在之十種技服契約類型，予以適當定性後，所

得之定性結果屬承攬契約者，當事人未約定之事項，自適用民法承攬之任

意規定；屬有償委任契約者，當事人未約定之事項，自適用民法委任之任

意規定；惟屬混和契約者，則出現適用法律上之困境，對此，本文先將各

技服契約涵攝到學說上對於混和契約之分類類型，再依據其所屬之混和契

約類型，適用學說上對各該混和契約類型適用法律之見解；有關學說所提

出之混合契約適用法律方式，包括如下數項123（併說明各說之困境）： 

（一）吸收說 

認為應將混合契約構成部分區分為主要部分及非主要部分，而

適用主要部分之典型（或非典型）契約規範，非主要部分則由

主要部分加以吸收之。 
                                                 
123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4；
曾隆興，現代非典型契約論，台北：著者自刊，1996 年版，頁 4；史尚寬，債法總論，台北：史

吳伸芳、史光華合刊，1990 年版，頁 10；楊崇森，混合契約之研究，法學叢刊第 16期，1959
年，頁 42～51；陳自強，民法講義Ⅱ、契約之內容與消滅，台北：學林，2004 年版，頁 277～
279；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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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馬法因不承認契約自由原則，故採吸收主義。惟此說令人質

疑之處包括：1、吸收主義能解決法律適用之問題，以非主要部

分能清楚界定為前提；惟非主要部分若能清楚劃分，而適用主

要部分之典型契約規定，大多數情形，該非主要部分則可視為

主要部分典型契約不重要之修正，而不影響契約定性，該具體

契約即非非典型契約。2、混合契約所混合之契約要素，具有機

之關連，係有目的的結合，難以解構而分離出主要部分與非主

要部分，遇有三個以上典型契約要素相混合時，問題更形複雜

化。3、採吸收說勢必將其他非主要部分之契約要素予以排除，

殊與當事人結合數契約要素之經濟目的及立約本意有悖。 

（二）結合說 

認為應分解混合契約之構成部分而適用各該部分之典型契約規

定，並依當事人可推知意思調和其歧異，統一加以適用。 

惟混合契約並非數契約偶然之結合，契約各部分為有機之結合

關係，整體永遠大於各部分之總和，如忽略各要素有意義之功

能性結合，將使契約之法律適用，見樹不見林，無法實現契約

目的；換言之，機械式地結合各構成分子之法則，以定其適用，

可能違背當事人意思；並且，此說忽視各種典型契約具有獨自

之經濟目的及社會作用，各種典型契約之規定非但不同，反而

有互相矛盾之可能，適用此原則有其實際困難。 

（三）類推適用說 

認為法律對混合契約既未設定，故應就混合契約之各構成部

分，類推適用關於各典型契約所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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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類推適用說所面臨的問題在於：何種情形應如何類推適

用何種典型契約之規定，顯然需要再度涵攝與解釋。 

實則，由於各式各樣之混合契約，係基於社會變遷及當事人複雜經濟

目的與需求而來，故其契約內容具有極大之不確定性，欲以上述任一學說

單獨圓滿解決混合契約法律適用上之問題，有實際上之困難。所以，在適

用法律時，當事人若對其間之權利義務有所約定，則須依契約自由原則予

以高度尊重；於當事人未有約定或約定模糊或矛盾時，始依各種混合契約

之類型，衡量當事人間之利益狀態、締約目的及斟酌交易之慣例等因素，

以決定適用何種學說較為合理124。 

參、實務見解及評析 

實務有認為技服契約為承攬契約、委任契約、混合契約或契約聯立

者，其中以承攬契約說為多數，說明併評析如下。 

一、承攬契約說 

（一）最高法院九十二年度台上字第二三九三號判決 

法院認為「⋯系爭合約係被上訴人須為上訴人完成設計與監造之工

作，上訴人給付報酬之契約，因被上訴人係建築師，設計與監造工作不可

能完全由其親自為之，亦可委由建築師事務所內之其他工作人員，故兩造

間之關係應係承攬關係，而非委任。上訴人既任意終止兩造之承攬契約，

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五一一條但書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承攬人即被上

訴人因契約終止而生之損害，並得主張以此損害賠償債權與上訴人之返還

報酬金債權互相抵銷。⋯」 

                                                 
124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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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文尚難認同上開見解，蓋委任契約固以受任人親自處理事務為原

則，然而亦以得使第三人代為處理（複委任）為例外（民法第五三七、五

三八、五三九條）；故委託事務之「專屬性」，不應作為判斷技服契約係

承攬或委任契約之標準。 

（二）最高法院六十九年台上字第二二三○號判決 

法院認為「⋯且上訴人起訴係主張被上訴人為其規劃設計坐落桃園縣

平鎮鄉之工廠廠房及辦公室工程，其契約之內容，重在被上訴人為上訴人

完成一工作，應屬承攬性質。⋯」 

本文肯認上開見解。 

（三）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九十三年度重上字第六六號判決 

法院認為「⋯依系爭契約第 1條約定上訴人受委託項目約定計有：1.

調查與預測（基本資料調查、分析與預測）。2.初步規劃設計（擬定規劃

設計案、財務及時程規劃）。3.工程細部設計（勘測、鑽探、繪製工程施

工詳圖、結計算書、工程預算書及申領建造執照等）。4.監造。5.其他應

辦事項等項目。另就酬金之給付，依第 4條約定就規劃設計部分，係按完

成規劃設計之項目及時點分三期給付，監造部分則按工程進度分四期給

付，參以第 6條約定契約終止時，上訴人應將所完成之設計圖說交付被上

訴人，而就可領取之酬金，則係按其完成之階段及工作量，由兩造協議給

付一定比例之酬金，可見依此約定內容，上訴人係以其具有建築師專業之

知識，為被上訴人規劃設計並監造系爭工程，而於完成一定階段之工作並

交付與被上訴人後，按完成階段領取一定比例之酬金，核其性質，應與民

法第四九十條第一項所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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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承攬契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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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肯認上開見解認為規劃設計屬承攬契約，惟對於監造亦屬承攬契

約則存有異議；蓋上開監造服務係按工程進度分四期給付，然該工程進度

之實際完成者，係施工承包商，而非監造廠商，故與民法第四九十條第一

項之規定有別。 

（四）台灣高等法院九十年度上字第一二六三號判決 

法院認為「⋯兩造約定由被上訴人為上訴人完成建物設計及申請取得

建造執照，係以完成一定工作為目的，非僅委任被上訴人處理事務，不論

其能否完成設計及取得建造執照，故系爭契約屬承攬性質，應無庸置疑。

至承攬契約通常固於承攬人完成工作後，定作人始給付報酬，但此非強制

規定，當事人非不得約定定作人先給付部分報酬，故上訴人以其先給付設

計費，主張系爭契約非承攬性質，委無足取。⋯」 

本文肯認上開見解。 

（五）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九十年度上字第二五四號判決 

法院認為「⋯按承攬契約目的重在以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為要件；

委任契約則以為他方處理事務，該事務完成與否則非所問。上訴人雖主張

兩造間之委託設計監造契約名稱、當事人等均以委託之名義，該契約應屬

委任契約而適用一般消滅時效之規定。然契約之性質究何，非可拘泥於契

約之名稱，仍應探究當事人締約時之目的、約定內容等情以決之；而觀諸

系爭委託設計監造契約第一條關於上訴人應負責辦理之事項內容，如設計

部分之草圖、初估造價送審及編製相關圖說、結構計算書、工程底價、提

供供給工程圖說等，均可見就相關圖說等內容之完成、可行評估等，上訴

人均應負責將之完成之目的，並非僅單純處理該事務而不問事務之成果。

再依系爭委託設計監造契約第二條有關設計監造酬金之給付約定，不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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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酬金或監造酬金之給付，均按工作進度給付，足見契約目的重在工作之

