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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的發展、應用
與導入，在全球工程產業已是不可抗拒的趨勢。BIM 技術具有在數位虛擬
空間中提前模擬工程專案生命週期各項作業及事先模擬各種可能情境，以
利運用可視化與協同作業及管理模式，達成事先解決問題，進而提升工程專
案整體效率與效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2014 年 5 月 23 日建構「公共工程運用 BIM
推動平台」
，採因案制宜與循序漸進方式推動，並積極推動各類公共工程試
辦導入運用 BIM 技術，期使各類公共工程皆可因 BIM 技術的應用，而提升
公共工程執行的效率與服務品質。交通部於 2016 年 3 月 17 日函頒「交通
部所屬各機關(構)工程建置建築資訊模型(BIM)作業推動原則」
，要求所屬各
機關(構)辦理工程相關採購，應視工程個案特性、規模及需求，建置 BIM 模
型，藉以提升工程效率及品質，並強化營運管理維護效能。
鐵道工程是國內未來工程領域相當重要的發展重點，交通部鐵道局為
因應國內未來鐵道工程的實務需求，因此研提此完整且可執行之指引，以落
實將 BIM 導入鐵道系統之規劃、設計、興建與營運之各項作業中，並做為
銜接鐵道運輸智慧化持續發展之準備。交通部鐵道局設定鐵道工程應用
BIM 後可朝長期發展之願景為：發展與建置「鐵道工程全生命週期智慧化
管理系統」，本指引亦以此願景做為發展內容之主軸。
由於 BIM 技術之發展仍持續快速進行中，且實務應用亦陸續展開中，
本作業指引雖經鐵道局在個案中導入應用，進而回饋調整內容，然而未來持
續更新作業指引之內容，以符合當下實務需要，仍有其必要性。
本指引可提供國內鐵道工程之業主導入 BIM 技術參考，並藉由業主執
行之採購作業落實於鐵道工程專案的不同階段與工作中，以利達成鐵道工
程之業主應用 BIM 技術之目的。此指引主要提供通案性質之作業參考準則，
個案仍須詳實研討其適用性與選擇合適之指引內容導入，各單位與專案切
勿盲目參照與全盤納入，以避免誤用與衍生執行面之爭議。
鐵道工程因其規模特性與複雜度，對於 BIM 技術的需求相當明確，期
盼透過此指引的提出，引導並推廣國內鐵道工程對於 BIM 技術之運用，以
達成提升鐵道工程執行效率及品質，並增進日後營運管理與維護效能之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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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鐵道工程之挑戰與應用 BIM 之價值
1.1.1 鐵道工程之挑戰
依 據 政 府 近 來 推 動 前 瞻 軌 道 建 設 之 政 策 資 訊
(http://event.motc.gov.tw/home.jsp?id=1643&parentpath=0&webid=20170504000
1&websiteid=201705040001)，未來國內公共建設投入鐵道工程之規模將超過
千億台幣。政府目前所設定的軌道 30 年發展願景、目標與政策方向如圖 1-1
所示。
願
景
目
標

政
策
方
向

未來軌道30年發展願景

友善

產業機會

善用電
子票證
優惠轉
乘提振
公共運
輸服務

可靠

健全城
際軌道
服務系
統

機動便捷

穩固都
會軌道
基礎服
務

安全

扶植軌
道關聯
產業與
發站軌
道科技

可及

優化組
織與法
治

圖 1-1、前瞻軌道建設之願景與目標
依據交通部前瞻軌道建設簡報資料中有關預計推動軌道建設的計畫資訊
顯示(http://event.motc.gov.tw/customizesite1/file/lazyBag.pdf)，已核定的計畫數
有 11 項，新興計畫數有 27 項。而每一計畫中可能包含數個子計畫，每一子計
畫中亦可能透過許多專案加以落實，因此未來鐵道工程的專案數將非常多。如
何將規模大、數量多、介面複雜的鐵道工程專案如期、如質、如預算的順利完
成，將會是國內未來鐵道工程執行時的重大挑戰。導入先進的觀念、技術、管
理作為等，是面對此一挑戰必須要有的基礎工作。以英國的經驗而言，以 BIM
技術為核心的數位化技術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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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BIM 帶來的效益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是利用資訊技術將
工程/設施透過數位化處理後，以利將工程/設施的各式資訊以 3D 的形式，用
於協助或解決工程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各種工作的一種先進技術。
BIM 技術已被認為是能夠將不同的專業在專案早期(例如規劃或設計階段、
施工初期的規劃)進行整合與溝通，以為專案帶來實質效益的技術，然而應用
BIM 技術，並不是只有技術或工具的投資，更重要的是流程的改善與工作執
行文化的改變，對於產業將帶來突破性的改變。
世 界 各 國 對 於 BIM 技 術 的 使 用 與 推 廣 已 有 多 年 ， McGraw-Hill 之
Construction Smart Market Report 曾陸續在其他國家進行 BIM 帶來的效益與價
值之調查，其普遍性分析的效益，對於執行者而言，其一般性效益包含
(McGraw-Hill Construction SmartMarket Report, 201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17)：
拓展新客戶與新業務
提供新的服務
減少施工文件錯誤和遺漏
維持顧客回流率
提升年輕員工對營建產業的學習
減少重工
減少特定工作的流程時間
減少施工成本
員工的招募和留任
減少索賠與訴訟
縮減整體工期
增加利潤
更好的整體施工專案成果
在 2016 年出版的「Delivery Value with BIM」一書的「Benefits Dictionary」
一節中，Sanchez and Joske 兩位作者彙整超過 150 篇的文獻後，歸納 BIM 可
以為不同的專案參與者(包括客戶端/業主(Client/owner)、設計者(Designer)、施
工 廠 商 (Contractor) 、 分 包 商 (Subcontractor) 、 加 工 廠 / 製 造 商
(Fabricator/manufacturer)、估算師(Surveyor)、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供
應商(Supplier)、終端使用者(End-user))帶來不同的效益，例如：更好的變更管
理(Better change management)、更少的錯誤(Fewer errors)、降低風險(Reduced
risk)等。詳該書中兩位作者歸納的效益如圖 1-2 所示之內容(Sanchez and Joske,
2016)。圖 1-2 中灰色底部份表示該參與者可以經由應用 BIM 技術獲得該項次
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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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規劃/排程(Be tte r progra m m ing/ s che du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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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BIM 以不同專案參與者帶來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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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依據加拿大 BIM 學會(The Institute for BIM in Canada, IBC)於 2013
年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BIM 可以為業主(Owner)帶來的效益，在不同的
階段，對不同的面向，可以不同的指標呈現。該報告確認的效益主要為成本與
時間有關的效益，如設計階段可節省 17-35%的時間、施工階段可節省變更設
計有關費用可達約 10%等。該報告確認的效益詳如表 1-1 所示(IBC, 2013)。
表 1-1、BIM 為業主帶來的效益
階段(Phase)

面向(Aspect)
概略設計(Pre-design)

規劃
(Planning)

指標(Metric)
作業可以併行(Fast tracking)

設計(Design)

節省 17-35%專案時間(17-35% project time
與既有結構整合(Integration with Existing
saving)
structure(s))
變更設計(Change orders)

節省變更設計的費用約 0-2%到 8-10%(Change
order cost reduced from 8-10% to 0-2%)

施工時程(Construction schedule)

節省 20-28%的時間(20-28% reduction)

移轉

試運轉(Commissioning)

節省 50-98 的時間(50-98% savings)

(Handover)

資金成本(Capital costs)

避免成本超支(Prevent cost overruns)

營運(Operations)

回收軼事成本(Anecdotal cost recovery)

維護(Maintenance)

節省 17%的成本(17% cost savings)

施工
(Construction)

營運
(Operations)

針對國內應用 BIM 技術的效益，在「國內應用 BIM 案例之效益初探」一
文中，經由分析後指出，國內應用 BIM 技術在以下三方面的效益已經獲得確
認：(1)提高專案整體品質、(2)改善對設計目的的了解、(3)減少施工過程中的
衝突(楊智斌，2017)。此外，該文亦提出，可針對以下四個面向進行效益分析：
(1)品質、(2)成本、(3)時間、(4)行政。
針對鐵道工程，本指引建議日後應用的專案，業主端應事先明確訂出：(1)
品質、(2)成本、(3)時間、(4)行政(流程改善)等四方面預期的效益為何？以利
應用後評估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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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國內、外鐵道工程應用 BIM 技術之概況
1.2.1 國內鐵道工程使用 BIM 技術之概況
由於國內公共工程推動應用 BIM 技術之時間並不長，目前在鐵道工程已
經有導入 BIM 技術的案例彙整如表 1-2 所示。由於個案導入的背景、投入的
資源、應用的目的、預期的成效、軟體的完善度、技術的成熟度等皆不相同，
各機關與專案若在參考特定案例時應仔細與深入評估。
表 1-2、國內鐵道工程應用 BIM 之案例
單位

階段

專案名稱
A

B

C

D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 高鐵台中站

公司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

●

●

雲林站)
機場捷運系統延伸至中壢火車站

●

建設計畫 DU02 標
高雄鐵路地下化車站設計(美術館

●

站、鼓山站、三塊厝站)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臺北捷運環狀線 Y19 高架車站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F

●

公司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 高鐵新建 3 站(苗栗站、彰化站、

E

捷運萬大線 DQ122 標 LG05 地下
車站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捷運三鶯線

●
●

●

●

●

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安坑輕軌運輸系統

●

●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

●

淡海輕軌運輸系統

備註：
A：可行性評估；B：規劃；C：基本設計；D：細部設計；E：施工；F：營運維護。

1.2.2 國外鐵道工程使用 BIM 技術之概況
國際上鐵道工程應用 BIM 技術已日漸受到重視，其中尤以推動 BIM 技術
最具系統化的英國，以及國家支持應用 BIM 技術且大量推動鐵道(高速鐵路)
的中國大陸，在應用 BIM 技術有關的案例較多。目前對外揭露資訊較多的案
例，本指引整理如表 1-3 所示之內容。日後不同專案於執行前可參考相似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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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經驗。
表 1-3、國外鐵道工程應用 BIM 之案例
國家

階段

專案名稱
A

B

C

D

E

F

●

●

●

●

●

●

●

●

●

●

●

●

●

●

●

●

●

英國

英國橫貫鐵路(Crossrail)

英國

英國高鐵二號線(HS2)鐵路

瑞典

弗什勒夫-博斯塔德

挪威

奧斯陸城際鐵路

丹麥

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至靈斯泰茲

美國

佛州城際高速鐵路系統(Brightline)

●

●

●

印尼

雅加達捷運 CP106 段

●

●

●

●

●

墨西哥

墨西哥托盧卡鐵道工程

●

●

中國大陸

烏魯木齊高鐵站(車站)

●

●

中國大陸

深圳地鐵 9 號線

中國大陸

南寧地鐵 1 號線

中國大陸

上海軌道交通 17 號線

●

●

●

●

●

●

●

●

●

●

●

●

備註：
A：可行性評估；B：規劃；C：基本設計；D：細部設計；E：施工；F：營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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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鐵道工程使用 BIM 之必要性與重要觀念
1.3.1 政府政策之延續性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於 2014 年 5 月 23 日建構「公共
工程運用 BIM 推動平台」
，採因案制宜與循序漸進方式推動，並積極推動各類
公共工程試辦導入運用 BIM 技術。在工程會於 2017 年 1 月份委託完成的「機
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委託專業服務案成果報告中，
分析的推動平台 10 件案例中，便有 5 件為交通部所屬機關(構)推動之案例，
由此可見交通部對於應用 BIM 技術的重視。
再者，交通部於 2016 年 3 月 17 日函頒「交通部所屬各機關(構)工程建置
建築資訊模型(BIM)作業推動原則」
，要求所屬各機關(構)辦理工程相關採購，
應視工程個案特性、規模及需求，建置 BIM 模型，藉以提升工程效率及品質，
並強化營運管理維護效能。在前述作業原則中，已訂定清楚的評估應用 BIM
工程規模之門檻金額：(1)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統包工程；(2)採購預
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建築工程(機電系統金額應一併計算)；(3)採購預算金
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土木工程(機電系統金額應一併計算)；(4)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軌道機電系統工程。由於國內鐵道工程分標的習慣，個案的工
程規模多數會超過上述門檻，故鐵道工程之專案評估採用 BIM 技術在政策上
而言是必須進行的工作之一。
在 2016 年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完成的「國內外推動 BIM 之策略與成效比
較研究」研究報告中指出，世界多數國家之公部門皆扮演主導者的角色，以鼓
勵及推動產業採用 BIM 技術。國內軌道工程若由業主端積極推動 BIM 技術的
應用與發展，將能夠帶動整個鐵道工程產業積極面對推動 BIM 技術的挑戰，
進而在未來受益於 BIM 技術所帶來的數位化環境。

1.3.2 技術成熟與產業能力
BIM 技術的成熟度在全球各國競相投入大量的資源以及政策的支持下，
已日漸不是應用 BIM 技術的主要障礙。雖然目前 BIM 應用的領域主要在建築
工程，相關的軟體開發與應用技術研發也集中於建築工程領域，然而從各大軟
體商在過去三年內陸續推出基礎施設與土木工程的 BIM 軟體解決方案(BIM
solution for infrastructure and civil projects)，便可以看出技術已日漸成熟。依據
軟體商目前提出的各式解決方案中，已有針對軌道工程的方案，然而是否能夠
確實滿足實務應用面，以及滿足國內本土化的需求，相信國內的應用端能夠快
速掌握。
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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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委託專業服務案成果報告中，有關國內營建工程主要廠商(執行規劃設
計、施工、PCM 案件數各前 50 名的廠商)已導入 BIM 技術的廠商已約有 2/3，
且其經驗已涵蓋工程生命週期的所有階段；而在未導入者中，亦有約 70%對
導入 BIM 持正面看待。此外，國內執行鐵道工程的主要規劃、設計與專案管
理單位的主要工程顧問公司(也是導入 BIM 技術最合適開始階段的執行廠商)，
在過去一年幾乎同時對外宣布準備進入 3D 設計的時代，由上述資訊與跡象看
來，國內鐵道工程導入 BIM 技術，環境面已趨成熟。

1.3.3 鐵道工程需要使用 BIM 之理由
鐵道工程因其具有以下之特性，因此透過 BIM 技術的應用可以滿足順利
完成專案之目標：
(1)投資金額高且使用年限長
(2)子系統多且介面複雜
(3)介面整合經常發生在各子系統、或各子系統間，若未詳將整合，影響
性高
(4)設施需要維護的頻率較傳統建築高
(5)軌道及站體涵蓋範圍廣，傳統的設施管理方法與技術已不敷需求
(6)鐵道工程的業主皆為公部門，對於產業提升有相當之責任

1.3.4 鐵道工程導入 BIM 技術應具備的重要觀念
參照國內外各式 BIM 有關之指引與手冊，導入 BIM 技術於鐵道工程時，
以下重要觀念應確實掌握，以利正確發揮 BIM 技術所帶來的效益，同時避免
造成執行面之困擾：
(1)BIM 技術的應用，所有參與者必須要有適當的人力、資源、費用的投
入，合適的教育訓練是必要的基礎工作。
(2)BIM 技術的應用衝擊原有工程技術與工作的執行，日後組織層面的程
序調整與變化是必須進行的因應之道。
(3)BIM 技術的應用，係以 BIM 模型為基礎，且以模型包含資訊的多寡與
正確性為達成應用目的之關鍵。
(4)決定合理的專案應用 BIM 目的，並選擇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是
應用 BIM 技術的基礎，切勿盲目抄襲其他機關與專案，以避免執行之
困擾。
(5)雖然 BIM 結合各式先進的技術或工具能夠發揮強大的效益，然而目前
尚無法全面取代許多既有的作法與技術，建議應用時應了解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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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指引架構與內容之介紹
英國為最積極推動政府導入 BIM 技術的國家之一，其內閣政府的 BIM 推
動小組主席 Mark Bew 曾說過如下有關 BIM 標準的重要性：
「Standar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wider adoption of BIM technologies, processes and
collaboration by ensuring that the same accurate data can be accessed throughout
the supply chain」(http://bim-level2.org/en/)。國內鐵道工程導入與應用 BIM 技
術正處於萌芽的階段，因此透過此一指引的發展與建立，期待將日後國內鐵道
工程應用 BIM 技術的標準加以建立，以利鐵道工程所有 BIM 應用參與者能在
一定共通語言下善用 BIM 技術、程序與協作，以利創造多贏的最終結果。
本 BIM 作業指引，其整體架構如圖 1-3 所示，其主要內容區分為三部分：
(1)作業程序面、(2)執行管理面、(3)資訊參照面，詳細各部分之目的與內容說
明如後。此外，架構中未包含於本指引中，但專案執行時仍需要參照的內容尚
有：(1)其他 BIM 手冊及介面標準(如各 BIM 應用軟體之手冊、國際通用的資
訊或模型標準等)與(2)法規、行政命令、技術規範(如政府採購法、機關或單位
的技術規範等)。各機關或專案執行時，仍應研討參考資料最新版本後適度納
入或參考。
鐵道工程BIM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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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建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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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架構圖

1.4.1 第一部分 應用程序面指引
第一部分之內容主要提供鐵道工程之執行機關於應用 BIM 技術時，應掌
握的作業程序面之基礎觀念與重要參考資訊。第一部分其章節安排包括：
(1)緒論
鐵道工程之挑戰與應用 BIM 之價值
10

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版本日期：2019/10/1

國內、外鐵道工程應用 BIM 技術之概況
鐵道工程使用 BIM 之必要性與重要觀念
指引架構與內容之介紹
(2)應用 BIM 之時機與目的
BIM 應用時機
鐵道工程 BIM 應用目的與 BIM 應用(BIM Uses)
(3)專案執行方式與 BIM 應用之選擇
BIM 合適的專案執行模式
鐵道工程 BIM 應用之選擇
(4)專案應用 BIM 之費用編列、招、決標與控管
費用編列原則
專案應用 BIM 技術之招、決標
專案應用 BIM 技術之成果提送與審查
專案應用 BIM 技術之專案控管

1.4.2 第二部分 執行管理面指引
第二部分之內容主要提供應用 BIM 技術之鐵道工程專案在執行過程中，
可以參考的各式招標相關範本文件，以及應用 BIM 技術後交付成果的格式與
範例，以利專案能在執行管理上，有制式的通用標準可以參考，降低執行的門
檻同時提升執行的績效。第二部分其章節安排包括：
(1)BIM 契約文件範本
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TWR-00-00)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TWR-00-01)
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TWR-00-02)
鐵道工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TWR-00-03)
鐵道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TWR-00-04)
鐵道工程統包採購契約範本(TWR-00-05)
鐵道工程 BIM 建模採購契約範本(TWR-00-06)
鐵道工程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
(2)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規範
鐵道工程 BIM 應用(TWR-01-00)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行計畫規範(TWR-01-01)
鐵道工程 BIM 模型交付(TWR-01-02)
鐵道工程 BIM 碰撞檢查規範(TWR-01-03)
鐵道工程應用 BIM 4D 模擬規範(TWR-01-04)
鐵道工程 BIM 模型設施維護交付資訊(TWR-01-05)
(3)BIM 參考性文件
鐵道工程 BIM 應用所需資源、能力與軟硬體(TWR-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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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工程 BIM 應用個案參考資料(TWR-02-02)
(4)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TWR-03-00)
鐵道工程車站建模基本規範(TWR-03-01)
鐵道工程路廊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TWR-03-02)
鐵道工程軌道建模基本規範(TWR-03-03)
鐵道工程系統機電/核心機電建模基本規範(TWR-03-04)
鐵道工程其它場站基本規範(TWR-03-05)

1.4.3 第三部分 資訊參照面指引
第三部分之內容主要提供應用 BIM 技術之鐵道工程專案在應用 BIM 技
術時，應該要遵守的各式模型相關規範，以利鐵道工程於應用 BIM 技術時通
案間的模型與資訊具有共同的建立與儲存的各式標準，降低個案間的資訊差
異，並提高日後模型與資訊的整合與再應用之可行性與價值。第三部分其章節
安排包括：
(1)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定義
應用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念
BIM 建模共通性原則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之規定(模型檔案切分、模型檔案命名、模型檔
專案基本設定、各項 BIM 應用所對應之模型資訊建置範疇、模型元
件之分類與命名、模型元件分色)
(2)車站建築建模基本規範
定義
應用車站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念
車站建模基本原則
車站建模規範之規定
(3)路廊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
定義
應用路廊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念
路廊結構體建模基本原則
路廊結構體建模規範之規定
(4)軌道建模基本規範
定義
應用軌道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念
軌道建模基本原則
軌道建模規範之規定
(5)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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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應用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念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原則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規範之規定
(6)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
定義
應用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念
其它場站建模基本原則
其它場站建模規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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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用 BIM 之時機與目的
2.1 BIM 應用時機
2.1.1 專案應用 BIM 之時機
依據工程會進行「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委託
專業服務案所完成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作業參
考手冊」內有關「應用 BIM 時機」之內容，提出國內在不同專案執行模式下
皆可以利用 BIM 技術。該手冊中認為可以應用 BIM 的時機有以下四種：
(1)傳統專案執行模式(DBB)導入 BIM 時機

圖 2-1、傳統專案執行模式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2)統包專案執行模式(DB)導入 BIM 時機

圖 2-2、統包專案執行模式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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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合交付模式(IPD)概念下導入 BIM 時機

圖 2-3、整合交付模式概念下導入 BIM 應用時機
(4)廠商主動提出導入 BIM 情境

圖 2-4、廠商主動提出導入 BIM 應用情境
由於國內鐵道工程的業主執行採購皆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因此前
述的四種導入 BIM 應用情境皆可符合。在前述四項導入情境中，因個案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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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週期階段與業主的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2.1.2 鐵道工程專案應用 BIM 之門檻與時機
依據工程會於 2017 年 1 月完成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委託專業服務案，其研究報告具體建議國內日後公共工程應用 BIM
技術之門檻如下：(1)短期(2017~2018 年)：工程規模達 20 億以上或工程規模
達 10 億以上且符合特殊採購之工程，優先推動；技術服務金額達 2 億元以上
或 1 億元以上且符合特殊採購，優先推動。(2)中期(2019~2021 年)：工程規模
達 10 億以上之工程，優先推動；技術服務金額達 1 億元以上，優先推動。(3)
長期(2021 年後)：針對工程或勞務採購規模達查核金額或符合特殊採購之專
案優先推動；建議應於 2021 年進行必要的檢討，以確實掌握技術的最新發展
狀況及國內產業的 BIM 技術的成熟度。此外，交通部於 2016 年 3 月 17 日函
頒「交通部所屬各機關(構)工程建置建築資訊模型(BIM)作業推動原則」
，其訂
定評估應用 BIM 工程規模之門檻金額為：(1)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
統包工程；(2)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建築工程(機電系統金額應一併
計算)；(3)採購預算金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土木工程(機電系統金額應一併計算)；
(4)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軌道機電系統工程。
綜合上述兩項門檻，且考量國內鐵道工程分標的習慣，並同時顧及日後資
訊的整合性與一致性，本指引建議應將鐵道工程導入的時程明確制定以利推
動。
建議的時程與主要內容如下：
(1)前導階段(指引公布日起，至 2020 年前)
策略：不同的鐵道工程執行機關事先協調，以不同個案分別針對全
生命週期不同階段導入不同 BIM 應用
目的
A.啟動各機關應用 BIM 的動力
B.建立通案的應用模式
C.探索國內環境下應用 BIM 技術之深度與廣度
行動方案
A.各機關成立 BIM 工作小組並制定運作目標
B.各機關建立導入路徑圖
C.所有機關進行相互觀摩與學習
(2)全面推動階段(2020 年起)
策略：建立各單位交流與互動模式，以不同的專案交叉比對不同的
BIM 應用與目的
目的
A.調整通案應用 BIM 技術的作法
B.提升應用 BIM 技術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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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探索新的 BIM 應用機會與模式
行動方案
A.落實個案應用 BIM 技術
B.成立鐵道工程 BIM 討論平台
C.建立鐵道工程 BIM 經驗與知識分享中心

2.1.3 鐵道工程專案應用 BIM 之時機
依據國內政府採購法下的專案執行方式(傳統專案執行模式以及統包專案
執行模式)，本指引建議鐵道工程計畫專案應用 BIM 之情境如圖 2-5，詳細時
機與主要工作說明如下(詳細的應用時機與主要工作，各單位於專案執行前應
另行評估)：

圖 2-5、不同發包情境下應用 BIM 之時機
(1)決定專案採用 DBB 或 DB 前
尚未委託總顧問或專案管理顧問(PCM)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招標時採用「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或「鐵道工程專案
管理契約範本」
，納入「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並選擇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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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範圍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評選時應透過合適評選項次確定參與廠商了解業主 BIM 需求
且有能力達成
D.審核並確認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
(BEP)能夠滿足業主需求
E.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應決定日後的專案執行方式(分標
原則為 DBB 或 DB)與重要工作先後順序(土建與系統(核心)機
電之發包先後與介面)，並確定日後不同參與者的應用 BIM 角
色與目的
F.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全程
BIM 應用效益
已委託總顧問或專案管理顧問(PCM)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選擇合適契約變更範圍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評估並確認進行契約變更之可行性，以利納入 BIM 有關工作於
總顧問或專案管理顧問(PCM)契約中
D.契約變更時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與新增工作範圍，
並確定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對於業主 BIM 需求清楚且
有能力執行
E.審核並確認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
(BEP)能夠滿足業主需求
F.若有其他工作已發包，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應協助業主
檢視其他已發包簽約之契約補充 BIM 工作之可行性，並協助契
約變更與輔助所有不同參與者了解其應用 BIM 的角色與如何
達成目的
G.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全程
BIM 應用效益
(2)DBB 模式下
計畫已完成規劃，尚未發包進行設計工作與施工工作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招標時採用「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
，納入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並選擇合適契約範圍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評選時應透過合適評選項次確定參與廠商了解業主 BIM 需求
且有能力達成
D.審核並確認設計廠商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BEP)能夠滿足業主
需求
E.設計廠商應在滿足業主需求前提下，協助解決平行廠商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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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技術之介面，並決定日後的施工廠商應用 BIM 角色與目
的
F.設計廠商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之設計與施工階段 BIM 應
用效益
計畫已完成規劃並已委託進行設計工作中，尚未發包進行施工工作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選擇合適契約變更範圍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評估並確認進行契約變更之可行性，以利納入 BIM 有關工作於
設計契約中
D.契約變更時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與新增工作範圍，
並確定設計廠商對於業主 BIM 需求清楚且有能力執行
E.審核並確認設計廠商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BEP)能夠滿足業主
需求
F.設計廠商應在滿足業主需求前提下，協助解決平行廠商應用
BIM 技術之介面，並決定日後的施工廠商應用 BIM 角色與目
的
G.設計廠商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之設計與施工階段 BIM
應用效益
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工作，尚未發包執行施工工作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招標時採用「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
，納入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並選擇合適契約範圍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以最有利標評選取代最低標決標，評選時應透過合適評選項次
確定參與廠商了解業主 BIM 需求且有能力達成
D.審核並確認設計廠商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BEP)能夠滿足業主
需求，並應確認業主端有能力檢核與管理施工廠商 BIM 應用成
果
E.若有必要，業主應委託進行 BIM 成果檢核或管理工作
計畫已完成規劃、設計工作，並已發包執行施工工作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選擇合適契約變更範圍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評估並確認進行契約變更之可行性，以利納入 BIM 有關工作於
統包契約中
D.契約變更時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與新增工作範圍，
並確定施工廠商對於業主 BIM 需求清楚且有能力執行
E.審核並確認施工廠商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BEP)能夠滿足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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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F.施工廠商應在滿足業主需求前提下，統合所有分包商應用 BIM
技術之介面，並決定所有分包商應用 BIM 角色與目的
G.施工廠商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之施工階段 BIM 應用效
益
H.若有必要，業主應委託進行 BIM 成果檢核或管理工作
(3)DB 模式下
尚未委託統包商執行細部設計與施工工作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招標時採用「鐵道工程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契約範本」
，納入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並選擇合適契約範圍與設定合適
履約條件
C.評選時應透過合適評選項次確定參與廠商了解業主 BIM 需求
且有能力達成
D.審核並確認統包商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BEP)能夠滿足業主需
求
E.統包商應在滿足業主需求前提下，統合所有分包商應用 BIM 技
術之介面，並決定所有分包商應用 BIM 角色與目的
F.統包商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細部設計與施工階段 BIM 應
用效益
G.若有必要，業主應委託進行 BIM 成果檢核或管理工作或搭配與
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進行契約變更委託總顧問/專案管
理顧問(PCM)進行
已委託統包商執行細部設計與施工工作，尚在進行細部設計工作，
尚未進行施工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選擇合適契約變更範圍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評估並確認進行契約變更之可行性，以利納入 BIM 有關工作於
統包契約中
D.契約變更時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與新增工作範圍，
並確定統包商對於業主 BIM 需求清楚且有能力執行
E.審核並確認統包商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BEP)能夠滿足業主需
求
F.統包商應在滿足業主需求前提下，統合所有分包商應用 BIM 技
術之介面，並決定所有分包商應用 BIM 角色與目的
G.統包商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 之細部設計與施工階段
BIM 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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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若有必要，業主應委託進行 BIM 成果檢核或管理工作或搭配與
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進行契約變更委託總顧問/專案管
理顧問(PCM)進行
已委託統包商執行細部設計與施工工作，並已開始執行施工工作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之整體目標、預期效益、
合適的 BIM 應用(BIM Uses)、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B.選擇合適契約變更範圍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評估並確認進行契約變更之可行性，以利納入 BIM 有關工作於
統包契約中
D.契約變更時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與新增工作範圍，
並確定統包商對於業主 BIM 需求清楚且有能力執行
E.審核並確認統包商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BEP)能夠滿足業主需
求
F.統包商應在滿足業主需求前提下，統合所有分包商應用 BIM 技
術之介面，並決定所有分包商應用 BIM 角色與目的
G.統包商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之施工階段 BIM 應用效益
H.若有必要，業主應委託進行 BIM 成果檢核或管理工作或搭配與
總顧問/專案管理顧問(PCM)進行契約變更委託總顧問/專案管
理顧問(PCM)進行
(4)既有鐵道設施營運維護管理
已有 CMMS(Computerize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s)系統
A.釐清 CMMS 所需的資料需求清單，並確認其檔案格式、是否有
批次轉入功能
B.檢核其他專案有關 BIM 集成模型(Record Model)中可以產出的
資料與前述的資料需求是否相符
C.確認利用 IFC 或 COBie 格式進行資料轉換
D.進行資料匯入與查核
E.以既有 CMMS 進行原有營運維護管理功能，但適時進行集成模
型(Record Model)之更新
尚未有 CMMS(Computerize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s)系統
A.業主應先行決定業主需求(應用 BIM 於日後營運維護之需求)，
同時確認是有建置 CMMS 之需求與經費、確認市場上 CMMS
與 BIM 的相容性、釐清 BIM 集成模型的建立責任
B.招標時採用「鐵道工程 BIM 建模採購契約範本」，納入「鐵道
工程 BIM 特定條款」，並選擇合適契約範圍(應包含 CMMS 以
及建立/處理 BIM 集成模型之工作)與設定合適履約條件
C.評選時應透過合適評選項次確定參與廠商了解業主 BIM 需求
且有能力達成
D.審核並確認廠商提出的工作執行計畫(BEP)能夠滿足業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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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定期更新集成模型(Record Model)
F.廠商應協助業主分析與確立計畫之 BIM 應用效益

2.2 鐵道工程 BIM 應用目的與 BIM 應用(BIM Uses)
2.2.1 應用 BIM 之目的
應用 BIM 技術，除了要清楚了解應用 BIM 之目的外，對於 BIM 技術的
發展與產業應用的現況，亦應有所掌握，否則容易造成誤用與選擇不合適的
BIM 應用要求。依據工程會於 2017 年完成的計畫報告指出，國內過往在應用
BIM 技術，專案預期與實際達成應用 BIM 技術之目的，如圖 2-6 所示。整體
而言，以國內的實務狀況，
「減少施工過程中的衝突者」
、
「減少施工期間的變
更」
、
「提高專案整體品質」
、
「改善對設計目的的了解」應是通案已經可以達成
的目的。
要達成上述的目的，從設計階段導入乃是必要，且從國外的經驗而言，從
專案生命週期愈早期導入，其專案整體獲得的效益愈大。

圖 2-6、國內預期與實際達成的應用 BIM 技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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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鐵道工程應用 BIM 之目標
根據英國 Network Rail 公司所發布的「Station Design Principles for Network
Rail」文件中指出，該公司除了配合政府導入 BIM 技術於鐵道工程的專案外，
更將應用 BIM 之策略設定為雙策略(overarching)：期待資產資訊可以提供鐵道
更好的資訊服務計畫，以及掌握更廣泛的生命週期資產資訊需求以協助日後
路網前瞻規劃所需的決策模型。
本指引設定鐵道工程應用 BIM 後可朝長期願景發展：發展與建置智慧化
全生命週期鐵道工程管理系統，而此系統將以以下四項策略為目標：
(1)服務優質化
(2)資產智慧化
(3)管理效率化
(4)資訊價值化
當達成此一願景後，該系統將可以擁有以下四項的核心內容：
(1)全生命週期管理資訊
(2)BIM 模型與資訊
(3)流程資產
(4)知識資產
為達成上述目標，如何透過鐵道工程各專案之各生命週期的階段分段累
積而成，是所有鐵道工程專案執行時必須持續追蹤的重點，並且應是每一個專
案應用 BIM 技術必須在「業主需求」強調的重點之一。智慧化全生命週期鐵
道工程管理系統應具備之核心內容如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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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智慧化全生命週期鐵道工程管理系統核心內容
針對所有應用 BIM 技術之專案，本指引提出以下設定應用 BIM 技術目標
之原則，而其核心項次如圖 2-8 所示：
(1)營運維護所需模型與資訊，可以經由 BIM 技術的應用獲得。
(2)選擇的 BIM 應用(BIM Uses)，其目的可以達成。
(3)達成 BIM 應用成果與交付標的之過程或產出資訊，於專案結束時可明
確交付與移轉。
(4)專案設定的品質、成本、時間、行政(流程改善)等四個面向的效益可以
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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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鐵道工程設定應用 BIM 目標之核心項次

2.2.3 鐵道工程 BIM 應用(BIM Uses)
BIM 應用(BIM Uses)，係指在設施(鐵道計畫)之生命週期各階段中，藉由
BIM 技術的輔助或應用，以達到一個或多個特定的 BIM 目的之方法，進而有
效的產生應用 BIM 技術的效益。鐵道工程也是工程的一種類型，因此原本從
建築工程發展的 BIM 應用，基本上也適用鐵道工程。
有關國際上的 BIM 應用，目前流通與接受度較高的為賓州州立大學的
「BIM Project Execution Planning Guide V2.1」(2012 年發布，有 25 個 BIM 應
用)及美國建築科學研究所發布「National BIM Guide for Owners」(2017 年發
布，有 18 個 BIM 應用)。
本指引參考前述的 BIM 應用，但針對鐵道工程深入分析後提出的 BIM 應
用，依專案的生命週期，區分如表 2-1 之項次。所有 BIM 應用在全生命週期
不同階段之分布如圖 2-9，完整內容請參考附錄 10。各階段之內容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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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鐵道工程各階段 BIM 應用項次與編號
編號
BIM-U1
BIM-U2
BIM-U3

BIM-U4

BIM 應用(BIM Uses)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先期規劃方案建模
Preliminary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基地分析
Site Analysis

規劃結果建模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BIM-U5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BIM-U6
BIM-U7
BIM-U8

歷時規劃(4D 模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設計表達
Design Authoring

工程設計分析
Engineering Analysis

編號
BIM-U13

BIM 應用(BIM Uses)
設計圖審
Code Validation

系統設計(虛擬實體)
BIM-U14 Co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Virtual
Mockup)

BIM-U15

BIM-U16

數位製造
Digital Fabrication

3D 放樣與施工定位控制
3D Control and Planning/Digital Layout

現地實況、施工管理、試運轉及
BIM-U17 設施移交追蹤紀錄
Field and Management Tracking

BIM-U18

集成模型匯編
Record Modeling

設施設備(預防性)維護管理規劃
BIM-U19 Building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Scheduling

BIM-U20

設施系統機能檢測與分析
Building Systems Analysis

BIM-U9 整合

BIM-U21 資產管理

BIM-U10 永續性/EEWH 評估

BIM-U22 設施空間管理與監控紀錄

BIM-U11 設計成果檢核

BIM-U23 災害應變規劃

BIM-U12 出圖

BIM-U24 集成模型更新

Coordination
Sustainability/EEWHEvaluation

Design Review

Drawing Production

Asset Management
Space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Disaster Planning

Record Model Up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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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鐵道工程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可以採用之 BIM 應用
(1)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表 2-2
表 2-2、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階段 BIM 應用項次
BIM 應用類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提供技術可行性評估作業所需  基地現況模型
現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先期規  先期規劃模型
 BIM-U2：
劃階段線形導入之評估方案以  以先期規劃模型輔助完成之技
先期規劃方案建
利技術可行性評估，進而對規劃
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模
方案之選定發揮輔助效果。
Preliminary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2)綜合規劃：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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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規劃(綜合規劃)階段 BIM 應用項次
BIM 應用類型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提供軌道定線規劃所需相關資  基地現況模型
訊之查詢及利用。
 提供結構配置及場站規劃所需  基地現況模型
相關資訊之查詢及利用。
 提供其他綜合規劃作業所需現  基地現況模型
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BIM-U3：
基地分析
Site Analysis

 評估不同軌道定線規劃、結構  軌道定線規劃方案優劣評估分
配置規劃、站區規劃、機廠配置
析報告
方案之優劣，以利選擇最佳方  結構配置規劃方案優劣評估分
案。
析報告
 站區規劃方案優劣評估分析報告
 機廠配置方案優劣評估分析報
告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定  軌道定線模型
線方案，以利預算及期程規劃。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配  結構配置規劃模型
置規劃(含減噪設施配置)方案，
以利預算及期程規劃。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新設場  新設場站規劃模型
站規劃方案以利預算及期程規
劃或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之研
議。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新設路  新設路廊規劃模型
廊規劃方案以利預算及期程規
劃。

 BIM-U4：
規劃結果建模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BIM-U5：
成本估算(含數量
計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針對已建置模型提供預算及期  定案之數量清單
程規劃所需之量體資訊。
 各式規劃方案成本分析報告

 BIM-U6：
歷時規劃(4D 模
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提供 4D 視覺化模擬以與業主針  4D 模擬分析報告
對規劃內容做更有效的溝通。  4D 模擬動畫

(3)基本設計(初步設計)：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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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基本設計(初步設計)階段 BIM 應用項次
BIM 應用類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 應用目的

 提供基本設計所需現地資訊之  基地現況模型
查詢與利用。
 提供軌道線形設計所需相關資  基地現況模型
訊之查詢與利用。。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基本  基地現況模型
設計模型的一部分。

 針對已建置模型提供工程經費
 BIM-U5：
概估及施工期程預估所需之工
成本估算(含數量
程數量資訊。
計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透過 4D 模擬動態評估施工可
 BIM-U6：
能造成之交通衝擊及檢討交通
歷時規劃(4D 模
維持構想之適宜性及完整性。
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BIM-U7：
設計表達
Design Authoring

 BIM-U8：
工程設計分析
Engineering
Analysis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設計方案之數量清單
 重要替代方案成本分析報告

 交維構想 4D 模擬分析報告
 交維構想 4D 模擬動畫
 交通衝擊 4D 模擬分析報告
 交通衝擊 4D 模擬動畫
 車站動線初步檢討 4D 模擬分
析報告
 車站動線初步檢討 4D 模擬動
畫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平
時與緊急情況下內外動線規劃
構想之順暢度，以確保旅客安
全性與舒適性、轉乘便利性、及
營運與維修之便利性。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服  車站服務設施及設備設計容量
務設施及設備之容量設計是否
檢討 4D 模擬分析報告
滿足需求。
 車站服務設施及設備設計容量
檢討 4D 模擬動畫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線
形基本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車站基
本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基
本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維修機
廠基本設計。

 軌道定線基本設計模型
 車站基本設計模型
 基本結構設計模型
 維修機廠基本設計模型

 藉由 3D 視覺化改善照明計畫  照明規劃分析報告
之效率、品質與節能績效。
 將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能源  場站初步設計能耗分析報告
分析軟體，評估分析出有效降
低使用階段場站建築耗電強度
(Energy Use Intensity, EUI)之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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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以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火災  防火規劃與評估報告
模擬軟體分析評估防火規劃
 以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災害  防災規劃與評估報告
應變模擬軟體分析評估災害應
變方案。
 利用 BIM 模型確認軌道定線方
案與周邊既有結構物淨空範圍
之評估結果。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檢
查功能，協助發現問題並落實
系統內與系統間之整合工作。
 以整合模型檢討既有地下管線
與基本設計方案之衝突或施工
風險，並可協助進行方案檢討
及管線處理規劃。

 3D 檢核分析報告

 檢核與整合之執行方法與成果
驗證分析報告
 評估分析報告
 規劃分析報告

 BIM-U10：
永續性/綠建築評
估
Sustainability/EE
WH Evaluation

 以 BIM 模型協助提供車站建築  車站基本設計模型產出綠建築
進行綠建築指標初期評估時所
指標初期評估所需特定資訊
需之特定資訊。

 BIM-U11：
設計成果檢核
Design Review

 檢核軌道線形基本設計成果是
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範。
 檢核車站基本設計成果是否符
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結構基本設計成果是否符
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維修機廠基本設計成果是
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範。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軌道線形基本設計成果檢核報
告
 車站基本設計成果檢核報告
 結構基本設計成果檢核報告
 維修機廠基本設計成果檢核報
告

 以 BIM 建模軟體將基本設計成  由基本設計 BIM 模型產出之基
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基本設計
本設計圖
圖，包含配置圖、平面圖、立面  Category A CSD/SEM 圖
圖、縱斷面圖、主要設施剖（縱）
面圖等，以及經整合土建、水環
後產出之 Category A CSD/SEM
圖等。

(4)細部設計(詳細設計)：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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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細部設計(詳細設計)階段 BIM 應用項次
BIM 應用類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 應用目的

 提供細部設計所需現地資訊之  基地現況模型
查詢與利用。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細部  基地現況模型
設計模型的一部分。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產
 BIM-U5：
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至成
成本估算(含數量
本估算，提供各項設計變更對
計算)
成本的影響，以利決策並避免
Cost Estimation
預算超支。
(Quantity Take-off)
 透過 4D 模擬動態評估施工可
 BIM-U6：
能造成之交通衝擊及檢討交通
歷時規劃(4D 模
維持計畫之適宜性及完整性。
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BIM-U7：
設計表達
Design Authoring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設施及材料之明細及數量統計
表

 交維構想 4D 模擬分析報告
 交維構想 4D 模擬動畫
 交通衝擊 4D 模擬分析報告
 交通衝擊 4D 模擬動畫
 車站動線細部檢討 4D 模擬分
析報告
 車站動線細部檢討 4D 模擬動
畫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平
時與緊急情況下內外動線規劃
之順暢度，以確保旅客安全性
與舒適性、轉乘便利性、及營運
與維修之便利性。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服  車站服務設施及設備容量及配
務設施及設備之容量及配置是
置檢討 4D 模擬分析報告
否滿足需求。
 車站服務設施及設備容量及配
置檢討 4D 模擬動畫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土建所  特定工法 4D 模擬檢討報告
採用特定工法之施工可行性、  特定工法 4D 模擬動畫
工序正確性、施工規劃適宜性、
施工速率或潛在風險等問題。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線
形細部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車站細
部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工
程細部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水環設
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維修機
廠細部設計。

 軌道定線細部設計模型
 車站細部設計模型
 細部結構設計模型
 水環細部設計模型
 維修機廠細部設計模型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變電站  變電站細部設計模型
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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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以結構細設 BIM 模型結合結構
分析軟體改善結構分析工作之
效率、品質與成本。
 藉由 3D 視覺化分析改善照明
計畫(含管線配置)之效率、品質
與節能績效。
 以細設 BIM 模型結合能源分析
軟體，分析評估出有效降低使
用階段場站建築耗電強度
(Energy Use Intensity, EUI)之方
案。
 評估場站建築設計及所採用建
築設備的機械性能是否符合防
火性能、防火區劃、防火避難需
求及相關法規以提高分析之效
率與效能。
 以模型考量沿線設施建物使用
情形及環境品質需求，使軌道
系統與車輛之選用乃至隔音設
施之設計，能確實達成減噪、減
振之目標。
 以細部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災害
應變模擬軟體分析評估災害應
變方案。

 整合 BIM 模型及結構分析軟體
之結構設計分析報告
 照明計畫分析檢討報告
 照明管線配置分析檢討報告
 場站細部設計能耗分析報告

 防火規劃與評估報告

 3D 分析報告
 設計方案與分析報告
 3D 檢核分析報告

 防災規劃與評估報告

 BIM-U9：
整合
Coordination

 以 3D 建築界限檢核軌道全線  3D 檢核分析報告
(含主、支線)細部設計模型以確
認所有路廊及場站之構造物(含
裝修面)淨空範圍評估結果。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檢  檢核與整合之執行方法與成果
查功能，協助發現問題並落實
驗證分析報告
系統內與系統間之整合工作。

 BIM-U10：
永續性/綠建築評
估
Sustainability/EE
WH Evaluation

 以 BIM 模型協助提供車站建築  車站細部設計模型產出綠建築
進行綠建築設計成果評估時所
指標初期評估所需特定資訊
需之特定資訊。

 BIM-U11：
設計成果檢核
Design Review

 檢核車站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  車站細部設計成果檢核報告
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結構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  結構細部設計成果檢核報告
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維修機廠細部設計成果是  維修機廠細部設計成果檢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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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類型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告
範。
 以 3D 細設模型連結周邊基地  分析報告
現況模型，以全面性檢核細設
成果是否符合都市防救災系統
規劃。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BIM 建模軟體可將細設成果加  由細設模型產出之圖面
工製作後產出圖說，包含設計
圖、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圖、
Category B CSD/SEM 圖等。

 BIM-U13：
設計圖審
Code Validation

 以車站及基地現況之細設模型  都市設計審議檢核報告
檢核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合都
市設計審議原則。

(5)施工：表 2-6
表 2-6、施工階段 BIM 應用項次
BIM 應用類型

BIM 應用目的

 提供施工計畫所需現地資訊之
查詢與利用
 建模成果須做為施工模型的一
部分，以利建築物與周邊土地
(尤其是既成道路)的銜接。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產
 BIM-U5：
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至成
成本估算(含數量
本估算，協助承包商改善數量
計算)
估算的精確性與成本控制效
Cost Estimation
率。
(Quantity Take-off)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產
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至成
本估算，輔助估驗計價工作。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U6：
歷時規劃(4D 模
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不同施
工進度時之交維計畫適宜性。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
體，協助工序檢討與施工空間
與動線之整合規劃，以及假設
工程及安全衛生設施之規劃。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基地現況模型
 基地現況模型

 構件及材料之明細及數量統計
表

 構件及材料之明細及數量統計
表
 交維計畫 4D 模擬分析報告
 交維計畫 4D 模擬動畫
 工序檢討 4D 模擬分析報告
 工序檢討 4D 模擬動畫
 施工規劃 4D 模擬分析報告
 施工規劃 4D 模擬動畫
 安衛管理計畫 4D 模擬分析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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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安衛管理計畫 4D 模擬動畫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  4D 模擬分析報告
體模擬軌道之切換計畫，以確  4D 模擬動畫
認軌道、電力、號誌、通訊等設
備之設計可順暢整合與運作。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  4D 模擬分析報告
體，在既有設施的整建、改建、  4D 模擬動畫
增設時，可有效協助可用空間
的協調與動線的規劃。

 BIM-U9：
整合
Coordination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檢  檢核與整合之執行方法與成果
查功能，協助圖面檢討、發現施
驗證分析報告
工性問題並落實系統內與系統
間之施工介面整合工作。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BIM 建模軟體可將施工規劃成  由施工模型產出之圖面
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圖說，例如
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圖、製
造 圖 、 放 樣 圖 、 Category C
CSD/SEM 等。

 BIM-U14：
系統設計(虛擬實
體)
Co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Virtual Mockup)

 使用 3D 系統設計軟體進行實  3D 模擬結果
體模擬，以利確認施工性及現
場的精確放樣，減少重做並且
提高施工效率及品質。

 BIM-U15：
數位製造
Digital Fabrication

 利用 BIM 模型進行數位成型以  數位製造圖
協助特殊造型構件之設計，或  數位產出產品
數位模擬組裝以確認可行性，
降低重做率且提高生產精度與
效率，並加速促進預鑄工法取
代場鑄。

 BIM-U16：
3D 放樣與施工定
位控制
3D Control and
Planning/ Digital
Layout

 利用 BIM 模型進行施工放樣、  規劃分析報告
施工(含機具)動線規劃與定位  完成成果報告
控制，或動態施工規劃與控制。

 BIM-U17：
現地實況、施工
管理、試運轉及
設施移交追蹤紀
錄
Field and

 結合 BIM 模型與具有即時追蹤  規劃分析報告
與紀錄功能之設備及軟體，提  完成成果報告
升履約管理的即時性與落實
度，同時提高對業主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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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類型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Management
Tracking
 BIM-U18：
集成模型匯編
Record Modeling

 產出集成模型，以利業主獲得  集成模型
營運維護階段所需之資產建置
相關資訊，進而得以監督專案
的執行結果是否符合其需求
(Owner Procurement
Requirement, OPR)。

(6)營運維護：表 2-7
表 2-7、營運維護階段 BIM 應用項次
BIM 應用類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提供維護營運工作所需現地資訊  基地現況模型
之查詢與利用。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集成模  基地現況模型
型的一部分

 提供各類設施設備之數量、單價  設施設備之數量清單
 BIM-U5：
與成本資訊，以利業主設施管理  設施設備之各式成本資訊(包
成本估算(含數量
工作之評估與計畫。
含單價)
計算)
 成本超支風險分析報告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BIM 模型可協助提供車站建築在  集成模型產出之綠建築評估
 BIM-U10：
維護營運階段進行持續性綠建築
所需特定資訊
永續性/EEWH 評
維護管理所需之特定資訊。
估
Sustainability/EE
WH Evaluation
 BIM-U19：
設施設備(預防性)
維護管理規劃
Building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Scheduling

 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其他設施維  規劃報告
護管理系統，在設施營運階段建
立結構物與設備功能性的維護管
理計畫，以利持續維護建物機能、
減少故障維修率並降低維護管理
成本。

 BIM-U20：
設施系統機能檢
測與分析
Building Systems
Analysis

 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設施系統機  分析規劃報告
能檢測與分析之設備/軟體，進行
設施系 統機 能之 量測 檢查與分
析，並與原設計方案及相關規範
標準比對，以落實機能維護，並可
協助改善方案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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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以集成模型的資訊結合資產管理  集成模型
系統，使所有設施設備均能有效
率地維護、更新與營運，且同時滿
足業主和使用者期望。

 以集成模型能提供設施空間及相  分析成果報告
 BIM-U22：
關聯設備資源之使用現況資訊，
設施空間管理與
以便業主進行設施空間與資源之
監控紀錄
管理，或使用需求改變時之空間
Space Management
調整方案規劃。
and Tracking
 BIM-U23：
災害應變規劃
Disaster Planning

 BIM-U24：
集成模型更新
Record Model
Updating

☐以集成模型提供災害緊急應變相  緊急應變所需集成模型與資
訊
關單位所需設施關鍵資訊，或連
結 建 築 自 動 化 系 統 (Building  自動化防救災資訊提供系統
Automation System, BAS)，以提高
應變效率，使安全風險降至最低。
 依據維護營運階段之變更，更新  更新集成模型
集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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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案執行方式與 BIM 應用之選擇
3.1 BIM 合適的專案執行模式
3.1.1 專案利害關係人之能力與資源盤點
由於 BIM 技術在國內工程領域尚未普及於機關與廠商端，因此現階段推
動 BIM 技術的應用仍有一定程度的障礙與風險，為使機關仍能夠順利應用
BIM 技術使原有的技服/工程/維護等專案能夠順利完成，並提升原有專案的效
益，建議機關應用 BIM 技術時，進行必要的專案利害關係人之能力與資源盤
點，以確保對 BIM 技術能夠順利應用，並掌握應用 BIM 技術的關鍵。
業主端與廠商端應具備的能力與資源如下所述，若業主端未能具備，業主
應思考如何透過委託顧問補足，或是轉由廠商補足。若業主由廠商補足，業主
端仍應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與管理能力，否則無法善用 BIM 技術。
(1)業主端
組織
應成立 BIM 小組(機關端為專案小組，專案為工作小組)
成員應有具有參與導入 BIM 應用專案之經驗，若無，應委託顧
問補足專業之不足
可透委託顧問進駐業主端合署辦公若干年，逐步建立業主端
BIM 專業能力與經驗
應進行組織人力、專業知識、BIM 軟硬體、組織願景、不同時
程之目標、執行作法之盤點
專案團隊
應指派 BIM 經理(BIM 事務負責窗口)，BIM 經理必須有導入
BIM 應用專案之經驗，若無，應委託顧問補足專業之不足
BIM 經理應負責協調廠商端的 BIM 經理，同時代表業主處理
BIM 事務
團隊成員應有不同的技術專業(設計、施工、營運維護、BIM 技
術)
關鍵人員
應視專案規模與複雜度指派合適的人員進入專案團隊
應同時具備工程技術專業以及管理 BIM 應用技術之能力
應定期接受教育訓練
(2)廠商端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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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的公司應有應用 BIM 技術的經驗，若無，得委託專業顧問
協助執行，但必須提供委託內容與執行方式做為業主決定是否
將工作委託其執行之參考
參與投標專案時，應提供 BIM 有關之人力與軟硬體資源供參考
專案團隊
應指派具有工程技術與應用 BIM 經驗之 BIM 經理，且於投標
時決定，並承諾執行時未經業主核可不得變更
參與之團隊成員應能夠涵蓋 BIM 應用之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所
需專業，並應提供足以證明其專業之文件
執行團的組織與工作分配應清楚提供
團隊的作業程序與工作表單應明確提供
關鍵人員
視專案規模與複雜度，要求 BIM 團隊之人數與經驗
廠商應有足夠的應用 BIM 技術之人力，若不足，應說明如何補
足，並將資訊提供業主參考
應說明每一位 BIM 技術參與者的專業經驗
由於 BIM 技術尚在發展之中，定期進行教訓訓練、舉行成果觀摩與經驗
交流有其必要性。

3.1.2 合適的專案執行模式
(1)IPD
依據美國建築師學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之定義，
在 BIM 技術的應用下，整合交付模式係指「由一組織整合人力、系
統、執行架構與實務於一流程中，以使所有的參與者可以在設計、
製造與施工過程中，除達成減少浪費與效率最大化外，並朝專案成
果對業主最佳化與增加價值的結果邁進」(a project delivery approach
that integrates people, systems, business structures and practices into a
process that collaboratively harnesses the talents and insights of all
participants to optimize project results, increase value to the owner,
reduce waste, and maximize efficiency through all phases of design,
fabr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A Guide,
Version 1, AIA and AIA California Council, 2007)。
國內礙於傳統設計與施工廠商分離之作法、習慣與法令規定，要達
成國外 IPD 的模式與境界並不容易。本指引認為現階段若要採用此
一模式，私有化或 BOT 下的業主方能進行。
(2)統包模式(DB)
由於 DB 模式能夠將設計與施工委由單一廠商執行，以業主端而言，
管理工作較為單純。以國外經驗而言，DB 模式下應用 BIM 技術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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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得較大的效益。
業主端若無管理 DB 廠商應用 BIM 技術之能力，應考慮委託總顧問
/專案管理顧問/BIM 專業顧問執行。
(3)傳統標模式(DBB 模式)
以國內目前應用 BIM 技術之經驗，由個別廠商執行全生命週期不
同階段的應用 BIM 工作，已無明顯障礙。
本指引建議若尚未決定專案執行模式，考量應用 BIM 技術效益最大化，
應將 DB 視為比 DBB 合適的專案執行模式；但若已決定專案的執行方式，應
考量滿足業主需求下，所有契約達成應用 BIM 技術效益最大化方式，訂定合
適的契約內容與選擇合適的 BIM 應用。

3.2 鐵道工程 BIM 應用之選擇
3.2.1 現階段 BIM 應用之適用性
本指引依據國內現行產業環境，針對本指引提出的 BIM 應用(BIM Uses)
建議以下三個不同層次的 BIM 應用類型。
(1)建議納入之 BIM 應用類型
綜合規劃階段
規劃結果建模(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定線方案，以利預算及期程規
劃。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配置規劃(含減噪設施配置)方
案，以利預算及期程規劃。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新設場站規劃方案以利預算及期程
規劃或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之研議。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新設路廊規劃方案以利預算及期程
規劃。
基本設計階段
基地現況建模
提供軌道線形設計所需相關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基本設計模型的一部分。
歷時規劃(4D 模擬)(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透過 4D 模擬動態評估施工可能造成之交通衝擊及檢討交
通維持構想的適宜性及完整性。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平時與緊急情況下內外動線規
劃構想之順暢度，確保旅客安全性與舒適性、轉乘便利性、
及營運與維修之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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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表達(Design Authoring)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線形基本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車站基本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基本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維修機廠基本設計。
工程設計分析(Engineering Analysis)
將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能源分析軟體，評估分析出有效
降低使用階段場站建築耗電強度 (Energy Use Intensity,
EUI)之方案。
整合(Coordination)
利用 BIM 模型確認軌道定線方案與周邊既有結構物淨空範
圍之評估結果。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檢查功能，協助發現問題並落
實系統內與系統間之整合工作。
以整合模型檢討既有地下管線與基本設計方案之衝突或施
工風險，並可協助進行方案檢討及管線處理規劃。
永續性/綠建築評估(Sustainability/EEWH Evaluation)
以 BIM 模型協助提供車站建築進行綠建築指標初期評估時
所需之特定資訊。
出圖(Drawing Production)
以 BIM 建模軟體將基本設計成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基本設計
圖，包含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縱斷面圖、主要設施剖
(縱)面圖等，以及經整合土建、水環後產出之 Category A
CSD/SEM 圖等。
細部設計階段
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提供細部設計所需現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以基地現況建模做為細部設計模型的一部分。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產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
至成本估算，提供各項設計變更對成本的影響，以利決策
並避免預算超支。
設計表達(Design Authoring)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線形細部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車站細部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工程細部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水環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維修機廠細部設計。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變電站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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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設計分析(Engineering Analysis)
藉由 3D 視覺化分析改善照明計畫(含管線配置)之效率、品
質與節能績效。
以細設 BIM 模型結合能源分析軟體，分析評估出有效降低
使用階段場站建築耗電強度(Energy Use Intensity, EUI)之方
案。
整合(Coordination)
以 3D 建築界限檢核軌道全線(含主、支線)細部設計模型以
確認所有路廊及場站之構造物(含裝修面)淨空範圍評估結
果。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檢查功能，協助發現問題並落
實系統內與系統間之整合工作。
永續性/綠建築評估(Sustainability/EEWH Evaluation)
以 BIM 模型協助提供車站建築進行綠建築設計成果評估時
所需之特定資訊。
出圖(Drawing Production)
BIM 建模軟體可將細設成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圖說，包含設
計圖、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圖、Category B CSD/SEM 圖
等。
設計圖審(Code Validation)
以車站及基地現況之細設模型檢視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合
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施工階段
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提供施工計畫所需現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建模成果須做為施工模型的一部分，以利建築物與周邊土
地(尤其是既成道路)的銜接。
整合(Coordination)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檢查功能，協助圖面檢討、發
現施工性問題並落實系統內與系統間之施工介面整合工作。
集成模型匯編(Record Modeling)
產出集成模型，以利業主獲得營運維護階段所需之資產建
置相關資訊，進而得以監督專案的執行結果是否符合其需
求(Owner Procurement Requirement, OPR)。
維護營運階段
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提供維護營運工作所需現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以基地現況建模做為集成模型的一部分。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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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類設施設備之數量、單價與成本資訊，以利業主設
施管理工作之評估與計畫。
永續性/綠建築評估(Sustainability/EEWH Evaluation)
BIM 模型可協助提供車站建築在維護營運階段進行持續性
綠建築評估時所需之特定資訊。
設 施 設 備 ( 預 防 性 ) 維 護 管 理 規 劃 (Building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Scheduling)
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其他設施維護管理系統，在設施營運
階段建立結構物與設備功能性的維護管理計畫，以利持續
維護建物機能、減少故障維修率並降低維護管理成本。
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
以集成模型的資訊結合資產管理系統，使所有設施設備均
能有效率地維護、更新與營運，且同時滿足業主和使用者
期望。
集成模型更新(Record Model Updating)
依據維護營運階段之變更，更新集成模型。
(2)視專案需求納入內容之應用類型
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階段
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提供技術可行性評估作業所需現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先期規劃方案建模(Preliminary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先期規劃階段線形導入之評估方案
以利技術可行性評估，進而對規劃方案之選定發揮輔助效
果。
綜合規劃階段
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提供軌道定線規劃所需相關資訊之查詢及利用。
提供結構配置規劃及場站規劃所需相關資訊之查詢及利用。
提供其他綜合規劃作業所需現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基地分析(Site Analysis)
評估不同軌道定線規劃、結構配置規劃、站區規劃、機廠配
置方案之優劣，以利選擇最佳方案。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針對已建置模型提供預算及期程規劃所需之量體資訊。
基本設計階段
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提供基本設計所需現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針對已建置模型提供工程經費概估及施工期程預估所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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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數量資訊。
歷時規劃(4D 模擬)(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服務設施及設備之容量設計是
否滿足需求。
工程設計分析(Engineering Analysis)
藉由 3D 視覺化改善照明計畫之效率、品質與節能績效。
以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火災模擬軟體分析評估防火規劃。
以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災害應變模擬軟體分析評估災害
應變方案。
設計成果檢核(Design Review)
檢核軌道線形設計成果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車站基本設計成果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結構基本設計成果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維修機廠基本設計成果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
規範。
細部設計階段
歷時規劃(4D 模擬)(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透過 4D 模擬動態評估施工可能造成之衝擊及檢討交通維
持計畫之適宜性及完整性。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平時與緊急情況下內外動線規
劃之順暢度，以確保旅客安全性與舒適性、轉乘便利性、及
營運與維修之便利性。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服務設施及設備之容量及配置
是否能滿足需求。
工程設計分析(Engineering Analysis)
以結構細設 BIM 模型結合結構分析軟體改善結構分析工作
之效率、品質與成本。
評估場站建築設計及所採用建築設備的機械性能是否符合
防火性能、防火區劃、防火避難需求及相關法規以提高分
析之效率與效能。
以模型考量沿線設施建物使用情形及環境品質需求，使軌
道系統與車輛之選用乃至隔音設施之設計，能確實達成減
噪、減振之目標。
以細部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災害應變模擬軟體分析評估災害
應變方案。
設計成果檢核(Design Review)
檢核車站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結構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範。
檢核維修機廠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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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以 3D 細設模型連結周邊基地現況模型，以全面性檢核細設
成果是否符合都市防救災系統規劃。
施工階段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產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
至成本估算，協助承包商改善數量估算的精確性與成本控
制效率。
歷時規劃(4D 模擬)(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不同施工進度時之交維計畫適宜性。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體，協助工序檢討與施工空
間與動線之整合規劃，以及假設工程及安全衛生設施之規
劃。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體模擬軌道之切換計畫，以
確認軌道、電力、號誌、通訊等設備之設計可順暢整合與運
作。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體，在既有設施的整建、改
建、增設時，可有效協助可用空間的協調與動線的規劃。
出圖(Drawing Production)
BIM 建模軟體可將施工規劃成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圖說，例
如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圖、製造圖、放樣圖、Category C
CSD/SEM 等。
系 統 設 計 ( 虛 擬 實 體 )(Co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Virtual
Mockup))
使用 3D 系統設計軟體進行實體模擬，以利確認施工性及現
場的精確放樣，減少重做並且提高施工效率及品質。
現地實況、施工管理、試運轉及設施移交追蹤紀錄(Field and
Management Tracking)
結合 BIM 模型與具有即時追蹤與紀錄功能之設備及軟體，
提升履約管理的即時性與落實度，同時提高對業主的保障。
維護營運階段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提供各類設施設備之數量、單價與成本資訊，以利業主設
施管理工作之評估與計畫。
設施系統機能檢測與分析(Building Systems Analysis)
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設施系統機能檢測與分析之設備/軟
體，進行設施系統機能之量測檢查與分析，並與原設計方
案及相關規範標準比對，以落實機能維護，並可協助改善
方案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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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
以集成模型的資訊結合資產管理系統，使所有設施設備均
能有效率地維護、更新與營運，且同時滿足業主和使用者
期望。
設施空間管理與監控紀錄(Space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以集成模型能提供設施空間及相關聯設備資源之使用現況
資訊，以便業主進行設施空間與資源之管理，或使用需求
改變時之空間調整方案規劃。
災害應變規劃(Disaster Planning)
以集成模型提供災害緊急應變相關單位所需設施關鍵資訊，
或連結建築自動化系統(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
以提高應變效率，使安全風險降至最低。
(3)納入需較多成本或較高技術門檻之應用類型
綜合規劃階段
歷時規劃(4D 模擬)(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提供 4D 視覺化模擬以與業主針對規劃內容做更有效的溝
通。
施工階段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產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
至成本估算，輔助估驗計價工作。
數位製造(Digital Fabrication)
利用 BIM 模型進行數位成型以協助特殊造型構件之設計，
或數位模擬組裝以確認可行性，降低重做率且提高生產精
度與效率，並加速促進預鑄工法取代場鑄。
3D 放樣與施工定位控制(3D Control and Planning/ Digital Layout)
利用 BIM 模型進行施工放樣或輔助施工(含機具)之定位控
制。

