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第十點至第十四點
契約變更(廠商請求)作業流程

契約變更(廠商請求)作業

辦理現場會勘(註4)(案例)

監造單位、設計單位、廠商、相關單位

製作及簽報契約變更圖說資料(註5、6)(案例)

機關、監造單位、設計單位

核定變更方案(註2)(案例)
機關

含新增項目(註8)(案例)
工程司、設計單位

施工(註5)

工程司、廠商

通知上級機關監辦(註10)(案例)

機關

新增項目議價(註11)(案例)

機關、廠商

核定修正契約總價表(註12)(案例)

機關

辦理結果報上機機關備查(註13)(案例)

機關

是

否

是

有

相關配合事項
註2、15：檢討工期及調整預定進度(案例)
註16：補足或退還履約保證金
註17：加保、減保及展延保險 

無

否

研
擬
變
更
方
案
階
段

議
價
作
業
階
段

變
更
完
成

變
更
方
案
及
變
更
圖
說
資
料
核
定
階
段

是

否

計價(註12)

機關、工程司、廠商

審查變更方案(註2)(案例)

監造單位

須辦理會勘

審查比較表資料(註2)

工程司、監造、設計單位

依原契約辦理

廠商

提送規格、功能、效益及
價格比較表等資料(註1)

廠商

變更設計圖說(註5)

製作修正契約總價表(議價前)(註7)(案例)

機關、監造單位

否

是

否

是

無

有

變更部分累計金額

達查核金額以上(註9)(案例)
機關

查核金額以上採購

或變更後達查核金額以上
機關

廠商請求辦理契約變更(註1、3)(案例)

廠商

符合下列情形：
1.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2.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3.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契約變更書簽訂完成(註14)(案例)
機關、廠商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HqNkZXkkmaZyB5sjzcue7CPF3VmKZPE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3WStpP17JRJEKvsZ9riPeICWn0VIJic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BQ4srDXiMP6NNVZcCuC2-ER9Ep1yZvLM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2UT9yxqYSSUF4hQ7IjSzClZ2C5BiM2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nUVo8OD5EFsbK6_MjEgUt0b9FsjW8k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68wn9KvLgK80JihCflXCV5msZZXACX4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G4BtmdDUTjalZZbGASXfGSYmWdKE0yN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pAzRO2NnFd84IgYm-eCpkqOIqeScWff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qZyr1hjsXbK6agFCLSSzfS8UZVWdMvn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14f7HDXWLvRliZgVwvuCYlB-FyfTKW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3bRmr4YZdIVrPgro7Rh84OkxpIgw9eNY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acDpQ9Z_K52rIJf4t1ek1o59M-z19Zn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Jissocjn6jsaspFFOCvKw_1SG6kH_rs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8e7D0pjgy1kJpIZdQDZmxtxpJYP6tGfu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5.od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8.od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5.odt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7.odt


 

1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第十點至第十四點 

契約變更（廠商請求）作業分工原則及流程圖註記說明 

單位 契約變更（廠商請求）作業分工原則 

機關(業務

單位、採

購單位) 

2.變更方案及變更圖說資料核定階段 

(1)核定經監造單位審查通過之變更方案(廠商提送)。 

(2)核定監造單位或設計單位提出之契約變更圖說資料。 

(3)督促監造單位適時辦理修正契約總價。 

3.議價作業階段 

(1)契約變更有新增項目者，應與施工廠商辦理議價作業。 

(2)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達查核金額以上，應報請上級機關監辦。 

(3)核定工程司提送之「修正契約總價表」、「新增單價議定書」、「議價紀錄」

及「契約變更書」。 

4.變更完成 

(1)查核金額以上採購或變更後達查核金額以上者，應將契約變更辦理結果報

上級機關備查。 

(2)契約變更，應作成書面紀錄，並經機關及廠商雙方簽名或蓋章。 

設計單

位、工程

司或監造

單位 

1.研擬變更方案階段 

(1)審查廠商提送之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等資料。 

(2)廠商研擬契約變更方案，如屬須先辦理會勘認定者，由監造單位邀集相關

單位辦理會勘，並製作會勘紀錄。 

2.變更方案及變更圖說資料核定階段 

(1)依機關核定變更方案，確認變更項目、數量、金額及繪製變更圖說。 

(2)工程司應檢附「修正契約總價表(議價前)」及該表規定之附件(契約變更

（施工）圖、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數量計算表、會勘紀錄、其他)，

報請機關核定。 

(3)變更圖說資料經機關核定後施工，工程司辦理監造事宜。 

3.議價作業階段 

(1)涉及新增項目者，俟新增單價議定後，工程司應依議定之單價調整「修正

契約總價表」後，併同「新增單價議定書」、「議價紀錄」及「契約變更書」

報請機關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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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契約變更（廠商請求）作業分工原則 