完成且須有一定之結果，上訴人始得依約請求給付設計監造酬金，亦核與

承攬契約在於一定工作之完成，給付報酬為目的之契約性質相同。而建築

師之設計、監造委託契約，學者間亦多認為係屬承攬契約（鄭玉波著民法

債編各論上冊第三百四十八頁、邱聰智著債法各論中冊第三十七頁、曾隆

興著現代非典型契約論第一百八十五頁參照）。是本件兩造間系爭委託設

計監造契約之性質，應認係承攬契約。⋯」 

本文肯認上開見解認為設計屬承攬契約，惟對於監造亦屬承攬契約則

存有異議；儘管設計酬金及監造酬金之給付，均按工作進度給付，但影響

設計酬金給付者，係設計監造廠商本身是否完成特定工作，而影響監造酬

金給付者，則係施工承包商施工進度，兩者性質有異。就設計服務而言，

設計酬金之給付方式，固核與承攬契約之「約定工作完成後給付報酬」性

質相同；惟就監造服務而言，每當施工承包商施工進度到達某特定程度

時，監造廠商即得請領該階段之服務酬金，亦無須如設計酬金，須經機關

審定其工作成果後，始得請領，故上述監造服務酬金之給付約定，僅係機

關分期給付廠商報酬之方式，與承攬契約之「約定工作完成後給付報酬」

性質有別。 

（六）褔建連江地方法院九十四年度訴字第六號判決 

法院認為「⋯承攬契約重於工作之完成，與委任契約重於委任事務之

處理仍有不同。經查系爭合約雖要求原告具備專門之技術及知識，然原告

仍須為被告完成一定設計工作，非僅僅著重於委任事務之處理，此觀之系

爭服務合約第二條約定服務內容，包括現地修正細部設計之規劃、調查、

分析、設計等工作，並要求原告須提供設計圖說，及合約第四條定有「驗

收結算」等與工作完成有關之規定自明。故參酌原告依此合約，仍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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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之設計工作，非僅僅為處理委任事件，足認系爭服務合約應屬承攬契

約無疑⋯」 

本文肯認上開見解認為設計屬承攬契約，惟其認為監造亦屬承攬契約

之判斷，則過於速斷，有再予詳究之必要。 

（七）褔建連江地方法院九十三年度訴字第二十號判決 

法院認為「⋯本件被告依系爭契約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依系爭

契約第二條第一項約定係『南竿鄉○○○○街委託本國技術顧問機構設計

與協辦招標及決標暨監造服務』，是系爭契約既係以被告替原告完成一定

工程之規劃及設計為工作內容，自應認係含有承攬性質之契約（參見最高

法院六十九年台上字第二二三０號判決意旨）；同條第二項並就其工作項

目，再分為『設計』、『協辦招標及決標』、『施工監造』，而依各項約

定工作內容，顯有前後階段之性質，是本件兩造雖僅係簽定單一之系爭契

約，惟仍可依該條約定各階段工作內容並參酌相關契約條款，將系爭契約

區分為不同之主給付義務⋯」 

本文肯認上開見解認為設計屬承攬契約，惟其認為「協辦招標及決

標」、「施工監造」亦屬承攬契約之判斷，則過於速斷，有必要再予詳究。 

（八）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八十九年度訴字第二一八四號判決 

法院認為「⋯承攬契約目的重在以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為要件，委

任契約則以為他方處理事務，該事務完成與否則非所問。原告雖主張兩造

間之委託設計監造契約名稱、當事人等均以委託之名義，該契約應屬委任

契約而適用一般消滅時效之規定，然該契約名稱等並不足以說明該契約之

性質為何，此仍應探究當事人締約時之目的、約定內容等情以決之；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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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該契約書第一條關於原告應負責辦理之事項內容，如設計部分之草圖、

初估造價送審及編製相關圖說、結構計算書、工程底價、提供供給工程圖

說等，均可見就相關圖說等內容之完成、可行評估等，原告均應負責將之

完成之目的，並非僅單純處理該事務而不問事務之成果，已難認該契約內

容僅單純委任契約性質。⋯」 

本文肯認上開見解。 

二、委任契約說 

（一）台灣高等法院九十年度上字第五八三號判決 

法院認為「⋯被上訴人稱：『伊負責土地開發設計及建築物設計、監

造，初始負責設計圖面、討論、定案、辦理建築線、辦理專案報告、申請

建築執照需要的文件，關於申請建築執照所需的文件均是由伊處理，申請

到建築執照後再委託水電技師處理消防、給水、電氣、排水、電信等事項，

復委託結構技師做結構計算、鋼筋施工圖，做好後交給被上訴人辦理開

工，開工後，伊要負責監造。在處理上述事務過程中，伊均向上訴人公司

報告』等語，為上訴人所不爭，上訴人既委託被上訴人處理關於土地開發

設計、建築物設計監造等事務，則兩造間存有委任契約，應堪認定。⋯」 

本文尚難認同上開見解，因在承攬契約中，非不得規定承攬人之「報

告義務」，又上訴人雖委託被上訴人處理事務，兩造間雖存有委託契約，

然該契約名稱等並不足以說明該契約之性質即屬委任契約，對此，仍應探

究當事人締約時之目的、約定內容等情以決之。 

（二）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八十九年度上字第一八四號判決 

法院認為「⋯委託設計監造契約之性質究為委任契約？抑為承攬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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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應依契約內容而定，非可一概而論，⋯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處理之

項，除繪製系爭工程預算書、設計圖、社區配置圖、結構圖等圖說外，另

應負責：代向建築主管機關請領建造執照及協助取得使用執照。協同有關

單位人員代向電力公司，自來水公司，瓦斯公司及電信局等公用事業機關

申請及審查手續。協助招標，列席開標，訂工程合約手續及監造工程施工，

並督導施工廠商合約規定切實執行。辦理工程變更設計，並代向有關機關

請領變更執照暨審查手續。解釋工程上之糾紛及疑難問題，簽證工程上有

關案件情事及列席驗收。鑑定工程材材料品質及施工監造，並負鑑定不

實，偷工減料或施工品質欠佳之相關法令上一切責任。於完工日起七日

內，協助辦身工程竣工結算，以及自驗收合格日起十天內協助辦妥工程決

算書及社區成果報告書等事務，上訴人處理此等事務，除自己應完成一定

工作外，其事務之處理，尚應配合相關機關或相關人員始能完成事務，顯

非單純自己完成一定工作即可達成事務之處理，是其性質，顯重在雙方之

信賴關係，而非單純服一定之工作，是其性質應為委任，而非承攬⋯」 

本文尚難認同上開見解，因在承攬契約中，非不得重在雙方之信賴關

係，故「雙方之信賴關係」不應作為區別系爭契約為承攬契約或委任契約

之唯一標準。 

三、混合契約說 

（一）台灣高等法院九十六年度再易字第三七號判決 

法院認為「⋯兩造於系爭契約第三條約定，再審原告之給付義務含提

供系爭工程之可行性評估及綜合規劃，另於第六條約定服務費用之給付條

件，可行性評估服務費用、綜合規劃服務費用各佔 50％，就可行性評估服

務費用部分，再分二階段請款，即再審原告完成可行性評估初稿，經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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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由再審被告認可後，得申請可行性評估服務費用 50％，提出可行性評

估終稿，經期末簡報由再審被告認可後，得申請可行性評估服務費用 50

％，至於綜合規劃服務費用，亦分成二階段，分別提出初稿、終稿，再經

期初簡報、期末簡報由再審被告認可後，始得各請領綜合規劃服務費用 50

％。故再審原告之給付義務，不僅為可行性評估及綜合規劃之一定事務處

理，尚需提出初稿、終稿報告書，更需經再審被告之認可，即亦著重一定

工作之完成，甚為明確。故原確定判決依據系爭契約第六條、第十七條第

六款、再審被告『土城市○○路旁都市計劃用地可行性評估規劃工程委託

技術服務邀標書』等為立據基礎，而認定兩造係約定由再審被告委託再審

原告為其完成一定之工作（技術服務），並於工作完成經認可後，由再審

被告給付報酬之契約，為委任及承攬之混合契約，並無違誤，難認有何適

用法規錯誤之情事。⋯」 

本文尚難認同上開見解，因任何委託事務在被完成之前，勢必經過被

處理之過程，故苟不明察契約當事人之締約目的及約定之主給付義務、付

款辦法等規定，究重於工作之完成或事務之處理，再據以判斷該契約係屬

於承攬契約或委任契約；而逕認為委託之事務，若需被處理，亦需被完成，

則為委任及承攬之混合契約，那恐怕承攬契約無法成為典型契約，因為所

有承攬契約均具有事務處理之性質，而無法與委任契約區別。此外，由民

法第五二九條規定：「關於勞務給付之契約，不屬於法律所定其他契約之

種類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可知，僅當其他典型契約均無適用之餘

地時，該勞務性契約方得適用委任之規定。從而，當契約不屬於承攬契約

時，方有適用委任契約之可能性。 

（二）台灣高等法院八十四年度上字第一四七一號判決 

法院認為「⋯查依契約第三條內容，被上訴人之酬金須於完成一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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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工程達一定之進度始得請求，核與承攬契約在於一定工作之完成，給

付報酬為目的之契約性質相同。然綜觀兩造委託契約內容，要求被上訴人

須具備有建築設計、監造能力之特別要件以觀，又具有委任契約之特質，

即應認本件兩造之委託契約書係承攬與委任之混合契約，而非被上訴人所

主張之委任契約或上訴人所辯之承攬契約。⋯」 

本文尚難認同上開見解，因委任契約固重在事務處理之過程，而強調

受任人之專業資格及能力，但承攬契約亦非不得要求承攬人之專業資格及

能力，故受託人之「專業資格及能力」不應作為區別系爭契約為承攬契約

或委任契約之唯一標準。 

（三）臺灣臺北地方法院九十六年度重訴字第四五六號判決 

法院認為「⋯委任，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理事務，他方允

為處理之契約，至於承攬則係當事人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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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二契約關係相異處，除了委任契

