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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工務科、會計室   

檔　　號：108/06220301/4
保存年限：5

  
一層決行   

簽 於 108年11月7日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主旨：

  
為本科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辦理第一次分配經費  
及開口契約工程免提草圖案，簽請鑒核。   

說明：　

一、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計編列2億5,000萬元（工程費2  
億3,800萬元，委託設計費1,200萬元，詳附件1），尚在  
議會審議中，考量本案為籠統項目，為期能於109年度初  
始即可辦理招標、決標作業，故將先行辦理各項工程預  
算分配，以利後續辦理設計及預算書相關編製事宜。   

二、

  
本案第一次擬分配辦理「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士林、大同區）」等3項工程擴充契約上限金額（後  
續擴充之金額共計1,320萬）、「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  
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等12項工程案、「108年度  
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北區)委託設計工作」等4項委託設計  
案，工程費金額小計1億7,394萬9,800元，委託設計費金  
額小計1,708萬元，委託設計費不足部分，擬由工程費項  
下勻支（詳附件2）。   

三、

  
經查「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區   
）」等3案，於辦理設計作業中，已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  
則第6條第1項第3款：「招標文件含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  
目者，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及採購  
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  
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  
」得採限制性招標之規定，將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執  
行辦法納入契約內容。故擬依本工程契約第7條第1款第4  
目規定：「...機關如因業務之需求，得要求廠商依本契約  
內容及單價延長委託期至...，後續擴充金額上限...。」（  

詳附件3），辦理擴充契約上限金額共計1,320萬元，相關  
工程管理費39萬6,000元，空汙費3萬9,600元，合計擬擴  
充金額計1,363萬5,600元，其預算來源為109年度「雨水  
下水道工程」項下「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各標預計後  
擴契約上限金額及期限如下：   

(一)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區 ）：  
原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900萬元，已於108年9月3日簽  
奉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計640萬元，故本次預計分配260  
萬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3月31日止。   

(二)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 ）（  
第二標）：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400萬元，本次預計  
分配400萬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6月30日止。   

(三)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工程（信義區 ）（第二標）  
：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660萬元，本次預計分配660萬  
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6月30日止。。   

四、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  
等12項預約維護工程，為爭取時效避免重複辦理同類型  
採購，並避免業務執行之空窗期，擬依「政府採購法」  
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保留後續擴充1年5個月及各標  
預算150%預算金額之權利（詳附件4），相關後續增購權  
利內容將列入契約文件中。   

五、

  
另本科設計「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  
內湖區）」等12項工程設計案，其預算共計1億6,300萬元  
，依本處「工程提送草圖審查判定標準」內容中：「工  
程施工預算金額100萬元以上，原則均提草圖審查，但性  
質單純，經科室簽報奉核後可免提草圖審查會議。」（  
詳附件4、5）。查本科12項預約維護工程設計案，將依  
本府工務局頒定之「工程標準圖」施工，故依本處「工  
程提送草圖審查判定標準」，不提送草圖審查會議。   

六、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規定，意圖規避本法適  
用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  
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  
準此，各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籠統預算科目，屬主辦  
機關權限。本案符合非屬分批認定原則第二項：不同施  
工或供應地區，如不同的管理維護或施工建制單位、河  
系、集污區等履約地區者。   

七、

  
本案擬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各  
機關（基金）辦理採購招標之處理原則」第四條第二款  
所述：「......其中屬經常持續性且執行不可中斷業務或依  
計畫辦理期程年度開始即須執行之業務採購案件，得依  
上年度預算之執行數或當年度預算案編列數之範圍內取  
其較低者，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招標、決標、訂約  
及覈實支用......」之原則（詳附件6），於奉核後即辦理  
設計及後續招標、決標、訂約等相關作業；本次預算分  
配金額為1億9,102萬9,800元，約佔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  
工程編列經費2億5,000萬元之76.41%，本案依往例市議會  
審議刪減經費部分皆不低於90%，故本次分配金額尚符合  
於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費額度內。   