施工廠商 1.研擬變更方案階段 

(1)敘明契約變更理由，並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送工程司或監

造單位審查。 

(2)出席監造單位辦理之現場會勘。 

(3)提送變更方案相關文件資料。 

2.變更方案及變更圖說資料核定階段 

(1)配合工程司或設計單位製作變更圖說資料。 

(2)變更圖說資料經機關核定後施工。 

3.議價作業階段 

(1)新增項目部分，依機關通知時間出席議價會議。 

4.變更完成 

(1)契約變更，應作成書面紀錄，並經機關及廠商雙方簽名或蓋章。 

 

依據：臺北市政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工契） 

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工程施工及驗收基準（基準） 

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一覽表）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採購契約變更單價編列及議價注意事項（變更議價） 

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工期） 

工程採購廠商投保約定事項（投保） 

備註： 

  

https://gpis.taipei/frontFunction/Affair/wfrmRule.aspx?category=2&code=group_code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D3015-20180130&RealID=06-04-3015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D2021-20140505&RealID=06-04-2021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D2018-20110412&RealID=06-04-2018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6D2030-20170124&RealID=06-04-3019
https://gpis.taipei/frontFunction/Affair/wfrmRule.aspx?category=2&code=group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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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採購契約要項21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

益及價格比較表，徵得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

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一)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二)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三)因不可抗力原因必須更換。 

(四)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工契 21-(二)-1 

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廠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

益及價格比較表送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並經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格、功能及

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但不得據以增加契約價金。其因而減省廠商履約費用者，應

自契約價金中扣除： 

(1)契約原標示之廠牌或型號不再製造或供應。 

(2)契約原標示之分包廠商不再營業或拒絕供應。 

(3)較契約原標示者更優或對機關更有利。 

案例：廠商提出施工疑義及建議方案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HqNkZXkkmaZyB5sjzcue7CPF3VmKZ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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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工契21-(二)-2 

廠商提出前目契約變更之文件，其審查及核定期程，除雙方另有協議外，為該書面請

求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但必須補正資料者，以補正資料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為

之。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逾期未核定者，得依「臺北市政府工程契約訂約後工期核

算要點」規定申請延長履約期限。 

案例：委外設計廠商評估廠商提出之施工建議方案 

案例：核定變更方案(依現場會勘結論辦理)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Y3WStpP17JRJEKvsZ9riPeICWn0VIJic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BQ4srDXiMP6NNVZcCuC2-ER9Ep1yZv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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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工契21-(二)-3 

廠商請求契約變更，應自行衡酌預定施工時程，考量檢(查、試)驗所需時間及機關受

理申請審查及核定期程後再行適時提出，並於接獲機關書面同意後，始得依同意變更

情形施作。除因機關逾期未核定外，不得以資料送審為由，提出延長履約期限之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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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4：廠商研擬契約變更方案，如屬須先辦理會勘認定者，應於研擬方案前辦理會勘，會勘

應由監造單位邀集原設計單位、其他相關單位及廠商辦理現場會勘認定，並製作會勘

紀錄，必要時應拍照存證。 

案例：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Q2UT9yxqYSSUF4hQ7IjSzClZ2C5BiM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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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機關核定之變更方案，如無需辦理變更設計圖說得於核定後施工，否則由工程司或設

計單位依核定之變更方案製作契約變更相關圖說資料，並報經機關核定後施工。 

基準 10-1-7、10-2 

(一)辦理契約變更時，工程司應檢附契約變更文件報請機關核定，契約變更文件應包

括「修正契約總價表」及該表規定之附件。 

(二)「修正契約總價表」附件包含如下： 

    1.契約變更（施工）圖。 

    2.詳細價目表。 

    3.單價分析表。 

    4.數量計算表。 

    5.會勘紀錄。 

    6.其他。 

案例：製作及簽報契約變更圖說資料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nUVo8OD5EFsbK6_MjEgUt0b9FsjW8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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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契變議價4-2(契約單價給付原則) 