約重在受任人允諾為委任人處理事務，承攬契約則重在承攬人為定作人完

成一定之工作外，受任人就處理之事務有其獨立性，承攬人則需聽從定作

人之指示。⋯工程之規劃、設計及監造牽涉建築師（原告）之專業，非被

告之專業領域，被告根本無從對原告為具體之指示，故僅能約定設計原則

及原告應辦理並完成之事項，至於實際上究竟如何規劃、設計與監造，則

必須尊重原告身為建築師之專業獨立性，足見本件系爭契約並非一般承攬

契約，含有委任契約之性質⋯」 

惟本文尚難認同上開見解，蓋就事務處理權之授予及權限範圍而言，

委任契約於民法第五三一～五三四條規定，原則上事務處理權由委任人授

予當無疑義，而受任人事務處理之權限，則依委任契約或其委任事務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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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定之；至於承攬契約則未規定，顯見承攬關係中，定作人對承攬工作之

進行，原則上無指示監督之權，承攬人就承攬工作之完成，享有高度自主

決定權。 

（四）臺灣臺北地方法院九十二年度重訴字第八三六號判決 

法院認為「⋯承攬側重於工作物之完成，而委任則重在受任人之專業

或資格及處理事實之過程，是於有償委任，原則上應負善良管理人之注意

義務（民法第五三五條參照），而承攬人則就完成之工作負有瑕疵擔保責

任（民法第四九二條參照）；惟無論係工程之設計或監造，因建築工程之

龐大及複雜，自無由設計人或監造人獨自完成之可能，因此得否另聘設計

人員或監工人員尚非判斷其法律性質之重點。查系爭設計監造合約，就設

計部分之性質屬於承攬契約，固無疑義，惟於監造部分，依契約第三條第

四款之工作項目為：『辦理本工程之監造並派工地專任工程人員負責工程

進度及品質控管、基地鑽探、測量監控、施工詳圖審查、材料檢驗、現場

安全管理、定期舉行工地協調會（每週一次），填報工程計價單及各項報

表，辦理工地完工、竣工圖、竣工結算書及竣工報告，會同正式驗收及保

固期滿會勘等工作』，顯見監造之工作係建築師即原告以其專業能力及資

格，為被告處理各項施工時之工程監督事務，並有類似民法第五四○條每

週定期開會向原告報告工程進度及協調工程各項事務之報告義務。再查，

依契約第八條服務費用及付款辦法所訂，設計服務費與監造服務費付款辦

法乃分別訂之，足見二者性質有異，全部設計監造服務費依契約第八條第

一項固係統以工程竣工結算金額（應扣除營造綜保險費、勞工安全衛生設

備費、環保費、包商利稅管理費及營業稅）之百分之三為準。但設計服務

費訂於同條第二項，係於各項設計圖說完成提出經核定後得請領固定比

率，而監造服務費依第三項乃依工程實際完成總進度之百分之二十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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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五十、百分之七十五時，分別按該項工程決標總價扣除間接工程費後

各給付總服務費百分之十，嗣工程完工正式驗收合格並結算無誤獲報審計

單位核備後，將總服務費結算付清。準此，監造服務費實際佔總服務費之

百分之三十，且係依其處理工作之工程進度分段收取，並無須如設計費須

經被告『核定』受領後始得請領之程序。故從二者工作項目、內容及報酬

給付之方式以觀，其性質應屬委任契約。原告將設計與監造之工作內容混

合以觀，而統認系爭契約均屬承攬契約云云，即無足取。⋯」 

本文肯認上開見解。 

四、契約聯立說 

（一）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八十八年度訴字第九七八號判決 

法院認為「⋯原告主張奇晶公司曾向旺宏公司及台積電公司分別承攬

八吋晶圓廠新建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奇晶公司再分別於八十四年五

月十日及同年十二月十八日與原告簽署技術服務合約（下稱系爭服務合

約），將其所承攬工程之設計、監造等工作交由原告負責。⋯依系爭服務

合約第二條服務工作之範圍（SCOPE OF SERVICE）及第三條服務報酬及

付款（COMPENSATION AND PAYMENT）及附件 B付款時程之約定，

系爭服務合約之內容乃分為三部分，亦即（1）前期設計、（2）細部設計、

發包及請照、（3）營建管理等，原告應提供之勞務內容相當清楚，得認

各該階段之約定得獨立存在，亦即得認此三階段勞務提供乃三個勞務契約

之聯立，其契約之效力自應適用其固有之契約規定。而兩造爭執之設計服

務費部分，原告並不否認此等勞務之提供必須提出設計圖說，則依上開說

明並探求兩造真意，此等勞務提供顯重在工作物之完成，要與發包、請照

及營建管理等單純勞務提供屬於委任契約之情形有間，因此，攸關設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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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費用之爭議，即應適用典型之承攬契約，併有民法第一二七條第七款二

年短期時效規定之適用。⋯系爭服務合約既認為係承攬與委任聯立之類

型，關於設計費用爭議部分，仍適用承攬契約之規定，⋯」 

本文對於上開契約聯立之定義，存有異議；蓋所謂契約聯立指的是因

為偶然之因素，當事人同時在一法律文件（如契約書）上締結數個契約，

或當事人同時締結了數個相牽連或互為條件的契約，此異於混合契約係單

一契約中包含數個民法上典型契約之要素在內。簡言之，混合契約與契約

聯立最大之不同在於，混合契約是單一之契約，契約聯立則是複數之契約

125。然而，系爭服務合約顯應是單一之契約，即便再從系爭服務合約當事

人締約之經濟目的以觀，並不重視合約個別部分之特性，而得將之視為一

整體，故系爭合約應以混合契約看待為宜。 

五、小結 

本文將上述法院對於技服契約定性之判斷標準，歸納如表 4-1。經由

該表之彙整，有助於全貌性窺知法院對於技服契約定性之判斷標準；惟對

於相似個案之定性，因法院選擇不同之判斷標準，致結論卻往往不盡相

同。對此，本文認為係因法院之判決，通常僅詳述承攬或委任契約之構成

要件，而對於技服契約之締約目的、具體內涵，以及該締約目的、具體內

涵與承攬或委任契約構成要件間之涵攝過程，均缺乏較精準及細緻地論

述；並因對於技服契約之認識不清，致採用非締約目的或主給付義務之約

定要素，進行契約定性之涵攝。 

                                                 
125 參閱史尚寬，債法總論，台北：史吳伸芳、史光華合刊，1990 年版，頁 10；鄭玉波，民法債
編總論，台北：三民，1990 年版，頁 26；司法院院字第 2287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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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法院對於技服契約定性之判斷標準表 

項次 判斷項目 判斷依據 契約類型

完成一定工作 承攬契約

一 
技服廠商主給

付義務之目的 
處理事務，該事務完成與否則非所問 委任契約

完成一定之工作且經機關核定受領

該工作後，始得請領酬金 
承攬契約

二 
技服廠商酬金

之領取方式 
依其處理工作之工程進度分段收取 委任契約

無庸親自，得使第三人完成工作 承攬契約

自己處理事務 三 
技服廠商主給

付義務之專屬

性 
重在雙方之信賴關係 

委任契約

四 技服廠商之專

業或資格 
要求受託人須具備有規劃、設計、監

造能力之特別要件 
委任契約

五 技服廠商之報

告義務 
定期開會向機關報告工程進度等事

務 
委任契約

 

肆、學說見解及評析 

學說有認為技服契約為承攬契約、委任契約或依當事人真意為準者，

其中以委任契約說為多數，說明併評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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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攬契約說 