3.2.2 選擇流程
有關選擇合適 BIM 應用之項次，本指引提出如圖 3-1 的選擇流程，流程
中每一個步驟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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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應用
BIM 之生
命週期階段

選擇BIM應
用(BIM
Uses)

評估所需資
源與能力是
否足夠

選擇BIM應
用類型

選擇BIM應
用目的

選擇BIM應
用成果(交付
標的)

透過外部專
家協助檢核
合理性

圖 3-1、BIM 應用選擇流程圖
(1)決定應用 BIM 之目標
評估者應在清楚業主的專案需求後，進一步分析應用 BIM 之目標(參
考圖 2-7)，並設定專案的品質、成本、時間、行政(流程改善)等四個
面向的預期效益。
(2)決定應用 BIM 之生命週期階段
目前本指引將所有 BIM 區分為在不同的生命週期：可行性評估(先期
規劃)、綜合規劃階段、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營運維護。評估
者應針對業主專案執行的階段、專案執行的方式，以及業主未來期望
應用 BIM 的階段，參考本指引區分階段所提出的 BIM 應用，在後續
的階段進行選擇。
(3)選擇 BIM 應用
選擇 BIM 應用類型：依據本指引在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提出的所
有項次，依據專案的特性、業主的需求、期望的效益等面向，並考
量產業的能力進行選擇。
選擇 BIM 應用目的：本指引針對鐵道工程依據不同的 BIM 應用已
提出可能的 BIM 應用目的，評估者可以依據專案的特性、業主的需
求、期望的效益等面向，並考量產業的能力進行選擇。
選擇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本指引針對鐵道工程依據不同的
BIM 應用目的已提出可能的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及其應包含
之內容範疇，評估者可以依據專案的特性、業主的需求、期望的效
益等面向，並考量產業的能力進行選擇。
(4)評估所需資源與能力是否足夠
當評估者依據前三步驟完成 BIM 應用的選擇後，將會有針對專案可
能合適的選擇結果，然而每一個 BIM 應用代表專案參與者必須投入
相當的資源或具有相當的能力，否則將無法善用。本指引針對每一個
BIM 應用彙整現階段使用需要的資源以及能力，評估者必須逐一檢視
應用的單位是否具備能力，或是業主是否可以提供足夠的費用、合理
的期程，否則將導致日後無法真正應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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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透過外部專家協助檢核合理性
由於多數業主都有「別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態，因此在選擇專案適
用的 BIM 應用時，本指引強烈建議應透過外部專家協助檢核選擇的
合理性，以避免日後衍生更多的困擾。

3.2.3 選擇方式
有關選擇合適 BIM 應用之方式，本指引提供如表 3-1 的選擇表單。當評
估者選擇對應的 BIM 生命週期之階段後，應先決定 BIM 應用類型，例如表中
的「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項次。之後，評估者必須選
擇合適的 BIM 應用目的，例如表中的「提供技術可行性評估作業所需現地資
訊之查詢與利用」
。再者，評估者必須進一步選擇合適的 BIM 應用成果，例如
表中的「基地現況模型」。最後，評估者在選擇日後成果交付應包含的內容，
例如表中「路廊部分」的「地形、地物(建築物與陸橋)、管線初步調查結果」
。
本指引針對各階段完成的 BIM 應用、BIM 應用目的、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及其應包含之內容範疇彙整如附錄 10 之內容。此外，針對 BIM 應用，
本指引收集有關文獻與現在市場上軟體商提供的相關資訊供參考，詳細內容
如附錄 16。
表 3-1、BIM 應用項次選擇說明範例
BIM 應用類型

BIM 應用目的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提供技術可
行性評估作
業所需現地
資訊之查詢
與利用。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及其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基地現況
模型

基地現況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
程度以能充分提供技術可行性評估時所
需基地現況資訊之查詢與利用為主。
本專案指定基地現況模型應提供之
必要資訊包括：
1.路廊部分：
☐地形
☐地物(應包含：☐建築物、☐道路、☐
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川)
☐地質調查結果
☐周邊相關工程建設(既有及計畫中
均包含在內)
☐路權範圍(應包含：☐既有鐵道路權
☐工程用地範圍初步路權)
☐管線初步調查結果
☐其他：
2.場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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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及其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用分
區為主)
☐既有場站
☐古蹟或歷史建物
☐地質調查結果
☐土地所有權歸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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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案應用 BIM 之費用編列、招、決標與控管
4.1 費用編列原則
4.1.1 工程會研究報告之建議
依據工程會進行「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術」委託
專業服務案所完成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作業參
考手冊」內有關「工程應用 BIM 工作要求與經費編列原則」之內容，提出以
下原則，供各機關編列 BIM 費用參考：
(1)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的費用應分別考慮。
(2)BIM 費用會因為要求的工作項目多寡、工程的複雜程度、允許廠商建
模或應用的時間長短、工程的規模(或量體)、工程的類型、要求的精細
度、要求的目的與用途等，而有不同的費用。
(3)廠商的專業度會影響完成模型或應用的品質，費用編列應有彈性。
(4)建議應先確定應用目的、要求工作、完成時限後，請不同的廠商提供
報價，以做為預算編列之基礎，並建議邀請有執行經驗單位之人員，參
與審查廠商提報的資訊。
(5)請廠商報價時應請廠商明確說明報價或履約的條件，並釐清軟體的版
本、軟體使用權、使用權與期限、智慧財產權的歸屬等。
(6)設計與施工階段應用 BIM 技術，建議分別利用工程經費的 0.4~0.5%做
為一個訪價比較的參考基準點，若與此區間不同，可以深入分析差異
之原因。
(7)由於前述的複雜原因，建議機關務必依循市場訪價機制獲取預算編列
參考資訊，而非利用前述的百分比進行預算編列。

4.1.2 鐵道工程應用 BIM 費用編列原則
由於鐵道工程的各專案工程範圍存在差異，且應用 BIM 的目標與預期效
益亦會影響應用 BIM 技術所需投入的資源以及費用，本指引提出以下五階段
之工作，建議專案執行單位逐階段執行，以確保可以編列合宜的費用、合理的
要求參與的廠商確實達成專案應用 BIM 之預期目標並獲得預期效益。本指引
建議的編列原則請參考如圖 4-1 所示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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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協助檢核
合理性

圖 4-1、BIM 應用費用編列流程圖
(1)階段一：確認可以編列的科目與額度
選擇經費編列科目：依據工程會於「公共工程建設經費估算編列手
冊」中的「計畫成本組成架構圖」(圖 4-2)，針對應用 BIM 技術於
工程專案的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應用時，本指引建議鐵道工程專案
可以編列有關 BIM 應用之費用包括：
「規劃階段作業費用」項下的「相關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
析費」
、
「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
「規劃分析費」
。其中，針對
不同的專案利害關係人，若對於 BIM 技術尚不熟悉，本指引建議
應編列費用強化其專業與技術，但仍應依專案計畫之實際需求核
實編列。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項下的「相關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
析費」
、
「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
「設計分析費」
。其中，針對
不同的專案利害關係人，若對於 BIM 技術尚不熟悉，本指引建議
應編列費用強化其專業與技術，但仍應依專案計畫之實際需求核
實編列。
「工程建造費」項下的「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
、
「工程管理
費」
、
「工程監造費」
、
「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其中，針對不
同的專案利害關係人，若對於 BIM 技術尚不熟悉，本指引建議應
編列費用強化其專業與技術，但仍應依專案計畫之實際需求核實
編列。
此外，依據工程會於 107 年 2 月 23 日公告之「公共工程建設經費
估算編列手冊」版本，針對應用 BIM 技術，分別在不同階段，規定
以下之編列項次：
於可行性評估及綜合規劃階段，有需要委託專業技術廠商辦理建
築資訊建模(BIM)服務，其費用得於「規劃分析費」項次內估列。
於設計階段，有需要委託專業技術廠商辦理建築資訊建模(BIM)服
務，其費用得於「設計分析費」項次內估列。
於施工階段，工程執行過程中有需要要求施工廠商辦理 BIM 作業
時，其費用得於「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項次內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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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關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2.測量費

3.工址調查、鑽探、測試及分析費
1.規劃階段作業費
用(含先期規劃
及綜合規劃)

4.模型試驗費
5.環境影響評估費
6.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涵工程保
險分析費)
7.規劃分析費
8.專題研究報告費

計畫成本
(由一個或數個
子計畫組成)

1.設計階段作業
費用(含初步
設計及詳細設
計)

2.建造成本
(工程經費)

2.用地取得及拆
遷補償費

3.工程建造費

1.相關資料蒐集、調查、預測及分析費
2.測量費
3.工址調查、鑽探、測試及分析費
4.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含工程保
險顧問費)
5.設計分析費
6.專題研究報告費
7.專業責任保險費
1.用地取得費
2.地價調整費
3.拆遷補償及遷移費
4.拆遷補償及遷移之調整費
5.辦理上述業務之作業費
1.直接工程成本(工地工程費，詳各專篇)

2.間接工程成本
4.其他費用

1.工程管理
2.工程監造費
3.階段性專案管理及顧問費
4.環境監測費
5.空氣汙染防制費
6.工程保險費(詳參考資料說明)

3.工程預備費
4.物價調整費

5.施工期間利息
3.利息
4.營運及維修成本

圖 4-2、計畫成本組成架構圖
前述兩項建議在專案不同執行階段可以編列費用的項次，建議執行
單位可以評估 BIM 應用的實際執行者，再決定編列費用的項次。
依據國外的經驗(例如新加坡)，可以酌減施工階段之費用移至規劃
設計階段(尤其是設計階段)，以利在專案不增加費用下能夠順利應
用 BIM 技術。
國內公部門為了提升營建產業之技術水準，短期編列費用讓技術服
務廠商與施工廠商導入應用 BIM 技術，有其必要性。
(2)階段二：推估 BIM 應用所需初步費用
針對選擇的 BIM 應用(BIM Uses)之項目並推估所需人月數。
以推估的總人月數，利用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試算所需費用。使用服
務成本加公費法建議利用上述推估的人月數乘以直接薪資(不同等
級的人員其直接薪資不同)，以其 2.1~2.4 倍做為總費用。
前述計算公式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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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四條(或機關辦
理工程委託專案管理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之計算
結果，以直接薪資為基準，則其他直接費用、管理費及公費等費
用上限為：其他直接費用：未明定，按實列舉＊(0.1~0.15)；管理
費≦1.0＊直接薪資；公費≦0.3＊(直接薪資+管理費)≒0.6＊直接
薪資
技術服務費用總額＝[直接薪資＋其他直接費用]+管理費＋公費
＋營業稅≒(1.8~2.2)＊直接薪資+(1.1~1.15)其他直接費用(未明定，
按實列舉)
實務操作上，經驗值以直接薪資為基準，則其他直接費用、管理
費及公費等費用上限為：管理費＝(0.6～0.8)＊直接薪資；公費＝
0.3＊(直接薪資+管理費)＝(0.5～0.55)＊直接薪資
技術服務費用總額＝[直接薪資＋其他直接費用]+管理費＋公費
＋營業稅≒（2.1～2.4）＊直接薪資
若專案之 BIM 應用為綜合性服務，建議以上述的服務成本加公費
法作為計算原則，但單純 BIM 建模服務，建議以人月法為委外的方
式。
(3)階段三：進行市場訪價
現階段國內對於 BIM 技術與應用仍屬於先期發展階段，因此進行
市場訪價時，應針對日後可能提供服務的廠商進行訪價，以避免造
成認知差異與技術落差，廠商報價的資訊參考價值不高。
由於技術發展快速與案例間存在差異，避免直接以過往案例或其他
案例之費用直截套用，應確實進行訪價。
(4)階段四：以百分比做為檢核機制
現階段工程會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BIM)技術
作業參考手冊」建議可針對專案在規劃設計與施工階段分別依據工
程總總費用之金額，分別編列 0.4%~0.5%的 BIM 應用費用。
本指引建議利用以下之百分比率做為檢核的參考數字：若以工程總
費用 1%做為 BIM 應用費用之總額，建議分配比率：
DBB 模式下：可行性評估：5%；規劃階段：10%；基設階段：15%；
細設階段：40%；施工階段：30%。
DB 模式下：可行性評估：5%；PCM：30%；DB：65%。
(5)階段五：透過外部專家協助檢核合理性
當專案市場訪價的結果明顯超出或低於百分比法之數值，建議透過
外部專家(有經驗的學者、專家、其他政府部門的人員)，以審查會議
的方式討論合理性或進行可能的調整。
進行檢核時，應注意個案發包的時間點，避免時間落差造成的價差。

52

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版本日期：2019/10/1

4.2 專案應用 BIM 技術之招、決標
4.2.1 招標文件之擬定
國內鐵道工程多數係由公部門負責執行，而公部門執行委外規劃、設計、
施工、專案管理(PCM)或統包工作時，必須依據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執行相關之
招、決標工作。本指引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布的最新版本的各式契約
與投標須知範本，提出以下範本文件，供個案依實際狀況調整使用。
此外，由於應用 BIM 的產出與業主的專案執行有重大關聯，如何將業主
的需求清楚陳述，以利不同的專案利害關係人在專案執行過程中確實掌握，亦
為應用 BIM 技術必須確認的基礎資訊之一。本指引研擬鐵道工程業主需求，
其重點包含：
(1)專案基本資料
專案基本資訊
專案重要里程碑
專案契約發包概況
(2)專案目標
上位與平行計畫之關聯
業主期望之目標
業主在專案之時間、品質、成本、行政等預期目標
(3)專案應用 BIM 之目的與目標
應用 BIM 之目的
業主在時間、品質、成本、行政之預期效益
(4)應用與交付成果
應用之生命週期
BIM 應用
(5)軟硬體與空間需求
軟體
硬體
協同作業室
(6)教育訓練
時間
內容
(7)業主之責任
業主代表之指派
成果交付對象
本指引提供的範本文件清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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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TWR-00-00)(附錄 2)
(2)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TWR-00-01)(附錄 3)
(3)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TWR-00-02)(附錄 4)
(4)鐵道工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TWR-00-03)(附錄 5)
(5)鐵道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TWR-00-04)(附錄 6)
(6)鐵道工程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TWR-00-05)(附錄 7)
(7)鐵道工程 BIM 建模採購契約範本(TWR-00-06)(附錄 8)
(8)鐵道工程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附錄 9)
本指引提出的各式招標文件，在招標時文件的搭配使用狀況如圖 4-3 所
示。各式情境說明如下：
 委外執行規劃、設計、監造
工作：

 委外執行工程施工：





BIM業主需求(TWR-00-00)
BIM特定條款(TWR-00-01)
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
工程採購契約(TWR-00-03)






BIM業主需求(TWR-00-00)
BIM特定條款(TWR-00-01)
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
技術服務契約(TWR-00-02)

 委外執行建模工作：





BIM業主需求(TWR-00-00)
BIM特定條款(TWR-00-01)
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
BIM建模採購契約(TWR-00-06)

 委外執行專案管理工作：





BIM業主需求(TWR-00-00)
BIM特定條款(TWR-00-01)
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
專案管理契約(TWR-00-04)

 委外執行統包工程：





BIM業主需求(TWR-00-00)
BIM特定條款(TWR-00-01)
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
統包工程採購契約(TWR-00-05)

圖 4-3、應用 BIM 技術招標文件關聯圖
(1)委外執行規劃、設計、監造工作：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
、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投標須知」、
「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
等四份文件，第二部分 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規範以及第三部分
之建模規範。
(2)委外執行工程施工：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
、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投標須知」、「鐵道工程工程採購契約」等四份文件，第
二部分 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規範以及第三部分之建模規範。
(3)委外執行專案管理工作：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
、
「鐵道工
程 BIM 特定條款」
、
「投標須知」
、
「鐵道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等四份文
54

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版本日期：2019/10/1

件，第二部分 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規範以及第三部分之建模規
範。
(4)委外執行統包工程：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
、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
「投標須知」
、
「鐵道工程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等四份文件，
第二部分 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規範以及第三部分之建模規範。
(5)委外執行建模工程：應納入「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
、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投標須知」、「鐵道工程建模採購契約」等四份文件，第
二部分 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規範以及第三部分之建模規範。

4.2.2 招標方式
目前國內鐵道工程的業主其採購行為皆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執行。應
用 BIM 技術時，可以簡單將所有招標區分為應用 BIM 工作單獨招標或併原有
的工作(技術服務、工程、統包、勞務服務等)一同招標。兩種執行方式的重點
建議如下：
(1)併入原有工作招標
應以公開招標為原則，若原有工作符合選擇性或限制性招標，再依
據政府採購法有關選擇性與限制性招標設定廠商之資格。但由於應
用 BIM 技術乃是利用新的技術協助完成原有的工作或提供更多的
分析與選擇，本指引建議應以原有工作決定招標方式。
相關招標文件建議應事先公開閱覽。
若應用 BIM 技術對於專案成功與否扮演重要角色，本指引建議可以
要求廠商具備相當的經驗，但不應做為限制廠商投標之門檻。
若採用評選方式，建議邀請有經驗的委員參與評選。
(2)應用 BIM 單獨招標
由於應用 BIM 技術具有技術門檻，本指引建議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觀
評選為優勝者)，採用限制性招標，以確保廠商具備相當的能力。
相關招標文件建議應事先公開閱覽。
若採用評選方式，建議邀請有經驗的委員參與評選。

4.2.3 決標方式
當鐵道工程的業主其採購行為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執行，依據前述的
兩種執行方式，本指引建議決標時可以考慮的重點如下：
(1)併入原有工作招標
應以原有工作依據政府採購法決定決標方式為原則。
由於單純價格之最低標無法了解廠商應用 BIM 之能力，本指引建議
以「最有利標」(優先)或「評分及格最低標」(次之)為決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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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時本指引建議應有評選項次能夠反應廠商的 BIM 經驗、資源與
預計執行方式，以利評選委員能夠評估廠商的 BIM 整體能力。然而
BIM 有關項次的權重應合理，避免造成偏重反而不合理。
評選時應要求展示應用 BIM 能力。然而由於針對個案進行 BIM 建
模或分析需要廠商額外的人力與資源的投入，本指引建議等標期應
較原工作延長，且若招標單位預算允許，建議編列未得標者的備標
補償費用。
(2)應用 BIM 單獨招標
本指引建議以「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縱使是單純的 BIM 建模工
作，利用「最有利標」仍有其必要性，以利找到合適的廠商。
評選時應要求展示應用 BIM 能力。然而由於針對個案進行 BIM 建
模或分析需要廠商額外的人力與資源的投入，本指引建議等標期應
較原工作延長，且若招標單位預算允許，建議編列未得標者的備標
補償費用。
評選時本指引建議應有評選項次能夠反應廠商的 BIM 經驗、資源與
預計執行方式，以利評選委員能夠評估廠商的 BIM 整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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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專案應用 BIM 技術之成果提送與審查
4.3.1 一般性原則
國內至今尚未有共通性的 BIM 技術或作業規範。一般規範可以簡單區分
為過程規範(process specifications)與成果規範(outcome specifications)，並有不
同的應用時機。有關應用 BIM 技術後之結果，本指引建議各專案應確實依據
專案的特性，並依照業主選定不同的 BIM 應用(BIM Uses)，同時對應選定的
交付標的，分別訂定合適的成果提送項目與審查方式，以利契約執行時的付款
與日後的專案結案。
針對應用 BIM 技術，前述兩種不同的規範，皆有使用的可能性。例如在
「基本設計階段」
，業主選定「整合(Coordination)」應用，並期望達成「3D 呈
現之軌道線形、土建線形、車站、水環、電梯/電扶梯與維修機廠等基設成果，
可利用 BIM 提供之可視化效果與衝突檢查功能，協助發現問題並落實系統內
與系統間之整合工作」之 BIM 應用目的，因此 BIM 技術應能達成「利用 BIM
的可視化特性與衝突檢查功能，對基設成果確實完成自主之品質檢核、施工性
檢核與介面整合」之應用成果。針對此一應用，業主應同時選擇過程與成果兩
種規範，廠商應交付的成果包含「各方面檢核與整合工作的執行方法」以及「成
果檢核報告」兩項。前者適用過程規範，後者適用成果規範。然而在此應用中
業主應重視過程規範，而非成果規範。亦即業主應要求廠商必須於 BEP 中說
明預計採取的作法，並經由審查後同意執行方式，日後再由產出與彙整的紀錄
與報告中檢視廠商確實執行的成果。當業主重視過程規範時，廠商就必須詳實
說明如何進行的規劃與執行的結果，至於執行後 BIM 模型中僅有少數的衝突，
並不代表廠商的成效不好，因此最後繳交報告的重點應為彙整之記錄，例如執
行整合會議討論的紀錄、發現與解決衝突的紀錄等。
例如業主在「規劃階段」選定「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應用，並期望達成「提供結構配置規劃(含減噪設施配置)所需相關資訊(例如地
形地勢、地質條件、沿線流域概況、道路寬度、地下管線、沿線設施建物)之
查詢及利用」之 BIM 應用目的，因此廠商最後繳交的「基地現況模型」應具
備能夠達成「以能充分提供資訊之查詢與利用為主」之應用成果。此時業主應
選擇成果規範，亦即應建模的項次應事先規定，並應要求廠商要提送完成的
BIM 模型與包含的資訊，以利達成規劃階段使用模型與資訊之目的，同時亦
能夠滿足後續資訊使用上的需求。然而在此項次下，業主應避免利用過程規範，
例如要求多少建模的人員、要求繳交建模日誌等，因為如此的規定會導致廠商
必須利用最沒有效率的方法做事，甚至無法利用程式快速建模，以達成節省成
本或提高品質的效益。
由於 BIM 技術與應用仍在快速發展之中，業主訂定與選用應用結果的規
範應保留彈性，避免利用不合適的規範導致廠商為了滿足要求而必須利用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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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繁瑣、浪費人力或成本之方法或工具。此外，廠商達成同樣目的可能會使用
不同的工具、軟體、方法等，業主於規範中應保持彈性，以利廠商可以在滿足
要求下，發揮創意與創新，故 BIM 技術的應用應重視成果規範(是否達成特定
目的)，而非過程規範(是否做了某些工作)。

4.3.2 應用 BIM 技術成果提送
針對本指引提出建議的專案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之 BIM 應用(BIM Uses)
其對應的成果，可以區分以下數種類型的成果，專案應用 BIM 技術時，應選
擇合適的交付項目：
(1)BIM 模型：針對選擇的 BIM 應用(BIM Uses)，若要求廠商提送 BIM 模
型，則應搭配生命週期的階段，要求廠商依據本指引交付項目格式與
建模規範，提出階段性或最後的 BIM 模型。由於全生命週期不同階段
與不同的 BIM 應用，所需要的 BIM 模型元件深化程度不同，且需要建
置的元件亦依使用模型目的而有所差異，業主於決定 BIM 應用時應初
步決定，再由執行的廠商於執行計畫書中進行詳細的規劃。
(2)工作報告：針對所有 BIM 應用，若有必要，可要求廠商定期(例如每三
個月)或特定時間(完成階段性工作，如提送規劃方案時)繳交應用 BIM
技術之工作報告。提送的 BIM 工作報告可包括(但不限於)BIM 有關工
作執行程序、工作的內容、主要的產出或階段性成果、預計工作與實際
執行之差異、遭遇的困難與解決的方式等資訊。
(3)分析報告：針對部分 BIM 應用，例如設計成果檢核(Deign Review)，可
以要求廠商，以特定目的(例如是否符合都市防救災系統規劃)，透過
BIM 模型與工具，完成分析後，提送分析報告。提送的 BIM 分析報告
可包括(但不限於)應用 BIM 技術之工作執行程序、使用的 BIM 模型、
使用的工具與軟體、分析的假設與參數、分析的成果等資訊。
(4)應用報告：對部分 BIM 應用(例如 4D 模擬)，BIM 技術係扮演加值分
析與應用的角色，因此透過 BIM 模型的加值應用，將使原有的工作經
由 BIM 的應用後，產生全然不同的成果(例如模擬的動畫)，針對此類
型的應用成果，業主可參考本指引「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規範」
制定提送成果的要求。
(5)成果報告：針對單一 BIM 應用，可要求廠商於特定的期限前繳交應用
BIM 技術之應用報告，本指引建議每一 BIM 應用(BIM Uses)，應有對
應的成果報告，以利日後進一步分析與其他專案參考。提送的 BIM 應
用成果報告可包括(但不限於)單一 BIM 應用之工作執行程序、使用的
工具、軟硬體、應用的成果與效益、預計工作與實際執行之差異、遭遇
的困難與解決的方式等資訊。
(6)結案報告：針對所有應用 BIM 技術的專案，應要求廠商於結案前繳交
應用 BIM 技術之結案報告。提送的 BIM 結案報告可包括(但不限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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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BIM 技術之業主需求達成狀況、業主原選定 BIM 應用之成果、廠商
額外創造的應用 BIM 技術之效益或價值、應用 BIM 技術的經驗學習、
完整交付成果與後續應用應注意事項、BIM 應用效益等資訊。

4.3.3 應用 BIM 技術成果審查
針對應用 BIM 技術後，廠商提出的各式交付成果，本指引建議如下的作
業流程與審查方式：
(1)各式 BIM 模型：針對廠商提送的各式 BIM 模型，除要求廠商依據本
指引提供的模型建置規範進行建置外，廠商提送時亦應同時檢附自主
檢查報告，以確保其提送模型的品質。此外，當業主收到 BIM 模型後，
可要求廠商進行 BIM 模型建置成果簡報會議，透過互動的方式了解與
掌握 BIM 模型得成果。再者，若業主對於 BIM 模型瀏覽與檢視的專
業有所不足，建議可以邀請有建模經驗，且熟悉本指引的外部專家參
與，以提升模型檢視的專業度。最後，業主可以舉行 BIM 模型交付審
查會議，透過會議的方式，以會議記錄取代檢核報告，完成 BIM 模型
的審查。
(2)各式報告：針對廠商提送的各式報告，業主除應事先規定要繳交的內
容項次外，亦應要求廠商以清單式的呈現方式，逐一說明各式要求項
目應交付的成果。由於 BIM 技術的發展快速，除非業主具有相當的能
力與專業，否則應邀請外部具有先進專業與技術的專家，或是具有實
際經驗的專家，以協助確定廠商提送報告陳述的內容其正確性與合理
性。最後，業主可以舉行 BIM 應用成果交付審查會議，透過會議的方
式，以會議記錄取代檢核報告，完成各式 BIM 報告的審查。
由於個案存在差異性，因此提送成果之審查應避免直接套用他案的標準
進行審查。此外，審查時應以其成果之效益與價值為核心，避免落入形式審查
或沒有必要的行政繁瑣程序，以減少不當的作法而造成履約雙方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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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專案應用 BIM 技術之專案控管
4.4.1 專案執行前
應用 BIM 技術的專案執行前，本指引建議應進行以下工作，以利專案的
啟動與後續的執行：
(1)強化知識與共識
透過教育訓練或其他機關之案例學習，清楚了解應用 BIM 技術之優、
缺點，避免對於 BIM 技術造成誤解，甚至延遲或延誤原本的既有工
作。
若機關於契約中要求廠商提供 BIM 教育訓練，建議應安排於應用
BIM 技術之前、中、後分別執行，以提升其效果。
對於應用 BIM 技術的目的、目標、預期效益等應有共識，避免不同
的專案利害關係人因為認知錯誤或不一致，造成執行的障礙。
由於國內各機關應用 BIM 技術尚屬起步階段，建議於執行時多參考
不同機關之實務作法，以提升執行的效果。
(2)籌組應用 BIM 組織
應用 BIM 技術不應流為單純委外的行政性工作，而是提升單位整體
技術與觀念的契機。專案執行前應籌組單位應用 BIM 之組織，並進
而以該專案做為掌握 BIM 技術的重要來源。
若有必要應尋求外部專家加入組織。機關於應用 BIM 技術時，若對
於 BIM 技術或執行程序或執行作法有疑義，建議應隨時尋求外部的
資源及支援，以利達成應用的目的與最佳效益。
(3)研擬合適的契約文件與招決標方式
選擇合適且可達成的 BIM 應用。
研擬合適的契約條款。
給予合理的費用補償：現階段應給予應用 BIM 技術對應之費用，日
後可以視產業的成熟度再行決定。
建議採用本指引提出的範本，但切勿盲目全部納入與錯誤引用。

4.4.2 專案執行中
應用 BIM 專案執行中，成果提送方式與成果審查標準，目前在實務上仍
有許多討論，本指引建議針對選擇的 BIM 應用，參考本指引在每一個生命週
期階段中 BIM 應用所提出的「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及其應包含之內容範
疇」項次，其所對應在第二部分「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或第三部分各
式「建模規範」
，再依據每一個項次特性選擇合適的成果類型(例如模型、分析
報告、成果報告)等。詳細內容參考本指引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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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述的交付成果與審查標準外，由於國內 BIM 技術尚屬起步階段，
建議機關應在維持原有採購標的順利進行下，適當給予廠商應用 BIM 技術的
彈性，並隨時記錄及檢討以下重點，以利國內的 BIM 應用能夠正向發展：
(1)BIM 效益的產生原因。
(2)BIM 應用的限制。
(3)與既有契約、規範、程序等衝突之處。
(4)各利害關係人有關 BIM 應用投入的成本與產出的效益。
此外，BIM 模型與資訊在 BIM 技術應用過程中，其可及性變得容易，但
正確性與可信度若無法確定，將會使應用價值變低，專案於應用過程中業主
(或業主代表)應建立 BIM 資訊的「變更管理」機制，以確保機關端 BIM 模型
與資訊的正確性。

4.4.3 專案完成後
當應用 BIM 技術的專案完成後，本指引建議應進行以下工作，以利確認
應用 BIM 技術確實達成原有的目的與獲得相當的效益。
(1)留存專案應用 BIM 的經驗教訓：BIM 技術的應用乃是提供創新工具以
及扮演資訊紀錄與溝通平台，為利提升國內整體工程產業之技術能力，
亦兼顧日後應用時之評估參考，建議機關應至少記錄以下資訊：專案
整體效益、工作項目效益、日後可加強之處、值得供其他機關與專案
參考的經驗教訓等。
(2)評估專案的整體應用 BIM 的效益，並與原有設定的效益進行差異分析。
由於 BIM 技術尚在發展之中，執行的單位應以產出為評估的重點，非
以投入為重點，以鼓勵廠商利用最先進的技術，發揮技術的優點，提
升應用效益。
(3)為達成效益評估的客觀性，建議機關可以採取專案結束後的事後評估
機制，進行應用 BIM 效益之事後評估，以利產出可以用於日後機關學
習的文件，並進行必要的 BIM 團隊之獎勵。

61

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版本日期：2019/10/1

62

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版本日期：2019/10/1

第二部分 執行管理面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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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IM 契約文件範本
5.1 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TWR-00-00)
5.1.1 適用時機
(1)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業主依據專案的特性，研擬並闡述期望於專案應用
BIM 技術之內容。
(2)文件使用時機
只要業主於專案中有納入 BIM 技術，建議參考本文件，產出專案特
定的 BIM 業主需求。

5.1.2 內容摘要
(1)本文件參考文件來源
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 (2017), “National BIM Guide for
Owners,” Washington, D.C., USA.
Penn State (2011), “BIM Project Execution Planning Guide V2.1,”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 PA, USA.
臺大 BIM 研究中心，業主 BIM 實施方針之擬定指引(2015 版)，2015。
(2)內容摘要
重要名詞定義。
擬定業主需求應注意的重要觀念。
業主需求重點項次與應描述的內容。
範例。
(3)文件名稱
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TWR-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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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TWR-00-01)
5.2.1 適用時機
(1)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業主說明專案應用 BIM 技術時，所有契約方應共同
遵守有關 BIM 技術的規定。
(2)文件使用時機
只要業主於專案中有納入 BIM 技術，建議審閱內容有無不妥後，直
接將本文件納為契約文件之一。

5.2.2 內容摘要
(1)本文件參考文件來源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執行要項研擬」計畫，
我國 BIM 協同作業指南文件，2015。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UK,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Protocol (CIC/BIM Pro), 2013.
(2)內容摘要
重要名詞定義。
一般原則。
BIM 業主代表與 BIM 經理。
BIM 工作執行計畫(BEP)。
風險分攤。
智慧財產權。
(3)文件名稱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TWR-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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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TWR-00-02)
5.3.1 適用時機
(1)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業主，擬定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監造等技術服
務專案應用 BIM 技術時，在原有技術服務下，額外增加契約雙方應
共同遵守有關 BIM 技術的規定。
(2)文件使用時機
業主採用傳統招標模式(Design-Bid-Build)情境下，依據「機關委託技
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欲委託廠商進行可行性評估、規劃、設
計、監造等技術服務時，若專案中有納入 BIM 技術，建議審閱內容
有無不妥後，將本文件做為擬定技術服務契約文件之基礎，進一步
納入原技術服務工作，以利做為日後履約的契約文件。

5.3.2 內容摘要
(1)本文件參考文件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8.05.17
版，2019。
(2)內容摘要
契約文件及效力。
履約標的。
契約價金之給付。
契約價金之調整。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履約期限。
履約管理。
權利及責任。
契約變更及轉讓。
(3)文件名稱
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含 BIM 應用)(TWR-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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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鐵道工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TWR-00-03)
5.4.1 適用時機
(1)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業主，擬定工程專案應用 BIM 技術時，在原有工程
履約項目下，額外增加契約雙方應共同遵守有關 BIM 技術的規定。
(2)文件使用時機
業主採用傳統招標模式(Design-Bid-Build)情境下，欲委託廠商進行
工程採購時，若專案中有納入 BIM 技術，建議審閱內容有無不妥後，
將本文件做為擬定工程契約文件之基礎，進一步納入原工作內容，
以利做為日後履約的契約文件。

5.4.2 內容摘要
(1)本文件參考文件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108.01.22 版，2019。
(2)內容摘要
契約文件及效力。
履約標的及地點。
契約價金之給付。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履約期限。
監造作業。
權利及責任。
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
(3)文件名稱
鐵道工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含 BIM 應用)(TWR-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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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鐵道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TWR-00-04)
5.5.1 適用時機
(1)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業主，擬定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專案應用 BIM 技術時，
在原有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履約項目下，額外增加契約雙方應共同遵
守有關 BIM 技術的規定。
(2)文件使用時機
業主採用傳統招標模式(Design-Bid-Build)或統包(Deign-Build)情境
下，欲委託廠商進行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時，若專案中有納入 BIM 技
術，建議審閱內容有無不妥後，將本文件做為擬定專案管理技術服
務契約文件之基礎，進一步納入原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內容，以利做
為日後履約的契約文件。

5.5.2 內容摘要
(1)本文件參考文件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106.04.06
版，2017。
(2)內容摘要
契約文件及效力。
履約標的。
契約價金之給付。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履約期限。
履約管理。
權利及責任。
契約變更及轉讓。
(3)文件名稱
鐵道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含 BIM 應用)(TWR-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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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鐵道工程統包採購契約範本(TWR-00-05)
5.6.1 適用時機
(1)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業主，擬定統包採購專案應用 BIM 技術時，在原有
統包工程履約項目下，額外增加契約雙方應共同遵守有關 BIM 技術
的規定。
(2)文件使用時機
業主採用統包(Deign-Build)情境下，欲委託廠商進行統包工程採購時，
若專案中有納入 BIM 技術，建議審閱內容有無不妥後，將本文件做
為擬定統包工程契約文件之基礎，進一步納入原工作內容，以利做
為日後履約的契約文件。

5.6.2 內容摘要
(1)本文件參考文件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105.01.12 版，
2016。
(2)內容摘要
契約文件及效力。
履約標的及地點。
契約價金之給付。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履約期限。
履約管理。
監造作業。
權利及責任。
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
(3)文件名稱
鐵道工程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含 BIM 應用)(TWR-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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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鐵道工程 BIM 建模採購契約範本(TWR-00-06)
5.7.1 適用時機
(1)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業主，單獨採購 BIM 建模服務時，契約雙方應共同
遵守之有關規定。
(2)文件使用時機
業主對於 BIM 技術與其模型有使用需求之情境下，欲委託廠商進行
BIM 模型建置之採購時，建議審閱內容有無不妥後，將本文件做為
擬定招標契約文件之基礎，進一步納入業主需求，以利做為日後履
約的契約文件。

5.7.2 內容摘要
(1)本文件參考文件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108.05.17
版，2019。
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設施管理系統(FM)建置暨導入建
築資訊模型(BIM)採購案契約書，2017。
(2)內容摘要
契約文件及效力。
履約標的及地點。
契約價金之給付。
契約價金之調整。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履約期限。
履約品管。
保險與保證金。
驗收。
延遲履約。
權利及責任。
(3)文件名稱
鐵道工程 BIM 建模採購契約範本(TWR-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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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鐵道工程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
5.8.1 適用時機
(1)文件目的
本文件主要提供業主依據專案的特性，並合理衡量 BIM 工作之需要，
研擬合適的投標須知，以利採購作業的進行。
(2)文件使用時機
只要業主於專案中有納入 BIM 技術，建議參考本文件，產出採購作
業進行時所需的投標須知。

5.8.2 內容摘要
(1)本文件參考文件來源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投標須知範本」，108.06.06 版，2019。
(2)內容摘要
採購標的依其他法規規定應由得標廠商自行履約之部分，不得由其
他廠商代為履行之內容。
全份招標文件包含之文件。
(3)文件名稱
鐵道工程投標須知範本(BIM 應用)(TWR-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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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BIM 應用重要交付項目格式規範
6.1 鐵道工程 BIM 工作執行計畫
(參考附檔：TWR-01-01-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行計畫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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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鐵道工程 BIM 模型交付規範
(參考附檔：TWR-01-02-鐵道工程應用 BIM 模型交付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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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鐵道工程 BIM 碰撞檢查規範
(參考附檔：TWR-01-03-鐵道工程應用 BIM 碰撞檢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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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鐵道工程應用 BIM 4D 模擬規範
(參考附檔：TWR-01-04-鐵道工程應用 BIM 4D 模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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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鐵道工程 BIM 模型設施維護交付資訊
(參考附檔：TWR-01-05-鐵道工程應用 BIM 模型設施維護交付資訊)

76

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版本日期：2019/10/1

6.6 鐵道工程 BIM 應用所需資源、能力與軟硬體
(參考附檔：TWR-02-01-鐵道工程 BIM 應用所需資源、能力與軟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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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鐵道工程 BIM 應用個案參考資料
(參考附檔：TWR-02-02-鐵道工程 BIM 應用個案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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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資訊參照面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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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BIM 建模規範之共通性規範
(請參考附檔：TWR-03-00-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為使國內鐵道工程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BIM 應用時，擬由 BIM 模型呈現之工作
成果或由模型產出之資訊能有一致性的表達方式，促成各方利害關係人的相互理解、跨
專業參與者的溝通協調以及跨專案統籌管理的資訊整合，特制定鐵道工程資訊模型建置
規範，以為鐵道工程專案 BIM 建模工作提供一致性之作業規則。
本共通性規範由於係針對鐵道工程一般性之設施(如車站)與常用構件，因此可以適
用於包含高速鐵路、一般鐵路(台鐵)、大眾捷運、輕軌等系統，其適用狀況如表 7-1 所
示，其中○表示已有詳細內容；△表示僅針對與傳統土建以及水環機電等有相關介面整
合之規定，主體項目尚無內容。各系統中適用之工程類別以土建、水電環控/其他機電、
電梯及電扶梯為主，設施類別則以車站及路廊結構體(含隧道、橋梁、路堤等)為主，軌
道結構及核心機電/系統機電/機電系統、其它場站(機廠、駐車場、行控中心、主變電站、
車場、維修基地等)部分僅納入其與車站及路廊結構體之間因介面整合需求所衍生之
BIM 應用項目及相應之 BIM 建模範疇。

表 7-1、鐵道工程資訊模型建置規範適用範疇
項目

高速鐵路 一般鐵路 大眾捷運

輕軌

土木建築

○

○

○

○

水電環控/其他機電

○

○

○

○

○

○

○

○

△

△

△

△

△

△

△

△

△

△

△

△

車站

○

○

○

○

路廊結構體(含隧道、橋梁、路基)

○

○

○

○

設 軌道結構(含鋼軌系統、扣件系統、道床系
施 統、導電軌系統、軌道系統等)

△

△

△

△

類 核心機電/系統機/電機電系統(含號誌系統、
別 通信/通訊系統、供電系統、車輛系統等)

△

△

△

△

○

○

○

○

工
電梯及電扶梯
程
軌道工程
類
別 核心機電/系統機電/機電系統工程
車站其他設施設備(含收費、行李處理、車
班資訊顯示等系統工程)

其他場站(含行控中心、機廠、駐車場、主
變電站、車場、維修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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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鐵道工程資訊模型的建置能滿足專案指定各類 BIM 應用工作之資訊需求及成
果交付規範，所有屬交付範圍內之 BIM 模型均應符合下列共通性規則：

7.1 模型檔案切分
模型檔案之切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用上之順暢度，
故模型檔是否進行切分，建議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完整表達至少一功能
分區或一系統功能類別為原則。

7.2 模型檔案命名
(1)模型檔資料夾之命名：同一鐵道系統中同一路線上的同一標案，主辦機關應設定一
固定名稱之資料夾，儲存所有該標案中產出之鐵道工程資訊模型。資料夾名稱則須
依序以「鐵道系統類別」
、
「路線」
、
「標案代碼」等三部分欄位排列，欄位間以連字
號「-」分隔。
例如：桃園機場機場捷運延伸線 A22 老街溪站「CU04 施工標」，應由交通部鐵道
局北部工程處以「TIAAMRT-A22-CU04」(僅為示意舉例，由機關自行訂定欄位命
名規則)之資料夾，儲存配合該標案所指定之 BIM 應用項目所需建置(例如隧道結
構、車站、軌道結構或機電系統等設施)之 BIM 模型。
(2)模型檔之命名：BIM 模型之檔案名稱應依序包含「生命週期階段」
、
「專業識別碼」
、
「模型區分資訊(例如路廊分段、車站分層等)」
、
「版次」等四個欄位，欄位間以連
字號「-」分隔。各欄位之命名規則分項說明如下：
1.生命週期階段
如標案係採傳統先設計後施工方式(Design-Bid-Build, 簡稱 DBB)發包，則各
階段欄位命名規則如表 7-2 所示。

表 7-2、模型檔名稱之「生命週期階段」欄位命名規則–DBB 模式
生命週期階段別

可行性評估

綜合規劃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

欄位命名

可評

綜規

基設

細設

施工

維運

如標案係採統包方式(Design/Build, 簡稱 DB)發包，則各階段欄位命名規則如
表 7-3 所示。

表 7-3、模型檔名稱之「生命週期階段」欄位命名規則–DB 模式
生命週期階段別

可行性評估

綜合規劃

基本設計
(統包需求計畫)

統包

營運維護

代碼

可評

綜規

基設

統包

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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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識別碼
依據模型檔所包含之規劃設計或施工專業領域，由表 7-4 中查詢專業識別碼
後填入欄位中。

表 7-4、模型檔名稱之「專業識別碼」欄位命名參照
識別碼

專業類別

C&A

土建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CE

土木工程(含道路及排水) (Civil Engineering)

BR

橋梁工程 (Bridge & Viaduct)

TU

隧道工程 (Tunnel)

SB

路基工程 (subgrade)

AE

建築工程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SE

結構工程 (Structural Engineering)

LS

景觀/綠美化 (Landscaping)

EP

環保(含隔音牆)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M+HVAC

其他機電/一般機電/水電環控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and

E&M

Heat, Ventilation &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機電/水電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ELC

電氣 (Electrical)

MEC

機械 (Mechnical)

HVAC

環控 (Environment Control/Heat, Ventilation & Air-conditioning)

WS&D

給排水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P

消防 (Fire Protection)

LC

弱電 (Light-current)

ELV/ESC

電梯及電扶梯 (Elevator & Escalator)

ELV

電梯 (Elevator)

ESC

電扶梯 (Escalator)

TK

軌道工程 (Track Work)

ME

機電系統/系統機電/核心機電工程 (Mechanical/Electrical System)

COM

通訊 (Communication)

SG

號誌 (Signaling)

PS

供電 (Power Supply)

OCS
CC
SME

電車線系統 (Over Head Contact System/Over Head Catenary System)
中央監控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Central
Supervisory and Remote Control)
車站其他設施設備 (Other ME Equipments in Station)

FC

自動收費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BH

行李處理 (Baggage Hand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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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碼

專業類別

FI

車班資訊顯示 (Train Information Display)

SD

月台門系統 (Platform Screen Door)

3.模型區分資訊
如模型有進行切分以控制檔案大小在可順暢開啟與編輯的狀態時，應就區分結
果於欄位中設定清楚的資訊標註。如無檔案切分則此欄位以「ALL」填入。
4.版次
版次以 A, B, C,…, Z, AA, BB, CC,…, ZZ 表示先後順序(不使用 O 及 I 此二字
母)，用以將模型歷經各次變更設計或依業主審核意見修訂的軌跡分別儲存下來，
並且配合列表將進版原因有系統地紀錄。

7.3 模型檔專案基本設定
(1)如模型因專案指定之 BIM 應用內容而有設定大地座標之必要時，應統一採用
TWD97(大地基準)＋二度分帶/TM2(座標格式)之座標系統。
(2)模型之尺度單位應統一設定為公釐(mm)。

7.4 各項 BIM 應用所對應之模型資訊建置範疇
模型資訊之建置範疇應配合各專案契約所指定之 BIM 應用項目而定，並且會因應
用階段之不同而有所差別。各主辦機關應彙整個案指定之各項 BIM 應用需求所產生之
模型資訊需求，並參照表 7-5 對模型元件發展程度之概念性定義，於契約文件中以程度
別簡稱(DL1-DL4)明確界定出各階段應交付模型之資訊建置範疇。廠商則須於 BIM 工作
執行計畫書(BEP)中自行以符合契約規定之資訊建置範疇為原則，將模型元件資訊建置
詳實度之檢核，納入專案工作範疇內所應交付各項設施(例如車站、路廊結構體)模型之
自主檢查表中。
另外，為能清楚辨別各個模型中之元件是屬於何種發展程度，建模者必須為元件建
立「元件發展程度(Development Level of Element，簡稱 DL)」之專屬欄位，並依表 7-5 於
欄位中放入程度別之簡稱。

表 7-5、模型元件發展程度之概念性定義
程度別
中文

英文

發展程度定義

一階

DL1

僅以符號或量體形式概略表達一模型元件所在之空間範圍或體
積，可滿足設計概念之示意需求，但尚未建置元件之類型與材料
等資訊。

二階

DL2

以簡略形體或通用元件搭配一模型元件之類型、主要尺寸、位置
及座向等資訊，可滿足初步量體規劃及空間配置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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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別
中文

發展程度定義
英文

三階

四階

DL3

以可正確識別一模型元件類型、規格之形體外觀搭配精確之尺寸、
位置及座向等資訊，可完整表達因專案指定 BIM 應用所需該元件
之設計內容。

DL4

一模型元件以 DL3 為基礎再加上因專案指定 BIM 應用而產生對該
元件在製造、安裝/組裝或施作等方面之資訊需求，可滿足該元件與
其他元件/構件進行施工可行性檢討、介面整合或衝突檢討所需。

舉例言之，若一大眾捷運系統之土建及其他機電工程細部設計及施工監造標，指定
了某一座車站需導入「設計表達」此一 BIM 應用項目，且在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規範中，指定車站建築設計模型之建模範圍應含(但不限於)非承重牆、門、窗、天花板、
裝修地坪、防煙垂壁、樓梯、踏步、坡道、服務台、家具、管溝等構件(如表 7-6 所示)，
則上述各項建築構件在車站建築細設模型中之元件發展程度，均須以符合 DL3 之定義
為原則。

表 7-6、假設案例所指定 BIM 應用項目及對應之車站建築設計模型建模範圍
BIM應用類型

設計表達
Design
Authoring

BIM應用項目

BIM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車站建築設計模型之發展程度以包含細部設計階段所需
完成車站建築設計內容為主，且其中應含(但不限於)下
列建築構件：
 非承重牆(輕隔間牆、磚牆、RC牆、玻璃牆、鋁板牆)
 門(含鐵捲門)
 窗(含百葉窗)
 帷幕牆
 天花板/裝修地坪
 防煙垂壁
 樓梯/踏步/坡道(含扶手)
使用 BIM建 模
 陽台(含欄杆)
軟體表達車站
 屋頂/雨庇
建築設計
 服務台
 家具(燈具、資訊板、各類指引/指示標誌、廣告燈箱)
 衛生器具(馬桶及小便斗、洗手盆、烘手器、拖布盆、
飲水機、廚房流理台洗濯槽、熱水器、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備)
通風井(含通風口/街面設施)
 管溝
 須包含周邊附屬設施
 須包含周邊景觀設計
 模型須用於輔助都市設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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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模型元件之分類與命名
由於模型元件在生命週期中之不同階段及因應不同之 BIM 應用，會有不同程度之
發展，為能有效跨階段或跨專案追蹤與彙總相同的構件/元件，為各個專案所建成之設施
或空間，以及其中所包含之元件與所使用之物料等提供統一的數位資料庫分類架構，建
模 者 應 依 據 具 國 際 通 用 性 之 OmniClass Constru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 簡 稱
OmniClassTM 或 OCCS)，為各專案之設施(查 Table 21)、工作產出(查 Table 22)、材料/設
備(查 Table 23)等不同層級之建成資訊建立專屬之編碼欄位，並依據不同之模型元件發
展程度，決定對應於 OmniClassTM 各編碼之階數(Level 2 Title 或 Level 3 Title，簡稱 LT2
或 LT3)。Table21-23 之編碼主體及其定義茲說明並舉例如表 7-7 所示。

表 7-7、OmniClassTM Table 21-23 之編碼主體及其定義
編碼查表
Table 21

編碼主體
設施
(Elements)

Table 22

工作產出
(Work
Results)

主體之定義

舉例

在一營建工程專案所完工產出之構造 結構樓板、外牆、樓
物中，可用以代表該建物某項主要功能 梯、家具與內裝、空
之部位、組件或系統。
調系統
係指一營建工程專案中各階段之中間 現場澆注混凝土、陶
或最終產出，並具有一項以上之下列特 質磚鋪設、軌道工程
性：
1.透過採購或特定技術的施作。
2.使用到某些營建資源。
3.某工項的完工產出。
4.為施作工項而完成的假設工程或準
備工作。

Table 23

材料/設備
(Products)

投入某工程項目中做為原物料或組件 混凝土、金屬窗、帷
者，可能為一項製造產品、組裝零件、 幕 牆 、可 拆 卸式 隔
或可單獨運作的系統設備。
牆、接線盒

7.6 模型元件分色
由於模型在生命週期中的不同階段及不同 BIM 應用過程中，會有不同的設計表達
用途，且往往需要將相同材質但分屬不同構件類型之元件做明顯的界線區別，例如以相
同規格之混凝土材質澆注而成之柱、梁、板、牆，如僅以真實材質顯色，便難以分辨各
構件之範圍及彼此間之接合情形。故各模型元件除了設定材質及其顯色形式之外，尚需
建立一套模型元件分色規則，以利達成下列兩項主要目的：
(1)於模型中清楚區別不同設施構件及系統類型，以利衝突檢查與介面檢討時發揮更
顯著之可視化效果。
(2)為各類設施構件及系統元件訂定統一之顯色形式，以利不同專案、不同階段之參與
者識別元件類型，以及不同專案之模型可產出相同顯色屬性之鐵道工程資訊。
模型元件分色規則因應本作業指引涵蓋之 BIM 應用範疇及建模範疇，針對車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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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廊結構體(含隧道、橋梁、路基)分別訂定各類設施中主要所包含構件及系統元件之分
色規則於車站及路廊結構體之建模基本規範中。
當水電環控之所有或部分系統與建築結構進行整合時，為避免過多色彩影響模型
元件之可判別度，宜將建築結構模型先調整可視構件為柱、梁、板、牆、天花板等主要
需檢討介面之部位，再將色彩設定為 RGB(128,128,128)之灰色、透明度 50%，以利構件
識別、介面檢討與整合。
模型元件之分色，原則上以本指引不同專業規範中定義的顏色為主，未納入本作業
指引模型元件分色規則所涵蓋之元件範疇內者，可由專案主辦機關指定或要求建模單位
於 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BEP)中自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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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車站建築建模基本規範
(請參考附檔：TWR-03-01-鐵道工程車站建模基本規範)

8.1 車站土建工程
(1)模型檔案切分
車站土建模型之檔案切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用
上之順暢度，故模型檔是否進行切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完整
表達至少一功能分區或一系統功能類別為原則。例如規模較小的輕軌車站，可於單
一模型檔中包含所有車站結構及建築元件；若為單一路線上之捷運車站，可視檔案
大小切分為車站結構模及建築模等兩個模型檔；若為二個以上路線交叉點的轉乘
捷運車站，則可再將建築模進一步切分為出入口與穿堂層、設備層、月台層等三個
模型檔；依此類推。
(2)模型元件分色
車站建築結構模型之元件分色規則：車站建築結構模型中之元件，分為擋土牆、結
構基礎、結構柱、梁、鋼結構(含支撐)、桁架、支撐、結構樓板、屋頂板/雨庇、結
構牆/剪力牆、非承重牆(輕隔間牆、磚牆、RC 牆、玻璃牆、鋁板牆)、帷幕牆、樓
梯/踏步/坡道、欄杆/扶手、天花板(含格柵)、裝修地坪、門窗(含鐵捲門、百葉窗、
孔蓋)、防煙垂壁、服務台、家具(含燈具、資訊板、各類指引/指示標誌、廣告燈箱)、
衛生器具(馬桶及小便斗、洗手盆、烘手器、拖布盆、飲水機、廚房流理台洗濯槽、
熱水器、建築物污水處理設備)、通風井(含通風口/街面設施)、管溝等，各類元件
之分色規則如下表所示。如擬於模型中凸顯尚待釋疑項目，則釋疑內容所牽涉之構
件，亦仍須依照表 8-1 之釋疑項目指定色彩顯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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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車站建築結構模型之元件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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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車站水環工程
(1)模型檔案切分
車站水環模型之檔案切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用
上之順暢度，故模型檔是否進行切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完整
表達至少一系統功能類別為原則。例如規模較小的輕軌車站，可於單一模型檔中包
含所有車站水環系統元件；若為單一路線上之捷運車站，可視檔案大小切分為車站
水電與環控系統等兩個模型檔；若為二個以上路線交叉點的轉乘捷運車站，則可再
將建築模進一步切分為出車站電氣系統、弱電系統、給排水系統、消防系統、空調
系統等五個模型檔；由於水環系統內部、系統間乃至與建築結構間均具有高度的空
間配置整合需求，因此原則上不宜將單一水環系統再做切分。
(2)模型元件分色
車站水電環控模型中之元件，是以功能系統別予以區分並規範分色規則，目的在使
給水、排水、電力、弱電、空調、消防等不同系統間進行整合時，能清楚區別出各
系統類型；至於單一系統內部的管線衝突排解或整合工作，屬於各系統專業設計者
內部的設計品質自主管理範疇，個別系統內部如何分色區別不同類型管線(例如排
水系統中再區別廢水、雨排水、雨水回收、汙水、通氣等子系統管線或設備)，由
各系統專業設計者自行決定，惟各系統模型交付時必須符合表 8-2 之系統分色規
則。

表 8-2、車站水電環控模型之系統元件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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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車站電梯及電扶梯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元件分色
車站電梯及電扶梯之模型元件通常會合併於建築結構模型中而非單獨存在，故建
築結構模型建置時，即應按照表 8-3 進行元件分色。

表 8-3、車站電梯及電扶梯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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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路廊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
(請參考附檔：TWR-03-02-鐵道工程路廊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

9.1 路廊結構體共通性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檔案切分
路廊結構體模型之檔案切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
用上之順暢度，故模型檔是否進行切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完
整表達至少相鄰兩車站間路廊段之一結構系統類別為原則。例如規模較小之輕軌
系統，可於單一模型檔中包含全線之路基或橋梁結構模型；若為單線雙向之捷運路
廊，可視檔案大小將每個相鄰站間之路廊段均切分為一個模型檔；若為里程較長的
城際鐵路，則可再將站間路廊再約略等分為數個路段，且宜將隧道、橋梁、路基等
不同結構型式分檔建置，以利不同結構型式下不同環控系統的介面區分。

9.2 隧道結構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隧道型式之路廊結構體模型，分為隧道主體與隧道附屬設施兩大部分，其中隧道主
體又解構為先撐構件、隧道初期支撐(即外襯砌)、隧道二次支撐(即內襯砌)、防水
層(位於內外襯砌之間)、洞門結構、排水設施、路面等部位，並將所有 RC 結構中
的鋼筋亦獨立分色；另外隧道附屬設施則分為通風設施、照明設施、防災設施、電
力設施、監控設施、其他裝修設施設備等。各類設施構件之分色規則詳如表 9-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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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路廊結構體–隧道模型之系統元件分色規則

9.3 橋梁結構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橋梁型式之路廊結構體模型，是以結構或功能系統別予以區分並規範分色規則，以
利各系統間之介面檢討與整合。系統區分方式如表 9-2 所示，結構部分區分出上
部、下部、箱涵、涵洞等結構，上部再分出橋面系與梁部二部分，下部再分出墩台
與基礎二部分。設施或功能系統部分則區分為連接錨固裝置、鋼筋、附屬設施、施
工輔助設施等。至於單一系統內部的部件衝突排解或整合工作，屬於設計者內部的
設計品質自主管理範疇，個別系統內部如何分色區別不同類型部件(例如梁部又包
含梁、拱、柱、索塔、拉索、吊杆等部件)，由各系統專業設計者自行決定，惟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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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模型交付時，各結構或功能系統必須符合表 9-2 之系統分色規則。

表 9-2、路廊結構體–橋梁模型之系統元件分色規則

9.4 路基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路基(含路堤或路塹)型式之路廊結構體模型，分為路基填築體、支擋結構、邊坡防
護結構、地基處理構造物、排水系統、綠化系統、防護柵欄等結構或功能系統別，
並以此區分並規範分色規則，以利各系統間之介面檢討與整合。各系統所屬元件必
須符合表 9-3 之系統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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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路廊結構體–路基模型之系統元件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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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鐵道工程軌道建模基本規範
(請參考附檔：TWR-03-03-鐵道工程軌道建模基本規範)

10.1 軌道共通性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檔案切分
軌道模型之檔案切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用上之
順暢度，故模型檔是否進行切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表達軌道
整體為原則，但仍應顧及與介面工程或專案之整合性。
(2)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軌道模型元件主要包含道床(含隔震彈性材、間隔材、排水管)、軌排(含鋼軌、扣夾、
軌枕、鋼軌墊鈑、鋼軌墊片、彈性墊圈、絕緣墊圈、錨碇螺栓、螺栓孔蓋板、絕緣
板、尼龍絕緣座)、道岔(含軌枕、曲直線基本軌、尖軌、岔心、護軌)等三大部分。
在與路廊結構、場站等其他模型套疊整合時，上述三大部分之軌道模型元件之分色，
以不與車站建築、路廊結構體、軌道用色衝突為原則，並以同一部分之元件採同一
用色為原則。
模型用色由廠商於 BEP 中提出，並經業主同意後採用。惟若業主日後為達統一性
而進行額外規範，廠商於契約期限內，應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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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鐵道工程系統機電/核心機電建模基本規範
(請參考附檔：TWR-03-04-鐵道工程系統機電/核心機電建模基本規範)

11.1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共通性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檔案切分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之檔案切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
置與使用上之順暢度，故模型檔是否進行切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
檔案完整表達單一子系統為原則，但仍應顧及與介面工程或專案之整合性。
(2)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模型元件之分色，主要用於系統與系統間進行介面整合或
衝突檢查，例如鐵路橋之號誌平台是否侵入建築界限淨空範圍之檢核時，此時模型
元件之分色以能與車站建築、路廊結構體、軌道等其他需整合介面或檢查衝突之模
型元件用色清楚區別為原則，以利相關人員之判讀。
模型用色由廠商於 BEP 中提出，並經業主核定同意後採用。惟若業主日後為達統
一性而進行額外規範，廠商於契約期限內，應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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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
(請參考附檔：TWR-03-05-鐵道工程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