採購契約變更涉及契約項目數量增減，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減達百分

之三十以上時，其逾百分之三十之部分，得以契約變更程序協議調整契約單價。 

契變議價 5(新增單價編列原則) 

採購契約變更涉及新增項目者，其單價編列原則如下： 

(一)新增項目中如包含契約項目或細項，該單價除有第六點情形外，以援用契約項目

及細項單價為原則。 

(二)新增項目或其細項應考量市場行情編列，得參考本市議會審定工程預算單價、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開於網站之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營建物價」等具公信力刊

物之市價、相關同業公會、行業廠商訪、詢價等方式辦理。 

(三)契約訂有物價指數調整契約價款規定，且新增項目含契約項目或細項者，該單價

按契約單價，依預定契約變更月及開標月兩者物價指數之變動比值調整為契約變更月

之單價，如實際契約變更月與預定契約變更月不同，應於議價完成後以實際契約變更

月重新調整計算，此單價視同援用契約項目或細項單價。 

(四)契約未訂有物價指數調整契約價款規定，新增項目含契約項目或細項者，依第一

款規定辦理。 

契變議價 6(新增單價編列之例外情形) 

因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涉及契約項目數量增減或新增項目援用契約項目及細項，有下

列情形之一，且依前二點原則辦理有顯失公平者，得由廠商舉證，並經機關確認後就

該項目另行議價： 

(一)依契約該等項目之工法或製程不可行。 

(二)契約項目因契約變更，致其價格或履約條件改變。 

案例：新增項目單價編列原則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qHx5ozKdjOsHOlrKvfKNsq_3S-33D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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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7：基準10-1-6 

機關應督促工程司適時辦理修正契約總價，並於工程進度分別達百分之二十五、百分

之五十、百分之七十五時，各辦理一次以上之檢討修正。如工程司延誤時機，致廠商

或機關權益受損者，應負其應有之責任。 

表單：修正契約總價表 

 

案例：辦理修正契約總價表(議價前)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5.od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68wn9KvLgK80JihCflXCV5msZZXAC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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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契變議價3-2 

新增項目：指因契約變更增訂契約詳細價目表所無之項目。 

一覽表補充附記 8 

不涉及契約價金之契約變更，原則上得以雙方換文（以公文書面相互確認相關事項）

方式辦理，不拘泥於以契約變更書之形式，惟仍應注意依本一覽表第五項次或第六項

次之規定辦理。但涉及廠商公司合併、契約轉讓、連帶保證廠商履行連帶保證，或機

關認為屬重大事項變更者，不在此限。 

案例：契約變更含新增項目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G4BtmdDUTjalZZbGASXfGSYmWdKE0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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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9：一覽表附記2 

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指契約價金變更之「加帳金額」及「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

金額。 

一覽表 

辦理契約變更，應依「臺北市政府採購契約變更作業規定一覽表」規定合併計入歷次

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作為報請相關單位核准、監辦及備查之認定。 

採購法 12 

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在查核金額以上，自累計金額達查核金額之時起，依政府採購法

第 12條第 1項規定，檢送相關文件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案例：契約變更之累計金額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KpAzRO2NnFd84IgYm-eCpkqOIqeScW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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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採購法細則10 

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或驗收，上級機關得斟酌其金

額、地區或其他特殊情形，決定應否派員監辦。其未派員監辦者，應事先通知機關自

行依法辦理。 

案例：通知上級機關監辦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qZyr1hjsXbK6agFCLSSzfS8UZVWdM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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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1：契變議價8(議價方式) 

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由機關視其項目之多寡及需要，參考下列方式辦

理： 

(一)以各新增項目之單價直接議價。 

(二)以全部新增項目及其數量之總額合計議定總價，再行調整各項目單價。 

契變議價 9(底價之核定) 

機關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前，承辦採購單位應將新增項目中援用契約單價部分

所占金額與新增細項單價部分所占金額之比例計算後，供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底價

參考。援用契約單價部分及按第五點第三款調整之單價部分所占比例，於核定底價

時，以不予折減為原則。 

契變議價 11(加速決標之檢討及作為) 

