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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固定價金型及成本計價型契約旨均在以具效率性之採購，滿足

政府所需。廠商於履行固定價金型契約時，應依議定之價金履約，

且控制經費之支用，故負擔甚高之財務危險；但採購機關常有不能

訂定精確技術規格及預估研發成本之困擾，則可考慮使用成本計價

型契約，蓋該型契約之工作規範，得以較不精確之文字敘述之，政

府不論廠商是否已完成履約工作，均同意支付其因履約所支付之可

被允許費用，故機關負擔大部分之危險。因此，兩種契約之條款明

顯不同。 
美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便大量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從事研

發及製造軍事裝備，一九六○年前美國防部以成本計價型契約支出

其總採購金額之比例達百分之四十，NASA於一九九二年以成本加

計酬金法所採購研發及管理標的之金額占全年採購預算之百分之七

十六，約一百三十四億美元，該型契約一直為該署最常使用之契約

類型。美國國防部迄今仍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以研發主要系統，二

○○七年共使用七百八十億美元，占國防預算百分之二十五，該型

契約條款仍為美國採購機關使用中。 
本文主要依據美國採購法令之條文予以論述，並兼論該國法院

判決及各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判斷，藉以研究契約主體在該型契

約之義務，同時檢視美國及我國之法令及實務，最後謹提供檢討及

修法建議，以求法制完備。 

 
關鍵詞：政府採購、固定價金型契約、成本計價型契約、採購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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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成本計價型契約（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亦稱之成本償

還契約，係指採購機關與廠商於訂立採購契約時，僅預估廠商所需

之總成本，並不具體約定契約價金，廠商不論工作完成與否，採購

機關皆應依約給付其履約時所支付之合理成本。機關支付廠商之成

本或利潤，非經機關另行同意，以契約規定者為限之謂1。成本計

價型契約可使廠商負擔較少之財務危險，而大部分之財務危險則由

採購機關負擔。採購機關為何要負擔較高之財務危險？其實務及理

論之正當性均有待研究。 
成本計價型契約之所以在美國被使用已近一世紀，當然也是為

了採購機關之利益而設，蓋採購機關在採購複雜且充滿不確定之標

的時，如使用固定價金（fixed-price）型契約，則其結果可能導致

其與廠商間形成雙輸之局面，事實上廠商極可能遭遇甚多之重大困

難，在固定價款之壓力下，便不得不提高價款及減少支出，如仍無

法奏效，則廠商將遭受巨大之損失，甚至導致廠商聲請破產2，採

購機關必須面對諸多履約糾紛，卻無法獲得所需之標的以完成採購

任務，然適當地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有助於廠商全力投入採購標

的之完成，可有效地解決廠商及採購機關間財務危險負擔之問題，

增加廠商參與政府採購之意願，有利於機關完成採購任務。 
再從廠商追求利潤之角度而言，成本計價型契約中，採購機關

應支付廠商任何合理之成本及議定之利潤（fee），機關可以嚴格

之查帳以有效控制廠商之成本，廠商與採購機關間彼此相互對立之

情形，相較於採用固定價金型契約時較不嚴重，然廠商和採購機關

                                                   
1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FAR 16.301-1; JOHN CIBINIC, JR. & RALPH C. 

NASH, JR.,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ING 1-2 (2004).  
2 CIBINIC &. NASH, id. a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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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律關係如何，本文將予以探究。 
成本計價型契約之設計著重於由政府負擔廠商履約之成本、利

潤及較大危險，而固定價金型契約則要求廠商負擔較大之履約中危

險3，因此二種契約內容顯有不同，若機關以固定價金型契約為基

礎之契約要項、契約範本或投標須知運用於成本計價型契約，必生

違誤；同理，成本計價型契約與固定價金型契約之履約亦不相同，

本文所欲探討者即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履約，以供研究之參考。 
採購機關與廠商簽訂成本計價型契約時，應支付廠商履約時所

付之合理成本，如另議定應支付廠商利潤時，則尚應依約計算其應

得之利潤，並支付之4。然其契約條款如何約定？除我國政府採購

法之「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及採購契約要項第四十條規定：「契約價金以成本加公費 
法5計算者，應於契約訂明下列事項：廠商應記錄各項費用並提

                                                   
3 履約中危險（risk），亦可稱履約中風險，依據FAR 16.104規定，機關於選擇

適 合的 採 購 契 約 時， 應 考 量 各 種因 素 ， 例 如 價金 分 析 、 價 金競 爭 、 各 種危

險……等，而所謂之危險主要指成本（cost）危險，但亦不排除滅失（loss）危

險及其他危險，對於需求複雜之採購案件，特別是研究及發展型案件，由於履

約之不確定性及契約內容易變更，機關不易估算履約成本，故可承擔較大的危

險。又對於急迫需求之採購案件，機關亦得承擔較大的危險並提供足夠誘因，

以使廠商能及時完成履約。此外，FAR 15.404-4(d)(1)(ii)規定，機關於審查廠

商投標文件時，應對其所提議之契約類型及所涉相關危險予以考量，包括：成

本效益、契約期限、需求急迫性、履約效率等，在機關決定使用確定固定價金

型契約（firm-fixed-price contract）時，廠商應負擔最大成本危險（greatest cost 
risk）。RALPH C. NASH, JR., STEVEN L. SCHOONER & KAREN R. O’BRIEN, THE 

GOVERNMENT CONTRACTS REFERENCE BOOK 454 (1998). 
4 FAR 16.301-1. 
5 所謂「公費法」之定義為何並不明確，採購契約要項或其他政府採購法之子法

並無定義條文，「公費法」應非會計名詞，主管機關應明定其意義。龍毓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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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經機關認可之憑證，機關並得至廠商處所辦理查核；成本上限

及逾上限時之處理。」規定「成本加公費法」及審計法第六十條規

定：「各機關營繕工程及定製財物，其價格之議訂，係根據特定條

件，按所需實際成本加利潤計算者，應於合約內訂明；審計機關得

派員就承攬廠商實際成本之有關帳目，加以查核，並將結果通知主

辦機關。」之「成本加利潤計算」外，其他中央6或主計法規7均未

對之有任何定義或解釋，然上述法規甚為簡陋，無法規範複雜的成

本計價契約之法律關係，更遑論有關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契約條款，

故有待自法律理論及實務面予以研究之必要。 
本文之所以以美國聯邦政府之採購制度為探討中心，係因其採

購法已行之逾百年，不僅體系健全更能結合科技、管理、經濟及會

計等知識，使理論與實務密切結合，充分發揮引導工商業發展及繁

榮社會之效果；再者，美國係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
zation, WTO）中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
curement, GPA）之締約國，其採購之相關法規及實踐均須接受

WTO之貿易檢視8，其符合GPA之規範亦即符合世界貿易規範之正

                                                                                                                        
譯，會計辭典，1980年5月；高造都主編，會計學名詞辭典，2005年3月；費鴻

泰、王怡心，成本會計，2001年2月。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3條服務成本加公費

法之2規定：「公費，為定額   元（由機關於決標後填寫），……。」該

「公費」似為「利潤」或「費用」之意，故同條款之1所規定「服務成本加公

費法之服務費用   元（由機關於決標後填寫，……）似可改為「服務成本

加利潤或費用   元（由機關於決標後填寫，……）」，較為明確。 
6 全 國 法 規 資 料 庫 ， 網 址 ： http://law.moj.gov.tw/， 最 後 瀏 覽 日 ： 2008年 9月 16

日。 
7 主計法規及相關規定，網址：http://law.dgbas.gov.tw/，最後瀏覽日：2008年9

月16日。 
8 WTO, 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 (“TPRM”), 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434-37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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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性，實不容置疑。我國廠商如欲拓展商機，則充分瞭解美國聯邦

政府之採購制度實屬必要，故美國採購法之制度頗有參考價值，因

此本文即以美國聯邦政府之採購制度為研究中心。 
已有許多學者從諸多複雜的經濟學角度檢視成本計價型契約，

結果發現該型契約符合經濟學的理論9；再者從美國聯邦政府採購

                                                   
9 著名經濟學者寇斯（Ronald H. Coase，1991年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以交易

作為研究之對象，並指出：不使用交易成本這個概念，實無法瞭解經濟體系之

運作，也不能分析經濟體系中的許多問題或制定可靠的政策。人們會和何人交

易 ，簽 訂 何 種 契 約或 提 供 何 種 產品 或 勞 務 ， 都會 受 交 易 成 本大 小 的 影 響。

RONALD H. COASE,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1988) 中譯本：陳坤

銘、李華夏譯，廠商、市場與法律，頁11、17，1995年。但寇斯並未進一步對

交易成本之要素及特性等予以分析，一直到威廉森（Oliver E. Williamson）提

出交易成本理論（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簡稱TEC）後，始引起注意，諸

多經濟學者開始對此進行研究。威廉森認為交易成本之特質有三個主要構面：

交易頻率（ frequency）；資產特性（asset specificity）；及不確定性

（uncertainty）等，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

TALISM 72 (1985). 威廉森自經濟學角度分析交易成本，雖有見地，並引起諸多

學者群起研究，影響深遠，不過仍有其缺點，且自政府採購之角度而言，卻未

必完全適用，在缺乏實證之情況下，該理論之正確性容易遭人質疑。Howard 
A. Shelanski & Peter G. Kle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11, 2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

TION, 341 (1993). 相較於交易成本理論，FAR之規定係由實務所產生，具體可

行，且合符市場機制之自由競爭基本法則，較具參考價值。FAR 1.101, 1.201-
1. 
又諸多經濟學者認為成本計價型契約符合經濟學理，其重要之理論如下： 
一、最適化競爭 
  政府採購之廠商或屬於完全競争廠商或屬獨占廠商或屬寡占廠商，但這三

種廠商都將面臨潛在競爭的威脅，王鳳生，經濟學——個體生活世界之解讀，

頁8-1、10-32，2004年。ROBERT ERNEST HALL & MARC LIBERMAN,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2005). 中譯本：賈昭南編譯，經濟學，頁173-
239，2005年。廠商參與政府採購的競争程度增加時，機關之發包價格會降

低，但其內部的管理或作業成本則會增加，也就是，競標廠商愈多，則發包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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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將降低，而機關所支出審查投標文件、協商及開標之管理成本亦會增加。但

不論政府採購協定或是我國及美國的政府採購法規均不能限制投標廠商之數

目，蓋機關因廠商家數增加而增加之成本並不顯著，再者，一旦限制投標廠商

之數目，必將剝奪其中若干廠商公平競争的機會，而違反政府採購協定之不歧

視原則。GPA, ArticleⅢ，故採購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規定使用成本計價型契約

採購時，除有限制性招標中特殊情形外，均應以公開招標之方式進行採購。美

國聯邦採購之法規中並無違反該理論之情形。 
二、機關對成本計價型契約之需要性 

採購機關使用固定價金型契約是否較使用成本計價型契約節省成本？一般

認為：在廠商競争之情形下，機關使用固定價金型契約可獲得最低的發包價

格，固定價金型契約亦可較成本計價型契約節省行政管理成本，例如，駐外代

表之派遣等（成本計價型契約亦會使廠商增加行政管理成本），然成本計價型

契約也有其優點，例如，機關提供廠商使用最新科技以加速完成採購標的之誘

因等，廠商為尋求利潤，便會努力降低成本，政府亦隨之降低價金之支出，故

二種契約各有其優點，並不容易判斷何者絕對節省成本。再者，由於採購機關

不會將廠商各項成本資料公布周知，且使用成本計價型契約之廠商亦無使用固

定價金型契約之前案可供比對，因此經濟學家們很難推論何者較節省成本。

David B. Johnson, Some Problems of Cost-Plus Contracts, 14(4)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 220-21 (1959). 機關於諸多情形下仍有使用成本計價型契

約之需要，例如，若干工程採購過於巨大，機關無法預估成本，廠商則因無法

預判履約中的危險，而不願使用固定價金型契約；在軍事採購中，使用成本計

價型契約之必要性更是明顯，其所需之標的物常屬量小未達經濟規模，且性質

與普通商品有異，廠商不易估算成本；因而拒絕投標，故機關仍有使用成本計

價型契約之必要性。此外，為縮短獲得時程以滿足戰備所需，同時軍事需求變

更頻繁，軍事機關要求廠商應動員一切人力及物力從事生產，產品亦須不斷隨

需求變更而變更，考量時程等的因素顯然較價格重要，故於契約中給予廠商加

速 生 產 等 之 誘 因 ， 而 願 採 用 成 本 計 價 型 契 約 。 John Perry Miller, Military 
Procurement Policies: Word War II and Today, 42 AMERICAN ECONOMIC REV. 453-
55 (1952). 採購機關計畫採購須經研發之標的時，需要廠商的創新能力，或不

能精確描述標的規格時，亦可使用成本計價型契約，例如，機關計畫採購後天

免疫缺乏症候群之治療藥品時，便難要求廠商使用固定價金型契約，蓋廠商如

同意接受固定價金型契約，仍將難以解決履約之不確定性，其必須支付巨額經

費從事研究，甚至迄破產止，恐亦難研發成功，退一步而言，即便廠商同意接

受固定價金型契約，其在固定價金壓力下，亦可能縮減研發工作或偽造試驗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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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此顯不符合政府之利益，而若廠商使用成本計價型契約，則較能專心從事

研發。BARRY L. MCVAY, GETTING STARTED IN FEDERAL CONTRACTING 157-58 
(1996). 
三、政府對成本之控制 

採購機關代表國家使用公帑，不得浪費納稅義務人所納的任何金錢，故必

須監督廠商於議約及履約時，不得有不合理或浪費之情形，例如，廠商於執行

成本計價型契約時，希望機關負責案內勞工退休金部分能涵括至訂約之前的某

一時間點，但採購機關則應堅持勞工退休金之給予應按勞工服案內勤務之日

數，及非服案內勤務之年資，依比率由政府及廠商分擔。 
採購機關於計算廠商人力成本時，必須將不同的人力需求、工資予以分

類，若干專業的工作，例如，原子能工程，並非當地勞工所能勝任，必須由外

地聘請專業人員擔任，再由於其工作可能接觸輻射危險，故工資成本較其他行

業之工資為高。如政府將公有之財產交由民營，或廠商間有合併情形發生，則

勞工之工資、退休金等支出均有可能增減，則機關應支付之成本及利潤亦隨之

增減，由於問題較為複雜，採購機關可委請專家精算，只要政府能適當地監控

廠商支出，成本計價型契約並不會造成不必要之支出。Johnson, id. at 220-26. 
廠商之各項成本支出必須經既定的審計程序（auditing process），方得推算出

其合理的經濟模型。Jean-Jacques Laffont & Jean Tirole, Using Cost Observation 
to Regulate Firms, 94 (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4-36 (1986). 
四、以誘因控制廠商履約 

採購機關與廠商簽訂成本計價型契約後，如廠商能依約達成契約規定之誘

因目標，經審核無誤後便應給付誘因費，然有學者指出，若廠商同時承接若干

採購案（採購者可能是私法人），並於同一工廠履約時，則採購機關常不易區

分各種成本與其中何者採購案之關聯性及其合理性，廠商可利用此盲點從政府

多給付之成本中，獲得較高之利潤，即便廠商是獨占廠商，其生產較無效率，

亦可能因此而獲得較高之利潤。但此種現象並非無解決之道，即由採購機關創

造廠商間競争之情形以獲得比較利益，如預算等條件許可，採購機關可同時發

包二個獨立的、均採用成本計價型契約的研發採購案，比較何者對政府較為有

利；採購機關亦可將一採購標的物之研發及生產區分為二階段，於研發階段中

使用成本計價型契約，並要求廠商應將執行該購案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移歸政

府所有，採購機關再於生產購案中使用公開招標方式，並授權得標廠商從事生

產，則廠商必降低其成本及利潤之報價，政府可獲得最佳之比較及競争利益。

William P. Rogerson,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the Defense Procurement Process, 8 
(4)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2-77 (1994). 



10 政大法學評論                                   

 

第一一○期 

機關使用該型契約之實務予以探討。百年來美國國力之所以強大，

在科技及軍事等方面保持世界領先地位，究其因素固多，然其重視

研發及生產新系統、新設備，願擔負廠商履約的危險，並給予廠商

合理之誘因費，促使廠商努力達成採購目標之作法，難謂無積極之

                                                                                                                        
五、訊息不對稱的問題 

採購機關與廠商簽訂成本計價型契約後，在設計階段中契約雙方取得之訊

息大致是對稱的，但此後廠商進入生產階段，則廠商必然擁有較機關多的成本

訊息，換言之，廠商所知道的是採購機關並不知道的，契約雙方存在著訊息不

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訊息不對稱將產生「逆選擇」（adverse selec-
tion）及「道德危險」（moral hazard）二個「訊息經濟學」（Information Eco-
nomics）所探討的問題。廠商依約進行履約行為，其履約行為之良窳影響契約

價金之給付，若機關難以確定廠商支付成本之合理性，則廠商履約與利潤間便

難有明確對應關係，由於採購機關與廠商之間的訊息不對稱所引起的諸多問

題，經濟學稱之主理人——代理人模式（ the principal-agent model）。王鳳

生，同前註，頁13-17、13-29。ROBERT S. PINDYCK & DANIEL L. RUBINFELD, MI-

CROECONOMICS 632-37 (1998). 
道德危險係指擁有私人訊息的資訊優勢者（例如，採購機關不太可能監督

廠商履約時的每一細節，廠商便是擁有資訊的優勢者），其有動機在交易契約

確定後，採行損害對方而自己獲利的行為，例如，廠商員工於運送物品時故意

駕駛卡車多繞道，消耗汽油，冀圖能多獲得成本及利潤之給付，故道德危險會

產生無效率的現象，廠商有此心理似不可避免。Laffont & Tirole, id. at 635. 經

濟學者們認為要有效抑減道德危險，政府應支付廠商高額誘因，該誘因將提供

訊息予廠商員工，激勵其工作士氣，提升整體效率。如廠商於其內部管理時使

用效率工資（efficiency wages），則可達到遏阻員工怠工的目的。此外，採購

機關亦可與廠商針對現存的道德危險，共同制定各種專業的法規以嚇阻道德危

險之發生。王鳳生，同前註，頁13-19、13-29。PINDYCK & RUBINFELD, id. at 
629-32. 而逆選擇是指廠商在交易契約之完成前，故意隱匿有益於己的私人訊

息使契約得以完成，逆選擇現象會形成「劣幣驅逐良幣」的反淘汰現象，不過

如採購機關使用公開競標方式選擇得標廠商，並規定嚴謹的招標文件，則逆選

擇現象就不會產生，即便廠商是獨占廠商，採購機關於契約中所規定之誘因條

款，可促使廠商努力節省成本，達成誘因目標，政府因而受益，逆選擇現象亦

不致發生。Rogerson, id. at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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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事實上，美國各採購機關對於不能確知採購成本之購案，仍

無法避免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彼等機關均發現成本計價型契約於

此情況下顯較固定價金型契約合宜10，故經美國實務之驗證，成本

計價型契約應可為採購機關所使用。 
成本計價型契約之理論及實踐所涉範圍甚為廣泛及複雜，然每

一環節均關係廠商及採購機關之權利義務，影響甚大，採購機關不

論在招標、決標及履約階段之行為，均有詳予研究之必要，然囿於

本文篇幅有限，故並不討論成本及利潤之價金協商、決標、成本之

可允許性及稽核，但將於討論成本計價型契約之體系時，敘述該型

契約之種類。 
有鑑於國內鮮少有學者探究採購中成本計價型契約之文獻，因

此引發本文探討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動機。本文先探討成本計價型契

約中價金之控制，再研究契約變更、遲延交運、檢驗及瑕疵擔保責

任、契約終止、分包及政府提供之財產等履約問題等，不但以該國

法院判決或審計長之判斷等以為借鏡，並兼從我國實務或學理面予

以解釋及檢驗，最後則對我國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中缺漏部分

提出建議，冀望能提供學術及實務界參考。 

貳、體系及沿革 

一、體 系 

在美國採購法規中，按照契約中給付價金方式之不同，可將採

購契約主要歸類為固定價金契約（fixed-price contracts）11、成本償

                                                   
10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6-8. 
11 FAR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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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性契約（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12、誘因契約（incentive 
contracts）13、及不確定交付契約（indefinitive-delivery contracts）14

等。此外，美國聯邦採購規則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FAR）第16.6章尚規範期間暨原料契約（time-and-materials con-
tracts）、工時契約（labor-hour contracts）及意思表示契約（letter 
contracts）等類型，其中固定價金契約又可區分為：確定固定價金