八、

  
本案除「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  
區 ）」等3案工程後續擴充契約上限金額部分，需俟「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款」奉議會審議通過始可進行  
後續變更設計事宜外，餘其他分配之12項工程奉核後即  
辦理設計及後續招標作業，預算未經議會審定前，得保  
留決標；若工程細部設計金額超過原分配預算，將於總  
工程費內勻支。   

擬辦：

  
本科辦理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一次預算分配及開  
口契約12項工程免提草圖案如奉核可，將依本次分配辦理  

後續事宜。   
  
敬陳　處長   

承辦單位 電話：27208889/1999轉8212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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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工務科、會計室   

檔　　號：108/06220301/4
保存年限：5

  
一層決行   

簽 於 108年11月7日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主旨：

  
為本科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辦理第一次分配經費  
及開口契約工程免提草圖案，簽請鑒核。   

說明：　

一、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計編列2億5,000萬元（工程費2  
億3,800萬元，委託設計費1,200萬元，詳附件1），尚在  
議會審議中，考量本案為籠統項目，為期能於109年度初  
始即可辦理招標、決標作業，故將先行辦理各項工程預  
算分配，以利後續辦理設計及預算書相關編製事宜。   

二、

  
本案第一次擬分配辦理「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士林、大同區）」等3項工程擴充契約上限金額（後  
續擴充之金額共計1,320萬）、「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  
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等12項工程案、「108年度  
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北區)委託設計工作」等4項委託設計  
案，工程費金額小計1億7,394萬9,800元，委託設計費金  
額小計1,708萬元，委託設計費不足部分，擬由工程費項  
下勻支（詳附件2）。   

三、

  
經查「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區   
）」等3案，於辦理設計作業中，已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  
則第6條第1項第3款：「招標文件含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  
目者，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及採購  
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  
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  
」得採限制性招標之規定，將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執  
行辦法納入契約內容。故擬依本工程契約第7條第1款第4  
目規定：「...機關如因業務之需求，得要求廠商依本契約  
內容及單價延長委託期至...，後續擴充金額上限...。」（  

詳附件3），辦理擴充契約上限金額共計1,320萬元，相關  
工程管理費39萬6,000元，空汙費3萬9,600元，合計擬擴  
充金額計1,363萬5,600元，其預算來源為109年度「雨水  
下水道工程」項下「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各標預計後  
擴契約上限金額及期限如下：   

(一)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區 ）：  
原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900萬元，已於108年9月3日簽  
奉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計640萬元，故本次預計分配260  
萬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3月31日止。   

(二)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 ）（  
第二標）：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400萬元，本次預計  
分配400萬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6月30日止。   

(三)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工程（信義區 ）（第二標）  
：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660萬元，本次預計分配660萬  
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6月30日止。。   

四、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  
等12項預約維護工程，為爭取時效避免重複辦理同類型  
採購，並避免業務執行之空窗期，擬依「政府採購法」  
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保留後續擴充1年5個月及各標  
預算150%預算金額之權利（詳附件4），相關後續增購權  
利內容將列入契約文件中。   

五、

  
另本科設計「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  
內湖區）」等12項工程設計案，其預算共計1億6,300萬元  
，依本處「工程提送草圖審查判定標準」內容中：「工  
程施工預算金額100萬元以上，原則均提草圖審查，但性  
質單純，經科室簽報奉核後可免提草圖審查會議。」（  
詳附件4、5）。查本科12項預約維護工程設計案，將依  
本府工務局頒定之「工程標準圖」施工，故依本處「工  
程提送草圖審查判定標準」，不提送草圖審查會議。   

六、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規定，意圖規避本法適  
用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  
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  
準此，各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籠統預算科目，屬主辦  
機關權限。本案符合非屬分批認定原則第二項：不同施  
工或供應地區，如不同的管理維護或施工建制單位、河  
系、集污區等履約地區者。   