12.1 其它場站共通性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檔案切分
其它場站之檔案切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用上之
順暢度，故模型檔是否進行切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完整表達
單一場站或設施為原則，但仍應顧及與介面工程或專案之整合性。
其它場站若包含有土建模型與水環模型，則模型檔案切分參照「車站建模規範」規
定。
(2)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其它場站之元件分色以參照「車站建模規範」為原則；若有不足，廠商於 BEP 中
提出，並經業主同意後採用。惟若業主日後為達統一性而進行額外規範，廠商於契
約期限內，應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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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國內外相關標準或規範
本指引研擬時，參考以下國內外與 BIM 相關的標準、規範、報告、文件，
本指引之使用者若有必要，應另行參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 BIM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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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交通部所屬各機關(構)工程建置建築資訊模型(BIM)
作業推動原則
一、本部所屬各機關（構）辦理工程相關採購，應視工程個案特性、規模及需求，
建置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以下簡稱 BIM 模型）
，藉以
提升本部工程效率及品質，並強化營運管理維護效能。
二、本推動原則所稱 BIM 模型，係指用於土木、建築、機電工程中的三維參數化模
型，透過三維的空間模型記錄工程中的構造物幾何資訊及非幾何資訊，提供工
程生命週期中各階段，包含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管理等參與者如業主、顧
問公司、營造商、專業分包商及營運管理單位等進行資訊分享、工程協調與管
理維護。
三、各機關（構）辦理工程，有建置 BIM 模型之需求，且符合下列規模者，於工程
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管理等階段，應考量建置 BIM 模型：
(一) 工程規模原則如下：
1.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統包工程。
2.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建築工程（機電系統金額應一併計算）
。
3.採購預算金額達 20 億元以上之土木工程（機電系統金額應一併計算）
。
4.採購預算金額達 10 億元以上之軌道機電系統工程。
(二)執行中採購預算金額達前述規模之工程，應檢討是否於目前執行階段建置
BIM 模型；接近完工之工程，工程主辦機關應會同營運或接管單位檢討，
以利於營運維護階段建置 BIM 模型。
四、採購預算金額達本推動原則第三點所述規模之工程，如經各機關（構）評估不
建置 BIM 模型者，應簽報機關（構）首長或其代理人同意。
五、其他由機關認定具建置效益之工程或有維護管理需要之已完工啟用、營運之工
程，得參照本推動原則辦理，不受第三點所述金額限制。
六、各機關（構）建置 BIM 模型，執行中工程，由工程主辦機關負責辦理，所需預
算得由該工程所屬計畫或工程之總經費項下勻支；已完工啟用工程，由營運單
位負責辦理，所需預算得由營運單位相關費用項下勻支。
七、各機關（構）建置 BIM 模型，相關契約條款，宜參考下列精神：
(一)工作執行計畫提報與實質審查機制。
(二)由專案廠商視個案特性提報建模元件深化程度與資料管理架構之建議。
(三)實質要求廠商提報分工架構與專案執行機制。
(四)提報執行組織、成員與管理機制。
(五)訂定執行工作會議頻率，以加強各界面參與程度。
(六)為使施工階段建置之 BIM 模型可於未來營運維護應用，其竣工模型建置
方式可參考下列項目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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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竣工模型應用於營運維護管理系統之方式與流程架構分析。
2.制定依營運維護系統需要之竣工模型建置精細程度及資料連結之原則
與內容。
3.輔助營運維護應用之竣工模型管理系統測試（至少包含圖文互尋及資料
登載等功能）。
4.以關連資料架構彙整竣工圖說等資料，以利交付後續營運維護單位應用。
八、各機關（構）建置 BIM 模型，於各階段應用之重點原則，參考如下（實際執行
不限以下階段及項目）：
(一)規劃階段：
空間設計、法規檢討與驗證
結構設計方案
機電設計方案
初步成本估算
視覺化模擬
方案比較與決策
(二)初步設計階段：
建築設計模型
結構設計模型
機電管線設計模型
視覺化分析模擬
以 3D 模型進行溝通協調與查驗
4D 進度規劃模型
碰撞檢測
設計初期成本估算
工程分析模擬
(三)細部設計階段：
建築設計模型
結構設計模型
機電管線設計模型
視覺化分析模擬
以 3D 模型進行溝通協調與查驗
4D 進度規劃模型
碰撞檢測
成本估算及工料清單
工程分析模擬
(四)施工階段：
建築施工模型
結構施工模型
機電施工模型
視覺化施工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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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3D 模型進行溝通協調與查驗
4D 施工進度模擬模型
碰撞檢測
成本估算
工程分析模擬
竣工履歷模型
設備性能確認及交付
(五)營運維護階段：
專案施工完成後，有營運維護之需求者，工程主辦機關宜會同營運單位於
事先釐清 BIM 模型在此階段的應用目標，以利其竣工模型管理系統建置。
BIM 模型中的營運維護階段資訊應載明於契約或執行計畫書內，並據以
要求營建生命週期中之協力廠商，將營運維護管理所需資訊建置於模型中，
以利執行後續營運維護工作的資訊運用。
九、本推動原則奉部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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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TWR-00-00)
(請參考附檔：TWR-00-00-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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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0-00 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
Owner’s Project Requirements for BIM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
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
，或是主契約中指
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業指引。
(二)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的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
期不同階段(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
行而應用 BIM 技術，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
(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
須遵守的特別規定。
二、擬定業主需求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應用 BIM 技術並不會也尚不能完全取代原有的工作，但應用 BIM 技術
可能帶來額外的附加價值。
(二)業主的原有專案目標與應用 BIM 技術的目標應分別陳述。
(三)業主透過此一文件(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說明，經由應用 BIM 技術
期望達成的預期目標與效益，以及選定的 BIM 應用(BIM Uses)，以利應
用 BIM 技術者能夠朝該目標努力。應用 BIM 技術時，應依據「鐵道工
程 BIM 特定條款」執行工作。
(四)業主需求的陳述必須明確，且應避免使用「其他有關之工作」
、
「業主另
行指定之工作」等內容；若採用，業主應另行給予費用與執行的期限。
三、業主需求重點項次
(一)專案資訊
1.專案基本資訊
(內容說明：說明專案的業主、契約相關的利害關係人(例如日後專案
成果的使用者或接收者)、專案的位置、專案的規模、專案的預算與期
程等。)
2.專案重要里程碑
(內容說明：說明專案已經規劃或核定的重要里程碑，並說明是否逾里
程碑有對應的處罰或罰款等資訊。)
3.專案契約發包概況
(內容說明：說明已簽約、發包中與日後預計發包等與本專案有關的各
式契約執行狀況，並說明與本專案的關聯性等資訊。)
(二)專案目標
1.上位與平行計畫之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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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說明：說明與本專案有關的上位與平行計畫(或專案)，並說明前
述計畫(或專案)間是否有契約權利義務、執行時間、配合順序等重要
關聯，同時說明上位與平行計畫(或專案)是否有應用 BIM 技術。)
2.業主期望之目標
(內容說明：說明業主透過專案期望完成的專案具體成果或產出。例如，
廠商應提供高水準的專業人力，以滿足業主執行專案在規劃工作與專
案管理之人力與專業不足；廠商應盡其所能在滿足業主具體目標下，
完成車站的規劃與初步設計，以利業主進一步委託統包商執行細部設
計與施工工作。)
3.業主在專案之時間、品質、成本或其他項次(例如行政)等預期目標
(內容說明：說明專案執行時業主預期在時間、品質、成本或其他項次
的目標，並應以量化或引用具體標準或規範的方式陳述。例如，專案
預計於 2020 年 2 月 2 日啟用、專案的預算為新台幣 20 億元、專案必
須透過獨立驗證及確認(IV&V)確保品質等。)
(三)專案應用 BIM 之目的與目標
1.應用 BIM 之目的
(內容說明：說明專案應用 BIM 技術是為達成階段性的目的或是設施
交付後的營運維護目的等明確目的。)
2.業主在時間、品質、成本、行政之預期效益
(內容說明：說明應用 BIM 技術期望達成專案時間之縮短(專案利害關
係人不熟悉 BIM 技術並不容易達成)、專案成本之降低(應事先有明確
的評估與計算方式)、專案品質之提高(如變更減少、重工降低、精確
度提高)、專案行政效率之提升(如工作減少、程序簡化)等。此外，業
主應明確指定適用的 BIM 特定條款，以利契約執行者能夠遵守。)
(四)BIM 應用與交付成果
1.應用之生命週期
(內容說明：說明專案生命週期的哪些階段，專案的參與者需要應用
BIM 技術。)
2.BIM 應用(BIM Uses)與交付成果
(內容說明：說明依據「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
，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以及對應的交付成果。若
有超出上述指引中 BIM 應用之範圍，建議應釐清額外增加的項次與
原有項次的競合關係，避免因為認知不同而額外要求或進行不必要的
重複性工作。)
(五)BIM 服務人力需求
1.BIM 服務人力
(內容說明：說明廠商執行 BIM 相關應用人力需求，包括人數、年資、
經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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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IM 專業委託
(內容說明：說明採用 BIM 應用之服務是否由廠商自行執行，或可委
託專業廠商執行。由於國內 BIM 尚未完全成熟，建議暫時不規定一
定必須由廠商自行執行。)
(六)軟硬體與空間需求
1.軟體
(內容說明：說明業主是否需要廠商提供業主端在不同階段可以使用的
BIM 有關軟體。由於 BIM 技術與軟、硬體仍在快速發展中，業主應
謹慎決定，並應清楚了解商用軟體的取得應付出相當的購置與可能的
維護費用。建議不應指定特定軟體，但若業主為整合已經購置的軟體
與成果，建議應該要考量相容性。)
2.硬體
(內容說明：說明業主是否需要廠商提供業主端在不同階段可以使用的
BIM 有關硬體。由於 BIM 技術與軟、硬體仍在快速發展中，業主應
謹慎決定，並應清楚了解硬體的取得可能會有日後使用過時或不敷使
用的情形。)
3.協同作業室
(內容說明：說明專案執行時，是否廠商應提供協同作業室，以利專案
可以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中執行 BIM 技術所強調的協同作業的優點。
業主指定協同作業室，應清楚說明應至少包含的空間大小、軟硬體設
備清單、設置地點、費用給付的方式等。)
(七)教育訓練
1.時間
(內容說明：說明廠商應提供 BIM 有關的各式教育訓練之時間。)
2.內容
(內容說明：說明廠商提供教育訓練之場次、場次時間長短、對象、目
的、提供的場地等。)
(八)業主之責任
1.業主代表之指派
(內容說明：說明代表業主執行有關「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中「BIM 業主代表」之單位或人，以及指派或
更換的方式。)
2.業主應協助 BIM 執行有關事項
(內容說明：說明業主將提供的檔案、文件、模型或有助於廠商應用 BIM
技術並提升效益的各式資訊，但廠商不應以業主提供資料的完整性或
正確性，據以請求額外的費用或工期，仍應本於專業廠商進行專業判
斷並執行契約要求的技術服務與 BIM 應用有關工作。雙方對於資訊
提供與取得的落差，應本於順利完成專案為目的，主動並善意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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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交付對象
(內容說明：說明專案完成後，各式成果(專案文件、專案設施、BIM 有
關模型與資訊等)交付的對象、交付方式、交付期限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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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TWR-00-01)
(請參考附檔：TWR-00-01-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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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0-01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Particular Conditions for BIM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
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
，或是主契約中指
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業指引。
(二)主契約，是指將參與專案之各團體引入技術服務、供應或施工工作的契
約。
(三)專案，是指參與成員依據主契約執行 BIM 相關工作之鐵道工程專案。
(四)BIM 特定條款，是指針對採用 BIM 而擬訂的契約特定條款，亦即本文
件。
(五)BIM 工作執行計畫(BIM Execution Plan, 簡稱 BEP)，是指根據本 BIM
特定條款第四條所擬訂的 BIM 工作執行計畫。
(六)BIM 為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簡稱 BIM)，是指
在數位虛擬空間建立、維護、管理及應用 3D 數位模型之過程與方法；
該 3D 數位模型具有幾何與非幾何資訊，用來表達工程實體之位置、尺
寸、造型、數量、物理屬性及相互間之空間關係。鐵道工程建模之標的
可以為達成鐵道工程專案目的之各式既有或新建之設施或實體。
(七)BIM 模型，是指一設施物理與功能特性之 3D 數位表達形式，其元件具
有正確之尺寸與空間關係等屬性與資訊。
(八)各階段定案 BIM 模型，是指：(1)BEP 指定各階段應建置的 BIM 模型；
以及(2)已經達到一定程度之完整性，且可被表達為各階段 2D 文件之
BIM 模型。此模型不含解析評估、研析或彩現處理之模型。當設計者所
準備之模型尚未達到定案模型前，僅稱為 BIM 模型而非定案 BIM 模型。
(九)釋出 BIM 模型，是指建模者依據 BEP 事先約定而在不同階段正式釋出
供用模者使用之 BIM 模型。
(十)BIM 業主代表，是指業主根據本 BIM 特定條款第三條所指派，稱為 BIM
業主代表的個人、公司或組織，也包括業主另行指派以取代現有 BIM 業
主代表的個人、公司或組織。
(十一)BIM 經理，是指各契約中負責代表參與方處理 BIM 工作之人員。
(十二)BIM 協調者，是指定義於 BEP 中，並由執行單位明確指派之人員，
負責協調專案參與 BIM 的工作。
(十三)施工文件，是指由設計者為本專案準備的非 BIM 模型資訊，包括所
有圖面、計算書、電腦程式、樣品、範式、模型及其它類似資訊。
(十四)貢獻，是指某一方針對本專案的 BIM 模型，提出並且與其它各關係
人共享及使用的資訊，含說明、設計及數據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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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設計者，是指在主契約中敘明負責本專案全部或部份項目設計的一方
或多方。
(十六)圖面，是指：(1)列於主契約中非由 BIM 模型產出的二維平面圖、草
圖及其它圖面；以及(2)列於主契約中由 BIM 模型產出後，再加上其
它個別補充圖說的二維投影圖。
(十七)業主，是指本專案的所有人(出資者)，包括政府機關或法人團體。
(十八)建模者，是指負責將特定專案 BIM 模型元件建置至特定階段所要求
的元件深化程度之專案成員。特定 BIM 元件之建模者可由 BEP 的模
型元件表中查詢得知。
(十九)用模者，是指被授權使用 BIM 模型來進行專案之模擬、分析、估價
或排程工作的任何個人或團體。
(二十)共享資訊，是指經過審核和批准的資訊，可分享給整個專案團隊。一
般應用 BIM 技術之專案可能在不同 BIM 軟體之間的資料交換資訊，
例如 BS1192:2007 提及的如 gbXML、CIS/2 和 IFC 文件或檔案。
(二十一)RFI，是指疑義澄清單/釋疑單(Request For Information, 簡稱 RFI)，
為關連界面單位於設計或施工階段，對於界面項目有疑義時，以疑
義澄清/釋疑單送交關連單位要求澄清回覆，以解決界面問題。
二、一般原則
(一)參與專案之各方都應將此 BIM 特定條款納入其服務、供應或施工的主
契約文件中，且其中至少要有一方負責執行 BIM 相關工作。後續有分
包或下游供應商時，BIM 特定條款應延用於分包商及下游供應商之主契
約文件內容中。
(二)本 BIM 特定條款並不改變原主契約中各專案成員間的契約關係，也不
移轉任何專案成員的風險。尤其是：
1.本 BIM 特定條款既不改變設計方的角色也不能排除設計方對專案設
計應負的責任。
2.本 BIM 特定條款不能用以減免業主(起造人)依建築法或相關法律或相
關契約須負的責任和義務。
3.除非在主契約中明載，否則參與執行 BIM 工作之承包商及其分包商
或供應商，並不擔負設計成果之成敗責任。
4.若 BIM 模型與 2D 圖面間出現不一致之情形，則應以契約約定的處理
方式處理，若無約定，則以 2D 圖面為準。
(三)若 BIM 特定條款與主契約出現不一致之情形，有關 BIM 之議題應以
BIM 特定條款為準。
(四)由 BIM 所產出之模型，應遵守以下規定：
1.除非明訂於 BEP 中，各階段定案設計模型一般不被用以提取材料及
物件之數量。
2.除非另訂於 BEP 中，否則模型之尺寸公差依主契約中尺寸公差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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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若定案 BIM 模型與任何一般模型間出現不一致之情形，則應以定案
BIM 模型為準。
4.當任何專案成員發現不同 BIM 模型間或 BIM 模型與主契約間有任何
資訊不一致的情形時，應立即通知該主契約之其他專案成員以及 BIM
經理。
三、BIM 業主代表與 BIM 經理
(一)業主應為專案指定一或多個 BIM 業主代表。BIM 業主代表亦可由參與
主契約之任何專案成員兼任。
(二)各專案參與方須於契約成立後依契約規定時間內指派代表該方之 BIM
經理。
(三)除非在 BEP 中另訂，BIM 經理之角色與責任應依主契約或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中之規定。
四、BIM 工作執行計畫(BEP)
(一)BIM 業主代表應儘早於專案開始時，及專案開始執行後有必要修訂時，
召集與執行 BIM 工作相關之專案成員共同參與，經由合議方式制定與
增修 BEP 之內容與用詞。
(二)BEP 與 BIM 模型之建置、演進與交付，可參考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之規範。
(三)BIM 業主代表應於任何可行及必要之時機，召集與執行 BIM 工作相關
之專案成員一起開會討論後，決定各階段定案 BIM 模型。
(四)BIM 業主代表應安排 BIM 會議時程並主持 BIM 會議。當各專案成員對
於修訂 BEP 或用詞發生歧見時，由 BIM 業主代表做最終決定。當業主
依據 BIM 特定條款第 3 條指派多位 BIM 業主代表時，此一最終決定應
為所有 BIM 業主代表共同之決定。
(五)倘若任何專案成員依據 BEP 須執行超出主契約範圍之工作時，此超出
範圍之工作，應視為主契約之額外工作或變更。
五、風險分攤
(一)每一位建模者之貢獻，都將與專案後續階段之建模者與用模者分享。
(二)當建模者建置 BIM 模型資訊時，將不擁有該模型資訊或使用軟體之所
有權。除非另以其他文件載明，否則後續建模者或用模者對於 BIM 模
型之使用權利，僅限於與該專案設計、施工與營運維護相關之使用、修
改及轉換工作範圍。本 BIM 特定條款不授予模型資訊在其他專案或其
他使用目的之權利。
(三)某些特定模型元件可能提供超過 BEP 所要求的資訊詳細程度，然而後
續用模者或建模者，僅能信賴 BEP 規定範圍之資訊完整度及準確性。
(四)任何後續用模者或建模者使用或信賴超過 BEP 規定範圍之資訊時，應
自行負擔風險，而非由原建模者負責。後續建模者及用模者未經原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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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授權而修改或使用其模型之內容而導致損失時，無權向原建模者求
償。
(五)專案團隊成員的貢獻應符合主契約之規定，未載明者，依相關法律之規
定。
(六)專案團隊成員應盡可能減少因使用或存取其模型或階段定案 BIM 模型
之債權與債務風險。一旦發現任何錯誤、遺漏、或不一致時，應立即通
知相關成員及 BIM 經理。惟此一努力不免除任何成員對於 BIM 工作之
原有責任。
(七)任何建置 BIM 模型的團隊成員，不擔負他方使用超出 BEP 所規定之模
型資訊而導致之損害責任。
六、智慧財產權
(一)依據主契約，每一團隊成員應向其他成員保證：(1)該成員擁有其 BIM
工作內容之完全著作權；或(2)該成員已經取得其 BIM 工作內容之著作
權人的完全授權以執行本特定條款之工作。每一成員皆在其特定條款中
同意，當其他成員因為使用其 BIM 工作貢獻而遭致第三者之侵權或疑
似侵權求償時，該成員將負賠償責任。除主契約或本 BIM 特定條款中
特別規定外，本 BIM 特定條款不得限制、移轉或影響任何成員對於 BIM
工作貢獻之智慧財產權。
(二)根據第 6.1 條，每一成員於其他成員在執行本特定專案工作時，授權如
下：
1.針對該成員所擁有之 BIM 工作內容，給予該 BIM 工作內容非專屬授
權，以進行限於專案貢獻目的之生產、散佈、展現或其他使用行為；
2.針對該成員取得其他成員之 BIM 工作內容授權者，有該 BIM 工作內
容之非專屬授權，以進行限於專案貢獻目的之生產、散佈、展現或其
他使用行為；
3.其他成員有權對該成員之 BIM 工作內容，於專案範圍內再授權於他
人；
4.針對該成員所擁有之 BIM 工作內容、其他 BIM 模型中含有該工作內
容、或其他整合 BIM 模型中含有該工作內容，給予非專屬授權，以進
行限於專案貢獻目的之生產、散佈、展現或其他之使用行為。
(三)本條文所稱之授權，亦包含 BIM 條款或主契約中所授予之歸檔權利。
(四)若某主契約成員的 BIM 工作內容之權利第三方，或獲得第三方之專屬
授權，則該成員授予本專案其他成員 BIM 工作貢獻使用權之範圍，僅
限於第 6.2 條之規定。
(五)除主契約中另有規定外，本 BIM 條款中之非專屬授權，依著作權法之
規定，在專案最終結束後，此非專屬授權應限於與專案有關之 BIM 工
作副本存檔。
(六)若主契約或本 BIM 條款中未規定，其他成員任何促進本條款之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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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不可被視為或推定為剝奪他方為各自 BIM 模型潛在工作貢獻之權利。
其他專案成員、個人或提供模型貢獻的成員，不得視為對專案具貢獻的
共同作者。
七、保密協定
(一)本特定條款所指任一方之機密資訊係指與任一方相關並經該方標示「機
密」
、
「限閱」或其他同義字之一切商業上、技術上或生產上尚未公開之
秘密，或雖未標示但依一般商業及法律觀念，應視為機密之物品、文件
及資料等，包括但不限於任一方未公開之發明、創作、專門技術、電腦
軟體或其他技術資料或研發成果。
(二)任一方保證對於他方之機密資訊嚴守保密之義務，非經他方事前書面同
意，絕不以任何方式使其他第三人知悉或持有任何他方之機密資訊，更
不得於契約雙方約定目的以外為自行利用或以任何方式使第三人利用
他方之機密資訊或取得任何權利。
(三)任一方違反本特定條款之約定或有因可歸責之事由，致使他方的機密資
訊被洩露者，除該違約方負擔一切法律上責任外，並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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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TWR-00-02)
(請參考附檔：TWR-00-02-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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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0-02 鐵道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含 BIM 應用)
立契約人：委託人：
（以下簡稱甲方）
受託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辦理【
】案（以下簡稱本案），甲乙雙方同意共同遵
守訂立本委託契約。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一)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二)投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三)決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四)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五)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模型及其產出或樣品等方式呈現
之原件或複製品。
三、契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不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列原則
處理：
(一)招標文件內之投標須知及契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
附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有特別聲明者，不在此限。
(二)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甲方審
定優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不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乙方於投標
文件內特別聲明，並經甲方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
準。
(三)文件經甲方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四)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
(五)決標紀錄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錄之內容。
(六)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其內容有不一致之處，屬甲方文件者，以對
乙方有利者為準；屬乙方文件者，以對甲方有利者為準。
(七)本契約之附件與本契約內之乙方文件，其內容與本契約條文有歧異
者，除對甲方較有利者外，其歧異部分無效。
(八)招標文件內之標價清單，其品項名稱、規格、數量，優於招標文件
內其他文件之內容。
(九)甲方提供之契約文件於 2D 圖說與 BIM 模型內含資訊不一致處理
原則：(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以契約中之 2D 圖說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2D 圖說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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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優於 2D 圖說。
四、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由甲乙雙方依公
平合理原則協議解決。如有爭議，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法)之規定處
理。
五、契約文字：
(一)契約文字以中文為準。但下列情形得以外文為準：
1.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
2.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件。
3.其他經甲方認定確有必要者。
(二)契約文字有中文譯文，其與外文文意不符者，除資格文件外，以中
文為準。其因譯文有誤致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責賠償。
(三)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類似
行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契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應以中文
(正體字)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子
資料傳輸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六、契約所使用之度量衡單位，除另有規定者外，以法定度量衡單位為之。
七、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甲
方及乙方必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變更之。
八、經雙方代表人或其授權人簽署契約正本 2 份，甲方及乙方各執 1 份，並
由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副本
份(請載明)，由甲方、乙方及
相關機關、單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第二條 履約標的(由甲方於招標時參照本條之附件載明)
一、甲方辦理事項(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二、乙方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
(一)
(原預定工作範圍)。
(二)為輔助本工程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而應用 BIM 技術執
行相關 BIM 應用之工作，項目詳招標文件「鐵道工程業主需求」。
三、其他：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如由乙方提供服務，甲方應另
行支付費用）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一、契約價金結算方式：
(一)履約標的如涉可行性研究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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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履約標的如涉規劃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三)履約標的如涉設計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四)履約標的如涉監造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五)履約標的如涉前條其他服務項目，甲方另行支付費用（由甲方擇一
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六)履約標的如涉 BIM 應用服務項目，甲方另行支付費用（由甲方擇一
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二、計價方式：
(一)總包價法：依公告固定或決標時議定服務費新臺幣__________元(由
甲方於決標後填寫，請招標機關及投標廠商參考本條附件 1 之附表
編列服務費用明細表，決標後依決標結果調整納入契約執行）。(總
包價中應包含 BIM 應用項目之獨立列項費用)
(二)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1.服務費用(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服務費用為建造費用之百分之____(依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
之固定或決標時議定服務費率；如跨不同級距之費率，甲方
應於招標文件載明各級距之固定或決標時議定服務費率)；其
各階段分配比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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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工程：規劃占 10%，設計占 45%，監造占 45%（如
有調整該百分比組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
：設計及協辦招標決標占
56%，監造占 44%（如有調整該百分比組成，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
。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附表 1 建築
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第
類（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所載百分比上限參考之
%（依甲方於招
標文件載明之固定折扣率或決標時議定之折扣率）計；其各
階段分配比率如下：規劃占 10%，設計占 45%，監造占 45%
（如有調整該百分比組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附表 2 公共
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
考表所載百分比上限參考之
%（依甲方於招標文件載
明之固定折扣率或決標時議定之折扣率）計；其各階段分配
比率如下：設計及招標決標占 56%，監造占 44%（如有調整
該百分比組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2.應用 BIM 之服務費用並未包含於前項費用，其價金為建造費用
之百分之____(依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或決標時議定服務
費率；如跨不同級距之費率，甲方應於招標文件載明各級距之固
定或決標時議定服務費率)。
3.建造費用，指經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底價金額或評審委員會建議
金額。但不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理費、
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甲
方所需工程管理費、承包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
（其他除外費用；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建造費用如包括甲方收入性質之抵減項目、金額（例如有價值之
土方金額）該項金額：（未勾選者以 a 為準）
□a.為除外費用。
□b.其他：_________。
4.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金額者，建造費用以工程預
算之百分之九十代之。但仍須扣除第 2 子目不包括之費用及稅捐
等。
5.工程無底價且決標價低於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之百分之八十，
或無評審委員會建議之金額時工程決標價低於工程預算之百分
之八十者，建造費用以工程預算之百分之八十代之。但仍須扣除
第 2 子目不包括之費用及稅捐等。如決算金額高於預算金額之百
分之八十者，建造費用以決算費用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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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本目計算服務費用者，其工程於履約期間有契約變更、終止或
解除契約之情形者，服務費用得視實際情形協議增減之。
(三)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1.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服務費用上限新臺幣
元(由甲方於
決標後填寫，請招標機關及投標廠商參考本條附件 2 之附表編列
服務費用明細表，決標後依決標結果調整納入契約執行)，包括直
接費用(直接薪資、管理費用及其他直接費用，其項目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公費及營業稅。BIM 應用工作之服務人力另明訂於
招標文件「鐵道工程業主需求」。
2.公費，為定額新臺幣
元(由甲方於決標後填寫)，不得按
直接薪資及管理費之金額依一定比率增加，且全部公費不得超過
直接薪資扣除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後與管理費用合計金額之百
分之二十五。
3.乙方應記錄各項費用並備具憑證，甲方視需要得自行或委託專業
第三人至乙方處所辦理查核。
4.實際履約費用達新臺幣
元(上限，由甲方於決標後填寫)
時，非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繼續履約。
(四)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服務費用上限新臺幣
元(由
甲方於決標後填寫，請招標機關及投標廠商參考本條附件 3 之附表
編列服務費用明細表，決標後依決標結果調整納入契約執行）
。BIM
應用工作之服務人力另明訂於招標文件「鐵道工程業主需求」。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一、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
約預定效用，經甲方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
補交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二、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價金百分之
(由甲方視需要於
招標時載明)減價，並處以減價金額百分之
或
倍(由甲方視需要
於招標時載明)之違約金。減價及違約金之總額，以該項目之契約價金為
限。
三、契約價金，除另有規定外，含乙方及其人員依甲方之本國法令應繳納之稅
捐、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
四、甲方之本國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稅捐，由乙方負擔。
五、乙方履約遇有下列政府行為之一，致履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契約價金得
予調整：
(一)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二)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更。
(三)政府公告、公定或管制費率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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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款情形，屬甲方之本國政府所為，致履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
費用，由甲方負擔；致履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契約價金
中扣除。屬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履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契約價金不予
調整。
七、履約期間遇有下列不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經甲方審查同意後，契約價金
應予調整：
(一)於設計核准後須變更者。
(二)超出技術服務契約或工程契約規定施工期限所需增加之監造及相
關費用。
(三)修改招標文件重行招標之服務費用。
(四)超過契約內容之設計報告製圖、送審、審圖、BIM 建模與審查等相
關費用。
八、依建造費用百分比法派駐之監造人力，以「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
點」及契約所要求者為原則；其超過者，雙方應依比例增加監造費用或另
行議定。
九、如增加監造服務期間，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者，應依下列計算式增加監
造服務費用（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甲：
（超出『工程契約工期』之日數–因乙方因素增加之日數）／工程
契約工期之日數＊(監造服務費)＊（增加期間監造人數／合約監造
人數）
工程契約工期：指該監造各項工程契約所載明之總工期。
□乙：依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算：
依實際增加之人月，給予甲乙雙方議定之薪資及行政費用；不滿整
月者，依所占比率計算。
十、前項不可歸責於乙方而增加監造服務期間，致使 BIM 應用因此增加之費
用，雙方應依比例增加或另行議定。
第五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配合第 3 條第 1 款契約價金結
算方式勾選，並由甲方於招標時參照本條附件載明給付條件）
乙方完成甲方指定之 BIM 應用服務並經甲方認可服務成果後依約定百
分比給付契約價金，分期給付約定如下：
第
期，乙方交付 BIM 應用之「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BEP)」，並經
甲方審核同意後，給付 BIM 服務費用
%。
第
期，乙方交付 BIM 應用服務項目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並
經甲方審核同意後，給付 BIM 服務費用
%。
□二、服務成本加公費法：（配合第 3 條第 1 款契約價金結算方式勾選，並由
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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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核定之工作實際進度，檢附憑證給付。
□其他：由承辦單位依雙方議定條件給付。
□三、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配合第 3 條第 1 款契約價金結算方式勾選，
並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依第 3 條附件 3 附表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明細表及實際人力出勤
情形，檢附憑證給付。
□其他：依雙方議定條件給付。
四、乙方履約有下列之情形者，甲方得暫停給付契約價金至情形消滅為止：
(一)履約實際進度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落後預定進度達___%(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以上者。
(二)履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
(三)未履行契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不履行者。
(四)乙方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不辦理者。
(五)其他違反法令或契約情形。
五、薪資指數調整(無者免填)：
(一)履約期間在 1 年以上者，自第 2 年起，履約進行期間，如遇薪資波
動時，得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臺灣地區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受雇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指數，就漲跌幅超過百分之
(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百分之二點五)之部分，調整契約價金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得調整之標的項目)。其調整金額之上限為 元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二)適用薪資指數基期更換者，其換基當月起完成之履約標的，自動適
用新基期指數核算履約標的調整款，原依舊基期指數結清之履約標
的款不予追溯核算。每月發布之薪資指數修正時，處理原則亦同。
(三)乙方於投標時提出投標標價不適用招標文件所定薪資指數調整條
款之聲明書者，履約期間不論薪資指數漲跌變動情形之大小，乙方
標價不適用招標文件所定薪資指數調整條款，指數上漲時不依薪資
指數調整金額；指數下跌時，甲方亦不依薪資指數扣減其薪資調整
金額；行政院如有訂頒薪資指數調整措施，亦不適用。
六、契約價金得依臺灣地區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受雇員工平均經常性薪
資指數調整者，應註明下列事項：
(一)得調整之成本項目及金額：_____（未載明者以薪資項目之金額為準；
無法明確區分薪資項目金額者，以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七十計算）
(二)以開標月之薪資指數為基期。
(三)調整公式：＿＿＿＿（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參照工程
會 97 年 7 月 1 日發布之「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
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例」及 98 年 4 月 7 日發布之「機關
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數門檻調整處理原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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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公開於工程會全球資訊網>政府採購>工程款物價指數調整）
。
(四)乙方應提出調整數據及佐證資料。
(五)非屬薪資性質之項目不予調整。
(六)逐月就已工作部分按當月指數計算薪資調整款。逾履約期限之部分，
應以計價當期指數與契約規定履約期限當月指數二者較低者為調
整依據。但逾期履約係非可歸責於乙方者，應以計價當期指數為調
整依據；如屬薪資指數下跌而需扣減契約價金者，乙方得選擇以契
約原訂履約期程所對應之薪資指數計算扣減之金額，但該期間之薪
資指數上漲者，不得據以轉變為需由甲方給付薪資調整款，且選擇
後不得變更，亦不得僅選擇適用部分履約期程。
(七)薪資調整款累計給付逾新臺幣 10 萬元者，由甲方刊登契約給付金
額變更公告。
七、契約價金總額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得依約定或合意
方式調整（例如減價之金額僅自部分項目扣減）；未約定或合意調整方
式者，如乙方所報各單項價格未有不合理之處，視同就乙方所報各單項
價格依同一減價比率（決標金額/投標金額）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
項價格合計數額與決標金額不同者，依決標金額與該合計數額之比率調
整之。
八、乙方計價領款之印章，除另有約定外，以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蓋之章為
之。
九、乙方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採購法規定
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僱用不足者，應依規定分別向所在地之直轄
市或縣（市）勞工主管機關設立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及原住民族
中央主管機關設立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之就業基金，定期繳納差額
補助費及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甲方應將國
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之廠商資料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以供勞工及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查核差額補助費及代金繳納情形，甲方不另辦理查核。
十、契約價金總額，除另有約定外，為完成契約所需全部材料、人工、機具、
設備及履約所必須之費用。
十一、乙方請領契約價金時應提出電子或紙本統一發票，無統一發票者應提
出收據。
十二、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其屬派遣勞工性質者，於最後一
次向甲方請款時，應檢送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繳納勞工保
險費、就業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甲方審查後，以憑
支付最後一期款。
乙方有繳納履約保證金且涉及上述派遣勞工性質者，於最後一次向甲方請款
時可具結已依規定為其派遣勞工（含名冊）繳納上開費用之切結書，供甲方
審查後，以憑支付最後一期款。其尚未發還之履約保證金，應於檢送履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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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提繳勞工退休金、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繳納勞工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全
民健康保險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甲方審查後，始得發還。
十三、乙方履約有逾期違約金、損害賠償、不實行為、未完全履約、不符契
約規定、溢領價金或減少履約事項等情形時，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
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有履約保證金者，並得自履約保證金扣
抵。
十四、服務範圍包括代辦訓練操作或維護人員者，其服務費用除乙方本身所
需者外，有關受訓人員之旅費及生活費用，由甲方自訂標準支給，不包
括在服務費用項目之內。
十五、分包契約依採購法第 67 條第 2 項報備於甲方，並經乙方就分包部分
設定權利質權予分包廠商者，該分包契約所載付款條件應符合前列各項
規定(採購法第 98 條之規定除外)或與甲方另行議定。
十六、甲方得延聘專家參與審查乙方提送之所有草圖、圖說、BIM 模型、報
告、建議及其他事項，其所需一切費用(出席費、審查費、差旅費、會場
費用等)由甲方負擔。
十七、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乙方依契約約定之付款條
件提出符合契約約定之證明文件後，甲方應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
序後，通知乙方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
付款；屬驗收付款者，於驗收合格後，甲方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 工
作天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
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十八、甲方辦理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乙方有文件不符、不足或有疑義而
需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ㄧ次通知澄清或補正，不得分次辦理。其審核
及付款期限，自資料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起算；甲方並應先就無爭議
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理付款。
十九、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有延遲付款之情形，乙方投訴對象：
(一)甲方之政風單位；
(二)甲方之上級機關；
(三)法務部廉政署；
(四)採購稽核小組；
(五)採購法主管機關；
(六)行政院主計總處。(延遲付款之原因與主計人員有關者)。
第六條 稅捐及規費
一、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應含稅，包括營業稅。由
自然人投標者，不含營業稅，但仍包括其必要之稅捐。
二、以外幣報價之勞務費用或權利金，加計營業稅後與其他廠商之標價比較。
但決標時將營業稅扣除，付款時由甲方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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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國廠商在甲方之本國境內發生之勞務費或權利金收入，於領取價款時
按當時之稅率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上述稅款在付款時由甲方代為扣繳。
但外國廠商在甲方之本國境內有分支機構、營業代理人或由國內廠商開
立統一發票代領者，上述稅款在付款時不代為扣繳，而由該等機構、代理
人或廠商繳納。
四、與本契約有關之證照，依法應以甲方名義申請，而由乙方代為提出申請者，
其所需規費由甲方負擔。除已載明於契約金額項目者外，不含於本契約價
金總額。
第七條 履約期限
一、履約期限係指乙方完成履約標的之所需時間（由甲方擇需要者於招標時
載明）
：
(一)規劃設計部分：
1.乙方應於□決標日□甲方簽約日□甲方通知日起

天/月內完

成規劃設計工作。
2.依前子目所定期限，履約分段進度如下（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
明）：
□履約各分段進度：
(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履約各分段進度表由雙方協議訂定之。
(二)乙方對監造服務工作之責任以甲方書面通知開始日起，至本契約全
部工程驗收合格止。
(三)BIM 應用服務部分：
1.乙方應於□決標日□甲方簽約日□甲方通知日起 ___日內(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以 30 日曆天計)，提出本案 BIM 應
用之「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BEP)」。
2.除交付 BEP 外，其他各期履約期限規定如下：
□乙方應於□甲方通知日起___日□甲方指定期限：___日內，
提出本案選用 BIM 應用服務項目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
□應用報告□成果報告。(每一應用服務項目應分別列出)
□工程施工期間，依工程進行到達固定里程碑後，提出本案選
用 BIM 應用服務項目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
□成果報告。(里程碑如開挖完成、結構體完成、裝修完成、
竣工、使照取得，訂約時由甲方先行確定，並逐一搭配合適
的交付項目)
(四)如涉及變更設計應以甲方通知到達日起算。
(五)本履約期限不含證照取得與甲方審核及修改時間。
二、本契約所稱日(天)數，除已明定為日曆天或工作天者外，係以□日曆天□
工作天計算(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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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日曆天計算者，所有日數，包括第 2 目所載之放假日，均應計入。
但投標文件截止收件日前未可得知之放假日，不予計入。
(二)以工作天計算者，下列放假日，均應不計入：
1.星期六（補行上班日除外）及星期日。但與第 2 子目至第 5 子目
放假日相互重疊者，不得重複計算。
2.依「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放假之紀念日、節日及其補假。
3.軍人節（9 月 3 日）之放假及補假（依國防部規定，但以國軍之
採購案為限）。
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調整放假日。
5.全國性選舉投票日及行政院所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公告放假
者。
(三)免計工作天之日，以不得施作為原則。乙方如欲施作，應先徵得甲
方書面同意，該日數□應；□免計入工期（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未勾選者，免計入工期）。
(四)其他：＿＿＿＿＿＿＿＿＿（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三、契約如需辦理變更，其履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或因不可歸責於乙
方之變更設計，變更部分或變更設計部分之履約期限由雙方視實際需要
議定增減之。BIM 應用若因變更設計而須另行執行或補充，其履約期限
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減之。
四、履約期限延期：
(一)履約期限內，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確非可歸責於乙方，而需展延履
約期限者，乙方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檢具事證，儘速以書面向
甲方申請展延履約期限。甲方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
約期限，不計算逾期違約金。其事由未達半日者，以半日計；逾半
日未達 1 日者，以 1 日計。
1.發生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履約。
4.因辦理契約變更或增加履約標的數量或項目。
5.甲方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甲方自辦或甲方之其他廠商因承包契約相關履約標的之延誤
而影響契約進度者。
7.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經甲方認定者。
(二)前目事故之發生，致契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止履約時，乙方應於停
止履約原因消滅後立即恢復履約。其停止履約及恢復履約，乙方應
儘速向甲方提出書面報告。
五、期日：
(一)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履約期間自指定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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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起算者，當日不計入。
(二)履約標的須於一定期間內送達甲方之場所者，履約期間之末日，以
甲方當日下班時間為期間末日之終止。當日為甲方之辦公日，但甲
方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截止時間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
時間代之。
六、甲乙雙方同意於接獲提供之資料送達後儘速檢視該資料，並於檢視該資
料發現疑義時，立即以書面通知他方。
七、除招標文件已載明者外，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而須修正、更改、補充，
雙方應以書面另行協議延長期限。
第八條 履約管理
一、乙方應依招標文件及服務建議書內容，於簽約後______日內（由甲方於招
標文件載明，未載明者，以 14 個日曆天計）
，提出「服務實施計畫書」送
甲方核可，該服務實施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括計畫組織、工作計畫流程、
工作預定進度表（含分期提出各種書面資料之時程）
、工作人力計畫（含
人員配當表）
、辦公處所等。甲方如有修正意見，經甲方通知乙方後，乙
方應於__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未載明者，以 7 個日曆天計）
內改正完妥，並送甲方審核。乙方應依工作預定進度表所列預定時程提送
各階段書面資料，甲方應於收到乙方提送之各階段書面資料後_________
日內（由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未載明者，以 20 個日曆天計）完成審查
工作；其需退回修正者，乙方應於甲方給予之期限內完成修正工作；乙方
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專業責任，不因甲方對乙方書面資料之審查認可而
減少或免除。有關 BIM 應用之要求，乙方應另依鐵道工程專案 BIM 特定
條款與 BEP 之規定執行。
二、與契約履約標的有關之其他標的，經甲方交由其他廠商辦理時，乙方有與
其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工作不能協
調配合，乙方應通知甲方，由甲方邀集各方協調解決。乙方如未通知甲方
或未能配合或甲方未能協調解決致生錯誤、延誤履約期限或意外事故，應
由可歸責之一方負責並賠償。
三、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接管營運維護單位提供與契約履約標的有關之意見，
得經甲方交由乙方辦理，乙方有協調配合之義務，俾使工程完工後之該等
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工作不能協調配合，乙方應通知甲方，由甲方邀集各
方協調解決。
四、乙方接受甲方或甲方委託之機構之人員指示辦理與履約有關之事項前，
應先確認該人員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理之事項未逾越或未違反契
約規定。乙方接受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契約規定之指示，不得
用以拘束甲方或減少、變更乙方應負之契約責任，甲方亦不對此等指示之
後果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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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甲方及乙方之一方未請求他方依契約履約者，不得視為或構成一方放棄
請求他方依契約履約之權利。
六、契約內容有須保密者，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將契約內容洩漏予與
履約無關之第三人。
七、乙方履約期間所知悉之甲方機密或任何不公開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
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不得洩漏。
八、轉包及分包：
(一)乙方不得將契約轉包。乙方亦不得以不具備履行契約分包事項能力、
未依法登記或設立，或依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
決標對象或作為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商。
(二)乙方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甲方得予審查。
(三)乙方對於分包廠商履約之部分，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契約報備於
甲方者，亦同。
(四)分包廠商不得將分包契約轉包。其有違反者，乙方應更換分包廠商。
(五)乙方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時，甲方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沒收保
證金，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六)前目轉包廠商與乙方對甲方負連帶履行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
同。
九、乙方及分包廠商履約，不得有下列情形：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供應不法
來源之履約標的、使用非法車輛或工具、提供不實證明、違反人口販運防
制法或其他不法或不當行為。
十、甲方於乙方履約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或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
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
十一、履約所需臨時場所，除另有規定外，由乙方自理。
十二、乙方履約人員對於所應履約之工作有不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要求更
換，乙方不得拒絕。
十三、勞工權益保障：
(一)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應訂立書面勞動契約，並
將該契約影本送甲方備查。
(二)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應依法給付工資，依法投
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
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三)乙方應於簽約後_____日內（由甲方衡酌個案情形自行填列）
，檢具
派至甲方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名冊（包括勞工姓名、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及住址）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明細)影本及切
結書（具結已依法為其受僱勞工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並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送甲方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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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方發現乙方未依法為其派至甲方提供勞務之受僱勞工，投保勞工
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者，應限期改正，
其未改正者，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十四、本案委託技術服務範圍若包括監造者，乙方應依「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
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其派遣人員留駐工地，持續性監督施工廠商按契
約及設計圖說施工及查證施工廠商履約之監造人力計畫表如下（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
：
派遣人員資格

人數

是否專任

留駐工地期間

權責分工情形

十五、乙方於設計完成經甲方審查確認後，應將工程決標後契約圖說之電子
檔案（如 CAD 檔、BIM 模型）交予甲方。
十六、乙方承辦技術服務，其實際提供服務人員應於完成之圖樣及書表上簽
署。其依法令須由執（開）業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辦理者，應交由各該
人員辦理，並依法辦理簽證。各項設施或設備，依法令規定須由專業技術
人員安裝、施工或檢驗者，乙方應依規定辦理。
依本契約完成之圖樣或書表，如屬技師執行業務所製作者，應依技師法第
16 條規定，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有關應由技師本人簽
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之圖樣、書表及技師簽署方式，依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 98 年 12 月 2 日工程技字第 09800526520 號令，該令公開於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資訊網站 http://www.pcc.gov.tw/法令規章/技師法/技師
法相關解釋函）
□本契約屬□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甲方依「公共工程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另行擇定應實施簽證範圍：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及項目：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其簽
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契約實施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乙方須於簽約後＿＿日內(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提報其實施簽證之執行計畫，經甲方同意後執行之。
（本執行計畫應具之工作項目，甲方應依工程種類、規模及實際需
要定之）
1.上述執行計畫如屬設計簽證者，應包括施工規範與施工說明、數
量計算、預算書、設計圖與計算書，並得包括□補充測量、□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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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地質調查與鑽探、□施工安全評估、□工地環境保護監測與防
治及□其他必要項目＿＿＿。（由甲方視工程之特性及實際需要
勾選及載明其他必要項目）
2.上述執行計畫如屬監造簽證者，應包括品質計畫與施工計畫審查、
施工圖說審查、材料與設備抽驗、施工查驗與查核、設備功能運
轉測試之抽驗及□其他必要項目＿＿＿。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二)技師執行簽證時，應親自為之，並僅得就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成
之工作為簽證。其涉及現場作業者，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後，
始得為之。
(三)技師執行簽證，應依技師法第 16 條規定於所製作之圖樣、書表及簽
證報告上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四)本契約執行技師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規定，就其辦
理經過，連同相關資料、文件彙訂為工作底稿，並向甲方提出簽證
報告。
十七、其他：
(一)乙方所提出之圖樣及書表內如涉及施工期間之交通維持、安全衛生
設施經費及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者，應以量化方式編列。
(二)乙方履約期間，應於每月五日前向甲方提送工作月報，其內容包括
工作事項、工作進度（含當月完成成果說明）
、工作人數及時數、異
常狀況及因應對策等。
(三)乙方所擬定之招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不當限制競爭之情形。其有
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
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時，應於提送履約成果文件上敘明理由。
(四)如係辦理公有新建建築物，其工程預算達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上者，
建築工程於申報一樓樓版勘驗時，應同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綠建
築證書；工程契約約定由施工廠商負責取得綠建築標章者(如約定為
乙方辦理者，招標時由甲方於第 2 條附件 1 第 2 款第 4 目第 7 子目
勾選)，於工程驗收合格並取得合格級以上綠建築標章後，始得發給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但工程驗收合格而未能取得綠建築標章，其
經甲方確認非可歸責於施工廠商者，仍得發給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另乙方於辦理變更設計，應併同檢討與申請變更候選綠建築證書。
(五)如係辦理公有新建建築物，建築物使用類組符合內政部「公有建築
物申請智慧建築標章適用範圍表」規定，且工程預算達新臺幣 2 億
元以上者，除應符合前目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之取得要求
外，建築工程於申報一樓樓版勘驗時，應同時檢附合格級以上候選
智慧建築證書；工程契約約定由施工廠商負責取得智慧建築標章者
(如約定為乙方辦理者，招標時由甲方於第 2 條附件 1 第 2 款第 4 目
第 9 子目勾選)，於工程驗收合格並取得合格級以上智慧建築標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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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得發給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但工程驗收合格而未能取得智慧建
築標章，其經甲方確認非可歸責於施工廠商者，仍得發給工程結算
驗收證明書；另乙方於辦理變更設計，應併同檢討與申請變更候選
智慧建築證書。如屬國家機密之建築物，得免適用本目之約定。
(六)如係辦理公有新建建築物，其工程預算未達新臺幣 5 千萬元者，應
通過日常節能與水資源 2 項指標，由乙方承辦建築師以自主檢查方
式辦理，甲方必要時得委請各地建築師公會、內政部指定之綠建築
標章評定專業機構或其他方式，於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前完成
確認。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依本目約定辦理：
1.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98 條第 3 款規定免檢討建築物
節約能源者。
2.建築物僅具有頂蓋、樑柱，而無外牆或外牆開口面積合計大於總
立面面積三分之二者。
3.建築法第 7 條規定之雜項工作物。
4.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在 500 平方公尺以下者。
5.屬國家機密之建築物。
6.其他經內政部認定無須辦理評估者。
(七)工程應優先力求土石方之自我平衡，其次為甲方其他工程自行平衡
土方交換或跨機關鄰近工程土方交換，最後才交由土資場處理，並
依規劃之土方處理方式編列相關經費支出。工程有土石方出土達 3
千立方公尺以上或需土達 5 千立方公尺以上且符合計畫總工程預算
達 1 億元以上或單一工程標案預算達 2 千萬元以上情形之一者，乙
方應就圖樣及書表內有關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理建議提出
完整詳細之說明，送甲方審查（該說明書內容之提送及應用如附件）
。
(八)乙方履約內容涉及架設網站開放外界使用者，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 52 條之 2 規定辦理。
(九)乙方依契約約定審核(查)甲方之其他契約廠商所提出之各該契約約
定得付款之證明文件時，乙方應於 7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查)，並將
結果交付甲方，以利甲方續於 8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及辦理後續作業。
(十)乙方應依勞動部「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 4
點，審酌工程之潛在危險，配合災害防止對策，並依據工程需求，
參照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考附表」
，覈實編
列安全衛生經費；第 12 點所定監督查核事項，乙方應納入提報之監
造計畫；依第 13 點所定，於規劃、設計時，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提
供安全衛生注意事項、圖說、規範、經費明細表及_____(由甲方依
個案實際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等資料，以納入工程之招標文件及契
約。
(十一)乙方履約標的如涉監造者，屬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應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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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監造計畫。監造計畫之內容除甲方另有規定外，應包括：
1.查核金額以上工程：監造範圍、監造組織、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
序、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施工
抽查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
2.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監造範圍、品質計畫
審查作業程序、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
標準、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
3.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工程：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
序、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施工
抽查程序及標準等。
工程具機電設備者，並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等抽驗程序及標準。
(十二)乙方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加強公共工程空氣污
染及噪音防制管理要點」第 4 點，建立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
施工規範、圖說、配置圖及經費明細表，以納入工程之招標文件
及契約；第 10 點所定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監督查核事項，乙方
應納入提報之監造計畫。
(十三)工程採購之預算金額為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者，依據工程價格資
料庫作業辦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乙方編製工程預算書及招標文
件之詳細價目表、單價分析表及資源統計表，應依工程會訂定之
「公共工程細目編碼編訂說明」及其各章細目碼編訂規則表辦理，
且其細目編碼正確率應達__%以上(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
者，為 40%)，並檢附正確率檢核成果表。若經甲方檢核正確率未
達前開比率，乙方應於甲方給予之期限內完成修正工作，逾期者，
依第 13 條第 1 款計算逾期違約金。如因本案工項非屬前開規則
表項目之比率較高，致正確率無法達到前開比率且經乙方提出具
體事證或說明，並經甲方核准者，不在此限。
(十四)為推動循環經濟政策，如有可使用以下再生材料之工作項目(由甲
方於招標時擇定)，乙方應將再生材料妥適納入設計成果中：
□垃圾焚化廠焚化再生粒料：可運用於「基地及路堤填築」
、
「級
配粒料基層」
、
「級配粒料底層」
、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及
「低密度再生透水混凝土」等工作項目，相關規範依照環保署
訂定之「垃圾焚化廠焚化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
□一貫作業煉鋼爐轉爐石：可運用於「瀝青混凝土鋪面」等工作
項目，相關規範依照經濟部認可之「一貫作業煉鋼爐轉爐石瀝
青 混 凝 土 使 用 手 冊 」（ 公 開 於 工 程 會 資 訊 網 站
https://www.pcc.gov.tw/工程技術/工程技術專案/公共工程運用
再生粒料專區）。
□電弧爐煉鋼氧化碴:可運用於「瀝青混凝土鋪面」等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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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依照經濟部訂定之「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
法」
(十五)為落實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再利用，乙方於辦理工程規劃設計
時，應儘量以「刨用平衡」為原則（本工程或跨工程使用）
，以減
少賸餘瀝青混凝土挖（刨）除料，如仍有賸餘瀝青混凝土挖（刨）
除料時，應依工程個案特性，確實訪價釐清市場行情後編列折價；
若已不具市場行情者，則應妥善規劃挖（刨）除料去處，並編列
合理處理費用。
(十六)建築物或公共空間如使用地磚者，為避免使用人滑倒，乙方應優
先設計防滑或耐磨地磚。
(十七)其他：＿＿＿。(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第九條 履約標的品管
一、乙方在履約中，應對履約規劃設計監造品質依照契約有關規範，嚴予控
制，並辦理自主查核。本案委託技術服務，如包括設計者，乙方所為之
設計應符合節省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環境、節約資源、經濟
耐用等目的，並考量景觀、自然生態、生活美學及性別、身心障礙、高
齡、兒童等使用者友善環境。
二、甲方於乙方履約期間如發現乙方履約品質或進度不符合契約規定，得
通知乙方限期改善或改正。乙方逾期未辦妥時，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
全部停止履約，至乙方辦妥並經甲方書面同意後方可恢復履約。乙方不
得為此要求展延履約期限或補償。
三、乙方不得因甲方辦理審查、查驗、測試、認可、檢驗、功能驗證或核准
行為，而免除或減少其依契約所應履行或承擔之義務或責任。
四、甲方應依採購法第 70 條規定設立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果，對
委辦監造廠商或委辦專案管理廠商，辦理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事宜：
(一)懲罰性違約金金額，應依查核小組查核之品質缺失扣點數計算之。
巨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案，每點扣款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貳仟元）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
案，每點扣款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壹仟元）
；壹仟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採購案，每點扣款新
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伍佰元）
；未達
壹仟萬元之工程採購案，每點扣款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貳佰伍拾元）。
(二)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支付，甲方應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
足者，得通知乙方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
(三)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五、前條第 14 款之監造人力計畫表所列乙方派遣人員未依契約約定到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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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契約金額扣除當日應到工人員薪資外，每人每日懲罰性違約金新
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
其他：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上開懲罰性違約金之總額，以
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六、乙方之建築師、技師或其他依法令、契約應到場執行業務人員，其應到
場情形及未到場之處置如下。同次應到場執行業務包含下列 2 種以上
情形而未到場者，其懲罰性違約金□分別計算□僅計其中金額較高者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分別計算）
，其總額以契約價金總
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一)□規劃設計執行計畫內涉及現況調查、鑑界、現地會勘、各階段說
明會議及審查會議時，經甲方通知應到場說明者。未到場之處置：
□每人次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
(二)□工程查驗、初驗、驗收及複驗時，經甲方通知應到場說明、協驗
者。未到場之處置：
□每人次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
□其他：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三)配合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於預先通知查核時到場說明。未到場之處置：
□每人次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
□其他：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四)□除前述情形外，視甲方需要配合甲方通知應到場參與工程監造相
關事宜，惟每□月□星期□其他：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以月計）以不逾＿＿
次為原則（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無次數限制）。未到場之處置：
□每人次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以新臺幣伍仟元計）。
□其他：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七、監造計畫內涉及結構安全及隱蔽部分之各項重要施工作業監造檢驗停
留點（含安全衛生事項）
，乙方之建築師、技師或其他依法令、契約應
到場執行業務人員，須到場查證施工廠商履約品質並於相關文件上簽
認、督導（複核）
。未確實辦理施工廠商履約品質查證及簽認、督導（複
核）者，依情節輕重情況，除依本契約相關約定處理外，依法令追究相
關人員責任、撤換人員；其屬情節重大者，依法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懲
處。
八、本案委託技術服務範圍若包括監造者，乙方監督查核人員未能有效執
行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監督查核者，經甲方通知後，應即更換之，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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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查核不實致甲方受損害者，每次處以乙方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
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上開懲罰性違約金之總額，以監造
服務之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第十條 保險
一、乙方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由甲方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
填)，其屬自然人者，應自行另投保人身意外險。
(一)建築師事務所、技師事務所及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應投保專業責任險。
包括因業務疏漏、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致甲方或其他
第三人受有之損失。
(二)□雇主意外責任險。
(三)□其他：
。
二、乙方依前款辦理之保險，其內容如下(由甲方視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
於招標時載明)：
(一)承保範圍：（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包括得為保險人之不保事項）。
(二)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三)被保險人：以乙方為被保險人。
(四)保險金額：契約價金總額。
(五)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六)保險期間：自
起至□契約所定履約期限之日止；□
_________之日止(由甲方載明)，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保險期間比
照順延。
(七)未經甲方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八)其他：
三、保險單記載契約規定以外之不保事項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乙方
負擔。
四、乙方向保險人索賠所費時間，不得據以請求延長履約期限。
五、乙方未依契約規定辦理保險、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
理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乙方負擔。
六、保險單正本一份及繳費收據副本一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甲方收執。
七、乙方應依甲方之本國法規為其員工及車輛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及汽機車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免投保勞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
險代之。
八、本契約延長服務時間時，乙方應隨之延長專業責任保險之保險期間。因
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須延長履約期限者，因而增加之保費，由契約
雙方另行協議其合理之分擔方式。
九、依法非屬保險人可承保之保險範圍，或非因保費因素卻於國內無保險
人願承保，且有保險公會書面佐證者，依第 1 條第 7 款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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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機關及廠商均應避免發生採購法主管機關訂頒之「常見保險錯誤及缺
失態樣」所載情形。
第十一條 保證金（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不收取保證金。
□甲方收取保證金，保證金相關規定：(由甲方依「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規定辦理，並於招標時載明)
第十二條 驗收
一、驗收時機：
乙方完成履約事項後辦理驗收。
二、驗收方式：
得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議方式進行，審查會議紀錄等同驗收紀錄。
三、履約標的部分完成履約後，如有部分先行使用之必要，應先就該部分辦
理驗收或分段審查、查驗供驗收之用。
四、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審查有瑕疵者，甲方得要求乙方於一定期限內改
善。逾期未改正者，依第 13 條規定計算逾期違約金。
五、乙方履約所完成之標的需另行招標施工，甲方未能於乙方履約完成六
個月內完成招標工作且非可歸責於乙方者，乙方得要求甲方終止契約，
並辦理結算。
六、乙方履約結果經甲方查驗或驗收有瑕疵者，甲方得要求乙方於＿＿日
內（甲方未填列者，由主驗人定之）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
下簡稱改正）。逾期未改正者，依第 13 條遲延履約規定計算逾期違約
金。但逾期未改正仍在契約原訂履約期限內者，不在此限。
七、乙方不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者，甲方得採行
下列措施之一：
(一)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二)解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但瑕疵非重要者，甲方不得解除契約。
八、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履約有瑕疵者，甲方除依前二款規定辦理外，
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三條 遲延履約
一、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工，應按逾期
日數計算逾期違約金，所有日數（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入，不因履約
期限以工作天或日曆天計算而有差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
或解除契約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該違約金
計算方式：（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每日以新臺幣
元計算逾期違約金。（定額，甲方於招標時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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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依逾期工作部分之規劃設計或監造契約價金千分之一計算逾期違約
金。（契約文件須分別載明規劃設計及監造之契約價金）
□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千分之一(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比率)計
算逾期違約金。但未完成履約/初驗或驗收有瑕疵之部分不影響其他
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得按未完成履約/初驗或驗收有瑕疵部分之契
約價金，每日依其千分之一(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比率；其數
額以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計算之數額為上限。)計算逾期違約金。
二、逾期違約金之支付，甲方得自應付價金中扣抵；其有不足者，通知乙方
繳納或自保證金扣除。
三、逾期違約金之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之百分之
二十為上限。
四、甲方及乙方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
事由，致未能依時履約者，得展延履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
責任：
(一)戰爭、封鎖、革命、叛亂、內亂、暴動或動員。
(二)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流、
土崩、地層滑動、雷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三)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路、港口冰封。
(四)罷工、勞資糾紛或民眾非理性之聚眾抗爭。
(五)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
(六)履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七)履約人員遭殺害、傷害、擄人勒贖或不法拘禁。
(八)水、能源或原料中斷或管制供應。
(九)核子反應、核子輻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非因乙方不法行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令下達停工、徵用、沒入、
拆毀或禁運命令者。
(十一)政府法令之新增或變更。
(十二)甲方之本國或外國政府之行為。
(十三)其他經甲方認定確屬不可抗力者。
五、前款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事由發生或結束後，其屬可繼續履約之情形
者，應繼續履約，並採行必要措施以降低其所造成之不利影響或損害。
六、乙方履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
但經乙方證明縱不遲延給付，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不在此限。
七、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金者，屬分段完
成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度但逾最後履約期限者，扣除已分段完成使用或移交部
分之金額，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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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者，計算逾分段進度之違約金。
(三)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者，分別計算違約金。但逾最後履約
期限之違約金，應扣除已分段完成使用或移交部分之金額計算之。
(四)分段完成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逾分段進度，得個別
計算違約金，不受前目但書限制。
八、契約訂有分段進度及最後履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金者，屬全部完
成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金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度但逾最後履約期限者，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
(二)逾分段進度但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約金
者，於未逾最後履約期限後發還。
(三)逾分段進度且逾最後履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度已收取之違約金者，
於計算逾最後履約期限之違約金時應予扣抵。
(四)分段完成期限與其他採購契約之進行有關者，逾分段進度，得計算
違約金，不受第 2 目及第 3 目之限制。
九、乙方未遵守法令致生履約事故者，由乙方負責。因而遲延履約者，不得
據以免責。
十、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進度，情節重大者之認定，除招標文
件另有規定外適用採購法施行細則 111 條規定。
第十四條 權利及責任
一、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甲方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二、乙方履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應由乙方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
法律責任及費用，包括甲方所發生之費用。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乙方履約結果涉及履約標的所產出之智慧財產權（包含專利權、商標權、
著作權、營業秘密等）者：(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互補項目得複選。如
僅涉及著作權者，請就第 1 目至第 6 目及第 10 目勾選。註釋及舉例文
字，免載於招標文件)
註：1.在流通利用方面，考量履約標的之特性，如其內容包含甲方與乙
方雙方之創作智慧，且不涉及甲方安全、專屬使用或其他特殊目的之需
要，甲方得允許此著作權於甲方外流通利用，以增進社會利益。甲方亦
宜考量避免因取得不必要之權利而增加採購成本。
2.履約標的如非完全客製化而產生之著作，建議約定由乙方享有著作人
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甲方則享有不限時間、地域、次數、非專屬、無
償利用、並得再轉授權第三人之權利，乙方承諾對甲方及其再授權利
用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一)□以乙方為著作人，並取得著作財產權，甲方則享有不限時間、
地域、次數、非專屬、無償利用、並得再轉授權第三人利用之權
利，乙方承諾對甲方及其再授權利用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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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1】□重製權【2】□公開口述權【3】□公開播送權 【4】□公
開上映權【5】□公開演出權 【6】□公開傳輸權【7】□公開展示
權【8】□改作權【9】□編輯權【10】□出租權
例：採購一般共通性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著作，如約定由乙方取得
著作財產權，甲方得就業務需要，為其內部使用之目的，勾選【1】
重製權及【9】編輯權。如甲方擬自行修改著作物，可勾選【8】改
作權。如採購教學著作物，可勾選【2】公開口述權及【3】公開播
送權。
(二)□以乙方為著作人，其下列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同時讓與甲方，
乙方並承諾對甲方及其同意利用之人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項
目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1】□重製權 【2】□公開口述權【3】□公開播送權 【4】□公
開上映權【5】□公開演出權 【6】□公開傳輸權【7】□公開展示
權【8】□改作權【9】□編輯權【10】□出租權
例：採購一般共通性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著作，甲方得就業務需要，
為其內部使用之目的，勾選【1】重製權及【9】編輯權。如甲方擬
自行修改著作物，可勾選【8】改作權。如採購教學著作物，可勾
選【2】公開口述權及【3】公開播送權。
(三)□以乙方為著作人，甲方取得著作財產權，乙方並承諾對甲方及
其同意利用之人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
例：甲方專用或甲方特殊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著作，甲方取得著作
財產權之全部。
(四)□甲方與乙方共同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例：採購乙方已完成之著作，並依甲方需求進行改作，且甲方與
乙方均投入人力、物力，該衍生之共同完成之著作，其著作人格
權由甲方與乙方共有，其著作財產權享有之比例、授權範圍、後
續衍生著作獲利之分攤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五)□甲方有權永久無償利用該著作財產權。
例：履約標的包括已在一般消費市場銷售之套裝資訊軟體，甲方
依乙方或第三人之授權契約條款取得永久無償使用權。
(六)□以甲方為著作人，並由甲方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全部，乙方於完
成該著作時，經甲方同意：（項目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1】□取得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利，於每次使用時均不需徵得
甲方之同意。
【2】□取得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利，於每次使用均需徵得甲方
同意。
(七)□甲方取得部分權利（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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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甲方取得全部權利。
(九)□甲方取得授權（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十)□其他。（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例：甲方得就其取得之著作財產權，允許乙方支付對價，授權乙
方使用。
(十一)乙方依本契約提供甲方服務時，如使用開源軟體，應依該開源
軟體之授權範圍，授權甲方利用，並以執行檔及原始碼共同提供
之方式交付予甲方使用，乙方並應交付開源軟體清單（包括但不
限於：開源專案名稱、出處資訊、原始著作權利聲明、免責聲明、
開源授權條款標示與全文）。
四、除「鐵道工程特定條款」另有約定外，有關 BIM 應用之智慧財產權約
定如下：（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取得全部權利（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甲方提供之資訊而
建者，由甲方取得全部權利）。
□甲方取得部分權利（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甲方提供之資訊而
建者，由甲方取得該部分之全部權利，其他部分由甲方取得應用於
本案之授權）。
□甲方取得授權（對於甲方並非僅因本案而建或非由甲方提供之資訊
而建立之 BIM 元件，約定甲方取得限定使用於本案相關之設計、施
工、維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的權利，且約定乙方本身亦得
繼續擁有及使用該授權與次授權）。
五、有關著作權法第 24 條與第 28 條之權利，他方得行使該權利，惟涉有政
府機密者，不在此限。
六、除另有規定外，乙方如在履約使用專利品、專利性履約方法，或涉及著
作權時，有關專利及著作權，概由乙方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處理，其費用
亦由乙方負擔。
七、甲方及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
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
賠償。
八、甲方對於乙方、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
不負賠償責任。
九、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或管理之契約，乙方因規劃設計錯誤、監造不實
或管理不善，致甲方遭受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任其認定有爭議者，依
照爭議處理條款辦理。
(一)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規定，以填補債權人所受
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但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契約
雙方所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得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二)除懲罰性違約金、逾期違約金及第 9 款之違約金外，損害賠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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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為：（甲方欲訂上限者，請於招標時載明）
□契約價金總額。
□契約價金總額之＿＿倍。
□契約價金總額之＿＿％。
□固定金額＿＿＿元。
(三)前目訂有損害賠償金額上限者，於法令另有規定(例如民法第 227 條
第 2 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或乙方隱瞞工作之瑕疵、故意或重大
過失行為、乙方對智慧財產權或對第三人發生侵權行為，對甲方所
造成之損害賠償，不受賠償金額上限之限制。
十、甲方依乙方履約結果辦理採購，因乙方計算數量錯誤或項目漏列，致該
採購結算增加金額與減少金額絕對值合計，逾採購契約價金總額百分
之五者，應就超過百分之五部分占該採購契約價金總額之比率，乘以契
約價金規劃設計部分總額計算違約金。但本款累計違約金以契約價金
總額之百分之十為上限。本款之「採購契約價金總額」，係指依乙方履
約結果辦理工程採購決標時之契約價金總額。
十一、甲方不得於本契約納列提供甲方使用之公務車輛、提供甲方人員使用
之影印機、電腦設備、行動電話(含門號)、傳真機及其他應由甲方人員
自備之辦公設施及其耗材。
十二、甲方不得指揮乙方人員從事與本契約無關之工作。
第十五條 契約變更及轉讓
一、甲方於必要時得於契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乙方變更契約，乙方於接獲
通知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應於 10 日內向甲方提出契約標的、價金、
履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契約內容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契約價金之變
更，由雙方協議訂定之。
二、乙方於甲方接受其所提出須變更之相關文件前，不得自行變更契約。除
甲方另有請求者外，乙方不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履約期限。
三、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通知乙方先行辦理，其後未依
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四、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辦理契約變更，需廢棄或不使用部分已完成之
工作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甲方得辦理部分驗收或結算後，支付該部
分價金。
五、履約期間有下列事項者，甲方應變更契約，並依相關條文合理給付額外
酬金或檢討變更之：
(一)甲方於履約各工作階段完成審定後，要求乙方辦理變更者。
(二)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應甲方要求對同一服務事項依不同條件
辦理多次規劃或設計者，其重複規劃或設計之部分，甲方應核實另
給服務費用。但以經甲方審查同意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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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方對於已經核可乙方提送之 BIM 模型，另行依不同條件要求再
次建模或分析者。
(四)甲方因故必須變更部分委託服務內容時，得就服務事項或數量之增
減情形，調整服務費用及工作期限。
(五)契約執行中涉及應執行其他之工作內容而未曾議定者。
(六)甲方要求增派監造人力，而有第 4 條第 8 款之情事者。
(七)有第 4 條第 9 款變更監造期程需要者。
六、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
者，無效。
七、乙方不得將契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分割或其他類似情
形致有轉讓必要，經甲方書面同意轉讓者，不在此限。
乙方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分割，受讓契約之公司(以受讓營業者為限)，
其資格條件應符合原招標文件規定，且應提出下列文件之一：
(一)原訂約廠商分割後存續者，其同意負連帶履行本契約責任之文件；
(二)原訂約廠商分割後消滅者，受讓契約公司以外之其他受讓原訂約廠
商營業之既存及新設公司同意負連帶履行本契約責任之文件。
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理時，乙方得主動向甲方提出變更契約
之請求。
第十六條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
一、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
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一)違反採購法第 39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規定之專案管理廠商。
(二)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之情形者。
(三)有採購法第 59 條規定得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情形者。
(四)違反不得轉包之規定者。
(五)乙方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2 條規定之罪，經判決有罪確
定者。
(六)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七)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八)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九)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理者。
(十)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履約。
(十一)乙方未依契約約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內
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十二)違反本契約第 8 條第 13 款第 1 目至第 3 目情形之一，經甲方通
知改正而未改正，情節重大者。
(十三)違反環境保護或職業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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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約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十五)契約約定之其他情形。
二、甲方未依前款規定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者，乙方仍應依契約規定
繼續履約。
三、契約經依第 1 款約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甲方
得依法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之費用
及損失，由乙方負擔。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得扣減或追償契
約價金，不發還保證金。甲方有損失者亦同。
四、契約因政策變更，乙方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甲方得
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乙方因此所
受之損失。但不包含所失利益。
五、依前款規定終止契約者，乙方於接獲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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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得擇下列方式之一洽乙方為之：
(一)乙方繼續予以完成，依契約價金給付。
(二)停止履約，但乙方已完成部分之服務費用由雙方議定之。
六、非因政策變更而有終止或解除契約必要者，準用前 2 款約定。
七、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者，甲方得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至
情況改正後方准恢復履約。乙方不得就暫停執行請求延長履約期限或
增加契約價金。
八、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甲方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行，應補
償乙方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並應視情形酌予延長履約期限。
九、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而造成停工時，乙方得要求甲方部分或全部
暫停執行監造工作。
十、依前 2 款約規定暫停執行期間累計逾 6 個月(甲方得於招標時載明其
他期間)者，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
十一、乙方不得對本契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賂、佣金、
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不正利益。複委
託分包廠商亦同。違反上述約定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契約，或將 2
倍利益自契約價款中扣除。
十二、本契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契約解除
時，溯及契約生效日消滅。雙方並互負相關之保密義務。
第十七條 爭議處理
一、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
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
以下列方式處理之：
(一)提起民事訴訟，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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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技術
服務採購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甲方
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乙方提付仲裁，甲方不得拒絕。
(三)經契約雙方同意並訂立仲裁協議後，依本契約約定及仲裁法規定提
付仲裁。
(四)依採購法第 102 條規定提出異議、申訴。
(五)依其他法律申(聲)請調解。
(六)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二、依前款第 2 目後段及第 3 目提付仲裁者，約定如下：
(一)由甲方於招標文件及契約預先載明仲裁機構。其未載明者，由契約
雙方協議擇定仲裁機構。如未能獲致協議，屬前款第 2 目後段情形
者，由乙方指定仲裁機構；屬前款第 3 目情形者，由甲方指定仲裁
機構。上開仲裁機構，除契約雙方另有協議外，應為合法設立之國
內仲裁機構。
(二)仲裁人之選定：
1.當事人雙方應於一方收受他方提付仲裁之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
各自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
分別提出 10 位以上(含本數)之名單，交予對方。
2.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4 日內，自該名
單內選出一位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人。
3.當事人之一方未依 1.提出名單者，他方得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
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逕行代為選定一位仲裁人。
4.當事人之一方未依 2.自名單內選出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
人者，他方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機構（由甲方於招標時勾
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代為自該名單內選定一位仲
裁人。
(三)主任仲裁人之選定：
1.二位仲裁人經選定之次日起 30 日內，由□雙方共推□雙方選定
之仲裁人共推（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
2.未能依 1.共推主任仲裁人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
機構（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為
之選定。
(四)以□甲方所在地□其他：＿＿為仲裁地（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為甲方所在地）。
(五)除契約雙方另有協議外，仲裁程序應公開之，仲裁判斷書雙方均得
公開，並同意仲裁機構公開於其網站。
(六)仲裁程序應使用□國語及中文正體字□其他語文：＿＿＿。(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國語及中文正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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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甲方□同意□不同意（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不同意）
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八)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理由。
三、依採購法規定受理調解或申訴之機關名稱：
；
地址：
；電話：
。
四、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
(一)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履約
者不在此限。
(二)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
就暫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但結果被認
定部分有理由者，由雙方協議延長該部分之履約期限或免除該部分
之責任。
五、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十八條 其他
一、乙方對於履約所僱用之人員，不得有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
士之情事。
二、乙方履約時不得僱用甲方之人員或受甲方委託辦理契約事項之機構之
人員。
三、乙方授權之代表應通曉中文或甲方同意之其他語文。未通曉者，乙方
應備翻譯人員。
四、甲方與乙方間之履約事項，其涉及國際運輸或信用狀等事項，契約未
予載明者，依國際貿易慣例。
五、甲方及乙方於履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為履約期間雙方協調與
契約有關事項之代表人。
六、乙方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請查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 101 年 1 月 13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017900 號函（公開於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資訊網站 http://www.pcc.gov.tw/法令規章/政府採購法規
/採購法規相關解釋函），乙方人員及其他技術服務或工程廠商應遵守
法令規定，善盡職責及履行契約義務，以免觸犯法令或違反契約規定
而受處罰。
七、依據「政治獻金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與政府機關（構）有
巨額採購契約，且於履約期間之廠商，不得捐贈政治獻金。
八、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採購法及民法等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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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條附件 1 建築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
一、甲方應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配合辦理下列事項，但已納為乙方服務項
目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規劃設計需求資料。
(二)提供必要之土地、地上物等產權相關資料。
(三)提供必要之基地鑑界資料。
(四)提供必要之基地地形測量資料。
(五)提供必要之地質鑽探試驗報告等資料。
(六)工程預算總金額(或工程發包經費上限)。
(七)其他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上開原由甲方辦理事項，如甲方於決標後改委由乙方代為辦理，其服務
費用應另行約定。
二、乙方提供之服務：（甲方視委託辦理項目勾選）
□(一)規劃：
1.勘察工程基地。
2.繪製工程基地位置圖。
□3.可行性研究結果之檢討及建議。
□4.計畫相關資料之補充、分析及評估。
□5.運輸規劃。
6.製作規劃圖說。如配置圖、各層平面圖、立面圖及具代表性之剖
面圖等草案構想。
7.製作工程計畫書。如設計準則、規範等級說明、構造物型式及施
工法（含特殊構造物方案及比較）
、材料種類、結構及設備系統概
要說明、□構造物耐震及防蝕對策、□營建土石方處理、工程計
畫期程、各層面積計算、工程經費概算等初步建議。
□8.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規劃。
□9.施工計畫、交通維持計畫、監測及緊急應變等初步規劃。
□10.生態環境調查、研擬環境友善措施，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甲方應另計其費用。
□依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
□其他：___________（由甲方依自行訂定之各類工程生態友善
機制辦理，於招標時載明）。
11.安全衛生初步規劃(含各方案之潛在危險辨識)。
12.使用期限規劃及維護管理策略。
13.規劃報告。
14.其他與規劃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二)設計：
（□落實環境友善措施規劃作業成果於工程設計中，甲方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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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其費用。）
□1.基本設計：
□(1)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料之檢討及建議。
(2)基本設計圖文資料：
A.構造物及其環境配置規劃設計圖。
B.基本設計圖。如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及其他基本設計圖
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C.結構及水、電、空調、消防等設備系統研擬。
D.工程材料方案評估比較。
□E.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案評估比較。
□F.特殊構造物方案評估比較。
□G.構造物耐震對策評估報告。
□H.構造物防蝕對策評估報告。
□I.綱要規範。
(3)量體計算分析及法規之檢討。
□(4)細部設計準則之研擬。
(5)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案。（工程規模及土石方產出量符
合第 8 條第 17 款第 7 目約定者需提報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
及收容處理建議說明書）。
(6)施工可行性報告（施工規劃及施工初步時程之擬訂，並包含
施工場地、施工動線、交通維持、施工技術工法、施工材料
與設備機具、用水用電、借/棄土管制、管線遷移協調、施工
程序、工程造價不逾預算、施工許可與證照之取得等）。
(7)工程施工安全風險管理報告（包含風險評估、危害辨識、對
策研擬及執行追蹤等）。
(8)成本概估（含在預算內執行之可行性及說明）。
(9)採購策略及分標原則之研訂。
(10)基本設計報告。
□2.細部設計：
(1)細部設計圖文資料：
A.建築工程圖文資料。如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
排水配置圖、地質柱狀圖、天花板、門窗詳圖、裝修表等。
B.結構圖文資料。如結構詳圖、結構計算書等。
C.設備圖文資料。如水、電、空調、消防、電信、機械、儀控
等設備詳圖、計算書、規範等。
D.安全衛生圖文資料（含分析工程潛在危險，並據以分析具體
防止對策及相關因應之設施配置圖說規範與注意事項等）。
(2)施工或材料規範之編擬。
-2-