契約（firm-fixed-price contracts）15、隨經濟價格調整之固定 價金契

約（fixed-price contracts with economic price adjustment）16、固定價

金誘因契約（fixed-price incentive contracts）17、固定價金日後再決定

契約（fixed-price contracts with prospective price redetermination）18、

固定上限價金回溯再決定契約（fixed-ceiling-price contracts with 
retroactive price redetermination） 19及工作效率之固定價金契約

（firm-fixed-price, level-of-effort term contracts）20等；而固定價金

型契約在我國已被普遍使用多年，國人對之並不陌生，我國「採購

契約要項」第三十九條亦有規範21，故本文對之不予討論。此外，

                                                   
12 FAR 16.3. 
13 FAR 16.4. 
14 FAR 16.5. 
15 FAR 16.202. 
16 FAR 16.203. 
17 FAR 16.204. 
18 FAR 16.205. 
19 FAR 16.206. 
20 FAR 16.207.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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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調整之項目及金額。 
調整所依據之物價、薪資或其指數及基期。 
得調整及不予調整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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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暨原料契約、工時契約及意思表示契約等，在國內亦屬常見，

且內容尚非複雜，不易產生糾紛，較無研究之價值，故亦不予討

論。 
至於成本償還性契約及誘因契約則共規範六種不同之契約類

型： 
成本契約（cost contract）22； 
成本加固定利潤契約（ cost-plus-fixed-fee contract，簡稱

CPFF）23； 
成本加誘因費用契約（cost-plus-incentive-fee contract，簡稱

CPIF）24； 
成本加酬金契約（cost-plus-award-fee contract，簡稱CPAF）25； 
成本分擔契約（cost-sharing contract）26。 
又不確定交付契約（indefinite delivery contracts）亦得以成本

計價之方式予以訂立，故亦可歸類為成本償還性契約之一種，本文

將一併予以分析。 

                                                                                                                        
調整公式。 
廠商應提出之調整數據及佐證資料。 
管理費及利潤不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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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AR 16.302. 
23  FAR 16.306. 
24  FAR 16.304; 16.405-1. 
25  FAR 16.305; 16.405-2. 
26  FAR 1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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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沿 革 

美 國 

美國聯邦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大量使用成本加成本百

分比契約（ cost-plus-percentage-of-cost或 cost-plus-a-percentage-of-
cost，簡稱CPPC）以採購需求緊急之設備，然國會於戰後調查卻發

現該類契約有害於美國政府，遂立法禁止使用27。在二次大戰時，

                                                   
27 所謂成本加成本百分比契約係指以廠商履約成本之若干百分比作為決定利潤之

基礎，再將成本合計利潤而成契約價金之契約。在該類型之契約中，廠商之利

潤係以其履約成本之比例而定，廠商履約之成本愈高，則政府應支付之價金就

相對愈高，這種誘因之給付方式對政府而言是危險的，故國會立法禁止使用此

類型契約。見Muschany v. United States, 324 U.S. 49 (1944)。美國聯邦法典10 
U.S.C. § 2306(a)及41 U.S.C. § 254(b)明文規定：CPPC之訂約方式應被禁止使

用 （ cost-plus-a-percentage-of-cost (CPPC) system of contracting shall not be 
used.）由於法律條文規定凡使用類此之訂約方式（system of contracting）均被

禁止，也就是不僅契約約明採用CPPC型計價方式固屬違法，即使是實際上使

用CPPC型計價方式亦為法之所禁。一般而言，如廠商支付更多之成本，則因

此而獲得利潤者，即屬違法。美國聯邦巡迴法院曾作如下之判決：「本院自始

即同意由國會審計長所發展用以判斷一契約是否為CPPC類型之通用標準：

機關之給付價金係依照一預先確定之利潤比例為之；該預先確定之利潤比例

係適用於廠商之實際履約成本；廠商得向政府請求額外費用之數額於訂約之

初係未確定者；廠商得向政府請求額外費用之數額與廠商所增加之履約成本

係相對稱的。參看55審計長報告554,562 (1975)。該等標準將「CPPC之訂約方

式」具體條文化，這無疑正是國會禁止使用該型契約之原意。」 
 見Urban Data Sys. Inc. v. United States, 699 F. 2d 1147 (Fed, Cir. 1983);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46-47. 美審計長便依此標準檢視無數的成本計價型契

約 是 否 為 違 法 之 CPPC型 契 約 ， 並 做 出 甚 多 之 處 分 ， 諸 如 ： 如 在 間 接 成 本

（indirect costs）上設定比例以支付利潤係屬違法；如契約係按確定之間接費

用分攤率（overhead rates）計算利潤比率亦屬違法。35 Comp. Gen. 434 (B-
126794) (1956); 35 Comp. Gen. 63 (B-120714) (1955). 在支付分包合約商之價金

上設定比例，以支付利潤或是在物料成本上設定支付利潤之比例均屬違法。

System Eng’g. Assocs. Corp., ASBCA 21846, 77-2 BCA ¶ 12, 740. 又縱使在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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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又開始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而是時最常用的是成本加固定

利潤契約（CPFF）型式之契約，該型契約未曾遭國會之批評。在

韓戰時期，美軍使用CPFF契約以推展研究及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簡稱R&D）工作及生產軍用裝備，到了一九五○年

代後期，隨著成本加誘因費用契約（CPIF）契約之出現，採購機

關大量使用CPIF契約以從事生產工作，在一九六○年代之前美國

國防部以成本計價型契約支出其總採購金額之比例高達百分之四

十28。 
當羅伯‧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於一九六一年擔任國

防部長時曾下令對訂約之程序進行全面檢查，其中成本計價型契約

之濫用被列為缺點，結果導致聯邦政府儘量使用固定價金型契約，

同時，又發現CPFF型契約和誘因型契約之差別在於前者所給付廠

商之利潤係固定不變的，這和廠商履約之良窳無關，而後者則不

然。是時，美國政府之政策是鼓勵使用固定價金型及誘因型契約，

然大多數之研究工作係以成本計價型契約進行，而發展型工作則使

用固定價金誘因型（fixed-price-incentive）契約，軍方並於跨年度

之生產案的總價金上訂定一上限以保護政府公帑。 
至一九六○年後期，由於該項政策之偏差，導致美國數家主要

廠商無法蒙受因簽訂固定價金型契約而遭致之損失，紛紛面臨破產

                                                                                                                        
價金上設定上限（ceilings），但支付利潤之方式卻是CPPC，則仍為違法。

Federal Aviation Admin. Request for Advance Decision, 58 Comp. Gen., 654 (B-
195173), 79-2 CPD ¶ 34. 但如契約規定在一定金額上設定固定之比例支付利

潤，則不構成禁止之CPPC契約方式。Muschany v. United States, 324 U.S. 49 
(1944). 我國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3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下規定：「公費，為

定額      元（由機關於決標後填寫），不得按直接薪資及管理費之金額依一

定比例增加，……」以觀，政府採購法規亦禁止CPPC之使用。 
28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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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嚴重財務危機，不得不提出訴訟以求救濟，致延宕時程。美國國

防部於是對於成本計價型契約之適用採取較為寬鬆之政策，其助理

部長大衛‧派克（David Packard）便於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所

頒之「主要武器系統獲得之政策指導」29中指示：「在我們訂約過

程中，所適用契約之種類必須按所涉及之危險而製作，成本加誘因

型契約在主要系統之先導型發展期及後階段之發展期均應優先適

用。」又指示採購機關在使用固定價金型契約時，應考慮廠商負擔

財務危險之能力，惟有在能確實估算價金時方得適用固定價金型契

約。儘管國防部的高階層指示，軍方機關仍然不管成本計價型是否

適用，而繼續使用固定價金型契約。 
美國的太空總署（NASA）及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之見解和作法則和國防部不一致，太空總署認為成本計價型契約對

於研發任務是正確的選擇，而CPFF未必有效，於是又發明了成本

加計酬金法（CPAF）型契約以利任務遂行。能源部對於成本計價

型契約所持肯定之立場和太空總署大致一致。 
到了一九八○年代初期，美國國防部仍然認為成本計價型契約

之使用依然泛濫，所以對於若干主要之發展契約採用固定價金型契

約，結果很不幸地，許多廠商無法負擔財務危險而紛紛提出訴   
訟30，又導致採購機關無法完成採購任務。有鑑於此，國會在一九

                                                   
29 Department of Defense, “Policy Guidance on Major Weapon System Acquisition” 

May 28, 1970. 
30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7-9. 廠商對於履約中因若干成本未予預料，因

而遭受損失，常以impossibility of performance（情事變更原則，見U.C.C. § 2-
605及民法第227條之2第1項）為由，要求採購機關增加給付或主張不再受契約

拘束，此訴訟屢見不鮮，特別在1970年代之造艦契約中，訴訟案件動輒纏訟5
年，耗盡資源，浪費時間，海軍部長Claytor更指出恐將再耗時7至10年之訴訟

方可結案；見Litton lndus., lngalls Shipbuilding Div., 3 ECR ¶ 120 (1978). 於

General Dynamics Corp., DOTCOB 76-9A, 78-2 BCA ¶13,281, recons. denied,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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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年綜合撥款法（the Omnibus Appropriations Act of 1988）31規

定： 
 

第八一一八條：對於主要系統或次系統之發展，如使用

固定價金型契約而價金逾一千萬美元者，則該契約不得動支任

何經費。但如果國防部部長以書面作成採購決定，確認全案之

風險已被降低至明確的價金可以產生之程度，且該型契約能將

契約雙方之危險做一公平及顯著之安排者，不在此限。 
 

自一九九○年後，各聯邦政府採購機關大致均能平衡地使用成

本計價型契約及固定價金型契約，而成本計價型契約應適用於高度

危險性之採購案；反之，固定價金型契約則適用於成本較確定及風

險較小之採購案件，此政策自此定案，部分機關另要求其所屬應重

視採購管理以節省成本計價型契約之預算32。 
美國太空總署（NASA）一九九二年採購預算中，以CPAF所

採購金額占全年採購預算之百分之七十六，約一百三十四億美元，

CPAF一直為該署最常使用之契約類型33。又美國國防部亦斥巨資

                                                                                                                        
2 BCA ¶13,415, aff’d, 229 Ct. Cl. 399,671 F.2d 474 (1982)案中，廠商履行價金

1,920萬元之固定價金加誘因（fixed-price incentive）的雷達建造契約，契約之

目標成本（target cost）為1,820萬元，但廠商履約透支1,450萬元，因此要求將

契約修改為成本計價型契約，法院主要認為由於政府迫切需要該雷達，採購機

關無法立即尋得其他商源，因此判決廠商免除違約責任，並要求採購機關將契

約修改為成本計價型契約。相似之案例尚有Murdock Mach. & Eng’g Co. of Utah 
v. United States, 873 F.2d 1,410 (Fed. Cir. 1989). 採購機關必須面對廠商因無法

履行固定價金契約之協商、申訴及訴訟案件已多至不勝枚舉，該後果說明機關

於進行採購之初，便已決定使用錯誤之契約種類，致使採購之進行毫無效率。 
31 Section 8118. The Omnibus Appropriations Act of 1988, P. L. 100-202. 
3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 5000.1, May 12, 2003 (Certified Current as of 

November 24, 2003), E 1.  
33 NASA Recommendations and Actions, NASA 01: Improve NASA Contra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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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以研發及採購其所需之重要軍品，包括於一九

九五年至二○○五年以二百零四‧四二億美元研發F-22型戰機，以

四百三十億美元進行生產，及於二○一三年前以四百九十億美元採

購F-35型戰鬥機34。在二○○七會計年度中，以CPAF所採購之金

額為三百八十億美元，以CPIF所採購之金額為八十億美元，以 
CPFF所採購之金額為三百二十億美元，共七百八十億美元，約共

占全部國防預算百分之二十五，自一九九五年迄二○○七年止，成

本計價型契約所占金額仍持續增加中35。 

                                                                                                                        
Practices, available at http://govinfo.library.unt.edu/npr/library/reports/ NASA1.htm1 

 (last visited: 2008.05.14); NASA Award Fee Contracting Guide, June 27 2001, 
Preface, available at http://www.hq.nasa.gov/office/procurement/regs/afguidee.html 
(last visited: 2008.05.15). 

34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ing Office, GAO,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March 2002, “TACTICAL AIRCRAFT F-22 Delays Indicate Initial 
Production Rates Should Be Lower to Reduce Risks GAO-02-298”, available at 
http://www.gao.gov/new.items/d02298.pdf (last visited: 2008.05.14).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JOINT STRIKE FIGHTER, DOD Plans to Enter Production before 
Testing Demonstrates Acceptable Performance”, available at http://www.gao.gov/ 

 cgi-bin/getrpt?GAO-06-356 (last visited: 2008.05.14). 
35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y, “Defense Industrial Initiatives Current 

Issues: Cost-Plus Contracts”, available at http://www.csis.org/media/csis/pubs/ 
 081016_diig_cost_plus.pdf (last visited: 2008.10.14). 經查美國聯邦政府的各會計

年度預算中，並未要求機關應明列各種採購契約所占政府預算之比例，但從各

採購機關公布各得標廠商之網站資料中，不難發現若干採購機關仍大量使用成

本計價型契約，e.g.,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Public Affairs), Contract,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link.mil/ 

 contracts/index.aspx (last visited: 2008.05.14). 至於其他非聯邦政府之採購機關

亦有使用者，例如，佛羅里達州邁阿密市便使用該型契約採購維護安全勞務，

City of Miami, COST REIMBURSEMENT SUBCONTRACT AGREEMENT, avail-
able at http://egov.ci.miami.fl.us/Legistarweb/Attachments/11039.pdf (last visited: 
2008.10.14). 德州奧斯汀市自來水及廢水委員會使用該型契約採購廢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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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成本加利潤型契約在我國已行之數十年，審計法第六十條及稽

察條例第十二條均規定機關得以成本加利潤之方式計算契約價   
金36。一九九七年間，行政院所提出之政府採購法草案對於成本加

利潤型契約原採取積極接受之態度，其第五十條規定：「機關辦理

採購，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或以最有利標決標者，得於招標文

件中規定以成本加利潤之方式計算契約價金。前項採購，以無法確

實評估得標後之履約成本者為限。」第七十四條又規定：「機關辦

理採購，以成本加利潤方式計算契約價金者，應查核廠商實際成

本，廠商應提供相關資料。機關辦理前項查核，發現廠商成本不實

者，應追回其差價。37」上開二條文已規定成本加利潤型契約之適

用時機，係指「以無法確實評估得標後之履約成本者為限」，且限

於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或以最有利標決標者」方得使用之，

又原草案條文之所以要求「機關應查核廠商實際成本，廠商則應提

供相關資料」，應係認為廠商於履行契約中所支出之費用，只要法

律或契約允許將其列為成本者，採購機關均應將之給付廠商，俾廠

商於不必負擔財務危險的情形下，完成契約所約定事項。此種契約

價格之決定，係以廠商履行契約所支用之成本為採購機關計算價金

之基礎，故採購機關在廠商履約時應派員為適當之監督，以免廠商

為無效或浪費之工作而增加了契約成本，如此方能順利達成採購任

務。行政院所提出之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草案第六十八條規定：

                                                                                                                        
Water Wastewater Commission, City of Austin, Texas, “Notice of Regular Meet-
ing”, available at http://www.ci.austin.tx.us/agenda/2007/ www_102407r.htm (last 
visited: 2008.10.14). 

36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草案相關資料彙編，頁31，1997年。 
37 同前註，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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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以成本加利潤方式與廠商訂定之契約，應列明成本及利潤之

項目、計算方法、金額上限及廠商應提出供查核之資料名稱。前項

利潤，不得隨成本之增加而等比率提高。」由於成本加利潤之契約

應規定之事項甚多，本條文規定契約中應列明之事項僅屬例示性

質。總觀原草案條文之設計雖屬簡略，然尚符合成本償還型契約之

理論及實踐。 
惟立法院委員會審查採取禁止以成本加計利潤方式訂定價格，

而採機會成本回饋方式訂定價格38。不過，此等條文在最後通過之

政府採購法中均遭刪除，故成本加利潤契約並未被禁止使用，依採

購契約要項第四十條規定：「契約價金以成本加公費法計算者，應

於契約訂明下列事項：廠商應記錄各項費用並提出經機關認可之

憑證，機關並得至廠商處所辦理查核；成本上限及逾上限時之處

理。」此外，「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條及

第十三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三條及

第十四條、「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三條及

第十六條均規定「成本加公費法」，成本加利潤契約之適法性自無

疑慮。 

參、定義及適用時機 

一、定 義 

美國聯邦採購規則對於成本計價型契約主要之定義分述如下： 

                                                   
38 羅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協定論析，頁307，2004年10月2版；胡志浩，

軍工廠維修業務委託之研究，國防大學國防管理學院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94，2002年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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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契約（cost contracts） 

採購機關應依約給付廠商履行契約所支出之成本，但不得給付

廠商任何利潤。本契約適用於研究及發展工作，適用之對象以非營

利性教育機構及非營利組織為原則39。 

成本分擔契約（cost-sharing contracts） 

採購機關應依契約規定，就議定之部分，給付廠商履行契約所

支出可被容許之成本（allowable costs），但不得給付廠商任何利

潤。廠商應吸收部分成本，並可從履約之過程或結果中，期待獲得

實質的回報利益40。 

成本加誘因費用契約（cost-plus-incentive-fee contracts） 

採購機關應依據與廠商所議定之給付利潤規定，給付廠商履行

契約所支出可被容許之成本及利潤。該利潤應依廠商所支出全部可

允許之成本與目標成本（target costs）之關係，適用約定之公式而

調整給付之。採購機關應於契約中規定目標成本、目標利潤、最小

及最大利潤，及利潤調整公式41。 

成本加固定利潤契約（cost-plus-fixed-fee contracts） 

係成本償還契約之一種，採購機關除應給付廠商履約成本外，

並應依約給付固定利潤，該固定利潤不得因廠商履約時實支成本之

多寡而變更。但廠商工作之內容受採購機關指示而變更時，則可隨

之調整應支付之利潤。該契約僅提供廠商履約之最低誘因42。 

                                                   
39  FAR 16.302. 
40  FAR 16.303. 
41  FAR 16.304, 16.405-1. 
42  FAR 16.3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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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契約適用於研究工作或初期之探究，而預估廠商日後所投

入之履約成本不明者；亦可適用於發展測試工作，但不適合使用成

本加誘因利潤契約之情況時。如採購機關決定可適用固定價金型契

約時，則不得使用本型契約。如初期之研究顯示主系統之發展係極

度可行，且政府已建立明確之履行目標及時程表，則採購機關不得

使用本契約以發展該主系統43。機關應於下列二種情形之一發生

時，給付廠商成本及利潤：廠商已於預估成本限制內完成契約規

定之工作標的、目的之報告並交付最終產品；廠商已依機關與廠

商約定之工作範圍，於特定期間內以特別程度之努力完成義務，按

時履約完成交付，且經採購機關同意受領者44。 

成本加酬金契約（cost-plus-award-fee contracts） 

係成本償還契約之一種，採購機關除應給付廠商所支出可被允

許之成本外，尚應依約給付基本利潤（其數額可為零），及由採購

機關就廠商履約之品質、時程、技術成熟度及成本效益等情形，所

主觀認定之優良履約酬金45。 

不確定交付契約（indefinitive-delivery contracts） 

係指採購機關於決標時，並未決定廠商應於何特定時間交付所

需特定數量之採購標的，而向得標廠商訂立採購契約，約定所需標

的之數量，如機關於契約有效期間內，開發訂購單訂明所需之財物

及勞務時，廠商應履行依訂單指示交付標的之責任。可區分為三種

類 型 ： 定 量 契 約 （ definite-quantity contracts ） 、 需 求 契 約

（requirements contracts）及未定量契約（ indefinite-quantity con-

                                                   
43  FAR 16.306(b). 
44  FAR 16.306(d). 
45  FAR 16.305, 16.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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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ts）等。該等契約可節省採購機關之倉儲成本，並可要求廠商

逕行交付標的至使用者。其中未定量契約及需求契約具有可使採購

機關對於日後所需之數量、交付時程及標的保有彈性指示的優點。

未定量契約有限制採購機關僅須依約訂購最少數量之義務的優點，

而需求契約則可節省廠商準備生產之前置期，以利提早交付標的，

一般而言，當廠商確知可訂立採購契約，均願意保持一定數量之存

貨以供政府所需46。 
我國政府採購法、採購契約要項及採購契約範本並未規定是類

契約，但基於「契約自由」之立場，政府採購給予採購機關相當之

訂約自由47，本類型契約條文安排靈活，可有效節省採購作業時間

及成本，並提高採購效率，採購主管機關可適度修改或增補相關規

定，以利採購機關及廠商遵循。 
以下分述定量、需求及未定量契約之性質： 

定量契約 
指於採購契約中載明廠商應於特定期間內交付確定數量之財物

或勞務，而其交付或履約之地點則依訂購單之指示而定。故若採購

機關於契約有效期間可確知所需財物或勞務之確定數量，且該等財

物或勞務係現貨或生產前置期間不長者，均可適用此契約48。 
需求契約 

指於採購契約中載明採購機關同意於特定時間內，以訂購單向

廠商採購其所需之一切財物或勞務，廠商應按訂購單所載明之期限

交付標的。故採購機關應按過去需求量，日後之消耗值及其他方

                                                   
46 FAR 16.500; 16.501. 
47 採購契約要項，壹、總則第1條第2項前段規定：「本要項內容，機關得依採購

之特性及實際需要擇訂於契約。」故採購機關仍得另訂契約條文。 
48 FAR 1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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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於招標文件中載明確實之預估需求量，並載明該預估需求量僅