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工作之種類，包括無形之設計、評估、鑑定、

審查等126。 

在實務上最重要之承攬，即物之承攬，工作之完成為物之製造、加工、

改良與修繕等，和委任無任何區別上之困擾。對承攬工作之概念，理解愈

寬鬆，愈有可能和委任發生區別上之困難，建築設計委託契約即其適例127。 

本文對於上開學說見解，存有異議。蓋學說上之討論，往往僅詳述承

攬契約之構成要件，對於技服契約之具體內涵，以及該具體內涵與承攬契

約構成要件間之涵攝過程，均缺乏較精準及細緻地論述；故上述學說見

解，應僅適用於概念上之分類與理解；技服工作究屬何種契約類型，仍應

以當事人之締約目的、約定之主給付義務及付款辦法等內容為判斷基礎。 

二、委任契約說 

委任之標的，為事務之處理。處理事務，不僅為委任之目的，亦為與

其他非委任型之勞務契約類型區別之依據。舉凡與吾人生活有關之事項而

得為債之標的者，均為委任所稱之事務，其範圍極廣，學理上當可列舉較

為具體之事例，包括：建築設計、工程顧問、問題諮詢、研究報告⋯等128。 

對於有承受委託處理一定事務之公然表示者，包括所有公開以受託處

理事務為業務之專門職業人士或公司行號，如建築師、各類專業技師、工

程顧問公司⋯等，因其既有公然表示，實已寓有廣為招徠，來者不拒之意，

故對其相對人之要約，苟有未為拒絕承諾之通知，法律上即應視為允受委
                                                 
126 參閱鄭玉波，民法債編各論，上冊，台北：三民，1992 年版，頁 348；邱聰智，新訂債法各
論（中），台北：著者自版，2002 年版，頁 37。 
127 參閱陳自強，民法講義Ⅱ、契約之內容與消滅，台北：學林，2004 年版，頁 246。 
128 參閱邱聰智，新訂債法各論（中），台北：著者自版，2002 年版，頁 190～192；鄭玉波，民
法債編各論，下冊，台北：三民，1992 年版，頁 415頁。。 



 117

任，於是委任契約成立129。 

委任人係著眼於受任人個人之資格能力，基於特別之信賴關係而成立

委任，受任人應自己處理事務130。 

機關與技服廠商簽訂之技服契約，或為委託規劃、或為委託設計、或

為委託監造，如並非完成一定工作，則具有委任契約之特點，其法律性質

為民法上之「委任契約」131。 

本文對於上開學說見解，存有異議。蓋學說上之論述，往往僅及於委

任契約之構成要件，對於技服契約之具體內涵，以及該具體內涵與委任契

約構成要件間之涵攝過程，均缺乏較精準及細緻地論述；故上述學說見

解，應僅適用於概念上之分類與理解；技服工作究屬何種契約類型，仍應

以當事人之締約目的、約定之主給付義務及給付辦法等內容為判斷基礎。 

三、當事人真意說 

有認為建築師法就建築師資格、開業、責任等，設有種種規定及限制。

但就當事人委託設計契約之性質，並無任何規定。故委託工程設計契約究

屬何種契約，自應依當事人意思及習慣加以決定。從而委託工程設計契

約，並非民法上典型之承攬契約或委任契約，而為非典型契約之一種，故

應依當事人意思或習慣解釋委託設計契約，以決其法律問題；若當事人意

思不明，亦無習慣時，始可類推適用民法上承攬或委任之規定132，惟似宜

                                                 
129 參閱鄭玉波，民法債編各論，下冊，台北：三民，1992 年版，頁 422頁；邱聰智，新訂債法
各論（中），台北：著者自版，2002 年版，頁 197；王澤鑑，民法概要，台北：著者自刊，2004
年版，頁 409。 
130 參閱陳自強，民法講義Ⅱ、契約之內容與消滅，台北：學林，2004 年版，頁 252。 
131 參閱謝哲勝、李金松，工程契約理論與求償實務，台北：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2005

年版，頁 23；楊式昌，公共工程契約當事人法律行為之應有認知，中華技術雜誌，第 54 期，2002

年 4 月。 
132 參閱松少雅昭，設計委託契約，建築的法律相談，頁 216；轉引自曾隆興，現代非典型契約

論，台北：著者自刊，1996 年版，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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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係屬承攬性質，適用有關承攬之規定。至於工程監造契約之性質，有

認為屬於承攬者，有認為屬於委任者，亦有認為屬於承攬與委任之混合契

約者，惟仍應視當事人意思定其性質，當事人意思不明時，宜認為屬於承

攬與委任之混合契約133。 

本文認為上開學說見解，在適用上有其困難，因當事人就技服契約之

法律性質，一般均不會加以規定；在我國之實務及學說上，對此亦無共識，

更遑論有習慣之形成；故當履約爭議發生，須確認契約法律性質，以適用

法律時，若欲以當事人意思定其性質，僅能從當事人之締約目的及約定之

主給付義務、付款辦法等，推知當事人之真意，再據以判斷契約之性質。 

四、小結 

國內學者一般均認為承攬契約及委任契約之區分標準為「承攬契約重

於工作之完成；委任契約重於委任事務之處理、受任人之專業或資格」，

惟對於技服契約定性判斷之結論，卻不盡相同。對此，本文認為係因學者

之見解，往往僅詳述承攬或委任契約之構成要件，而對於技服契約之締約

目的、具體內涵等，以及該締約目的、具體內涵等與承攬或委任契約構成

要件間之涵攝過程，則均較法院判決更缺乏論述，致對於技服契約之認識

不清而產生涵攝結果之差異。 

伍、本文見解 

本節以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範本」之規定及配合國內常見

之技服契約內容，作為一般性技服契約之契約類型，據以定性。同時為配

合實務上機關辦理公共工程之規劃、設計或監造時，均會依據工程個案之

                                                 
133 參閱曾隆興，現代非典型契約論，台北：著者自刊，1996 年版，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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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時程、預算等需求，決定須委託技服廠商辦理之工作範疇，而採用

不同類型之技服契約，故將依據本文第三章第三節所分類技服契約之十種

類型，分別加以定性（詳表 4-3及表 4-4）。 

對於實務上存在之十種技服契約類型，予以適當定性後，倘屬混合契

約者，將進一步以學說上對於混和契約之分類方式，進行涵攝，俟定義出

各技服契約所屬學說上之混和契約類型，則進而適用學說上對各該混和契

約類型法律適用之見解，以解決混合型定型化技服契約之適用法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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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一般性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之定性表之一 

契約組合方式及其定性 契約基本

類型 招標方式一之定性 招標方式二之定性 招標方式三之定性 招標方式四之定性

工程規劃

契約 
契約 1 承攬 契約 6 承攬 

工程設計

契約 
(不含協辦
工程招標

及決標) 

契約 2 承攬 

契約 4 承攬 

工程監造

契約 
契約 3 委任 契約 5 委任 

契約 7 混和 

契約 8 混和 

表 4-3、一般性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之定性表之二 

契約組合方式及其定性 契約基本

類型 招標方式 A之定性 招標方式 B之定性 招標方式C之定性 招標方式D之定性

工程規劃

契約 
契約 1 承攬 契約 6 承攬 

工程設計

契約 
(包含協辦
工程招標

及決標) 

契約 2’ 混合 

契約 4’ 混合 

工程監造

契約 
契約 3 委任 契約 5 委任 

契約 7’ 混和 

契約 8’ 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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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規劃契約、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為承攬契約 

（一）非屬委任契約 

工程規劃契約（表 4-2及表 4-3所示之契約 1、契約 6）、不含協辦工

程招標及決標之工程設計契約（表 4-2所示之契約 2）等二個契約，均重

視「廠商及受託人之專業資格、能力」、「處理事務之過程」及「對機關

負有報告義務」，故若不論其能否完成一定工作，均委託其處理，則就此

而言，固非不可認為該契約係屬委任契約。 

惟在重視「廠商及受託人之專業資格、能力」方面，因技服契約之專

業性、複雜性、專案性、時間性等特性134，自無可能僅由受託人一人獨自

負責全部工程之規劃或設計工作，事實上本有使用他人代為履行之必要，

因此得否另聘規劃人員或設計人員，尚非判斷其法律性質之重點。 

另在重視「處理事務之過程」方面，蓋任何委託事務在被完成之前，

勢必經過被處理之過程，故苟逕認為委託事務，若需被處理，則不論是否

需被完成，即有委任契約性質，那恐怕承攬契約無法成為典型契約，因為

所有承攬契約均具有事務處理之性質，而無法與委任契約區別。此外，由

民法第五二九條規定：「關於勞務給付之契約，不屬於法律所定其他契約

之種類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亦可推知，僅當其他典型契約均無適

用之餘地時，該勞務性契約方得適用委任之規定。從而，須先釐清契約當

事人之締約目的及約定之主給付義務、付款辦法等規定，究重於工作之完

成或事務之處理，據以判斷該契約係屬於承攬契約或委任契約後，倘該契

約不屬於承攬契約時，方有適用委任契約之可能性。經查，上述契約為承

攬契約（說明如后），故其非為委任契約。 

                                                 
134 有關技服契約之一般屬性，詳本文第二章、第三節、壹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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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重視「對機關負有報告義務」方面，蓋受託人對於委託人之報告