版本日期：2019/10/1

TWR-00-02

(3)工程或材料數量之估算及編製。
(4)成本分析及估算。
（需為在預算內可執行之施工經費，其中安
全衛生費用應依本目第 1 子目之 D 之成果逐項核實編列）
□(5) 施工計畫（含選定工法及具體施工步驟之說明；□及生態
保育措施(甲方應另計與生態保育措施內容有關之費用。）)及交
通維持計畫之擬訂。
(6)分標計畫及施工進度之擬訂及整合。（含在期程內可完成之
施工期程及其因應對策）
(7)發包預算及招標文件之編擬(乙方提供之預算書圖以___份為
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以 5 份為限)。
□3.代辦申請建築執照與水、電、空調、消防或電信之工程設計圖說
資料送審。
□4.協辦招標及決標：
(1)各項招標作業，包括參與標前會議、設計、施工說明會。
(2)招標文件之釋疑、變更或補充。
(3)投標廠商、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詢。
(4)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5)契約之簽訂。
(6)招標、開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理。
5.其他與設計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三)監造：
1.擬訂監造計畫並依核定之計畫內容據以執行。
2.派遣人員留駐工地，持續性監督施工廠商按契約及設計圖說施工
及查證施工廠商履約。
3.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度、施工圖、器材樣品、
趕工計畫、工期展延與其他送審案件之審查及管制。
4.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5.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量及各項測量之校驗。
6.監督及查驗施工廠商辦理材料及設備之品質管理工作。
7.監督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作。
8.履約進度之查證與管理及履約估驗計價之審查。
9.有關履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10.契約變更之建議及協辦。
11.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2.審查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料。
13.驗收之協辦。
14.協辦履約爭議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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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其他與監造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四)其他（如由乙方提供服務，甲方應另行支付費用；該項目契約價金
及工期雙方議定之。第 1 目至第 3 目，於該作業成果報告經甲方核
可後，給付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90%)，其
餘費用於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全案驗收後)給
付。）
□1.規劃階段辦理測量、地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土壤調查及試驗、
水文氣象觀測及調查、材料調查及試驗、模型試驗及其他調查、
試驗或勘測。
□2.基本設計階段辦理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詳細測量、詳細地質調查、
鑽探及試驗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詳細調查、試驗或勘測。
□3.細部設計階段辦理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補充測量、補充地質調查、
補充鑽探及試驗及其他必要之補充調查、試驗。
□4.各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說明書、報告書之編製及送審。
□5.水土保持計畫之辦理及送審。
□6.申請公有建築物候選綠建築證書。
（請甲方檢視契約第 8 條第 17
款第 4 目後勾選，如有要求高於合格級之綠建築者，請另於契約
載明）
□7.申請公有建築物綠建築標章。
（請甲方檢視契約第 8 條第 17 款第
4 目後勾選，如由施工廠商負責取得者，請勿勾選；如有要求高
於合格級之綠建築者，請另於契約載明）
□8.申請公有建築物候選智慧建築證書。（請甲方檢視契約第 8 條第
17 款第 5 目後勾選，如有要求高於合格級之智慧建築者，請另
於契約載明）
□9.申請公有建築物智慧建築標章。
（請甲方檢視契約第 8 條第 17 款
第 5 目後勾選，如由施工廠商負責取得者，請勿勾選；如有要求
高於合格級之智慧建築者，請另於契約載明）
□10.本案屬公有新建建築物，且工程預算未達新臺幣 5 千萬元，應
通過日常節能與水資源 2 項指標，由乙方以自主檢查方式辦理。
（請甲方檢視契約第 8 條第 17 款第 6 目並確定無但書情形後勾
選）
□11.本案須採用「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
（甲方應於契約第 8 條第 17 款第 17 目載明乙方於各階段提出
BIM 建置計畫及各項工作成果之事項，本項交付之內容必須能夠
提供甲方查詢、3D 展示或其他相關應用，且必須提供甲方在無
需另行添購軟體情況下，可以檢視各 3D BIM 模型）
□12.都市設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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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報告。
□14.

（類似上述送審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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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條附件2 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工程）之規劃設計監造
一、甲方應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配合辦理下列事項，但已納為乙方服務項
目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規劃設計需求資料。
(二)提供必要之土地、地上物等產權相關資料。
(三)提供必要之基地鑑界資料。
(四)提供必要之基地地形測量資料。
(五)提供必要之地質鑽探試驗報告等資料。
(六)工程預算總金額(或工程發包經費上限)。
(七)其他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上開原由甲方辦理事項，如甲方於決摽後改委由乙方代為辦理，其服務
費用應另行約定。
二、乙方提供之服務：（甲方視委託辦理項目勾選）
□(一)規劃：
1.勘察工程基地。
2.繪製工程基地位置圖。
□3.可行性研究結果之檢討及建議。
□4.計畫相關資料之補充、分析及評估。
□5.運輸規劃。
□6.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規劃。
7.施工計畫、交通維持計畫、監測及緊急應變等初步規劃。
8.製作規劃圖說。如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及具代表性之剖面圖
等草案構想。
9.製作工程計畫書。如設計準則、規範等級說明、構造物型式及施
工法（含特殊構造物方案及比較）
、材料種類、結構及設備系統概
要說明、□構造物耐震及防蝕對策、□營建土石方處理、工程計
畫期程、工程經費概算等初步建議。
□10.生態環境調查、研擬環境友善措施，提出合宜之工程配置方案，
甲方應另計其費用。
□依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
□其他：___________（由甲方依自行訂定之各類工程生態友善
機制辦理，於招標時載明）。
11.安全衛生初步規劃(含各方案之潛在危險辨識)。
12.使用期限規劃及維護管理策略。
13.規劃報告。
14.其他與規劃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二)設計：
（□落實環境友善措施規劃作業成果於工程設計中，甲方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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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其費用。）
□1.基本設計：
□(1)規劃報告及設計標的相關資料之檢討及建議。
(2)基本設計圖文資料：
A.構造物及其環境配置規劃設計圖。
B.基本設計圖。如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及其他基本設計圖
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C.結構及設備系統研擬。
D.工程材料方案評估比較。
E.構造物型式及工法方案評估比較。
□F 特殊構造物方案評估比較。
□G 構造物耐震對策評估報告。
□H 構造物防蝕對策評估報告。
□I 綱要規範。
(3)量體計算分析及法規之檢討。
□(4)細部設計準則之研擬。
(5)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方案。（工程規模及土石方產出量符
合第 8 條第 17 款第 7 目規定者需提報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
及收容處理建議說明書）。
(6)施工可行性報告（施工規劃及施工初步時程之擬訂，並包含
施工場地、施工動線、交通維持、施工技術工法、施工材料
與設備機具、用水用電、借/棄土管制、管線遷移協調、施工
程序、工程造價不逾預算、施工許可與證照之取得等）。
(7)工程施工安全風險管理報告（包含風險評估、危害辨識、對
策研擬及執行追蹤等）。
(8)成本概估（含在預算內執行之可行性及說明）。
(9)採購策略及分標原則之研訂。
(10)基本設計報告。
□2.細部設計：
(1)細部設計圖文資料：
A.工程圖文資料。如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排水
配置圖、地質柱狀圖等。
B.結構圖文資料。如結構詳圖、結構計算書等。
C.設備圖文資料。如水、電、空調、消防、電信、機械、儀控
等設備詳圖、計算書、規範等。
D.安全衛生圖文資料（含分析工程潛在危險，並據以分析具體
防止對策及相關因應之設施配置圖說規範與注意事項等）。
(2)施工或材料規範之編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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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程或材料數量之估算及編製。
(4)成本分析及估算（需為在預算內可執行之施工經費，其中安
全衛生費用應依本目第(1)子目之 D 之成果逐項核實編列）。
(5)施工計畫（含選定工法及具體施工步驟之說明；□及生態保
育措施(甲方應另計與生態保育措施內容有關之費用））及交
通維持計畫之擬訂。
(6)分標計畫及施工進度之擬訂及整合（含在期程內可完成之施
工期程及其因應對策）。
(7)發包預算及招標文件之編擬(乙方提供之預算書圖以___份為
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以 5 份為限)。
□3.代辦申請構造物興建許可與水、電、空調、消防或電信之工程設
計圖說資料送審。
□4.協辦下列招標及決標有關事項：
(1)各項招標作業，包括參與標前會議、設計、施工說明會。
(2)招標文件之釋疑、變更或補充。
(3)投標廠商、分包廠商、設備製造廠商資格之審查及諮詢。
(4)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5)契約之簽訂。
(6)招標、開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理。
5.其他與設計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三)監造：
1.擬訂監造計畫並依核定之計畫內容據以執行。
2.派遣人員留駐工地，持續性監督施工廠商按契約及設計圖說施工
及查證施工廠商履約。
3.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預定進度、施工圖、器材樣品、
趕工計畫、工期展延與其他送審案件之審查及管制。
4.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格之審查。
5.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量及各項測量之校驗。
6.監督及查驗施工廠商辦理材料及設備之品質管理工作。
7.監督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等工作。
8.履約進度查證與管理及履約估驗計價之審查。
9.有關履約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10.契約變更之建議及協辦。
11.機電設備測試及試運轉之監督。
12.審查竣工圖表、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料。
13.驗收之協辦。
14.協辦履約爭議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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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其他與監造有關之技術服務：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四)其他（如由乙方提供服務，甲方應另行支付費用；該項目契約價金
及工期雙方議定之。第 1 目至第 3 目，於該作業成果報告經甲方核
可後，給付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90%)，其
餘費用於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全案驗收後)給
付。）
□1.規劃階段辦理測量、地質調查、鑽探及試驗、土壤調查及試驗、
水文氣象觀測及調查、材料調查及試驗、模型試驗及其他調查、
試驗或勘測。
□2.基本設計階段辦理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詳細測量、詳細地質調查、
鑽探及試驗及招標文件所載其他詳細調查、試驗或勘測。
□3.細部設計階段辦理非與已辦項目重複之補充測量、補充地質調查、
補充鑽探及試驗及其他必要之補充調查、試驗。
□4.各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相關說明書、報告書之編製及送審。
□5.水土保持計畫之辦理及送審。
□6.本案須採用「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請甲方於契約第 8 條第 17 款第 17 目載明乙方於各階段提出
BIM 建置計畫及各項工作成果之事項，並載明其交付之內容必
須能夠提供甲方查詢、3D 展示或其他相關應用，且必須提供甲
方在無需另行添購軟體情況下，可以檢視各 3D BIM 模型）
□7.

（類似上述送審作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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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條附件 3 公共工程之可行性研究
一、甲方應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配合辦理下列事項，但已納為乙方服務項
目者，不在此限：
(一)提供可行性研究需求說明。
(二)提供現有基地現況資料，譬如土地、地上物等產權相關資料。
(三)工程概算總金額。
(四)其他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二、乙方提供之服務：（甲方視委託辦理項目勾選）
(一)可行性研究：
□1.計畫概要之研擬。
□2.初步踏勘及現況調查。
□3.研究工址相關範圍既有地形圖、測量、地質、土壤、水文氣象、
材料等資料蒐集及其他調查、試驗或勘測。
□4.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等之調查及研究。
□5.計畫需求調查及分析。
□6.計畫相關資料之分析、整理及評估。
□7.方案研擬及比較評估。
□8.計畫成本之初估及經濟效益評估。
□9.財務之分析及建議。
□10.風險及不定性分析。
□11.經營管理方式之研究。
□12.初步運輸及交通衝擊評估。
□13.可行性報告及建議。
□14.其他與可行性研究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契約之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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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附件
一、針對交通、水利、環保等工程之技術服務項目，請甲方視個案特性及實
際需要自行訂定工作事項。
二、工程規模及土石方產出量如符合第 8 條第 17 款第 7 目規定者，應包含
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理建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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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附件 1
附表 總包價法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編列參考表
（本表格僅供參考，機關可自行製作）
總包價法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明細表
主辦機關名稱
工程計畫名稱
工程計畫期程
委託內容

□全部

□部分

□可行性研究
□規劃
□設計
□監造
□其他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無者免填)

總包價法服務費用（本表服務費用含薪資、管理費用、利潤、營業稅以外之其
他稅負）
階段別

服務費用

可行性研究

第一期

起迄年月

第二期
（期數由甲方依進度及付款條件自行設定）
合計
規劃

第一期
第二期
（期數由甲方依進度及付款條件自行設定）
合計

設計

第一期
第二期
（期數由甲方依進度及付款條件自行設定）
合計

監造

第一期
第二期
（期數由甲方依進度及付款條件自行設定）
合計

其他
____________(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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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別

服務費用

起迄年月

明，無者免填)
小計（一）
其他費用
作業項目

說明

金額

其他費用小計（二）
營業稅（三）（以自
然人身分投標者，本
項填零）
總費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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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附件 2
附表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編列參考表
（本表格僅供參考，機關可自行製作）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明細表
主辦機關名稱
工程計畫名稱
工程計畫期程
委託內容

□全部

□部分

□可行性研究
□規劃
□設計
□監造
□其他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
載明，無者免填)

直接薪資表
階段別

職 月實
別 際薪
資

月實際
薪資另
加
__%，
作為不

月實際
薪資另
加
__%，
作為非

依法由 人 服 人 薪
雇主負 數 務 月 資
擔之勞
月 數 小
工保險
數
計
費、積

扣薪假
與特別
休假之
薪資費
用(由
甲方依
實際需
要於招
標時明
定，但

經常性
給與之
獎金
(由甲
方依實
際需要
於招標
時明
定，但
不得超

欠工資
墊償基
金提繳
費、全
民健康
保險
費、勞
工退休
金(核
實給

不得超
過實際
薪資之
百分之
十六。
免檢據
核

過實際 付)
薪資之
百分之
三十。
檢據核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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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
可行性研究

規劃

設計

監造

其他
____________(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直接薪資小計
（一）
其他直接費用
作業項目

說明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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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起迄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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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直接費用小計
（二）
管理費用（三）
直接費用小計
（四）
=（一）+（二）+
（三）
公費（五）
營業稅（六）（以
自然人身分投標
者，本項填零）
總計（七）
=（四）+（五）+
（六）
附註：
一、直接費用小計：直接薪資小計（一）＋其他直接費用小計（二）＋管理
費用（三）＝直接費用小計（四）
二、具體工作內容描述：
(一)各時程管控。（得以期程表管控）
(二)預算管控。（得以概估預算表管控）
(三)□可行性研究。
(四)□規劃。
(五)□設計。
(六)□監造。
(七)□其他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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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成本加公費法運用說明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編列要項，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之規定：
技術服務費用：由直接費用、公費及營業稅組成，而直接費用又包括直
接薪資、其他直接費用、管理費用三項，茲將計算公式臚列如下：
公式：技術服務費用總額＝直接費用+公費+營業稅
＝﹝直接薪資+其他直接費用+管理費用﹞+
公費+營業稅
(一)直接費用
1.直接薪資：請檢討委託技術服務就各階段作業之詳細工作項目，
並估算所需工作量（以人月數為主），依次填列於預估直接薪資
表內。
本表填列之原則，應以各職別之人員依人力配置計畫所示。計算
原則如下：
(1)全程參與專案人員之人月數之估算，約略可與各階段實際期
程相等估算。
(2)每人月以平均每月 180 工作小時計，用月報表（ TIME
SHEET），按實填具每月彙整。
(3)司機等非專案專業人員之薪資不得編入直接費用項下。
2.其他直接費用（請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目規定編列）
3.管理費用（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規定）：
全部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直接薪資扣除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後之
百分之一百。
(二)公費（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5 項規定）：
公費應為定額且不得大於 0.25×（直接薪資-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管
理費用）
(三)直接薪資＝實際薪資+不扣薪假與特別休假之薪資費用(不得超過實
際薪資之 16%)+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不得超過實際薪資之 30%)+
依法應由雇主負擔之(勞工保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全民
健康保險費+勞工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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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附件 3
附表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之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編列參考表
（本表格僅供參考，機關可自行製作）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明細表
主辦機關名稱
工程計畫名稱
工程計畫期程
委託內容

□全部

□部分

□可行性研究
□規劃
□設計
□監造
□其他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無者免填)

按月（或按日或按時）薪資表（本表薪資含營業稅以外之其他稅負）
階段別

職
別

月薪

人數 服務月
數

可行性研究

規劃

設計

監造

其他
____________(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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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別

職

月薪

人數 服務月

別

數

人月

薪資小

數

計

起迄年月

薪資小計（一）
其他費用
作業項目

說明

單位

其他費用小計（二）
管理費用及利潤小計
（三）
營業稅（四）（以自
然人身分投標者，本
項填零）
總費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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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附件 1 建築工程適用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
(一)第一期﹕簽約時，乙方提送服務實施計畫書或說明，經甲方核可後，
給付契約價金之百分之十。
(二)其他各期
1.規劃設計服務費部分：
(1)規劃
(5%)
(2)基本設計(10%)
(3)細部設計(20%)
(4)工程案決標(5%)
(5)工程驗收後(5%)
甲方得依規劃設計工程大小、工作期程及工作複雜性適當增加
給付期數。
2.監造服務費部分(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得依工程進度之每 10%（或甲方另行訂定）請款一次。
□得每月請款一次。
請款金額依「監造服務費*當期工程進度」計
(一)如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用以計算服務費用之建造費用，於
建造工程決標前，暫以工程預算金額代之；於建造工程決標後，暫
以工程決標金額代之；於建造工程完成時，建造費用以第 3 條第 2
款第 2 目第 2 子目計算。因暫代而溢付者，應予扣回。
(二)變更契約後應依新給付總價調整後期應給付金額，如有溢付情形時
於下一期請款時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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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附件 2 建築工程以外各類工程適用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
(一)設計服務費部分
1.第一期﹕簽約時，乙方提送服務實施計畫書或說明，經甲方核可
後，給付契約價金之百分之十。
2.其他各期
(1)設計原則及草案(5%)
(2)基本設計(30%)
(3)細部設計(30%)
(4)工程案決標(10%)
(5)工程竣工後(15%)
甲方得依設計工程大小、工作期程及工作複雜性適當增加給付
期數。
(二)監造服務費部分（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依工程施工進度每月請款一次。
請款金額依「監造服務費*當期工程進度」計
□依監造進度每月請款一次。(監造進度:依契約規定辦理監造之
已監造日期/工程契約工期總日數)
請款金額依「監造服務費*監造進度」計
(三)如採建造費用百分比法計費者，用以計算服務費用之建造費用，於
建造工程決標前，暫以工程預算金額代之；於建造工程決標後，暫
以工程決標金額代之；於建造工程完成時，建造費用以第 3 條第 2
款第 2 目第 2 子目計算。因暫代而溢付者，應予扣回。
(四)變更契約後應依新給付總價調整後期應給付金額，如有溢付情形時
於下一期請款時扣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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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附件 3 可行性研究
由甲方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符合所需之給付條件，納入契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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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附件 「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理建議說明書」補充規定
一、目的
「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及收容處理建議說明書」（以下簡稱本說明書）
之撰擬，係為使各公共工程主辦機關（以下簡稱機關）迅速掌握規劃設計
圖說內有關土石方減量、平衡作法及預計產出餘土數量，並利評估後續收
容處理之可行性，俾據以決定餘土收容處理之最適方案，並合理編列相關
預算。
二、適用條件
機關委託規劃設計時，應於技術服務招標文件規定：計畫總工程預算達
新臺幣 1 億元以上或單一工程標案預算達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上，且有土石
方出土達 3 千立方公尺以上或需土達 5 千立方公尺以上者，規劃設計單位
提送機關審查之成果應包含本說明書所載事項。
三、說明書內容
(一)機關應督促規劃設計單位充分掌握工區土石方調查、鑽探等資料及
潛在之餘土收容處理場所或交換工程對象等資訊，以土石方減量、
平衡之原則，辦理土石方之相關規劃設計作業，並提出餘土收容處
理之具體可行建議。
(二)本說明書內容撰擬之項目及重點如下：
項次
一

項目

重點

土石方減量、平 1.說明規劃設計圖說有關土石方減量、平衡等理念及
衡等設計作法

具體作法。
2.應配合整體施工土石方之自我平衡目標，考量個案
工程之減量、平衡。
3.經評估施工產出土石方之處理或交換有實際困難
者，必要時仍應以工程手法克服。

二

預 定 出 土 之 工 1.依據工地調查、鑽探及相關佐證資料，說明預定出
程區位、土質種
土之工程區位、土質種類及總數量。
類、數量及預計 2.依據規劃設計圖說採用之工法及預估施工期程，說
時程
明施工各階段預定出土之工程區位、土質種類、數
量及預計時程。

三

良 質 土 石 方 成 1.依據工地調查、鑽探及相關資料，按規劃設計圖說
本估算及處理
數量及近期市場行情，推估良質土石方成本。
建議
2.考量工地環境、運輸道路、良質土石方之數量及估
算成本，具體建議機關可採行之良質土石方處理方
式，例如價值列入競標之工程項目、標售等。

四

潛 在 之 土 石 方 協助甲方進行「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網路申
收 容 處 理 場 所 報並充分掌握及詳細說明潛在之土石方收容處理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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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或交換工程

五

重點
或交換工程對象，包含地點、收土總類、容量或處理能
量等資訊。

土 石 方 處 理 建 1.依第二項「預定出土之工程區位、土質種類、數量
議
及預計時程」及第四項「潛在之土石方收容處理場
所或交換工程」，具體建議機關可採行之土石方最
適處理方案及替代方案。
2.土石方處理方案，應就「納入工程施工契約內」
、
「另
案辦理土石方收容處理採購」
、
「另案自行設置收容
處理場所」
、
「土石方交換」或其他等各種處理方案，
分別評估及比較優劣條件、成本及可行性。
3.出土達 50 萬立方公尺以上，應評估自行設置、審查
或特約收容處理場所。

六

土 石 方 運 輸 及 1.依第五項「土石方處理建議」
，說明預算書及單價分
處理成本分析

析表有關土石方運輸及處理成本之分析依據及合
理性。
2.對於劣質土石方：
(1)考量出土地點及土質，檢討運輸及處理成本是否足
夠?
(2)B6、B7 類土石方如擬以 B3、B4 類土石方向內政
部營建署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辦理申
報，應具體說明土質加工改良之工地設備、方法及
相關成本。

七

需 土 工 程 與 交 協助甲方進行「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網路
換 對 象 可 行 性 申報並掌握所需土質種類、數量、潛在交換對象及評
分析
估來源適宜性。

四、說明書之提送及應用
(一)規劃設計單位就所提出之圖樣及書表內有關土石方規劃設計內容
及收容處理相關建議，併提本說明書送機關審查。
(二)機關審查本說明書後，應據以決定餘土收容處理之後續採行方案
（如「納入工程施工契約內」
、
「另案辦理土石方收容處理採購」
、
「另
案自行設置收容處理場所」
、
「土石方交換」或其他等）
，並合理編列
餘土之收容處理相關預算，工程方能辦理發包。
(三)前項餘土之收容處理，機關如採行納入工程施工契約內由施工廠商
辦理：
1.參據本說明書及工程會訂頒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9 條訂定
契約相關內容。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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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說明書提供施工廠商於工地實際產出餘土前，作為其擬訂剩餘
土石方處理計畫之參考。
五、其他配合事項
本計畫書內容之詳實度及可行性，工程會於辦理經費審議作業將嚴格
審查，並列入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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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0-03 鐵道工程採購契約範本(含 BIM 應用)
招標機關（以下簡稱機關）及得標廠商（以下簡稱廠商）雙方同意依政府採購法
（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訂定本契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
下：
第一條 契約文件及效力
一、契約包括下列文件：
(一)招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二)投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三)決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四)契約本文、附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五)依契約所提出之履約文件或資料。
二、定義及解釋：
(一)契約文件，指前款所定資料，包括以書面、錄音、錄影、照相、微
縮、電子數位資料、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模型及其
產出或樣品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二)工程會，指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三)工程司，指機關以書面指派行使本契約所賦予之工程司之職權者。
(四)工程司代表，指工程司指定之任何人員，以執行本契約所規定之權
責者。其授權範圍須經工程司以書面通知承包商。
(五)監造單位，指受機關委託執行監造作業之技術服務廠商。
(六)監造單位/工程司，有監造單位者，為監造單位；無監造單位者，為
工程司。
(七)工程司/機關，有工程司者，為工程司；無工程司者，為機關。
(八)分包，謂非轉包而將契約之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履行。
(九)書面，指所有手書、打字及印刷之來往信函及通知，包括電傳、電
報及電子信件。機關得依採購法第 93 條之 1 允許以電子化方式為
之。
(十)規範，指列入契約之工程規範及規定，含施工規範、施工安全、衛
生、環保、交通維持手冊、技術規範、BIM 作業規定及工程施工期
間依契約規定提出之任何規範與書面規定。
(十一)圖說，指機關依契約提供廠商之全部圖樣及其所附資料。另由廠
商提出經機關認可之全部圖樣及其所附資料，包含必要之樣品及模
型，亦屬之。圖說包含（但不限於）設計圖、施工圖、構造圖、工
廠施工製造圖、大樣圖、BIM 模型及其產出等。
三、契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不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列原則
處理：
(一)招標文件內之投標須知及契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
附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有特別聲明者，不在此限。
(二)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機關審
定優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不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廠商於投標
文件內特別聲明，並經機關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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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三)文件經機關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四)大比例尺圖者優於小比例尺圖者。
(五)施工補充說明書優於施工規範。
(六)決標紀錄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錄之內容。
(七)同一優先順位之文件，其內容有不一致之處，屬機關文件者，以對
廠商有利者為準；屬廠商文件者，以對機關有利者為準。
(八)招標文件內之標價清單，其品項名稱、規格、數量，優於招標文件
內其他文件之內容。
(九)機關提供之契約文件於 2D 圖說與 BIM 模型內含資訊不一致處理
原則：(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以契約中之 2D 圖說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2D 圖說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優於 2D 圖說。
四、契約文件之一切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不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理原
則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採購法之規定處理。
五、契約文字：
(一)契約文字以中文為準。但下列情形得以外文為準：
1.特殊技術或材料之圖文資料。
2.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件。
3.其他經機關認定確有必要者。
(二)契約文字有中文譯文，其與外文文意不符者，除資格文件外，以中
文為準。其因譯文有誤致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責賠償。
(三)契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類似
行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契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應以中文
(正體字)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
子資料傳輸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六、契約所使用之度量衡單位，除另有規定者外，以法定度量衡單位為之。
七、契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令或無法執行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契約亦可成立者，不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機
關及廠商必要時得依契約原定目的變更之。
八、經雙方代表人或其授權人簽署契約正本 2 份，機關及廠商各執 1 份，
並由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票。副本＿ 份（請載明）
，由機關、廠商
及相關機關、單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九、機關應提供＿ 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份）設計圖
說及規範之影本予廠商，廠商得視履約之需要自費影印使用。除契約另
有規定，如無機關之書面同意，廠商不得提供上開文件，供與契約無關
之第三人使用。
十、廠商應提供＿ 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份）依契約
規定製作之文件影本予機關，機關得視履約之需要自費影印使用。除契
約另有規定，如無廠商之書面同意，機關不得提供上開文件，供與契約
無關之第三人使用。
十一、廠商應於施工地點，保存 1 份完整契約文件及其修正，以供隨時查
閱。廠商應核對全部文件，對任何矛盾或遺漏處，應立即通知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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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第二條 履約標的及地點
一、廠商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原預定工作範圍)。
□為輔助本工程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而應用 BIM 技術執行相關 BIM
應用之工作，項目詳招標文件「鐵道工程業主需求」。
□維護保養□代操作營運：
（如須由得標廠商提供驗收合格日起一定期
間內之服務，由招標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勾選，並注意訂明投標
廠商提供此類服務須具備之資格、編列相關費用及視需要擇定以下
項目）
(一)期間：
（例如驗收合格日起若干年，或起迄年、月、日；未載明者，
為 1 年）
(二)工作內容：
1.工作範圍、界面。
2.設備項目、名稱、規格及數量。
3.定期維護保養頻率。
4.作業方式。
5.廠商須交付之文件及交付期限。
（例如工作計畫、維修設備清冊、
設備改善建議書）
(三)人力要求：
1.人員組織架構表。
2.工作人員名冊（含身分證明及學經歷文件）。
(四)備品供應：
1.備品庫存數量。
2.備品進場時程。
3.所需備品以現場設備廠牌型號優先；使用替代品應先徵得機關同
意。
(五)故障維修責任：
1.屬保固責任者，依第 16 條規定辦理。
2.維修時效（例如機關發現契約項下設備有故障致不能正常運作時，
得通知廠商派員維修，廠商應於接獲通知起 24 小時內派員到機
關處理，並應於接獲通知起 72 小時內維修完畢，使標的物回復
正常運作）。
(六)廠商逾契約所定期限進行維護（修）
、交付文件者，比照第 17 條遲
延履約規定計算逾期違約金（或另定違約金之計算方式），該違約
金一併納入第 17 條第 4 款規定之上限內計算。
(七)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之損害賠償規定；賠償金額上限依第
18 條第 8 款規定。
二、機關辦理事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
□提供前期 BIM 模型原始模型檔。
□不提供前期 BIM 模型原始模型檔。
三、履約地點（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屬營繕工程者必填）
：＿＿＿＿＿＿
四、本契約依「資源回收再利用法」第 22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1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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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應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保護產品、本國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
或以一定比例以上再生資源為原料製成之再生產品。廠商應配合辦理。
五、機關依政府循環經濟政策需於本案使用再生粒料者，廠商應配合辦理。
機關於履約階段須新增使用者，依第 20 條辦理。
第三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一、契約價金之給付，得為下列方式（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
□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因契約變更致履約標的項目或數量有增減時，
就變更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若有相關項目如稅捐、利潤或管理費
等另列一式計價者，該一式計價項目之金額應隨與該一式有關項目
之結算金額與契約金額之比率增減之。但契約已訂明不適用比率增
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率增減無關者，不在此限。
□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結算，以契約中所列履約標的項目
及單價，依完成履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給付。若有相關項目如稅
捐、利潤或管理費等另列一式計價者，該一式計價項目之金額應隨與
該一式有關項目之結算金額與契約金額之比率增減之。但契約已訂
明不適用比率增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率增減無關者，不在此限。
□部分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部分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結
算。屬於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之部分，因契約變更致履約標的項目或
數量有增減時，就變更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屬於依實際施作或供應
之項目及數量結算之部分，以契約中所列履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
成履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給付。若有相關項目如稅捐、利潤或管
理費等另列一式計價者，該一式計價項目之金額應隨與該一式有關
項目之結算金額與契約金額之比率增減之。但契約已訂明不適用比
率增減條件，或其性質與比率增減無關者，不在此限。
□BIM 應用服務契約價金計算方式（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二、採契約價金總額結算給付之部分：
(一)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數量較契約所定數量增減達 5%以上時，其逾
5%之部分，依原契約單價以契約變更增減契約價金。未達 5%者，
契約價金不予增減。
(二)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數量較契約所定數量增加達 30%以上時，其逾
30%之部分，應以契約變更合理調整契約單價及計算契約價金。
(三)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數量較契約所定數量減少達 30%以上時，依原
契約單價計算契約價金顯不合理者，應就顯不合理之部分以契約變
更合理調整實作數量部分之契約單價及計算契約價金。
三、採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結算給付之部分：
(一)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數量較契約所定數量增加達 30%以上時，其逾
30%之部分，應以契約變更合理調整契約單價及計算契約價金。
(二)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數量較契約所定數量減少達 30%以上時，依原
契約單價計算契約價金顯不合理者，應就顯不合理之部分以契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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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合理調整實作數量部分之契約單價及計算契約價金。
四、契約價金，除另有規定外，含廠商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令應繳納之稅
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依法令應以機關名義申請之許可或執
照，由廠商備具文件代為申請者，其需繳納之規費(含空氣污染防制費)
不含於契約價金，由廠商代為繳納後機關覈實支付，但已明列項目而含
於契約價金者，不在此限。
五、中華民國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稅捐、規費或關稅，由廠商負擔。
第四條契約價金之調整
一、驗收結果與規定不符，而不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
契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不必拆換、更換或拆換、更換確有困難，得
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1.採減價收受者，按不符項目標的之契約單價＿＿%（由機關視需要於
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98 條第 2 項規定）與
不符數量之乘積減價，並處以減價金額＿＿%（由機關視需要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之違約金。但其屬尺寸不符規定者，
減價金額得就尺寸差異之比率計算之；屬工料不符規定者，減價金
額得按工料差額計算之；非屬尺寸、工料不符規定者，減價金額得
就重量、權重等差異之比率計算之。
2.個別項目減價及違約金之合計，以標價清單或詳細價目表該項目所
載之複價金額為限。
3.若有相關項目如稅捐、利潤或管理費等另列一式計價者，該一式計
價項目之金額，應隨上述減價金額及違約金合計金額與該一式有關
項目契約金額之比率減少之。但契約已訂明不適用比率增減條件，
或其性質與比率增減無關者，不在此限。
二、契約所附供廠商投標用之工程數量清單，其數量為估計數，除另有規定
者外，不應視為廠商完成履約所須供應或施作之實際數量。
三、採契約價金總額結算給付者，未列入前款清單之項目，其已於契約載明
應由廠商施作或供應或為廠商完成履約所必須者，仍應由廠商負責供
應或施作，不得據以請求加價。如經機關確認屬漏列且未於其他項目中
編列者，應以契約變更增加契約價金。
四、廠商履約遇有下列政府行為之一，致履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
得予調整：
(一)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二)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更。
(三)政府公告、公定或管制價格或費率之變更。
五、前款情形，屬中華民國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
費用，由機關負擔；致履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契約價
金中扣除。屬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
不予調整。
六、廠商為履約須進口自用機具、設備或材料者，其進口及復運出口所需手
續及費用，由廠商負責。
七、契約規定廠商履約標的應經第三人檢驗者，其檢驗所需費用，除另有規
定者外，由廠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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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契約履約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商）
，致增加廠商履
約成本者，廠商為完成契約標的所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但
屬第 13 條第 7 款情形、廠商逾期履約，或發生保險契約承保範圍之事
故所致損失（害）之自負額部分，由廠商負擔：
(一)戰爭、封鎖、革命、叛亂、內亂、暴動或動員。
(二)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
(三)核子反應、核子輻射或放射性污染。
(四)善盡管理責任之廠商不可預見且無法合理防範之自然力作用（例如
但不限於山崩、地震、海嘯等）。
(五)機關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執行（停工）
。
(六)機關提供之地質鑽探或地質資料，與實際情形有重大差異。
(七)因機關使用或佔用本工程任何部分，但契約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八)其他可歸責於機關之情形。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依下列條件辦理付款：
(一)□預付款（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表示無預
付款）：
1.契約預付款為契約價金總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查
核金額以上者，預付款額度不逾 30%），其付款條件如下：＿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2.預付款於雙方簽定契約，廠商辦妥履約各項保證，並提供預付
款還款保證，經機關核可後於＿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內
撥付。
3.預付款應於銀行開立專戶，專用於本採購，機關得隨時查核其
使用情形。
4.預付款之扣回方式，應自估驗金額達契約價金總額 20%起至
80%止，隨估驗計價逐期依計價比例扣回。
(二)□估驗款（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表示無估
驗款）：
1.廠商自開工日起，每＿日曆天或每半月或每月（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每月）得申請估驗計價 1 次，並依工程
會訂定之「公共工程估驗付款作業程序」提出必要文件，以供
估驗。機關於 15 工作天（含技術服務廠商之審查時間）內完
成審核程序後，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
據後 15 工作天內付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
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2.竣工後估驗：確定竣工後，如有依契約所定估驗期程可辦理估
驗而尚未辦理估驗之項目或數量，廠商得依工程會訂定之「公
共工程估驗付款作業程序」提出必要文件，辦理末期估驗計價。
未納入估驗者，併尾款給付。機關於 15 工作天（含技術服務
廠商之審查時間）內完成審核程序後，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據，
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付款。但涉及向補助機
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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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估驗以完成施工者為限，如另有規定其半成品或進場材料得以
估驗計價者，從其規定。該項估驗款每期均應扣除 5%作為保
留款（有預付款之扣回時一併扣除）。
半成品或進場材料得以估驗計價之情形（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無）：
□鋼構項目：
鋼材運至加工處所，得就該項目單價之 ＿%（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先行估驗計價；加工、假組
立完成後，得就該項目單價之＿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 30%）先行估驗計價。估驗計價前，須經監造
單位/工程司檢驗合格，確定屬本工程使用。已估驗計價之
鋼構項目由廠商負責保管，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加價。
□其他項目：＿＿＿＿＿＿＿＿。
4.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於初驗合格且無逾期情形時，廠商得以
書面請求機關退還已扣留保留款總額之 50%。辦理部分驗收或
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者，亦同。
5.經雙方書面確定之契約變更，其新增項目或數量尚未經議價程
序議定單價者，得依機關核定此一項目之預算單價，以＿%（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80%）估驗計價給付估驗款。
6.如有剩餘土石方需運離工地，除屬土方交換、工區土方平衡或
機關認定之特殊因素者外，廠商估驗計價應檢附下列資料（未
勾選者，無需檢附）：
□經機關建議或核定之土資場之遠端監控輸出影像紀錄光碟
片。
□符合機關規定格式（例如日期時間、車號、車輛經緯度、行
車速度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之土石方運輸車輛行車紀
錄與軌跡圖光碟片。
□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7.於履約過程中，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有施工查核結果
列為丙等、發生重大勞安或環保事故之情形，或發現廠商違反
勞安或環保規定且情節重大者，機關得將估驗計價保留款提高
為原規定之＿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 倍）
，
至上開情形改善處理完成為止，但不溯及已完成估驗計價者。
(三)BIM 應用服務費（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或另載明支付方
式；未勾選且未載明支付方式者，表示於工程驗收合格後一次支付）
估驗計價以一式計價，其各期之付款條件為：
1.第
期，廠商交付 BIM 應用之「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
，
並經機關審核同意後，給付總服務費用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
2.第
期，廠商交付特定 BIM 應用服務項目
(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成果報告，
並經機關審核同意後，給付總服務費用
%。
（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
3.第
期，廠商於施工期間，依工程進行到達固定里程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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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BIM 應用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成果報
告，並經機關審核同意後，給付總服務費用
%。(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里程碑如開挖完成、結構體完成、裝修完成、
竣工、使照取得，訂約時由甲方先行確定，並逐一搭配合適的
交付項目)。
N.第
期：工程經驗收合格，廠商修正竣工 BIM 模型及報告書，
並經機關審核同意，且無待解決事項後，付清尾款。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1)定期(□每月、□每日、□每時)
提出 BIM 工作的工作紀錄與成果，經機關審核同意後，給付該
期務費用；(2)工程經驗收合格，廠商修正竣工 BIM 模型及報
告書，並經機關審核同意，且無待解決事項後，付清最後一次
費用。
(四)驗收後付款：於驗收合格，廠商繳納保固保證金後，機關於接到廠
商提出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但涉及向補助
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五)機關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廠商有文件不符、不足或有疑義
而需補正或澄清者，機關應一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不得分次辦理。
其審核及付款期限，自資料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起算；機關並應
先就無爭議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理付款。
(六)廠商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暫停給付估驗計價款至情形消
滅為止：
1.履約實際進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落後預定進度達＿ %（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111 條第 1
項所定百分比）以上，且經機關通知限期改善未積極改善者。但
廠商如提報趕工計畫經機關核可並據以實施後，其進度落後情形
經機關認定已有改善者，機關得恢復核發估驗計價款；如因廠商
實施趕工計畫，造成機關管理費用等之增加，該費用由廠商負擔。
2.履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者。
3.未履行契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不履行者。
4.廠商履約人員不適任，經通知更換仍延不辦理者。
5.廠商有施工品質不良或其他違反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
點之情事者。
6.其他違反法令或違約情形。
(七)物價指數調整：
1.物價調整方式：依□行政院主計總處；□臺北市政府；□高雄市
政府；□其他＿＿（由機關擇一載明；未載明者，為行政院主計
總處）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個別項目、中分類項目及總指
數漲跌幅，依下列順序調整：
1 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個別項目（例如預拌
○
混凝土、鋼筋、鋼板、型鋼、瀝青混凝土等，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未載明者，為預拌混凝土、鋼筋、鋼板、型鋼及瀝青混
凝土）指數，就此等項目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 10%）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2 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中分類項目（例如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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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製品類、砂石及級配類、瀝青及其製品類等，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數所列中分類項目）指
數，就此等項目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
者，為 5%）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前述中分類項
1 計算物價調整款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數不
目內含有已依○
1
含○個別項目之中分類指數」之漲跌幅計算物價調整款。
3
○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
，
就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5%）
1 、○
2 計算物價調整
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已依○
1 個別項目及○
2 中分類項目
款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數不含○
之總指數」之漲跌幅計算物價調整款。
2.物價指數基期更換時，換基當月起實際施作之數量，自動適用新
基期指數核算工程調整款，原依舊基期指數調整之工程款不予追
溯核算。每月公布之物價指數修正時，處理原則亦同。
3.契約內進口製品或非屬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內之工程
項目，其物價調整方式如下：＿＿＿＿＿＿（由機關視個案特性
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物價調整方式）。
4.廠商於投標時提出「投標標價不適用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數調整
條款聲明書」者，履約期間不論營建物價各種指數漲跌變動情形
之大小，廠商標價不適用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數調整條款，指數
上漲時不依物價指數調整金額；指數下跌時，機關亦不依物價指
數扣減其物價調整金額；行政院如有訂頒物價指數調整措施，亦
不適用。
(八)契約價金依物價指數調整者：
1.調整公式：＿＿＿＿（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工程
會 97 年 7 月 1 日發布之「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
變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例」及 98 年 4 月 7 日發布之「機
關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數門檻調整處理原則
計算範例」，公開於工程會全球資訊網>政府採購>工程款物價指
數調整）。
2.廠商應提出調整數據及佐證資料。
3.規費、規劃費、設計費、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費用、管理費（品
質管理費、安全維護費、安全衛生管理費……）
、保險費、利潤、
利息、稅雜費、訓練費、檢(試)驗費、審查費、土地及房屋租金、
文書作業費、調查費、協調費、製圖費、攝影費、已支付之預付
款、自政府疏濬砂石計畫優先取得之砂石、假設工程項目、機關
收入項目及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不予調整。
4.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當月□前 1 月□前 2 月(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未載明者為當月)指數計算物價調整款。逾履約期限（含分
期施作期限）之部分，應以實際施作當月指數與契約規定履約期
限當月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整依據。但逾期履約係非可歸責於廠
商者，依上開選項方式逐月計算物價調整款；如屬物價指數下跌
而需扣減工程款者，廠商得選擇以契約原訂履約期程所對應之物
價指數計算扣減之金額，但該期間之物價指數上漲者，不得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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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為需由機關給付物價調整款，且選擇後不得變更，亦不得僅
選擇適用部分履約期程。
5.累計給付逾新臺幣 10 萬元之物價調整款，由機關刊登物價調整
款公告。
6.其他：＿＿＿＿＿＿＿。
(九)契約價金總額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得依約定或
合意方式調整（例如減價之金額僅自部分項目扣減）
；未約定或未能
合意調整方式者，如廠商所報各單項價格未有不合理之處，視同就
廠商所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率（決標金額/投標金額）調整。
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項價格合計數額與決標金額不同者，依決標金
額與該合計數額之比率調整之。但廠商報價之安全衛生經費項目、
空氣污染及噪音防制設施經費項目編列金額低於機關所訂底價之
各該同項金額者，該報價金額不隨之調低；該報價金額高於同項底
價金額者，調整後不得低於底價金額。
(十)廠商計價領款之印章，除另有約定外，以廠商於投標文件所蓋之章
為之。
(十一)廠商應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採購
法規定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僱用不足者，應依規定分別向所
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勞工主管機關設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
及原住民族中央主管機關設立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之就業基
金，定期繳納差額補助費及代金；並不得僱用外籍勞工取代僱用不
足額部分。招標機關應將國內員工總人數逾 100 人之廠商資料公開
於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以供勞工及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查核差額
補助費及代金繳納情形，招標機關不另辦理查核。
(十二)契約價金總額，除另有規定外，為完成契約所需全部材料、人工、
機具、設備、交通運輸、水、電、油料、燃料及施工所必須之費用。
(十三)如機關對工程之任何部分需要辦理量測或計量時，得通知廠商指
派適合之工程人員到場協同辦理，並將量測或計量結果作成紀錄。
除非契約另有規定，量測或計量結果應記錄淨值。如廠商未能指派
適合之工程人員到場時，不影響機關辦理量測或計量之進行及其結
果。
(十四)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之情形，廠商投訴對
象：
1.採購機關之政風單位；
2.採購機關之上級機關；
3.法務部廉政署；
4.採購稽核小組；
5.採購法主管機關；
6.行政院主計總處（延遲付款之原因與主計人員有關者）。
(十五)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
二、廠商請領契約價金時應提出電子或紙本統一發票，無統一發票者應提
出收據。
三、廠商履約有逾期違約金、損害賠償、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不實行為、
未完全履約、不符契約規定、溢領價金或減少履約事項等情形時，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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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足者，得通知廠商給付或自保證金扣抵。
四、履約範圍包括代辦訓練操作或維護人員者，其費用除廠商本身所需者
外，有關受訓人員之旅費及生活費用，由機關自訂標準支給，不包括在
契約價金內。
五、分包契約依採購法第 67 條第 2 項報備於機關，並經廠商就分包部分設
定權利質權予分包廠商者，該分包契約所載付款條件應符合前列各款
規定（採購法第 98 條之規定除外），或與機關另行議定。
六、廠商延誤履約進度案件，如施工進度已達 75%以上，機關得經評估後，
同意廠商及分包廠商共同申請採監督付款方式，由分包廠商繼續施工，
其作業程序包括廠商與分包廠商之協議書內容、監督付款之付款程序
及監督付款停辦時機等，悉依行政院頒公共工程廠商延誤履約進度處
理要點規定辦理。
第六條 稅捐
一、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應含稅，包括營業稅。
由自然人投標者，不含營業稅，但仍包括其必要之稅捐。
二、廠商為進口施工或測試設備、臨時設施、於我國境內製造財物所需設備
或材料、換新或補充前已進口之設備或材料等所生關稅、貨物稅及營業
稅等稅捐、規費，由廠商負擔。
三、進口財物或臨時設施，其於中華民國以外之任何稅捐、規費或關稅，由
廠商負擔。
第七條 履約期限
一、履約期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
(一)工程之施工：
□應於＿＿年＿＿月＿＿日以前竣工。
□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起＿＿日內開工，
並於開工之日起＿＿日內竣工。預計竣工日期為＿年＿月＿日。
(二)廠商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以機關通知日為準)起___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以 30 日曆天計)，提出本案 BIM 應用之「BIM 工作執
行計畫書(BEP)」
。廠商應於□竣工日□機關通知日(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未載明者，以機關通知日為準)起___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以 30 日曆天計)提出本案竣工 BIM 模型及報告書。
(三)本契約所稱日（天）數，除已明定為日曆天或工作天者外，以□日
曆天□工作天計算（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工作天）
：
1.以日曆天計算者，所有日數，包括(2)所載之放假日，均應計入。
但投標文件截止收件日前未可得知之放假日，不予計入。
2.以工作天計算者，下列放假日，均應不計入：
(1)星期六（補行上班日除外）及星期日。但與(2)至(5)放假日相
互重疊者，不得重複計算。
(2)依「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放假之紀念日、節日及其補
假。
(3)軍人節（9 月 3 日）之放假及補假（依國防部規定，但以國軍
頁次：11/38