係參考性質，採購機關並不受此拘束。在契約中應戴明廠商應交付

最大數量標的之責任，及採購機關所應負之採購責任。契約中可載

明每次訂購標的之最大及最小數量，但如採購機關載明將政府裝備

或設施交由廠商修繕、修改或翻修，而政府卻因故不能提供該裝備

或設施時，則政府不負給付價金責任。除經機關首長同意外，本契

約適用於顧問及協助性質之勞務採購時，其效期不得逾三年，且總

價金不得逾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49。 
未定量契約 

指於採購契約中載明，廠商應於特定時限內並於載明之數量限

制範圍內，依訂購單之指示交付不確定數量之財物或勞務。標的之

數量得以單位或金錢計算之。該契約中應訂明採購機關所負採購最

少標的之責任，廠商並有交付之義務，惟不得逾越最高數量之限

制，而該最高數量之載明，應由採購機關依據市場調查、趨勢或其

他合理之根據為之。採購機關應於訂購單中載明訂購最低數量標的

之責任，以確保該契約之法律拘束性。該契約得載明採購機關在各

訂購單內得訂購最大及最小數量之標的。採購機關應於招標文件中

規定上列各點，並應規定包括訂購單之內容、使用時機、效力等事

項，俾使契約中之權利及義務事項均適當地予以釐清，故此種契約

係適用於機關不能預先確定在契約效期內所需之標的數量，及機關

無欲就大於最少需求數量負責時使用之50。 
以上三種類型之不確定交付型契約均符合契約之要件，具契約

之效力，可以成本計價方式簽訂之。此外尚可由採購機關與廠商簽

訂未符契約構成要件之基本訂購協議（basic ordering agreements，

                                                   
49  FAR 16.503. 
50  FAR 16.50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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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BOA）以縮短採購時間。FAR 16.703 (a)規定該協議係由採購

機關及廠商所簽訂，其內容應包括：適用未來契約之條款；對

於財物或勞務之敘述應力求明確；及報價方式及開發訂購單之方

式。基本訂購協議在我國軍方已實施多年，「軍事機關採購作業規

定」（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頒布）稱之為「開放式買賣協

議」，並定義為：「係指軍事機關預就廠商提供之財物或勞務，先

行以書面約定雙方未來契約可採用之各項條件與條款，使該單位均

得援引該等條件與條款製定契約者。」此外，並規定適用之範圍、

程序及協議書內容（見該規定第五篇特種採購）。基本訂購協議之

訂購單，亦得以成本計價方式安排之51。 

二、適用時機 

FAR對於契約種類之適用時機，係採客觀而且是中性的立場。

當廠商在履約期間所遭受之危險，於訂約時能以相當確定之程度預

判係極小，而價金又能確定者，則FAR 16.103規定應適用固定價金

型契約，蓋此類契約能給予廠商最大的利潤誘因，但如採購機關及

廠商於訂約時，無法相當精準地預估廠商在履約期間所可能遭受之

危險，致無法確定成本，且不適合使用固定價金型契約時，則政府

應與廠商進行磋商以選定合適的成本計價型契約52。美國聯邦之採

購法授權採購機關除CPPC外得選擇其合適之契約種類53，FAR 
16.301-3規定：採購機關必須符合下列三種情形下，方得使用成本

計價型契約：廠商之會計系統具備決定契約成本之能力；採購

機關具備在廠商履約階段能進行審計及查帳之能力，以確保廠商所

                                                   
51 參看FAR 16.702(b). 
52 FAR 16.301-2. 
53 10 U.S.C. § 2306(a), 41 U.S.C. § 25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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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之方法具有效率，且成本控制得當54；成本計價型契約不得

使用於商業品項（commercial items）之獲得。故如小廠商雖具有

優良的研究及發展能力，但因未具備會計能力，則仍不得為得標廠

商（除非於決標前將可具備足夠之會計能力）。採購機關為執行審

計及查帳之工作，必須派遣會計、管理及工程專家執行事項工作，

以維政府利益。 
為使採購機關能正確地評估廠商及機關本身是否適宜使用成本

計價型契約進行採購，FAR 16.104規定採購機關應審查廠商下列之

會計、工程及管理諸能力： 
價金競爭之程度：有效的價金競爭可以產生真正自由市場上

的價金，固定價金型契約在一般情形下符合政府利益（A fixed-
price contract is ordinarily in the government’s interest）。 

價金分析；機關可藉價金分析（不論是否經由競爭產生之價

金）選擇妥適的契約種類，亦可提供發現真正自由市場上價金之標

準。 
成本分析55：如無法施行價金分析或價金分析的資料不足

時，應即實行成本分析，採購機關應確認並評估履約中所涉之不確

定事項及其對成本之影響，以利確認廠商應負之成本責任並與廠商

                                                   
54 在我國假發票到處都有的情形下，在預算不能確實控管情况下，若採購機關或

其委託之機構未具備審計及查帳之能力，恐將不能確保廠商履約之品質及其成

本之控制，故採購機關或其委託之機構必須具備審計及查帳之能力，方得使用

成本計價型契約辦理採購。 
55 價金分析（price analysis）和成本分析（cost analysis）之區別，在於價金分析

係指審查並評估廠商之報價，但還不須要評估廠商之成本、利潤等項目，故可

就其他報價進行比對，或從公開出版之價格表及市場調查……等進行分析。

FAR 15.404-1(b). 而成本分析是就從廠商的投標文件中分析並評估其不同的成

本項目 及建 議 之利潤 ，以 判 斷其履 約之 經 濟性及 效率 性 ，FAR 15.404-1(c). 
NASH et al., supra note 3, at 139, 4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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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契約種類採行協商措施。 
需求之形式及複雜度：當政府之需求甚為複雜，而該需求又

只有政府才有時，則常導致政府要承受較大的危險。對於履約中因

不確定性或可能發生的契約變更，而使履約成本難以預估之複雜型

研發契約，則應由政府負擔較多之危險。但一旦需求重現，或量產

開始，則危險應移轉至廠商，機關並應考慮使用固定價金型契約。 
緊急之需求程度：如緊急之需求係主要考量因素，則採購機

關可選擇負擔較大之危險，或提供誘因以確保廠商及時履約。 
履約期間或生產期間之長短：如日後可能發生經濟上之不確

定事件，則履約期限較長之契約可依價格調整之規定辦理。 
廠商之技術能力及財務責任。 
充分的廠商會計能力：如採購機關決定使用非固定價金型契

約，應先確認廠商之會計系統是否具備按契約規定準時製作所需成

本資料之能力。不論契約雙方協商將使用何種成本計價型契約，或

契約規定機關應於履約期間檢查廠商之價金資料時，廠商均應具備

充足的會計能力。 
同時履約之情形：如廠商簽訂本契約而與其他契約同時履

約，則採購機關應考慮其他契約對本契約之影響，尤其是廠商對價

金支用之安排。 
使用分包廠商之本質及程度：如廠商建議使用分包廠商，則

採購機關應選擇一適當的契約種類，俾將實際危險反映至得標廠

商。 
採購之歷史：如機關已多次獲得所需之標的，則廠商的危險

應逐漸遞減，機關亦應更能明確訂定財物或勞務之特性。 
由於研發契約所具之危險較一般契約為高，故FAR特別規定，

採購機關應於獲得技術人員之推薦後，方得決定選用適合之契約種

類。雖然採購機關於一般情形下使用固定價金型契約較符政府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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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但固定價金型契約惟有在目標、規格及成本預估均係充分之情

形下方得使用之。為能選擇正確之契約種類，採購機關須以精確方

式說明標的之目標、規格及成本預估，選定之契約應適合採購工作

之推行56。以下將探討各採購機關使用不同契約之實踐經驗，並探

討其原因，以探究各種契約最適用之時機。 

成本契約 

FAR 16.302規定：採購機關應依約給付廠商履行契約所支出之

成本，但不得給付廠商任何利潤，故本契約亦稱為不含利潤之成本

契約（cost-no-fee contracts）。因大多數廠商在履約實務中支付了

百分之二至三之不被允許成本（disallowed costs），即政府並不支

付該成本，本契約實際上係一種損失型契約，鮮少使用57。 

成本分擔契約 

採購機關應依契約規定，就議定之部分，給付廠商履行契約所

支出可被容許之成本，但不得給付廠商任何利潤58。本型契約之使

用可使廠商及機關相互得利，廠商期待之利益包括商業、生產、教

育等利益59，質言之，廠商可獲得包括：營業秘密、人員訓練、財

物獲得及知識驗證等利益60。FAR 35.003(b)規定，機關於研究及發

展契約中使用成本分擔計價時，應依各機關自行訂定之程序辦理。

以美國太空總署為例，便規定本型契約僅於廠商或組織主動提出要

                                                   
56 FAR 35.006(b). 
57 FAR 16.302.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108. 
58 FAR 16.303(b). 
59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FAR Supplement, NFS 1816.303-

70(a)(1). 
60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cquisition Regulation, HHSAR 335.07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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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企劃書時方得適用之61，凡大學、其他教育及非營利組織，其分

擔全部計畫成本之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但其他廠商或組織之分

擔比例則不受此限，有待與採購機關磋商訂定之62。該署並訂定成

本分擔契約範本63，以供契約雙方使用。至於分擔成本之方式可以

有多種安排，如約定由其中一方分擔直接成本，另一方分擔間接成

本便是64。 
美國聯邦法典22 U.S.C. § 2761(e)(1)(B)規定，美國政府以軍售案

出售友邦主要防衛裝備（major defense equipment，簡稱MDE）
時，其發價書應載明友邦應支付廠商研發及生產該裝備之非重現性

成本（nonrecurring costs）65。此亦係另一種成本分擔契約之運

用。 

成本加誘因費用契約 

CPIF型契約之適用應符合下列條件：不適用固定價金型

（fixed-price）契約採購時；廠商可以改進採購標的之交付時程

或履約工法而降低其成本時；可將利潤或費用分配至廠商履約過

程中；採購機關應建立合理的且可達成之預定目標（reasonable 
and attainable targets）並應將之通知廠商；可安排妥適之誘因以

鼓勵廠商履約及預防其無效率及浪費。CPIF契約於採購機關實施

勞務、發展（development）及測試（test）採購時最為適用，但亦

                                                   
61 其他聯邦採購機關亦有相同規定，HHSAR 335.070-1(a)(1). 
62 NFS 1816.303-70(a)(b). 
63 NFS 1816.307; 1816.307-70. 
64 Shale Dev. Corp., IBCA 1256-3-79, 81-1 BCA ¶ 15, 128. 
65 非重複成本係指廠商已支付未來不能再使用之成本，參看NASH et al., supra 

note 3, at 367; 22 U.S.C. § 2761(e)(2)授權美總統得免收取該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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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適用其他標的之採購66。由誘因之不同，可區分為兩類：成本

節省之誘因；履約及交付之誘因。 
成本節省之誘因 

本型契約應基於廠商實際全部履約成本及目標成本之關係，依

據公式客觀地計算其應得之利潤，故本型契約應規定一目標成本

（a target cost）、一目標利潤（a target fee）、最小及最大利潤

（minimum and maximum fees）及一利潤調整公式。該公式應規

定：當可允許總成本（total allowable costs）少於目標成本時，則

廠商應得之利潤在限額內應高於目標利潤；反之，當可允許總成本

超出目標成本時，則廠商應得之利潤應低於目標利潤，利潤之增減

係提供廠商有效管理履約之誘因，當可被允許之總成本大於或小於

費用調整公式適用範圍時，採購機關應給付廠商可被允許總成本再

加上最小利潤或最大利潤67。FAR 52. 216-10更規定該型契約適用

之契約條款： 
 

「(e)應給付之利潤(1)本契約應給付廠商之利潤係在全部

可允許總成本少於目標成本時，於目標利潤中每一元增加      
（採購機關填入參加之廠商）分錢，或當可允許總成本超出目

標成本時，於目標利潤中每一元減少      （採購機關填入

參加之廠商）分錢。但利潤不得多於目標成本之百分之      
（採購機關填入百分比）或少於百分之        （採購機關

填入百分比）。」 
 

在議價案中，由於採購契約價金及契約類型二者相互影響，故

機關應與廠商同時就該二者進行磋商，以決定契約價金及適合之契

                                                   
66 FAR 16.301-2; 16.405-1(a); 16.405-1(b)(1). 
67 FAR 16.405-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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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類型68。如決定使用成本加誘因費用契約，機關及廠商首須經由

磋商確定目標成本，再確定目標利潤，最後考慮其他因素而完成計

算公式。如在比價或公開招標案中，採購機關得將誘因公式的各點

規定於招標文件中，要求廠商提供目標成本及其他各項數額，俾利

審標及決標69。 
履約及交付時程之誘因 

機關應考量採購標的之特性，將技術性能之提升，包括物品重

量、引擎扭力、車輛速度、飛彈射程、飛機速度等均應列為契約內

給 付 廠 商 之 技 術 提 升 誘 因 項 目 （ technical performance 
incentives），並比較廠商履約結果及目標（target goals）後，依給

付誘因之規定給付其利潤。該誘因對主要系統之發展及生產特別適

用，蓋機關認定原型機須經測試及評估，或產製採購標的時，其性

能均有提升可能且此提升係政府所需，則誘因之設計便可給予廠商

極大的改進動力70。同理，如採購機關認有改進交付時程之必要，

則得給付廠商交付時程誘因費（delivery incentives），包括提早交

付及提早量產等71。 
在實務上，採購機關一直將上述二種誘因設定一定之目標，並依

廠商能達成該目標之程度，即正向誘因，給付其不同等級之誘因費，

但若廠商未能達成約定之目標，則採購機關應依負向誘因之約定，減

少誘因費之給付，並應於契約內載明機關得拒絕受領之標準72。 

                                                   
68 FAR 16.103(a). 
69 有關目標成本、目標利潤、最大利潤、最小利潤之內容、計算方式及圖例等，

詳見唐克光，政府採購中成本計價型契約之種類及其適用——以美國聯邦政府

為中心（下），軍法專刊，51卷12期，頁2-5，2005年12月。 
70 FAR 16.402-2 (a)(c). 
71 FAR 16.402-3 (a). 
72 NFS 1816.402. 廠商在成本計價型契約之履約過程中，是否應負擔債務不履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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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採購法規並無訂定履約及交付時程之誘因之具體作法，僅

有一般性的規定，即各技術提升誘因項目均應平衡，不得因特別重

視其中一頂特性，而忽略其他特性；性能測試（performance test）
應明確規定測試標準，包括測試條件、工其精準度及資料解讀等均

應力求精確。由於合約管理涉及諸多複雜困難，故採購機關應協調

工程及財務專家共同與廠商進行磋商73。至於交付誘因費之設計則

應包括可歸責政府事由之遲延、廠商因不可抗力事件及非因其過失

所致遲延之誘因費及懲罰規定74。 

                                                                                                                        
之損害賠償責任？從下列二個法院之判例可以瞭解美國法院之態度（在該等判

決之前，廠商是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不清楚），該等判決當然會影響採購機

關之實務作法。 
 一、United States v. Duggan, 210 F. 2d 926 (8th Cir. 1954) 

Duggan係政府招標CPFF型契約之得標廠商，採購機關因Duggan公司怠忽

責任，並未依照契約之規格生產及製造契約之標的物，採購機關遂終止契約並

訴請法院請求廠商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包括終止契約後之重購差價賠償，法院

旋判決：「我們認為廠商不可對政府之損失免除賠償責任，政府之損失係肇因

於廠商之不履約，廠商並應返還無權領取之成本及利潤。」因法院並未明確指

出是否適用於其他成本計價型契約，故廠商在使用成本計價型契約時，是否應

負擔損害賠償責任仍有疑問，再者，法院並未對重購後差價賠償之問題做出判

決。 
二、United States v. Boyd, 378 U.S. 39 (1964) 

美最高法院判決：「不論成本計價型契約中廠商係提供財物或勞務，該廠

商應負契約責任。如該廠商已適當地履約，則應獲得利潤；反之，該廠商可能

失 去 該 契 約 ，對 因 此 造 成 之損 害 負 賠 償 責任 ， 並 將 負 責履 約 之 部 門 予以 清

算。」故該判決已明確規定廠商應擔負債務不履行之賠償責任。 
  相較於美國法院之判決，我國民法將債務不履行分類為三種：給付不能

（民法第226條）、不完全給付（同法第227條）及給付遲延（同法第229條至

233條）已臻明確，況且採購契約範本亦有相對應之條文，故廠商如有債務不

履行之情事，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當無疑問。 
73 FAR 16.402-2. 
74 FAR 16.40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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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採購契約內可否同時包括技術提升誘因、交付時程誘因及

成本節省誘因之訂立？又彼此間關係如何？FAR 16.402-4規定，多

邊誘因之安排旨在激勵廠商努力改善各誘因事項，若機關僅特別強

調其中一項，則其他履約事項恐不能達成改進目標，機關應考量採

購之整體目標，包括價格及非價格因素，並採取對政府最有利的決

定75，但有鑑於廠商可能不能達成技術提升誘因、交付時程誘因之

目標，故成本節省誘因應優先列入契約條款內以保障政府利益。此

外，契約內成本節省誘因與其他誘因之區分必須明確，以免混淆，

例如，在Celesco Indus., Inc., ASBCA 20569, 77-1 BCA ¶ 12,445, 77-
2 BCA ¶ 12,585案中，廠商為達成技術提升誘因之目標，而支付較

多人力及物力，並對其內部員工採取獎勵措施，以機關支付之技術

提升誘因費作為廠商內部獎勵金，結果飛彈試射成功，因而主張該

誘因費七萬零五百元係屬成本，機關應另支付技術提升誘因費，美

軍契約爭議審議委員會認為廠商對於成本之支付係屬合理，而判斷

廠商勝訴。 

成本加固定利潤契約 

FAR對於成本加固定利潤契約（CPFF）76之適用時機有若干

之限制；採購機關應使用CPIF契約，但如有實際困難時，方得使

用CPFF型契約。CPFF型契約適用於初期之研究案，而且並不確定

日後履約所需之努力程度時方可使用，但不適用於主要系統之發

展，故本型契約僅能適用於較小金額之採購案77。 
CPFF中價金包括兩大部分：成本及固定之利潤，這兩部分於

                                                   
75 “tradeoff decisions”意指最有利於機關之決定，NASH et al., supra note 3, at 520; 

FAR 16.402-4. 
76 有關CPFF之定義，詳見註42及其本文。 
77 FAR 16.3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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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中係屬分列，故應由契約雙方分別磋商。競標之程序係首先由

採購機關預估履約之成本金額，再從各廠商之投標之文件中判斷其

是否合理，及有無澄清之必要。至於固定利潤部分，採購機關可在

招標文件中要求廠商直接將利潤數額列明，以利競標；此外採購機

關亦可使用其規定之利潤計算公式，要求投標廠商分析其利潤之構

成因素，並依該計算公式算出利潤之金額，在實務上，廠商在前者

（廠商直接將利潤數額列明時）所報之固定利潤約為百分之二至百

分之五，而在後者（使用利潤計算公式時），廠商所報之利潤約百

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但廠商如為獨家商源，則其報價之利潤部分往

往是較此為高78。 
由於廠商於履行本契約時，未若其他成本計價型契約，並無節

省其成本之誘因，為防止廠商利潤部分出現不合理的情形，10 
U.S.C. § 2306(d)及41 U.S.C. § 254(b)規定，成本加固定利潤契約之

固定利潤不得高於預估成本百分之十。但試驗、發展及研究契約之

固定利潤不得高於預估成本百分之十五，公共設施工程中建築及土

木契約之固定利潤不得高於預估成本百分之六。 

成本加酬金契約 

依據FAR 16.405-2(b)(1)規定，CPAF型契約適用於下列情形： 
 

(i)無法預估或不能有效地預估日後履約所需之成本、技術

或時程及其客觀的誘因目標（incentive targets）； 
(ii)有效鼓勵廠商能履行預定外的服務，亦可提供採購機

關在評估廠商履約進度及其影響情況時維持彈性，以

達成採購目標。 

(iii)機關可決定用來支付監督及評估廠商履約情形之行政

                                                   
78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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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否符合政府利益。 
 

根據美國國防部聯邦採購規則補篇（Department of Defense 
FAR Supplement, Procedures,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 ，簡稱

DFARS PGI）216.405-2規定CPAF應適用於依廠商努力程度（level-
of-effort）而給付其誘因費之勞務採購，且「當無法以客觀方式評

估廠商之履約情形時使用之。」CPAF最早係由美國NASA於一九

六○年代使用，後來美國軍方及能源部亦使用之，並將適用範圍擴

展至研發性質之契約，迄今仍廣泛使用79。 

成本加酬金型契約係一種成本計價型契約，其利潤部分包括：

於契約成立時所約定之基本數額；廠商於履約時得賺取之全部

或一部酬金，該酬金應提供廠商足以改善其履約之誘因，包括品

質、合時性（timeliness）、科技創意性及成本之有效管理等。採

購機關應依契約中之準據判斷應給付廠商之酬金數額，廠商不得對

該判斷依照爭議處理之條款提出異議或申訴80。然因採購機關應判

斷廠商履約之進度及良窳而分期給付酬金，故具有「主觀」誘因之

性質，然該「主觀」性似易引起其客觀性不足之質疑，惟查該型契

約自一九七○年代在美國施行至今，特別是在無法擬定技術規格或

工作條款（work statement）81之情況下，已被證實非常有效82。 
CPAF型契約有其本質上之優點及缺點；優點是採購機關會提

                                                   
79 NASA Award Fee Contracting Guide, June 27 2001, Part 1, 1.1. Department of En-

ergy Acquisition Guide, Chapter 16.1, March 2008.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82. 