義務，可能係基於契約規定，亦顯非契約之締約目的及主給付義務，且非

區別承攬契約與委任契約之關鍵因素；故受託人對於委託人之「報告義

務」，不應作為判斷技服契約法律性質之重要標準。 

綜上所述，工程規劃契約、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

等二個契約，非為委任契約。 

（二）締約目的及主給付義務符合承攬契約要件 

從工程規劃契約、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等二契

約當事人之締約目的及約定之技服廠商主給付義務135以觀，為促進工程之

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上述契約更重於完成一定之工作成果，且該成果

須依據契約約定之機關需求、規劃或設計準則、工程預算、品質要求等完

成，並於契約約定之期限內提交機關136，再由機關進行審查，若機關審查

後仍有意見，技服廠商須配合修正至完全符合機關之需求為止，機關方予

以審定及給付酬金；甚且，在工程設計契約，除上述情況外，一般另會要

求技服廠商之設計成果，須經過外部法定審查單位（如建管單位）之審查

同意後，機關方給付酬金（工程規劃廠商工作成果之典型審定流程如圖

4-1，工程設計廠商工作成果之典型審定流程如圖 4-2）。故綜上，工程規

劃或設計契約之廠商顯非僅單純處理事務而不問事務之完成成果，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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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承攬契約要件。 

                                                 
135 有關工程規劃契約及設計契約之主給付義務，詳本文第三章、第二節。 
136 例如「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服務廠商評選作業注意事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即規定：「機

關應於招標文件中明訂：服務廠商於公告固定服務費用之前提下，應於契約規定期限內，預擬完

成以下各項服務成果：1.設計成果：基本設計圖、詳細設計圖、模型或其他。2.報告類：可行性

研究、評估、規劃、設計或其他。3.審查規劃設計圖：土木、建築、結構、水電、空調或其他。
4.發包文件：預算表、施工說明、工程規範、審標書、計算書。5.設計成果之套合。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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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工程規劃契約」技服廠商應提出之工作成果，一般包括： 

1、 計畫概要之研擬。 

2、 測量、地質調查、土壤調查與試驗、水文氣象測量及調查、材料

調查及試驗、模型試驗及其他調查、試驗或勘測。 

3、 都市計畫、區域計畫或水土保持計畫等之調查及規劃。 

4、 計畫需求調查及分析。 

5、 計畫相關資料之分析、整理及評估。 

6、 方案之比較研究及初步規劃。 

7、 計畫成本之初估及經濟效益評估。 

8、 財務之分析及建議。 

9、 風險及不定性分析。 

10、 經營管理方式之規劃。 

11、 計畫期程之擬定。 

12、 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說明書或報告書之編製。 

13、 可行性報告及建議。 

14、 基地位置圖之繪製。 

15、 配置圖之繪製。 

16、 各層平、立、剖面草案構想。 

17、 簡略說明書（含工程進度初估、工程造價概算、面積計算、設備

概要、構造方式及材料種類）。 

另「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技服廠商應提出之

工作成果，一般包括： 

1、 提供基本設計成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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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行性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料之檢討及建議。 

（2） 補充測量、補充地質調查及其他補充調查、試驗或勘測。 

（3） 基本設計圖：配置圖、各層平面圖、各向立面圖、縱橫剖

面圖。 

（4） 綱要規範。 

（5） 施工規劃及施工初步時程。 

（6） 計畫成本初估。 

（7） 細部設計準則。 

（8） 財務計畫。 

（9） 採購策略及分標原則。 

（10） 基本設計報告。 

（11） 結構系統構想。 

（12） 材料種類。 

（13） 構造方式。 

（14） 工程造價概估。 

（15） 水、電、空調、消防等設備系統構想。 

（16） 面積計算、法規檢討。 

2、 提供細部設計成果，內容如下： 

（1） 細部設計圖： 

A、 基地位置圖。 

B、 地盤圖、現況圖。 

C、 建築平、立、剖面配置圖。 

D、 詳細大剖面圖。 

E、 天花板、門窗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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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排水系統。 

G、 裝修表。 

H、 建築結構詳圖。 

I、 水、電、消防、避雷、空調、污水、昇降、停車等

設備詳圖。 

（2） 工程預算書圖。 

（3） 施工規範及補充說明。 

（4） 機電設備之選擇及規範。 

（5） 施工計畫及施工進度。 

（6） 結構計算書。 

（7） 分標計畫。 

（8） 招標文件。 

3、 完成「都市設計審議」送審作業。 

4、 完成「結構外審」送審作業。 

5、 完成「建築物綠建築標章及候選綠建築證書審查」送審作業。 

6、 完成「交通影響評估」送審作業。 

7、 完成「性能法規審議」送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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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工程規劃廠商工作成果之典型審定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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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工程設計廠商工作成果之典型審定流程圖 

（三）付款辦法符合承攬契約性質 

按承攬與委任兩者之區別乃在於當事人是否約定：提供勞務者，有完

成一定工作之義務，且其報酬以完成一定工作為要件。有該約定者，為承

攬；無約定者，為委任。正因承攬重視一定工作之完成，而委任僅以事務

之處理為必要，故於報酬之給付亦有所不同。亦即，委任著重服勞務，其

標的在乎勞務之本身；而承攬則在乎一定工作之完成，其標的在乎服勞務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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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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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給付廠商酬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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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而非勞務之本身，勞務僅為達到工作完成目的之手段而已。因此，

委任僅須有服勞務之事實，無論有無結果，均能獲報酬；而承攬若無結果

時，則不得請求報酬。 

規劃或設計服務契約對於酬金之給付條件，通常均約定為俟技服廠商

提出特定規劃或設計成果，並經機關審定或法定外部審查單位審查同意

後，再為給付；足見上開契約之目的重在工作之完成，且須有一定之結果，

技服廠商始得依約請求給付規劃酬金或設計酬金，亦核與承攬契約在於一

定工作之完成，給付報酬為目的之契約性質相同。 

有關規劃設計酬金之給付條件，依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範

本」規定，建築工程採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之付款辦法如下： 

1、 第一期契約價金 

簽約時，廠商提送服務實施計畫書或說明，經機關核可後，給

付契約價金 10%。 

2、 其他各期契約價金137 

（1） 「規劃」完成，給付契約價金 5%。 

（2） 「基本設計」完成，給付契約價金 10%。 

（3） 「細部設計」完成，給付契約價金 20%。 

（4） 「工程案決標」後，給付契約價金 5%。 

（5） 「工程驗收」後，給付契約價金 5%。 

承上，建築工程以外各類工程採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之付款辦

法如下： 

                                                 
137 惟機關自得依規劃設計之工程大小、工作期程及工作複雜性，適當增加給付期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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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期契約價金 

簽約時，廠商提送服務實施計畫書或說明，經機關核可後，給

付契約價金 10%。 

2、 其他各期契約價金138 

（1） 「設計原則及草案」完成，給付契約價金 5%。 

（2） 「基本設計」完成，給付契約價金 30%。 

（3） 「細部設計」完成，給付契約價金 30%。 

（4） 「工程案決標」後，給付契約價金 10%。 

（5） 「工程竣工」後，給付契約價金 15%。 

此外，另可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付款辦法如下（以下兩項擇一）： 

1、 依核定之工作實際進度，檢附憑證給付。 

2、 其他：由機關依雙方議定條件給付。 

惟實務上之付款辦法，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案例極為少見，一般幾

乎多採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本節所討論之一般性技服契約類型僅

限於後者，蓋採前者之技服契約，其契約性質應被歸屬為委任契約，於另

節中再予討論139。 

（四）小結 

在規模大、複雜性高、變數多之大型工程，機關無法確定規劃或設計

工作之範圍，而無法精確估算酬金標準時，可採實作數量計費，即「服務

成本加公費法」，此種以提供固定服務，請求給付酬金之類型，為委任契

                                                 
138 惟機關自得依設計之工程大小、工作期程及工作複雜性，適當增加給付期數。 
139 參閱本文第四章、第二節、伍、十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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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40；惟此係極少見之例外狀況，非屬本節所討論之一般性技服契約類型。 

本節所論述者，係實務上最常見以「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

計費之技服契約，蓋此種計費方式，便於符合公共工程預算之編擬、核准、

執行及驗收等行政程序要求。依據上開論述可知，一般性之工程規劃契

約、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等二契約應可認為係承攬

契約，當事人未約定之事項，適用民法承攬契約之規定。 

二、工程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為承攬契約與委任契約之混

合契約 

（一）「協辦工程之招標及決標」為工程設計契約之從給付義務 

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之工程設計契約（表 4-3所示之契約 2’）除

有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之性質及內涵外，設計廠商

尚須依機關之需要，協辦工程之招標及決標。 

對設計廠商而言，在工程設計契約中包含協辦工程之招標及決標作

業，只會在設計工作外，略微增加人力支出；換言之，從設計廠商辦理受

託工作之複雜程度、成本結構以及實務上設計廠商並無將「協辦工程之招

標及決標作業」等同於設計工作之意思以觀，「協辦工程之招標及決標」

應可視為其契約之從給付義務。 

（二）「協辦工程之招標及決標」符合委任契約要件 

從契約當事人之締約目的及約定之技服廠商主給付義務觀察「協辦工

程之招標及決標」141，為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技服廠商及

                                                 
140 參閱楊淑文，工程諮詢服務合約之工作內容與酬金給付，仲裁案例選輯 IV，台北：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2000 年版，頁 208 
141 有關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之工作內涵，詳本文第三章、第二節、貳、三所述。 