TWR-00-03

版本日期：2019/10/1

之工程為限）
。
(4)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布之調整放假日。
(5)全國性選舉投票日及行政院所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公告放
假者。
(四)免計工作天之日，以不得施工為原則。廠商如欲施作，應先徵得機
關書面同意，該日數□應；□免計入工期（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
未勾選者，免計入工期）。
(五)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二、契約如需辦理變更，其工程項目或數量有增減時，變更部分之工期由雙
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減之。
三、工程延期：
(一)履約期限內，有下列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度網
圖要徑作業之進行，而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後
＿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7 日）通知機關，並
於＿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45 日）檢具事證，
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機關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
長履約期限，不計算逾期違約金。其事由未逾半日者，以半日計；
逾半日未達 1 日者，以 1 日計。
1.發生第 17 條第 5 款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契約當事人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機關要求全部或部分停工。
4.因辦理變更設計或增加工程數量或項目。
5.機關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機關自辦或機關之其他廠商之延誤而影響履約進度者。
7.機關提供之地質鑽探或地質資料，與實際情形有重大差異。
8.因傳染病或政府之行為，致發生不可預見之人員或貨物之短缺。
9.因機關使用或佔用本工程任何部分，但契約另有規定者，不在此
限。
10.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經機關認定者。
(二)前目事故之發生，致契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工時，廠商應於停工原
因消滅後立即復工。其停工及復工，廠商應儘速向機關提出書面報
告。
(三)第 1 目停工之展延工期，除另有規定外，機關得依廠商報經機關核
備之預定進度表之要徑核定之。
四、履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履約期間自指定之日後起
算者，當日不計入。
第八條 材料機具及設備
一、契約所需工程材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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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款工作場地設備，指廠商為契約施工之場地或施工地點以外專為契約
材料加工之場所之設備，包括施工管理、工人住宿、材料儲放等房舍及其
附屬設施。該等房舍設施，應具備滿足生活與工作環境所必要之條件。
三、廠商自備之材料、機具、設備，其品質應符合契約之規定，進入施工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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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廠商負責保管。非經機關書面許可，不得擅自運離。
四、由機關供應之材料、機具、設備，廠商應提出預定進場日期。因可歸責於
機關之原因，不能於預定日期進場者，應預先書面通知廠商；致廠商未能
依時履約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因此增加
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五、廠商領用或租借機關之材料、機具、設備，應憑證蓋章並由機關檢驗人員
核轉。已領用或已租借之材料、機具、設備，須妥善保管運用維護；用畢
（餘）歸還時，應清理整修至符合規定或機關認可之程度，於規定之合理
期限內運交機關指定處所放置。其未辦理者，得視同廠商未完成履約。
六、廠商對所領用或租借自機關之材料、機具、設備，有浪費、遺失、被竊或
非自然消耗之毀損，無法返還或修理復原者，得經機關書面同意以相同者
或同等品返還，或折合現金賠償。
第九條 施工管理
一、廠商應按預定施工進度，僱用足夠且具備適當技能的員工，並將所需材料、
機具、設備等運至工地，如期完成契約約定之各項工作。施工期間，所有
廠商員工之管理、給養、福利、衛生與安全等，及所有施工機具、設備及
材料之維護與保管，均由廠商負責。
二、廠商及分包廠商員工均應遵守有關法令規定，包括施工地點當地政府、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並接受機關對有關工作事項之指示。如有
不照指示辦理，阻礙或影響工作進行，或其他非法、不當情事者，機關得
隨時要求廠商更換員工，廠商不得拒絕。該等員工如有任何糾紛或違法行
為，概由廠商負完全責任，如遇有傷亡或意外情事，亦應由廠商自行處理，
與機關無涉。
三、適用營造業法之廠商應依營造業法規定設置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及
技術士。依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5 項規定，工地主任應加入全國營造業工
地主任公會。工地施工期間工地主任應專駐於工地，且不得兼任工地其他
職務。應設置技術士之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技術士種類及人數，依附
錄 2 第 9 點辦理。
四、施工計畫與報表：
(一)廠商應於開工前，擬定施工順序及預定進度表等，並就主要施工部
分敘明施工方法，繪製施工相關圖說，送請機關核定。機關為協調
相關工程之配合，得指示廠商作必要之修正。
預算金額達新臺幣 2 億元之工程，或未達 2 億元但經□上級機關；
□機關認定（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
，廠商應於開工前查填招標文件
所附「重大公共工程開工管制條件廠商應辦事項檢核表」(招標文件
未附者，為工程會所訂「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件注意事項」第 8 點
附件檢核表)，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後報請機關備查，於開工後確
實執行。
(二)對於汛期施工有致災風險之工程，廠商應於提報之施工計畫內納入
相關防災內容；其內容除機關及監造單位另有規定外，重點如下：
1.充分考量汛期颱風、豪雨對工地可能造成之影響，合理安排施工
順序及進度，並妥擬緊急應變及防災措施。
2.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並確實辦理檢查。

頁次：13/38

TWR-00-03

版本日期：2019/10/1

3.凡涉及河川堤防之破堤或有水患之虞者，應納入防洪、破堤有關
之工作項目及作業規定。
(三)預定進度表之格式及細節，應標示施工詳圖送審日期、主要器材設
備訂購與進場之日期、各項工作之起始日期、各類別工人調派配置
日期及人數等，並標示契約之施工要徑，俾供後續契約變更時檢核
工期之依據。廠商在擬定前述工期時，應考量施工當地天候對契約
之影響。預定進度表，經機關修正或核定者，不因此免除廠商對契
約竣工期限所應負之全部責任。
(四)廠商應繪製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設施之施工詳圖。機關應確實依廠商
實際施作之數量辦理估驗。
(五)廠商於契約施工期間，應按機關同意之格式，按約定之時間，填寫
施工日誌，送請機關核備。
五、工作安全與衛生：依附件 1 辦理。
六、配合施工：
與契約工程有關之其他工程，經機關交由其他廠商承包時，廠商有與其
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利進行，如因配合施
工致增加不可預知之必要費用，得以契約變更增加契約價金。因工作不
能協調配合，致生錯誤、延誤工期或意外事故，其可歸責於廠商者，由
廠商負責並賠償。如有任一廠商因此受損者，應於事故發生後儘速書面
通知機關，由機關邀集雙方協調解決。其經協調仍無法達成協議者，由
相關廠商依民事程序解決。
七、工程保管：
(一)履約標的未經驗收移交接管單位接收前，所有已完成之工程及到場
之材料、機具、設備，包括機關供給及廠商自備者，均由廠商負責
保管。如有損壞缺少，概由廠商負責賠償。其經機關驗收付款者，
所有權屬機關，禁止轉讓、抵押或任意更換、拆換。
(二)工程未經驗收前，機關因需要使用時，廠商不得拒絕。但應由雙方
會同使用單位協商認定權利與義務。使用期間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
事由，致遺失或損壞者，應由機關負責。
八、廠商之工地管理：依附件 2 辦理。
九、廠商履約時於工地發現化石、錢幣、有價文物、古蹟、具有考古或地質
研究價值之構造或物品、具有商業價值而未列入契約價金估算之砂石
或其他有價物，應通知機關處理，廠商不得占為己有。
十、各項設施或設備，依法令規定須由專業技術人員安裝、施工或檢驗者，
廠商應依規定辦理。
十一、轉包及分包：
(一)廠商不得將契約轉包。廠商亦不得以不具備履行契約分包事項能力、
未依法登記或設立，或依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不得作為參加投標或
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商。
(二)廠商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機關得予審查。
(三)廠商對於分包廠商履約之部分，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契約報備於
機關者，亦同。
(四)分包廠商不得將分包契約轉包。其有違反者，廠商應更換分包廠商。
(五)廠商違反不得轉包之規定時，機關得解除契約、終止契約或沒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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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金，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六)轉包廠商與廠商對機關負連帶履行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同。
十二、廠商及分包廠商履約，不得有下列情形：僱用依法不得從事其工作之
人員（含非法外勞）
、供應不法來源之財物、使用非法車輛或工具、提
供不實證明、違反人口販運防制法、非法棄置土石、廢棄物或其他不法
或不當行為。
十三、廠商及分包廠商履約時，除依規定申請聘僱或調派外籍勞工者外，均
不得僱用外籍勞工。每進用 1 名外籍勞工，每月扣回＿＿＿元（由機
關於招標前調查市場行情預先載明；未載明者，由廠商提出本外勞人力
成本價金分析後，機關核實扣回差額）
。違法僱用外籍勞工者，機關除
自契約價金扣除該等勞工之人力價金，並通知「就業服務法」主管機關
依規定處罰外，情節重大者，得與廠商終止或解除契約。其因此造成損
害者，並得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
十四、採購標的之進出口、供應、興建或使用涉及政府規定之許可證、執照
或其他許可文件者，依文件核發對象，由機關或廠商分別負責取得。屬
應由機關取得者，機關得通知廠商代為取得，費用詳第 3 條第 4 款。
屬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之文件者，由廠商負責取得，並由機關提
供必要之協助。如因未能取得上開文件，致造成契約當事人一方之損
害，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他方負責賠償。
十五、廠商應依契約文件標示之參考原點、路線、坡度及高程，負責辦理工
程之放樣，如發現錯誤或矛盾處，應即向監造單位/工程司反映，並予
澄清，以確保本工程各部分位置、高程、尺寸及路線之正確性，並對其
工地作業及施工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
十六、廠商之工地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廠商應立即採取防範措施。
發生意外時，應立即採取搶救，並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等規定實施調查、
分析及作成紀錄，且於取得必要之許可後，為復原、重建等措施，另應
對機關與第三人之損害進行賠償。
十七、機關於廠商履約中，若可預見其履約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契約之情
事者，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十八、廠商不於前款期限內，依照改善或履行者，機關得採行下列措施：
(一)自行或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費用由廠商負擔。
(二)終止或解除契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通知廠商暫停履約。
十九、機關提供之履約場所，各得標廠商有共同使用之需要者，廠商應依與
其他廠商協議或機關協調之結果共用場所。
二十、機關提供或將其所有之財物供廠商加工、改善或維修，其須將標的運
出機關場所者，該財物之滅失、減損或遭侵占時，廠商應負賠償責任。
機關並得視實際需要規定廠商繳納與標的等值或一定金額之保證金＿
＿＿＿＿＿＿＿＿＿＿＿＿（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
。
二十一、契約使用之土地，由機關於開工前提供，其地界由機關指定。如因
機關未及時提供土地，致廠商未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
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該土地
之使用如有任何糾紛，除因可歸責於廠商所致者外，由機關負責；其地
上（下）物的清除，除另有規定外，由機關負責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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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本工程使用預拌混凝土之情形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廠商使用之預拌混凝土，應為「領有工廠登記證」之預拌混凝土廠供
應。
□符合公共工程性質特殊並經上級機關同意者，或工地附近 20 公里運
距內無足夠合法預拌混凝土廠，或其產品無法滿足工程之需求者，廠
商得經機關同意後，依「公共工程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設置及拆除
管理要點」規定辦理。其處理方式如下：
(一)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設置生產前，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空氣污
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噪音管制法等相關法令，取得各該主管
機關許可。
(二)工程所需材料應以合法且未超載車輛運送。
(三)設置期間應每月製作生產紀錄表，並隨時提供機關查閱。
(四)工程竣工後，預拌混凝土設備之拆除，應列入驗收項目；未拆除時，
列入驗收缺點限期改善，逾期之日數，依第 17 條遲延履約規定計算
逾期違約金。
(五)工程竣工後，預拌混凝土設備拆除完畢前，不得支付尾款。
(六)屆期未拆除完畢者，機關得強制拆除並由廠商支付拆除費用，或由
工程尾款中扣除，並視其情形依採購法第 101 條規定處理。
(七)廠商應出具切結書；其內容應包括下列各款：
1.專供本契約工程預拌混凝土材料，不得對外營業。
2.工程竣工後驗收前或契約終止（解除）後 1 個月內，該預拌混凝
土設備必須拆除完畢並恢復原狀。
3.因該預拌混凝土設備之設置造成之污染、損鄰等可歸責之事故，
悉由廠商負完全責任。
□本工程處離島地區，且境內無符合「工廠管理輔導法」之預拌
混凝土廠，其處理方式如下：＿＿＿＿＿＿＿＿＿＿＿＿＿＿
＿＿＿＿。
□預拌混凝土廠或「公共工程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之品質控
管方式，依工程會所訂「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完整版)第
03050 章「混凝土基本材料及施工一般要求」第 1.5.2 款「拌合
廠規模、設備及品質控制等資料」辦理。
二十三、營建土石方之處理：
□廠商應運送＿＿＿＿＿＿＿或向＿＿＿＿＿＿借土（機關於招
標文件中擇一建議之合法土資場或借土區）
，或於不影響履約、
不重複計價、不提高契約價金及扣除節省費用價差之前提下，
自覓符合契約及相關法規要求之合法土資場或借土區，依契約
變更程序經機關同意後辦理（廠商如於投標文件中建議其他合
法土資場或借土區，並經機關審查同意者，亦可）。
□由機關另案招標，契約價金不含營建土石方處理費用；誤列為
履約項目者，該部分金額不予給付。
二十四、基於合理的備標成本及等標期，廠商應被認為已取得了履約所需
之全部必要資料，包含（但不限於）法令、天候條件及機關負責提供之
現場數據（例如機關提供之地質鑽探或地表下地質資料）等，並於投標
前已完成該資料之檢查與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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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依附件 3 辦理。
二十六、其他：＿＿＿＿＿＿＿＿＿＿＿（由機關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
第十條 監造作業
一、契約履約期間，機關得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指派工程司駐場，代表機
關監督廠商履行契約各項應辦事項。如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執行監
造作業時，機關應通知廠商，技術服務廠商變更時亦同。該技術服務廠
商之職權依機關之授權內容，並由機關書面通知廠商。
二、工程司所指派之代表，其對廠商之指示與監督行為，效力同工程司。工
程司對其代表之指派及變更，應通知廠商。
三、工程司之職權如下（機關可視需要調整）：
(一)契約之解釋。
(二)工程設計、品質或數量變更之審核。
(三)廠商所提施工計畫、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BIM 模型以及產
出、BIM 應用服務項目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成果報告、
施工詳圖、品質計畫及預定進度表等之審核及管制。
(四)工程及材料機具設備之檢（試）驗。
(五)廠商請款之審核簽證。
(六)於機關所賦職權範圍內對廠商申請事項之處理。
(七)契約與相關工程之配合協調事項。
(八)其他經機關授權並以書面通知廠商之事項。
四、廠商依契約提送機關一切之申請、報告、請款及請示事項，除另有規定
外，均須送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核轉。廠商依法令規定提送政府主管機
關之有關申請及報告事項，除另有規定外，均應先照會監造單位/工程
司。監造單位/工程司在其職權範圍內所作之決定，廠商如有異議時，
應於接獲該項決定之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向機關表示，否則視同接受。
五、工程司代表機關處理下列非廠商責任之有關契約之協調事項：
(一)工地週邊公共事務之協調事項。
(二)工程範圍內地上(下)物拆遷作業協調事項。
(三)機關供給材料或機具之供應協調事項。
第十一條 工程品管
一、廠商應對契約之內容充分瞭解，並切實執行。如有疑義，應於履行前向
機關提出澄清，否則應依照機關之解釋辦理。
二、廠商自備材料、機具、設備在進場前，應依個案實際需要，將有關資料
及可提供之樣品，先送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同意。如需辦理檢（試）驗
之項目，得為下列方式（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且檢（試）驗合
格後始得進場：
□檢（試）驗由機關辦理：廠商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取樣後，送往機
關指定之檢（試）驗單位辦理檢（試）驗，檢（試）驗費用由機關支
付，不納入契約價金。
□檢（試）驗由廠商依機關指定程序辦理：廠商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
取樣後，送往機關指定之檢（試）驗單位辦理檢（試）驗，檢（試）
驗費用納入契約價金，由機關以代收代付方式支付。

頁次：17/38

TWR-00-03

版本日期：2019/10/1

□檢（試）驗由廠商辦理：監造單位/工程司會同廠商取樣後，送經監
造單位/工程司提報並經機關審查核定之檢（試）驗單位辦理檢（試）
驗，並由監造單位/工程司指定檢（試）驗報告寄送地點，檢（試）
驗費用由廠商負擔。
因機關需求而就同一標的作 2 次以上檢（試）驗者，其所生費用，結
果合格者由機關負擔；不合格者由廠商負擔。該等材料、機具、設備
進場時，廠商仍應通知監造單位/工程司或其代表人作現場檢驗。其
有關資料、樣品、取樣、檢（試）驗等之處理，同上述進場前之處理
方式。
三、廠商於施工中，應依照施工有關規範，對施工品質，嚴予控制。隱蔽部
分之施工項目，應事先通知監造單位/工程司派員現場監督進行。
四、廠商品質管理作業：依附件 4 辦理。
五、依採購法第 70 條規定對重點項目訂定之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
六、工程查驗：
(一)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依規定辦理自主檢查；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按
規範規定查驗工程品質，廠商應予必要之配合，並派員協助。但監
造單位/工程司之工程查驗並不免除廠商依契約應負之責任。
(二)監造單位/工程司如發現廠商工作品質不符合契約規定，或有不當措
施將危及工程之安全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改正或將不符規定
之部分拆除重做。廠商逾期未辦妥時，機關得要求廠商部分或全部
停工，至廠商辦妥並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及機關書面同意後方可
復工。廠商不得為此要求展延工期或補償。如主管機關或上級機關
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發現上開施工品質及施工進度之缺失，而廠商
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且未經該查核小組同意延長改善期限者，機關
得通知廠商撤換工地負責人及品管人員或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三)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監造單位/工程司查驗，監
造單位/工程司發現廠商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
段工作時，機關得要求廠商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
其一切損失概由廠商自行負擔。但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指派專責查驗
人員隨時辦理廠商申請之查驗工作，不得無故遲延。
(四)本工程如有任何事後無法檢驗之隱蔽部分，廠商應在事前報請監造
單位/工程司查驗，監造單位/工程司不得無故遲延。為維持工作正常
進行，監造單位/工程司得會同有關機關先行查驗或檢驗該隱蔽部分，
並記錄存證。
(五)因監造單位/工程司遲延辦理查驗，致廠商未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
依第 7 條第 3 款，申請延長履約期限；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
關負擔。
(六)廠商為配合監造單位/工程司在工程進行中隨時進行工程查驗之需
要，應妥為提供必要之設備與器材。如有不足，經監造單位/工程司
通知後，廠商應立即補足。
(七)契約如有任何部分須報請政府主管機關查驗時，除依法規應由機關
提出申請者外，應由廠商提出申請，並按照規定負擔有關費用。
(八)工程施工中之查驗，應遵守營造業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
（適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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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者之廠商）。
七、廠商應免費提供機關依契約辦理查驗、測試、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須
之儀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料。但契約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契
約規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其結果不符合契約規定者，由廠商負
擔所生之費用；結果符合者，由機關負擔費用。
八、機關提供設備或材料供廠商履約者，廠商應於收受時作必要之檢查，以
確定其符合履約需要，並作成紀錄。設備或材料經廠商收受後，其滅失
或損害，由廠商負責。
九、有關其他工程品管未盡事宜，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理作業要點辦理。
十、對於依採購法第 70 條規定設立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果，廠商品
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之基準如下：
(一)懲罰性違約金金額，應依查核小組查核之品質缺失扣點數計算之。
每點罰款金額如下：
1.巨額之工程：新臺幣 8,000 元。
2.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新臺幣 4,000 元。
3.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新臺幣 2,000 元。
4.未達新臺幣 1,000 萬元之工程：新臺幣 1,000 元。
(二)查核結果，成績為丙等且可歸責於廠商者，除依「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作業辦法」規定辦理外，其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金額，應依前
目計算之金額加計本工程品管費用之＿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 1%）。
(三)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之支付，機關應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
足者，得通知廠商繳納或自保證金扣抵。
(四)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之總額，以契約價金總額之＿ %（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為上限。所稱契約價金總額，依
第 17 條第 12 款認定。
第十二條 災害處理
一、本條所稱災害，指因下列天災或不可抗力所生之事故：
(一)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流、
土崩、地層滑動、雷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二)核生化事故或放射性污染，達法規認定災害標準或經政府主管機關
認定者。
(三)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不可抗力者。
二、驗收前遇颱風、地震、豪雨、洪水等不可抗力災害時，廠商應在災害
發生後，按保險單規定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並儘速通知機關派員會
勘。其經會勘屬實，並確認廠商已善盡防範之責者，廠商得依第 7 條
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其屬本契約所載承保範圍以外者，
依下列情形辦理：
(一)廠商已完成之工作項目本身受損時，除已完成部分仍按契約單價計
價外，修復或需重做部分由雙方協議，但機關供給之材料，仍得由
機關核實供給之。
(二)廠商自備施工用機具設備之損失，由廠商自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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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保險
一、廠商應於履約期間辦理下列保險（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無），其屬自然人者，應自行投保人身意外險。
□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擇一勾選）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其他＿＿＿＿＿＿＿＿＿＿＿＿＿＿＿＿＿＿＿＿＿＿
二、廠商依前款辦理之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內容如下：
（由機關視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列入招標文件）
(一)承保範圍：
1.工程財物損失。
2.第三人意外責任。
3.修復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理費用。
4.機關提供之施工機具設備。
5.其他：（由機關依個案需要於招標文件載明）
(二)廠商投保之保險單，包括附加條款、附加保險等，須經保險主管機
關核准或備查；未經機關同意，不得以附加條款限縮承保範圍。
(三)保險標的：履約標的。
(四)被保險人：以機關及其技術服務廠商、施工廠商及全部分包廠商為
共同被保險人。
(五)保險金額：
1.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
(1)工程契約金額。
(2) 修復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理費用：＿＿元（由機關依工程特
性載明；未載明者，為工程契約金額之 5%）。
(3) 機關提供之機具設備費用：＿＿元（未載明或機關未提供施
工機具設備者無）。
(4) 機關供給之材料費用：＿＿元（未載明或契約金額已包含材
料費用者無）。
2.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最低投保金額，不得
為無限制）。
(1)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元。
(2)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元。
(3)每一事故財物損害：＿＿元。
(4)保險期間內最高累積責任：＿＿元。
3.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
(六)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1.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視工程性質及規模，載明金
額、損失金額比率；未載明者，為每一事故損失金額 10%)
2.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1)體傷或死亡：＿＿元。(未載明者，為新臺幣 10,000 元）
(2)財物損失：＿＿元。（未載明者，為新臺幣 10,000 元)
3.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
(七)保險期間：自申報開工日起至履約期限屆滿之日加計 3 個月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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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或遲延履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八)受益人：機關（不包含責任保險）。
(九)未經機關同意之任何保險契約之變更或終止，無效。但有利於機關
者，不在此限。
(十)附加條款及附加保險如下，但其內容不得限縮本契約對保險之要求
(由機關視工程性質，於招標時載明)：
■罷工、暴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擴大保固保證保險。
□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受益人附加條款。
□保險金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設計者風險附加條款。
□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第三人建築物龜裂、倒塌責任險附加保險。
□定作人建築物龜裂、倒塌責任附加條款。
□其他＿＿＿＿＿。
(十一)其他：＿＿＿＿＿＿＿＿＿＿＿＿＿＿＿＿＿
三、廠商依前款辦理之雇主意外責任險附加保險，其內容如下：
（由機關視
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列入招標文件）
(一)保險人所負之賠償責任：□不扣除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以超過
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為限。
（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不扣
除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
(二)保險金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最低投保金額，不得為無限制）
1.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 2,000,000 元；□新臺幣 3,000,000
元；□新臺幣 5,000,000 元；□新臺幣 6,000,000 元；□新臺幣＿
＿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新臺幣 5,000,000 元）
。
2.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保險金額之＿倍（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 倍）。
3.保險期間內最高累積責任：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保險金額之＿倍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 倍）。
(三)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元。(未載明者為新臺幣 10,000 元)
四、廠商辦理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之保險金額應為新品重置價格。
五、保險範圍不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理賠，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
廠商負擔。但符合第 4 條第 8 款約定由機關負擔必要費用之情形（屬
機關承擔之風險），不在此限。
六、廠商向保險人索賠所費時間，不得據以請求延長履約期限。
七、廠商未依本契約約定辦理保險，致保險範圍不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
足額理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廠商負擔。
八、依法非屬保險人可承保之保險範圍，或非因保費因素卻於國內無保險
人願承保，且有保險公會書面佐證者，依第 1 條第 7 款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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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險單正本 1 份及繳費收據副本 1 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機關收執。
因不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須延長履約期限者，因而增加之保費，由
契約雙方另行協議其合理之分擔方式。
十、廠商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車輛投保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及汽機車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屬免投勞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
險代之。廠商並應為其屬勞工保險條例所定應參加或得參加勞工保險
(含僅參加職業災害保險)對象之員工投保；其員工非屬前開對象者，始
得以其他商業保險代之。
十一、機關及廠商均應避免發生採購法主管機關訂頒之「常見保險錯誤及
缺失態樣」所載情形。
第十四條 保證金
一、 保證金之發還情形如下（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廠商已履約部分所占進度之比率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廠商已履約部分所占契約金額之比率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預付款已扣回金額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於驗收合格後一次發還。
□履約保證金於履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有分
段或部分驗收情形者，得按比例分次發還。
□履約保證金於工程進度達 25%、50%、75%及驗收合格後，各發還
25%。
（機關得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時載明，尚不以 4 次為
限；惟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採購，不得少於 4 次）
□履約保證金於履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 %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其餘之部分於＿＿＿＿＿＿（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
□廠商於履約標的完成驗收付款前應繳納保固保證金。
□保固保證金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一次發還。
□保固保證金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
，且無待
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按比例分次發還。保固期在 1 年以上者，按年
比例分次發還。
□差額保證金之發還，同履約保證金。
□植栽工程涉及養護期、保活期，需約定保證金者，發還方式（含分
階段）為：＿＿＿＿＿＿（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其他：＿＿＿＿＿＿＿＿＿＿＿＿＿＿＿＿＿＿＿＿＿
二、 因不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全部終止或解除契約，或暫停履約逾 ＿
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6 個月)者，履約保證金應提
前發還。但屬暫停履約者，於暫停原因消滅後應重新繳納履約保證金。
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而暫停履約，其需延長履約保證金有效期之合
理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三、 廠商所繳納之履約保證金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不予發還之情形：
(一)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第 7 款情形之一，依同
條第 2 項前段得追償損失者，與追償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二)違反採購法第 65 條規定轉包者，全部保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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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擅自減省工料，其減省工料及所造成損失之金額，自待付契約價金
扣抵仍有不足者，與該不足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四)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契約者，依該部分所占
契約金額比率計算之保證金；全部終止或解除契約者，全部保證金。
(五)查驗或驗收不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理，其不合格部分
及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金之金額，自待付契約價金
扣抵仍有不足者，與該不足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六)未依契約規定期限或機關同意之延長期限履行契約之一部或全部，
其逾期違約金之金額，自待付契約價金扣抵仍有不足者，與該不足
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七)須返還已支領之契約價金而未返還者，與未返還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八)未依契約規定延長保證金之有效期者，其應延長之保證金。
(九)其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其應由廠商賠償而
未賠償者，與應賠償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四、 前款不予發還之履約保證金，於依契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
發還者；不予發還之孳息，為不予發還之履約保證金於繳納後所生者。
五、 廠商如有第 3 款所定 2 目以上情形者，其不發還之履約保證金及其孳
息應分別適用之。但其合計金額逾履約保證金總金額者，以總金額為
限。
六、 保固保證金及其孳息不予發還之情形，準用第 3 款至第 5 款之規定。
七、 廠商未依契約規定履約或契約經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就預付款還款
保證尚未遞減之部分加計年息＿ %（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
填寫，則依機關撥付預付款當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年期郵
政定期儲金機動利率）之利息，隨時要求返還或折抵機關尚待支付廠商
之價金。
八、 保證金以定期存款單、連帶保證書、連帶保證保險單或擔保信用狀繳納
者，其繳納文件之格式依採購法之主管機關於「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所訂定者為準。
九、 保證金之發還，依下列原則處理：
(一)以現金、郵政匯票或票據繳納者，以現金或記載原繳納人為受款人
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發還。
(二)以無記名政府公債繳納者，發還原繳納人。
(三)以設定質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繳納者，以質權消滅通知書通知
該質權設定之金融機構。
(四)以銀行開發或保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繳納者，發還開狀銀行、
通知銀行或保兌銀行。但銀行不要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
還。
(五)以銀行之書面連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繳納者，發還
連帶保證之銀行或保險公司或繳納之廠商。但銀行或保險公司不要
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還。
十、 保證書狀有效期之延長：
十一、廠商未依契約規定期限履約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有無法於
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狀有效期內完成履約之虞，或機關無法於保證
書、保險單或信用狀有效期內完成驗收者，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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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效期應按遲延期間延長之。廠商未依機關之通知予以延長者，機關
將於有效期屆滿前就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狀之金額請求給付並暫
予保管。其所生費用由廠商負擔。其須返還而有費用或匯率損失者，亦
同。
十二、履約保證金或保固保證金以其他廠商之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代之或
減收者，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廠商（以下簡稱連帶保證廠商）之連帶保
證責任，不因分次發還保證金而遞減。該連帶保證廠商同時作為各機關
採購契約之連帶保證廠商者，以 2 契約為限。
十三、連帶保證廠商非經機關許可，不得自行申請退保。其經機關查核，中
途失其保證能力者，由機關通知廠商限期覓保更換，原連帶保證廠商應
俟換保手續完成經機關認可後，始能解除其保證責任。
十四、機關依契約規定認定有不發還廠商保證金之情形者，依其情形可由
連帶保證廠商履約而免補繳者，應先洽該廠商履約。否則，得標廠商及
連帶保證廠商應於 5 日內向機關補繳該不發還金額中原由連帶保證代
之或減收之金額。
十五、廠商為優良廠商或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
稱全球化廠商而減收履約保證金、保固保證金者，其有不發還保證金之
情形者，廠商應就不發還金額中屬減收之金額補繳之。其經採購法主管
機關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消優良廠商資格或全球化廠商資
格，或經各機關依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
尚在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所定期限內者，亦同。
十六、於履約過程中，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有施工查核結果列為丙
等、發生重大勞安或環保事故之情形，機關得不按原定進度發還履約保
證金，至上開情形改善處理完成為止，並於改善處理完成後 30 日內一
次發還上開延後發還之履約保證金。已發生扣抵履約保證金之情形者
(例如第 5 條第 3 款)，發還扣抵後之金額。
十七、契約價金總額於履約期間增減累計金額達新臺幣 100 萬元者(或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之其他金額)，履約保證金之金額應依契約價金總額增減
比率調整之，由機關通知廠商補足或退還。
第十五條 驗收
一、廠商履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契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不
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
二、驗收程序：
(一)廠商應於履約標的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
監造單位/工程司及機關，該通知須檢附工程竣工圖表。機關應於收
到該通知（含工程竣工圖表）之日起 ＿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92 條規定，為 7 日）內會同監造單
位/工程司及廠商，依據契約、圖說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數量，
以確定是否竣工；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參加者，仍得予確定。
機關持有設計圖電子檔者，廠商依其提送竣工圖期程，需使用該電
子檔者，應適時向機關申請提供該電子檔；機關如遲未提供，廠商
得定相當期限催告，以應及時提出工程竣工圖之需。
(二)初驗及驗收：（由機關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無初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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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竣工後，有初驗程序者，機關應於收受監造單位/工程司送
審之全部資料之日起＿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92 條規定，為 30 日）內辦理初驗，並作
成初驗紀錄。初驗合格後，機關應於＿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93 條規定，為 20 日）內
辦理驗收，並作成驗收紀錄。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參加初
驗或驗收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例如營造業法第 41 條）
，不
影響初驗或驗收之進行及其結果。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
延誤辦理初驗或驗收，該延誤期間不計逾期違約金；廠商因此
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工程竣工後，無初驗程序者，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
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94 條規定，為 30 日）內辦理驗收，並作
成驗收紀錄。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參加驗收者，除法令另
有規定外（例如營造業法第 41 條）
，不影響驗收之進行及其結
果。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延誤辦理驗收，該延誤期間不
計逾期違約金；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三、查驗或驗收有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測試程序者，其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無者免填）
：
廠商應就履約標的於＿＿＿＿＿＿＿（場所）
、＿＿＿＿＿＿＿（期間）
及＿＿＿＿＿（條件）下辦理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測試程序，以作為查驗
或驗收之用。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但另有規定者，
不在此限。
四、查驗或驗收人對隱蔽部分拆驗或化驗者，其拆除、修復或化驗所生費用，
拆驗或化驗結果與契約規定不符者，該費用由廠商負擔；與規定相符者，
該費用由機關負擔。契約規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亦同。
五、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規定者，機關得予拒絕，廠商應於限期
內免費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機關得重行查驗、測試或檢驗。
且不得因機關辦理查驗、測試或檢驗，而免除其依契約所應履行或承擔之
義務或責任，及費用之負擔。
六、機關就廠商履約標的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利，不受該標的曾通過其他
查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七、廠商應對施工期間損壞或遷移之機關設施或公共設施予以修復或回復，
並填具竣工報告，經機關確認竣工後，始得辦理初驗或驗收。廠商應將現
場堆置的施工機具、器材、廢棄物及非契約所應有之設施全部運離或清除，
方可認定驗收合格。
八、工程部分完工後，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
虞者，應先就該部分辦理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就辦理部分驗收
者支付價金及起算保固期。可採部分驗收方式者，優先採部分驗收；因時
程或個案特性，採部分驗收有困難者，可採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分段查
驗之事項與範圍，應確認查驗之標的符合契約規定，並由參與查驗人員作
成書面紀錄。供機關先行使用部分之操作維護所需費用，除契約另有規定
外，由機關負擔。
九、工程驗收合格後，廠商應依照機關指定的接管單位：＿＿＿＿（由機關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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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機關）辦理點交。其因非可歸責於
廠商的事由，接管單位有異議或藉故拒絕、拖延時，機關應負責處理，並
在驗收合格後 ＿日（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5
日）內處理完畢，否則應由機關自行接管。如機關逾期不處理或不自行接
管者，視同廠商已完成點交程序，對本工程的保管不再負責，機關不得以
尚未點交作為拒絕結付尾款的理由。
十、廠商履約結果經機關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機關得要求廠商於＿＿日內
（機關未填列者，由主驗人定之）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
簡稱改正）
。
十一、廠商不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不能改正，或改正次數逾
＿次（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仍未能改正者，機關得採行下列
措施之一：
(一)自行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廠商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二)終止或解除契約或減少契約價金。
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履約有瑕疵者，機關除依前 2 款規定辦理
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十三、採購標的為公有新建建築工程：
(一)如須由廠商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使用執照或其他類似文件者，
其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以致有遲延時，機關不得以此遲延為由拒
絕辦理驗收付款。
(二)如須由廠商取得綠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者，於驗收合格並取得合
格級（如有要求高於合格級者，另於契約載明）綠建築標章/智慧建
築標章後，機關始得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但驗收合格而未能取得
綠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其經機關確認非可歸責於廠商者，仍得
發給結算驗收證明書。
十四、廠商履行本契約涉及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施工廠商履約情形計分
要點」所載加減分事項者，應即主動通知機關，機關應將相關事實登錄於
工程會「公共工程標案管理系統」
，並於驗收完成後據以辦理計分作業。
廠商未主動通知機關者，機關仍得本於事實予以登錄。
十五、驗收完成後，廠商應於收到機關書面通知之計分結果後，確實檢視各項
計分內容及結果，是否與實際履約情形相符。
第十五條之 1 操作、維護資料及訓練
□廠商應依本條規定履約（由機關視個案需要勾選，未勾選者，表示無需
辦理本條規定事項）
：
一、資料內容：
(一)中文操作與維護資料：
1.製造商之操作與維護手冊。
2.完整說明各項產品及其操作步驟與維護（修）方式、規定。
3.示意圖及建議備用零件表。
4.其他：＿＿＿＿＿。
(二)上述資料應包括下列內容：
1.契約名稱與編號；
2.主題（例如土建、機械、電氣、輸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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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錄；
4.最接近本工程之維修廠商名稱、地址、電話；
5.廠商、供應商、安裝商之名稱、地址、電話；
6.最接近本工程之零件供應商名稱、地址、電話；
7.預計接管單位將開始承接維護責任之日期；
8.系統及組件之說明；
9.例行維護作業程序及時程表；
10.操作、維護（修）所需之機具、儀器及備品數量；
11.以下資料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勾選：
□操作前之檢查或檢驗表
□設備之啟動、操作、停機作業程序
□操作後之檢查或關機表
□一般狀況、特殊狀況及緊急狀況之處置說明
□經核可之測試資料
□製造商之零件明細表、零件型號、施工圖
□與未來維護（修）有關之圖解（分解圖）、電（線）路圖
□製造商原廠備品明細表及建議價格
□可編譯（Compilable）之原始程式移轉規定
□軟體版權之授權規定
□其他：＿＿＿＿＿。
12.索引。
(三)保固期間操作與維護資料之更新，應以書面提送。各項更新資料，
包括定期服務報告，均應註明契約名稱及編號。
(四)教育訓練計畫應包括下列內容：
1.設備及佈置說明；
2.各類設備之功能介紹；
3.各項設備使用說明；
4.設備規格；
5.各項設備之操作步驟；
6.操作維護項目及程序解說；
7.故障檢查程序及排除說明；
8.講師資格；
9.訓練時數。
10.其他：＿＿＿＿＿。
(五)廠商須依機關需求時程提供完整中文教育訓練課程及手冊，使機關
或接管單位指派人員瞭解各項設備之操作及維護（修）
。
二、資料送審：
(一)操作與維護資料格式樣本、教育訓練計畫及內容大綱草稿，應於竣
工前＿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60 天）
，提出 1 份
送審；並於竣工前＿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30 天）
，
提出 1 份正式格式之完整資料送審。製造商可證明其現成之手冊資
料，足以符合本條之各項規定者，不在此限。
(二)廠商須於竣工前＿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5 天）
，
提出＿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 份）經機關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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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操作與維護資料及教育訓練計畫。
(三)廠商應於竣工前提供最新之操作與維護（修）手冊、圖說、定期服
務資料及其他與設備相關之資料＿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為 5 份）
，使接管單位有足夠能力進行操作及維護（修）工作。
三、在教育訓練開始時，廠商應將所有操作與維護資料備妥，並於驗收前依
核可之教育訓練計畫，完成對機關或接管單位指派人員之訓練。
四、廠商所提送之資料，應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同意；修正時亦同。
五、操作與維護（修）手冊之內容，應於試運轉測試程序時，經機關或接管
單位指派之人員驗證為可行，否則應辦理修正後重行測試。
第十六條 保固
一、保固期之認定：
(一)起算日：
1.全部完工辦理驗收者，自驗收結果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算。
2.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辦理部
分驗收者，自部分驗收結果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算。
3.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逾第 15 條第 2 款規定之期限遲未能完
成驗收者，自契約標的足資認定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算。
(二)期間：
1.非結構物由廠商保固＿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年）；
2.結構物，包括護岸、護坡、駁坎、排水溝、涵管、箱涵、擋土牆、
防砂壩、建築物、道路、橋樑等，由廠商保固＿年（由機關於招
標時視個案特性載明；未載明者，為 5 年）。
3.臨時設施之保固期為其使用期間。
二、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裂、坍塌、損壞、功能或效益不符合契約規定等。
但屬第 17 條第 5 款所載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者，不
在此限。
三、保固期內發現之瑕疵，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合理期限內負責免費無
條件改正。逾期不為改正者，機關得逕為處理，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
或動用保固保證金逕為處理，不足時向廠商追償。但屬故意破壞、不當
使用、正常零附件損耗或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瑕疵者，由機
關負擔改正費用。
四、為釐清發生瑕疵之原因或其責任歸屬，機關得委託公正之第三人進行
檢驗或調查工作，其結果如證明瑕疵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廠
商應負擔檢驗或調查工作所需之費用。
五、瑕疵改正後 30 日內，如機關認為可能影響本工程任何部分之功能與效
益者，得要求廠商依契約原訂測試程序進行測試。該瑕疵係因可歸責於
廠商之事由所致者，廠商應負擔進行測試所需之費用。
六、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造成之瑕疵致全部工程無
法使用時，該無法使用之期間不計入保固期；致部分工程無法使用者，
該部分工程無法使用之期間不計入保固期，並由機關通知廠商。
七、機關得於保固期間及期滿前，通知廠商派員會同勘查保固事項。
八、保固期滿且無待決事項後 30 日內，機關應簽發一份保固期滿通知書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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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載明廠商完成保固責任之日期。除該通知書所稱之保固合格事實
外，任何文件均不得證明廠商已完成本工程之保固工作。
九、廠商應於接獲保固期滿通知書後 30 日內，將留置於本工程現場之設備、
材料、殘物、垃圾或臨時設施，清運完畢。逾期未清運者，機關得逕為
變賣並遷出現場。扣除機關一切處理費用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差額
給付廠商；如有不足者，得通知廠商繳納或自保固保證金扣抵。
第十七條 遲延履約
一、逾期違約金，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數，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 ＿‰（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率；未載明者，為 1‰）計算逾期違約金，所有日
數（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入，不因履約期限以工作天或日曆天計算而
有差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契約者，逾期違約金應
計算至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日止。
(一)廠商如未依照契約所定履約期限竣工，自該期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
數。
(二)初驗或驗收有瑕疵，經機關通知廠商限期改正，自契約所定履約期
限之次日起算逾期日數，但扣除以下日數：
1.履約期限之次日起，至機關決定限期改正前歸屬於機關之作業日
數。
2.契約或主驗人指定之限期改正日數（機關得於招標時刪除此部分
文字）。
(三)未完成履約/初驗或驗收有瑕疵之部分不影響其他已完成且無瑕疵
部分之使用者，按未完成履約/初驗或驗收有瑕疵部分之契約價金，
每日依其＿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率；未載明者，為 3）計
算逾期違約金，其數額以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計算之數額為上限。
二、採部分驗收者，得就該部分之金額計算逾期違約金。
三、逾期違約金之支付，機關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足者，得通知廠
商繳納或自保證金扣抵。
四、逾期違約金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金，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
金）以契約價金總額之＿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不高於 20%；
未載明者，為 20%）為上限，且不計入第 18 條第 8 款之賠償責任上限
金額內。
五、因下列天災或事變等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
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不能
履約者，得免除契約責任：
(一)戰爭、封鎖、革命、叛亂、內亂、暴動或動員。
(二)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惡劣天候、水
災、土石流、土崩、地層滑動、雷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三)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路、港口冰封。
(四)罷工、勞資糾紛或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
(五)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
(六)履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七)履約人員遭殺害、傷害、擄人勒贖或不法拘禁。
(八)水、能源或原料中斷或管制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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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核子反應、核子輻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非因廠商不法行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令下達停工、徵用、沒入、
拆毀或禁運命令者。
(十一)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十二)我國或外國政府之行為。
(十三)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不可抗力者。
六、前款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事由發生或結束後，其屬可繼續履約之情形
者，應繼續履約，並採行必要措施以降低其所造成之不利影響或損害。
七、廠商履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不可抗力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
但經廠商證明縱不遲延履約，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在此限。
八、契約訂有分段進度及最後履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金者，屬分段完
工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金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度但逾最後履約期限者，扣除已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部
分之金額，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
(二)逾分段進度但未逾最後履約期限者，計算逾分段進度之違約金。
(三)逾分段進度且逾最後履約期限者，分別計算違約金。但逾最後履約
期限之違約金，應扣除已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部分之金額計算之。
(四)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契約之進行有關者，逾分段進度，得個別
計算違約金，不受前目但書限制。
九、契約訂有分段進度及最後履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金者，屬全部完
工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金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度但逾最後履約期限者，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
(二)逾分段進度但未逾最後履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度已收取之違約金
者，於未逾最後履約期限後發還。
(三)逾分段進度且逾最後履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度已收取之違約金者，
於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時應予扣抵。
(四)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契約之進行有關者，逾分段進度，得計算
違約金，不受第 2 目及第 3 目之限制。
十、廠商未遵守法令致生履約事故者，由廠商負責。因而遲延履約者，不得
據以免責。
十一、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履約進度，情節重大者之認定，除招標
文件另有規定外，並適用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111 條規定。
（機關得於招
標文件載明情節重大之認定方式）
十二、本條所稱「契約價金總額」為：□結算驗收證明書所載結算總價，並
加計可歸責於廠商之驗收扣款金額；□原契約總金額（由機關於招標時
勾選；未勾選者，為第 1 選項）
。有契約變更之情形者，雙方得就變更
之部分另為協議（例如契約變更新增項目或數量之金額）。
第十八條 權利及責任
一、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履約標的，對於機關不得主張任何權利。
二、廠商履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益時，應由廠商負責處理並承擔一切
法律責任及費用，包括機關所發生之費用。機關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機關有權永久無償利用該著作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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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取得部分權利（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機關取得全部權利。
□機關取得授權（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廠商因履行契約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
同時讓與機關，廠商放棄行使著作人格權。廠商保證對其人員因履行
契約所完成之著作，與其人員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
及著作人格權。
□除「鐵道工程特定條款」另有約定外，有關 BIM 應用之智慧財產權
約定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機關取得全部權利（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機關提供之資訊而建
者，由機關取得全部權利）。
□機關取得部分權利（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機關提供之資訊而建
者，由機關取得該部分之全部權利，其他部分由甲方取得應用於本
案之授權）。
□機關取得授權（對於機關並非僅因本案而建或非由機關提供之資訊
而建立之 BIM 元件，約定機關取得限定使用於本案相關之設計、施
工、維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的權利，且約定機關本身亦得
繼續擁有及使用該授權與次授權）。
□其他：＿＿＿＿＿＿＿＿＿＿＿（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四、除另有規定外，廠商如在契約使用專利品，或專利性施工方法，或涉及
著作權時，其有關之專利及著作權益，概由廠商依照有關法令規定處理，
其費用亦由廠商負擔。
五、機關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契約之履行而遭第
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
責賠償。
六、機關對於廠商、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履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
不負賠償責任。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廠商應投保必要之保
險。
七、廠商依契約規定應履行之責任，不因機關對於廠商履約事項之審查、認
可或核准行為而減少或免除。
八、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者，廠商應負賠償責任，其認
定有爭議者，依照爭議處理條款辦理。
(一)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規定，以填補機關所受損
害及所失利益為限。□但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契約雙
方所負賠償責任不包括「所失利益」（得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
(二)除第 17 條規定之逾期違約金外，損害賠償金額上限為：
（機關欲訂
上限者，請於招標時載明）
□契約價金總額。
□契約價金總額之＿＿倍。
□契約價金總額之＿＿％。
□固定金額＿＿＿元。
(三)前目訂有損害賠償金額上限者，於法令另有規定，或廠商故意隱瞞
工作之瑕疵、故意或重大過失行為，或對第三人發生侵權行為，對
機關所造成之損害賠償，不受賠償金額上限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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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連帶保證廠商應保證得標廠商依契約履行義務，如有不能履約情事，即
續負履行義務，並就機關因此所生損害，負連帶賠償責任。
十、連帶保證廠商經機關通知代得標廠商履行義務者，有關廠商之一切權
利，包括尚待履約部分之契約價金，一併移轉由該保證廠商概括承受，
本契約並繼續有效。得標廠商之保證金及已履約而尚未支付之契約價
金，如無不支付或不發還之情形，得依原契約規定支付或發還該得標廠
商。
十一、廠商與其連帶保證廠商如有債權或債務等糾紛，應自行協調或循法
律途徑解決。
十二、契約文件要求廠商提送之各項文件，廠商應依其特性及權責，請所屬
相關人員於該等文件上簽名或用印。如有偽造文書情事，由出具文件之
廠商及其簽名人員負刑事及民事上所有責任。
十三、廠商接受機關或機關委託之機構之人員指示辦理與履約有關之事項
前，應先確認該人員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理之事項未逾越或未違
反契約規定。廠商接受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契約規定之指
示，不得用以拘束機關或減少、變更廠商應負之契約責任，機關亦不對
此等指示之後果負任何責任。
十四、契約內容有須保密者，廠商未經機關書面同意，不得將契約內容洩漏
予與履約無關之第三人。
十五、廠商履約期間所知悉之機關機密或任何不公開之文書、圖畫、消息、
物品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不得洩漏。
十六、契約之一方未請求他方依契約履約者，不得視為或構成一方放棄請
求他方依契約履約之權利。
十七、機關不得於本契約納列提供機關使用之公務車輛及油料、影印機、電
腦設備、行動電話（含門號）
、傳真機及其他應由機關自備之辦公設施
及其耗材。
十八、機關不得指揮廠商人員從事與本契約無關之工作。
第十九條 連帶保證
一、廠商如有履約進度落後達＿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
等情形，經機關評估並通知由連帶保證廠商履行連帶保證責任。
二、機關通知連帶保證廠商履約時，得考量公共利益及連帶保證廠商申請之
動員進場施工時間，重新核定工期；惟增加之工期至多為 ＿日（由機
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不得增加工期）
。連帶保證廠
商如有異議，應循契約所定之履約爭議處理機制解決。
三、連帶保證廠商接辦後，應就下列事項釐清或確認，並以書面提報機關同
意/備查：
(一)各項工作銜接之安排。
(二)原分包廠商後續事宜之處理。
(三)工程預付款扣回方式。
(四)未請領之工程款（得包括已施作部分）
，得標廠商是否同意由其請領；
同意者，其證明文件。
(五)工程款請領發票之開立及撥付方式。
(六)其他應澄清或確認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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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契約變更及轉讓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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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於接獲通知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應於 30 日內向機關提出
契約標的、價金、履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契約內容須變更之相關文
件。契約價金之變更，其底價依採購法第 46 條第 1 項之規定。
二、契約原有項目，因機關要求契約變更，如變更之部分，其價格或施工條
件改變，得就該等變更之部分另行議價。新增工作中如包括原有契約項
目，經廠商舉證依原單價施作顯失公平者，亦同。
三、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更之相關文件前，不得自行變更契約。除
機關另有請求者外，廠商不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履約期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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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供應，應
先與廠商書面合意估驗付款及契約變更之期限；涉及議價者，並於＿個
月（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3 個月）內辦理議價程序（應
先確認符合限制性招標議價之規定）；其後未依合意之期限辦理或僅部
分辦理者，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及合理利潤，由機關負擔。
五、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辦理契約變更，需廢棄或不使用部分已完成之
工程或已到場之合格材料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機關得辦理部分驗收
或結算後，支付該部分價金。但已進場材料以實際施工進度需要並經檢
驗合格者為限，因廠商保管不當致影響品質之部分，不予計給。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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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契約原標示者更優或對機關更有利。
(四)契約所定技術規格違反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
七、廠商提出前款第 1 目、第 2 目或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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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第 7 條第 3 款申請延長履約期限。
八、廠商依前款請求契約變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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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廠商得提出替代方案之相關規定（含獎勵措施）
：＿＿＿＿＿＿＿。
（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十、契約之變更，非經機關及廠商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錄，並簽名或蓋章
者，無效。
十一、廠商不得將契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分割或其他類似
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機關書面同意轉讓者，不在此限。
十二、廠商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分割，受讓契約之公司（以受讓營業者為
限），其資格條件應符合原招標文件規定，且應提出下列文件之一：
(一)原訂約廠商分割後存續者，其同意負連帶履行本契約責任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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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訂約廠商分割後消滅者，受讓契約公司以外之其他受讓原訂約廠
商營業之既存及新設公司同意負連帶履行本契約責任之文件。
第二十一條 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一、廠商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契約或解除契
約之部分或全部，且不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一)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之情形者。
(二)有採購法第 59 條規定得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情形者。
(三)違反不得轉包之規定者。
(四)廠商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2 條規定之罪，經判決有罪確
定者。
(五)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履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六)偽造或變造契約或履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七)擅自減省工料情節重大者。
(八)無正當理由而不履行契約者。
(九)查驗或驗收不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理者。
(十)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履約者。
(十一)廠商未依契約規定履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次日起 10 日內或
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
(十二)違反環境保護或職業安全衛生等有關法令，情節重大者。
(十三)違反法令或其他契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二、機關未依前款規定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契約者，廠商仍應依契約規定繼
續履約。
三、廠商因第 1 款情形接獲機關終止或解除契約通知後，應即將該部分工
程停工，負責遣散工人，將有關之機具設備及到場合格器材等就地點交
機關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數量，應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
辦理結算，並拍照存證，廠商不會同辦理時，機關得逕行辦理結算；必
要時，得洽請公正、專業之鑑定機構協助辦理。廠商並應負責維護工程
至機關接管為止，如有損壞或短缺概由廠商負責。機具設備器材至機關
不再需用時，機關得通知廠商限期拆走，如廠商逾限未照辦，機關得將
之予以變賣並遷出工地，將變賣所得扣除一切必須費用及賠償金額後退
還廠商，而不負責任何損害或損失。
四、契約經依第 1 款規定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
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契約日起，扣發廠商應得之工程款，包括尚未
領取之工程估驗款、全部保留款等，並不發還廠商之履約保證金。至本
契約經機關自行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後，如扣除機關為完成本契約所支
付之一切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差額給付廠商；無洽
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不足者，廠商及其連帶保證人應將
該項差額賠償機關。
五、契約因政策變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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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廠商協議補償廠商
因此所生之損失。但不包含所失利益。
六、依前款規定終止契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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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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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方式之一洽廠商為之：
(一)繼續予以完成，依契約價金給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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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非因政策變更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例如但不限於不可抗力之事由所
致）而有終止或解除契約必要者，準用前 2 款。
八、廠商未依契約規定履約者，機關得隨時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暫停執行，
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復履約。廠商不得就暫停執行請求延長履約期限或
增加契約價金。
九、廠商不得對本契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賂、佣金、
比例金、仲介費、後謝金、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不正利益。分包廠
商亦同。違反約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契約，或將 2 倍利益自契約價
款中扣除。
十、因可歸責於機關之情形，機關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暫停執行（停工）：
(一)致廠商未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
約期限；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例如但不限於管理費）
，由機關負
擔。
(二)暫停執行期間累計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
則為 2 個月）者，機關應先支付已依機關指示由機關取得所有權之
設備。
(三)暫停執行期間累計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
則為 6 個月）者，廠商得通知機關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並
得向機關請求賠償因契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損害。因可歸責於機關
之情形無法開工者，亦同。
十一、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之情形：
(一)廠商得向機關請求加計年息＿%（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
填寫，則依機關簽約日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一年期郵政定期
儲金機動利率）之遲延利息。
(二)廠商得於通知機關＿個月後（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
則為 1 個月）暫停或減緩施工進度、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
長履約期限；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三)延遲付款達＿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3
個月）者，廠商得通知機關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並得向機
關請求賠償因契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損害。
十二、履行契約需機關之行為始能完成，而機關不為其行為時，廠商得定相
當期限催告機關為之。機關不於前述期限內為其行為者，廠商得通知
機關終止或解除契約，並得向機關請求賠償因契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
損害。
十三、因契約規定不可抗力之事由，致全部工程暫停執行，暫停執行期間持
續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3 個月）或
累計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6 個月）
者，契約之一方得通知他方終止或解除契約。
十四、依第 5 款、第 7 款、第 13 款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者，廠商應
即將該部分工程停工，負責遣散工人，撤離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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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用之所有物品移交機關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數量，
應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辦理結算，並拍照存證。廠商應依監造單位/
工程司之指示，負責實施維護人員、財產或工程安全之工作，至機關
接管為止，其所須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機關應儘快依結算
結果付款；如無第 14 條第 3 款情形，應發還保證金。
十五、本契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利義務即消滅。契約解除時，
溯及契約生效日消滅。雙方並互負保密義務。
第二十二條 爭議處理
一、機關與廠商因履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令及契約規定，考量公共利益及
公平合理，本誠信和諧，盡力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
列方式處理之：
(一)提起民事訴訟，並以□機關；□本工程（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
勾選者，為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工程
採購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機關不同
意致調解不成立者，廠商提付仲裁，機關不得拒絕。
(三)經契約雙方同意並訂立仲裁協議後，依本契約約定及仲裁法規定提
付仲裁。
(四)依採購法第 102 條規定提出異議、申訴。
(五)依其他法律申（聲）請調解。
(六)契約雙方合意成立爭議處理小組協調爭議。
(七)依契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理。
二、依前款第 2 目後段或第 3 目提付仲裁者，約定如下：
(一)由機關於招標文件及契約預先載明仲裁機構。其未載明者，由契約
雙方協議擇定仲裁機構。如未能獲致協議，屬前款第 2 目後段情形
者，由廠商指定仲裁機構；屬前款第 3 目情形者，由機關指定仲裁
機構。上開仲裁機構，除契約雙方另有協議外，應為合法設立之國
內仲裁機構。
(二)仲裁人之選定：
1.當事人雙方應於一方收受他方提付仲裁之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
各自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
分別提出 10 位以上(含本數)之名單，交予對方。
2.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4 日內，自該名
單內選出 1 位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人。
3.當事人之一方未依(1)提出名單者，他方得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
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逕行代為選定 1 位仲裁人。
4.當事人之一方未依(2)自名單內選出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
人者，他方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機構（由機關於招標時
勾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代為自該名單內選定 1 位
仲裁人。
(三)主任仲裁人之選定：
1.二位仲裁人經選定之次日起 30 日內，由□雙方共推；□雙方選
定之仲裁人共推（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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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未能依 1.共推主任仲裁人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
裁機構（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
為之選定。
(四)以□機關所在地；□本工程所在地；□其他：＿＿＿＿＿＿為仲裁
地（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機關所在地）。
(五)除契約雙方另有協議外，仲裁程序應公開之，仲裁判斷書雙方均得
公開，並同意仲裁機構公開於其網站。
(六)仲裁程序應使用□國語及中文正體字；□其他語文：＿＿＿＿＿＿。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國語及中文正體字)
(七)機關□同意；□不同意（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不同
意）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八)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理由。
三、依第 1 款第 6 目成立爭議處理小組者，約定如下：
(一)爭議處理小組於爭議發生時成立，得為常設性，或於爭議作成決議
後解散。
(二)爭議處理小組委員之選定：
1.當事人雙方應於協議成立爭議處理小組之次日起 10 日內，各自
提出 5 位以上(含本數)之名單，交予對方。
2.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0 日內，自該名
單內選出 1 位作為委員。
3.當事人之一方未依(1)提出名單者，為無法合意成立爭議處理小組。
4.當事人之一方未能依(2)自名單內選出委員，且他方不願變更名單
者，為無法合意成立爭議處理小組。
(三)爭議處理小組召集委員之選定：
1.二位委員經選定之次日起 10 日內，由雙方或雙方選定之委員自
前目(1)名單中共推 1 人作為召集委員。
2.未能依(1)共推召集委員者，為無法合意成立爭議處理小組。
(四)當事人之一方得就爭議事項，以書面通知爭議處理小組召集委員，
請求小組協調及作成決議，並將繕本送達他方。該書面通知應包括
爭議標的、爭議事實及參考資料、建議解決方案。他方應於收受通
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提出書面回應及建議解決方案，並將繕本送達
他方。
(五)爭議處理小組會議：
1.召集委員應於收受協調請求之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會議，並擔任
主席。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獨立、公正處理爭議，並保守秘密。
2.會議應通知當事人到場陳述意見，並得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或
其他必要人員列席，會議之過程應作成書面紀錄。
3.小組應於收受協調請求之次日起 90 日內作成合理之決議，並以
書面通知雙方。
(六)爭議處理小組委員應迴避之事由，參照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組織準
則第 13 條規定。委員因迴避或其他事由出缺者，依第 2 目、第 3 目
辦理。
(七)爭議處理小組就爭議所為之決議，除任一方於收受決議後 14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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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向召集委員及他方表示異議外，視為協調成立，有契約之拘
束力。惟涉及改變契約內容者，雙方應先辦理契約變更。如有爭議，
得再循爭議處理程序辦理。
(八)爭議事項經一方請求協調，爭議處理小組未能依第 5 目或當事人協
議之期限召開會議或作成決議，或任一方於收受決議後 14 日內以
書面表示異議者，協調不成立，雙方得依第 1 款所定其他方式辦理。
(九)爭議處理小組運作所需經費，由契約雙方平均負擔。
(十)本款所定期限及其他必要事項，得由雙方另行協議。
四、依採購法規定受理調解或申訴之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五、履約爭議發生後，履約事項之處理原則如下：
(一)與爭議無關或不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履約。但經機關同意無須履約
者不在此限。
(二)廠商因爭議而暫停履約，其經爭議處理結果被認定無理由者，不得
就暫停履約之部分要求延長履約期限或免除契約責任。
六、本契約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
第二十三條 其他
一、廠商對於履約所僱用之人員，不得有歧視婦女、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
之情事。
二、廠商履約時不得僱用機關之人員或受機關委託辦理契約事項之機構之
人員。
三、廠商授權之代表應通曉中文或機關同意之其他語文。未通曉者，廠商應
備翻譯人員。
四、機關與廠商間之履約事項，其涉及國際運輸或信用狀等事項，契約未予
載明者，依國際貿易慣例。
五、機關及廠商於履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為履約期間雙方協調與契
約有關事項之代表人。
六、機關、廠商、監造單位及專案管理單位之權責分工，除本契約另有規定
外，依工程會發布之最新版「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或「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辦理（請自行至工程會網
站下載）
。
七、廠商如發現契約所定技術規格違反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或有犯採購法
第 88 條之罪嫌者，可向招標機關書面反映或向檢調機關檢舉。
八、依據「政治獻金法」第 7 條規定，與政府機關（構）有巨額採購契約，
且在履約期間之廠商，不得捐贈政治獻金。
九、本契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採購法及民法等相關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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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工作安全與衛生
一、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行細則、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勞動檢
查法及其施行細則、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勞動基準法及其
施行細則、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等有關規定確實辦理，並隨
時注意工地安全及災害之防範。如因廠商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意外
事故，均由廠商負一切責任。
二、凡工程施工場所，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施工基地四周設置圍牆（籬）
，
鷹架外部應加防護網圍護，以防止物料向下飛散或墜落，並應設置行人
安全走廊及消防設備。
三、高度在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勞工作業有墜落之虞者，應依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訂定墜落災害防止計畫（得併入施工計畫或安全
衛生管理計畫內），採取適當墜落災害防止設施。
四、廠商應依勞動部訂定之「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第
7 點，建立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實施安全衛生自主管理，並提報安
全衛生管理計畫。
五、假設工程之組立及拆除
(一)廠商就高度 5 公尺以上之施工架、開挖深度在 1.5 公尺以上之擋土
支撐及模板支撐等假設工程之組立及拆除，施工前應由專任工程人
員或專業技師等妥為設計，並繪製相關設施之施工詳圖等項目，納
入施工計畫或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據以施行。
(二)施工架構築完成使用前、開挖及灌漿前，廠商應通知機關查驗施工
架、擋土支撐及模板支撐是否按圖施工。如不符規定，機關得要求
廠商部分或全部停工，至廠商辦妥並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及機關
核定後方可復工。
(三)前述各項假設工程組立及拆除時，廠商應指定作業主管在現場辦理
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之事項。
六、廠商應辦理之提升職業安全衛生事項
(一)計畫：施工計畫書應包括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事項，並落實
執行。對依法應經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者，非經審查合格，不得使
勞工在該場所作業。
(二)設施(由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於招標時敘明)：
□20 公尺以下高處作業，宜使用於工作台即可操作之高空工作車
或搭設施工架等方式作業，不得以移動式起重機加裝搭乘設備
搭載人員作業。
□無固定護欄或圍籬之臨時道路施工場所，應依核定之交通維持
計畫辦理，除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誌、標示或柵欄外，於勞
工作業時，另應指派交通引導人員在場指揮交通，以防止車輛
突入等災害事故。
□移動式起重機應具備 1 機 3 證（移動式起重機檢查合格證、操
作人員及從事吊掛作業人員之安衛訓練結業證書），除操作人
員外，應至少隨車指派起重吊掛作業人員 1 人（可兼任指揮人
員）。
□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所設置之護欄，應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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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第 20 條固定後之強度能抵抗 75 公斤之荷重無顯著變形及
各類材質尺寸之規定。惟特殊設計之工作架台、工作車等護欄，
經安全檢核無虞者不在此限。
□施工架斜籬搭設、直井或人孔局限空間作業、吊裝台吊運等特
殊高處作業，應一併使用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開挖深度超過 1.5 公尺者，均應設置擋土支撐或開挖緩坡；但
地質特殊，提出替代方案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機關同意者，得
依替代方案施作。
□廠商所使用之鋼管施工架（含單管施工架及框式施工架）
，須符
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4750 A2067，及設置防止墜落災害設
施。
□其他：＿＿＿＿＿＿＿＿＿＿＿＿。
(三)管理
1.全程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規定辦理，並督導分包商依規定施
作。
2. 進駐工地人員，應依其作業性質分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
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3. 依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協議組織及訂定緊急應變處置計畫。
4. 開工前登錄安全衛生人員資料，報請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經機
關核定後，由機關依規定報請檢查機構備查；人員異動或工程變
更時，亦同。
5. 依規定設置之專職安全衛生人員於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
不得兼任其他與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
6. 於廠商施工日誌填報出工人數，記載當日發生之職業傷病及虛驚
事故資料，並依法投保勞工保險。
(四)自動檢查重點
1.擬訂自動檢查計畫，落實執行。
2. 相關執行表單、紀錄，妥為保存，以備查核。
(五)其他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由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
質於招標時敘明)。
七、安全衛生人員未確實執行職務，或未實際常駐工地執行業務，或工程施
工品質查核為丙等，可歸責於該人員者，機關得通知廠商於＿＿日內撤
換之。
八、職業安全衛生設施之保養維修
(一)廠商應執行之職業安全衛生設施保養維修事項如下：＿＿＿＿＿(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二)機關對同一公共工程，依不同標的分別辦理採購時，得指定廠商負
責主辦職業安全衛生設施之保養維修，所需費用由相關廠商共同分
攤。
九、同一工作場所有多項工程同時進行時，全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管理，依
勞動部訂頒之「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理作業要點」第 10 點辦
理。
十、契約施工期間如發生緊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時，廠
商得逕行採取必要之適當措施，以防止生命財產之損失，並應在事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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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後 8 小時內向監造單位/工程司報告。事故發生時，如監造單位/工程
司在工地有所指示時，廠商應照辦。
十一、廠商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機關得視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依第 11 條
第 10 款處理、依第 5 條第 1 款第 5 目暫停給付估驗計價款，或依第 21
條第 1 款終止或解除契約：
(一)有重大潛在危害未立即全部或部分停工，或未依機關通知期限完成
改善。
(二)重複違反同一重大缺失項目。
(三)不符法令規定，或未依核備之施工計畫書執行，經機關通知限期改
正，屆期仍未改正。
十二、因廠商施工場所依契約文件規定應有之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不良，
致發生重大職業災害，經勞動檢查機構依法通知停工並認定可歸責於
廠商，並經機關認定屬查驗不合格情節重大者，為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情形之一。
十三、懲罰性違約金
(一)專職安全衛生人員違反第 6.3.5 點不得兼職約定者，每日處以廠商
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新臺幣 2,500 元）。
(二)其他：___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
(三)上開懲罰性違約金之總額，一併納入第 11 條第 10 款所載上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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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工地管理
一、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指派適當之代表人為工地負責人，代表廠商駐在
工地，督導施工，管理其員工及器材，並負責一切廠商應辦理事項。廠
商應於開工前，將其工地負責人之姓名、學經歷等資料，報請機關查核；
變更時亦同。機關如認為廠商工地負責人不稱職時，得要求廠商更換，
廠商不得拒絕。依法應設置工地主任者，該工地主任即為工地負責人。
二、人員及機具管制
(一)工作場所人員及車輛機械出入口處應設管制人員，嚴禁以下人員及
機具進入工地：
1.非法外籍勞工。
2.未投保勞工保險之勞工（應依第 2.2 點辦理報備）。
3.未具合格證之移動式起重機、車輛機械及操作人員。
4.未依第 2.4 點登記之人員（第 2.4 點未勾選者，本點不適用）。
(二)工程開工前，廠商向機關報備工作場所人員名單(含分包廠商員工)，
並提報該等人員之勞工保險資料（依第 13 條第 10 款得以其他商業
保險代之者，提報該等人員之商業保險資料）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規應完成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紀錄送機關備查，方可使勞工進場施
工；人員異動時，亦同。
(三)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指派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專人於每日施工前
辦理下列事項，並記載於施工日誌及回報監造單位/工程司：
1.勤前教育（包含：工地預防災變及危害告知）。
2.檢查工作場所新進勞工是否提報第 2.2 點約定之勞工保險資料及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紀錄。
3.檢查勞工個人防護具。
4.廠商未完成上開事項，不得要求勞工進場施工。
(四)□人員進入工作場所應予登記，登記資料應包含勞工姓名與隸屬廠
商等，該登記文件應逐月送交監造單位/工程司備查，且機關及監造
單位/工程司得隨時抽查。
(五)廠商使用之柴油車輛，應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六)廠商使用以下車輛，應裝設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之行車視野輔助
系統等相關安全裝置：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109 年
1 月 1 日起應依前開規則辦理）
□總重量逾 3.5 公噸之貨車。
□混凝土預拌車及總重量 20 公噸以上之貨車（包括聯結車）。
□其他：＿＿＿＿
三、工地環境清潔與維護
(一)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切實遵守水污染防治法及其施行細則、空氣
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廢棄物清理法及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
案等法令規定，隨時負責工地環境保護。
(二)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隨時清除工地內暨工地週邊道路一切廢料、
垃圾、非必要或檢驗不合格之材料、鷹架、工具及其他設備，以確
保工地安全及工作地區環境之整潔，其所需費用概由廠商負責。
(三)工地周圍排水溝，因契約施工所生損壞或沉積砂石、積廢土或施工
產生之廢棄物，廠商應隨時修復及清理，並於完成時，拍照留存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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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必要時並邀集當地管理單位現勘確認。其因延誤修復及清理，
致生危害環境衛生或公共安全事件者，概由廠商負完全責任。
四、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
(一)廠商施工時，不得妨礙交通。因施工需要暫時影響交通時，須有適
當臨時交通路線及公共安全設施，並事先提出因應計畫送請監造單
位/工程司核准。監造單位/工程司如另有指示者，廠商應即照辦。
(二)廠商施工如需佔用都市道路範圍，廠商應依規定擬訂交通維持計畫，
併同施工計畫，送請機關核轉當地政府交通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
施工。該項交通維持計畫之格式，應依當地政府交通主管機關之規
定辦理，並維持工區週邊路面平整，加強行人動線安全防護措施及
導引牌設置，同時視需要於重要路口派員協助疏導交通。
(三)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應確實依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及圖樣、數
量佈設並據以估驗計價。
五、廠商為執行施工管理之事務，其指派之工地負責人，應全權代表廠商駐
場，率同其員工處理下列事項：
(一)工地管理事項
1.工地範圍內之部署及配置。
2.工人、材料、機具、設備、門禁及施工裝備之管理。
3.已施工完成定作物之管理。
4.公共安全之維護。
5.工地突發事故之處理。
(二)工程推動事項
1.開工之準備。
2.交通維持計畫之研擬、申報。
3.材料、機具、設備檢（試）驗之申請、協調。
4.施工計畫及預定進度表之研擬、申報。
5.施工前之準備及施工完成後之查驗。
6.向機關提出施工動態（開工、停工、復工、竣工）書面報告。
7.向機關填送施工日誌及定期工程進度表。
8.協調相關廠商研商施工配合事項。
9.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勘研契約變更計畫。
10.依照監造單位/工程司之指示提出施工大樣圖資料。
11.施工品管有關事項。
12.施工瑕疵之改正、改善。
13.天然災害之防範。
14.施工棄土之處理。
15.工地災害或災變發生後之善後處理。
16.其他施工作業屬廠商應辦事項者。
(三)工地環境維護事項：
1.施工場地及受施工影響地區排水系統設施之維護及改善。
2.工地圍籬之設置及維護。
3.工地內外環境清潔及污染防治。
4.工地施工噪音之防治。
5.工地週邊地區交通之維護及疏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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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有關當地交通及環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應辦事項。
(四)工地週邊協調事項：
1.加強工地週邊地區的警告標誌與宣導。
2.與工地週邊地區鄰里辦公處暨社區加強聯繫。
3.定時提供施工進度及有關之資訊。
(五)其他應辦事項。
六、施工所需臨時用地，除另有規定外，由廠商自理。廠商應規範其人員、
設備僅得於該臨時用地或機關提供之土地內施工，並避免其人員、設備
進入鄰地。
七、廠商及其砂石、廢土、廢棄物、建材等分包廠商不得有使用非法車輛、
違約棄置或超載行為。其有違反者，廠商應負違約責任；情節重大者，
依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處理。
八、□工程告示牌設置（如未納入設計圖說時，由機關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
明）
(一)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工程告示牌相關施工圖說報機關審查核可後設
置。
(二)工程告示牌之位置、規格、型式、材質、色彩、字型等，應考量工
程特性、周遭環境及地方民情設置，其規格為：長＿＿公分，寬＿
＿公分（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巨額之工程，規格為：
長 500 公分，寬 320 公分；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規格為：
長 300 分，寬 170 公分；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規格為：長 120 公
分，寬 75 公分）。
(三)工程告示牌之內容
1.工程名稱、主辦機關、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工地主任(負責人)
姓名與電話、施工起迄時間、經費來源、重要公告事項、全民督
工電話及網址等相關通報專線。
2.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應增列專任工程人員、品質管理人員、安
全衛生人員姓名及電話，及工程透視圖或平面位置圖等。
3.巨額之工程，應再增列設計單位、工程概要及工程效益等。
九、營造業廠商應於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施工期間設置技術士，其專業
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技術士種類及人數如下：
（由機關依「營造業專
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類比率或人數標準表」及個案契
約特性載明；未載明或載明之人數低於該標準表規定者，依該標準表設
置）
(一)鋼構工程
鋼構構件吊裝及組裝：□一般手工電銲＿人、□半自動電銲＿人、□
氬氣鎢極電銲＿人、□測量＿人、□建築塗裝＿人；或□前開種類技
術士共＿人。
(二)基礎工程
1.擋土牆：□鋼筋＿人、□模板＿人、□測量＿人、□混凝土＿人；
或□前開種類技術士共＿人。
2.土質改良及灌漿：□鋼筋＿人、□模板＿人、□測量＿人、□混
凝土＿人；或□前開種類技術士共＿人。
3.錨樁工程：□鋼筋＿人、□模板＿人、□測量＿人、□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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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前開種類技術士共＿人。
(三)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
結構體模板工程：模板＿人。
(四)庭園、景觀工程
1.造園景觀施工：造園景觀（造園施工）＿人、□園藝＿人；或□
前開種類技術士共＿人。
2.植生綠化及養護：造園景觀（造園施工）＿人、□園藝＿人；或
□前開種類技術士共＿人。
(五)防水工程
營建防水：營建防水＿人。
(六)預拌混凝土工程
預拌混凝土澆置工程：混凝土＿人。
(七)其他（由機關載明；未載明者無）
十、懲罰性違約金
(一)工地主任違反第 9 條第 3 款不得兼職約定者，每日處以廠商懲罰性
違約金新臺幣______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新臺
幣 2,500 元）。
(二)其他：___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
(三)上開懲罰性違約金之總額，一併納入第 11 條第 10 款所載上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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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
一、概要
說明執行本契約有關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之規定。
二、工作範圍
(一)與下列單位進行工作協調：
1.機關提供之履約場所內之其他得標廠商。
2.管線單位。
3.分包廠商。
(二)工程會議應包括但不限於：
1.施工前會議。
2.進度會議。
3.BIM 工作協調會議。
(三)會議前準備工作：
1.會議議程。
2.安排會議地點。
3.會議通知須於開會前 4 天發出。
4.安排開會所需之資料，文具及設備。
(四)會議後工作：
1.製作會議紀錄，包括所有重要事項及決議。
2.會議後 7 天內將會議紀錄送達所有與會人員，及與會議紀錄有關
之單位。
三、會議
(一)廠商應要求其分包廠商指派具職權代表該分包廠商作出決定之人
員出席會議。
(二)施工前會議
1.由機關在開工前召開施工協調會議。
2.選定開會地點。
3.與會人員：
(1)機關代表。
(2)機關委託之技術服務廠商代表。
(3)廠商之工地負責人員、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BIM 經理、
品管人員及安全衛生人員。
(4)主要分包廠商人員。
(5)各專業廠商或分包廠商之 BIM 協調員。
(6)其他應參加之分包廠商人員。
4.會議議程項目：
(1)依契約內容釐清各單位在各階段之權責，並說明權責劃分規
定。
(2)講解設計理念及施工要求、施工標準等規定。說明各項施工
作業之規範規定、機具操作、人員管理、物料使用及相關注
意事項。
(3)重要施工項目，由廠商人員負責指導施工人員相關作業程序
並於工地現場製作樣品（如鋼筋加工、模板組立、管線、裝
修等）及相關施工項目缺失照片看板，以作為施工人員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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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借鏡。
(4)提供本工程之主要分包廠商或其他得標廠商資料。
(5)討論總工程進度表。
(6)主要工程項目進行順序及預定完工時間。
(7)主要機具進場時間及優先順序。
(8)工程協調工作之流程及有關負責人員。
(9)解說相關之手續及處理之規定。例如提出施工及設計上之問
題、問題決定後之執行、送審圖說、契約變更、請款及付款
辦法等。
(10)工程文件及圖說之傳遞方式。
(11)所有完工資料存檔的程序。
(12)工地使用之規定。例如施工所及材料儲存區之位置。
(13)工地設備的使用及控制。
(14)臨時水電。
(15)工地安全及急救之處理方法。
(16)工地保全規定。
(17)BIM 協同作業室之設置與運作方式。
(18)BIM 工作協調會議召開方式。
(三)進度會議
1.安排固定時間開會。
2.依工程進度及狀況，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
3.選定會議地點（以固定地點為原則）。
4.與會人員：
(1)機關代表。
(2)機關委託之技術服務廠商代表。
(3)廠商工地負責人員。
(4)配合議程應出席之分包廠商人員。
5.會議議程項目：
(1)檢討並確認前次會議紀錄。
(2)檢討前次議定之工作進度。
(3)提出工地觀察報告及問題項目。
(4)檢討施工進度之問題。
(5)材料製作及運送時間之審核。
(6)改進所有問題之方法。
(7)修正施工進度表。
(8)計畫未來工作之程序及時間。
(9)施工進度之協調。
(10)檢討送審圖說之流程，核准時間及優先順序。
(11)檢討工地工務需求解釋紀錄之流程，核准時間及優先順序。
(12)施工品質之審核。
(13)檢討變更設計對施工進度及完工日期之影響。
(14)其他任何事項。
(四)BIM 工作協調會議(可併入進度會議進行)
1.安排固定時間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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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工程進度及狀況，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
3.選定會議地點（以固定地點或 BIM 協同作業室為原則）。
4.與會人員：
(1)機關代表。
(2)機關委託之技術服務廠商代表。
(3)廠商指派之專案 BIM 經理。
(4)各專業廠商 BIM 協調員。
5.會議議程項目：
(1)確認各項 BIM 應用目的之交付成果。
(2)確認各專業 BIM 建模自主品保工作之達成。
(3)整合各專業之 BIM 模型。
(4)檢討並解決 BIM 模型衝突問題。
(5)確認各階段定案 BIM 模型。
(6)凍結並發佈定案 BIM 模型。
(7)確認變更設計 BIM 模型之修正。
(8)其他任何與 BIM 工作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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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品質管理作業
一、須檢（試）驗之項目
(一)下列檢驗項目，應由符合 CNS 17025（ISO/IEC 17025）規定之實驗
室辦理，並出具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之
檢驗報告：（由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擇需要者於招標時勾選）
1.水泥混凝土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度試驗。
□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度試驗。
□水硬性水泥墁料抗壓強度試驗。
□水泥混凝土粗細粒料篩分析(適用於廠商自主檢查且作為估
驗或驗收依據者。由監造單位/工程司會同廠商於拌合廠用以
檢核是否符合配合設計規範者，得不適用)。
□水泥混凝土粗細粒料比重及吸水率試驗。
□可控制低強度回填材料(CLSM)抗壓強度試驗。
2.瀝青混凝土
□瀝青舖面混合料壓實試體之厚度或高度試驗。
□瀝青混凝土之粒料篩分析試驗(適用於廠商自主檢查且作為
估驗或驗收依據者。由監造單位/工程司會同廠商於拌合廠用
以檢核是否符合配合設計規範者，得不適用)。
□熱拌瀝青混合料之瀝青含量試驗。
□瀝青混合料壓實試體之比重及密度試驗（飽和面乾法）。
□瀝青混凝土壓實度試驗。
3.金屬材料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試驗。
□鋼筋續接器試驗。
4.土壤
□土壤夯實試驗。
□土壤工地密度試驗。
5.高壓混凝土地磚或普通磚
□高壓混凝土地磚試驗（至少含 CNS 13295 之 5.1 外觀狀態、
5.2 形狀、尺度及其許可差、5.3 抗壓強度等 3 項）
□普通磚試驗。
(二)其他須辦理檢（試）驗之項目為：＿＿＿＿＿＿＿＿＿＿（機關依
工程規模及性質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二、自主檢查與監造檢查（驗）
(一)廠商於各項工程項目施工前，應將其施工方法、施工步驟及施工中
之檢（試）驗作業等計畫，先洽請監造單位/工程司同意，並在施工
前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完成準備作業之檢查工作無誤後，始得進入
施工程序。施工後，廠商應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或其代表人對施工
之品質進行檢驗。
(二)廠商應於品質計畫之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明定各項重要施工作業
（含假設工程）及材料設備檢驗之自主檢查之查驗點（應涵蓋監造
單位明定之檢驗停留點）
。另應於施工計畫（或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之施工程序，明定安全衛生查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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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商應確實執行上開查驗點之自主檢查，並留下紀錄備查。
(四)有關監造單位監造檢驗停留點（含安全衛生事項），須經監造單位/
工程司派員會同辦理施工抽查及材料抽驗合格後，方得繼續下一階
段施工，並作為估驗計價之付款依據。如擅自進行下階段施工，應
依契約敲除重作並追究施工廠商責任。
(五)廠商應依品質計畫，辦理相關材料設備之檢驗，由廠商自行取樣、
送驗及判定檢驗結果；如涉及契約約定之檢驗，應由廠商會同監造
單位/工程司取樣、送驗，並由廠商及監造單位/工程司依序判定檢驗
結果，以作為估驗及驗收之依據。
三、品質管制
(一)品質計畫
1.公告金額以上之工程，廠商應提報以下品質計畫，送機關核准後
確實執行：
(1)於開工前＿日（由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開工前 1 日）內提報整體品質計畫。
(2)於分項工程施工前＿日（由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施工前 1 日）內提報分項品質計畫，
須提報之分項工程如下：＿＿。
2.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整體品質計畫之內容包括：
(1)管理責任。
(2)施工要領。
(3)品質管理標準。
(4)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5)自主檢查表。
(6)不合格品之管制。
(7)矯正與預防措施。
(8)內部品質稽核。
(9)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10)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無機電設備者免）。
(11)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3.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整體品質計畫之內
容包括：
(1)品質管理標準。
(2)自主檢查表。
(3)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4)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5)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無機電設備者免）。
(6)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4.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新臺幣 1,000 萬元之工程，整體品質計畫之內
容包括：
(1)自主檢查表。
(2)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3)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無機電設備者免）。
(4)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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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項工程品質計畫之內容包括：(機關未於 3.1.1 載明分項工程項
目者，無需提報)
(1)施工要領。
(2)品質管理標準。
(3)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4)自主檢查表。
(5)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二)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之設置規定
1.人數應有＿人（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至
少 1 人。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 2 人）。
2.基本資格為：應接受工程會或其委託訓練機構辦理之公共工程品
質管理訓練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書；取得前開結業證書逾 4 年者，
應再取得最近 4 年內之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品管人員。
3.其他資格為：（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4.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品管人員應專職，不得跨越其他標案，且
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
工程，品管人員得同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之職務，但不得跨越其
他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
5.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品管人員之登錄表報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
並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資訊網路
系統備查；品管人員異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三)未達新臺幣 2 千萬元之工程，廠商辦理品管業務人員（須取得結業
證書）之設置約定如下：
（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並依設
置情形編列相關費用；未載明者無）
□專職＿人。
□非專職不可跨越標案＿人。
□非專職可跨越標案＿人。
(四)品管人員工作重點
1.依據工程契約、設計圖說、規範、相關技術法規及參考品質計畫
製作綱要等，訂定品質計畫，據以推動實施。
2.執行內部品質稽核，如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是
否詳實記錄等。
3.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提出及追蹤改善。
4.品質文件、紀錄之管理。
5.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
(五)品管人員有未實際於工地執行品管工作，或未能確實執行品管工作，
或工程經施工品質查核為丙等，可歸責於品管人員者，由機關通知
廠商於＿日內更換並調離工地。
(六)公告金額以上且適用營造業法規定之工程，營造廠商專任工程人員
工作重點如下：
1.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落實執行品質計畫，並填具督察
紀錄表。
2.依據營造業法第 35 條規定，辦理相關工作，如督導按圖施工、
解決施工技術問題；估驗、查驗工程時到場說明，並於工程估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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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等。
3.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於工程查核時，到場說明。
4.未依上開各款規定辦理之處理規定：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四、專任工程人員以外技師或建築師之設置約定
(一)□不需設置；□需設置___人（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不需設置。如需設置者，所需費用應以人月方式編列）。
(二)如需設置者，技師或建築師應專職，不得跨越其他標案，且施工時
應在工地執行職務。
(三)如需設置者，資格為：（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四)如需設置者，工作範圍及職掌：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惟應有別於
營造業法所定之專任工程人員）。
五、廠商其他應辦事項
□廠商應於施工前及施工中定期召開施工講習會或檢討會，說明各項
施工作業之規範規定、機具操作、人員管理、物料使用及相關注意事
項。
□於開工前將重要施工項目，於工地現場製作樣品。
六、懲罰性違約金
(一)品管人員違反第 3.2.4 點或專任工程人員以外技師或建築師違反第
4.2 點不得兼職約定者，每日處以廠商懲罰性違約金新臺幣______元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新臺幣 2,500 元）。
(二)其他：___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
(三)上開懲罰性違約金之總額，一併納入第 11 條第 10 款所載上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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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鐵道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TWR-00-04)
(請參考附檔：TWR-00-04-鐵道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範本)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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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0-04 鐵道工程專案管理契約範本(含 BIM 應用)
立契約人：委託人：