80 FAR 16.405-2(a). 
81 工作條款，Statement of Work (SOW)，係指在合約中列明之事項並由廠商應據

以履約，包括：技術規格或其他最小之要求；數量；履約日期；勞務

履約之期限及地點；品質要求等。見NASH et al., supra note 3, at 492. 
82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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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廠商詳細之評估報告，指出其缺失，以供改進，廠商如認為評估

報告有誤，亦得向機關表示，可避免許多誤會。而其缺點則是機關

之評估將耗費相當多之行政資源（包括人力、物力），不過，機關

應評估該作業成本與預期之利益相較，是否符合政府利益，如是，

則可使用本型契約83；又一九九○年後，NASA發現若干機關在評

鑑廠商履約良窳時，因與廠商熟識，而有放水現象，因而提高使用

本型契約之要求如下：採購金額必須多於二百萬美元；無法客

觀擬定技術規格或工作條款時，方得使用本型契約84。 
酬金之結構 

CPAF型契約包含四個要件，即：預估成本（estimated cost）、

基本利潤（base fee）、最大利潤（maximum fee）及評估期間

（award periods）等，預估成本之數額多寡有待和廠商磋商後方得

確定，其磋商之方式和在CPIF型契約並無差別，或以議價方式敲

定或以審查廠商企劃書之方式，判斷本契約之預估成本，如廠商在

投標文件所載內容與規定之要件不符，最低或最高利潤不合理，則

採購機關得不決標予該廠商85。 
基本利潤係指廠商自採購機關所領取最低限額之酬金，故

CPAF中之基本利潤便和CPIF契約中之最低利潤（minimum fee）相

似，只是在CPAF契約中最低利潤可能是零元。美國國防部、太空

總署及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EPA）

等86規定基本利潤不得超過預估成本之百分之三，其他聯邦政府部

                                                   
83 NASA Award Fee Contracting Guide, supra note 33, at part 1, 1.4. 
84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83-84; NFS 1816.405-270. 
85 Boeing Sikorsky Aircraft Support, Comp. Gen. Dec. B-277263.2, 97-2 CPD ¶ 91; 

Management & Technical Servs. Co., Comp. Gen. Dec. B-209513, 82-2 CPD ¶ 571. 
86 DFARS 216.405-2(c)(2)(B); NASA FAR Supplement, NFS 1816.405-271; EPA 

Acquisition Regulation (EPAAR) 1516.404-27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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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則未規定，在實際上諸多契約規定為百分之二，但百分之二至百

分之三之最低利潤僅能抵銷掉遭政府剔除之支出，廠商幾無利潤可

圖87。 
FAR對於CPFF型契約已規定其最大利潤之上限88，CPAF亦不

得逾越此限制89。美國會審計長在CACI Inc.-Fed.一案中90指出機關

應依據契約預估成本之若干百分比訂出契約之最大利潤數額，最大

利潤並不是由採購機關從實際成本所算。在Holmes & Narver, Inc.
一案中91，審計長支持採購機關在招標書中允許投標廠商可將最大

利潤數額報價為百分之十，在Management & Technical Servs. Co.92

一案中，審計長同樣支持採購機關允許投標廠商可在投標書中列明

基本利潤及最大利潤之數額，並不將之列為決標評估因素。故

CPAF型契約之最大利潤數額應由預估成本中以若干百分比算出，

廠商在報價書中應戴明其數額，機關得將最大利潤之數額列為決標

評估因素。 
採購機關對於廠商履約之情形，應分期或分階段予以評估，如

有缺失，並應告知以利改善93，然FAR並未規定採購機關給付廠商

最低利潤或酬金之方法或時機，太空總署FAR補篇建議：機關宜因

採購標的性質之不同而有不同安排，例如在研發案中，由於契約生

效後至第一次評估期間廠商履約成果往往不明顯，可安排於契約生

效後第六個月進行評估，以後則每四個月進行一次，但至少應於十

                                                   
87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1, 86. 
88 FAR 15.404-4 (c)(4)(i), 10 U.S.C. § 2306(d), 41 U.S.C. § 254(b). 
89 FAR 15.404-4 (c)(4)(i). 
90 CACI, Inc.-Fed., 64 Comp. Gen. 439 (B-216516.2), 85-1 CPD ¶ 363. 
91 Holmes & Narver, Inc., Comp. Gen. Dec. B-196832, 80-1 CPD ¶ 134. 
92 Management & Technical Servs. Co., Comp. Gen. Dec. B-209513, 82-2 CPD ¶ 571. 
93 FAR 16.405-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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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進行評估一次。一般而言，採購機關對於廠商之履約狀況大概

是每四個月至六個月進行評估，以決定給付酬金之多寡。但應將評

估之時間搭配於工作進度，例如，於廠商交出初期研究報告後，機

關依據廠商履約情形進行評估，而不宜按日曆天（calendar day）
進行評估94。 

評估廠商之履約 
採購機關應評估廠商履約之情形俾據以給付酬金，應先擇定評

選項目及給付酬金之百分比等之基準，該等之基準係由採購機關單

方決定，但應於評估前將上述基準告知廠商。評估基準應包括：

技術，如時程之要求；管理；及成本管理。該等基準得由採購

機關於廠商履約期間修正之，但應於進行評估前告知廠商修正之情

形95。美國太空總署於二○○一年六月發布「對酬金型契約之指

導」文件96，指出評估廠商履約之項目包括：結果（outcomes）、

生產（outputs）、置入因素（ inputs）或是三者皆有。「結果因

素」係指依原採購目標評估履約之結果，例如，已交付之物品品質

或服務品質等，適合於評估非例行之履約工作，係判斷廠商履約效

果的最佳指標；而「生產因素」係指將履約成果之數量或品質以表

格、數字等紀錄方式呈現，因此適合於評估例行之履約工作，但可

能耗費可觀的行政資源；「置入因素」係足以影響履約成敗之程序

或技術之因素，包括：測試、工程技術、品保、維護程序、分包計

畫、及預算控制等。以「結果因素」的評估方式，其優點顯而易

                                                   
94 NFS 1816.405-272; NASA Award Fee Contracting Guide, supra note 33, at part 3, 5.2. 
95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cquisition, TAR 1252.216-72; NASA Award Fee 

Contracting Guide, supra note 33, at part 3, 4.1. 參見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5條至

第9條，該辦 法對於評選廠 商之作業規定 甚詳，但DEAR之條文內容 係針對

CPAF契約廠商履約良窳之評估，二者適用時機不同。 
96 NASA Guidance on Award Fee Contracting, supra note 33, at part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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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應優先適用。如契約雙方並不確定研究計畫之結果時，則可適

用置入因素作為評估廠商履約情形之基準，但機關不應過於重視置

入因素，以免廠商忽略履約成果。 
聯邦各機關訂定評估項目及子項之配分或權重，一般均以一百

分為滿分，以太空總署為例，該總署對於研發性質之採購係採二階

段方式進行評估，第一階段之評估權重是：技術占百分之四十二，

企業管理占百分之三十二，成本控制占百分之二十六，第二階段再

將技術部分區分成三個子項，其權重分別為：設計占百分之二十

四，品質占百分之十二，時程占百分之六，同理，企業管理及成本

控制亦有其子項及權重，該署並詳細規定各項目及其子項之內容，

以供計算總酬金之數額，若廠商未達六十一分，則不給付其任何酬

金97。多數採購機關均揭示其評定之結果，包括是否給付酬金及給

付之數額等98，但若不揭示其評定作業亦未違法99，太空總署則更

進一步允許廠商得對評定結果提出反對意見或建議避免產生誤   
解100。 

不確定交付契約 

不確定契約包含三種類型：定量契約、需求契約及未定量契 
約101，係採購機關於不能確定未來需求量時與廠商簽訂契約，約

定廠商於收受機關訂購單（order）後102，廠商應依契約規定交付

                                                   
97 NASA Guidance on Award Fee Contracting, supra note 33, at part 3.4.1. 計畫占

26%、分包廠商占6%；人力成本占15%、間接成本占11%。 
98 DFARS 216.405-2(b)(iv). 
99 Burnside-Ott Aviation Training Ctr., ASBCA 43184,96-1 BCA ¶ 28,102, aff’d, 107 

F.3d 854 (Fed. Cir. 1997).  
100  NASA Award Fee Contracting Guide, supra note 33, at part 3.7.1. 
101  FAR 16. 500; 16.501. 
102 Orders可區分二種：一為適用採購不定量勞務之訂購單（task orders）；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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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標的。FAR 16.501-2(c)規定採購機關得依第十六章有關成本及

價格之條文適用於不確定交付型契約，故採購機關於不確定交付契

約中以成本計價方式予以安排自屬適法。 
未定量契約和需求契約之不同，在於使用前者之採購機關有義

務向廠商採購至少最小數量（a minimum quantity）之財物或勞

務，所謂最小數量須多於「名義上」（nominal）之數量103，如採

購機關欲採購更多之財物勞務（不得逾越最大數量），則廠商負有

交付之義務104。而機關認有採購標的物之需求時，可使用需求契

約向廠商採購其實際（非預估）需求之財物或勞務，並另以訂購單

規定交付之時間及數量等條件105，二者顯不相同。 
採購機關得於不確定交付契約及基本訂購協議中選用CPFF、

CPIF或CPAF之計價方式，載明利潤之數額，將之規定於訂購單

中，俾廠商同意後履約。如係使用CPIF或CPAF契約，則應將計算

利潤之公式規定於訂購單中，如係選用CPFF契約，則應於契約中

規定固定利潤之百分比，或依採購標的之性質再行磋商利潤之數

額，以後契約雙方僅須確定訂購之標的數量及預估成本便可完成契

約之要件，一般而言，工作條款（statement of work）106係由機關

提出，而預估成本則由廠商提出，經由磋商之程序而達成意思之合

致107。而訂購單內容不能逾越工作條款之規定108，亦不能有邏輯

                                                                                                                        
為適用採購不定量財物之訂購單（delivery orders）。FAR 16.501-1. 

103 例如，Ralph Constr. Inc., HUDBCA 83-801-C15, 84-1 BCA ¶ 16,975案中，最小

數量為25輛可移動屋（mobile homes）而最大數量則為3,000輛。 
104 FAR 16.504(a)(1)(2). 
105 FAR 16.503. 
106 參見註81。 
107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125-27. 
108 Westinghouse Elec. Corp., Comp. Gen. Dec. B-244339, 91-2 CPD ¶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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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之處109，自不待言。 

肆、契約條款 

由於政府簽訂成本計價型契約後，係由政府支付廠商因履約所

生之費用，而固定價金契約則由政府給付廠商固定價金，前者對於

廠商履約標的之規範較具調整空間，而後者關於廠商履約標的之規

範則較為明確，二者契約內容顯有不同，廠商於履行成本計價型契

約時，必須依約將其執行履約標的之情形通知採購機關，以請求給

付。本文先就成本計價型契約之法律規定予以探討，再就各種契約

條款中廠商及機關之權利及義務分別分析。 

一、價金之控制 

機關於履約過程中必須依約支付廠商履約之費用，故廠商履約

及機關給付價金之關係應於採購契約中明確規定，禁止價金不足法

Anti-Deficiency Act, 31 U.S.C. § 1341及聯邦政府獲得規則FAR 
32.702均規定機關不得有給付不能之情形，FAR 32.702規定：「除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機關不得負擔任何超過給付責任之義務。機關

應於執行採購契約前，獲得財務部門書面確認支付廠商之能力，或

依FAR 32.703-2規定以機關獲得分配之經費為停止條件，給付廠商

價金。」而廠商必須於履約過程中製作實支成本之紀錄，以供機關

查核，如已超過機關預算金額，則政府得終止契約、變更契約條款

或增加契約價金。故廠商應製作及時及精確之成本紀錄，以供履約

所需。 
以下就成本限制條款及給付價金之限制條款說明採購機關控制

                                                   
109 Information Ventures, Inc., Comp. Gen. Dec. B-240458, 90-2 CPD ¶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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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之基本條款，機關得視採購契約係由機關於決標時負責給付全

部價金或分期付價等不同約定，考量全部或部分適用下列二種條

款。 

契約條款 

成本限制條款 
FAR 52.232-20規定成本限制條款（limitation of cost clause，簡

稱LOC），依32.705-2(a)規定政府訂立成本計價型契約並支付全額

價金時，應將之列為契約條款，本條款之訂立旨在維持政府預算，

並避免經費不足110： 
 

(a)機關及廠商應預估不含任何利潤之履約成本，廠商不

得向機關請求超過下列之金額：於列舉表中（Schedule）明

列之預估成本（estimated cost），或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

擔（cost-sharing）計價111，於列舉表中明列政府應負擔之預

估成本。廠商應同意於盡一切努力（use its best efforts）履行

列舉表中載明之工作，及依契約規定預估成本範圍內之義務。

如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廠商應同意盡一切努力履行於廠商

應分擔成本內，契約規定之義務。 
(b)廠商應於下列情形之一，以書面通知採購機關： 
預估依約履行之六十日內，包括之前已支付的成本，

將超過列舉表中所載明之預估成本之百分之七十五時。 
除利潤外，於履約所支付之總成本將超過或實質

                                                   
110 ITT Defense Communications Div., ASBCA 14270, 70-2 BCA ¶ 8370. 
111 成本分擔契約（cost-sharing contracts）：謂採購機關應依契約規定，給付廠商

履行契約所支出可被容許之部分成本，但不得給付廠商任何利潤。廠商可從

履約之過程或結果中，期待獲得實質的回報利益。FAR 16.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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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ly）低於先前預估之成本。 
(c)廠商於依上項規定通知時，並應提供機關更新後之預

估履約成本。 
(d)除採購契約另有規定者外， 
機關並無義務給付廠商超過列舉表中預估成本之金

額。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則機關並無義務給付廠商

超過列舉表中機關應負擔預估成本之金額。 
除機關以書面通知廠商預估之成本業經增加，且已提

供廠商更新後之預估成本外，廠商並無繼續履約之義務（包括

機關行使終止契約之權利時），或支付超過列舉表所載明之預

估成本之義務。 
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則機關同意增加之成本

應依列舉表中所載明之公式分配之。 
(e)除(d)之規定，或經機關同意者外，機關對採購契約

之預估成本不因任何通知、意思表示而改變。除機關另為同意

之意思表示者外，機關並無義務給付廠商超過列舉表中預估成

本之金額。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則機關並無義務給

付廠商超過列舉表中機關應負擔預估成本之金額。 
前項超過預估成本之金額，不論發生於履約中或因終止

契約而發生，均屬之。 
(f)除機關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或指明增加之給付係

供廠商使用於支付終止契約或其他費用者外，若機關同意增加

列舉表中之預估成本，則廠商已支付或未來將支付超過預估成

本之金額，均屬可被機關允許（allowable）之成本。 
(g)若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則該通知不得推定為機關

已同意增加列舉表中之預估成本。但通知中載明已同意增加成

本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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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若契約終止或機關不同意增加預估成本，則機關與廠

商應依成本分擔比例對已產製或已採購之財產進行分配之協

商，以求財產之公平分配。 
 

給付價金之限制條款 
FAR 52.232-22規定給付價金之限制條款（limitation of funds 

clause，簡稱LOF），依32.705-2規定應於政府支付全額成本計價型

契約價金時將之列為契約條款，即政府於給付廠商履約成本時，應

加列如下之條款： 
 

(a)機關及廠商應同意預估之履約成本，廠商不得向機關

請求超過下列之金額：於列舉表中明列之預估成本，或如

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於列舉表中明列政府應負擔之預

估成本。廠商應同意盡一切努力履行列舉表中載明之工作，及

依契約規定預估成本內之義務。如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廠

商應同意盡一切努力履行於廠商應分擔成本內，契約規定之義

務。 
(b)列舉表應載明機關已具的支付能力，及於契約內給付

價金之分配情形、契約品項、及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

價，機關應分擔之成本、及預估可供履約之期間。如廠商履約

之範圍超過得標之金額，機關應另行以遞增方式給付金額

（additional funds），至列舉表規定之預估金額止，但不含任

何利潤。廠商應在機關依約已支付或應支付之金額範圍內履行

契約，不得超過分配至機關之總金額。 
(c)廠商應於下列情形之一，以書面通知採購機關： 
其預估依約履約之六十日內，機關已支付及將支付的

成本將超過列舉表中預估成本之百分之七十五。或 
如採購契約係成本分擔契約，廠商預估依約履約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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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內，機關應分擔之金額及廠商應分擔金額將達總額之百分

之七十五。廠商並應通知機關為符合列舉表所載明之時程，機

關應另行支付之預估金額。 
(d)廠商應於列舉表規定期滿之六十日前，以書面將履行

契約所需之增加金額、依列舉表規定所需之延長履約期間、及

需求經費之時間等通知機關。 
(e)如機關並未獲依列舉表分配（allotted）之預算金額，

機關應於接獲廠商之通知後依約終止該契約。若廠商預估政府

給付之金額尚足以支付超過原預估日期之履約所需，則廠商應

通知機關修正後之履約期滿日期，機關得於該期日終止採購契

約。 
(f)除採購契約另有規定者外， 
機關並無義務給付廠商超過列舉表中預估成本之金額。 
迄機關以書面通知廠商預估之成本業經增加，且已提

供廠商修正後之預估成本止，廠商並無繼續履約之義務（包括

機關行使終止契約之權利時），或支付超過列舉表所載明預估

成本之義務。 
(g)機關應將契約之預估金額增加至實際分配之金額，

或於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時，機關應實際分擔金額加

計廠商相對應依列舉表公式必須分擔之金額之總數，超過原預

估金額之數量。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則機關同意增

加之成本應依列舉表中所載明之程式分配之。 
(h)除(f)之規定，或經機關同意者外，機關對採購契約

之預估成本不因任何通知、意思表示而變更。除機關另為意思

表示者外，機關並無給付廠商超過列舉表中預估成本金額之義

務。 
前項超過預估成本之金額，不論發生於履約中或因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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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而產生之成本，均屬之。 
(i)除機關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或指明增加之給付係供

廠商用於支付終止契約或其他費用者外，若機關同意增加列舉

表中之預估成本，則廠商已支付或未來將支付超過預估成本

之金額，或於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時，機關應實際分

擔金額加計廠商相對應依列舉表公式必須分擔之金額之總數，

均屬可被機關允許之成本。 
(j)若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則該通知不得推定為機關已

同意增加列舉表中之預估成本。但通知中載明已同意增加成本

者不在此限。 
(k)本條文並不影響機關終止契約之權利。若契約終止，

則機關與廠商應依成本分擔比例對已經產製或已採購之財產進

行分配之協商，以求財產之公平分配。 
(l)如機關並未配置足以完成契約之經費，機關應依列舉表

中之利潤比例，並依廠商履約完成之比例，給付廠商利潤。 
 

限額之約定 
採購機關在成本計價型契約簽訂之初，就應在契約條款中將限

額（ceiling）之相關約定明列，俾契約雙方能有所依據。機關及廠

商應就各成本計價型之採購契約，約定各種不同的限額，包括：成

本限額、利潤限額及成本加利潤之限額等112，故成本計價型之六

種不同契約類型均應有限額之約定，此外另應約定廠商發生超支時

之法律責任，以免爭議113。常用以計算限額之方式有兩種：一種

                                                   
112 Lsi Serv. Corp. v. United States, 191 Ct. Cl. 185, 422 F.2d 1334 (1970); Urban 

Mgmt. Consultants of San Francisco, Inc., HUDBCA 75-28, 76-2 BCA ¶ 12,000; 
Peterson Builders, Inc. v. United States, 31 Fed. Cl. 650 (1994). 