七、

  
本案擬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各  
機關（基金）辦理採購招標之處理原則」第四條第二款  
所述：「......其中屬經常持續性且執行不可中斷業務或依  
計畫辦理期程年度開始即須執行之業務採購案件，得依  
上年度預算之執行數或當年度預算案編列數之範圍內取  
其較低者，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招標、決標、訂約  
及覈實支用......」之原則（詳附件6），於奉核後即辦理  
設計及後續招標、決標、訂約等相關作業；本次預算分  
配金額為1億9,102萬9,800元，約佔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  
工程編列經費2億5,000萬元之76.41%，本案依往例市議會  
審議刪減經費部分皆不低於90%，故本次分配金額尚符合  
於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費額度內。   

八、

  
本案除「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  
區 ）」等3案工程後續擴充契約上限金額部分，需俟「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款」奉議會審議通過始可進行  
後續變更設計事宜外，餘其他分配之12項工程奉核後即  
辦理設計及後續招標作業，預算未經議會審定前，得保  
留決標；若工程細部設計金額超過原分配預算，將於總  
工程費內勻支。   

擬辦：

  
本科辦理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一次預算分配及開  
口契約12項工程免提草圖案如奉核可，將依本次分配辦理  

後續事宜。   
  
敬陳　處長   

承辦單位 電話：27208889/1999轉8212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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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單位：  工務科、會計室   

檔　　號：108/06220301/4
保存年限：5

  
一層決行   

簽 於 108年11月7日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主旨：

  
為本科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辦理第一次分配經費  
及開口契約工程免提草圖案，簽請鑒核。   

說明：　

一、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計編列2億5,000萬元（工程費2  
億3,800萬元，委託設計費1,200萬元，詳附件1），尚在  
議會審議中，考量本案為籠統項目，為期能於109年度初  
始即可辦理招標、決標作業，故將先行辦理各項工程預  
算分配，以利後續辦理設計及預算書相關編製事宜。   

二、

  
本案第一次擬分配辦理「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士林、大同區）」等3項工程擴充契約上限金額（後  
續擴充之金額共計1,320萬）、「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  
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等12項工程案、「108年度  
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北區)委託設計工作」等4項委託設計  
案，工程費金額小計1億7,394萬9,800元，委託設計費金  
額小計1,708萬元，委託設計費不足部分，擬由工程費項  
下勻支（詳附件2）。   

三、

  
經查「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區   
）」等3案，於辦理設計作業中，已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  
則第6條第1項第3款：「招標文件含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  
目者，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及採購  
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  
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  
」得採限制性招標之規定，將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執  
行辦法納入契約內容。故擬依本工程契約第7條第1款第4  
目規定：「...機關如因業務之需求，得要求廠商依本契約  
內容及單價延長委託期至...，後續擴充金額上限...。」（  

詳附件3），辦理擴充契約上限金額共計1,320萬元，相關  
工程管理費39萬6,000元，空汙費3萬9,600元，合計擬擴  
充金額計1,363萬5,600元，其預算來源為109年度「雨水  
下水道工程」項下「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各標預計後  
擴契約上限金額及期限如下：   

(一)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區 ）：  
原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900萬元，已於108年9月3日簽  
奉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計640萬元，故本次預計分配260  
萬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3月31日止。   

(二)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 ）（  
第二標）：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400萬元，本次預計  
分配400萬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6月30日止。   

(三)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工程（信義區 ）（第二標）  
：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660萬元，本次預計分配660萬  
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6月30日止。。   

四、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  
等12項預約維護工程，為爭取時效避免重複辦理同類型  
採購，並避免業務執行之空窗期，擬依「政府採購法」  
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保留後續擴充1年5個月及各標  
預算150%預算金額之權利（詳附件4），相關後續增購權  
利內容將列入契約文件中。   

五、

  
另本科設計「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  
內湖區）」等12項工程設計案，其預算共計1億6,300萬元  
，依本處「工程提送草圖審查判定標準」內容中：「工  
程施工預算金額100萬元以上，原則均提草圖審查，但性  
質單純，經科室簽報奉核後可免提草圖審查會議。」（  
詳附件4、5）。查本科12項預約維護工程設計案，將依  
本府工務局頒定之「工程標準圖」施工，故依本處「工  
程提送草圖審查判定標準」，不提送草圖審查會議。   