採購契約變更新增項目之議價程序，依投標須知規定辦理。議價未能達成協議時，機

關得與廠商協調，瞭解無法達成協議之原因，並加以檢討後，再進行下一次議價。 

前項檢討，其內容應包括市場行情之再確認、該採購案決標時之競標情形、政府機關

決標資料等事項，經重新檢討結果有不合理或必要時，得調整預算或重新核定底價。 

議價以不超過三次且合計不逾三個月(自第一次議價日起算至達成協議之期間)為原

則。但機關依前項規定檢討加速決標之策進作為，屬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或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已報經上級機關同意者，不在此

限。 

表單：新增單價議定書 

 

案例：新增項目議價紀錄及新增單價議定書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8.od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14f7HDXWLvRliZgVwvuCYlB-FyfTK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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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2：契變議價10(新增項目單價之調整) 

新增項目議價達成協議後，應依協議之金額調整各新增項目及細項之單價；援用契約

單價之部分及按第五點第三款調整單價之部分，均視為援用契約單價，議價後均不予

調整。 

基準 8-5 

履約期間如有契約變更時，工程司應檢附「修正契約總價表」及該表規定之書件，報

請機關核定後，始得就超出原契約數量或項目部分辦理估驗計價。但契約變更致有新

增單價時，在新增項目單價未議定前，得依機關核定之修正契約總價表預估單價八成

估驗，俟與廠商議定單價後，再行調整計價。 

案例：核定修正契約總價表(議價後)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3bRmr4YZdIVrPgro7Rh84OkxpIgw9e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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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一覽表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或契約價金變更後屬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需將契約變更辦理結

果報上級機關備查。 

採購法 12-2 

機關辦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其決標金額達查核金額者，或契約變更後其金額達查

核金額者，機關應補具相關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案例：辦理結果報上級機關備查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zJissocjn6jsaspFFOCvKw_1SG6kH_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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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4：基準12-2 

契約變更文件經機關與廠商雙方簽訂後，以書面通知廠商，正本由雙方各執一份，副

本數份，由機關分別陳轉有關機關備用。 

工契 21-5 

契約變更，應作成書面紀錄，並經機關及廠商雙方簽名或蓋章。 

表單：契約變更書 

 

案例：契約變更書簽訂完成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att/Law/P06D3015-20180130-0000-017.od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8e7D0pjgy1kJpIZdQDZmxtxpJYP6tG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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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基準13 

契約變更修正後或因契約變更造成施工進度調整時，其工期應依照「臺北市政府工程

契約訂約後工期核算要點」及契約約定檢討核算，由工程司報請機關核定並通知廠商

修正施工預定進度表、或施工預定進度網狀圖、或桿狀圖，並含曲線圖報請機關核

定，並併入全部工期一併辦理。 

案例：檢討工期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LacDpQ9Z_K52rIJf4t1ek1o59M-z19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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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6：工契14-16 

契約變更加減帳淨額累計達□[100萬]元以上；□訂約總價[20%]起（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訂約總價 20%），機關得於後續歷次契約變更通知廠商依比例

補足或退還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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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投保5-3 

加保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增加之保險金額在第九點第一款所訂額度以

內，自動納入承保範圍。 

投保 8-2 

契約變更增加或減少契約價金或工期展延時，廠商應依第九點之規定辦理加保、減保

或展延保險期限，並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核定後，報請機關備查。 

投保 9 

加保、減保及展延保險： 

(一)工程如因契約變更致增加或減少契約價金，巨額工程達原契約總價百分之[五]，

非巨額工程達原契約總價百分之[十]時，應辦理加保或減保，其費用依第七點納編於

稅什(雜)費或(工程)管理費相關項目，並依結算總價與原契約總價比例增減之，機關

不另行給付保險費。 

(二)除契約變更外，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經機關同意展延工期或停工時，應辦

理展延保險，其費用廠商得依契約約定向機關申請工程管理費(含保險費)。 

(三)變更設計修正契約總價表或工期展延經核准或經機關通知後，廠商應於接獲通知

後[二十]日內辦妥加保、減保或展延保險手續。 

(四)廠商經機關通知或同意後，如未依規定辦理減保致未能獲得保險公司退還保險費

時，悉由廠商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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