113 例如，Aurora Optics, Inc., ASBCA 48766, 96-1 BCA ¶ 28,077案中，廠商應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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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總成本（overall cost）之限額；另一種是間接費用（overhead）
之限額，而間接費用之限額應以金錢為計算單位或以間接費分攤率

（overhead rate）114為計算單位115。限額條款應力求精確，俾使廠

商在該限額內依約履行責任，亦可免除廠商要求另外給付之困擾，

任一成本計價型契約之限額，不但對廠商履約之直接成本（direct 
costs）適用，即使對間接成本（indirect costs）亦適用之116。 

實務爭議 
成本限制條款（LOC）與給付價金之限制條款（LOF）對於政

府及廠商之保護並無不同，故於採購契約中並無同時使用該二條款

之必要，採購機關得選擇其一使用117。值得注意的是，如機關負

責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履約內容與契約價金相當，且將價金分列為成

本及利潤兩部分，則必須依契約中列舉表所示之預估成本及利潤給

付廠商，固無爭議，但若機關決定使用遞增價金型契約

（incrementally funded contracts）118，且報價並未分列為成本及利

潤兩部分，則是否應支付廠商成本及利潤？三軍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於McMullen Assocs., Inc., ASBCA 22459, 79-1 BCA ¶ 13,818, re-

                                                                                                                        
一切超出契約成本及利潤上限（$498,653）之金額。 

114 龍毓聃譯，同註5，頁345。間接成本（overhead）並不能直接推算至個別成本

單位 ，故 應先 以合 於邏 輯的 方式 彙齊 至間 接成 本庫 （pool）， 然 後再 分攤

（allocate）於各個成本目標。詳見唐克光，論成本計價型契約中成本及利潤

之協商——以美國聯邦政府採購為例，軍法專刋，52卷5期，頁30，2006年10
月。 

115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1019-24. 
116 United Shoe Mach Corp., ASBCA 11936, 68-2 BCA ¶ 7328. 
117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Acquisition (HHSAR) 332.705-2. 
118 「遞增價金型契約」係指機關於決標時，並無足夠支付廠商履約所需之經

費，即廠商履約之範圍逾得標之金額，FAR 並未規定機關如何使用本契約，

僅於LOF條文中規定機關給付價金應予限制。NASH et al., supra note 3, at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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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 denied, 79-2 BCA ¶ 13,920案中判斷：若廠商所報之價格中並

未區分成本及利潤部分，則廠商獲得超過成本部分之金額並無不

當，即廠商亦得請求利潤。但在Allied-Signal Aerospace Co., AS-
BCA 46890, 95-1 BCA ¶ 27,462案中，審議委員會判斷：廠商所報

之價格中並未區分成本及利潤部分，則廠商僅得請求成本部分之金

額。依FAR 52.232-22(b)規定，機關使用遞增價金型契約時，不得

支付超過列舉表中預估成本之利潤，故若機關要求廠商應將成本及

利潤部分予以區分，自可免除上列案件之爭議119。 
LOC及LOF條款僅適用於給付契約成本，至於廠商因政府違 

約120或其他政府應負之賠償責任121並不在此限。 

廠商之通知義務 

LOC及LOF均要求廠商有通知之義務，通知有二種：已支付費

用之通知及預估成本之通知。前者是廠商已實際支付者，後者是預

估所需之經費，採購機關可藉由該二通知，得知：經費是否應向

上或向下調整，即變更契約之預估成本；廠商履約標的是否應變

更，即變更或終止履約標的；履約進度是否遲延，或超前等，以

利採取行為。 
已支付費用之通知 

依據LOC條款(b)(1)及LOF條款(c)之規定，廠商應在預判於六

十日內，將累計支付逾預估金額之百分之七十五，或機關分配至該

契約之總經費之百分之七十五時，以書面通知機關；該通知可使機

關瞭解廠商實支成本已接近預估成本或分配之總經費，以利機關查

證廠商履約情形，並決定是否採取法律行為。廠商對於本通知迄今

                                                   
119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985. 
120 Solar Turbines, Inc. v. United States, 23 Ct. Cl. 142 (1991). 
121 FAR 52.228-7 Insurance-Liability to Third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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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重大爭議122。 
預估成本之通知 

依據LOC條款(b)(2)之規定，廠商應於其履約所支成本將超過

或實質低於先前預估成本時，以書面通知採購機關，LOF條款(d)則
規定，廠商應於列舉表規定期滿之六十日前，以書面將為履行契約

所需之增加金額及需求經費之時間等通知機關。故本通知可謂之為

「超支」（overrun）之通知，機關於受該通知後，便有足夠時間

依約採取法律行為。 
廠商必須在本通知中說明契約預估成本不足支付履約所需之理

由及作成各項金額數目，故僅每月交付機關發票123，或僅通知機

關成本將增加124，或僅通知機關預估之間接成本分攤率（overhead 
rates）125等均非預估成本之通知。廠商在通知機關時未必能確定超

支之金額，但廠商仍應盡一切努力提供精確之數目，若廠商因不能

確定超支之金額而未通知機關，廠商並不因此而免責126，若廠商

未通知機關預估成本，則機關並無給付廠商已支付成本之責     
任127。如廠商獲得最新的成本資訊，則應將該等資訊通知機關，

即不斷更新該等資訊，故廠商通知機關之次數並無限制，否則機關

仍應依原預估金額支付廠商128。又廠商不得以機關已具備廠商履

約資料，理應瞭解廠商成本為抗辯理由，而免除通知之責任，蓋機

                                                   
122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987. 
123 Consulting Servs. Corp., ASBCA 20288, 76-2 BCA ¶ 12,124. 
124 Carltech Assns., Inc., ASBCA 42576, 93-1 BCA ¶ 25,265. 
125 Resource management, Inc., ASBCA 27444, 83-2 BCA ¶ 16,797.  
126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ASBCA 32282, 87-3 BCA ¶ 

20,009. 
127 American Standard, Inc., ASBCA 15660, 71-2 BCA ¶ 9109. 
128 LOC(c), International Science & Tech. Inst. Inc. v. United States, 53 Fed. Cl. 79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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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並無分析及計算成本資料之義務129。廠商應將各種發票詳予分

析，以利機關得確知超支即將發生，方善盡通知機關之義務130。 

廠商超支時之機關行為 

廠商支付之成本超過契約規定之預估成本時，機關並無繼續給

付價金之義務，而廠商得停止履約行為，已如前述。FAR 32.704
「成本或價金（funds）之限制」規定機關之行為如下： 
 

(a)如契約內約定第52.232-20「成本限制」，或52.232-
22「給付價金限制」條文，機關於接受廠商有關支付之成本已

接近契約規定之預估成本或已分配之金額限制的通知時，應即

獲得履約所需之金額，並將下列事項以書面通知廠商： 
(i)增加之金額已經分配，或預估成本已增加至特定數額； 
(ii)機關不再給付任何金額，廠商應提出調整利潤之計畫

書，該計畫書應依據已完成工作及應完成工作之比例訂定之； 
(iii)機關是否終止該契約； 
(iv)(A)機關正決定增加金額或增加預估成本，(B)若履約

之成本已達契約規定之金額或成本上限，廠商得依約停止履

約，(C)任何超過契約規定金額或成本上限之工作，應由廠商

負擔危險。 
若機關於與廠商簽訂由機關支付部分金額之契約，又

契約內包含(a)之規定後，發現並無金額可供支付，應即以

書面通知廠商將不再支付金額之決定。 
(b)機關於簽訂成本計價型契約後，得於不增加金額條件

下，通知廠商變更契約，更換或修理瑕疵品項或工作，或通知

                                                   
129 Industrial Technological Assocs., Inc., ASBCA 16075, 72-2 BCA ¶ 9531. 
130 Consulting Servs. Corp., ASBCA 20288, 76-2 BCA ¶ 12,124. 

−164−



      論成本計價型契約之體系及條款 51 

 

九十八年八月 

廠商終止契約。由於廠商並無於超過預估成本情形下履約之義

務，機關為確保廠商能依通知履約，應於通知廠商時，確認金

額之獲得無虞。機關得通知廠商任何預估成本及分配金額之增

加，均應使用於終止契約或其他特定之支出。 
(c)任何政府人員明知欠缺資金仍鼓勵廠商繼續履約，已

觸犯31 U.S.C. 1341之規定，可能負民事或刑事處罰責任。 
 

本條文(a)(i)至(iii)規定機關得為確定效果之法律行為，但機

關依(iv)所為之法律行為則效力並未確定。以下分別就機關之給

付、視為同意給付之行為及機關未回覆廠商超支之通知等，說明廠

商超支時之機關行為。 
機關之給付 

廠商應將超支預估成本之情形通知機關，機關方得裁量並決定

是否允許廠商繼續履約工作，若廠商未通知機關，則機關自不必為

廠商支出之費用負責131。廠商將超支的情形通知機關後，並不當

然取得請求機關支付其超支成本之權利132。而機關不得恣意裁  
量或決定，例如，明知廠商已超支預估成本，仍要求廠商繼續履 
約133，或明知廠商已低估其間接成本分攤率，但仍指示契約變

更，致廠商超支預估成本134，則機關應給付超支部分之金額。 
若廠商未將其已超支之情形通知機關，機關仍得給付廠商超支

之金額135。機關已於過去給付廠商超支之金額，亦得於未來停止

                                                   
131 Cal-Tron Sys., Inc., ASBCA 49159, 97-1 BCA ¶ 28,841. 
132 Research Applications Inc., ASBCA 23834, 79-2 BCA ¶ 14,120. 
133 American Elec. Labs., Inc., v. United States, 774 F.2d 1110 (Fed. Cir. 1985); Recon 

Sys., Inc., IBCA 1214-9-78, 80-1 BCA ¶ 14,245. 
134 Seaco, Inc., DOTBCA 1686, 86-2 BCA ¶ 18,933. 
135 ITT Defense Communications Div., ASBCA 14270, 70-2 BCA ¶ 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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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廠商超支金額136。若廠商於訂約時，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

預見（foreseeable），例如，該超支成本係非廠商所能預見者，即

便廠商並未即時發出通知，廠商並不須對超支之成本負責，但如該

超支成本係廠商所能預見者，則機關無須支付超支之金額137。在

Magnavox Co., ASBCA 17455, 74-1 BCA ¶ 10,495案中，廠商通知機

關其可能超支，機關仍發出數項契約變更之指示，而該等變更致使

履約成本大幅增加，廠商主張其不能預見契約變更所增加之支出，

但機關抗辯稱廠商於發出的通知時，應已預見支出情形，審議委員

會判斷：廠商不能預見該等契約變更所生之影響，故機關應負責給

付廠商超支之金額。在Dames & Moore, IBCA 2553, 93-1 BCA ¶ 
25,487案中，廠商因美國與伊朗發生衝突，導致機關稽核延遲而使

廠商喪失商機及增加成本，因均非廠商於訂約時所能預見，故機關

應負責給付廠商超支之金額。 
廠商依據LOC或LOF之規定，為使機關知悉廠商預估可能發生

超支之情形，應具備會計及財務報告之能力138，廠商不得以其規

模小，不具相當之會計或財務系統為理由，致使機關不能知悉廠商

                                                   
136 Kirschner Assocs., Inc., ASBCA 24958, 81-1 BCA ¶ 14,834. 
137 Ceneral Elec. Co. v. United States, 194 Ct. Cl. 678, 440 F.2d 420 (1971). 若廠商

不能預見其將超支成本時，則廠商不必為超支之成本負責，即得請求機關支

付其成本及利潤，故如廠商遭遇極為不合理之困難、支出、損失之事由便

是，參閱美國法律整編契約法第二次彙編Restatement of the Law, Second, Con-
tracts § 261 及 美 國 統 一 商 典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 § 2-615 ，

Restatement並例示如下：因戰爭、禁運、當地農產欠收、或因主要供應來源因

不可預見之理由停止供應等，而造成成本之大幅增加便是。但若事故僅增加

困難之程度，例如工資、原物料或工程之上漲，除成本已上漲超過正常範圍

外，均非廠商「不可能履約」（impossibility of performance）之理由。NASH  

et al., supra note 3, at 291. 我國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更原則）亦有相同之

規定。 
138 Optonetics, Inc., ASBCA 17074, 73-2 BCA ¶ 1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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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可能發生超支之情形，而免除其責任139，亦不得以更換其會

計系統及會計公司為抗辯理由 140。在 Stanwick Corp., ASBCA 
14905, 71-1 BCA ¶ 8777, recons, denied, 71-2 BCA ¶ 19,115案中，

廠商主張其所支付之間接成本（indirect costs）141必須到會計年度

結束後方可得知，在會計年度結束前，無論其如何努力均不能計算

出履約的間接成本，因此不能通知機關其超支之金額，但採購申訴

審議委員會並不同意廠商主張，判斷中認為：廠商應通知機關，使

機關知悉可能發生超支之情形，廠商在發出通知之時，應具備會計

及財務報告之能力並應預見履約超支之情形142。 
視為同意給付之行為 

廠商未接獲機關是否同意支付超支金額之通知，則廠商應舉證

機關之行為已足使廠商相信超支之行為已獲得機關同意，若廠商無

法舉證，則應負責其超支之金額143。 
未經採購機關採購人員授權之技術人員所為之工作指示

（ work directions ） 或 陳 述 ， 因 並 非 由 機 關 內 經 授 權 官 員

（authorized officials）所為，故非機關表示同意之行為144。若機關

                                                   
139 McLeod Corp., ASBCA 29568, 85-2 BCA ¶ 18,048. 
140 Advanced Materials, Inc., v. Perry, 108 F.3d 307 (Fed. Cir. 1997). 
141 間接成本是指除直接投入該履約工作以外之任何成本，即同時履行兩個以上

成本目標所支出的成本，故凡不能直接歸屬或立即被辨認為屬於某一物料或

勞務之成本均屬之。間接成本常稱之為「overhead」。Department of Defense, 
Armed Services Pricing Manual (ASPM), Vol. 1, 6.1-2 (1986); NASH et al., supra 
note 3, at 291. 

142 廠商亦常主張應於履約完成後，方可得知間接成本，履約期間不能計算出透

支之情形云云，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並不同意廠商主張。General Times 
Corp., ASBCA 18962, 75-2 BCA ¶ 11,462. 

143 民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依習慣或其事件之性質，承諾無須通知者，在相

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諾之事實時，其契約為成立。」 
144 American Standard, Inc., ASBCA 15660, 71-2 BCA ¶ 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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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廠商交付之發票表示同意並支付之，則機關有使廠商繼續履行

契約之意思表示，視為同意給付廠商，故應給付廠商超支之金   
額145。但機關僅表示願「看看」（take a look）廠商請求，則廠商

尚不得請求其超支之金額146。如政府鼓勵廠商繼續履約，並保證

另行分配之金額不久就會撥到，且要求廠商信賴其陳述，則機關不

容否認（estopped）147其承諾支付超支金額之聲明148。在Recon 
Sys., Inc., IBCA 1214-9-78, 79-2 BCA ¶ 14,058, recons. denied, 80-1 
BCA ¶ 14,245案中，內政部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判斷：機關已受廠

商通知有關契約之金額已支付告罄，但仍要求廠商依約完成最後任

務，此外機關尚受領且使用廠商交付之標的物，則廠商得請求機關

支付其超過預估金額之金額。 
若廠商並未將其已超支之情形通知機關，則廠商與機關間對於

超支部分並無意思表示之合致，即並無契約約定廠商是否應繼續履

約可言，機關得不支付廠商超過預估金額之金額149。 
機關未回覆廠商超支之通知 

在實務中常有廠商主張其已通知機關繼續履約之意願，然機關

並未回覆，亦未要求廠商停止工作，故機關之未回覆已成為默示同

意，機關應支付廠商超支之成本云云，在American Standard, Inc., 
ASBCA 17039, 72-2 BCA ¶ 9568案中，三軍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判

                                                   
145 Dynamics Concepts, Inc., ASBCA 44738, 93-2 BCA ¶ 25,689. 
146 Ebasco Servs. Inc. v. United States, 37 Fed. Cl. 370 (1997). 
147 Restatement of the Law, Second, Contracts §  90(1) 對 於 「 允 諾 禁 反 言 」

（promissory estoppel）規定如下：允諾人對其允諾所引致允諾相對人或第三

人之作為或不作為係可合理預見，且唯有履行其允諾始可避免不公平結果產

生時，該允諾具拘束力。其違反允諾之救濟方式以達到公平者為限。楊楨，

英美契約法論，頁134，1999年5月修訂再版。 
148 American Elec. Lab., Inc. v. United States, 774 F.2d 1110 (Fed. Cir. 1985). 
149 TEM Assocs., DOTBCA 2556, 93-2 BCA ¶ 2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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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機關未對廠商之通知作回應，並不構成同意廠商可繼續履約，

廠商並無請求機關給付其超過預估金額的權利。蓋若廠商將其已超

支之情形通知機關，但機關並未通知廠商任何決定，包括使契約期

滿消滅或因其他事由發生而失其效力，則廠商與機關間對於超支部

分亦無意思表示之合致，對於廠商是否應繼續履約，並無契約之成

立可言。但若干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常判斷，若廠商將其已超支之

情形通知機關，而機關並未回覆廠商任何決定時，機關應負因政 
府公共利益理由而終止契約之責任，即應賠償廠商終止契約之成 
本150。 

二、其他契約條款 

由於成本計價型契約之給付價金方式與固定價金型契約方式顯

有不同，前者之契約價金，依照LOC(d)及LOF(f)之規定，除採購契

約另有規定外，有待機關及廠商依照契約規定中列舉表所示之預估

成本，以計算廠商應得之成本及利潤，而契約條款中除前述之成本

限制條款及給付價金之限制條款外，其他條款之規定內容亦影響機

關的給付責任，例如機關之法律行為是否可推定為同意廠商的超支

行為？故應分別探討之。 

契約變更 

LOC(g)及LOF(j)均規定：「若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則該通

知不得推定為機關已同意增加列舉表中之預估成本。但通知中載明

已同意增加成本者不在此限。」故廠商於接獲機關通知變更契約

後，應即通知機關其所需之金額數量，若機關通知廠商同意增加廠

商所需之金額，則契約變更之程序已屬完備，但在美國聯邦採購的

                                                   
150 e.g. North American Rockwell Corp., ASBCA 14329, 72-1 BCA ¶ 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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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中，由於契約雙方之履約工作常未按法規處理，因此常有爭議

發生151。 
廠商與機關固可以協商方式達成意思之合致，即以修約方式將

機關同意或要求的新工法或履約標的予以變更，但在實務中幾乎各

機關均以單方指示方式要求廠商履行契約的變更，機關要求的方法

有二種：依契約規定實施契約變更，或以實施技術指示（technical 
direction）行之；但由於成本計價型契約對於履約標的之敘述，本

較非成本計價型契約內容廣泛，因此廠商不易證明其所履行變更之

標的已非原契約所約定，故機關與廠商的協商紀錄便成為探求雙方

真意之重要依據152。廠商常與機關對契約變更所持之見解不同，

故各機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受理契約變更之爭議案件甚多，以下

便從技術指示及契約變更分別論述之。 
技術指示 
由於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履約標的常以不具體之文字敘述，內容

廣泛，機關必須因此經常發出指示以要求廠商履約，在實務中，採

購機關常指派技術代表（Contracting Officer’s Technical Representa-
tive，簡稱COTR）負責指導廠商履約各項事宜，但不得為契約之

變更153。  

                                                   
151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1015. 
152 Burns & Roe, Inc., EBCA 2556, 102-11-79, 81-2 BCA ¶ 15,386案中，機關已於協

商紀錄中多次通知廠商必須在原議定之契約成本範圍內完成變更的工作，故

廠商不得請求機關另行給付成本及利潤。 
153 例 如 ， NASA FAR Supplement 1852.242-70. “TECHNICAL  DIRECTORY”; 

Department of Justice Acquisition Regulation (JAR) 2852.201-70; Federal Avia-
tion Administration, Contracting Officer’s Technical Representative Handbook, 
October 2007, 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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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變更 
契約變更可用下列二種方式之一達成：正式變更（formal 

changes）；推定變更（constructive changes），如契約變更成

立，廠商履行契約變更的部分是否可請求利潤？則應視契約變更之

部分是否為原採購契約之部分而定，若契約變更之部分為原採購契

約之一部分，則廠商可依約請求契約規定之利潤，但若契約變更之

部分並非為原採購契約之一部分，則廠商可依契約之變更，另行請

求利潤。以下分別就該二種情形予以分析。 
正式變更 
機關固得單方發通知要求廠商變更契約中之特定事項154，但

FAR所規定雙方意思合致的變更，較能減少因意思不合致所產生之

爭議，蓋契約主體可事先決定契約變更對成本及時程的影響，並辦

理修約；而如果契約主體不能就變更對成本及時程的影響達成意思

合致，則機關得單方發通知要求廠商變更契約，至於成本及時程的

調整則待廠商履約後再行協商之155。 
LOC(g)規定，不得將契約變更推定為機關已同意增加列舉表

中之預估成本，但廠商可否請求因多履行工作之利潤？因LOC(g)
僅規定成本，並未排除廠商請求利潤之權利，故在Booz, Allen & 
Hamilton, Inc., IBCA 1027-3-74, 76-1 BCA ¶ 11,787案中，審議委員

會判斷：廠商可請求因履行增加工作之利潤。 
機關行使契約變更之範圍僅限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

（within the general scope of the work），如機關行使契約變更之範

                                                   
154 FAR 43.201. 我國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20條、財物採購

契約範本第16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15條「契約變更及轉讓」中亦有相同

之規定：「機關於必要時得於契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廠商變更契約（含

新增項目）。」 
155 FAR 4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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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不在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則機關不得變更該範圍，廠商可主張

機關已違約156。至於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法院判斷契約變更之

標準為何？端視採購標的變更前後之功能是否相同而定，故如契約

變更前後之功能與原契約規定之功能相同，則機關係在契約規定之

範圍內行使變更之權利157，例如將採購標的物原瓦斯冷卻系統改

為電子冷卻系統，法院認為除使用能源系統不同外，二者基本是相

同的158。在General Dynamic Corp. v. United States, 218 Ct. Cl. 40, 
585 F.2d 457（1978）案中，廠商為海軍建核子動力潛艦，採成本

計價型契約，價金為六千萬美元，但海軍通知廠商應作重大設計變

更，該等變更預判將另行支付一億美元，法院認為廠商應具備建造

核子動力潛艦之高科技，而設計變更係在契約範圍內，海軍並未違

約。 
但若機關通知數量大之變更，致使廠商履約客觀不能，則機關

不得行使該契約變更159。 
推定變更 
所謂推定變更，即非屬機關之正式變更，而其意思表示或行為

                                                   
156 Edward R. Marden Corp. v. United States, 194 Ct. Cl. 799, 442 F.2d 364 (1971). 

但若廠商以機關所指示之契約變更並非原契約約定之事項為理由，而不進行

履約，則廠商可能將負擔違約責任，參見Alliant Techsystems, Inc. v. United 
States, 178 F.3d 1260 (Fed. Cir. 1999). 