六、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規定，意圖規避本法適  
用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  
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  
準此，各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籠統預算科目，屬主辦  
機關權限。本案符合非屬分批認定原則第二項：不同施  
工或供應地區，如不同的管理維護或施工建制單位、河  
系、集污區等履約地區者。   

七、

  
本案擬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各  
機關（基金）辦理採購招標之處理原則」第四條第二款  
所述：「......其中屬經常持續性且執行不可中斷業務或依  
計畫辦理期程年度開始即須執行之業務採購案件，得依  
上年度預算之執行數或當年度預算案編列數之範圍內取  
其較低者，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招標、決標、訂約  
及覈實支用......」之原則（詳附件6），於奉核後即辦理  
設計及後續招標、決標、訂約等相關作業；本次預算分  
配金額為1億9,102萬9,800元，約佔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  
工程編列經費2億5,000萬元之76.41%，本案依往例市議會  
審議刪減經費部分皆不低於90%，故本次分配金額尚符合  
於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費額度內。   

八、

  
本案除「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  
區 ）」等3案工程後續擴充契約上限金額部分，需俟「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款」奉議會審議通過始可進行  
後續變更設計事宜外，餘其他分配之12項工程奉核後即  
辦理設計及後續招標作業，預算未經議會審定前，得保  
留決標；若工程細部設計金額超過原分配預算，將於總  
工程費內勻支。   

擬辦：

  
本科辦理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一次預算分配及開  
口契約12項工程免提草圖案如奉核可，將依本次分配辦理  

後續事宜。   
  
敬陳　處長   

承辦單位 電話：27208889/1999轉8212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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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頁 共5頁

第4頁 共5頁

第3頁 共5頁

第2頁 共5頁

會辦單位：  工務科、會計室   

檔　　號：108/06220301/4
保存年限：5

  
一層決行   

簽 於 108年11月7日
  
雨水下水道工程科   

主旨：

  
為本科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辦理第一次分配經費  
及開口契約工程免提草圖案，簽請鑒核。   

說明：　

一、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計編列2億5,000萬元（工程費2  
億3,800萬元，委託設計費1,200萬元，詳附件1），尚在  
議會審議中，考量本案為籠統項目，為期能於109年度初  
始即可辦理招標、決標作業，故將先行辦理各項工程預  
算分配，以利後續辦理設計及預算書相關編製事宜。   

二、

  
本案第一次擬分配辦理「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士林、大同區）」等3項工程擴充契約上限金額（後  
續擴充之金額共計1,320萬）、「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  
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等12項工程案、「108年度  
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北區)委託設計工作」等4項委託設計  
案，工程費金額小計1億7,394萬9,800元，委託設計費金  
額小計1,708萬元，委託設計費不足部分，擬由工程費項  
下勻支（詳附件2）。   

三、

  
經查「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區   
）」等3案，於辦理設計作業中，已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  
則第6條第1項第3款：「招標文件含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  
目者，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及採購  
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  
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  
」得採限制性招標之規定，將後續擴充之期間、金額執  
行辦法納入契約內容。故擬依本工程契約第7條第1款第4  
目規定：「...機關如因業務之需求，得要求廠商依本契約  
內容及單價延長委託期至...，後續擴充金額上限...。」（  

詳附件3），辦理擴充契約上限金額共計1,320萬元，相關  
工程管理費39萬6,000元，空汙費3萬9,600元，合計擬擴  
充金額計1,363萬5,600元，其預算來源為109年度「雨水  
下水道工程」項下「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各標預計後  
擴契約上限金額及期限如下：   

(一)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區 ）：  
原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900萬元，已於108年9月3日簽  
奉核准動支第二預備金計640萬元，故本次預計分配260  
萬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3月31日止。   

(二)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 ）（  
第二標）：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400萬元，本次預計  
分配400萬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6月30日止。   

(三)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工程（信義區 ）（第二標）  
：契約可辦理後擴金額為660萬元，本次預計分配660萬  
元，擴充委託期至109年6月30日止。。   