 131

受託人係依據契約，以其專業資格及能力，協助機關辦理工程之招標及決

標作業，機關對於招標及決標作業仍負有主導權及裁量權；即上述契約重

在一定事務之處理，而非一定工作之完成，符合「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

他方處理事務，他方允為處理」之委任契約要件，故「協辦工程之招標及

決標」應可認為係委任契約。 

有關「協辦工程之招標及決標」，廠商應處理之事務，一般包括： 

1、 協辦各項招標作業，包括參與標前會議。 

2、 協辦招標文件之釋疑、變更或補充。 

3、 協辦投標廠商及其分包廠商資格之審查。 

4、 協辦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5、 協辦契約之簽訂。 

6、 協辦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理。 

7、 招標發包方式之建議。 

（三）混合契約 

綜上，工程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係單一契約，技服

廠商依約須提出設計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及協辦工程招標及決

標（為委任契約，已如前述）之給付；又透過當事人意思表示之解釋可知，

當事人締約之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

契約內設計及監造部分之個別特性，得將之視為一整體，故應以「混合契

約」看待，而非「契約聯立」142。 

                                                 
142 學說及實務上，一般認為「混合契約」係單一契約中包含數個民法上典型（或非典型）契約

之要素在內，與「契約聯立」不同；所謂「契約聯立」是複數契約（典型或非典型），不失其個

性，而相結合。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

頁 122～124；史尚寬，債法總論，台北：史吳伸芳、史光華合刊，1990 年版，頁 10；鄭玉波，
民法債編總論，台北：三民，1990 年版，頁 26；曾隆興，現代非典型契約論，台北：著者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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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 

進一步而言，工程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係當事人在

締結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之設計契約（屬承攬契約）時，在契約中加

入「協辦工程之招標及決標」（屬委任契約）作為從給付義務。換言之，

即當事人在締結典型契約時，在契約條款中加入他典型契約給付內容，作

為從給付義務。因此，工程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為混合

契約中之「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而非「狹

義的混合契約」或「以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143。 

（五）適用法律 

依通說，在適用法律上，「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

型契約」之混和契約應先區分為主要與非主要兩部分，然後整體適用主要

成分之典型契約之規範，非主要部分則被吸收144。 

從而，工程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主要部分為工程設

                                                                                                                                            
1996 年版，頁 2；司法院院字第 2287號解釋。 
143 學說上，一般認為混合契約可分為三大類，其一為：「以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

付」，又稱為「二重典型契約」或「混血兒契約」；意指在雙務契約中，當事人約定非以金錢作為

對待給付，而以他種類債務為給付內容。例如：公寓大廈管理員與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約定，

由管理員提供管理大廈之勞務（僱傭），而區分所有權人則提供房屋予管理員居住（租賃）。此契

約中不同之給付義務，應分別適用各該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即所謂之

「結合說」。另一為：「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意指當事人在締結典

型契約時，在契約條款中加入他典型契約給付內容，作為一方當事人之從給付義務。換言之，即

契約雙方所約定提出之給付，符合典型契約，但一方當事人尚附帶有從給付義務，此從給付義務

為他典型契約之給付。例如：購買瓦斯（買賣契約）又約定使用後返還瓦斯桶（使用借貸）。這

種混和契約應適用主要義務部分之典型契約規定，解決法律適用上的問題，即所謂之「吸收說」。

末一為：「狹義的混合契約」，「混合」一詞，指由不同典型契約之要素合而為一之意思；所謂合

而為一，係指單方之給付內容包含多種典型契約之給付內容。故「狹義的混合契約」與上述兩種

混合契約之差異在於，本類型契約中，債務人一方依一定對價，係提出數種典型契約之給付；而

前述兩種類型則係一方僅提出一種典型契約之主要給付（從給付具有從屬性，為給付之一方，並

無將從給付等同於主要給付之意思），只不過雙方各提不同的之給付內容，故就單方之給付而言，

並無混合之意思，仍為單純之典型契約給付。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

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4以下；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

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0以下。 
144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1999 年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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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服務（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屬承攬契約；非主要部分為協辦工

程招標及決標，屬委任契約；依非主要部分被主要部分吸收之法理，上述

契約整體適用關於承攬契約之規範。 

三、工程監造契約為委任契約 

（一）締約目的及主給付義務符合委任契約要件 

工程監造契約（表 4-2及表 4-3所示之契約 3、契約 5）強調技服廠商

及受託人之專業資格及能力，而具有委任契約特性；然因技服契約之專業

性、複雜性、專案性、時間性等特性145，自無可能僅由監造人一人獨自負

責全部工程之監造工作，實務上本有使用他人代為履行之必要，故得否另

聘監工人員，尚非判斷其法律性質之重點。 

惟即便再從當事人之締約目的及約定之技服廠商主給付義務觀察

146，為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監造廠商係依據契約，以其專

業資格及能力，對工程施工之品質、進度及成本，進行控制及監督，以確

保施工承包商之各階段施工過程及完工，均能符合工程契約之各項要求，

重在依其專業而為事務之處理及監督工程之過程；並有類似民法第五四○

條定期開會向機關報告施工進度及協調施工各項事務之報告義務，以使機

關免受工程施工缺陷、缺失之影響，故亦具有委任契約特性。 

再者，依據一般監造契約規定，監造廠商應負責處理之工作，自施工

承包商之工程契約簽訂時起，迄工程保固期滿時止，期間均應依各階段需

求，逐一處理不同事務；蓋妥適處理工程進行期間各該事務之過程，為監

造工作之重要內容，而非僅僅以工程完工，為其內容；故監造工作所著重

                                                 
145 有關技服契約之一般特性，詳本文第二章、第三節、壹所述。 
146 有關工程監造之工作內涵，詳本文第三章、第二節、貳、四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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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係監造期間處理事務之過程，側重監造人之專業判斷，而非似承攬契

約以工程完成為必要。 

此外，有關監造人，依建築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本文規定：「本法所稱

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可見

監造人係因具備專業知識技能而受任處理監造事務，也因此機關對於專業

部分監造事務，甚至無置喙之餘地；另依同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監造人倘

有變更，應向主管機關備案，足見監造工作及責任，機關尚不得任意變更

由他人承接或由他人代為完成，此與委任契約以受任人自己處理事務為原

則之規定相符，而與承攬契約之規定不同。 

故綜上，工程監造契約重在一定事務之處理，而非一定工作之完成，

符合「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理事務，他方允為處理」之委任契約

要件，亦符合委任契約重受任人專業或資格之特性。 

承上，有關工程監造契約中，廠商應處理之事務，一般包括： 

1、 派遣人員長期留駐工地，監督、查證施工承包商履約。 

2、 施工承包商之施工計畫、預定進度、施工圖、器材樣品及其他送

審案件之審查。 

3、 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4、 施工承包商放樣、施工基準測量及各項測量之校驗。 

5、 督導及查核施工承包商辦理材料及品質管理工作。 

6、 督導施工承包商執行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

作。 

7、 履約進度及履約估驗計價之查核。 

8、 有關履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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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契約變更之建議及處理。 

10、 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1、 竣工文件及結算之審查。 

12、 驗收之協辦。 

13、 協辦履約爭議之處理。 

14、 工程上所有應付款項，得由廠商按照契約之規定，予以審核及簽

發領款憑證，機關憑該領款憑證，直接付與施工承包商。 

15、 凡與工程有關之疑問由廠商解釋之，並得視為最後決定。 

（二）付款辦法符合委任契約性質 

規劃、設計服務酬金與監造服務酬金付款辦法一般係分別訂之，足見

二者性質有異。並非監造廠商於所監造之工程全部完工之前，均不得請領

任何監造酬金，而係依施工承包商之工程施工進度分段收取；換言之，每

當監造廠商處理完畢一定階段之監造工作，即得請領該階段之監造服務酬

金，不論工程最終是否能完工，益證監造契約確屬委任契約，其並無須如

規劃及設計酬金，須經機關審定其工作成果後，始得請領。 

有關監造酬金之給付條件，依工程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範本」

規定，建築工程採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之付款辦法如下： 

1、 依工程進度之每 10%147請款一次或每月請款一次。 

2、 請款金額依「監造服務費*當期工程進度」計。 

承上，建築工程以外各類工程採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法之付款辦

法如下（以下兩項擇一）： 

1、 依工程施工進度每月請款一次，請款金額依「監造服務費×當期

                                                 
147 或機關另行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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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度」計。 