157 美國法院及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所以認為以採購標的變更前後之功能是否

相同，作為契約變更之範圍，係顧及廠商未必具有履行功能不同標的之能

力，再者機關得單方通知廠商契約變更，為避免廠商違約，故以採購標的變

更前後之功能是否相同，作為契約變更之範圍。我國各採購契約範本並無相

似之規定，美國法院及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見解應具參考價值。 
158 Keco Indus., Inc. v. United States, 176 Ct. Cl. 983, 364 F.2d 838 (1966), cert. de-

nied, 386 U.S. 958 (1967). 見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1033. 
159 Air-A-Plane. v. United States, 187 Ct. Cl. 269, 408 F.2d 1030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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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產生契約變更的法律效力，應推定其契約已變更。若廠商因履

行原採購契約規定以外增加之工作，於履行固定價金契約時，機關

應給付廠商價金並補償必要之費用，固無疑問160，若廠商履行成

本計價型契約時，機關亦應給付其可被允許之成本及利潤及必要之

補償費用161，但若廠商並未履行推定之變更，則機關不應給付其

可被允許之成本及利潤162。  
要 件 
推定變更之成立應符合下列條件：A.廠商須履行原採購契約規

定外增加之工作，且另行支付成本以完成該工作；B.廠商並未與機

關就變更之工作達成意思之合致；C.機關已為變更之通知，該等通

知可推定為機關所為之契約變更，應由採購人員為之，故由工程人

員對廠商所為之建議、評論或意見等均非採購人員所為之通知，並

無變更之效力163。至於廠商於受機關推定變更之通知後，是否準

用FAR 52.243-2規定在正式變更中，廠商必須於三十日內將變更對

成本之影響通知機關？FAR對此並未規定，而在實務上，機關之權

利並未受損害，則廠商即便並未通知機關有關成本之影響，並不影

響其請求補償費用的權利164。 
LOC(g)規定：「若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則該通知不得推

定為機關已同意增加列舉表中之預估成本。但通知中載明已同意增

                                                   
160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20條、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16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

本第15條「契約變更及轉讓」規定：「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更之

事項前即請求廠商先行施作成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理契約變更或僅部分

辦理者，應補償廠商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161 FAR 43.203. 
162 Northrop Grumman Corp. v. United States, 41 Fed. Cl. 645 (1998).  
163 Industrial Research Assocs., Inc., DCAB WB-5, 68-1 BCA ¶ 7069. 
164 R.R. Tyler, AGBCA 381, 77-1 BCA ¶ 1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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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成本者不在此限。」係指正式變更而言，是否適用於推定變更？

在Jerry Warner & Assocs., ASBCA 33056, 90-1 BCA ¶ 22,392案中，

審議委員會持肯定見解，即不得推定機關同意增加列舉表中之預估

成本。 
種 類 
機關與廠商常因對於推定變更之事實，彼此認知及解釋不同而

產生爭議，如廠商請求機關給付因契約變更而增加之成本及利潤，

則應負舉證責任，由法院或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依契約主體間之意

思表示或所為之法律行為據以判斷。在實務中，採購契約中之「技

術指導」（Technical Direction clause）條款中規定：契約變更之通

知應由採購人員為之，廠商不得以技術人員之通知作為爾後請求調

整契約利潤、預估成本及契約列舉表之依據165。但在Franklin W. 
Peters & Assocs., IBCA 762-1-69, 71-1 BCA ¶ 8615案中，審議委員

會認為計畫人員（project officer）所為之通知，亦屬採購人員之通

知，且採購人員已知悉計畫之人員所為對廠商之通知，故廠商得請

求因履行契約變更而支付之成本及利潤。由政府官員（Government 
officials）對契約條款所為之解釋166，或公務人員（Government 
employees）對於履約所為之建議，均屬推定性之契約變更，廠商

因此而施作及供應，可請求增加之必要費用167。而廠商於發現機

關要求履行推定性之契約變更時，應即負有以書面通知機關之義務，

蓋未獲機關之同意，廠商不得履行契約規定以外之任何工作168。 
若機關依約應提供廠商履約所需之資訊，但並未提供，或機關

                                                   
165 參見註153及其隨附之本文。 
166 Triangle Elec. Mfg. Co. ASBCA 159951, 74-2 BCA ¶ 10,783. 
167 Lorentz Bruun Co. GSBCA 1023, 1964 BCA ¶ 4357. 
168 J.A.Ross & Co. v. United States, 126 Ct. Cl. 323, 329, 115 F. Supp. 187, 190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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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規格內含潛在瑕疵，致廠商支付增加之成本或工時，則廠商

得否依其履行推定性契約變更之理由，請求機關給付其所支付之費

用？在J. W. Hurst & Son Awnings, Inc., ASBCA 4167, 59-1 BCA ¶ 
2095案中，審議委員會認為採購機關並未提供正確規格，致使廠商

增加費用，應負推定變更契約的責任169。但在成本計價型契約

中，機關通常使用廣泛性文字規定契約之目標，且不規定履約之方

法，故廠商通常並無理由請求機關給付費用170。廠商於發現機關

提供之規格內含潛在瑕疵，或未獲得履約必需之資訊時，應即負有

通知機關之義務，蓋廠商於發覺機關應支付契約金額外之費用時，

為使機關得即時行為，及避免廠商喪失請求費用之權利，廠商應即

通知機關171。 
機關要求廠商提前交付標的，自屬契約變更，若廠商於履約中

遇有不可抗力之事件，可請求延長履約期限172，但若機關仍要求

廠商依契約約定之時程交付標的，自屬提前交付；然在諸多訴訟案

例中，機關為求能如期獲得採購之標的，或不同意事件屬不可抗力

之性質，不同意延長履約期限173，或雖同意事件屬不可抗力之性

質，但仍要求廠商應依契約之時程表履約174，甚至要求廠商加快

履約速度，提前完成履約者175，廠商依機關指示而增加支出費

                                                   
169 至於定作人（機關）不為協力之效果，民法第507條規定，廠商「得解除契

約，並得請求賠償因契約解除而生之損害。」另參看民法第496條及第497條

之規定，如因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承攬人，即廠

商，應得請求損害賠償，包括請求機關給付其已支付之費用等。 
170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1040. 
171 Axel Elecs., Inc., ASBCA 18990, 76-1 BCA ¶ 11,667. 
172 FAR 52.249-14. 
173 Keco Indus., Inc., ASBCA 8900, 1963 BCA ¶ 3891. 
174 Raymond Int’l of Delaware, Inc., ASBCA 13121, 70-1 BCA ¶ 8341. 
175 Varo, Inc., ASBCA 15000, 72-2 BCA ¶ 9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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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則機關之通知便成立推定之契約變更，廠商得請求因履行契約

變更而支付之成本及利潤。廠商於履約中遇有不可抗力事件時， 
應即通知機關176，而廠商亦應通知機關關於其所擬採取之應變  
方法177。 

遲 延 

FAR 52.249-14規定「因不可抗力遲延」（excusable delays）
之定義，係指廠商對於因非其所能控制或非其故意或過失所致之遲

延，免負逾期違約責任，並得展延履約期限。例如，天災或敵人之

行為等便是178，經機關查證廠商確遭不可抗力事件後，則該部分

之成本應不列入「全部可允許之成本」（total allowable cost），而

應另行計算之。機關應與廠商協商有關列舉表中目標成本（target 
cost）、目標利潤（target fee）、最小利潤（minimum fee）及最大

利潤（maximum fee）等是否應予調整，以計算廠商應獲得之誘因

利潤179。 
成本計價型契約鮮少規定因政府遲延所生之法律責任。在固定

價金型契約中，若因可歸責於政府之遲延導致廠商遭受損害，政府

                                                   
176 William Lagnion, ENGBCA 3778, 78-2 BCA ¶ 13,260. 
177 Eggers & Higgins v. United States, 185 Ct. Cl. 765, 403, F.2d 225 (1968). 
178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17條、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14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

13條「遲延履約」中對於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天災或事變等

事由，亦有相同之規定，但該等條文顯係為固定價金型契約而設計，並未規

定成本及利潤之調整，故並不完全適用於成本計價型契約。 
179 FAR 52.216-10, 16.307. 所謂「目標成本」係指採購契約於議定時所規定之預

估成本，所謂「目標利潤」係指若廠商依據採購契約於議定時所規定之預估

成本履約時，應得之利潤。至於最大利潤及最小利潤之例示，詳見唐克光，

同註69，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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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賠償廠商所受損害中的成本，但不賠償其他利潤180，又FAR 
52.242-14 suspension of work（政府要求暫停履約）及FAR 52.242-
15 stop-work order（政府要求停止履約）規定，政府有權要求廠商

暫停或停止履行固定價金型契約，但應賠償廠商之成本損失，不包

括利潤181，在成本計價型契約亦應準用於固定價金型契約之規

定。 

檢驗及修補瑕疵 

FAR 對於成本計價型契約之財務、勞務及研發契約分別規定

檢驗條文182，均規定廠商應提供機關對採購標的之檢驗方法，並

協助機關於廠商及其分包廠商處所進行檢查及測驗，政府對於履行

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廠商有進行檢查及測驗之權利，然檢查及測驗之

行為須以「可行之程度」（to the extent practicable）為限。故機關

不得因檢查廠商履約，而不合理地干擾廠商履約，致造成廠商履約

遲延，則廠商得請求調整利潤183。若政府依約應派遣檢驗人員，

卻因故未派，導致廠商履約時產生損害，則政府已構成違約，應賠

償廠商之損失184。 
廠商不論履行成本計價型契約或固定價金型契約，均應修補其

履約中之瑕疵，然廠商履行成本計價型契約時，其修補之成本應在

預估成本之範圍內支付之，不得請求利潤185，而若廠商履行固定

                                                   
180 Meva Corp. v. United States, 206 Ct. Cl. 203, 511, F.2d 548 (1975). 
181 Burns & Roe, Inc., EBCA 102-11-79, 81-2 BCA ¶ 15,386. 
182 FAR 52.246-3 Inspection of Supplies, FAR 52.246-5 Inspection of Services, FAR 

52.246-8 Inspection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183 Herlo Corp., ASBCA 20859, 76-2 BCA ¶ 12125. 
184 Russel R. Gannon Co. v. United States, 189 Ct. Cl. 328, 417, F.2d 1356 (1969). 
185 FAR 52.246-3(f), FAR 52.246-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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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型契約，則其修補之成本應由其得標之價款自行支付之，不得

要求機關增加契約價金186，二者不同之處在於負擔履約危險之契

約主體並不相同187。機關應要求履行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廠商於機

關受領採購標的後六個月內修補其履約瑕疵188。如廠商未能於合

理期間內迅速修補或更換其履約瑕疵，機關得：依約修補或更換

瑕疵之採購標的，並要求廠商賠償其增加之成本，或減少其固定之

利潤；如廠商未交付契約標的，要求廠商交付無瑕疵之標的並減

少其利潤；或終止契約189。 
廠商履行成本計價型契約，則其修補之成本應在預估成本之範

圍內支付之，不得請求利潤，換言之，廠商僅於預估成本之範圍內

負修補之責任，廠商不須於預估成本之範圍外，負任何修補責任，

但若機關願支付廠商因修補而增加之成本者，不在此限。若廠商故

意或以詐術（fraud）或非誠實信用之方法（lack of good faith）或

                                                   
186 FAR 52.246-2(d), FAR 52.246-4(e), FAR 52.246-7(c). 
187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15條、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12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

12條「驗收」中，對於廠商履約結果經機關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機關得要

求廠商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等均有相同之規定，廠商應自契約價

金中支付修補之費用，該等條文顯係為固定價金型契約而設計，並未規定廠

商在履行成本計價型契約時，其修補履約瑕疵之成本應在預估成本之範圍內

支付之，故該等條文並不完全適用於成本計價型契約。 
188 FAR 52.246-8(f), FAR 52.246-3(f). 但勞務採購中則無要求廠商修補瑕疵之時

間限制。FAR 52.246-5. 
189 FAR 52.246-3(g)(1). 除機關減少廠商利潤之規定外，民法買賣第359條、第

360條及第364條及承攬第493條、第494條及第495條有相同之規定。成本計價

型契約係在廠商完成一定之工作後，機關經稽核後給付廠商價款，其性質依

各契約內容之不同，可分屬買賣契約、承攬契約或買賣與承攬之混合契約。

除機關減少廠商利潤之規定外，FAR之規定與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15條、財

物採購契約範本第12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12條之「驗收」條款規定並無

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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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為不法行為 （willful misconduct）致工作產生瑕疵者，機關得

要求廠商修補其瑕疵，並且不須負責支付任何廠商成本190。 

終止契約 

政府得終止廠商履約工作之方法有二種：因廠商違約事由之

終止契約（termination for default）；及政府因公共利益之理由而

終止契約（termination for convenience）191，以下就二種終止契約

之定義、終止程序及部分終止等分述之192。 
定 義 

FAR 52.249-6規定： 
 

(a)政府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隨時依約為契約之全部或

一部終止：  

                                                   
190 FAR 52.246-3(h). CIBINIC & NASH, supra note 1, at 1048-50. 
191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21條、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17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

16條「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中，亦將政府終止解除契約之原因分為二

種：因廠商違約事由之終止或解除契約及政府因公共利益之理由而終止或解

除契約，故政府終止或解除契約之理由與FAR規定並無不同。 
192 FAR及工程、財物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均規定：政府得終止廠商履約工作之

方法有二種：一、因廠商違約事由之終止契約；及二、政府因公共利益之理

由而終止契約。廠商於履行固定價金型契約時，因其違約事由所負損害賠償

責任，及政府因公共利益之理由而終止契約，政府應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

失，但不包含所失利益，二者顯有不同，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21條、財物採

購契約範本第17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16條「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中規定甚詳，較無疑義。但若廠商履行成本計價型契約時，依據FAR 52.249-6
規定，不論係因廠商違約事由之終止契約，抑或政府因公共利益之理由而終

止契約，政府均應負責支付廠商一切可被允許之成本，至於利潤部分則有不

同：廠商於其違約情況下，得請求機關給付其已交付且為機關受領標的之利

潤，而若政府因公共利益之理由終止契約，則廠商得依已完成標的所占全部

契約規定工作之比例，請求應得之利潤，FAR 52.249-6一併予以規定，並未分

述之，自有其見地，本文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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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員決定終止契約符合政府利益193。 
廠商於履約時違約，且於受違約之通知日起十日內

（但經採購人員同意延長期限者，不在此限）未修補其工作或

依約履行者。謂違約者，係指廠商未能履行工作致影響工作之

完成194。 
 

故機關得因公共利益而終止契約之理由甚廣，但應依誠實信用

之原則並不得恣意為之195。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不因LOC
或LOF價金總額之限制而免除196。但因廠商違約終止契約之事由則

有較多限制，廠商必須未依契約規定履約，且未於受違約之通知日

起十日內修補其工作或依約履行，機關方得終止契約197。在實務

中，甚難發現機關以廠商違約為由而終止契約者，蓋成本計價型契

約之工作內容常以較不具體或廣義之內容約定，機關並不易舉證廠

                                                   
193 政府採購法第64條規定：「採購契約得訂明因政策變更，廠商依契約繼續履

行反而不符公共利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

契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此外，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21條、

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17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16條「契約終止解除及

暫停執行」亦有相似之規定，故政府因公共利益而終止或解除契約之理由與

FAR規定相似，值得注意的是FAR並無解除契約之規定。 
194 相較於FAR 52.249-6，契約範本中並未規定廠商於受通知日起10日內應修補其

工作或依約履行之規定。FAR之規定較符採購機關及廠商之實需。 
195 National Factors, Inc. v. United States, 204 Ct. Cl. 98, 103, 492, F.2d 1383, 1387 

(1974). 在Libertatia Assocs., Inc. v. United States, 46 Fed. Cl. 702 (2000)案中，

法院認為採購人員對廠商具憎惡及侵害之意圖及行為，因此機關並未依誠實

信用原則（即in bad faith）終止契約。 
196 A.T. Kearney, Inc., DOTCAB 1263, 83-2 BCA ¶ 16,835, recons. denied, 84-1 BCA 

¶ 17,052.  
197 若機關未通知廠商10日內修補其工作，而逕行終止契約，則該終止契約之行

為無效，Beeston, Inc., ASBCA 38969, 91-3 BCA ¶ 2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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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未依約履行或修補其工作198。 
然機關若能證明廠商違約，並依約終止契約，則其主張自應予

以維持，在United States School of America, Inc., ASBCA 38628, 90-3 
BCA ¶ 23,199案中，廠商並未依約提出分包廠商之工作報告，機關

認其違約並終止契約，廠商則辯稱分包廠商之工作報告並非履約之

必需，機關終止契約之行為係權利之濫用，審議委員會認為機關依

約終止契約並非藉口亦非恣意之行為，廠商之訴應予駁回。 
程 序 

政 府 
機關終止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廠商，FAR 49.102(a)規定該

意思表示必須載明機關決定終止之理由、終止生效日期、終止之範

圍及其他特別指示，例如，存貨及特殊工具之處置等，如該通知並

未載明係因廠商違約事由之終止，則推定為政府因公共利益之理由

而終止199。FAR 49.105(a)規定機關於發出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應

辦理下列事項：(a)指示廠商應採取之行為；(b)檢視由廠商所提交

之處理建議（settlement proposal），如機關認有必要，亦應檢視其

分包廠商提交之處理建議；(c)立即與廠商就後續處理事宜進行協

商，並達成意思之合致；(d)如不能與廠商就後續處理事宜達成意

思之合致，機關應就廠商之建議採行處理措施。 
廠 商 
FAR 49.104規定廠商於收受機關發出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應辦

理下列事項： 
停止工作 
廠商應於收受機關發出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於終止生效日起停

                                                   
198 Emsco Screen Pipe Co., ASBCA 11917, 69-1 BCA ¶ 7710. 
199 Stroud Realty, HUDBCA 75-13, 76-1 BCA ¶ 1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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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履約工作。如廠商應支付之成本於終止生效日起無法立即停止支