四、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內湖區）」  
等12項預約維護工程，為爭取時效避免重複辦理同類型  
採購，並避免業務執行之空窗期，擬依「政府採購法」  
第22條第1項第7款規定，保留後續擴充1年5個月及各標  
預算150%預算金額之權利（詳附件4），相關後續增購權  
利內容將列入契約文件中。   

五、

  
另本科設計「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南港、  
內湖區）」等12項工程設計案，其預算共計1億6,300萬元  
，依本處「工程提送草圖審查判定標準」內容中：「工  
程施工預算金額100萬元以上，原則均提草圖審查，但性  
質單純，經科室簽報奉核後可免提草圖審查會議。」（  
詳附件4、5）。查本科12項預約維護工程設計案，將依  
本府工務局頒定之「工程標準圖」施工，故依本處「工  
程提送草圖審查判定標準」，不提送草圖審查會議。   

六、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規定，意圖規避本法適  
用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  
不同需求條件或不同行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  
準此，各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籠統預算科目，屬主辦  
機關權限。本案符合非屬分批認定原則第二項：不同施  
工或供應地區，如不同的管理維護或施工建制單位、河  
系、集污區等履約地區者。   

七、

  
本案擬依「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各  
機關（基金）辦理採購招標之處理原則」第四條第二款  
所述：「......其中屬經常持續性且執行不可中斷業務或依  
計畫辦理期程年度開始即須執行之業務採購案件，得依  
上年度預算之執行數或當年度預算案編列數之範圍內取  
其較低者，依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招標、決標、訂約  
及覈實支用......」之原則（詳附件6），於奉核後即辦理  
設計及後續招標、決標、訂約等相關作業；本次預算分  
配金額為1億9,102萬9,800元，約佔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  
工程編列經費2億5,000萬元之76.41%，本案依往例市議會  
審議刪減經費部分皆不低於90%，故本次分配金額尚符合  
於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費額度內。   

八、

  
本案除「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士林、大同  
區 ）」等3案工程後續擴充契約上限金額部分，需俟「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款」奉議會審議通過始可進行  
後續變更設計事宜外，餘其他分配之12項工程奉核後即  
辦理設計及後續招標作業，預算未經議會審定前，得保  
留決標；若工程細部設計金額超過原分配預算，將於總  
工程費內勻支。   

擬辦：

  
本科辦理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一次預算分配及開  
口契約12項工程免提草圖案如奉核可，將依本次分配辦理  

後續事宜。   
  
敬陳　處長   

承辦單位 電話：27208889/1999轉8212審核　　　　　　　　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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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號：1086069661  
主旨：為本科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辦理第一次分配經費及開口契約工程免提草圖  
案，簽請鑒核。   

★意見欄

1.會計室 承辦人 劉玉亭 退文 108/11/12 11:03:04  
    
2.下工科 科長 鐘政信 送陳/會 108/11/11 17:15:06  
    
3.下工科 正工程司 李振寰 送陳/會 108/11/11 11:39:14  
    
4.下工科 股長 王曉雯 送陳/會 108/11/08 11:56:20  
    
5.下工科 承辦人 張逸塵 送陳/會 108/11/08 09:55:46  
    
6.下工科 科長 鐘政信 退文 108/11/08 09:20:22  
    
7.下工科 正工程司 李振寰 送陳/會 108/11/07 20:29:10  
    
8.下工科 股長 王曉雯 送陳/會 108/11/07 18:56:57  
    
9.下工科 承辦人 張逸塵 送陳/會 108/11/07 17:39:18  
    







施工費

（含工管費）
委外設計費

326,300,000    17,000,000     

 第一次分配工程

1 下工科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士林、大同區)
      2,685,800

變更擴充契約上限金額

260萬元，另工程管理

費7萬8000元，空汙費

7800元

2 下工科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南港、內湖區) （第二標）
      4,132,000

變更擴充契約上限金額

400萬元，另工程管理

費12萬元，空汙費1萬

2000元

3 下工科
108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信義區) （第二標）
      6,817,800