（以下簡稱甲方）

受託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辦理【
】案（以下簡稱本案），甲乙雙方同意共同遵
守訂立本委託契約。
第一條 契約文件及效力
一、契約包括下列文件：
(一)招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二)投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三)決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四)契約本文、附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五)依契約所提出之履約文件或資料。
二、契約文件，包括以書面、錄音、錄影、照相、微縮、電子數位資料、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模型及其產出或樣品等方式呈現之
原件或複製品。
三、契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不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列原則
處理：
(一)契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
有特別聲明者，不在此限。
(二)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甲方審
定優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不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乙方於投標
文件內特別聲明，並經甲方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
準。
(三)文件經甲方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四)大比例尺圖者優於小比例尺圖者。
(五)決標紀錄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錄之內容。
(六)甲方提供之契約文件於 2D 圖說與 BIM 模型內含資訊不一致處理原
則：(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以契約中之 2D 圖說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2D 圖說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優於 2D 圖說。
四、契約文件之一切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不明確之處，由甲乙雙方依公
平合理原則協議解決。如有爭議，依採購法之規定處理。
五、契約文字：
(一)契約文字以中文為準。但下列情形得以外文為準：
1.特殊技術或材料之圖文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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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件。
3.其他經甲方認定確有必要者。
(二)契約文字有中文譯文，其與外文文意不符者，除資格文件外，以中
文為準。其因譯文有誤致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責賠償。
(三)契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 通知、解釋及其他類似
行為所為之意思表示，以中文書面為之為原則。書面之遞交，得以
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六、契約所使用之度量衡單位，除另有規定者外，以公制為之。
七、契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令或無法執行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契約亦可成立者，不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甲
方及乙方必要時得依契約原定目的變更之。
八、契約正本 2 份，甲方及乙方各執 1 份，並由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
票。副本
份(請載明)，由甲方、乙方及相關機關、單位分別執用。
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第二條 履約標的
一、甲方辦理事項(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二、乙方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發揮管理專業協助甲方執行專案管
理 工 作 ， 其 最 終 目 標 乃 在 協 助 甲 方 完 成
『
工程』
，並以甲方之權益為依歸。乙
方代表甲方協調、整合、管理包括工程、設備、軟體、財物、勞務等與
本計畫相關事項之推動，其專案管理之履約標的及工作事項如下：(詳
細服務項目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參照本條附件、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
要擇定載明)
(一)□可行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
(二)□規劃之諮詢及審查
(三)□設計之諮詢及審查
(四)□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
(五)□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
(六)為輔助本工程之□可行性評估、□規劃、□初步設計、□詳細設計、
□施工、□後續營運維護而應用 BIM 技術執行相關 BIM 應用之工
作，項目詳招標文件「鐵道工程業主需求」。
第三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一、契約價金結算方式：履約標的屬專案管理者（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價金□包含，□不包含 BIM 有關工作)：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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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二、計價方式：
(一)總包價法：依公告固定或決標時議定之服務費新臺幣__________元
(由甲方於決標後填寫，請招標機關及投標廠商參考本條附件 1 之附
表編列服務費用明細表，決標後依決標結果調整納入契約執行）
。(總
包價中應包含 BIM 應用項目之獨立列項費用)
(二)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1.服務費用(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服務費用為建造費用之____%(依甲方公告之固定或決標時
議定之服務費率；如跨不同級距之費率，依甲方公告各級距
之固定或決標時議定之服務費率)；其各階段分配比率如下：
可行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占 5%，規劃之諮詢及審查占 5%，
設計之諮詢及審查占 35%，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占 10%，
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占 45%（如有調整該百分
比組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附表 3 工程
專案管理（不含監造）技術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參考表所載
百分比上限之___%（依甲方公告之固定或決標時議定之折扣
率）計；其各階段分配比率如下：可行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
占 5%，規劃之諮詢及審查占 5%，設計之諮詢及審查占 35%，
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占 10%，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
詢及審查占 45%（如有調整該百分比組成，由甲方於招標時
載明）。
2.應用 BIM 之服務費用並未包含於前項費用，其價金為建造費用
之百分之____(依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或決標時議定服務
費率；如跨不同級距之費率，甲方應於招標文件載明各級距之固
定或決標時議定服務費率)。
3.建造費用，指經機關核定之工程採購底價金額或評審委員會建議
金額。但不包括規費、規劃費、設計費、監造費、專案管理費、
物價指數調整工程款、營業稅、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費用、甲
方所需工程管理費、承包商辦理工程之各項利息、保險費及 （其
他除外費用；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建造費用如包括甲方收入性質之抵減項目、金額（例如有價值之
土方金額）該項金額：（未勾選者以(2)為準）
□(1)為除外費用。
□(2)其他：__________。
4.工程採購無底價且無評審委員會建議金額者，建造費用以工程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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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百分之九十代之。但仍須扣除第 2 子目不包括之費用及稅捐
等。
5.依本目計算服務費用者，其工程於履約期間有契約變更、終止或
解除契約之情形者，服務費用得視實際情形協議增減之。
(三)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請招標機關及投標廠商參考本條附件 2 之附表
編列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決標後依決標結果調整納入契約執
行）。
1.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服務費用上限新臺幣_______元(由甲方於
決標後填寫)，包括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BIM 應用工作之服
務人力應明定)所列直接費用(直接薪資、管理費用及其他直接費
用，其項目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公費及營業稅。
2.公費，為定額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決標後填寫)，不得按直
接薪資及管理費之金額依一定比率增加，且全部公費不得超過直
接薪資及管理費用合計金額之 30%。
3.乙方應記錄各項費用並備具憑證，甲方視需要得自行或委託專業
第三人至乙方處所辦理查核。
4.實際履約費用達新臺幣_________元(上限，由甲方於決標後填寫)
時，非經甲方同意，乙方不得繼續履約；如屬可歸責乙方者，乙
方仍應依契約規定完成契約約定事項，並不得增加費用。
(四)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服務費用上限新臺幣___元(由甲方於決
標後填寫，請招標機關及投標廠商參考本條附件 3 之附表編列服務
費用明細表，決標後依決標結果調整納入契約執行）。BIM 應用工
作之服務人力應明定。
第四條 契約價金之調整
一、驗收結果與規定不符，而不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
契約預定效用，經甲方檢討不必更換或更換確有困難，或不必補交者，
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二、採減價收受者，按不符項目標的之契約價金___%(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
時載明)減價，並處以減價金額 %或
倍(由甲方視需要於招標時載
明)之違約金。減價及違約金之總額，以該項目之契約價金為限。
三、契約價金，除另有規定外，含乙方及其人員依甲方之本國法令應繳納之
稅捐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
四、甲方之本國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稅捐，由乙方負擔。
五、乙方履約遇有下列政府行為之一，致履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
得予調整：
(一)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二)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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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公告、公定或管制費率之變更。
六、前款情形，屬甲方之本國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
要費用，由甲方負擔；致履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契約
價金中扣除。屬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
金不予調整。
七、甲方要求乙方辦理本契約外工作時，契約價金應予調整。
八、如有超出契約約定之專案管理服務期程，且屬不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
者，乙方得依第 16 條第 4 款規定提出契約變更調整契約價金之要求。
九、於各階段履約期間，甲方得依實際需要通知乙方調整人力需求，修正
「工作人力計畫」
（含人員配當表）
，並依調整後之實際人力需求及服務
費用明細表調整服務價金，乙方須於___個工作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內配合辦理。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總包價法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配合第 3 條第 1 款契約價金結
算方式勾選，並依下列各項載明給付條件給付。）
(一)「工作執行計畫書」之服務費用，占服務費用___%(由甲方於招標時
載明)。乙方依第 8 條第 1 款規定，研擬完成「工作執行計畫書」
，
並送交甲方審核同意後，得申請甲方支付之。
(二)規劃與可行性評估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占服務費用___%(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乙方完成第 2 條及其相關應辦規劃與可行性評估
之諮詢及審查服務事宜，並送交甲方備查後，得申請甲方支付之。
(三)工程設計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占服務費用___%(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
1.乙方完成第 2 條及其相關應辦工程設計之諮詢及審查事宜，並將
結果送交甲方備查後，得申請甲方支付工程設計之諮詢及審查服
務費用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2.乙方完成招標文件與協助甲方取得申請建造等必要之許可及執
照，乙方得申請甲方支付工程設計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
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四)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占服務費用______%(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於甲方完成各工程決標訂約後，由乙方向甲方申請支付。
(五)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占服務費用___%(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乙方依工程施工進度___%、___%、___%（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其計算以全部工程估驗金額除以全部工程合約
金額比率為準）及驗收通過結算及取得必要之許可及執照後，得申
請甲方各支付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服務費用之餘款。
(六)乙方如有派遣由甲方指揮調派之專任專案管理工程人員，請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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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時，需檢附該專案管理工程人員薪資證明，未檢附者，不予給
付費用，該專案管理工程人員專任薪資並不得低於月薪新臺幣
_______元整（不含年終獎金）(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如有低於者，
其差額得由服務費用中扣除，甲方亦得要求薪資證明之方式。
(七)乙方完成甲方指定之 BIM 應用服務並經甲方認可服務成果後依約
定百分比給付契約價金，分期給付約定如下：
1.第

期，乙方交付 BIM 應用之「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
，

並經甲方審核同意後，給付 BIM 服務費用
%。
2.第
期，乙方交付 BIM 應用服務項目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並經甲方審核同意後，給付 BIM 服務費用
%。
□二、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配合第 3 條第 1 款契約價金結算方式勾選，並由
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乙方定期（每___個月(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於當期結束___日(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內，依核定之工作實際進度，將當期發生之服務費
用以書面報告方式，並檢附實際工作人時報表，其他費用單據等相關
憑證及發票（或收據）送交甲方，甲方應於收到後___日(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內核對無誤後給付，惟各服務項目之服務價金給付累計金
額不得超過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所載之服務費用上限。
□其他：由承辦單位依雙方議定條件給付。
□三、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配合第 3 條第 1 款契約價金結算方式勾選，
並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依第 3 條附件 3 附表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及實際人力出勤情形，
檢附憑證給付。
□其他：依雙方議定條件給付。
四、乙方履約有下列之情形者，甲方得暫停給付契約價金至情形消滅為止：
(一)履約實際進度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落後預定進度達___% (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以上者。
(二)履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
(三)未履行契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不履行者。
(四)乙方履約人員不適任，經通知更換仍延不辦理者。
(五)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雇員工，未依法給付工資，未依規
定繳納勞工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或未提繳勞工退
休金，且可歸責於乙方，經通知改正而未改正者。
(六)其他違反法令或契約情形。
五、薪資指數調整(無者免填)：
(一)履約期間在 1 年以上者，自第 2 年起，履約進行期間，如遇薪資波
動時，得依行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臺灣地區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受雇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指數，就漲跌幅超過_____%(由甲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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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5%)之部分，調整契約價金。其調整金
額之上限為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二)適用薪資指數基期更換者，其換基當月起完成之履約標的，自動適
用新基期指數核算履約標的調整款，原依舊基期指數之履約標的款
不予追溯核算。每月發布之薪資指數修正時，處理原則亦同。
(三)乙方於投標時提出投標標價不適用招標文件所定薪資指數調整條
款之聲明書者，履約期間不論薪資指數漲跌變動情形之大小，乙方
標價不適用招標文件所定薪資指數調整條款，指數上漲時不依薪資
指數調整金額；指數下跌時，甲方亦不依薪資指數扣減其薪資調整
金額；行政院如有訂頒薪資指數調整措施，亦不適用。
六、契約價金得依臺灣地區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受雇員工平均經常性
薪資指數調整者，應註明下列事項：
(一)得調整之成本項目及金額：_____（未載明者以薪資項目之金額為準；
無法明確區分薪資項目金額者，以契約價金總額 70%計算）。
(二)以開標月之薪資指數為基期。
(三)調整公式：＿＿＿＿（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參照工程
會 97 年 7 月 1 日發布之「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
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例」及 98 年 4 月 7 日發布之「機關
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數門檻調整處理原則計算
範例」
，公開於工程會全球資訊網>政府採購>工程款物價指數調整）
。
(四)乙方應提出調整數據及佐證資料。
(五)非屬薪資性質之項目不予調整。
(六)逐月就已工作部分按當月指數計算薪資調整款。逾履約期限之部分，
應以計價當期指數與契約規定履約期限當月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
整依據。但逾期履約係非可歸責於乙方者，應以計價當期指數為調
整依據；如屬薪資指數下跌而需扣減契約價金者，乙方得選擇以契
約原訂履約期程所對應之薪資指數計算扣減之金額，但該期間之薪
資指數上漲者，不得據以轉變為需由甲方給付薪資調整款，且選擇
後不得變更，亦不得僅選擇適用部分履約期程。
(七)薪資調整款累計給付逾新臺幣 10 萬元者，由甲方刊登契約給付金
額變更公告。
七、契約價金總額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得依約定方式
調整；未約定調整方式者，視同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率調整。投
標文件中報價之分項價格合計數額與總價不同者，亦同。
八、乙方計價領款之印章，除另有規定外，以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蓋之章為之。
九、乙方應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政府採購
法規定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僱用不足者，應依規定分別向所在地
之直轄市或縣（市）勞工主管機關設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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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之就業基金，定期繳納差額補助費及代金；並不
得僱用外籍勞工取代僱用不足額部分。甲方應將國內員工總人數逾 100
人之廠商資料公開於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以供勞工及原住民主管
機關查核差額補助費及代金繳納情形，甲方不另辦理查核。
十、契約價金總額，除另有規定外，為完成契約所需全部材料、人工、機具、
設備及履約所必須之費用。
十一、乙方請領契約價金時應提出統一發票，無統一發票者應提出收據。
十二、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於最後一次向甲方請款時，
應檢送提繳勞工退休金、繳納勞工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
費之繳費證明影本，或具結已依規定為其受僱勞工（含名冊）繳納上開
費用之切結書，供甲方審查後，以憑支付最後一期款。
十三、乙方履約有逾期違約金、損害賠償、不實行為、未完全履約、不符契
約規定、溢領價金或減少履約事項等情形時，甲方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
其有不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有履約保證金者，並得自履約保證金扣
抵。
十四、服務範圍包括代辦訓練操作或維護人員者，其服務費用除乙方本身
所需者外，有關受訓人員之旅費及生活費用，由甲方自訂標準支給，不
包括在服務費用項目之內。
十五、分包契約依採購法第 67 條第 2 項報備於甲方，並經乙方就分包部分
設定權利質權予分包廠商者，該分包契約所載付款條件應符合前列各
項規定(採購法第 98 條之規定除外)或與甲方另行議定。
十六、甲方得另延聘專家參與或協助乙方審查其他廠商提送之所有草圖、
圖說、BIM 模型、報告、建議及其他事項，其所需一切費用(出席費、
審查費、差旅費等)，除契約另有規定外，由甲方負擔。
十七、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依下列條件辦理付款：乙方依契約約定之付款條
件提出符合契約約定之證明文件後，甲方應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
序後，通知乙方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
付款；屬驗收付款者，於驗收合格後，甲方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
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十八、甲方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乙方有文件不符、不足或有疑義而
需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ㄧ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不得分次辦理。其審核
及付款期限，自資料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起算；甲方並應先就無爭議
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理付款。
十九、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有延遲付款之情形，乙方投訴對象：
(一)甲方之政風單位；
(二)甲方之上級機關；
(三)法務部廉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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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稽核小組；
(五)採購法主管機關；
(六)行政院主計總處。(延遲付款之原因與主計人員有關者)。
第六條 稅捐及規費
一、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應含稅，包括營業稅。
由自然人投標者，不含營業稅，但仍包括其必要之稅捐。
二、外國廠商在甲方之本國境內發生之勞務費或權利金收入，於領取價款
時按當時之稅率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上述稅款在付款時由甲方代為
扣繳。但外國廠商在甲方之本國境內有分支機構、營業代理人或由國內
廠商開立統一發票代領者，上述稅款在付款時不代為扣繳，而由該等機
構、代理人或廠商繳納。
三、與本契約有關之證照，依法應以甲方名義申請，而由乙方代為提出申請
者，其所需規費由甲方負擔。
第七條 履約期限
一、本契約預估履約期程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
二、相關服務項目履約期限以日曆天計，規定如下：
(一)乙方於本契約簽訂日起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以
14 日計)內提出「工作執行計畫書」送甲方核可。甲方如有修正意
見，乙方於接獲甲方通知之日起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未
載明者，以 7 日計)內改正完妥，並送甲方複核。
(二)乙方於規劃單位(或甲方)送達規劃報告(或相關資料)予乙方之日起
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內完成規劃與可行性評估之諮詢及審
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並配合辦理簡報。
(三)乙方於設計單位送達基本設計資料予乙方之日起____日(由甲方於
招標時載明)內完成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四)乙方於設計單位送達細部設計資料予乙方之日起____日(由甲方於
招標時載明)內完成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五)乙方於設計單位送達草擬之招標文件予乙方之日起____日(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 內完成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六)如施工中有變更設計時，乙方於接獲變更設計資料予乙方之日起
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內完成變更設計預算書圖之諮詢及審
查，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七)乙方於監造單位送達監造計畫及監造工程人員資料予乙方之日起
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內完成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甲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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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乙方應督導監造單位儘速完成各分項工程竣工結算書圖審查，並於
審查結果送達之日起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內完成竣工結算
書圖複審，且將結果送交甲方。
(九)乙方於施工單位或甲方提供之資料送達日起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內完成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提供資料者。
(十)BIM 應用服務部分：
1.乙方應於□決標日□甲方簽約日□甲方通知日起 ___日內(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以 30 日曆天計)，提出本案 BIM 應
用之「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
2.除交付 BEP 外，其他各期履約期限規定如下：
□乙方應於□甲方通知日起___日□甲方指定期限：___日內，
提出本案選用 BIM 應用服務項目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
□應用報告□成果報告。(每一應用服務項目應分別列出)
□工程設計期間，依工程進行到達固定里程碑後，提出本案選
用 BIM 應用服務項目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
□成果報告。(里程碑如規劃報告完成、初設完成、預算審議
完成、細設完成，訂約時由甲方先行確定，並逐一搭配合適
的交付項目)
□工程施工期間，依工程進行到達固定里程碑後，提出本案選
用 BIM 應用服務項目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
□成果報告。(里程碑如開挖完成、結構體完成、裝修完成、
竣工、使照取得，訂約時由甲方先行確定，並逐一搭配合適
的交付項目)
(十一)其他：________（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三、乙方辦理之事項內如包括工程採購案之履約估驗計價查核或複核者，
乙方於接獲監造單位審核完成之工程承攬廠商之估驗計價申請案次日
起之下列日數內查核或複核完妥：
(一)如該工程已達巨額採購金額者，5 日。
(二)如該工程屬已達查核金額，未達巨額採購金額者，4 日。
(三)如該工程屬已達公告金額，未達查核金額者，3 日。
(四)如該工程屬未達公告金額者，2 日。
四、契約如需辦理變更，其履約標的項目或數量有增減，或因不可歸責於乙
方之變更設計，履約期限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減之。BIM 應用若
因變更設計而須另行執行或補充，其履約期限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
增減之。
五、履約期限延期：
(一)契約履約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且確非可歸責於乙方，而需展延
履約期限者，乙方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檢具事證，儘速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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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甲方申請展延履約期限。甲方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
履約期限，不計算逾期違約金。其事由未達半日者，以半日計；逾
半日未達 1 日者，以 1 日計。
1.發生契約規定不可抗力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履約。
4.因辦理契約變更或增加履約標的數量或項目。
5.甲方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甲方自辦或甲方之其他廠商因承包契約相關履約標的之延誤
而影響契約進度者。
7.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經甲方認定者。
(二)前目事故之發生，致契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止履約時，乙方應於停
止履約原因消滅後立即恢復履約。其停止履約及恢復履約，乙方應
儘速向甲方提出書面報告。
六、期日：
(一)履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履約期間自指定之日
後起算者，當日不計入。
(二)履約標的須於一定期間內送達甲方之場所者，履約期間之末日，為
甲方之辦公日時，以甲方當日下班時間為期間末日之終止。履約期
間之末日，非為甲方之辦公日時，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時間代
之。
七、甲乙雙方於接獲提供之資料送達後儘速檢視該資料，並於檢視該資料
發現疑義時，立即以書面通知他方。
八、除招標文件已載明者外，因不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而須修正、更改、補
充履約事項，而有延長履約期限必要者，由雙方以書面另行協議。
九、日曆天：本契約規定應繳交之個別文件或應完成之個別事項之天數，以
日曆天計；全國性選舉投票日及下列國定假日、民俗節日，不列入天數
計算：
(一)國定假日：中華民國開國紀念日（1 月 1 日）
、和平紀念日（2 月 28
日）、兒童節（4 月 4 日）、勞動節（5 月 1 日）及國慶日（10 月 10
日）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布放假日數免計履約期限。
(二)民俗節日：農曆除夕、春節、民族掃墓節、端午節及中秋節依行政
院人事行政局公布放假日數免計履約期限。
第八條 履約管理
一、乙方應依招標文件規定及服務建議書承諾，於前條第 2 款第 1 目規定
期限提出「工作執行計畫書」送甲方核可，該工作執行計畫書內容至少
應包括計畫組織、工作計畫流程、工作預定進度表、工作人力計畫（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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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配當表）
、服務費用明細表、計畫時程之安排、工程與經費之控管
計畫、辦公處所等。甲方如有修正意見，乙方應於該規定期限內改正完
妥，並送甲方複核後，據以執行。
□於前條第 2 款第 10 目規定期限提出「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
其內容應依「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規定提送。甲方如有修正意
見，乙方應於該規定期限內改正完妥，並送甲方複核後，據以執行。
二、乙方應以其專業技術與管理經驗，履行服務工作，隨時維護甲方權益，
妥善控制成本、進度與品質。
三、乙方除負責本案全程專業管理服務之外，甲方將分別委託其他廠商負
責設計、監造、施工等。在技術層面，乙方代表甲方審定(核定)，並需
將技術面問題轉化為甲方可瞭解之訊息，以供甲方在行政面決策之參
考。乙方參與本計畫相關單位或其他廠商之討論，應充分反映甲方之意
見並提供專業技術建議，並善盡協調、管制、審查及監督之責，違者依
契約相關條款處理。
四、作業人員指派（本項內容僅供參考，甲方得依個案實際需要修正）
(一)乙方於訂約後，應指派其所屬專任開業建築師或執業技師__人為專
案管理計畫主持人，負責綜理本案，前述計畫主持人應有____年(由
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以上_____工程計畫(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之綜
合或專業顧問工作經驗。
(二)乙方於訂約後，應指派專案經理(其證照資格、是否專職及得否由計
畫主持人兼任等事項，由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負責本案之推動與協
調整合，前述專案經理應有____年(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以上_____
工程計畫(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之綜合或專業顧問工作經驗。
(三)□乙方於決標後，依契約指定日期派遣____人(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為專案管理工程人員(應為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畢業)專任長駐甲方辦
公處所或工地，接受甲方指揮調派，辦理本契約專案管理服務項目，
專案管理工程人員則應有___年(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以上相關工
程經驗，辦理本契約所規定之各項專案管理事宜，且需為受訓合格
之品管人員，並熟悉政府採購法相關法規。
(四)乙方另於_____等項目(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之重點施工期間、派遣
____人(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專業工程人員（由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應為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畢業，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年以上
相關工程經驗，且需為受訓合格之品管人員）
，協助上述專案管理工
程人員，辦理本契約專案管理服務項目。乙方所派人員能力不足敷
工作需要，甲方以要求乙方更換為原則，如經更換後仍無法符合工
作需要，且屬可歸責於乙方者，甲方得要求乙方加派人員（含技術
人員及協辦人員）
，辦理本契約專案管理服務項目，所需費用已含於
契約內，乙方不得再要求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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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 BIM 應用服務之人力要求，依「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規
定執行。
(六)上述人員應由乙方造冊附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甲方核准且不得隨意
更換，如有不能稱職者，甲方得要求更換，乙方應於____日(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內無條件完成更換，乙方要求更換者，應提出具體更
換理由連同新進人員相關證明文件，報請甲方核准後始得更換。
(七)乙方辦理各項服務工作，除依據本契約執行外，應遵守政府採購法、
採購人員倫理準則及我國之各項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八)經指派於甲方辦公處所上班者，依甲方上班時間上班，如有須加班
時亦應配合。
(九)施工期間，契約規定之專職專案經理及駐地人員須常駐工務所。
五、乙方應督導各單位依施工階段權責分工表及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權責劃
分表所規定之權責分工事項及期限規定履約（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權責
劃分表請參閱工程會訂頒之表格修正使用，網址 http:/www.pcc.gov.tw/
品質管理/公共工程品質管理教育訓練/品質管理人員回訓班營建工程
履約管理實務教材/委託專案管理模式工程進度及品質管理參考手冊之
表 2.2 權責劃分/）
六、契約執行期間，乙方應依甲方所訂之時間、地點與方式，履行下列出席、
報告義務（下列各細項內容甲方於招標時得視個案實際需要調整）：
(一)月工作報告
乙方須於契約生效後次月起每月 7 日前，提出前 1 個月之書面工
作報告，送交甲方審核（或備查）
。報告內容至少包括下列各項：
1.詳述前 1 個月進行之工作項目，包括提出乙方前 1 個月實際參與
工作之人員出勤月報表，並經專案經理簽認。出勤月報表內容至
少包括人員參與工作項目與當月工作時數。甲方對於出勤月報表
有疑問之內容，應退回由乙方於 7 日內完成澄清。
2.當月人員預訂工作項目與時程，每 2 個月提出未來 2 個月之人員
使用計畫。
3.預定進度與實際進度之比較。
4.人員之動員計畫與實際動員狀況之比較。
5.相關問題之已處理或預定處理方式。
6.實際進度落後甲方核定之工作執行計畫達（累計進度絕對值）5%
時，應督導規劃設計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提出解決措施及趕工計
畫。
(二)特別報告
乙方於履行契約時，如發現有妨礙契約所載事項與工作執行計畫書」
所列進度時程，或其他廠商違約、工地突發意外事件、甲方應負責
之事項、其他與甲方之權益有關之事項或應甲方要求時，應即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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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書面提出特別報告，並敘明具體因應措施。
(三)工程協調會報
由甲方認為需要時召開，由甲方主持，工程協調會報召開前，乙方
應負責協調連繫相關人員開會時間，並由甲方指定人員出席，提出
工作成果與推估未來作業進度，並由乙方派專人作成會議紀錄，於
會議後 5 日內送甲方審核（或備查）。
(四)工程月會報（屬月會性質）
由乙方專案計畫主持人主持，安排相關規劃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每
月 1 次派專業代表出席，就近 1 月工作成果檢討與研擬修正未來 1
月詳細計劃作業進度，並派專人作成會議紀錄，於會議後 5 日內送
甲方審核（或備查）。
(五)專業技術協調會（屬週會性質）
由乙方專案計畫主持人或專案經理主持，安排相關規劃設計監造及
施工廠商每週 1 次派專業代表出席，就近 1 週工作成果檢討與研擬
修正未來 1 週詳細計劃作業進度，並派專人作成會議紀錄，於會議
後 5 日內送甲方審核（或備查），並應視需要時加開專業技術協調
會。
□(六)工地觀摩參觀
協助甲方辦理學生或相關人員工地觀摩參觀，負責工地解說、資料
準備，並製作紀錄，並於結束後 5 日內送甲方審核（或備查）。
(六)結案報告
乙方完成契約內之所有服務工作，或契約因故全部終止或部分終止
時，應將完成部分作成結案報告（內容至少包含工作項目、執行過
程與績效），提送甲方審核（或備查）。
(七)建檔與紀錄
1.建立本工程之設計圖說及文書檔案（磁片或光碟片）與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理資訊系統之建檔。
2.提供完整工作紀錄（包含影片或照片、工程大事紀等工作紀錄）
與服務期間各服務項目之完整紀錄（包含一般書面與電子檔案）
，
並定期配合工作報表及結案報告提出。
(八)列席相關會議
配合甲方需求，派員列席相關主管機關審查、查核會議。
(九)協助處理提報相關資料
協助甲方處理相關提報資料之研擬及製作。
(十)協助處理糾紛及索賠事件
協助甲方處理因本工程引起之糾紛及索賠事件（但不含擔任甲方訴
訟代理人）。
(十一)BIM 工作協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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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乙方專案計畫主持人或專案經理或 BIM 經理主持，安排相關規
劃、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或統包商或專業包商)(□每週□每兩週
□每月)1 次派專案 BIM 經理與 BIM 協調員代表出席，就近一期
BIM 工作成果檢討與研擬修正未來一期詳細計劃作業進度，並派專
人做成 BIM 協調會議紀錄，於會議後 5 日內送甲方審核（或備查）
，
並應視需要時加開會議。此會議應邀請甲方代表出席。
(十二)其他（由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無者免填）。
七、乙方於工作完成提送成果報告時，應一併提送電子檔案（含 CAD 檔、
BIM 模型）交予甲方。
八、與契約履約標的有關之其他標的，經甲方交由其他廠商辦理時，乙方有
與其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利進行。工作不
能協調配合，乙方應邀集各方協調解決，並通知甲方。乙方如未通知甲
方或未能配合或甲方未能協調解決致生錯誤、延誤履約期限或意外事
故，應由可歸責之一方負責並賠償。
九、乙方接受甲方或甲方委託之機構之人員指示辦理與履約有關之事項前，
應先確認該人員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理之事項未逾越或未違反
契約規定。乙方接受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契約規定之指示，
不得用以拘束甲方或減少、變更乙方應負之契約責任，甲方亦不對此等
指示之後果負任何責任。
十、甲方及乙方之一方未請求他方依契約履約者，不得視為或構成一方放
棄請求他方依契約履約之權利。
十一、契約內容有須保密者，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不得將契約內容洩漏
予與履約無關之第三人。
十二、乙方履約期間所知悉之甲方機密或任何不公開之文書、圖畫、消息、
物品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不得洩漏。
十三、轉包及分包：
(一)乙方不得將契約轉包。乙方亦不得以不具備履行契約分包事項能力、
未依法登記或設立，或依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
決標對象或作為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商。
(二)乙方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甲方得予審查。
(三)乙方對於分包廠商履約之部分，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契約報備於
甲方者，亦同。
(四)分包廠商不得將分包契約轉包。其有違反者，乙方應更換分包廠商。
(五)乙方違反不得轉包之規定時，甲方得解除契約、終止契約或沒收保
證金，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六)前款轉包廠商與乙方對甲方負連帶履行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
同。
十四、乙方及分包廠商履約，不得有下列情形：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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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法來源之履約標的、使用非法車輛或工具、提供不實證明或其他不法
或不當行為。
十五、甲方於乙方履約中，若可預見其履約瑕疵，或有其他違反契約之情事
者，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
十六、履約所需臨時場所，除另有規定外，由乙方自理。
十七、乙方履約人員對於所應履約之工作有不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要求
更換，乙方不得拒絕。
十八、勞工權益保障：
(一)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應訂立書面勞動契約，並
將該契約影本送甲方備查。
(二)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應依法給付工資，依法投
保勞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勞工退休金，並依規
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勞工退休金。
(三)乙方應於簽約後_____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內，檢具派至甲方
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名冊（包括勞工姓名、出生年月日、身分證字
號及住址）
、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明細)影本及切結書（具
結已依法為其受僱勞工投保勞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
提繳勞工退休金，並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勞工退休
金）送甲方備查。
(四)甲方發現乙方未依法為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投保勞工
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勞工退休金者，應限期改正，
其未改正者，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理。
十九、其他(由甲方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乙方應於完成審查之原始圖樣及書表上簽署。
□乙方所擬定或完成審查之招標文件，其內容不得有不當限制競爭之
情形。其有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利、設計或型式、特定
來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時，應於提送履約成果文件上敘明理
由。
□辦理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上公有新建建築物，乙方應協助甲方（或設
計單位）於工程招標前取得候選綠建築證書；另於辦理變更設計時，
應併同檢討與協助甲方（或設計單位）申請變更候選綠建築證書。
□工程有電機工程高壓設備之新設公有新建築物，乙方應督促設計單
位於工程招標前取得台電公司預審台電配電室（場）核准，及提出用
電計劃書，並經台電公司核准在案。另於新建築物開工前，乙方應督
促設計單位取得台電公司電氣審核證明，以供甲方辦理新建築物開
工之必要文件；於辦理變更設計時，乙方應督促設計單位申請變更取
得台電公司電氣審核證明。乙方應督促設計單位於工程完成前完成
向台電報竣工手續，以利本建築物用電取得及用電安全品質。
頁次：16/27