付，仍須繼續一段期間者，且該成本之支付係屬合理，機關應給付

之。但廠商有故意或過失不繼續履約之行為者，不在此限200。如

機關僅部分終止契約，則廠商應依約履行未終止之工作。 
通知分包廠商 
廠商應於收受機關發出終止契約之通知後，立即通知其分包廠

商，並與分包廠商進行協商，如分包廠商對廠商提起訴訟（分包廠

商不得逕將機關提起訴訟，蓋機關與分包廠商間並無契約關係存

在），則應將訴訟通知機關，廠商應於支付其分包廠商價金後，方

得向機關請求支付該部分之成本及利潤201。 
準備財產清冊 
廠商應於契約終止後一百二十日內準備終止時之存貨報表

（termination inventory schedules）並交付機關，以利機關將之作為

支付之依據202，所謂終止時之存貨係指為履約之需，而已獲得之

財物，由政府提供之財物亦屬之，廠商應將之區分為機密類、非機

密類及政府提供之財物類等，並分別列冊203。廠商為履約所採購

之原物料、勞務及已製成品所支付之費用，均得請求機關支付之，

其中製成品縱使未能完全符合規格，例如，該製成品中百分之十五

係瑕疵品，廠商仍得請求機關給付其已支付之成本及利潤204。 
提交處理方案 
除經機關同意延長提交處理方案（settlement proposal）之期限

                                                   
200 FAR 31.205-42(b). 
201 Atlantic, Gulf & Pac. Co., ASBCA 13533, 72-1 BCA ¶ 9415, aff’d, 207 Ct. Cl. 995 

(1975). 
202 FAR 52.249-6(d). 
203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 48 CFR 45.606-5(c). 
204 Best Lumber Sales., ASBCA 16737, 72-1 BCA ¶ 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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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廠商必須於終止生效之日起一年內，提出處理方案205，該方

案中應載明請求機關給付之終止費用，包括為處理契約終止之成本

及利潤，以供機關稽核及同意206。 
協商程序 

廠商提出處理方案後，機關應即與其協商處理方案，如契約主

體不能就成本或利潤達成意思之合致，則機關應依契約規定決定給

付廠商之金額。機關應製作協商紀錄，載明協商主體意見不同之

處、經協商後達成之意思合致及考量之因素等，以供備查207。若

廠商處理方案未被機關接受，則不生效力208。FAR 52.249-6規定機

關應依下列規定決定金額： 
 

(h)如廠商與機關不能因契約終止，對廠商之成本及利潤

達成全部或部分意思之合致，機關應本於可供利用之資訊，決

定應給付廠商之金額，該金額應包括下列成本及利潤： 
一切依約應給付廠商之成本，但不包括於契約終止前

已給付廠商之成本。另應給付經機關同意或指示將持續一段合

理期間之成本，廠商應儘速停止該等成本之支付。 
為處理分包廠商因終止工作而支付之成本。但該成本

必須非屬所規定之成本。 
終止工作之合理成本，包括： 
(i)為準備終止契約之處理方案及相關資料所支付之會計、

法律、事務（clerical）及其他必要成本； 
(ii)終止及處理分包契約之成本；及 

                                                   
205 FAR 52.249-6(c)(f). 
206 FAR 49.3. 
207 FAR 49.110. 
208 Atlantic, Gulf & Pac. Co., v. United States, 207 Ct. Cl. 995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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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已支付為保存、保護或處置存貨，而支付之貯藏、運

輸及其他必要成本。因廠商違約事由之終止契約，則

不得支付廠商準備處理方案之成本。 
依約應給付之利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i)如政府因公共利益理由而終止契約，機關應支付廠商之

利潤係依廠商已依約完成工作之比例定之。但不包括分

包廠商終止契約報告中所列之利潤，亦不包括已支付分

包廠商之利潤。 
(ii)如因廠商違約事由而終止契約，機關應支付廠商之利

潤係依廠商已交付並且為機關受領之品項（或勞務

量）及全部應完成品項（或勞務量）之比例定之209。 
如處理方案僅包括利潤之給付，該利潤應依項之規

定辦理。 
(i)任何依本條文之成本爭議及決定，自成本計價型契約生

效日起，均應依FAR 31編規定之成本原則及程序辦

理。 
 

機關終止成本計價型之契約後，廠商得請求機關給付成本及利

潤，但因廠商違約事由之終止及政府因公共利益之理由而終止契約

兩種請求給付之範圍並不相同，其主要區別在於，廠商於前者情況

                                                   
209 民法第216條規定：「損害賠償，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利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備或其

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利益，視為所失利益。」如政府因公共利益之理由

而終止契約，機關應支付廠商第1項之一切所受損害（積極的損害）及所失利

益（消極的損害），固無疑問；若因廠商違約事由而終止契約，機關則限縮

其支付利潤之範圍至「廠商已交付，並且為機關受領之品項（或勞務量）及

全部應完成品項（或勞務量）之比例定之。」即將利潤之給付限縮至機關同

意受領者為限，不須支付未完成工作之利潤，以保障機關之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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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請求機關給付其已交付且為機關受領工作之利潤，而若政府

因公共利益之理由終止契約，則廠商得依已完成工作所占全部契約

規定工作之比例，請求廠商應得之利潤210。 
部分終止 

機關得因公共利益之理由終止全部或部分契約，故機關得終止

廠商於契約中可獲利之工作，廠商則仍應依約履行未終止之部分，

而契約中原議定之預估成本自應減少，減少之金額有待廠商及機關

協商；廠商得請求機關調整契約中已履約工作之利潤211。FAR 
49.304-1及 49.304-2規定，除被終止之工作與原契約之工作中係明

顯可分者，或履約工作已實質完成外，廠商得請求機關調整契約中

已履約工作之利潤。廠商應於契約終止生效日起一年內提出終止契

約之處理方案，並應對方案內容負舉證責任，但請求之調整部分僅

限於利潤。除經機關同意者外，廠商之分包契約部分不得請求處理

終止契約之成本212。 

                                                   
210 Tri-Delta Corp., ASBCA 17456, 75-1 BCA ¶ 11,160.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21條

、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17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16條均規定：「依

前款（按：機關因公共利益終止契約）規定終止契約者，廠商於接獲機關通

知前已完成且可使用之履約標的，依契約價金給付；僅部分完成尚未能使用

之履約標的，機關得擇下列方式之一洽廠商為之：繼續予以完成，依契約

價金給付。停止製造、供應或施作。但給付廠商已發生之製造、供應或施

作費用及合理之利潤。」和FAR 52.249-6規定廠商因政府之公共利益理由而終

止契約時之請求範圍相同。但我國各契約範本並未規定，廠商於履行成本計

價型契約違約時，得請求機關支付其已交付且為機關受領之履約標的之成本

及利潤，故該等條文並不完全適用於成本計價型契約。 
211 Lieb Bros. Inc., ASBCA 10007, 73-2 BCA ¶ 10,131. 
212 工程、財物及勞務契約範本均規定機關得以廠商違約及因公共利益之理由，

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但並未規定：機關部分終止時，機關應調整其

預估成本及利潤，該等範本顯非為成本計價型契約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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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包 

FAR 52.244-5(a)規定：「廠商應於符合契約目標及要求之情　

下，以實務可行之競爭極大化為方法，選擇分包廠商。」而機關應

於契約中規定，廠商與其分包廠商簽訂成本計價型契約前，須通知

機關並經機關許可213。機關應將該通知之內容載明於招標文件及

契約中214。通知應記載下列事項215：(i)說明分包之財務或勞務性

質；(ii)分包契約之類型、(iii)建議或推薦分包廠商得標之理由；

(iv)建議之分包價金；(v)分包廠商的現時、完整及精確之成本或價

金資料及證明書；(vi)分包廠商具備符合成本會計標準之證明書或

說明；(vii)廠商與分包廠商之協商紀錄應載明：(A)與分包廠商進

行價金協商之要件；(B)原始或修正後價金之最重要考量；(C)不需

成本或價金資料之理由； (D) 廠商於決定價金目標（ price 
objective）216及協商價金時，並不採信分包廠商成本或價格資料之

理由；(E)於協商中，發現分包廠商成本或價格資料並非現時、完

整及正確之程度、廠商及分包廠商已採取之行動，及該瑕疵資料對

全部價金之影響；(F)廠商價金目標與達成意思合致之價金間之差

距及其理由；(G)如使用誘因費，應完整說明誘因費計畫或利潤計

畫，內容包括：重要之履約內容、給付誘因費之條件及理由等。 
故如廠商未獲機關之許可，逕行將部分履約工作交由分包廠商

負責，則機關得不給付廠商分包之費用217。 

                                                   
213 10 U.S.C. § 2306(e); FAR 52.244-2(c)(d). 
214 FAR 44.204(a)(1). 
215 FAR 52.244-2(e)(1). 
216 詳見唐克光，同前註114，頁18、20；ASPM, supra note 141, at 8-12, 8-13. 
217 McDonnel Douglas Corp., NASASBCA 467-13, 68-2 BCA ¶ 7316. 工程採購契約

範本第9條、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8條及勞務採購契約範本第8條均規定分

包，但均未規定廠商及其分包廠商協商成本計價型契約之成本或利潤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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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財產 

所謂政府財產，係指政府取得所有權或承租之動產或不動產，

包括為履行採購契約，由政府提供之財產（Government-furnished-
property）及廠商獲得之財產等二種218。而由政府提供之財產係指

政府將其獲得或具占有權（possession）之財產，提供廠商以供履

約時使用219。 
由於廠商履行成本計價型契約，政府應負擔廠商履約之危  

險220。但機關發現廠商未盡保管之責時，機關得不負擔標的物危

險之責任221。FAR 31.205-19(e)(2)(iv)另規定，廠商於保管政府財

產時，將政府財產投保，並支付合理保費，且符合下列條件者，機

關應給付廠商所支付之保費： (A)廠商應對政府財產之滅失

（loss）、損害（damage）、侵害（destruction）或竊盜（theft）負

責；(B)機關仍應負擔政府財產之危險；(C)保險事故不得包括因廠

商故意為不法行為（willful misconduct）或缺乏誠實信用（lack of 
good faith）所致之滅失、損害或遭竊。即廠商因故意或缺乏誠信

                                                   
218 FAR 52.245-1. 國有財產法第2條規定：「國家依據法律規定，或基於權力行

使，或由於預算支出，或由於接受捐贈所取得之財產，為國有財產。凡不屬

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財產。」故與

FAR 52.251之定義並無不同。 
219 FAR 52.245-1. 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8條、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8條及勞務

採購契約範本第8條均規定：「契約所需履約標的材料、機具、設備、工作

場地設備等、除契約另有規定外，概由廠商自備。」又財物採購契約範本第8
條規定：「機關供給履約標的」等語，故政府亦得提供廠商履約所需之機

具等，該等條文均規定，如政府提供之機具及設備滅失、減損或遭侵占時，

廠商應負賠償責任，但對於機關應否支付廠商已給付之保險費等成本計價型

契約之規定，則均付諸闕如。 
220 FAR 45.104(a)(1). 
221 FAR 45.1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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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政府財產滅失、損害、侵害或遭竊，則機關不得給付廠商因此所

支付之保費222。 
McDonnell-Douglas Corp., NASABCA 865-28, 68-1 BCA ¶ 7021

案中，NASA採購申訴審議委員判斷：廠商於履行成本加固定利潤

契約（Cost-Plus-Fixed-fee，簡稱CPFF）時，應為其一名員工之受

傷負責，廠商有重大過失（gross negligence），重大過失不同於 
故意為不法行為及缺乏誠實信用，機關應給付廠商已支付之保   
費223。 

有鑑於航空器飛行之危險與一般財物之危險不同，故DFARS 
252.228-7002規定，若政府航空器飛行之滅失或損害，並非因廠商

之故意或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所致，且大於十萬美元或契約中預估成

本之百分之二十時，則機關應與廠商就契約內交付時程、預估成本

及利潤之公平調整進行協商，如無法達成意思之合致，則應依採購

爭議之規定處理。 

小 結 

成本計價型契約可使廠商負擔較固定價金型契約為少的財務風

險，若考量廠商無法承受因簽訂固定價金型契約，所可能遭致之損

失，而面臨破產及財務危機，採購機關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可以降

低廠商的履約危險。除前述廠商負擔風險不同外，成本計價型契約

與固定價金型契約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契約價金之給付，採購機關於

成本計價型契約中必須規定成本或給付價金之限制條款，機關依照

廠商實際履約進度給付其已支付可被允許之直接及間接成本，並依

                                                   
222 FAR 52.245-5(g)亦有相似之規定。 
223 我國保險法第29條第2項規定：「保險人對於由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理人

之過失所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出於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理人之故

意者，不在此限。」NASA之案例與我國保險法第29條第2項規定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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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加計利潤；機關可依廠商縮減履約時間、節省成本或交付標的物

品質等程度，設計契約中利潤的計算方式；而固定價金型契約則並

無此規定，契約價格包括廠商的一切成本及應得利潤，雖可因物價

指數等因素而調整，如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五條、財物採購契約

範本第五條等所示，但並無直接成本、間接成本及利潤之計算等

規定。至於其他契約條款，包括契約變更、遲延、檢驗及修補瑕

疵、終止契約、分包、政府財產等亦不相同，因此成本計價型契約

之內容顯與固定價金型契約之內容不同。 
美國聯邦採購法規或法院及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對於契約變

更、遲延、檢驗及瑕疵擔保責任、終止契約、分包及政府財產等之

規定及見解，與我國法律並無牴觸之處；廠商於履約過程中，應以

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通知機關關於其支付成本及利潤等情形，

以利機關同意其是否繼續履約，亦符合我國民法之規定224；成本

計價型契約依各採購契約之不同性質，可分屬民法中承攬契約或買

賣契約或承攬及買賣之混合契約225，自我國法律或自採購實務等

各角度予以探討，成本計價型契約之適法性應無疑問。 

                                                   
224 民法第220條第2項。 
225 謂成本計價型契約者，係指採購機關與廠商於訂立採購契約時，僅預估廠商

所需之總成本，並不具體約定契約價金，廠商不論工作完成與否，採購機關

皆應依約給付其履約時所支付之合理成本。機關支付廠商之成本或利潤，非

經機關另行同意，以契約規定者為限之謂。其性質依各契約內容之不同而有

異。就廠商必須依約履行工作，廠商應供給材料，然政府亦可供給材料，雙

方約定於條件成就時，由機關給付報酬之性質而言，應屬民法第490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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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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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依契約主體之意思，著重在工作物財產權之移轉，並非勞務之供給

時，則為民法第345條所規定買賣契約之一種。採購契約亦可兼含該二種契約

性質，而為承攬及買賣之混合契約。故成本計價型採購契約可分屬買賣契

約、承攬契約或買賣與承攬之混合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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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對我國政府採購之檢討 

美國歷經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能成為世界上至富至強

之國，原因固多，但其一向重視有關軍事裝備、太空科技及其他高

科技等非商業品項之研發及生產，以政府採購帶領國內廠商從事研

發及生產，藏富於民，以成本計價型契約給予廠商適當的誘因，並

免除其危險，廠商自樂於全力以赴以完成交付標的物之任務，反觀

我國各機關採購之標的物大抵均為商業品項，鮮少有大規模非商業

品項之研發性質採購案，未若美國聯邦政府大量使用成本計價型採

購契約，查我國採購機關之所以鮮少使用該型契約，或因不甚瞭解

其使用要件及其他條件，或因未具備審計及查帳之能力，致使政府

採購從未發揮引領國內廠商從事研發高科技之功能，若政府僅依靠

公部門或其資助之財團法人從事研發工作，其效果顯然有限，政府

自難取得較他國科技領先之地位，則政府主張之「國防自主」、

「科技建國」等恐將徒成口號，我國終難確保國家安全，更遑論成

為世界一等強國，職是之故，採購機關若能善用成本計價型契約鼓

勵廠商研發或生產先進之採購標的，則對於我國國力之提升當具有

積極正面之效果。 
採購機關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下方可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 
一、機關與廠商於訂約時，無法相當精準地預估廠商在履約期

間所可能遭受之危險，致無法確定成本，且不適合使用固定價金型

契約時。 

二、成本計價型契約不得使用於商業標的之採購。 
三、廠商應具備合格之會計、工程及管理能力，包括成本分析

的能力。 
四、採購機關應具備在廠商履約階段能進行審計及查帳之能

力，以確保廠商所採取之方法具有效率性，且成本控制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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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之子法「採購契約要項」已授權各採購機關得使用

成本計價型契約226，然各種採購契約範本大抵均係為固定價金型

契約設計，不能完全適用於成本計價型契約，採購機關在無法瞭解

成本計價型契約之種類、定義及其他規定之情形下，恐難執行該類

型契約227，廠商因此仍將負擔履約之危險。此外「機關委託專業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三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及計費辦法」第十四條及「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第十六條內容均規定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分類方式且內容相

同，惜其內容有誤，亦有語意不明者，亟待更正228。政府採購法

之子法中，對於成本計價型契約條款之規定，可稱付諸闕如，美國

聯邦政府對於成本計價型契約之相關規定，應具相當參考價值。 

行政院於一九九七年間所提出之政府採購法草案對於成本加利

潤型契約係採取積極接受之態度，固值肯定，但其規定之內容則有

檢討之必要： 
一、其第五十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

理，或以最有利標決標者，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以成本加利潤之方

式計算契約價金。 
前項採購，以無法確實評估得標後之履約成本者為限。」 
本條文第一項之「成本加利潤之方式」已將「成本分擔」型契

                                                   
226 採購契約要項之壹、第1條第2項前段：「本要項內容，機關得依採購之特性

及實際需要擇訂於契約」、第40條規定：「契約價金以成本加公費法計算

者，應於契約訂明下列事項：廠商應記錄各項費用並提出經機關認可之憑

證，機關並得至廠商處所辦理查核；成本上限及逾上限時之處理。」 
227 成本計價型契約可分成六種，惟我採購契約要項及採購契約範本似除對成本

加固定利潤契約予以規定外，其他五種契約均付諸闕如，事實上，成本加固

定利潤型契約在本質上有其缺陷（無法使廠商有效地控制其成本），未若他

種契約合理，詳見唐克光，同註69，頁19。 
228 詳見唐克光，同註114，頁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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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排除，故宜改為「成本計價之方式」較為周。又第二項之「以無

法確實評估得標後之履約成本者為限」等規定並不妥適，蓋一般而

言，採購機關並不易查明廠商支付採購標的物之成本及利潤，故必

須依照公開市場中廠商競爭之機制，比較廠商之標價等因素以決定

得標廠商，也就是以價金分析之方式作為判定得標廠商之依據，廠

商並不必然具備成本分析之能力，故若以「廠商無法評估得標後之

履約成本」作為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之條件，則幾乎任何財物、勞

務及工程之採購均得適用成本計價型契約，此不免失之浮濫。 
如機關可於公開的市場內採購所需之標的物，自應依照經濟學

之比較利益及競爭利益之法則，採購具商業性質之標的物以符政府

利益；但機關所需之財物、勞務及工程實際上可能無法自公開的市

場中獲得，例如，待研發高科技物品並不存在於目前市場中，則機

關得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採購其所需。 
二、其第七十四條又規定：「機關辦理採購，以成本加利潤方

式計算契約價金者，應查核廠商實際成本，廠商應提供相關資料。

機關辦理前項查核，發現廠商成本不實者，應追回其差價。」本條

文第一項之「成本加利潤之方式」亦宜改為「成本計價之方式」以

求 周 　。  
三、其施行細則草案第六十八條規定：「機關以成本加利潤方

式與廠商訂定之契約，應列明成本及利潤之項目、計算方法、金額

上限及廠商應提出供查核之資料名稱。前項利潤，不得隨成本之增

加而等比率提高。」由於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契約要項應規定之內容

甚多，若僅例示「成本及利潤之項目、計算方法、金額上限及廠商

應提出供查核之資料名稱」等，仍有漏列之情形發生，再者成本計

價型契約之契約要項與固定價金型契約有諸多不同之處，故宜由主

管機關定之，較為妥適。機關辦理成本計價型契約履約辦法亦宜由

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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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建議（代結論） 