2、 依監造進度148每月請款一次，請款金額依「監造服務費×監造進

度」計。 

此外，亦可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付款辦法如下（以下兩項擇一）： 

1、 依核定之工作實際進度，檢附憑證給付。 

2、 其他：由機關依雙方議定條件給付。 

（三）小結 

綜上，工程監造契約應可認為係有償委任契約，當事人未約定之事

項，適用民法委任契約之規定。 

四、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為承攬契約 

（一）契約特性 

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表 4-2所示之契約

4）係將工程規劃契約及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合併

為一契約，由機關委託一技服廠商辦理；前述之合併，係因當事人締約之

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規劃及

設計部分之個別特性，故將之合併為單一契約；惟因規劃及設計服務之工

作內容及付款辦法，有前後階段之性質，故技服廠商係依據契約條款規

定，於不同階段提出不同之主給付義務，以分別獲得應有之報酬。 

（二）承攬契約 

承上，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為單一契約；

                                                 
148 監造進度係指：依契約規定辦理監造之已監造日期/工程契約工期總日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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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工程規劃契約及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分別均屬承攬

契約（已如前述），故包含工程規劃及設計工作（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

標)之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自應屬承攬契約，

對於當事人未約定之事項，適用民法承攬契約之規定。 

五、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為承攬契約及委任契

約之混合契約 

（一）契約特性 

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表 4-3所示之契約

4＇）係將工程規劃契約及工程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合

併為一契約，由機關委託一技服廠商辦理；前述之合併，係因當事人締約

之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規劃

及設計部分之個別特性，故將之合併為單一契約；惟因工程規劃及設計服

務之工作內容及付款辦法，有前後階段之性質，故廠商係依據契約條款規

定，於不同階段提出不同之主給付義務，以分別獲得應有之報酬。 

（二）混合契約 

承上，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係單一契約，

技服廠商依約須提出工程規劃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工程設計

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及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為委任契約，已

如前述）之給付；又透過當事人意思表示之解釋可知，當事人締約之經濟

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設計及監造

部分之個別特性，得將之視為一整體，故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包含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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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招標及決標）契約應以「混合契約」看待，而非「契約聯立」149。 

（三）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 

進一步而言，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係當

事人在締結工程規劃設計契約（屬承攬契約）時，在契約中加入「協辦工

程之招標及決標」（屬委任契約）作為從給付義務。換言之，即當事人在

締結典型契約時，在契約條款中加入他典型契約給付內容，作為從給付義

務。因此，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為混合契約

中之「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而非「狹義的

混合契約」或「以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150。 

（四）適用法律 

依通說，「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之混和

契約應先區分為主要與非主要兩部分，然後整體適用主要成分之典型契約

之規範，非主要部分則被吸收151。 

從而，工程規劃及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主要部分為

工程規劃服務、工程設計服務（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均屬承攬契

約；非主要部分則為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屬委任契約；依非主要部分被

主要部分吸收之法理，上述契約整體適用關於承攬契約之規範。 

                                                 
149 有關「混合契約」及「契約聯立」之區別，詳前述。 
150 有關混合契約中「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狹義的混合契約」、「以

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之區別，詳前述。 
151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1999 年版，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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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工程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承攬契約及委任契

約之混和契約 

（一）契約特性 

工程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表 4-2所示之契

約 7）係將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工程監造契約合

併為一契約，由機關委託一技服廠商辦理；前述之合併，係因當事人締約

之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設計

及監造部分之個別特性，故將之合併為單一契約；惟因工程設計及監造服

務之工作內容及付款辦法，有前後階段之性質，故廠商應依據契約條款規

定，於不同階段提出不同之主給付義務，以分別獲得應有之報酬。 

（二）混和契約 

承上，工程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係單一契約，

廠商依約須提出工程設計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及工程監造服務

（為委任契約，已如前述）之給付；又透過當事人意思表示之解釋可知，

當事人締約之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

契約內設計及監造部分之個別特性，得將之視為一整體，故工程設計（不

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應以「混合契約」看待，而非「契約

聯立」152。 

（三）狹義的混合契約 

進一步而言，工程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之廠

商依約須提出屬於承攬及委任等兩個典型契約之給付，而機關就技服廠商

                                                 
152 有關「混合契約」及「契約聯立」之區別，詳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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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述給付，僅負有為單一之金錢對待給付；故工程設計（不含協辦工程

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狹義的混合契約」，而非「以不同種類典型

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或「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

型契約」153。 

（四）類型結合契約 

上述屬於不同典型契約之給付內容，在概念上係分離，而非融合於一

個給付之中；故工程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狹

義的混合契約」中之「類型結合契約」，而非「類型融合契約」154。 

（五）適用法律 

依通說，類型結合契約中數個不同契約類型之給付義務，應分別適用

各該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即採「結合說」155。

從而，工程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中有關設計部分

                                                 
153 有關混合契約中「狹義的混合契約」、「以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附有以

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之區別，詳前述。 
154 「狹義的混合契約」可區分成「類型結合契約」及「類型融合契約」。其中，「類型結合契約」

意指一方當事人負有義務，提出數個屬於不同契約類型之給付，彼此間居於等值之地位，且各該

給付內容在概念上係分離；另他方就此數個給付，則僅負有為單一之對待給付（有償契約），或

不負任何對待給付之義務。此類契約在混合契約中，最為常見也最為重要。例如：包膳宿契約，

一方負有提供租賃物及烹飪勞務之義務，他方則只負有給付金錢之義務。通說認為，類型結合契

約中數個不同契約類型之給付義務，應分別適用各該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

力，即所謂之「結合說」。類型結合契約之數個不同類型給付中，有部分給付發生不能、遲延或

不完全給付之情事時，依前述之結合說，債權人原則上僅得就該部分依債務不履行之規定，主張

權利；至於其他部分之給付，仍不受影響。惟如因該部分給付之不履行，致失去當事人締約之目

的時，他部分則例外受其影響，債權人得拒絕其他部分之履行，請求全部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或解

除（終止）全部之契約。另外，「類型融合契約」意指契約當事人約定，將屬於不同契約類型之

給付義務，融合於一個給付之中。例如：以半贈與之意思，將價值二萬元的畫，以一萬元出售，

則此契約同時屬於買賣與贈與，為所謂之混合贈與契約。有關此種混合契約之適用法律問題，學

界通說與德國最高聯邦法院（BGH）均認為混合贈與契約是一種法律漏洞，無法尋得可以適用

的整體規則，須視個別問題、當事人締約於交易上所代表之意義、締結之經濟目的及該契約之特

性，做一綜合判斷。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以下；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

1998 年版，頁 120以下；曾隆興，現代非典型契約論，台北：著者自刊，1996 年版，頁 2。 
155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
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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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具承攬契約性質）及監造部分服務（具委任契約性質）之給付義務，

應分別適用各該部分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 

此外，類型結合契約之數個不同類型給付中，有部分給付發生不能、

遲延或不完全給付之情事時，機關原則上僅得就該部分依債務不履行之規

定，主張權利；至於其他部分之給付，則不受影響。惟如因該部分給付之

不履行，致失去當事人締約之目的者，則其他部分之給付亦將因而受影

響，機關得拒絕廠商該其他部分之履行，而請求全部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或

解除（終止）全部之契約（參閱民法第二二六第二項、第二三二條、第三

六三條、第四三五條第二項）156。 

七、工程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承攬契約及委任契

約之混和契約 

（一）契約特性 

工程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表 4-3所示之契

約 7＇）係將工程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工程監造契約，

合併為一契約，由機關委託一技服廠商辦理；前述之合併，係因當事人締

約之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設

計及監造部分之個別特性，故將之合併為單一契約；惟因設計及監造服務

之工作內容及付款辦法，有前後階段之性質，故技服廠商應依據契約條款

規定，於不同階段提出不同之主給付義務，以分別獲得應有之報酬。 

（二）混和契約 

承上，工程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係單一契約，

                                                 
156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
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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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服廠商依約須提出工程設計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協辦工程

招標及決標（為委任契約，已如前述）及工程監造服務（為委任契約，已

如前述）之給付；又透過當事人意思表示之解釋可知，當事人締約之經濟

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設計及監造

部分之個別特性，得將之視為一整體，故工程設計（包含協助辦理工程招

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應以「混合契約」看待，而非「契約聯立」157。 

（三）狹義的混合契約 

進一步而言，工程設計（包含協助辦理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

之廠商依約須提出屬於承攬及委任等兩個典型契約之給付，而機關就技服

廠商之上述給付，僅負有為單一之金錢對待給付；故工程設計（包含協辦

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狹義的混合契約」，而非「以不同種類

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或「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