TWR-00-04

版本日期：2019/10/1

■乙方依契約約定審核(查)甲方之其他契約廠商所提出之各該契約約
定得付款之證明文件時，乙方應於 7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查)，並將結
果交付甲方，以利甲方續於 8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及辦理後續作業。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九條 履約標的品管
一、乙方在履約中，應對規劃、設計、監造及施工品質依照契約有關規範，
協助甲方辦理工程品質之「督導」與「管控」
。辦理工程設計之諮詢及
審查等服務工作，應力求符合節省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保護環境、
節約資源、經濟耐用等目的，並考量景觀、自然生態、兩性友善環境、
生活美學。
二、甲方於乙方履約期間如發現規劃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之履約品質或進
度不符合契約規定，得通知乙方「督導」規劃設計監造及施工廠商限期
改善或改正，並提出「管控」方案。乙方逾期未辦妥時，甲方得要求乙
方就該案檢討及提出「特別報告」，並追究責任。
三、乙方不得因甲方辦理審查、查驗、測試、認可、檢驗、功能驗證或核准
行為，而免除或減少其依契約所應履行或承擔之義務或責任。
四、甲方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規定設立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果，
對乙方辦理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事宜：
(一)懲罰性違約金金額，應依查核小組查核之品質缺失扣點數計算之。
巨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案，每點扣款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貳仟元）
；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
案，每點扣款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壹仟元）
；壹仟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採購案，每點扣款新
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伍佰元）
；未達
壹仟萬元之工程採購案，每點扣款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貳佰伍拾元）。
(二)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之支付，甲方應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
足者，得通知乙方繳納或自保證金扣抵。
(三)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之總額，以契約價金總額 20%為上限。
第十條 保險
一、乙方應於履約期間辦理下列保險(由甲方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
填)，其屬自然人者，應自行另投保人身意外險。
(一)建築師事務所、技師事務所、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測繪業公司應投
保專業責任險。包括因業務疏漏、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
致甲方或其他第三人受有之損失。
(二)□雇主意外責任險。（乙方於施工期間應為其專案管理人員投保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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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意外責任險；有延期或遲延履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三)□其他：
。
二、乙方依前款辦理之保險，其內容如下(由甲方視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
於招標時載明)：
(一)承保範圍：（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包括得為保險人之不保事項）。
(二)保險標的：履約標的。
(三)被保險人：以乙方為被保險人。
(四)保險金額：契約價金總額。
(五)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六)保 險 期 間 ： 自 _______ 起 至 □ 契 約 所 定 履 約 期 限 之 日 止 ； □
_________之日止(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有延期或遲延履約者，保
險期間比照順延。
(七)未經甲方同意之任何保險契約之變更或終止，無效。
(八)其他：
三、保險單記載契約規定以外之不保事項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乙方
負擔。
四、乙方向保險人索賠所費時間，不得據以請求延長履約期限。
五、乙方未依契約規定辦理保險、保險範圍不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
理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乙方負擔。
六、保險單正本一份及繳費收據副本一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甲方收執。
七、乙方應依甲方之本國法規為其員工及車輛投保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及汽機車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免投保勞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
險代之。
八、本契約延長服務時間時，乙方應隨之延長專業責任保險之保險期間。
九、依法非屬保險人可承保之保險範圍，或非因保費因素卻於國內無保險
人願承保，且有保險公會書面佐證者，依第 1 條第 7 款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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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保證金（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不收取保證金。
□甲方收取保證金，保證金相關規定：(由甲方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規定辦理，並於招標時載明)
第十二條驗收
一、驗收時機：
乙方完成履約事項後辦理驗收。
二、驗收方式：
得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議方式進行，審查會議紀錄等同驗收紀錄。得分
段或分期查驗及驗收。
三、履約標的部分完成履約後，得先就該部分辦理驗收或分段審查、查驗供
驗收之用。
四、乙方履約結果經甲方審查有瑕疵者，甲方得要求乙方於一定期限內改
善。逾期未改正者，依第 13 條規定計算逾期違約金。
五、乙方不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不能改正者，甲方得採行
下列措施之一：
(一)自行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二)解除契約或減少契約價金。但瑕疵非重要者，甲方不得解除契約。
六、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履約有瑕疵者，甲方除依前 2 款規定辦理
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三條 遲延履約
一、逾期違約金，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契約規定期限完成工作，應按
逾期日數計算逾期違約金，該違約金計算方式：
（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
載明）
□每日以新臺幣_______元計算逾期違約金。（定額，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
□每日依逾期工作部分之「工作執行計畫書」送審、規劃與可行性評估
之諮詢及審查、工程設計之諮詢及審查、招標發包之諮詢及審查、施
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等各部分契約價金 1計算逾期違約
金。（依第 5 條第 1 款或第 2 款計算各服務項目之服務價金）。
□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 1 (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比率)計算逾期
違約金。但未完成履約之部分不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得按
未完成履約部分之契約價金，每日依其 1 (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
其他比率)計算逾期違約金。
二、逾期違約金之支付，甲方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足者，通知乙方
繳納或自保證金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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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逾期違約金之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金)，以契約價金總額之 20%為
上限。
四、甲方及乙方因下列天災或事變等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
事由，致未能依時履約者，得展延履約期限；不能履約者，得免除契約
責任：
(一)戰爭、封鎖、革命、叛亂、內亂、暴動或動員。
(二)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流、
土崩、地層滑動、雷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三)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路、港口冰封。
(四)罷工、勞資糾紛或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
(五)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
(六)履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七)履約人員遭殺害、傷害、擄人勒贖或不法拘禁。
(八)水、能源或原料中斷或管制供應。
(九)核子反應、核子輻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非因乙方不法行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令下達停工、徵用、沒入、
拆毀或禁運命令者。
(十一)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十二)甲方之本國或外國政府之行為。
(十三)其他經甲方認定確屬不可抗力者。
五、前款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事由發生或結束後，其屬可繼續履約之情形
者，應繼續履約，並採行必要措施以降低其所造成之不利影響或損害。
六、乙方履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不可抗力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
但經乙方證明縱不遲延給付，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在此限。
七、乙方未遵守法令致生履約事故者，由乙方負責。因而遲延履約者，不得
據以免責。
八、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履約進度，情節重大者之認定，除招標文
件另有規定外適用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111 條規定。
九、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有延遲付款之情形，乙方得向甲方請求
加計年息＿ %（由甲方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則依民法第 203
條規定，年息為 5%）之遲延利息。
第十四條 罰則
一、施工期間乙方專職人員應每日到工，無故不到工者，除依合約金額扣除
當日應到工人員薪資外，每人每日罰款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依契約價金總額 4‰計算，未達新臺幣 2 千元者，以
新臺幣 2 千元計）。
二、依契約乙方應出席或主持會議之人員未出席或主持者，每人每次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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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__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契約價金總額 1%
計算，未達新臺幣 5 千元者，以新臺幣 5 千元計）。
三、乙方有管理不善情形時，其懲罰性違約金計算方式如下，並由甲方自應
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足者，得通知乙方繳納或自保證金扣抵：
(一)乙方審查、審定或複核完成之文件或資料，經甲方發現有錯誤或疏
漏情形，致須退回修正者，第 1 次計罰新臺幣____元（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 千元）
；第 2 次計罰新臺幣____元（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萬元）
；並自第 3 次起，每次計罰
2 萬元；事後發現者，每次計罰各該次該當上述次數之金額。
（以上
金額，機關得依個案情形調整列入招標文件）
(二)乙方未能就契約約定之服務項目於約定期限內提出具體性建議，或
所提建議內容明顯不符專業需求，致須退回修正者，第 1 次計罰新
臺幣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 千元）
；第 2 次
計罰新臺幣____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萬元）
；
並自第 3 次起，每次計罰 2 萬元；事後發現者，每次計罰各該次該
當上述次數之金額。
（以上金額，機關得依個案情形調整列入招標文
件）
(三)因規劃廠商規劃錯誤，致甲方遭受損害者，就乙方審查規劃結果不
實部分，每次計罰金額為甲方向規劃廠商求償金額之___%（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
(四)因設計廠商設計錯誤，致甲方遭受損害者，就乙方審查設計結果不
實部分，每次計罰金額為甲方向設計廠商求償金額之___%（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
(五)因監造廠商監造不實，致甲方遭受損害者，就乙方履約管理不實部
分，每次計罰金額為甲方向監造廠商求償金額之___%（由甲方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
四、其他：_______（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第十五條 權利及責任
一、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履約標的，對於甲方不得主張任何權利。
二、乙方履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益時，應由乙方負責處理並承擔一切
法律責任及費用，包括甲方所發生之費用。如同時損及甲方之權益時，
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乙方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取得全部權利。
□甲方取得部分權利(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取得授權（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全部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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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授權(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其他：__________(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四、除「鐵道工程特定條款」另有約定外，有關 BIM 應用之智慧財產權約
定如下：（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取得全部權利（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甲方提供之資訊而
建者，由甲方取得全部權利）。
□甲方取得部分權利（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甲方提供之資訊而
建者，由甲方取得該部分之全部權利，其他部分由甲方取得應用於
本案之授權）。
□甲方取得授權（對於甲方並非僅因本案而建或非由甲方提供之資訊
而建立之 BIM 元件，約定甲方取得限定使用於本案相關之設計、施
工、維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的權利，且約定乙方本身亦得
繼續擁有及使用該授權與次授權）。
五、有關著作權法第 24 條與第 28 條之權利，他方得行使該權利，惟涉有
政府機密者，不在此限。
六、除另有規定外，乙方如在履約使用專利品、專利性履約方法，或涉及著
作權時，有關專利及著作權，概由乙方依照有關法令規定處理，其費用
亦由乙方負擔。
七、甲方及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契約之履行而遭第
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
責賠償。
八、甲方對於乙方、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履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
不負賠償責任。
九、委託專案管理之契約，乙方因管理不善，致甲方遭受損害，乙方應負賠
償責任﹔□乙方無需對「所失利益」負賠償責任；甲方應負之賠償責任，
亦不包含乙方所失利益（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依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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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之認定，有
爭議者，依照爭議處理條款辦理。契約訂定之損害賠償金額上限為：
___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
規定）
。其訂有上限者，於法令另有規定，或乙方隱瞞工作瑕疵、故意
或重大過失行為、對智慧財產權或第三人發生侵權行為，所造成之損害
賠償，不受賠償金額上限之限制。
十、乙方在工程保固期限，如本工程一部或全部發現有損裂、坍塌、損壞、
功能或效益不符合契約規定，其非屬故意破壞或正常零件損耗者，在保
固期限內負責督導監造廠商監督施工廠商完成修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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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 契約變更及轉讓
一、甲方於必要時得於契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乙方變更契約，乙方於接
獲通知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應於 10 日內向甲方提出契約標的、價
金、履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契約內容須變更之相關文件。契約價金
之變更，由雙方協議訂定之。
二、乙方於甲方接受其所提出須變更之相關文件前，不得自行變更契約。除
甲方另有請求者外，乙方不得因前項之通知而遲延其履約期限。
三、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更之事項前即通知乙方先行辦理，其後未
依原通知辦理契約變更或僅部分辦理者，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
用。
四、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辦理契約變更，除雙方另有協議外，甲方得就
已完成之工作辦理部分驗收或結算後，支付該部分價金。
五、履約期間有下列事項者，應變更契約，並合理增減酬金：
(一)甲方於履約各工作階段完成審定後，要求辦理工程計劃變更，致乙
方需再提供審查及諮詢服務者。
(二)甲方對同一服務事項依不同條件要求乙方辦理多次規劃或設計之
諮詢與審查工作者。
(三)甲方對於已經核可乙方提送之 BIM 模型，另行依不同條件要求再
次建模或分析者。
(四)甲方因故必須變更部分委託服務內容時，得就服務事項或數量之增
減情形，調整服務費用及工作期限。
(五)有第 4 條第 7 款之情事者。
(六)有第 4 條第 8 款變更專案管理服務期程需要者。
六、契約之變更，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錄，並簽名或蓋章
者，無效。
七、乙方不得將契約或債權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分割或其
他類似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甲方書面同意轉讓者，不在此限。
乙方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分割，受讓契約之公司(以受讓營業者為限)，
其資格條件應符合原招標文件規定，且應提出下列文件之一：
(一)原訂約廠商分割後存續者，其同意負連帶履行本契約責任之文件；
(二)原訂約廠商分割後消滅者，受讓契約公司以外之其他受讓原訂約廠
商營業之既存及新設公司同意負連帶履行本契約責任之文件。
第十七條 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一、乙方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契約或解除
契約之部分或全部，且不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一)違反採購法第 39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規定之專案管理廠商。
(二)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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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採購法第 59 條規定得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情形者。
(四)違反不得轉包之規定者。
(五)乙方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2 條規定之罪，經判決有罪確
定者。
(六)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履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履約進度
落後 10%以上）
(七)偽造或變造契約或履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八)無正當理由而不履行契約者。
(九)審查、查驗或驗收不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理者。
(十)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履約。
(十一)乙方未依契約規定履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內
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十二)違反本契約第 8 條第 18 款第 1 目至第 3 目情形之一，經甲方通
知改正而未改正，情節重大者。
(十三)契約規定之其他情形。
二、甲方未依前款規定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契約者，乙方仍應依契約規定
繼續履約。
三、契約經依第 1 款規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甲方
得依法自行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契約；其所增加之費用
及損失，由乙方負擔。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得扣減或追償契約
價金，不發還保證金。甲方有損失者亦同。
四、契約因政策變更，乙方依契約繼續履行反而不符公共利益者，甲方得終
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並補償乙方因此所受之損失。但不包含所失
利益。乙方於接獲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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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得擇下列方式之一洽乙
方為之：
(一)乙方繼續予以完成，依契約價金給付。
(二)停止履約，但乙方已完成部分之服務費用由雙方議定之。
五、乙方未依契約規定履約者，甲方得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行，並停
止計價，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復履約。乙方不得就暫停執行請求延長履
約期限或增加契約價金。
六、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甲方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行，應視情
形酌予延長履約期限。
七、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而造成停工時，乙方得要求甲方部分或全部
暫停執行專案管理。
八、依前 2 款規定暫停執行期間累計逾 6 個月(甲方得於招標時載明其他期
間)者，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甲方應補償乙方
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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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乙方不得對甲方人員或受甲方委託之廠商人員給予期約、賄賂、佣金、
比例金、仲介費、後謝金、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不正利益。複委託
分包廠商亦同。違反上述規定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契約，並將溢價及
利益自契約價款中扣除。
十、甲方延遲付款達＿個月(由甲方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6
個月)者，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
十一、本契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利義務即消滅。契約解除時，
溯及契約生效日消滅。雙方並互負相關之保密義務。
第十八條 爭議處理
一、甲方與乙方因履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令及契約規定，考量公共利益及
公平合理，本誠信和諧，盡力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
列方式處理之：
(一)提起民事訴訟，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技術
服務採購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甲方
不同意致調解不成立者，乙方提付仲裁，甲方不得拒絕。
(三)經契約雙方同意並訂立仲裁協議後，依本契約約定及仲裁法規定提
付仲裁。
(四)依採購法第 102 條規定提出異議、申訴。
(五)依其他法律申(聲)請調解。
(六)依契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理。
二、依前款第 2 目後段及第 3 目提付仲裁者，約定如下：
(一)由甲方於招標文件及契約預先載明仲裁機構。其未載明者，由契約
雙方協議擇定仲裁機構。如未能獲致協議，屬前款第 2 目後段情形
者，由乙方指定仲裁機構；屬前款第 3 目情形者，由甲方指定仲裁
機構。上開仲裁機構，除契約雙方另有協議外，應為合法設立之國
內仲裁機構。
(二)仲裁人之選定：
1.當事人雙方應於一方收受他方提付仲裁之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
各自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
分別提出 10 位以上(含本數)之名單，交予對方。
2.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4 日內，自該名
單內選出 1 位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人。
3.當事人之一方未依 1.提出名單者，他方得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
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逕行代為選定 1 位仲裁人。
4.當事人之一方未依 2.自名單內選出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
人者，他方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機構（由甲方於招標時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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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代為自該名單內選定 1 位仲
裁人。
(三)主任仲裁人之選定：
1.二位仲裁人經選定之次日起 30 日內，由□雙方共推□雙方選定
之仲裁人共推（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
2.未能依 1.共推主任仲裁人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
機構（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為
之選定。
(四)以□甲方所在地□其他：＿＿為仲裁地（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為甲方所在地）
。
(五)除契約雙方另有協議外，仲裁程序應公開之，仲裁判斷書雙方均得
公開，並同意仲裁機構公開於其網站。
(六)仲裁程序應使用□國語及中文正體字□其他語文：＿＿＿。(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國語及中文正體字)
(七)甲方□同意□不同意（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不同意）
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八)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理由。
三、依採購法規定受理調解或申訴之機關名稱：
；
地址：
；電話：
。
四、履約爭議發生後，履約事項之處理原則如下：
(一)與爭議無關或不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履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履約
者不在此限。
(二)乙方因爭議而暫停履約，其經爭議處理結果被認定無理由者，不得
就暫停履約之部分要求延長履約期限或免除契約責任。但結果被認
定部分有理由者，由雙方協議延長該部分之履約期限或免除該部分
之責任。
五、本契約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
第十九條 其他
一、乙方對於履約所僱用之人員，不得有歧視婦女、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
之情事。
二、乙方履約時不得僱用甲方之人員或受甲方委託辦理契約事項之機構之
人員。
三、乙方授權之代表應通曉中文或甲方同意之其他語文。未通曉者，乙方應
備翻譯人員。
四、甲方與乙方間之履約事項，其涉及國際運輸或信用狀等事項，契約未予
載明者，依國際貿易慣例。
五、甲方及乙方於履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為履約期間雙方協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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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有關事項之代表人。
六、廠商參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律責任如本條附件，乙方應提醒其工
作人員及其他技術服務或工程廠商注意法令規定，善盡職責及履行契
約義務，以免觸犯法令或違反契約規定而受處罰。
七、本契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法及民法等相關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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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附件
乙方提供之服務：（下列服務項目，請甲方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第 9 條規定，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擇定或增減）
一、可行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
(一)計畫需求之評估。
(二)可行性報告、環境影響說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之審查。
(三)方案之比較研究或評估。
(四)財務分析及財源取得方式之建議。
(五)初步預算之擬訂。
(六)計畫綱要進度表之編擬。
(七)設計需求之評估及建議。
(八)專業服務及技術服務廠商之甄選建議及相關文件之擬訂。
(九)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分析。
(十)資源需求來源之評估。
(十一)其他與可行性研究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契約之專案管理服
務。
二、規劃之諮詢及審查：
(一)規劃圖說及概要說明書之諮詢及審查。
(二)都市計畫、區域計畫或水土保持計畫等規劃之諮詢及審查。
(三)設計準則之審查。
(四)規劃報告之諮詢及審查。
(五)其他與規劃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契約之專案管理服務。
三、設計之諮詢及審查：
(一)專業服務及技術服務廠商之工作成果審查、工作協調及督導。
(二)材料、設備系統選擇及採購時程之建議。
(三)計畫總進度表之編擬。
(四)設計進度之管理及協調。
(五)設計、規範（含綱要規範）與圖樣之審查及協調。
(六)設計工作之品管及檢核。
(七)施工可行性之審查及建議。
(八)專業服務及技術服務廠商服務費用計價作業之審核。
(九)發包預算之審查。
(十)發包策略及分標原則之研訂或建議，或分標計畫之審查。
(十一)文件檔案及工程管理資訊系統之建立。
(十二)其他與設計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契約之專案管理服務。
四、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
(一)招標文件之準備或審查。
(二)協助辦理招標作業之招標文件之說明、澄清、補充或修正。
(三)協助辦理投標廠商資格之訂定及審查作業。
(四)協助辦理投標文件之審查及評比。
(五)協助辦理契約之簽訂。
(六)協助辦理器材、設備、零件之採購。
(七)其他與招標、決標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契約之專案管理服務。
五、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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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工作項目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二)施工計畫、品管計畫、預訂進度、施工圖、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資
料之審查或複核。
(三)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歷之審查或複核。
(四)施工品質管理工作之督導或稽核。
(五)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之督導或稽核。
(六)施工進度之查核、分析、督導及改善建議。
(七)施工估驗計價之審查或複核。
(八)契約變更之處理及建議。
(九)契約爭議與索賠案件之協助處理。但不包括擔任訴訟代理人。
(十)竣工圖及結算資料之審定或複核。
(十一)給排水、機電設備、管線、各種設施測試及試運轉之督導及建議。
(十二)協助辦理工程驗收、移交作業。
(十三)設備運轉及維護人員訓練。
(十四)維護及運轉手冊之編擬或審定。
(十五)特殊設備圖樣之審查、監造、檢驗及安裝之監督。
(十六)計畫相關資料之彙整、評估及補充。
(十七)其他與施工督導及履約管理有關且載明於招標文件或契約之專
案管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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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件 1
附表 總包價法之公共工程專案管理服務費用編列參考表
（本表格僅供參考，機關可自行製作）
總包價法公共工程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
主辦機關名稱
工程計畫名稱
工程計畫期程
委託內容
□全部
□部分 □可行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
□規劃之諮詢及審查
□設計之諮詢及審查
□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
□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及審
查
總包價法服務費用（本表服務費用含薪資、管理費用、利潤、營業稅以外之其
他稅負）
階段別
服務費用
起迄年月
可行性研究之 第 1 期
諮詢及審查
第2期
（期數由甲方依進度及付款條件自行設定）
合計
規劃之諮詢及 第 1 期
審查
第2期
（期數由甲方依進度及付款條件自行設定）
合計
招標、決標之 第 1 期
諮詢及審查
第2期
（期數由甲方依進度及付款條件自行設定）
合計
設計之諮詢及 第 1 期
審查
第2期
（期數由甲方依進度及付款條件自行設定）
合計
施工督導與履 第 1 期
約管理之諮詢 第 2 期
及審查
（期數由甲方依進度及付款條件自行設定）
合計
小計（一）
營業稅（二）
（以自然人身
分投標者，本
項填零）
總費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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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件 2
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費方式者，參考附表編列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
附表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專案管理服務費用編列參考表
（本表格僅供參考，機關可自行製作）
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
主辦機關名稱
工程計畫名稱
工程計畫期程
委託內容

階段別 職
別

□全部

月實際
薪資

□部分

□可行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
□規劃之諮詢及審查
□設計之諮詢及審查
□招標、決標之諮詢審查
□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審查

直接薪資表
月實際薪
人
服務月 人月
資另加
數
數
數
30%（公
假、休
假、保險
費及退休
金等費
用）

可行性
研究之
諮詢及
審查
規劃之
諮詢及
審查
設計之
諮詢及
審查
招標、
決標之
諮詢及
審查
施工督
導與履
約管理
之諮詢
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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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小 起迄年
計
月

直接薪
資小計
（一）

作業項目

說明

其他直接費用
單
位

單價

金額

起迄年
月

其他直接費用小計
（二）
管理費用（三）
直接費用小計
（四）
公費（五）
營業稅（六）（以
自然人身分投標
者，本項填零）
總計（七）
附註：
一、直接費用小計（四）=直接薪資小計（一）＋其他直接費用小計（二）
＋管理費用（三）
二、具體工作內容描述：
(一)各時程管控。
（得以期程表表管控）
(二)預算管控。
（得以概估預算表管控）
(三)□可行性研究之諮詢與審查。
(四)□規劃之諮詢與審查。
(五)□設計之諮詢與審查。
(六)□招標、決標之諮詢與審查。
(七)□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與審查。
三、服務成本加公費法運用說明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之編列要項，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之規定，技術服務費用係由直接費用、公費及營業稅組成，而直接
費用又包括直接薪資、其他直接費用、管理費三項，茲將計算公式臚列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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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費用總額＝直接費用+公費+營業稅
＝﹝直接薪資+其他直接費用+管理費﹞+公費+營業
稅
(一)直接費用
1.直接薪資：請檢討委託技術服務就各階段作業之詳細工作項目，
並估算所需工作量（以人月數為主），依次填列於預估直接薪資
表內。
本表填列之原則，應以各職別之人員依人力配置計畫所示。計算
原則如下：
(1) 全程參與專案人員之人月數之估算，約略可與各階段實際期
程相等估算。
(2) 計畫主持人投入時間，約為全程參與專案人員的 4 分之 1 計
算；主辦經理 1 名應全程投入，並酌增約前與約後服務 2 至
6 個月。
(3) 專業顧問得視工作性質不同而可酌予調整，惟以不超過全程
參與人員的 3 分之 1 為原則。
(4) 每人月以平均每月 180 工作小時計，用月報表（TIME SHEET）
，
按實填具每月彙整。
(5) 司機等非專案專業人員之薪資不得編入直接費用項下。
2.其他直接費用（請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3 目規定編列）
3.管理費（請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規定編列）
(二)公費（請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編列）：
公費應為定額且不得大於 0.3×（直接費用+管理費）
(三)直接薪資＝實際薪資×1.3 倍（建議參考工程會網站 http://工程技術/
工程技術整合/公共工程價格資料庫；1.3 倍係依據「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2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1 目所載百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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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附件 3
採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計費方式者，參考附表編列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
附表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專案管理服務費用編列參考表
（本表格僅供參考，機關可自行製作）
專案管理服務費用明細表
主辦機關名稱
工程計畫名稱
工程計畫期程
委託內容

□全部

□部分

□可行性研究之諮詢及審查
□規劃之諮詢及審查
□設計之諮詢及審查
□招標、決標之諮詢審查
□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之諮詢審查

按月（或按日或按時）薪資表（本表薪資率含營業稅以外之其他稅負）
階段別
職別 月薪
人數 服務月 人月
薪資小 起迄年月
數
數
計
可行性研
究之諮詢
及審查
規劃之諮
詢及審查
設計之諮
詢及審查
招標、決
標之諮詢
及審查
施工督導
與履約管
理之諮詢
及審查
薪資小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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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

說明

其他費用
單位
單價

其他費用小計（二）
管理費及利潤小計
（三）
營業稅（四）（以自
然人身分投標者，本
項填零）
總費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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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起迄年月

第十九條附件 廠商參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律責任
一、規劃、設計、監造或專案管理之廠商
(一)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刑事責任之法規
刑事
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刑罰

政府 第 87 條
意圖使廠商不為投標、違反其 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
採購 圍標之處罰 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 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
法
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 以下罰金。未遂犯罰之。
施強暴、脅迫、藥劑或催眠術
者。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致重傷者。
7 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
者，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
有期徒刑，各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金。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不正 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
確結果者。
金。未遂犯罰之。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不當 處 6 月以上 5 年以下有期徒
利益，而以契約、協議或其他 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
方式之合意，使廠商不為投標 以下罰金。未遂犯罰之。
或不為價格之競爭者。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不當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利益，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
投標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 金。
義或證件參加投標者。
第 88 條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 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
綁標之處罰 計、審查、監造、專案管理或 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
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 以下罰金。未遂犯罰之。
私人不法之利益，對技術、工
法、材料、設備或規格，為違
反法令之限制或審查，因而獲
得利益者。意圖為私人不法之
利益，對廠商或分包廠商之資
格為違反法令之限制或審查，
因而獲得利益者。
第 89 條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洩密之處罰 計或專案管理或代辦採購廠商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
之人員，意圖為私人不法之利 以下罰金。未遂犯罰之。
益，洩漏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
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
其他資訊，因而獲得利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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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
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刑罰

第 90 條
意圖使機關規劃、設計、承辦、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
強制採購決 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
定之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理 以下罰金。未遂犯罰之。
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就與
採購有關事項，不為決定或為
違反其本意之決定，而施強暴、
脅迫者。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重傷者。
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
刑，各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
元以下罰金。
第 91 條
意圖使機關規劃、設計、承辦、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強制洩密之 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
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理 未遂犯罰之。
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洩漏
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
書、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
訊，而施強暴、脅迫者。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重傷者。
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
刑，各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
元以下罰金。
第 92 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理人、受雇 除依規定處罰其行為人外，
法人之處罰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行業 對 該 廠 商 亦 科 以 該 條 之 罰
務犯本法之罪者。
金。
刑法 第 122 條第 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行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3項
為，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 科 3 千元以下罰金。
行賄罪
其他不正利益者。
第 193 條
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違背建築術 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 或 3 千元以下罰金。
成規罪
規，致生公共危險者。
第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
偽、變造私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文書罪
第 214 條
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使公務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使公務員登 員 登 載 於 職 務 上 所 掌 之 公 文 或 5 百元以下罰金。
載不實罪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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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
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刑罰

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不實之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業務上文書 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 或 5 百元以下罰金。
登載不實罪 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
第 342 條
為他人處理事務，意圖為自已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背信罪
或第三人不法之利益，或損害 或科或併科 1 千元以下罰金。
本人之利益，而為違背其任務 未遂犯罰之。
之行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
產或其他利益者。
貪污 第 2 條
公務員犯本條例之罪者，依本 詳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5
治罪
條例處斷。
條、第 6 條、10 條、第 12 條、
條例 第 3 條
與 前 條 人 員 共 犯 本 條 例 之 罪 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
者，亦依本條例處斷。
規定
第 11 條第 1 對於第 2 條人員，關於違背職 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
項及第 4 項 務之行為，行求、期約或交付 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
行賄罪
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者。
以下罰金。
不具第 2 條人員之身分而犯第
1 項之罪者。
第 11 條第 2 對於第 2 條人員，關於不違背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項及第 4 項 職務之行為，行求、期約或交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
行賄罪
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者。 下罰金。
不具第 2 條人員之身分而犯第
2 項之罪者。
技師 第 50 條
未依法取得技師資格，擅自執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止，
法
行技師業務者。
並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之罰鍰；其不停止
行為者，得按次處罰。
備註：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行之相關法規如勞安衛、環
保、水利、水保、共同管道、建築、鐵公路等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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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民事責任之法規
法規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名稱
政府 第 31 條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
採購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 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法
義或證件投標。
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發還者，並予追繳。
四、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
報價。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
標或拒不簽約。
六、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
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
為者。
第 32 條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不 廠商如有違反，機關得不發還
發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 其所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
金及其孳息之情形。（請參照押 金及其孳息。
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
法第 20 條規定）
第 50 條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投標廠商有左列情形之一，經
二、投標文件內容不符合招標 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
文件之規定。
之標應不予開標；於開標後發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 現者，應不決標予該廠商。
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
投標。
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銷決標、終止契約或解除契
五、不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 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
件 內 容 有 重 大 異 常 關 聯 標、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反不
者。
符公共利益，並經上級機關核
六、第 103 條第 1 項不得參加 准者，不在此限。
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 第 1 項不予開標或不予決標，
形。
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行者，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機關得宣布廢標。
法令行為。
第 63 條
違反採購契約約定-廠商規劃設 契約經訂定後，對廠商與機
計錯誤、監造不實或管理不善，關均發生拘束力，廠商如不
致機關遭受損害之責任。
遵行，自應負契約責任（如
逾期罰款、違約金、不發還
履保金、損害賠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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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第 66 條

違反法規情形
得標廠商違反轉包之規定

相關責任規定

機關得解除契約、終止契約或
沒收保證金，並得要求損害賠
償。
轉包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關
負連帶履行及賠償責任。再轉
包者，亦同。
第 70 條
工程品質及進度等相關規定
參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
辦法第 10 條及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理作業要點之規定。
第 72 條
驗收不符之規定
驗收結果與契約、圖說、貨樣
規定不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
貨。其驗收結果不符部分非屬
重要，而其他部分能先行使
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
行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
部分辦理驗收並支付部分價
金。
驗收結果與規定不符，而不妨
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
通常效用或契約預定效用，經
機關檢討不必拆換或拆換確
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
受。其在查核金額以上之採
購，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未達查核金額之採購，應經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驗收人對工程、財物隱蔽部
分，於必要時得拆驗或化驗。
備註：有關委託設計監造契約，對於廠商規劃設計錯誤、監造不實或管理不善，
致機關遭受損害情事及遲延履約、驗收不符規定、監工人員未能達品質要
求等，均列有契約責任，應依其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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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行政責任之法規
法規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名稱
政府 第 101 條至 機關辦理採購，發現廠商有下 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於 1
採購 第 103 條 列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理 年或 3 年內，不得參加投標或
法
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 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異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參加投標者。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
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
件參加投標、訂約或履約
者。
三、擅 自 減 省 工 料 情 節 重 大
者。
四、偽造、變造投標、契約或
履約相關文件者。
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參加投
標者。
六、犯第 87 條至第 92 條之罪，
經第 1 審為有罪判決者。
七、得標後無正當理由而不訂
約者。
八、查驗或驗收不合格，情節
重大者。
九、驗 收 後 不 履 行 保 固 責 任
者。
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履約期限，情節重
大者。
十一、 違反第 65 條之規定轉
包者。
十二、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
由，致解除或終止契約者。
十三、 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十四、 歧視婦女、原住民或
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
者。
廠商之履約連帶保證廠商經
機關通知履行連帶保證責任
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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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名稱
技師 第 8 條第 1 領有技師證書而未領技師執業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止，並
法
項 、 第 24 執照、自行停止執業或未加入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
條、第 52 條 技師公會，擅自執行技師業務 以下之罰鍰；其不停止行為
者，得按次處罰。
第 8 條第 4 執業執照已逾有效期間未申請 處新臺幣 1 萬 8 千元以上 9 萬
項、第 53 條 換發，而繼續執行技師業務
元以下罰鍰，中央主管機關並
第1項
應命其限期補辦申請；屆期未
辦理而繼續執業者，得按次處
罰。
第 9 條第 2 未於期限內辦理執業執照登記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
項、第 53 條 事項變更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第2項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 12 條、第 自行停止執業技師，未檢具執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
53 條第 2 項 業執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註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銷執業執照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 14 條第 1 無正當理由拒絕政府機關指定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
項、第 53 條 辦理公共安全、預防災害或搶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第2項
救災害有關之技術事項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 15 條、第 未具備及詳實記載業務登記簿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
53 條第 2 項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 16 條第 1 未親自簽署業務圖表及加蓋技 警告或申誡。
項、第 41 條 師執業圖記
第 1 項第 1
款
第 16 條第 2 非技師本人或其監督下完成之 申誡、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
項 至 第 3 工作為簽證；涉及現場作業者，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項、第 41 條 技師未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
第 1 項第 3 技師執行簽證，未提出簽證報
款
告，或未將簽證經過確實作成
紀錄，連同所有相關資料、文
據彙訂為工作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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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第 17 條、第 委託人或其執業機構擅自變更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
41 條第 1 項 原定計畫及在計畫進行時或完 止業務之懲戒。
第2款
成後不接受警告，致有發生危
險之虞時，受委託技師未據實
報告所在地主管機關
第 18 條、第 兼任公務員
申誡、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
41 條第 1 項
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第3款
第 19 條第 1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行業 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止業
項第 1 款、 務或招攬業務
務、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
第 41 條第 1
證書。
項第 5 款
第 19 條第 1 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 申誡、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
項第 2 款至 執行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關 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懲
第 6 款、第 之法令。
戒。
41 條第 1 項 辦理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不
第3款
實之報告或證詞。
無正當理由，洩漏因業務所知
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執行業務時，收受不法之利益，
或以不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第 20 條、第 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承辦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
41 條第 1 項 逾越執業執照登記之執業範圍 停止業務之懲戒。
第2款
第 21 條、第 受停業處分之技師，於停業期 廢止執業執照之懲戒
41 條第 1 項 間執行業務
第4款
第 22 條、第 執業期間不接受主管機關專業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
53 條第 2 項 訓練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 23 條第 1 拒絕或規避主管機關及中央目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
項、第 41 條 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業務或向 停止業務之懲戒。
第 1 項第 2 其報告、提出證明文件、表冊及
款
有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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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條、第 違反技師法第 16 條至第 18 條、1. 除依技師法規定處分外，
41 條第 2 項 第 19 條第 1 項、第 20 條、第
應付懲戒。
21 條或第 23 條第 1 項所定之 2. 技師有第 39 條第 2 款或第
行為者。
3 款規定情事之一者，其懲
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行為，經
戒，由技師懲戒委員會依
判刑確定者。
第 40 條規定，視情節輕重
違背技師公會章程、倫理規範
議定之。
或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之行為，
情節重大者。
第 40 條第 2 依技師法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 技師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者，
項
或受停止業務處分累計滿 5 年 應另受停止業務之處分；受停
者
止業務處分累計滿 5 年者，應
廢止其執業執照。
建築 第 4 條
違反不得充任建築師規定
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
師法 第 46 條第 1
其已充任建築師者，撤銷或廢
項第 5 款
止其建築師證書。
第6條
違反建築師事務所設立及登記 申誡或停止執行業務 2 月以
第 46 條第 1 規定
上 2 年以下之懲戒。
項第 2 款
第 11 條
開業後之事務所地址變更及從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46 條第 1 業 建 築 師 與 技 術 人 員 聘 僱 情
項第 1 款 形，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分別登記
第 12 條
事務所遷移未向原登記之主管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46 條第 1 機關申請核轉
項第 1 款
第 13 條
自行停止執業建築師，未檢具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46 條第 1 開業證書向原登記主管機關申
項第 1 款 請註銷開業證書
第 17 條
違反設計規定
警告、申誡或停止業務 2 月以
第 46 條第 1
上 2 年以下或撤銷開業証書
項第 4 款
之懲戒。
第 18 條
違反監造規定
警告、申誡或停止業務 2 月以
第 46 條第 1
上 2 年以下或撤銷開業証書
項第 4 款
之懲戒。

第 24 條
未襄助辦理經主管機關指定之 申誡或停止執行業務 2 月以
第 46 條第 1 公共安全、社會福利及預防災 上 2 年以下之懲戒。
項第 2 款 害等有關建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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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
兼任或兼營職業
第 46 條第 1
項第 3 款

工程
技術
顧問
公司
管理
條例

相關責任規定

停止執行業務 2 月以上 2 年
以下，其不遵從而繼續執業
者，應予廢止開業證書之懲
戒。
第 26 條
允諾他人假借其名義執行業務 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懲
第 46 條第 1
戒。
項第 5 款
第 27 條
因業務知悉他人之秘密而洩漏 申誡或停止執行業務 2 月以
第 46 條第 1
上 2 年以下之懲戒。
項第 2 款
第 43 條
未經領有開業證書、已撤銷或 除勒令停業外，並處新臺幣
廢止開業證書、未加入建築師 1 萬元以上 3 萬元以下之罰
公會或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而 鍰；其不遵從而繼續執業
擅自執業者
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第 9 條之 1 違反第 9 條之 1 規定，開業證 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1 萬 5
第 43 條之 1 書已逾有效期間未申請換發， 千元以下罰鍰，並令其限期
而繼續執行建築師業務者
補辦申請；屆期不遵從而繼
續執業者，得按次連續處
罰。
第 54 條第 3 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開業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項
為建築師者，其有關業務上所
第 46 條第 1 用之文件、圖說，未以中華民國
項第 1 款 文字為主
第 45 條第 依本法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或 建築師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
2項
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累計滿 5 者，應另受停止執行業務時
年者
限之處分；受停止執行業務
處分累計滿 5 年者，應廢止
其開業證書。
第5條
董事長或代表人未由執業技師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第 29 條第 1 擔任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項第 1 款、 所置執業技師，未有 1 人具 7 年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3項
以上之工程實務經驗，且其中 2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年以上須負責專案工程業務。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未 按 登 記 營 業 範 圍 之 各 類 科 予以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
別，各置執業技師 1 人以上。 停業處分，且得廢止其許可
及註銷登記證，並通知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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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第 29 董事、執行業務或代表公司之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條第 1 項第 股東，未有三分之一以上為該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2 款、第 3 項 公司營業範圍之執業技師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予以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
停業處分，且得廢止其許可
及註銷登記證，並通知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第 7 條第 29 負責工程技術業務之經理人或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條第 1 項第 工程技術部門負責人，未由執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3 款、第 3 項 業技師擔任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予以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
停業處分，且得廢止其許可
及註銷登記證，並通知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第 8 條第 1 未領有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 勒令其歇業，並得處新臺幣
項
而營業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
第 27 條第 1
鍰。
項第 1 款
第 8 條第 1 未加入公會而營業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項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第 32 條第 1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項第 1 款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予以警告處分
第 12 條
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第 32 條第 1 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項第 2 款 師，未於期限內，依法申請或變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更執（開）業證照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予以警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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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組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第 29 條第 1 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項第 4 款、 師，非專任之繼續性從業人員，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3項
或未僅在該公司執行業務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予以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
停業處分，且得廢止其許可
及註銷登記證，並通知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第 14 條第 1 執業技師離職或受停止業務處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項及第 2 項 分，未依規定報請主管機關備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第 32 條第 1 查。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項第 3 款 前項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於違反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第 5 條規定期間，其已承接業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務未終止契約或委託辦理
予以警告處分
第 15 條
未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第 32 條第 1 證之記載事項、董事、執行業務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項第 4 款 或 代 表 公 司 之 股 東 之 變 更 許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可。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未換發登記證。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未依規定申請變更監察人或執 予以警告處分
業技師名冊。
第 16 條
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出 勒令其歇業，並得處新臺幣
第 27 條第 1 租或出借與他人使用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
項第 2 款、
鍰。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第2項
及註銷登記證，並通知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第 17 條
違反承接工程技術服務業務規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第 29 條第 1 定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項第 5 款、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3項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予以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
停業處分，且得廢止其許可
及註銷登記證，並通知公司
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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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第 3 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指派之監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項
督業務人員違反承接工程技術 或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第 29 條第 2 服務業務規定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項
主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
限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
予以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
停業處分。
第 18 條第 2 停業期間再行承接業務
勒令其歇業，並得處新臺幣
項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
第 27 條第 1
鍰。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
項第 3 款、
及註銷登記證，並通知公司
第2項
登記主管機關廢止其公司登
記或部分登記事項。
第 20 條第 2 違反專業責任保險之退保及契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
約變動之通知義務規定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
第 29 條第 1
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
項第 6 款、
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
第3項
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停業處
分，且得廢止其許可及註銷登
記證，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
關廢止其公司登記或部分登
記事項。
第 21 條
違反年度業務報告書規定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32 條第 1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項第 5 款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
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期
改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警
告處分
第 22 條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及其執業技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師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
項第 7 款、 檢查
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
第3項
管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
期改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
1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之停業處
分，且得廢止其許可及註銷登
記證，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機
關廢止其公司登記或部分登
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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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第 23 條
違反編列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32 條第 1 經費規定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項第 6 款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
機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期
改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警
告處分。
第 28 條
借用、租用、冒用、偽造或變造 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 百萬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
元以下罰鍰。
第 30 條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師 依相關法令處罰執業技師。對
執行業務，違反與業務有關法 該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亦處新
令
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命其監督執業技師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
按次連續處罰至改正為止。
備註：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行之相關法規如勞安衛、環
保、水利、水保、共同管道、建築、鐵公路等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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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法規
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法規

相關罰責

政治 第 6 條、第 任 何 人 不 得 利 用 職 務 上 之 權 1.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百
獻金 28 條
力、僱傭關係或其他生計上之 萬元以下罰鍰。
法
利害，媒介或妨害政治獻金之 2.公務員違反第 6 條規定者，
捐贈。
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 7 條第 1 得捐贈政治獻金者，以下列各 違反第 7 條第 1 項捐贈政治
項、第 29 條 款以外之個人、政黨、人民團 獻金者，按其捐贈之金額處
第2項
體及營利事業為限：
2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
一、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 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達 20%之民營企業。
二、與政府機關 (構) 有巨額
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
契約，且在履約期間之廠
商。
三、有累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
補之營利事業。
四、宗教團體。
五、‧‧‧。
‧
‧
‧
十一、‧‧‧。
第 8 條、第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不 1.擬參選人違反第 8 條規定
25 條
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者以外 收受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
對象之政治獻金。
至第 9 款規定對象之政治
獻金，未依第 15 條規定之
期限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
理繳庫，或違反第 13 條規
定募集政治獻金者，處 5 年
以下有期徒刑；為擬參選
人收受或募集政治獻金之
代理人、受雇人亦同。
2.政黨、政治團體之負責人、
代表人或代理人、受雇人
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
規定處罰。
3.犯第 25 條第 1 項、第 2 項
之罪者，其收受之政治獻
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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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法規

相關罰責

第 9 條第 1 政治獻金之捐贈，不得行求或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
項、第 29 條 期約不當利益。
之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
第1項
高不得超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
第 9 條第 2 前項（第 9 條第 1 項）之政治 1. 收受政治獻金者，按其收
項、第 27 條 獻金，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
受金額處 2 倍之罰鍰。
選人亦不得收受。
2. 違法收受之政治獻金，沒
入之；如全部或一部不能
沒入時，追徵其價額。
第 14 條、第 任何人不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
29 條第 2 項 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 1 萬元之 之金額處 2 倍之罰鍰。
匿名捐贈。
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現金捐贈，
應以支票或經由金融機構匯款
為之。
第 17 條、第 對同一政黨、政治團體每年捐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
29 條第 2 項 贈總額，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之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
一、個人：新臺幣 30 萬元。 高不得超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二、營利事業：新臺幣 3 百萬 。
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 2 百萬
元。
對不同政黨、政治團體每年捐
贈總額，合計不得超過下列金
額：
一、個人：新臺幣 60 萬元。
二、營利事業：新臺幣 6 百萬
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 4 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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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29 條
第2項

公職 第 1 條
人員
利益
衝突
迴避
法
第2條

第3條

法規

相關罰責

對 同 一 擬 參 選 人 每 年 捐 贈 總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
額，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之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
一、個人：新臺幣 10 萬元。 高不得超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二、營利事業：新臺幣 1 百萬
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 50 萬
元。
對不同擬參選人每年捐贈總
額，合計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一、個人：新臺幣 20 萬元。
二、營利事業：新臺幣 2 百萬
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 1 百萬
元。
為促進廉能政治、端正政治風
氣，建立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
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
暨不當利益輸送，特制定本法。
公職人員利益衝突之迴避，除
其他法律另有嚴格規定者外，
適用本法之規定。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第 2 條第 1 項所
定之人員。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
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
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
產之受託人。
四、公職人員、第 1 款及第 2
款所列人員擔任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之
營利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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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第4條

第5條

第6條

法規

相關罰責

本法所稱利益，包括財產上利
益及非財產上利益。
財產上利益如下：
一、動產、不動產。
二、現金、存款、外幣、有價
證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利。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
金錢交易取得之利益。
非財產上利益，指有利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
立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以下
簡稱機關) 之任用、陞遷、調動
及其他人事措施。
本法所稱利益衝突，指公職人
員執行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
不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利益者。
公職人員知有利益衝突者，應
即自行迴避。

第 7 條、第 公職人員不得假借職務上之權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
14 條
力、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 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
關係人之利益。
利益，應予追繳。
第 8 條、第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不得向機關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
14 條
有關人員關說、請託或以其他 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
不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 利益，應予追繳。
員之利益。
第 9 條、第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不得與 處該交易行為金額 1 倍至 3
15 條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倍之罰鍰。
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
等交易行為。
第 10 條第 1 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 1.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項、第 16
依下列規定辦理：
百萬元以下罰鍰。
條、第 18 條 一、民意代表，不得參與個人 2. 處罰後再違反者，連續處
利益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
罰之。
決。
二、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行
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理
人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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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法規

相關罰責

第 10 條第 4 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 1. 處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
項、第 17
行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
750 萬元以下罰鍰。
條、第 18 條 該公職人員迴避。
2. 處罰後再違反者，連續處
罰之。
第 11 條
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自
行迴避前，對該項事務所為之
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
調查等行為均屬無效，應由其
職務代理人重新為之。
第 12 條
公職人員有應自行迴避之情事
而不迴避者，利害關係人得向
下列機關申請
其迴避：
一、應迴避者為民意代表時，
向各該民意機關為之。
二、應迴避者為其他公職人員
時，向該公職人員服務機
關為之；如為機關
首
長時，向上級機關為之；
無上級機關者，向監察院
為之。
第 13 條、第 前條之申請，經調查屬實後， 1. 處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
17 條、第 18 應命被申請迴避之公職人員迴
750 萬元以下罰鍰。
條
避，該公職人員不得拒絕。 2. 處罰後再違反者，連續處
罰之。
第 21 條
違反本法規定而涉及其他法律
責任者，依有關法律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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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施工之廠商
(一)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刑事責任之法規
刑事
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刑罰

政府 第 87 條
意圖使廠商不為投標、違反其 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
採購 圍標之處罰 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 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
法
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 以下罰金。未遂犯罰之。
施強暴、脅迫、藥劑或催眠術
者。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致重傷者。
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
刑，各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
元以下罰金。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不正 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
確結果者。
未遂犯罰之。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不當 處 6 月以上 5 年以下有期徒
利益，而以契約、協議或其他 刑，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
方式之合意，使廠商不為投標 以下罰金。未遂犯罰之。
或不為價格之競爭者。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不當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利益，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
投標者。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
義或證件參加投標者。
第 90 條
意圖使機關規劃、設計、承辦、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
強制採購決 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
定之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理 以下罰金。未遂犯罰之。
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就與
採購有關事項，不為決定或為
違反其本意之決定，而施強暴、
脅迫者。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重傷者。
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
刑，各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
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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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
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刑罰

第 91 條
意圖使機關規劃、設計、承辦、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強制洩密之 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
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理 未遂犯罰之。
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洩漏
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
書、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
訊，而施強暴、脅迫者。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或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重傷者。
年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處 3 年以上 10 年以下有期徒
刑，各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
元以下罰金。
第 92 條
廠商之代表人、代理人、受雇 除依規定處罰其行為人外，
法人之處罰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行業 對 該 廠 商 亦 科 以 該 條 之 罰
第 122 條第 務犯本法之罪者。
金。
3項
行賄罪
刑法 第 122 條第 3 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行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項
為，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 科 3 千元以下罰金。
行賄罪
其他不正利益者。
第 193 條
承攬工程人或監工人於營造或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違 背 建 築 術 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 或 3 千元以下罰金。
成規罪
規，致生公共危險者。
第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
偽、變造私文 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書罪
第 214 條
明知為不實之事項，而使公務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使 公 務 員 登 員 登 載 於 職 務 上 所 掌 之 公 文 或 5 百元以下罰金。
載不實罪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
第 215 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不實之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業 務 上 文 書 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 或 5 百元以下罰金。
登載不實罪 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
第 342 條
為他人處理事務，意圖為自已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背信罪
或第三人不法之利益，或損害 或科或併科 1 千元以下罰金。
本人之利益，而為違背其任務 未遂犯罰之。
之行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
產或其他利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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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
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貪污 第 2 條
治罪
條例 第 3 條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刑罰

公務員犯本條例之罪者，依本 詳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5
條例處斷。
條、第 6 條、10 條、第 12 條、
與 前 條 人 員 共 犯 本 條 例 之 罪 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
者，亦依本條例處斷。
規定

第 11 條第 1 對於第 2 條人員，關於違背職 處 1 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
項及第 4 項 務之行為，行求、期約或交付 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
行賄罪
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者。
以下罰金。
不具第 2 條人員之身分而犯第
1 項之罪者。
第 11 條第 2 對於第 2 條人員，關於不違背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項及第 4 項 職務之行為，行求、期約或交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
行賄罪
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者。 下罰金。
不具第 2 條人員之身分而犯第
2 項之罪者。
營造 第 39 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 視 其 情 形 分 別 依 法 負 其 責
業法
違反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 任。
前條規定致生公共危險。
備註：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行之相關法規如勞安衛、環
保、水利、水保、共同管道、建築、鐵公路等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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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民事責任之法規
法規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名稱
政府 第 31 條
一、 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
採購
二、 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名 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法
義或證件投標。
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
三、 冒 用 他 人 名 義 或 證 件 投 發還者，並予追繳。
標。
四、 在報價有效期間內撤回其
報價。
五、 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
標或拒不簽約。
六、 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
繳足保證金或提供擔保。
七、 押標金轉換為保證金。
八、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
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
為者。
第 32 條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不 廠商如有違反，機關得不發還
發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 其所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
金及其孳息之情形。（請參照押 金及其孳息。
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
法第 20 條規定）
第 50 條
一、 未 依 招 標 文 件 之 規 定 投 投標廠商有左列情形之一，經
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
標。
二、 投標文件內容不符合招標 之標應不予開標；於開標後發
現者，應不決標予該廠商。
文件之規定。
三、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
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 於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
件投標。
銷決標、終止契約或解除契
四、 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約，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
五、 不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 標、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反不
件 內 容 有 重 大 異 常 關 聯 符公共利益，並經上級機關核
者。
准者，不在此限。
六、 第 103 條第 1 項不得參加 第 1 項不予開標或不予決標，
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 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行者，
形。
機關得宣布廢標。
七、 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
法令行為。
第 63 條
違反採購契約約定
契約經訂定後，對廠商與機關
均發生拘束力，廠商如不遵
行，自應負契約責任（如逾期
罰款、違約金、不發還履保金、
損害賠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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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第 66 條

第 70 條

第 72 條

營造 第 39 條
業法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得標廠商違反轉包之規定

機關得解除契約、終止契約或
沒收保證金，並得要求損害賠
償。
轉包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關
負連帶履行及賠償責任。再
轉包者，亦同。
工程品質及進度等相關規定
參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
辦法第 10 條及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理作業要點之規定。
驗收不符之規定
驗收結果與契約、圖說、貨樣
規定不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
貨。其驗收結果不符部分非屬
重要，而其他部分能先行使
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
行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
部分辦理驗收並支付部分價
金。
驗收結果與規定不符，而不妨
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
通常效用或契約預定效用，經
機關檢討不必拆換或拆換確
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
受。其在查核金額以上之採
購，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未達查核金額之採購，應經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驗收人對工程、財物隱蔽部
分，於必要時得拆驗或化驗。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 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
違反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項 任。
或前條規定致生公共危險。

備註：有關工程採購契約，對於履約延遲、驗收不合及施工品質不良設有契約責
任之約定，應依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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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理公共工程採購可能涉及之相關行政責任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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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名稱
政府 第 101 條至 機關辦理採購，發現廠商有下 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於 1
採購 第 103 條 列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理 年或 3 年內，不得參加投標或
法
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 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異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參加投標者。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
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
件參加投標、訂約或履約
者。
三、擅 自 減 省 工 料 情 節 重 大
者。
四、偽造、變造投標、契約或
履約相關文件者。
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參加投
標者。
六、犯第 87 條至第 92 條之罪，
經第 1 審為有罪判決者。
七、得標後無正當理由而不訂
約者。
八、查驗或驗收不合格，情節
重大者。
九、驗 收 後 不 履 行 保 固 責 任
者。
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履約期限，情節重
大者。
十一、 違反第 65 條之規定轉
包者。
十二、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
由，致解除或終止契約者。
十三、 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十四、 歧視婦女、原住民或
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
者。
廠商之履約連帶保證廠商經
機關通知履行連帶保證責任
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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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名稱
營造 第 11 條、 土木包工業違反越區營業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業法 第 56 條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第 16 條、 違反申請書變更規定
第 57 條

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
以下罰鍰；並限期依規定申請
變更登記。屆期不申請者，予
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
分。
第 18 條第 未依限辦理主管機關通知之補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2 項、第 56 正事項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條
第 19 條第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變動規定
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10 萬元
2 項、第 57
以下罰鍰；並限期依規定申請
條
變更登記。屆期不申請者，予
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
分。
第 23 條第 違反承攬造價限額、工程規模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1 項、第 56 範圍及承攬總額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條
第 26 條、 未依照工程圖樣及說明書製作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第 56 條
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工計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畫書，負責施工
第 28 條、 違反營造業負責人設置規定
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百萬
第 58 條
元以下罰鍰，並通知該營造業
限期辦理解任。屆期不辦理
者，對該營造業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繼續通知該營造業辦理
解任，屆期仍不辦理者，得按
次連續處罰。
第 29 條、 技術士未於工地現場依其專長 予以 3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止
第 53 條
技能及作業規範進行施工操作 執行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或品質控管，情節重大者
第 30 條第 違反工地主任設置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1 項、第 56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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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第 32 條第 一、依施工計畫書執行按圖施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1 項、第 62
工。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
條
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料等 營造業工地主任經依前項規
管理。
定受警告處分 3 次者，予以 3
四、工地勞工安全衛生事項之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
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 營造業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
維 護 及 其 他 工 地 行 政 事 行營造業業務處分期間累計
務。
滿 3 年者，廢止其工地主任執
五、工地遇緊急異常狀況之通 業證。
報。
前項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
之日起 5 年內，其工地主任不
得重新申請執業證。
第 33 條第 違反技術士設置規定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1 項、第 56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條
第 36 條、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違反應負責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該土木包
第 63 條
辦理之工作
工業 3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業
處分。
第 37 條第 營造業負責人未盡告知定作人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
2 項、第 59 義務或適時處理
以下罰鍰。
條
第 38 條、 營造業負責人未即時為必要之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
第 59 條
避免危險措施
以下罰鍰。
第 39 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 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違反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項
或前條規定致生公共危險
第 40 條、 違反專任工程人員離職或因故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第 56 條
不能執行業務之處置規定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第 41 條第 營造業工地主任違反工程主管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1 項、第 62 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或驗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
條
收工程應辦理事項之規定
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營造業工地主任經依前項規
定受警告處分 3 次者，予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
營造業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
行營造業業務處分期間累計
滿 3 年者，廢止其工地主任執
業證。
前項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
之日起 5 年內，其工地主任不
得重新申請執業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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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第 42 條第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簽章證明或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1 項、第 56 註記規定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條
第 52 條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廢止許可 勒令其停業，並處新臺幣 1 百
而經營營造業業務
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罰鍰；
其不遵從而繼續營業者，得連
續處罰。
第 54 條
使用他人之營造業登記證書或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萬
承攬工程手冊經營營造業業務 元以下罰鍰，並廢止其許可。
者。
自廢止許可之日起 5 年內，其
將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程 負責人不得重新申請營造業
手冊交由他人使用經營營造業 登記。
業務者。
停業期間再行承攬工程者。
第 55 條
一、經許可後未領得營造業登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
第 17 條第
記證或承攬工程手冊而經 以下罰鍰。
1項
營營造業業務者。
營造業有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
第 20 條
二、未加入公會而經營營造業 情事者，並得勒令停業及通知
業務者。
限期補辦手續，屆期不補辦而
三、未依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繼續營業者，得按次連續處
申請複查或拒絕、妨礙或 罰。有前項第 4 款情事，經主
規避抽查者。
管機關通知限期補辦手續，屆
四、自行停業、受停業處分、復 期不辦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業或歇業時，未依第 20 條
規定辦理者。
第 56 條第 依本法受警告處分 3 次或於 5 營造業受警告處分 3 次者，予
2項
年內受停業處分期間累計滿 3 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
年者
分；於 5 年內受停業處分期間
累計滿 3 年者，廢止期許可。
備註：其他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地方政府所頒行之相關法規如勞安衛、環
保、水利、水保、共同管道、建築、鐵公路等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 38 -

(四)其他法規
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法規

相關罰責

政治 第 6 條、第 28 任 何 人 不 得 利 用 職 務 上 之 權 1.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1 百
獻金 條
力、僱傭關係或其他生計上之 萬元以下罰鍰。
法
利害，媒介或妨害政治獻金之 2.公務員違反第 6 條規定者，
捐贈。
處 1 年以下有期徒刑。
第 7 條第 1 得捐贈政治獻金者，以下列各 違反第 7 條第 1 項捐贈政治
項、第 29 條 款以外之個人、政黨、人民團 獻金者，按其捐贈之金額處 2
第2項
體及營利事業為限：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過
一、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 新臺幣 1 百萬元。
達 20%之民營企業。
二、與政府機關 (構) 有巨額
採購或重大公共建設投資
契約，且在履約期間之廠
商。
三、有累積虧損尚未依規定彌
補之營利事業。
四、宗教團體。
五、‧‧‧。
‧
‧
‧
十一、‧‧‧。
第 8 條、第 25 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選人不 1.擬參選人違反第 8 條規定
條
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者以外 收受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
對象之政治獻金。
至第 9 款規定對象之政治
獻金，未依第 15 條規定之
期限繳交受理申報機關辦
理繳庫，或違反第 13 條規
定募集政治獻金者，處 5 年
以下有期徒刑；為擬參選
人收受或募集政治獻金之
代理人、受雇人亦同。
2.政黨、政治團體之負責人、
代表人或代理人、受雇人
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
規定處罰。
3.犯第 25 條第 1 項、第 2 項
之罪者，其收受之政治獻
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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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法規

相關罰責

第 9 條第 1 政治獻金之捐贈，不得行求或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
項、第 29 條 期約不當利益。
之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
第1項
高不得超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
第 9 條第 2 前項（第 9 條第 1 項）之政治 1.收受政治獻金者，按其收受
項、第 27 條 獻金，政黨、政治團體及擬參 金額處 2 倍之罰鍰。
選人亦不得收受。
2.違法收受之政治獻金，沒入
之；如全部或一部不能沒
入時，追徵其價額。
第 14 條、第 任何人不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
29 條第 2 項 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 1 萬元之 之金額處 2 倍之罰鍰。
匿名捐贈。
超過新臺幣 10 萬元現金捐贈，
應以支票或經由金融機構匯款
為之。
第 17 條、第 對同一政黨、政治團體每年捐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
29 條第 2 項 贈總額，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之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
一、個人：新臺幣 30 萬元。 高不得超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二、營利事業：新臺幣 3 百萬 。
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 2 百萬
元。
對不同政黨、政治團體每年捐
贈總額，合計不得超過下列金
額：
一、個人：新臺幣 60 萬元。
二、營利事業：新臺幣 6 百萬
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 4 百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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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第 18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29 條
第2項

公職 第 1 條
人員
利益
衝突
迴避
法
第2條

第3條

法規

相關罰責

對 同 一 擬 參 選 人 每 年 捐 贈 總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
額，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之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
一、個人：新臺幣 10 萬元。 高不得超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二、營利事業：新臺幣 1 百萬
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 50 萬元。
對不同擬參選人每年捐贈總
額，合計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一、個人：新臺幣 20 萬元。
二、營利事業：新臺幣 2 百萬
元。
三、人民團體：新臺幣 1 百萬
元。
為促進廉能政治、端正政治風
氣，建立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
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
暨不當利益輸送，特制定本法。
公職人員利益衝突之迴避，除
其他法律另有嚴格規定者外，
適用本法之規定。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第 2 條第 1 項所
定之人員。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
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
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
產之受託人。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二
款所列人員擔任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或經理人之
營利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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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第4條

第5條

第6條

法規

相關罰責

本法所稱利益，包括財產上利
益及非財產上利益。
財產上利益如下：
一、動產、不動產。
二、現金、存款、外幣、有價證
券。
三、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利。
四、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
金錢交易取得之利益。
非財產上利益，指有利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
立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以下
簡稱機關) 之任用、陞遷、調動
及其他人事措施。
本法所稱利益衝突，指公職人
員執行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
不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利益者。
公職人員知有利益衝突者，應
即自行迴避。

第 7 條、第 14 公職人員不得假借職務上之權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
條
力、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 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
關係人之利益。
利益，應予追繳。
第 8 條、第 14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不得向機關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
條
有關人員關說、請託或以其他 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
不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 利益，應予追繳。
員之利益。
第 9 條、第 15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不得與 處該交易行為金額 1 倍至 3
條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倍之罰鍰。
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
等交易行為。
第 10 條第 1 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 1.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項、第 16 條、依下列規定辦理：
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18 條
一、民意代表，不得參與個人 2. 處罰後再違反者，連續處
利益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
罰之。
決。
二、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行
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理
人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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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名稱

相關條項

法規

相關罰責

第 10 條第 4 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 1. 處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
項、第 17 條、行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
7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18 條
該公職人員迴避。
2. 處罰後再違反者，連續處
罰之。
第 11 條
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自
行迴避前，對該項事務所為之
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
調查等行為均屬無效，應由其
職務代理人重新為之。
第 12 條
公職人員有應自行迴避之情事
而不迴避者，利害關係人得向
下列機關申請其迴避：
一、應迴避者為民意代表時，
向各該民意機關為之。
二、應迴避者為其他公職人員
時，向該公職人員服務機
關為之；如為機關首長時，
向上級機關為之；無上級
機關者，向監察院為之。
第 13 條、第 前條之申請，經調查屬實後， 1. 處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
17 條、第 18 應命被申請迴避之公職人員迴
750 萬元以下罰鍰。
條
避，該公職人員不得拒絕。 2. 處罰後再違反者，連續處
罰之。
第 21 條
違反本法規定而涉及其他法律
責任者，依有關法律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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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結書 1（投標時檢附）
本廠商_________參與（招標機關）辦理（標的名稱）招標案，對於廠商之
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行政責任，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並願確實遵
行。
立書人
投標廠商：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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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結書 2（投標時檢附）
本人_________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為承辦(招標機關)辦理(標的名
稱)之執業技師，對於執業技師之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行政責任，已充分瞭
解相關之法令規定，並願確實遵行。
立書人
技師：
(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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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鐵道工程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TWR-00-05)
(請參考附檔：TWR-00-05-鐵道工程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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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0-05 鐵道工程統包採購契約範本(含 BIM 應用)
招標機關（以下簡稱機關）及得標廠商（以下簡稱廠商）雙方同意依政府採購法
（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訂定本契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
下：
第一條 契約文件及效力
一、契約包括下列文件：
(一)招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二)投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三)決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四)契約本文、附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五)依契約所提出之履約文件或資料。
二、定義及解釋：
(一)契約文件，指前款所定資料，包括以書面、錄音、錄影、照相、微
縮、電子數位資料、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模型及其
產出或樣品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二)工程會，指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三)工程司，指機關以書面指派行使本契約所賦予之工程司之職權者。
(四)工程司代表，指工程司指定之任何人員，以執行本契約所規定之權
責者。其授權須經工程司以書面通知承包商。
(五)監造單位，指受機關委託執行監造作業之技術服務廠商。
(六)監造單位/工程司，有監造單位者，為監造單位；無監造單位者，為
工程司。
(七)工程司/機關，有工程司者，為工程司；無工程司者，為機關。
(八)分包，謂非轉包而將契約之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履行。
(九)書面，指所有手書、打字及印刷之來往信函及通知，包括電傳、電
報及電子信件。
(十)規範，指列入契約之工程規範及規定，含施工規範、施工安全、衛
生、環保、交通維持手冊、技術規範、BIM 作業規定及工程施工期
間依契約規定提出之任何規範與書面規定。
(十一)圖說，指機關依契約提供廠商之全部圖樣及其所附資料。另由廠
商提出經機關認可之全部圖樣及其所附資料，包含必要之樣品及模
型，亦屬之。圖說包含（但不限於）設計圖、施工圖、構造圖、工
廠施工製造圖、大樣圖、BIM 模型及其產出等。
三、契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不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列原則
處理：
(一)契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
有特別聲明者，不在此限。
(二)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機關審
定優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不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廠商於投標
文件內特別聲明，並經機關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
準。
(三)文件經機關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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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比例尺圖者優於小比例尺圖者。
(五)施工補充說明書優於施工規範。
(六)決標紀錄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錄之內容。
(七)機關提供之契約文件於 2D 圖說與 BIM 模型內含資訊不一致處理原
則：(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以契約中之 2D 圖說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2D 圖說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優於 2D 圖說。
四、契約文件之一切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不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理原
則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採購法之規定處理。
五、契約文字：
(一)契約文字以中文為準。但下列情形得以外文為準：
1.特殊技術或材料之圖文資料。
2.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件。
3.其他經機關認定確有必要者。
(二)契約文字有中文譯文，其與外文文意不符者，除資格文件外，以中
文(正體字)為準。其因譯文有誤致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
責賠償。
(三)契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類似
行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契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應以中文
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子資料傳
輸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六、契約所使用之度量衡單位，除另有規定者外，以公制為之。
七、契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令或無法執行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契約亦可成立者，不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機
關及廠商必要時得依契約原定目的變更之。
八、契約正本 2 份，機關及廠商各執 1 份，並由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
票。副本＿份（請載明），由機關、廠商及相關機關、單位分別執用。
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九、機關應提供＿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份）需求書及
規範之影本予廠商，廠商得視履約之需要自費影印使用。除契約另有規
定，如無機關之書面同意，廠商不得提供上開文件，供與契約無關之第
三人使用。
十、廠商應提供＿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份）依契約規
定製作之文件影本予機關，機關得視履約之需要自費影印使用。除契約
另有規定，如無廠商之書面同意，機關不得提供上開文件，供與契約無
關之第三人使用。
十一、廠商應於施工地點，保存 1 份完整契約文件及其修正，以供隨時查
閱。廠商應核對全部文件，對任何矛盾或遺漏處，應立即通知工程司/
機關。
第二條 履約標的及地點
一、基於統包精神，廠商應依本工程契約、規範及圖說之規定執行完成工作，
以達成機關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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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統包工程工作範圍如下：
(一)本工程標的之細部設計。
(二)本工程標的之供應及施工。
(三)依法令規定應由建築師、技師及其他專門職業人員辦理之簽證、審
查事項。
(四)本工程之進度安排與管制。
(五)整合設計、施工之介面協調。
(六)本工程之品質管理。
(七)本工程之保固。
(八)為達成本工程應具備之使用機能，所配需辦理之事項、供應之設施、
提供之文件、施工等。
(九)為輔助本工程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而應用 BIM 技術執行相關
BIM 應用之工作，項目詳「鐵道工程業主需求」。
(十)招標文件規定之其他事項。
三、廠商提出之材料或設備，須符合機關招標文件之規定及契約標的之功
能、效益目的。其有不符合者(包括於機關核定後才發現者)，應予修正，
並由廠商負擔費用。
四、除另有約定外，廠商應負責收集執行本工程所需之一切資料，至少包含
相關法令規定之研析、工程地點調查、實測（例如地質鑽探、現地測量
等）
，進行必要之研究、試驗、分析，以應用於本工程範圍之工作，本
項費用已包含於契約總價內。廠商之設計應送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並
經機關核定後，始得據以施工。
五、□維護保養□代操作營運：
（如須由得標廠商提供驗收合格日起一定期
間內之服務，由招標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勾選，並注意訂明投標廠
商提供此類服務須具備之資格、編列相關費用及視需要擇定以下項目）
(一)期間：
（例如驗收合格日起若干年，或起迄年、月、日；未載明者，
為 1 年）
(二)工作內容：
1.工作範圍、界面。
2.設備項目、名稱、規格及數量。
3.定期維護保養頻率。
4.作業方式。
5.廠商須交付之文件及交付期限。
（例如工作計畫、維修設備清冊、
設備改善建議書）。
(三)人力要求：
1.人員組織架構表。
2.工作人員名冊（含身分證明及學經歷文件）。
(四)備品供應：
1.備品庫存數量。
2.備品進場時程。
3.所需備品以現場設備廠牌型號優先；使用替代品應先徵得機關同
意。
(五)故障維修責任：
1.屬保固責任者，依第 17 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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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維修時效（例如機關發現契約項下設備有故障致不能正常運作時，
得通知廠商派員維修，廠商應於接獲通知起＿＿小時內派員到機
關處理，並應於接獲通知起＿＿小時內維修完畢，使標的物回復
正常運作）。
(六)廠商逾契約所定期限進行維護（修）
、交付文件者，比照第 18 條遲
延履約規定計算逾期違約金（或另定違約金之計算方式）
，該違約金
一併納入第 18 條第 4 款規定之上限內計算。
(七)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之損害賠償規定；賠償金額上限依第 19
條第 8 款規定。
六、機關辦理事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
□提供前期 BIM 模型原始模型檔。
□不提供前期 BIM 模型原始模型檔。
七、履約地點（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屬營繕工程者必填）
：＿＿＿＿＿＿
第三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一、契約價金總額及其組成，包括設計費及施工費等，詳標價清單及其他相
關文件。所含各項費用應合理，不得就付款期程較早之項目，故意提高
其價金。有此情形者，應予修正。BIM 應用服務之契約價金計算方式
（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已包含於設計費與施工費用中；□未
包含於設計費與施工費用中，另行計算如下)：
□總包價法(已包含於設計費與施工費用)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二、契約價金之給付，得為下列方式（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因契約變更致履約標的項目或數量有增減時，
就變更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若有相關項目如稅捐、利潤或管理費等
另列一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契約價金總額比例增減之。但契
約已訂明不適用比例增減條件者，不在此限。
□部分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部分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結
算。屬於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之部分，因契約變更致履約標的項目或
數量有增減時，就變更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屬於依實際施作或供應
之項目及數量結算之部分，以契約中所列履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
成履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給付。若有相關項目如稅捐、利潤或管
理費等另列一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契約價金總額比例增減之。
但契約已訂明不適用比例增減條件者，不在此限。
三、廠商於投標時製作之價格詳細表及後續減價資料，經機關決標後為契
約文件之一；其項目及數量於決標後完成核定之細部設計與投標階段
之服務建議書有差異時，除有逾越統包範疇而辦理契約變更情形者外，
不得據以增加契約價金。
四、經機關核定之契約價金詳細表，為契約文件之一部分，如有變更，經雙
方同意者，得於契約總價不變下調整流用。經機關同意或依機關之通知
辦理之契約變更，依第 21 條規定辦理。
五、廠商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與契約所附詳細表有減少者，其金額不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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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但可證明移作其他變更項目之用者，不在此限。
六、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數量之減少，以有正當理由者始得為之。如因機關
需求變更，致與契約所定數量不同時，得以契約變更依原契約單價增減
契約價金。增減達 30%以上者，其逾 30%之部分，得以契約變更合理
調整契約單價及增減契約價金。
第四條 契約價金之調整
一、驗收結果與規定不符，而不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
契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不必拆換、更換或拆換、更換確有困難，或
不必補交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採減價收受者，按不符項目標的之契約價金＿＿%或＿＿倍（由機關
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減價，並處以減價金額＿＿%或＿＿倍（由機
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之違約金。但其屬尺寸不符規定者，減價金
額得就尺寸差異部分按契約價金比例計算之；屬工料不符規定者，減
價金額得按工料差額計算之。
二、契約所附供廠商投標用之工程數量清單，其數量為估計之基本數量，實
際施作之數量應以完成細部設計之成果為準。
三、為完成履約標的所必須具備或提供之工程、財物及勞務，只要符合原招
標文件之範圍，廠商應負責設計、施工、供應或安裝，不得要求增加契
約價金或補償。
四、契約價金，除另有規定外，含廠商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令應繳納之稅
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依法令應以機關名義申請之許可或執
照，由廠商備具文件代為申請，其需繳納之規費(含空氣污染防制費)不
含於契約價金，由廠商代為繳納後機關覈實支付，但已明列項目而含於
契約價金者，不在此限。
五、中華民國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稅捐、規費或關稅，由廠商負擔。
六、廠商履約遇有下列政府行為之一，致履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
得予調整：
(一)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二)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更。
(三)政府公告、公定或管制價格或費率之變更。
七、前款情形，屬中華民國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
費用，由機關負擔；致履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契約價
金中扣除。屬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
不予調整。
八、廠商為履約須進口自用機具、設備或材料者，其進口及復運出口所需手
續及費用，由廠商負擔。
九、契約規定廠商履約標的應經第三人檢驗者，其檢驗所需費用，除另有規
定者外，由廠商負擔。
十、契約履約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增加廠商履約
成本者，廠商為完成契約標的所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但屬
第 13 條第 7 款情形、廠商逾期履約，或發生保險契約承保範圍之事故
所致損失（害）之自負額部分，由廠商負擔：
(一)戰爭、封鎖、革命、叛亂、內亂、暴動或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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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
(三)核子反應、核子輻射或放射性污染。
(四)善盡管理責任之廠商不可預見且無法合理防範之自然力作用（例如
但不限於山崩、地震、海嘯等）。
(五)機關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執行（停工）。
(六)因機關辦理規劃或提供規範之錯誤。
(七)機關提供之地質鑽探或地質資料，與實際情形有重大差異者。
(八)因機關使用或佔用本工程任何部分，但契約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九)其他可歸責於機關之情形。
十一、因機關書面要求須於履約期限提前完工，廠商每提前完工 1 日，機
關於預算額度內每日給予＿＿＿＿之獎勵（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為施工部分契約價金 1）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依下列條件辦理付款：
(一)□預付款（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表示無預
付款）：
1.契約預付款為契約價金總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查核
金額以上者，預付款額度不逾 30%），其付款條件如下：＿＿＿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2.預付款於雙方簽定契約，廠商辦妥履約各項保證，並提供預付款
還款保證，經機關核可後於＿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內撥付。
3.預付款應於銀行開立專戶，專用於本採購，機關得隨時查核其使
用情形。
4.預付款之扣回方式，應自機關支付金額達契約價金總額 20%起至
80%止，隨計價逐期依計價比例扣回。
(二)□設計費（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或另載明支付方式；未
勾選且未載明支付方式者，表示於驗收合格後支付）：
1.第 1 期:廠商取得建造執照後，撥付設計費之＿%（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30%。工程無需取得建造執照者，由機關
依個案特性訂定付款時機）。
2.第 2 期：廠商細部設計經機關核定後，撥付設計費之＿%（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0%）。
3.第 3 期：工程經驗收合格，無待解決事項，並由廠商出具保固期
間設計責任切結書，經機關核定後，付清尾款。
4.符合前述付款條件後，機關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
付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
作天。
(三)□工程估驗款（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表示
無估驗款）：
1.□定期估驗計價：
廠商自工程施工開工日起，每＿日曆天或每半月或每月（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每月）得申請估驗計價 1 次，並依
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估驗付款作業程序」提出必要文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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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估驗。機關於 15 工作天（含技術服務廠商之審查時間）內完
成審核程序後，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廠商請款單據
後 15 工作天內付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
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依里程碑估驗計價：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採定期估驗計價)
2.竣工後估驗：確定竣工後，如有依契約所定估驗期程可辦理估驗
而尚未辦理估驗之項目或數量，廠商得依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
程估驗付款作業程序」提出必要文件，辦理末期估驗計價。未納
入估驗者，併尾款給付。機關於 15 工作天（含技術服務廠商之
審查時間）內完成審核程序後，通知廠商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
到廠商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付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
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3.估驗以完成施工者為限，如另有規定其半成品或進場材料得以估
驗計價者，從其規定。該項估驗款每期均應扣除 5%作為保留款
（有預付款之扣回時一併扣除）。但廠商比照預付款還款保證規
定提出與保留款同額之保證金作為擔保者，機關於估驗付款時免
扣保留款，已保留之款項無息給付。
□半成品或進場材料得以估驗計價之情形：（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
□永久性設備得以估驗計價之情形：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例
如運抵工地、安裝完成、運轉測試正常等階段之計價方式）
4.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於初驗合格且無逾期情形時，廠商得以書
面請求機關退還已扣留保留款總額之 50%。辦理部分驗收或分段
查驗供驗收之用者，亦同。
5.經雙方書面確定之契約變更，其新增項目或數量尚未經議價程序
議定單價者，得依機關核定此一項目之預算單價，以＿%（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80%）估驗計價給付估驗款。
6.於履約過程中，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有施工查核結果列
為丙等、發生重大勞安或環保事故之情形，機關得將估驗計價保
留款提高為原規定之＿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 倍）
，至上開情形改善處理完成為止，但不溯及已完成估驗計價
者。
(四)BIM 應用服務費（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或另載明支付方
式；未勾選且未載明支付方式者，表示於工程驗收合格後一次支付）
估驗計價以一式計價，其各期之付款條件為：
1.第
期，廠商交付 BIM 應用之「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
，
並經機關審核同意後，給付總服務費用
%。
（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
2.第
期，廠商交付特定 BIM 應用服務項目
(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成果報告，並經
機關審核同意後，給付總服務費用
%。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
3.第
期，廠商於設計期間，依設計進行到達固定里程碑後，提出