成本計價型契約在美國聯邦政府之採購實務上已行之多年，在

學理上亦屬可行，在美國聯邦之採購措施中，有諸多值得參考及借

鏡之處，而我國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中則有疏漏之處，謹將其中犖

犖大者臚列如下列之辦法草案，建議於修法時併予考量及加列： 

一、政府採購法修正條文（草案） 

增訂第六十二條之一條文（使用成本計價契約之限制） 

機關辦理採購，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或以最有利標決標者，得

於招標文件中規定以成本計價之方式簽訂契約。 
前項採購，應符合下列條件方得使用之： 
一、機關與廠商於訂約時，無法相當精準地預估廠商在履約期間所

可能遭受之危險，致無法確定成本，且不適合使用固定價金型

契約時。 

二、廠商之會計系統應具備決定契約成本之能力。 
三、採購機關具備在廠商履約階段能進行審計及查帳之能力，以確

保廠商所採取之方法具有效率，且成本控制得當。 
四、成本計價型契約不得使用於商業標的之採購。 

增訂第六十二條之二條文（機關使用成本計價契約之查核責任） 

機關辦理採購，以成本計價方式辦理者，應查核廠商實際成本，廠

商應提供相關資料。 
機關辦理前項查核，發現廠商成本不實者，應追回其差價。 

增訂第六十三條之一條文（成本計價契約之要項及履約辦法） 

機關以成本計價方式與廠商訂定之契約要項，由主管機關定之。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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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應規定廠商之利潤，不得隨成本之增加而等比率提高。 
機關辦理成本計價型契約履約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二、機關辦理成本計價型契約履約辦法（草案） 

第一條 （訂定依據） 

本辦法依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三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左： 
一、成本計價型契約：採購機關與廠商於訂立採購契約時，僅預

估廠商所需之總成本，並不具體約定契約價金，廠商不論工

作完成與否，採購機關皆應依約給付其履約時所支付之合理

成本。機關支付廠商之成本或利潤，非經機關另行同意，以

契約規定者為限之謂。 
成本計價型契約包括：成本契約、成本分擔契約、成本加誘

因費用契約、成本加固定利潤契約、成本加酬金契約及不

確定交付契約229。 

二、成本契約：採購機關應依約給付廠商履行契約所支出之成

本，但不得給付廠商任何利潤。本契約適用於研究及發展工

作，適用之對象以非營利性教育機構及非營利組織為原則。 
三、成本分擔契約：採購機關應依契約規定，就議定之部分，給

付廠商履行契約所支出可被容許之成本，但不得給付廠商任

何利潤。廠商應吸收部分成本，並可從履約之過程或結果

中，期待獲得實質的回報利益。 
四、成本加誘因費用契約：採購機關應依據與廠商所議定之給付

利潤規定，給付廠商履行契約所支出可被容許之成本及利

                                                   
229 有關各成本計價型契約之定義，同註3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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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該利潤應依廠商所支全部可允許之成本與目標成本之關

係，適用約定之公式而調整給付之。採購機關應於契約中規

定目標成本、目標利潤、最小及最大利潤，及利潤調整公

式。 
    廠商因施行替代方案而節省成本，採購機關得按約定之比例

將此節省之成本給付廠商。 
    採購機關得於廠商有效提升技術性能或提早交付時，依約給

付誘因費。 

五、成本加固定利潤契約：指採購機關除應給付廠商履約成本

外，並應依約給付固定利潤，該固定利潤不得因廠商履約時

實支成本之多寡而變更。但廠商工作之內容受採購機關指示

而變更時，則可隨之調整應支付之利潤。該契約應僅提供廠

商履約之最低誘因。 
此種契約適用於研究工作或初期之探究，而預估廠商日後所

投入之履約成本不明者；亦可適用於發展測試工作，但不適

合使用成本加誘因利潤契約之情況時。如採購機關決定可適

用固定價金型契約時，則不得使用本型契約。如初期之研究

顯示主系統之發展係極度可行，且政府已建立明確之履行目

標及時程表，則採購機關不得使用本契約以發展該主系統。 
機關應於下列二種情形之一發生時，給付廠商成本及利潤： 

廠商已於預估成本限制內完成契約規定之工作標的、目的

之報告並交付最終產品。 
廠商已依機關與廠商約定之工作範圍，於特定期間內已以

特別程度之努力完成義務，按時履約完成交付，且經採購

機關同意受領者。 
六、成本加酬金契約：係成本償還契約之一種，採購機關除應給

付廠商所支出可被允許之成本外，尚應依約給付基本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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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數額可為零），及由採購機關就廠商履約之品質、時

程、技術成熟度及成本效益等情形，所主觀認定之優良履約

酬金。 
採購機關應於契約中規定廠商履約之評估標準，以決定是否

給付廠商酬金。 
七、不確定交付契約：係指採購機關於決標時，並未決定廠商應

於何特定時間交付所需特定數量之採購標的，而向得標廠商

訂立採購契約，約定所需標的之數量，如機關於契約有效期

間內，開發訂購單訂明所需之財物及勞務時，廠商應履行依

訂單指示交付標的之責任。包括下列三種契約： 
定量契約：係指機關於採購契約中明訂廠商應於特定期間

內交付確定數量之財物或勞務，而其交付或履約之地點則

依訂購單之指示而定。 
需求契約：係指於採購契約中載明採購機關同意於特定時

間內，以訂購單向廠商採購其所需之一切財物或勞務，廠

商應按訂購單所列之期限交付標的。採購機關應按過去需

求量，日後之消耗值及其他方式，於招標文件中載明確實

之預估需求量，並載明該預估需求量僅係參考性質，採購

機關並不受此拘束。契約中應戴明廠商應交付最大數量標

的之責任，及採購機關所應負之採購責任。契約中可載明

每次訂購標的之最大及最小數量。但如採購機關載明將政

府裝備或設施交由廠商修繕、修改或翻修，而政府卻因故

不能提供該裝備或設施時，則政府不負給付價金責任。 

未定量契約：係指於採購契約中載明，廠商應於特定時限

內並於載明之數量限制範圍內，依訂購單之指示交付不確

定數量之財物或勞務。標的之數量得以單位或金錢計算

之。該契約中應訂明採購機關所負採購最少標的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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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並有交付之義務，但不得逾越最高數量之限制，該最

高數量之載明，應由採購機關依據市場調查、趨勢或其他

合理之根據為之。該契約得載明採購機關在各訂購單內得

訂購最大及最小數量之標的。採購機關應於招標文件中規

定上列各點，並應規定包括訂購單之內容、使用時機、效

力等事項。本契約適用於機關不能預先確定在契約效期內

所需之標的數量，及機關無欲就大於最少需求數量負責時

使用之。 

採購機關得於不確定交付契約及基本訂購協議中選用成本

加利潤法計算契約價金。 

八、政府財產：係指政府取得所有權或承租之動產或不動產，包

括由政府提供之財產及由廠商獲得之財產等二種。 
九、政府提供之財產：係指政府將其獲得或具占有權之財產，提

供廠商以供履約時使用。 
十、目標成本：係指採購契約於議定時所規定之預估成本。 

十一、目標利潤：係指若廠商依採購契約於議定時所規定之預估

成本履約時，應得之利潤。 

第三條 （評估適用成本計價型契約之因素）  

採購機關應審查廠商下列之會計、工程及管理諸能力以評估廠商

及機關本身是否適宜使用成本計價型契約： 
一、價金之競爭程度。 
二、價金分析。 
三、成本分析。 
四、機關需求標的之型式及複雜度。 
五、機關需求之緊急程度。 
六、履約期間或生產期間之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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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廠商之技術能力及財務責任。 

八、廠商的會計能力。 

九、同時履約之情形。 

十、使用分包廠商之本質及程度。 

十一、採購之歷史。 

第四條 （成本限制） 

機關及廠商應預估不含任何利潤之履約成本，廠商向機關請求給

付之金額以下列者為限： 
一、於列舉表中明列之預估成本。 
二、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於列舉表中明列政府應負擔

之預估成本。 
廠商應同意履行列舉表中載明之工作，及在預估成本內契約規定

之義務。如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廠商應同意盡一切努力履行

於廠商應分擔成本內，契約規定之義務。 

第五條 （廠商通知義務） 

廠商應於下列情形之一時，以書面通知採購機關： 
一、預估依約履行之六十日內，包括之前已支付的成本將超過列

舉表中所載明之預估成本之百分之七十五。 
二、除利潤外，其於履約所支付之總成本將超過或實質低於先前

預估成本。 
廠商應另行提供機關更新後之預估履約成本。 

第六條 （契約主體履約不得超過預估成本之義務） 

除採購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機關並無義務給付廠商超過列舉表中

預估成本之金額。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則機關並無義

務給付廠商超過列舉表中機關應負擔預估成本之金額。 
除機關以書面通知廠商預估之成本業經增加，且已提供廠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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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估成本外，廠商並無繼續履約之義務，或支付超過列舉表所

載明之預估成本之義務。 
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則機關同意增加之成本應依列舉

表中所載明之公式分配之。 
列舉表應載明機關已具的給付能力，及於契約內給付價金之分配

情形、契約品項，及如採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機關應分擔

之成本、及預估可供履約之期間。如廠商履約之範圍超過得標之

金額，機關應另行以遞增方式給付金額，至列舉表規定之預估金

額止，但不含任何利潤。 
廠商應在機關依約已支付或應支付之金額範圍內履行契約，不得

超出分配至機關之總金額。 

第七條 （預估成本之變更） 

除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或經機關同意者外，機關對採購契約之預

估成本不因任何通知、意思表示而改變。除機關另為意思表示者

外，機關並無義務給付廠商超出列舉表中預估成本之金額。如採

購契約採用成本分擔計價，則機關並無義務給付廠商超過列舉表

中機關應負擔預估成本之金額。 
前項超過預估成本之金額，不論發生於履約中或因終止契約而產

生，均屬之。 

第八條 （機關同意增加預估成本） 

除機關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或指明增加之給付係供廠商用於

支付終止契約或其他費用者外，若機關同意增加列舉表中之預估

成本，則廠商已支付或未來將支付超過預估成本之金額，均屬可

被機關允許之成本。 

第九條 （變更契約不得推定為增加預估成本） 

若機關通知廠商變更契約，則該通知不得推定為機關已同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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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舉表中之預估成本。但通知中載明已同意增加成本者不在此

限。 

第十條 （契約終止時之成本之協商）  

若契約終止，則機關與廠商應依成本分擔比例對已產製或已採購

之財產進行分配之協商，以求財產之公平分配。 

第十一條 （機關無足夠經費時之利潤給付） 

如機關並未獲分配足以完成契約之經費，機關應依列舉表中之利

潤比例，並依廠商履約完成之比例，支付廠商利潤。 

第十二條 （機關給付金額超過預估之所需） 

若廠商預估政府支付之金額尚足以支付超過原預估日期之履約所

需，則廠商應通知機關修正後之履約期滿日期，機關得於該期日

終止採購契約。 

第十三條 （機關於支付成本已接近預估成本時之通知義務） 

機關於接受廠商有關支付之成本已接近契約規定之預估成本，或

分配之資金限制時，應立即獲得履約所需之金額，並應將下列事

項以書面通知廠商： 
一、增加之金額業經分配，或預估成本已增加至特定數額。 
二、機關不再支付任何金額，廠商應提出調整利潤之計畫書，該

計畫書應依據已完成工作及應完成工作之比例訂定之。 
三、機關是否終止該契約。 
四、機關正決定增加金額或增加預估成本。 
五、若履約之成本已達契約規定之金額或成本上限，廠商得依約

停止履約。 
六、任何超過契約規定金額或成本上限之工作，應由廠商負擔危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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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機關於無金額可供給付之通知義務） 

機關於與廠商簽訂由機關支付部分金額之契約，又契約內包含前

條之規定後，發現並無金額可供支付，應即以書面通知廠商將不

再支付金額之決定。 

第十五條 （機關於成本或金額限制下之權利） 

機關於簽訂成本計價型契約後，得於不增加金額條件下，通知廠

商變更契約，更換或修理瑕疵品項或工作，或通知廠商終止契

約。 
機關為確保廠商能依通知履約，應於通知廠商時，確認金額之獲

得無虞。 
機關得通知廠商任何預估成本及分配金額之增加，均應使用於終

止契約或其他特定之支出。 

第十六條 （廠商遇不可抗力事件之利潤計算） 

廠商對於不可抗力或非其故意或過失所致之遲延，免負逾期違約

責任，並得展延履約期限。廠商對於不可抗力或非其過失所致之

事件之利潤應不算入全部可允許之成本，並應另行計算之。機關

應即與廠商協商有關列舉表中目標成本、目標利潤、最小利潤及

最大利潤之調整，以計算廠商應獲得之誘因利潤。 

第十七條 （政府遲延及要求暫停或停止履約之責任） 

因可歸責於政府之遲延致廠商遭受損害，政府應賠償廠商所受損

害中的成本部分。但不賠償其他利潤。 
政府得要求廠商暫停或停止履行成本計價型契約。但應賠償廠商

之成本損失，不包括利潤。 

第十八條 （廠商履約瑕疵之修補） 

機關應要求履行成本計價型契約之廠商，於機關受領採購標的後

六月內修補其履約瑕疵。如廠商未能於合理期間內修補其履約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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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機關得請求廠商下列事項： 
一、依約修補或更換瑕疵之採購標的，並要求廠商賠償其增加之

成本，或減少其固定之利潤。 
二、如廠商未交付契約標的，請求廠商交付無瑕疵之標的並減少

其利潤。 
三、終止契約。 
廠商修補之成本，應在預估成本之範圍內支付之，不得請求利

潤。 

第十九條 （機關終止契約時之通知義務） 

機關終止契約時，應以書面通知廠商，載明機關決定終止之理

由、終止生效日期、終止之範圍及其他特別指示。 
如該通知並未載明係因廠商違約事由之終止契約，則應推定為政

府因公共利益之理由而終止契約。 
機關於發出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應即辦理下列事項： 
一、指示廠商應採取之行為。 
二、檢視由廠商所提交之處理建議，如機關認有必要，亦應檢視

其分包廠商之處理建議。 
三、立即與廠商就後續處理事宜進行協商，以達成意思之合致。 
四、如不能與廠商就後續處理事宜達成意思之合致，機關應就廠

商之建議採行處理措施。 

第二十條 （機關終止契約時之廠商處理程序） 

廠商受機關發出終止契約之通知後，應即辦理下列事項： 
一、停止工作。 
二、通知分包廠商。 
三、準備財產清冊。 
四、提交處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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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廠商依前項第一款應支付之成本，於終止生效日起無法立即停

止支付，仍須繼續一段期間者，且該成本之支付係屬合理，機關

應給付之。但廠商有故意或過失不繼續履約之行為者，不在此

限。 
前項第三款之財產清冊應載明廠商為履約之需，而已獲得之財

物，由政府提供之財物亦屬之，廠商應將之區分為機密類、非機

密類及政府提供之財物類等，並分別列冊。 
前項第四款之處理方案應載明請求之終止費用，包括為處理終止

所支出之成本及利潤。廠商應填具規定之表格，載明請求機關給

付之成本及利潤。除經機關同意延長提交之期限外，廠商應於終

止生效之日起一年內提出之。 
前項之表格，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契約終止時機關應決定之給付金額） 

如廠商與機關不能因契約終止，對廠商之成本及利潤達成全部或

部分意思之合致，機關應基於可供利用之資訊，決定應支付廠商

之金額，該金額應包括下列成本及利潤： 
一、一切依約應給付廠商之成本，但不包括於契約終止前已給付

廠商之成本。另應給付經機關同意或指示將持續一段合理期

間之成本，廠商應儘速停止支付該等成本。 
二、為處理分包廠商因契約終止而支付之成本。但該成本必須非

屬前款所規定之成本。 
三、處理終止工作之合理成本，包括： 

為準備終止契約之處理方案及證明資料所支付之會計、法

律、事務及其他必要支出。 
終止及處理分包契約之成本。 
已支付為保存、保護或處置存貨，而支付之貯藏、運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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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必要成本。因廠商違約事由之終止契約，則不得支付

廠商準備處理方案之成本。 
四、依約應給付之利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如政府因公共利益理由終止契約，機關應支付廠商之利潤

係依廠商已依約完成工作之比例定之。但不包括分包廠商

終止契約報告中所列之利潤，亦不包括已支付分包廠商之

利潤。 
如因廠商違約事由而終止契約，機關應支付廠商之利潤，

係依廠商已交付並且為機關受領之品項或勞務，及全部應

完成品項或勞務之比例定之。 
五、如處理方案僅包括利潤之支付，該利潤應依前款之規定辦

理。 

第二十二條 （部分終止契約） 

機關得部分終止契約，廠商仍應依約履行未終止部分之工作。 
契約中原議定之預估成本應減少，廠商及機關應協商減少之金

額。 
除被終止之工作與原契約之工作中係明顯可分者，或履約工作已

實質完成外，廠商得請求機關調整契約中已履約工作之利潤。 
廠商應於契約終止生效日起一年內提出終止契約之處理方案，並

應對方案內容負舉證責任。除經機關同意者外，廠商之分包契約

部分不得請求處理終止契約之成本。 

第二十三條 （廠商之分包廠商） 

廠商應於符合契約目標及要求之情況下，以實務可行之競爭極大

化為方法，選擇分包廠商。 
機關應於契約中規定，廠商與其分包廠商簽訂成本加計固定費用

契約前，須通知機關並經機關之許可。機關應將該通知之內容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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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於招標文件及契約中。通知應載明下列各事項： 
一、說明分包之財務或勞務性質。 
二、分包契約之類型。 
三、建議或推薦分包廠商得標之理由。 
四、建議之分包價金。 
五、分包廠商的現時、完整及精確之成本或價金資料及證明書。 
六、分包廠商具備符合會計標準之證明書或說明。 
廠商與分包廠商之協商紀錄應載明下列各事項： 
一、與分包廠商進行價金協商之要件。 
二、原始或修正後價金之最重要考量。 
三、不需成本或價金資料之理由。 
四、廠商於決定價金目標及協商價金時，並不採信分包廠商成本

或價金資料之理由。 
五、於協商中，發現分包廠商成本或價格資料並非現時、完整及

正確之程度、廠商及分包廠商已採取之行動，及該瑕疵資料

對全部價金之影響。 
六、廠商價金目標與達成意思合致之價金間之差距及其理由。 
七、如契約使用誘因費計價，應完整說明誘因費計畫或利潤計

畫，內容包括：重要之履約內容、給付誘因費之條件及理由

等。 

第二十四條 （政府財產） 

廠商履行成本計價型契約並使用政府提供之財產時，政府應負擔

廠商履約時對該財產之危險。但機關發現廠商未盡保管之責時，

得不負擔該財產危險之責任。 
廠商於保管政府財產時，將政府財產投保，並支付合理保費，且

符合下列條件者，機關應給付廠商所支付之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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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應對政府財產之滅失、損害、或竊盜負責。 
二、機關仍應負擔政府財產之危險。 
三、保險事故不得包括因廠商故意為不法行為，或缺乏誠實信用

所致之滅失、損害或遭竊。 
若政府財產係航空器，且航空器飛行之滅失或損害大於契約中預

估成本之百分之二十，則機關與廠商應就契約內之交付時程、預

估成本及利潤之公平調整進行協商，如無法達成意思之合致，則

應依採購爭議之規定處理。 

第二十五條 （施行日期）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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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Systems and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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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h fixed-price contracts and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aim 
to achieve the efficient acquisition of government needs. In fixed-price 
contracts, contractors must perform a specified amount of work at a 
predetermined price. Contractors are directed to establish the precise 
manner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and to control the level of their expen-
ditures. As a result, fixed-price contracts impose on the contractors a 
high risk of suffering financial losses. However, since government 
agencies usually encounter the absence of precise specific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 estimating costs with accuracy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
ment (R&D) contracting, the use of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be-
comes appropriate.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permit the govern-
ment to write a less detailed work statement. In cost-reimbur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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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s, the government agrees to reimburse the contractor for his/her 
expenditures in the contract administration whether or not the work is 
completed. The government bears most of the risk. The terms and con-
ditions of these contracts, therefore,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one an-
other.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US Government has made wide use 
of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for R&D work and for the manufactur-
ing of military equipment. By 1960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reimbursed contractors for approximately 40% of all its contract expen-
ditures for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 used 76% of its procurement budget, 
totaling up to 13.4 billion U.S. dollars, by cost-plus-award-fee (CPAF) 
contracts for R&D and management work in 1992. CPAF contracts 
have been determined to be the most appropriate type of contract to use 
by the NASA. The DoD has used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to re-
search and develop major systems. In fiscal year 2007, the Government 
used 25% of its defense procurement budget, totaling up to 78 billion 
U.S. dollars, by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are widely used by U.S. Government agencies. 

This research on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focuses on the 
clauses in the 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s (FAR). Some US courts’ 
judicial orders and decisions made by the Board of Contract Appeals 
dealing with issues in this area are discussed. This research first pro-
vides types of cost-reimbursement contracts. It then presents key legal 
obligations of the parties under the contract clauses. It also examines 
domestic laws,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of the US and the ROC re-
gard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 to see the shortcomings of Taiw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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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laws and regulations. This study then offers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th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word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Fixed-price Contracts, Cost-reim-
bursement Contracts, Procurement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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