之典型契約」158。 

（四）類型結合契約 

上述屬於不同典型契約之給付內容，在概念上係分離，而非融合於一

個給付之中；故工程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狹

義的混合契約」中之「類型結合契約」，而非「類型融合契約」159。 

（五）適用法律 

依通說，類型結合契約中數個不同契約類型之給付義務，應分別適用

                                                 
157 有關「混合契約」及「契約聯立」之區別，詳前述。 
158 有關混合契約中「狹義的混合契約」、「以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附有以

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之區別，詳前述。 
159 有關「狹義的混合契約」中「類型結合契約」及「類型融合契約」之區別，詳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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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該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即採「結合說」160。

從而，上述工程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中有關工程

設計部分服務（具承攬契約性質）、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部分服務（具委

任契約性質）及工程監造部分服務（具委任契約性質）之給付義務，應分

別適用各該部分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 

此外，類型結合契約之數個不同類型給付中，有部分給付發生不能、

遲延或不完全給付之情事時，機關原則上僅得就該部分依債務不履行之規

定，主張權利；至於其他部分之給付，則不受影響。惟如因該部分給付之

不履行，致失去當事人締約之目的者，則其他部分之給付亦將因而受影

響，機關得拒絕廠商該其他部分之履行，而請求全部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或

解除（終止）全部之契約（參閱民法第二二六第二項、第二三二條、第三

六三條、第四三五條第二項）161。 

八、工程規劃、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承攬契約及

委任契約之混和契約 

（一）契約特性 

工程規劃、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表 4-2所

示之契約 8）係將工程規劃契約、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

標）及工程監造契約，合併為一契約，由機關委託一技服廠商辦理；前述

之合併，係因當事人締約之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

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規劃、設計及監造部分之個別特性，故將之合併為單

一契約；惟因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之工作內容及付款辦法，有前後

                                                 
160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
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3。 
161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
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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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之性質，故技服廠商應依據契約條款規定，於不同階段提出不同之主

給付義務，以分別獲得應有之報酬。 

（二）混和契約 

承上，工程規劃、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係單

一契約，技服廠商依約須提出工程規劃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

工程設計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及工程監造服務（為委任契約，

已如前述）之給付；又透過當事人意思表示之解釋可知，當事人締約之經

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規劃、設

計及監造部分之個別特性，得將之視為一整體，故工程規劃、設計（不含

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應以「混合契約」看待，而非「契約聯

立」162。 

（三）狹義的混合契約 

進一步而言，工程規劃、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

約之廠商依約須提出屬於承攬及委任等兩個典型契約之給付，而機關就技

服廠商之上述給付，僅負有為單一之金錢對待給付；故工程規劃、設計（不

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狹義的混合契約」，而非「以不

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或「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

從給付之典型契約」163。 

（四）類型結合契約 

上述屬於不同典型契約之給付內容，在概念上係分離，而非融合於一

                                                 
162 有關「混合契約」及「契約聯立」之區別，詳前述。 
163 有關混合契約中「狹義的混合契約」、「以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附有以

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之區別，詳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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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給付之中；故工程規劃、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

為「狹義的混合契約」中之「類型結合契約」，而非「類型融合契約」164。 

（五）適用法律 

依通說，類型結合契約中數個不同契約類型之給付義務，應分別適用

各該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即採「結合說」165。

從而，上述工程規劃、設計（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中有

關工程規劃部分服務（具承攬契約性質）、工程設計部分服務（具承攬契

約性質）及工程監造部分服務（具委任契約性質）之給付義務，應分別適

用各該部分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 

此外，類型結合契約之數個不同類型給付中，有部分給付發生不能、

遲延或不完全給付之情事時，機關原則上僅得就該部分依債務不履行之規

定，主張權利；至於其他部分之給付，則不受影響。惟如因該部分給付之

不履行，致失去當事人締約之目的者，則其他部分之給付亦將因而受影

響，機關得拒絕廠商該其他部分之履行，而請求全部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或

解除（終止）全部之契約（參閱民法第二二六第二項、第二三二條、第三

六三條、第四三五條第二項）166。 

九、工程規劃、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承攬契約及

委任契約之混和契約 

（一）契約特性 

工程規劃、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表 4-3所
                                                 
164 有關「狹義的混合契約」中「類型結合契約」及「類型融合契約」之區別，詳前述。 
165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
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3。 
166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
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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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契約 8＇）係將工程規劃契約、工程設計契約（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

決標）及工程監造契約，合併為一契約，由機關委託一技服廠商辦理；前

述之合併，係因當事人締約之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

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規劃、設計及監造部分之個別特性，故將之合併為

單一契約；惟因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服務之工作內容及付款辦法，有前

後階段之性質，故技服廠商應依據契約條款規定，於不同階段提出不同之

主給付義務，以分別獲得應有之報酬。 

（二）混和契約 

承上，工程規劃、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係單

一契約，技服廠商依約須提出工程規劃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

工程設計服務（為承攬契約，已如前述）、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服務（為

委任契約，已如前述）及工程監造服務（為委任契約，已如前述）之給付；

又透過當事人意思表示之解釋可知，當事人締約之經濟目的，在促進工程

之完工及公共利益之實現，並不重視契約內規劃、設計及監造部分之個別

特性，得將之視為一整體，故工程規劃、設計（包含協助辦理工程招標及

決標）及監造契約應以「混合契約」看待，而非「契約聯立」167。 

（三）狹義的混合契約 

進一步而言，工程規劃、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

約之廠商依約須提出屬於承攬及委任等兩個典型契約之給付，而機關就技

服廠商之上述給付，僅負有為單一之金錢對待給付；故工程規劃、設計（包

含協助辦理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為「狹義的混合契約」，而非「以

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或「附有以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

                                                 
167 有關「混合契約」及「契約聯立」之區別，詳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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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168。 

（四）類型結合契約 

上述屬於不同典型契約之給付內容，在概念上係分離，而非融合於一

個給付之中；故工程規劃、設計（包含協助辦理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

契約為「狹義的混合契約」中之「類型結合契約」，而非「類型融合契約」

169。 

（五）適用法律 

依通說，類型結合契約中數個不同契約類型之給付義務，應分別適用

各該給付所屬契約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即採「結合說」170。

從而，上述工程規劃、設計（包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及監造契約中有

關工程規劃部分服務（具承攬契約性質）、工程設計部分服務（具承攬契

約性質）、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服務（具委任契約性質）及工程監造部分

服務（具委任契約性質）之給付義務，應分別適用各該部分給付所屬契約

類型之法律規定，以判斷其效力。 

此外，類型結合契約之數個不同類型給付中，有部分給付發生不能、

遲延或不完全給付之情事時，機關原則上僅得就該部分依債務不履行之規

定，主張權利；至於其他部分之給付，則不受影響。惟如因該部分給付之

不履行，致失去當事人締約之目的者，則其他部分之給付亦將因而受影

響，機關得拒絕廠商該其他部分之履行，而請求全部不履行之損害賠償或

解除（終止）全部之契約（參閱民法第二二六第二項、第二三二條、第三

                                                 
168 有關混合契約中「狹義的混合契約」、「以不同種類典型契約之給付互為對待給付」、「附有以

他種類典型契約給付為從給付之典型契約」之區別，詳前述。 
169 有關「狹義的混合契約」中「類型結合契約」及「類型融合契約」之區別，詳前述。 
170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
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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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三條、第四三五條第二項）171。 

十、例外情形：十種技服契約類型均為委任契約 

前述工程規劃契約、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等二

契約為承攬契約，係本於實務上慣用之一般性定型化技服契約內容，所為

之判斷；另實務上極少見之特殊性定型化技服契約之法律性質，說明如下。 

在規模大、複雜性高、變數多之大型工程，機關倘無法確定規劃或設

計工作之範圍，而無法精確估算酬金標準時，可採按實作數量計費，即「服

務成本加公費法」，此種以提供固定服務，得請求給付酬金之類型，為委

任契約172；故在極少見之例外狀況下，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費之非

典型工程規劃契約或工程設計契約（不含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等二契

約，即為委任契約。準此，因協辦工程招標及決標、辦理工程監造等技服

工作，亦為委任契約（如前所述），故在上開例外狀況下，前述十種技服

契約類型均屬委任契約。 

                                                 
171 參閱王澤鑑，債法原理(一)－基本理論‧債之發生，台北：著者自刊，2001 年版，頁 125；
詹森林，非典型契約之基本問題，民事法理與判決研究，台北：著者自刊，1998 年版，頁 125。 
172 參閱楊淑文，工程諮詢服務合約之工作內容與酬金給付，仲裁案例選輯 IV，台北：中華民國

仲裁協會，2000 年版，頁 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