變更擴充契約上限金額

660萬元，另工程管理

費19萬8000元，空汙費

1萬9800元

4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南港、內湖區)
     18,000,000

5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信義區)
     11,000,000

6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文山、萬華區)
     13,000,000

7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中山、松山區)
     18,000,000

8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大安區)
     18,000,000

9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中正區)
     15,000,000

10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士林、大同區)
     18,000,000

11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程

(北投區)
     11,000,000

12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緊急搶修預約

維護工程(南區)
     11,000,000

13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緊急搶修預約

維護工程(北區)
     11,000,000

14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緊急搶修預約

維護工程(北區)
     11,000,000

14 下工科 109年度沉砂池清疏及維護工程       8,000,000

項次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 備註



15 下工科
109年度全市雨水下水道測繪調查

工作
7,020,000      

16 下工科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委託設

計工作(北區通報單)
3,520,000      

17 下工科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委託設

計工作(南區通報單)
3,520,000      

18 下工科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專案工程委

託設計工作(全市專案)
3,020,000      

    173,949,800      17,080,000 191,029,800       

         80,000 -        80,000

152,270,200             - 152,270,200

勻支已分配

未分配

共  計 343,300,000

已分配



項次 承辦科室 工程名稱 工程費 備註

1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南港、內湖區)
    18,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2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信義區)
    11,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3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文山、萬華區)
    13,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4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中山、松山區)
    18,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5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大安區)
    18,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6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中正區)
    15,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7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士林、大同區)
    18,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8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預約維護工

程(北投區)
    11,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109年度零星排水改善工程第1次分配免提草圖工程明細表 



9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緊急搶修預

約維護工程(南區)
    11,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10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緊急搶修預

約維護工程(北區)
    11,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11 下工科
109年度雨水下水道緊急搶修預

約維護工程(東區)
    11,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12 下工科 109年度沉砂池清疏及維護工程      8,000,000

延長施工期間1年5

個月(至111年5月

底)及擴充契約上限

金額150%

總計 16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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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經議會審議通過前各機關(基金)辦理採購招標之處理原則 

一、為應本府各機關(基金)在本市地方總預算案(以下簡稱總預算案)未完成立

法程序前，基於提升採購效率或業務銜接需求，有辦理採購招標需要者

，經參酌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預算法、地方制度法及相關函釋

規定，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總預算案之審議如不能依限完成時，依預算法第五十四條、地方制度法

第四十條第三項及本府訂定之「臺北市地方總預算案未能依限完成之執

行補充規定」，各機關(基金)預算支出部分之執行得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須俟當年度預算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

支。但依預算法第八十八條規定辦理或經臺北市議會(以下簡稱市議

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前款以外計畫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上年度執行數，覈實動

支。 

三、前點所稱新興資本支出以個別計畫認定，個別資本支出計畫自當年度起

開始編列預算辦理者即屬新興支出；所稱新增計畫，以業務計畫或工作

計畫科目為認定基準，當年度始增設者即屬新增計畫項目；惟部分重要

新增政事，雖於原工作計畫項下增列一分支項目，甚或於原分支項目內

增列經費辦理，為顧及府會和諧，亦應視為新增計畫。 

四、總預算案之審議如不能依地方制度法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完成審議

程序時，各機關(基金)如有提前辦理採購招標需要者，處理原則如下： 

(一)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 

1.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招標作業，惟招標文件應依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九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程企字第○九八○○三三二九

五一號函示及本府函頒投標須知範本載明下列事項： 

(1)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保留決標。 

(2)預算案經市議會審定後，若預算得以支付之金額低於保留決標金

額時決、廢標之處理方式。 

2.前目採購案件，依預算法、地方制度法等規定，俟預算案完成審

議程序後始得決標、訂約。 

(二)前款以外計畫，其中屬經常持續性且執行不可中斷業務或依計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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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期程年度開始即需執行之業務採購案件，得依上年度預算之執行

數或當年度預算案編列數之範圍內取其較低者，依採購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招標、決標、訂約及覈實支用，並應於投標須知等相關招標

文件載明所需經費如未獲市議會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之處理方

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