頁次：7/41

TWR-00-05

版本日期：2019/10/1

BIM 應用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成果報告，並
經機關審核同意後，給付總服務費用
%。(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里程碑如基設完成、細設完成完成、開工，訂約時由甲方
先行確定，並逐一搭配合適的交付項目)。
4.第
期，廠商於施工期間，依工程進行到達固定里程碑後，提出
BIM 應用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成果報告，並
經機關審核同意後，給付總服務費用
%。(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里程碑如開挖完成、結構體完成、裝修完成、竣工、使照
取得，訂約時由甲方先行確定，並逐一搭配合適的交付項目)。
N.第 N 期：工程經驗收合格，廠商修正竣工 BIM 模型及報告書，
並經機關審核同意，且無待解決事項後，付清尾款。
(五)驗收後付款：於驗收合格，廠商繳納保固保證金後，機關於接到廠
商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
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六)機關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廠商有文件不符、不足或有疑義
而需補正或澄清者，機關應一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不得分次辦理。
其審核及付款期限，自資料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起算；機關並應
先就無爭議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理付款。
(七)廠商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暫停給付估驗計價款至情形消
滅為止：
1.履約實際進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落後預定進度達＿%（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111 條
第 1 項所定百分比）以上，且經機關通知限期改善未積極改善者。
但廠商如提報趕工計畫經機關核可並據以實施後，其進度落後情
形經機關認定已有改善者，機關得恢復核發估驗計價款；如因廠
商進度落後實施之趕工計畫，造成機關管理費用等之增加，該費
用由廠商負擔。
2.履約有重大瑕疵經書面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者。
3.未履行契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不履行者。
4.廠商履約人員不適任，經通知更換仍延不辦理者。
5.廠商有施工品質不良或其他違反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
點之情事者。
6.其他違反法令或違約情形。
(八)工程物價指數調整：
1.物價調整方式：（由機關於下列 2 選項中擇一勾選；未勾選者，
依選項Ａ方式調整）
□選項Ａ：依□行政院主計處；□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其他＿＿（由機關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行政院主計處）
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漲跌幅調整：
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就總指數漲跌幅超過＿%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5%）之部分，於估
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選項Ｂ：依□行政院主計處；□臺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其他＿＿（由機關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行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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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之營造工程物價指數之個別項目、中分類項目及總指數
漲跌幅，依下列順序調整：（擇此選項者，須於下列(1)或(2)
指定 1 項以上之個別項目或中分類項目）
(1)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個別項目（例如水泥、
預拌混凝土、鋼筋等，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不依
個別項目指數漲跌幅調整）指數，就此等項目漲跌幅超過＿%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之部分，於估驗
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2)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中分類項目（例如金
屬製品類、砂石及級配類、瀝青及其製品類等，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未載明者，不依中分類指數漲跌幅調整）指數，就此
等項目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前述中分類項目內
含有已依(1)計算物價調整款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數不含(1)
個別項目之中分類指數」之漲跌幅計算物價調整款。
(3)工程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依「營造工程物價總指數」
，
就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5%）
之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已依(1)、(2)計算物價調
整款者，依「營造工程物價指數不含(1)個別項目及(2)中分類
項目之總指數」之漲跌幅計算物價調整款。
2.物價指數基期更換時，換基當月起實際施作之數量，自動適用新
基期指數核算工程調整款，原依舊基期指數調整之工程款不予追
溯核算。每月公布之物價指數修正時，處理原則亦同。
3.契約內非屬臺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內之工程項目或進口
品，其物價調整方式如下：＿＿＿＿＿＿（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
實際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
(九)機關於契約載明契約價金得依物價指數調整者，應註明下列事項
（必填）：
1.得調整之成本項目及金額。
2.調整所依據之物價指數類別及基期。
3.得調整及不予調整之情形。
4.調整公式。
5.廠商應提出之調整數據及佐證資料。
6.廠商所提細部設計項目之單價，應以開標當月之物價作為編列依
據，且應符合機關原招標內容之需求。
7.規費、規劃費、土地及權利費用、法律費用、承商管理費、保險
費、利潤、利息、稅雜費及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不予調整。除契約另有規定外，設計費不予調整。
8.逐月就已施作部分按□當月□前 1 月□前 2 月(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未載明者為當月)指數計算物價調整款。逾履約期限（含分
期施作期限）之部分，應以實際施作當月指數與契約規定履約期
限當月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整依據。但逾期履約係非可歸責於廠
商者，依上開選項方式逐月計算物價調整款。
9.累計給付逾新臺幣 10 萬元之物價調整款，由機關刊登物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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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公告。
10.其他：＿＿＿＿＿＿＿。
(十)契約總價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得依約定方式調
整；未約定調整方式者，視同就各投標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率(決
標金額/投標金額)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項價格合計數額與總
價不同者，亦同。
(十一)廠商計價領款之印章，除另有規定外，以廠商於投標文件所蓋之
章為準。
(十二)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數逾 100 人，履約期間應僱用身心障礙者及
原住民之人數，各應達其國內員工總人數 1%，並均以整數為計算
標準，未達整數部分不予計入。僱用不足者，應分別依規定向所在
地之直轄市或縣（市）勞工主管機關設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
戶及原住民族中央主管機關設立之原住民族就業基金專戶，繳納上
月之代金；並不得僱用外籍勞工取代僱用不足額部分。招標機關應
將國內員工總人數逾 100 人之廠商資料公開於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
統，以供勞工及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查核代金繳納情形，招標機關不
另辦理查核。
(十三)契約價金總額，除另有規定外，為完成契約所需全部材料、人工、
機具、設備、交通運輸、水、電、油料、燃料及施工所必須之費用。
(十四)如機關對工程之任何部分需要辦理量測或計量時，得通知廠商指
派適合之工程人員到場協同辦理，並將量測或計量結果作成紀錄。
除非契約另有規定，量測或計量結果應記錄淨值。如廠商未能指派
適合之工程人員到場時，不影響機關辦理量測或計量之進行及其結
果。
(十五)□設計費得依「臺灣地區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受雇員工平均
薪資指數」
，就漲跌幅超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 2.5%）之部分，逐月計算調整款，並準用上開各目調整規定。(機
關未勾選此選項者，表示設計費無物價調整款)
(十六)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
：＿＿＿＿＿＿＿＿＿＿
二、廠商請領契約價金時應提出統一發票，無統一發票者應提出收據。
三、廠商履約有逾期違約金、損害賠償、採購標的損壞或短缺、不實行為、
未完全履約、不符契約規定、溢領價金或減少履約事項等情形時，機關
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足者，得通知廠商給付或自保證金扣抵。
四、履約範圍包括代辦機關人員之訓練操作或維護者，有關受訓人員之旅
費及生活費用，由機關自訂標準支給，不包括在契約價金內，其餘費用
由廠商負擔。
五、分包契約依採購法第 67 條第 2 項報備於機關，並經廠商就分包部分設
定權利質權予分包廠商者，該分包契約所載付款條件應符合前列各款
規定（採購法第 98 條之規定除外），或與機關另行議定。
六、廠商延誤履約進度案件，如施工進度已達 75%以上，機關得經評估後，
同意廠商及分包廠商共同申請採監督付款方式，由分包廠商繼續施工，
其作業程序包括廠商與分包廠商之協議書內容、監督付款之付款程序
及監督付款停辦時機等，悉依行政院頒公共工程廠商延誤履約進度處
理要點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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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 稅捐
一、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應含營業稅。由自然人
投標者，不含營業稅，但仍包括其必要之稅捐。
二、廠商為進口施工或測試設備、臨時設施、於我國境內物所需設備或材料、
換新或補充前已進口之設備或材料等所生關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等稅
捐、規費，由廠商負擔。
三、進口財物或臨時設施，其於中華民國以外之任何稅捐、規費或關稅，由
廠商負擔。
第七條 履約期限
一、履約期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一)工程之設計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起＿＿日
（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內完成，並提送機關審查，機
關審查時程為＿日（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
。設計如不符
機關需求而有修正之需要，由機關指定修正項目、期限及機關複審
時程，並通知廠商進行修正。同一項目設計內容之修正次數逾＿次
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次）
，廠商除應依機關之指
示繼續修正設計至獲機關審定為止外，修正及複審期間仍列入履約
期限計算。
(二)廠商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以機關通知日為準)起___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以 30 日曆天計)，提出本案 BIM 應用之「BIM 工作執行
計畫書(BEP)」
。廠商應於□竣工日□機關通知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
明，未載明者，以機關通知日為準)起___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以 30 日曆天計)提出本案竣工 BIM 模型及報告書。
(三)工程之施工：
□應於＿＿年＿＿月＿＿日以前全部完成。
□應於（□決標日□機關簽約日□機關通知日）起＿＿日內開工，
並於開工之日起＿＿日內全部完成。
(四)本工程係以日曆天計算工期，所有日數均應計入履約期限。
(五)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二、契約如需辦理變更，其工程項目或數量有增減時，工期得由雙方視實際
需要議定增減之。
三、工程延期：
(一)契約履約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度
網圖要徑作業之進行，而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
後，＿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7 日）通知機關、
＿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45 日）檢具事證，以
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機關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
履約期限，不計算逾期違約金。其事由未達半日者，以半日計；逾
半日未達 1 日者，以 1 日計。
1.發生第 18 條第 5 款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契約當事人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機關要求全部或部分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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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機關要求辦理變更設計或增加工程數量或項目。
5.機關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機關自辦或機關之其他廠商之延誤而影響履約進度者。
7.機關提供之地質鑽探或地質資料，與實際情形有重大差異者。
8.因傳染病或政府之行為，致發生不可預見之人員或貨物之短缺。
9.因機關使用或佔用本工程任何部分，但契約另有規定者，不在此
限。
10.因機關辦理規劃或提供規範之錯誤。
11.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經機關認定者。
(二)第 1 目事故之發生，致契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工時，廠商應於停工
原因消滅後立即復工。其停工及復工，廠商應儘速向機關提出書面
報告。
(三)第 1 目停工之展延工期，除另有規定外，機關得依廠商報經機關核
備之預定進度表之要徑核定之。
四、履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履約期間自指定之日後起
算者，當日不計入。
第八條 材料機具及設備
一、契約所需工程材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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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款工作場地設備，指廠商為契約施工之場地或施工地點以外專為契
約材料加工之場所之設備，包括施工管理、工人住宿、材料儲放等房舍
及其附屬設施。該等房舍設施，應具備滿足生活與工作環境所必要之條
件。
三、廠商自備之材料、機具、設備，其品質應符合契約之規定，進入施工場
所後由廠商負責保管。非經機關書面許可，不得擅自運離。
四、由機關供應之材料、機具、設備，廠商應提出預定進場日期。因可歸責
於機關之原因，不能於預定日期進場者，應預先書面通知廠商；致廠商
未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
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五、廠商領用或租借機關之材料、機具、設備，應憑證蓋章並由機關檢驗人
員核轉。已領用或已租借之材料、機具、設備，須妥善保管運用維護；
用畢（餘）歸還時，應清理整修至符合規定或機關認可之程度，於規定
之合理期限內運交機關指定處所放置。其未辦理者，得視同廠商未完成
履約。
六、廠商對所領用或租借自機關之材料、機具、設備，有浪費、遺失、被竊
或非自然消耗之毀損，無法返還或修理復原者，得經機關書面同意以相
同者或同等品返還，或折合現金賠償。
第九條 履約管理
一、廠商接受機關或機關委託之機構之人員指示辦理與履約有關之事項前，
應先確認該人員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理之事項未逾越或未違反
契約規定。廠商接受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契約規定之指示，
不得用以拘束機關或減少、變更廠商應負之契約責任，機關亦不對此等

頁次：12/41

TWR-00-05

版本日期：2019/10/1

指示之後果負任何責任。
二、機關及廠商之一方未請求他方依契約履約者，不得視為或構成一方放
棄請求他方依契約履約之權利。
三、契約內容有須保密者，廠商未經機關書面同意，不得將契約內容洩漏予
與履約無關之第三人。廠商履約期間所知悉之機關機密或任何不公開
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不得洩漏。
四、廠商應對設計成果自行實施設計校對及審查，以確保工程設計之正確
性，相關成果介面均須妥善處理。廠商負責施工之單位亦應參與設計審
查工作，以減少未來衍生施工困難之設計問題。審查作業過程應留存紀
錄備查。
五、廠商應使用合法性之工程專業(含 BIM)軟體，對於數位化工作成果之
電腦圖文檔案，應建立管制程序，並指定專人負責。對於圖說(設計圖、
施工圖、竣工圖等)之製圖作業，應依據工程會發布之最新版「公共工
程製圖手冊」內容繪製。BIM 模型有關要求依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執行。
六、廠商承辦技術服務，其實際提供服務人員應於完成之圖樣及書表上簽
署。其依法令須由執（開）業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辦理者，應交由各
該人員辦理，並依法辦理簽證。各項設施或設備，依法令規定須由專業
技術人員安裝、施工或檢驗者，廠商應依規定辦理。
依本契約完成之圖樣或書表，如屬技師執行業務所製作者，應依技師法
第 16 條規定，由技師本人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本契約屬□公共工程實施簽證範圍；□機關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
證規則」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另行擇定應實施簽證範圍：
(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及項目：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其簽證應依
下列規定辦理。
(一)本契約實施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廠商須於簽約後＿＿日內(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提報其實施簽證之執行計畫，經機關同意後執行之。
（本執行計畫應具之工作項目，機關應依工程種類、規模及實際需
要定之）
□屬設計簽證者，包括□補充測量、□補充地質調查與鑽探、□施
工規範與施工說明、□數量計算、□預算書、□設計圖與計算書、
□施工安全評估、□工地環境保護監測與防治及□其他必要項目＿
＿＿。（由機關視工程之特性及實際需要勾選）
(二)技師執行簽證時，應親自為之，並僅得就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成
之工作為簽證。其涉及現場作業者，技師應親自赴現場實地查核後，
始得為之。
(三)技師執行簽證，應依技師法第 16 條規定於所製作之圖樣、書表及簽
證報告上簽署，並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四)本契約執行技師應依「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規定，就其辦
理經過，連同相關資料、文件彙訂為工作底稿，並向機關提出簽證
報告。廠商應於設計完成之圖樣及書表上簽署，並依法令辦理相關
簽證或審查。各項設施或設備，依法令規定須由專業技術人員安裝、
施工或檢驗者，廠商應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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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地管理：
(一)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指派適當之代表人為工地負責人，代表廠商
駐在工地，督導施工，管理其員工及器材，並負責一切廠商應辦理
事項。廠商應於工程施工開工前，將其工地負責人之姓名、學經歷
等資料，報請機關核准；變更時亦同。機關如認為廠商工地負責人
不稱職時，得要求廠商更換，廠商不得拒絕。
(二)廠商應按預定施工進度，僱用足夠且具備適當技能的員工，並將所
需材料、機具、設備等運至工地，如期完成契約約定之各項工作。
施工期間，所有廠商員工之管理、給養、福利、衛生與安全等，及
所有施工機具、設備及材料之維護與保管，均由廠商負責。
(三)廠商及分包廠商員工均應遵守有關法令規定，包括施工地點當地政
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規章，並接受機關對有關工作事項之
指示。如有不照指示辦理，阻礙或影響工作進行，或其他非法、不
當情事者，機關得隨時要求廠商更換員工，廠商不得拒絕。該等員
工如有任何糾紛或違法行為，概由廠商負完全責任，如遇有傷亡或
意外情事，亦應由廠商自行處理，與機關無涉。
(四)適用營造業法之廠商應依營造業法規定設置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
任及技術士。依營造業法第 31 條第 5 項規定，工地主任應加入全
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
八、施工計畫與報表：
(一)廠商應於申報工程施工開工前，擬定施工順序及預定進度表等，並
就主要施工部分敘明施工方法，繪製施工相關圖說，送請機關核定。
機關為協調相關工程之配合，得指示廠商作必要之修正。
(二)對於汛期施工有致災風險之工程，廠商應於提報之施工計畫內納入
相關防災內容；其內容除機關及監造單位另有規定外，重點如下：
1.充分考量汛期颱風、豪雨對工地可能造成之影響，合理安排施工
順序及進度，並妥擬緊急應變及防災措施。
2.訂定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並確實辦理檢查。
3.凡涉及河川堤防之破堤或有水患之虞者，應納入防洪、破堤有關
之工作項目及作業規定。
(三)預定進度表之格式及細節，應標示施工詳圖送審日期、主要器材設
備訂購與進場之日期、各項工作之起始日期、各類別工人調派配置
日期及人數等，並標示契約之施工要徑，俾供後續契約變更時檢核
工期之依據。廠商在擬定前述工期時，應考量施工當地天候對契約
之影響。預定進度表，經機關修正或核定者，不因此免除廠商對契
約完工期限所應負之全部責任。
(四)廠商應繪製勞工安全衛生相關設施之施工詳圖。機關應確實依廠商
實際施作之數量辦理估驗。
(五)廠商於契約施工期間，應按機關同意之格式，按約定之時間，填寫
施工日誌，送請機關核備。
九、工作安全與衛生：
(一)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勞工安全衛生法及其施行細則、勞工安
全衛生設施規則、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勞動檢查法及其施行細
則、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勞動基準法及其施行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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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等有關規定確實辦理，並隨時注意
工地安全及災害之防範。如因廠商疏忽或過失而發生任何意外事故，
均由廠商負一切責任。凡工程施工場所，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施工
基地四周設置圍牆（籬）
，鷹架外部應加防護網圍護，以防止物料向
下飛散或墜落，並應設置行人安全走廊及消防設備。
(二)契約施工期間如發生緊急事故，影響工地內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時，
廠商得逕行採取必要之適當措施，以防止生命財產之損失，並應在
事故發生後 24 小時內向監造單位/工程司報告。事故發生時，如監
造單位/工程司在工地有所指示時，廠商應照辦。
(三)廠商應辦理下列事項：（適用於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採購）
□廠商應於申報工程施工開工前＿＿日內提報安全衛生管理計
畫，送機關核准後確實執行。
□分項作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得於各分項作業施工前提報。（由
機關依工程規模、性質及僱用、承攬關係，決定是否分整體與
分項作業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2 種，且於招標時敘明）
安全衛生管理計畫之內容包括：
1.計畫期間。
2.基本方針。
3.管理目標。
4.重點實施事項（如安全衛生管理體制、機械設備之安全化、作業
環境測定與管理、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各項作業安全作業標準、
勞工健康管理、勞工安全衛生教育、承攬廠商之安全衛生管理、
緊急應變計畫、災害調查分析與紀錄、安全衛生經費之編列、矯
正與預防措施、內部稽核、文件紀錄管理系統及其他有關之安全
衛生事項等）。
(四)廠商就高度 5 公尺以上之施工架、開挖深度在 1.5 公尺以上之擋土
支撐及模板支撐等假設工程之組立及拆除，施工前應由專任工程人
員或專業技師等妥為設計，並繪製相關設施之施工詳圖等項目，納
入施工計畫或安全衛生管理計畫據以施行。施工架構築完成使用前、
開挖及灌漿前，廠商應通知機關查驗施工架、擋土支撐及模板支撐
是否按圖施工。如不符規定，機關得要求廠商部分或全部停工，至
廠商辦妥並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及機關核定後方可復工。前述各
項假設工程組立及拆除時，廠商應指定作業主管在現場辦理營造安
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之事項。
(五)高度在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勞工作業有墜落之虞者，應依營造
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訂定墜落災害防止計畫（得併入施工計畫
或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內）
，採取適當墜落災害防止設施。
(六)進駐工地人員，應依其作業性質分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七)廠商於工程施工開工前，應將勞工安全衛生人員依法令規定向勞動
檢查機構報備，並副知機關、監造單位/工程司備查；異動時，亦同。
上述勞工安全衛生人員，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
(八)廠商未確實要求其勞工安全衛生人員實際於工地執行勞工安全衛
生管理業務，或因而致工程施工品質查核為丙等者，機關得通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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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於＿＿日內更換其勞安人員，並副知勞動檢查機構。
(九)廠商除應依勞安相關法令辦理外，應採下列安全衛生設施規定：
1.20 公尺以下高處作業，宜使用於工作台即可操作之高空工作車
或搭設施工架等方式作業，不得以移動式起重機加裝搭乘設備搭
載人員作業。
2.無固定護欄或圍籬之臨時道路施工場所，應依核定之交通維持計
畫辦理，除設置適當交通號誌、標誌、標示或柵欄外，於勞工作
業時，另應指派交通引導人員在場指揮交通，以防止車輛突入等
災害事故。
3.移動式起重機應具備 1 機 3 證（移動式起重機檢查合格證、操作
人員及從事吊掛作業人員之安衛訓練結業證書）
，除操作人員外，
應至少隨車指派起重吊掛作業人員 1 人（可兼任指揮人員）
。
4.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所設置之護欄，應符合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第 20 條固定後之強度能抵抗 75 公斤之荷重無顯著變形及各類
材質尺寸之規定。惟特殊設計之工作架台、工作車等護欄，經安
全檢核無虞者不在此限。
5.施工架斜籬搭設、直井或人孔局限空間作業、吊裝台吊運等特殊
高處作業，應一併使用背負式安全帶及捲揚式防墜器。
6.開挖深度超過 1.5 公尺者，均應設置擋土支撐或開挖緩坡；但地
質特殊，提出替代方案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機關同意者，得依替
代方案施作。
7.廠商所使用之鋼管施工架（含單管施工架及框式施工架），須符
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4750 A2067，及設置防止墜落災害設
施。
(十)因廠商施工場所應有之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不良，致發生重大職業
災害經勞動檢查機構通知停工，並經機關認定屬查驗不合格情節重
大者，為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情形之一。
十、工地環境清潔與維護：
(一)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切實遵守水污染防治法及其施行細則、空氣
污染防制法、噪音管制法、廢棄物清理法及營建剩餘土石方處理方
案等法令規定，隨時負責工地環境保護。
(二)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隨時清除工地內暨工地週邊道路一切廢料、
垃圾、非必要或檢驗不合格之材料、鷹架、工具及其他設備，以確
保工地安全及工作地區環境之整潔，其所需費用概由廠商負責。
(三)工地周圍排水溝，因契約施工所生損壞或沉積砂石、積廢土或施工
產生之廢棄物，廠商應隨時修復及清理，並於完成時，拍照留存紀
錄，必要時並邀集當地管理單位現勘確認。其因延誤修復及清理，
致生危害環境衛生或公共安全事件者，概
由廠商負完全責任。
十一、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
(一)廠商所提出之圖樣及書表內對於施工期間之交通維持及安全衛生
設施經費應以量化方式編列。
(二)廠商施工時，不得妨礙交通。因施工需要暫時影響交通時，須有適
當臨時交通路線及公共安全設施，並事先提出因應計畫送請監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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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工程司核准。監造單位/工程司如另有指示者，廠商應即照辦。
(三)廠商施工如需佔用都市道路範圍，廠商應依規定擬訂交通維持計畫，
併同施工計畫，送請機關核轉當地政府交通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
施工。該項交通維持計畫之格式，應依當地政府交通主管機關之規
定辦理，並維持工區週邊路面平整，加強行人動線安全防護措施及
導引牌設置，同時視需要於重要路口派員協助疏導交通。
(四)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應確實依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及圖樣、數
量佈設並據以估驗計價。
十二、配合施工：
與契約工程有關之其他工程，經機關交由其他廠商承包時，廠商有與其
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利進行，如因配合施
工致增加不可預知之必要費用，得以契約變更增加契約價金。因工作不
能協調配合，致生錯誤、延誤工期或意外事故，其可歸責於廠商者，由
廠商負責並賠償。如有任一廠商因此受損者，應於事故發生後儘速書面
通知機關，由機關邀集雙方協調解決。其經協調仍無法達成協議者，由
相關廠商依民事程序解決。
十三、工程保管：
(一)履約標的未經驗收移交接管單位接收前，所有已完成之工程及到場
之材料、機具、設備，包括機關供給及廠商自備者，均由廠商負責
保管。如有損壞缺少，概由廠商負責賠償。其經機關驗收付款者，
所有權屬機關，禁止轉讓、抵押或任意更換、拆換。
(二)工程未經驗收前，機關因需要使用時，廠商不得拒絕。但應由雙方
會同使用單位協商認定權利與義務。使用期間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
事由，致遺失或損壞者，除已由保險獲得理賠外，應由機關負責。
十四、廠商為執行施工管理之事務，其指派之工地負責人，應全權代表廠商
駐場，率同其員工處理下列事項：
(一)工地管理事項：
1.工地範圍內之部署及配置。
2.工人、材料、機具、設備、門禁及施工裝備之管理。
3.已施工完成定作物之管理。
4.公共安全之維護。
5.工地突發事故之處理。
(二)工程推動事項：
1.開工之準備。
2.交通維持計畫之研擬、申報。
3.材料、機具、設備檢（試）驗之申請、協調。
4.施工計畫及預定進度表之研擬、申報。
5.施工前之準備及施工完成後之查驗。
6.向機關提出施工動態（開工、停工、復工、竣工）書面報告。
7.向機關填送施工日誌及定期工程進度表。
8.協調相關廠商研商施工配合事項。
9.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勘研契約變更計畫。
10.依照監造單位/工程司之指示提出施工大樣圖資料。
11.施工品管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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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施工瑕疵之改正、改善。
13.天然災害之防範。
14.施工棄土之處理。
15.工地災害或災變發生後之善後處理。
16.其他施工作業屬廠商應辦事項者。
(三)工地環境維護事項：
1.施工場地及受施工影響地區排水系統設施之維護及改善。
2.工地圍籬之設置及維護。
3.工地內外環境清潔及污染防治。
4.工地施工噪音之防治。
5.工地週邊地區交通之維護及疏導事項。
6.其他有關當地交通及環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應辦事項。
(四)工地週邊協調事項：
1.加強工地週邊地區的警告標誌與宣導。
2.與工地週邊地區鄰里辦公處暨社區加強聯繫。
3.定時提供施工進度及有關之資訊。
(五)其他應辦事項。
十五、廠商履約時於工地發現化石、錢幣、有價文物、古蹟、具有考古或地
質研究價值之構造或物品、具有商業價值而未列入契約價金估算之砂
石或其他有價埋藏物，應通知機關處理，廠商不得占為己有。
十六、轉包及分包：
(一)廠商不得將契約轉包。廠商亦不得以不具備履行契約分包事項能力、
未依法登記或設立，或依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不得作為參加投標或
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商。
(二)廠商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機關得予審查。
(三)廠商對於分包廠商履約之部分，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契約報備於
機關者，亦同。
(四)分包廠商不得將分包契約轉包。其有違反者，廠商應更換分包廠商。
(五)廠商違反不得轉包之規定時，機關得解除契約、終止契約或沒收保
證金，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六)第 5 目轉包廠商與廠商對機關負連帶履行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
亦同。
十七、廠商及分包廠商履約，不得有下列情形：僱用依法不得從事其工作之
人員、供應不法來源之財物、使用非法車輛或工具、提供不實證明、非
法棄置土石、廢棄物或其他不法或不當行為。
十八、廠商及分包廠商履約時，應優先僱用本國勞工。如符合就業服務法規
定，且經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各區就業服務中心或就業服務站確認無法
招募足額本國勞工，得依規定申請外籍勞工。但其與契約所定本國勞工
之人力成本價金差額，應予扣回。違法僱用外籍勞工者，機關除通知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處罰外，情節重大者，並得與廠
商終止或解除契約。其因此造成損害者，並得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
十九、採購標的之進出口、供應、興建或使用，涉及政府規定之許可證、執
照或其他許可文件者，由廠商負責取得或代機關取得，費用詳第 4 條。
屬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之文件者，以由廠商負責取得或代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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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為原則，並由機關提供必要之協助。如因未能取得上開文件，致造成
契約當事人之損害，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
二十、廠商應依契約文件標示之參考原點、路線、坡度及高程，負責辦理工
程之放樣，如發現錯誤或矛盾處，應即向監造單位/工程司反應，並予
澄清，以確保本工程各部分位置、高程、尺寸及路線之正確性，並對其
工地作業及施工方法之適當性、可靠性及安全性負完全責任。
二十一、廠商之工地作業有發生意外事件之虞時，廠商應立即採取防範措
施。發生意外時，應立即採取搶救，並依勞工安全衛生法等規定實施調
查、分析及作成紀錄，且於取得必要之許可後，為復原、重建等措施，
另應對機關與第三人之損害進行賠償。
二十二、機關於廠商履約中，若可預見其履約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契約之
情事者，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二十三、廠商不於前款期限內，依照改善或履行者，機關得採行下列措施：
(一)自行或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費用由廠商負擔。
(二)終止或解除契約，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通知廠商暫停履約。
二十四、機關提供之履約場所，各得標廠商有共同使用之需要者，廠商應依
與其他廠商協議或機關協調之結果共用場所。
二十五、機關提供或將其所有之財物供廠商加工、改善或維修，其須將標的
運出機關場所者，該財物之滅失、減損或遭侵占時，廠商應負賠償責任。
機關並得視實際需要規定廠商繳納與標的等值或一定金額之保證金＿
＿＿＿＿＿＿＿＿＿＿＿＿（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
二十六、契約使用之土地，由機關於工程施工開工前提供，其地界由機關指
定。如因機關未及時提供土地，致廠商未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
擔。該土地之使用如有任何糾紛，除因可歸責於廠商所致者外，由機關
負責；其地上（下）物的清除，除另有規定外，由機關負責處理。
二十七、施工所需臨時用地，除另有規定外，由廠商自理。廠商應規範其人
員、設備僅得於該臨時用地或機關提供之土地內施工，並避免其人員、
設備進入鄰地。
二十八、廠商及其砂石、廢土、廢棄物、建材等分包廠商不得有使用非法車
輛或超載行為。其有違反者，廠商應負違約責任。情節重大者，依採購
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處理。
二十九、本工程使用預拌混凝土之情形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廠商使用之預拌混凝土，應為「領有工廠登記證」之預拌混凝土廠供
應。
□符合公共工程性質特殊者，或工地附近適當運距內無足夠合法預拌
混凝土廠，或其產品無法滿足工程之需求者，廠商得經機關同意後，
依「公共工程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設置及拆除管理要點」規定辦
理。其處理方式如下：
(一)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設置生產前，應依勞工安全衛生法、環境保
護法、空氣污染防制法、水污染防治法、噪音管制法等相關法令，
取得各該主管機關許可。
(二)工程所需材料應以合法且未超載車輛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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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竣工後，預拌混凝土設備之拆除，應列入驗收項目；未拆除時，
列入驗收缺點限期改善，逾期之日數，依第 18 條遲延履約規定計算
逾期違約金。
(四)工程竣工後，預拌混凝土設備拆除完畢前，不得支付尾款。
(五)屆期未拆除完畢者，機關得強制拆除並由廠商支付拆除費用，或由
工程尾款中扣除，並視其情形依採購法第 101 條規定處理。
(六)廠商應出具切結書；其內容應包括下列各款：
1.專供該工程預拌混凝土材料，不得對外營業。
2.工程竣工後驗收前或契約終止（解除）後 1 個月內，該預拌混凝
土設備必須拆除完畢並恢復原狀。
3.因該預拌混凝土設備之設置造成之污染、損鄰等可歸責之事故，
悉由該設置廠商負完全責任。
□本工程處離島地區，且境內無符合「工廠管理輔導法」之預拌混凝土
廠，其處理方式如下：＿＿＿＿＿＿＿＿＿＿＿＿＿＿＿＿＿＿。
三十、工程告示牌設置：（由機關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廠商應於工程施工開工前將工程告示牌相關施工圖說報機關審查核
可後設置。
□工程告示牌之位置、規格、型式、材質、色彩、字型等，應考量工程
特性、周遭環境及地方民情設置，規格如下：
（機關得調整，且於招
標時載明）
□長 500 公分，寬 320 公分。（適用於巨額之工程採購）
□長 300 分，寬 170 公分。
（適用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
□長 120 公分，寬 75 公分。（適用於未達查核金額之工程採購）
□工程告示牌之基本內容含：
□ 工程名稱、主辦機關、監造單位、施工廠商、工地主任(負責人)姓
名與電話、施工起迄時間、重要公告事項、全民督工電話及網址等
相關通報專線。
□ 專任工程人員、品質管理人員、勞工安全衛生人員姓名、電話及工
程透視圖或平面位置圖等。
（適用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
購）
□ 專任工程人員姓名、電話及工程透視圖或平面位置圖、設計單位、
工程概要及工程效益等。（適用於巨額之工程採購）
三十一、廠商處理營建土石方應運送＿＿＿＿＿＿＿或向＿＿＿＿＿＿借
土（機關於招標文件中擇一建議之合法土資場或借土區）
，或於不影響
履約、不重複計價、不提高契約價金及扣除節省費用價差之前提下，自
覓符合契約及相關法規要求之合法土資場或借土區，依契約變更程序
經機關同意後辦理（廠商如於投標文件中建議其他合法土資場或借土
區，並經機關審查同意者，亦可）。
□廠商估驗計價應檢附經機關建議或核定之土資場之遠端監控輸出影
像紀錄光碟片及＿＿＿＿＿等資料（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其屬土
方交換、工區土方平衡或機關認定之特殊因素者不在此限。
（未勾選
者，無需檢附）
三十二、基於合理的備標成本及等標期，廠商應被認為已取得了履約所需
之全部必要資料，包含（但不限於）法令、天候條件及機關負責提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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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數據（例如機關提供之地質鑽探或地表下地質資料）等，並於投標
前已完成該資料之檢查與審核。
三十三、契約雙方應依附錄 1「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之規範辦理。
三十四、其他：＿＿＿＿＿＿＿＿＿＿＿（由機關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
第十條 監造作業
一、契約履約期間，機關得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指派工程司駐場，代表機
關監督廠商履行契約各項應辦事項。如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執行監
造作業時，機關應通知廠商，技術服務廠商變更時亦同。該技術服務廠
商之職權依機關之授權內容，並由機關書面通知廠商。
二、工程司所指派之代表，其對廠商之指示與監督行為，效力同工程司。工
程司對其代表之指派及變更，應通知廠商。
三、工程司之職權如下（機關可視需要調整）：
(一)契約之解釋。
(二)工程設計、品質或數量變更之審核。
(三)廠商所提設計計畫、施工計畫、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BIM 模
型以及產出、BIM 應用服務項目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應用報告/成
果報告、施工詳圖、品質計畫及預定進度表等之審核及管制。
(四)工程及材料機具設備之檢（試）驗。
(五)廠商請款之審核簽證。
(六)於機關所賦職權範圍內對廠商申請事項之處理。
(七)契約與相關工程之配合協調事項。
四、廠商依契約提送機關一切之申請、報告、請款、變更設計及請示事項，
除另有規定外，均須送經監造單位/工程司核轉。廠商依法令規定提送
政府主管機關之有關申請及報告事項，除另有規定外，均應先照會監造
單位/工程司。監造單位/工程司在其職權範圍內所作之決定，廠商如有
異議時，應於接獲該項決定之日起 10 日內以書面向機關表示，否則視
同接受。
五、工程司代表機關協助處理下列有關契約之協調事項，廠商應主動提供
必要之資訊，避免影響工程之進行：
(一)工地週邊公共事務之協調事項。
(二)工程範圍內地上（下）物拆遷作業協調事項。
(三)機關供給材料或機具之供應協調事項。
第十一條 履約品管
一、廠商應對契約之內容充分瞭解，並切實執行。如有疑義，應於履行前向
機關提出澄清，否則應依照機關之解釋辦理。
二、廠商在履約中，應對設計品質依照契約有關規範，嚴予控制，並辦理自
主查核。
三、監造單位/工程司於履約期間發現廠商設計品質或進度不符合契約規定
者，機關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或改正。廠商逾期未辦妥時，機關得要求
廠商部分或全部停止履約，至廠商辦妥並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及機
關書面同意後方可恢復履約。廠商不得為此要求展延履約期限或補償。
四、廠商分段提送設計審查時，應提送該階段之細部設計圖說、詳細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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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分析表、數量計算書及施工規範等，報請監造單位/工程司及機關
審查核可後始得據以施工或供應安裝。設計如不符機關需求而有修正
之需要，由機關指定修正項目及期限，並通知廠商進行修正。同一項目
設計內容之修正次數逾＿次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次），依第 5 款規定計算懲罰性違約金。
五、設計工作之修正次數逾契約規定者，每逾 1 次，扣款懲罰性違約金新
臺幣＿＿元整（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000 元）
。懲罰
性違約金之支付，機關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足者，得通知廠商
繳納或自保證金扣抵。其總額，以設計部分契約價金之＿%（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為上限。
六、廠商應依機關核定之圖說施工，如有不涉及契約項目、數量、金額之增
減，而需增補圖面以利施工者，廠商得報請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同意
後，增補該部分圖面，不適用本契約「契約變更及轉讓」規定程序。
七、廠商自備材料、機具、設備在進場前，應將有關資料及可提供之樣品，
先送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同意，如需辦理檢（試）驗之項目，應會同
監造單位/工程司或其代表人取樣，並會同送往檢（試）驗單位檢（試）
驗合格後始得進場。該等材料、機具、設備進場時，廠商仍應通知監造
單位/工程司或其代表人作現場檢驗。前開需辦理檢（試）驗之項目為：
＿＿＿＿＿＿（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其中
屬鋼筋、混凝土、瀝青混凝土之下列檢驗項目者，應由符合 CNS 17025
（ISO/IEC 17025）規定之實驗室辦理，並出具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實
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之檢驗報告：
(一)水泥混凝土：（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度試驗。
□混凝土鑽心試體抗壓強度試驗。
(二)瀝青混凝土：（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瀝青舖面混合料壓實試體之厚度或高度試驗。
□瀝青混凝土之粒料篩分析試驗。
□熱拌瀝青混合料之瀝青含量試驗。
□瀝青混合料壓實試體之比重及密度試驗（飽和面乾法）。
(三)金屬材料：（機關依工程規模及性質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試驗。
八、廠商於各項工程項目施工前，應將其施工方法、施工步驟及施工中之檢
（試）驗作業等計畫，先洽請監造單位/工程司同意，並在施工前會同
監造單位/工程司完成準備作業之檢查工作無誤後，始得進入施工程序。
施工後，廠商亦應會同監造單位/工程司或其代表人對施工之品質進行
檢驗。另應辦理下列事項：
(一)廠商應於品質計畫之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明定各項重要施工作業
（含假設工程）及材料設備檢驗之自主檢查之查驗點（應涵蓋監造
單位明定之檢驗停留點）
。另應於施工計畫（或安全衛生管理計畫）
之施工程序，明定安全衛生查驗點。
(二)廠商應確實執行上開查驗點之自主檢查，並留下紀錄備查。
(三)有關監造單位監造檢驗停留點（含安全衛生事項）
，須經監造單位派
員會同辦理施工抽查及材料抽驗合格後，方得繼續下一階段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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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為估驗計價之付款依據。如擅自進行下階段施工，應依契約敲
除重作並追究施工廠商責任。
九、廠商於施工中，應依照施工有關規範，對施工品質，嚴予控制。隱蔽部
分之施工項目，應事先通知監造單位/工程司派員現場監督進行。
十、品質管制：
(一)□廠商應於工程施工開工前＿＿日內提報品質計畫送機關核准後
確實執行。但分項品質計畫得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報。
（由機關依
工程規模及性質，決定是否分整體與分項品質計畫 2 種，且於招標
時敘明）
(二)□品質計畫之內容包括（適用於查核金額以上之採購）：
1.管理責任。
2.施工要領。
3.品質管理標準。
4.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5.自主檢查表。
6.不合格品之管制。
7.矯正與預防措施。
8.內部品質稽核。
9.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10.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無機電設備者免）。
(三)□品質計畫之內容包括：
（適用於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未達查核金
額之採購）
1.品質管理標準。
2.自主檢查表。
3.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4.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5.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四)□品質計畫之內容包括：
（適用於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新臺幣 1,000 萬
元之採購）
□品質管理標準。
□自主檢查表。
□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文件紀錄管理系統。
□其他：（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五)□品管人員之設置應符合下列規定：
（適用於查核金額以上之採購）
1.人數應有＿人（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 1 人。
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 2 人）。
2.基本資格為：應接受工程會或其委託訓練機構辦理之公共工程品
質管理訓練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書；取得前開結業證書逾 4 年者，
應再取得最近 4 年內之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品管人員。
3.其他資格為：＿＿＿＿＿＿＿＿＿＿＿＿＿＿＿＿＿＿＿＿。
4.應專任，不得跨越標案，且施工時應在工地執行職務。
5.廠商應於工程施工開工前，將品管人員之登錄表報監造單位/工
程司審查並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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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路系統備查；品管人員異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6.品管人員，有未實際於工地執行品管工作，或未能確實執行品管
工作，或工程經施工品質查核為丙等可歸責於其者，由機關通知
廠商於＿日內更換並調離工地。
(六)□品管人員工作重點如下：
1.依據工程契約、設計圖說、規範、相關技術法規及參考品質計畫
製作綱要等，訂定品質計畫，據以推動實施。
2.執行內部品質稽核，如稽核自主檢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是
否詳實記錄等。
3.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提出及追蹤改善。
4.品質文件、紀錄之管理。
5.其他提升工程品質事宜。
(七)□營造廠商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如下：（適用於公告金額以上之
採購，且廠商資格適用營造業法者）
1.督察品管人員及現場施工人員，落實執行品質計畫，並填具督察
紀錄表。
2.依據營造業法第 35 條規定，辦理相關工作，如督導按圖施工、
解決施工技術問題；估驗、查驗工程時到場說明，並於工程估驗、
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等。
3.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於工程查核時，到場說明。
4.未依上開各款規定辦理之處理規定：＿＿＿＿＿＿。（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
(八)□廠商應於施工前及施工中定期召開施工講習會或檢討會，說明各
項施工作業之規範規定、機具操作、人員管理、物料使用及相關注
意事項。另於工程施工開工前將重要施工項目，於工地現場製作樣
品。
(九)□未達查核金額之採購，廠商應辦理之品質管制措施，除指定人員
辦理品管自主檢查作業外，其他如下（由機關參酌本款第 5 目內容，
視案件需要於招標時敘明）：＿＿＿＿＿＿＿＿＿＿＿＿＿＿＿＿
＿＿＿＿。
十一、依採購法第 70 條規定對重點項目訂定之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
十二、工程查驗：
(一)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依規定辦理自主檢查；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按
規範規定查驗工程品質，廠商應予必要之配合，並派員協助。但監
造單位/工程司之工程查驗並不免除廠商依契約應負之責任。
(二)監造單位/工程司如發現廠商工作品質不符合契約規定，或有不當措
施將危及工程之安全時，機關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改正或將不符
規定之部分拆除重做。廠商逾期未辦妥時，機關得要求廠商部分或
全部停工，至廠商辦妥並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及機關書面同意後
方可復工。廠商不得為此要求展延工期或補償。如主管機關或上級
機關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發現上開施工品質及施工進度之缺失，而
廠商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且未經該查核小組同意延長改善期限者，
機關得通知廠商撤換工地負責人及品管人員或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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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監造單位/工程司查驗，監
造單位/工程司發現廠商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繼續次一階
段工作時，機關得要求廠商將未經查驗及擅自施工部分拆除重做，
其一切損失概由廠商自行負擔。但監造單位/工程司應指派專責查驗
人員隨時辦理廠商申請之查驗工作，不得無故遲延。
(四)本工程如有任何事後無法檢驗之隱蔽部分，廠商應在事前報請監造
單位/工程司查驗，監造單位/工程司不得無故遲延。為維持工作正常
進行，監造單位/工程司得會同有關機關先行查驗或檢驗該隱蔽部分，
並記錄存證。
(五)因監造單位/工程司遲延辦理查驗，致廠商未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
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
由機關負擔。
(六)廠商為配合監造單位/工程司在工程進行中隨時進行工程查驗之需
要，應妥為提供必要之設備與器材。如有不足，經監造單位/工程司
通知後，廠商應立即補足。
(七)契約如有任何部分須報請政府主管機關查驗時，應由廠商提出申請，
並按照規定負擔有關費用。
(八)工程施工中之查驗，應遵守營造業法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
（適用於
營造業者之廠商）。
十三、廠商應免費提供機關依契約辦理查驗、測試、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
須之儀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料。但契約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
契約規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其結果不符合契約規定者，由廠商
負擔所生之費用；結果符合者，由機關負擔費用。
十四、機關提供設備或材料供廠商履約者，廠商應於收受時作必要之檢查，
以確定其符合履約需要，並作成紀錄。設備或材料經廠商收受後，其滅
失或損害，由廠商負責。
十五、有關其他工程品管未盡事宜，契約施工期間，廠商應遵照公共工程施
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辦理。
十六、對於依採購法第 70 條規定設立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果，廠商
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之基準如下：
(一)懲罰性違約金金額，應依查核小組查核之品質缺失扣點數計算之。
每點扣款新臺幣＿＿元（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4,000
元）。
(二)查核結果，成績為丙等且可歸責於廠商者，除依「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作業辦法」規定辦理外，其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金額，應依前
目計算之金額加計本工程品管費用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 1%）。
(三)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之支付，機關應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
足者，得通知廠商繳納或自保證金扣抵。
(四)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金之總額，以契約價金總額之＿%（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20%）為上限。
第十二條 災害處理
一、本條所稱災害，指因下列天災或不可抗力所生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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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流、
土崩、地層滑動、雷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二)核生化事故或放射性污染，達法規認定災害標準或經政府主管機關
認定者。
(三)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不可抗力者。
二、驗收前遇颱風、地震、豪雨、洪水等不可抗力災害時，廠商應在災害發
生後，按保險單規定向保險公司申請賠償，並儘速通知機關派員會勘。
其經會勘屬實，並確認廠商已善盡防範之責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
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其屬本契約所載承保範圍以外者，依下列情
形辦理：
(一)廠商已完成之工作項目本身受損時，除已完成部分仍按契約單價計
價外，修復或需重做部分由雙方協議，但機關供給之材料，仍得由
機關核實供給之。
(二)廠商自備施工用機具設備之損失，由廠商自行負責。
第十三條 保險
一、廠商應於履約期間辦理下列保險（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其屬
自然人者，應自行投保人身意外險。
□營造綜合保險。
（是否附加第三人建築物龜裂倒塌責任險、雇主意外
責任險或鄰近財物附加條款，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是否附加雇主意外責任險或鄰近財物附加條
款，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專業責任險。包括因業務疏漏、錯誤或過失，違反業務上之義務，
致機關或其他第三人受有之損失。
□雇主意外責任險。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貨物運輸保險。
□其他＿＿＿＿＿＿＿＿＿＿＿＿＿＿＿＿＿＿＿＿＿＿
二、廠商依前款辦理之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其內容如下：
（由機關視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列入招標文件）
(一)承保範圍：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得包括山崩、地震、海嘯、火山
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流、土崩、地層滑動、雷擊
或其他天然災害、火災、爆炸、破壞、竊盜、搶奪、強盜、暴動、
罷工、勞資糾紛或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等事項所生之損害。其他
事項，機關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選擇納入）。
(二)保險標的：履約標的。
(三)被保險人：以機關、廠商、契約全部分包廠商及顧問機構或專案管
理廠商為共同被保險人（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四)保險金額：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金額應為完成該工程
所需之總工程費或其預估金額，包含工程契約金額、機關供給材料
費用等，並得加保拆除清理費用及機關提供之施工機具設備。
（載明各分項保險金額之下限。包括每一個人體
(五)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傷或死亡，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每一事故財物損害與保險期間內
最高累積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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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七)保險期間：自＿＿＿＿＿＿＿起至預定驗收合格之日止。有延期或
遲延履約者，保險期間比照順延。
(八)受益人：機關（不包含責任保險）。
(九)未經機關同意之任何保險契約之變更或終止，無效。但有利於機關
者，不在此限。
(十)其他：＿＿＿＿＿＿＿＿＿＿＿＿＿＿＿＿＿
三、廠商依第 1 款辦理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之保險金額應為新品重置價格。
四、廠商依第 1 款辦理之貨物運輸保險，得包括設備器材運抵機關場所之
內陸貨物運輸保險，保險範圍得包括地震、雷擊、搶劫、偷竊、未送達、
漏失、破損、短缺、戰爭、罷工及暴動等事項所生之損害（由機關擇定
後於招標時載明）。
五、保險單或保險契約規定之不保事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廠商負擔。
但符合第 4 條第 10 款規定由機關負擔必要費用之情形（屬機關承擔之
風險），不在此限。
六、廠商向保險人索賠所費時間，不得據以請求延長履約期限。
七、廠商未依本契約規定辦理保險，致保險範圍不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
足額理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廠商負擔。
八、保險單正本 1 份及繳費收據副本 1 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機關收執。
因不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須延長履約期限者，因而增加之保費，由契
約雙方另行協議其合理之分擔方式。
九、廠商應依中華民國法規為其員工及車輛投保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及汽機車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屬免投勞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險
代之。
第十四條 保證金
一、保證金之發還情形如下（由機關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廠商已履約部分所占進度之比率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廠商已履約部分所占契約金額之比率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依預付款已扣回金額遞減。
□預付款還款保證，於驗收合格後一次發還。
□履約保證金於履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有分
段或部分驗收情形者，得按比例分次發還。
□履約保證金於履約實際進度達 25%、50%、75%及驗收合格後，各發
還 25%。
（機關得視案件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時載明，尚不以 4 次
為限；惟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採購，不得少於 4 次）
□履約保證金於履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其餘之部分於＿＿＿＿＿＿（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
□廠商於履約標的完成驗收付款前應繳納保固保證金。
□保固保證金於保固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一次發還。
□保固保證金於完成以下保固事項或階段：＿＿＿＿＿＿（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非結構物或結構物之保固期滿）
，且無待
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按比例分次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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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保證金之發還，同履約保證金。
□其他：＿＿＿＿＿＿＿＿＿＿＿＿＿＿＿＿＿＿＿＿＿
二、因不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契約或暫停履約者，履約保證
金得提前發還。但屬暫停履約者，於暫停原因消滅後應重新繳納履約保
證金。
三、廠商所繳納之履約保證金及其孳息得部分或全部不予發還之情形：
(一)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情形之一，依同條第 2 項
前段得追償損失者，與追償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二)違反採購法第 65 條規定轉包者，全部保證金。
(三)擅自減省工料，其減省工料及所造成損失之金額，自待付契約價金
扣抵仍有不足者，與該不足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四)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部分終止或解除契約者，依該部分所占
契約金額比率計算之保證金；全部終止或解除契約者，全部保證金。
(五)查驗或驗收不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理，其不合格部分
及所造成損失、額外費用或懲罰性違約金之金額，自待付契約價金
扣抵仍有不足者，與該不足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六)未依契約規定期限或機關同意之延長期限履行契約之一部或全部，
其逾期違約金之金額，自待付契約價金扣抵仍有不足者，與該不足
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七)須返還已支領之契約價金而未返還者，與未返還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八)未依契約規定延長保證金之有效期者，其應延長之保證金。
(九)其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其應由廠商賠償而
未賠償者，與應賠償金額相等之保證金。
四、前款不予發還之履約保證金，於依契約規定分次發還之情形，得為尚未
發還者；不予發還之孳息，為不予發還之履約保證金於繳納後所生者。
五、廠商如有第 3 款所定 2 目以上情形者，其不發還之履約保證金及其孳
息應分別適用之。但其合計金額逾履約保證金總金額者，以總金額為限。
六、保固保證金及其孳息不予發還之情形，準用第 3 款至第 5 款之規定。
七、廠商未依契約規定履約或契約經終止或解除者，機關得就預付款還款
保證尚未遞減之部分加計年息＿%（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
寫，則依民法第 203 條規定，年息為 5%）之利息，隨時要求返還或折
抵機關尚待支付廠商之價金。
八、保證金以定期存款單、連帶保證書、連帶保證保險單或擔保信用狀繳納
者，其繳納文件之格式依採購法之主管機關於「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所訂定者為準。
九、保證金之發還，依下列原則處理：
(一)以現金、郵政匯票或票據繳納者，以現金或記載原繳納人為受款人
之禁止背書轉讓即期支票發還。
(二)以無記名政府公債繳納者，發還原繳納人。
(三)以設定質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單繳納者，以質權消滅通知書通知
該質權設定之金融機構。
(四)以銀行開發或保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繳納者，發還開狀銀行、
通知銀行或保兌銀行。但銀行不要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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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銀行之書面連帶保證或保險公司之連帶保證保險單繳納者，發還
連帶保證之銀行或保險公司或繳納之廠商。但銀行或保險公司不要
求發還或已屆期失效者，得免發還。
十、保證書狀有效期之延長：
廠商未依契約規定期限履約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有無法於保
證書、保險單或信用狀有效期內完成履約之虞，或機關無法於保證書、
保險單或信用狀有效期內完成驗收者，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狀之有
效期應按遲延期間延長之。廠商未依機關之通知予以延長者，機關將於
有效期屆滿前就該保證書、保險單或信用狀之金額請求給付並暫予保
管。其所生費用由廠商負擔。其須返還而有費用或匯率損失者，亦同。
十一、履約保證金或保固保證金以其他廠商之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代之或
減收者，連帶保證廠商之連帶保證責任，不因分次發還保證金而遞減。
該連帶保證廠商同時作為各機關採購契約之連帶保證廠商者，以 2 契
約為限。
十二、連帶保證廠商非經機關許可，不得自行申請退保。其經機關查核，中
途失其保證能力者，由機關通知廠商限期覓保更換，原連帶保證廠商應
俟換保手續完成經機關認可後，始能解除其保證責任。
十三、機關依契約規定認定有不發還廠商保證金之情形者，依其情形可由
連帶保證廠商履約而免補繳者，應先洽該廠商履約。否則，得標廠商及
連帶保證廠商應於 5 日內向機關補繳該不發還金額中原由連帶保證代
之或減收之金額。
十四、廠商為優良廠商而減收履約保證金、保固保證金者，其有不發還保證
金之情形者，廠商應就不發還金額中屬減收之金額補繳之。
十五、於履約過程中，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有施工查核結果列為丙
等、發生重大勞安或環保事故之情形，機關得不按原定進度發還履約保
證金，至上開情形改善處理完成為止，並於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後
30 日內一次發還上開延後發還者。
第十五條 驗收
一、廠商履約所供應或完成之標的，應符合契約規定，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
不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為新品。
二、驗收程序（由機關擇需要者於招標時載明）：
□廠商應於履約標的預定竣工日前或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
監造單位/工程司及機關，該通知須檢附工程竣工圖表。機關應於收
到該通知（含工程竣工圖表）之日起＿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92 條規定，為 7 日）內會同監造單
位/工程司及廠商，依據契約、圖說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數量，
以確定是否竣工；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參加者，仍得予確定。
□工程竣工後，有初驗程序者，機關應於收受監造單位/工程司送審之
全部資料之日起＿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採購法
施行細則第 92 條規定，為 30 日）內辦理初驗，並作成初驗紀錄。
初驗合格後，機關應於＿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
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93 條規定，為 20 日）內辦理驗收，並作成驗收
紀錄。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參加初驗或驗收者，除法令另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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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外（例如營造業法第 41 條）
，不影響初驗或驗收之進行及其結果。
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延誤辦理初驗或驗收，該延誤期間不計
逾期違約金；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工程竣工後，無初驗程序者，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
收之程序完成後＿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採購法
施行細則第 94 條規定，為 30 日）內辦理驗收，並作成驗收紀錄。
廠商未依機關通知派代表參加驗收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例如營
造業法第 41 條）
，不影響驗收之進行及其結果。如因可歸責於機關
之事由，延誤辦理驗收，該延誤期間不計逾期違約金；廠商因此增
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三、查驗或驗收有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測試程序者，其內容（由機關於招標
時載明，無者免填）：
廠商應就履約標的於＿＿＿＿＿＿＿（場所）
、＿＿＿＿＿＿＿（期間）
及＿＿＿＿＿（條件）下辦理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測試程序，以作為查
驗或驗收之用。試車、試運轉或試用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但另有規
定者，不在此限。
四、查驗或驗收人對隱蔽部分拆驗或化驗者，其拆除、修復或化驗所生費用，
拆驗或化驗結果與契約規定不符者，該費用由廠商負擔；與規定相符者，
該費用由機關負擔。契約規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亦同。
五、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規定者，機關得予拒絕，廠商應於限
期內免費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機關得重行查驗、測試或檢
驗。且不得因機關辦理查驗、測試或檢驗，而免除其依契約所應履行或
承擔之義務或責任，及費用之負擔。
六、機關就廠商履約標的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利，不受該標的曾通過其
他查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七、工程竣工後，廠商應對施工期間損壞或遷移之機關設施或公共設施予
以修復或回復，並將現場堆置的施工機具、器材、廢棄物及非契約所應
有之設施全部運離或清除，並填具竣工報告，經機關勘驗認可，始得認
定為工程完工。
八、工程部分完工後，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
之虞者，應先就該部分辦理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得就該部分
支付價金及起算保固期。可採部分驗收方式者，優先採部分驗收；因時
程或個案特性，採部分驗收有困難者，可採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分段
查驗之事項與範圍，應確認查驗之標的符合契約規定，並由參與查驗人
員作成書面紀錄。供機關先行使用部分之操作維護所需費用，除契約另
有規定外，由機關負擔。
九、工程驗收合格後，廠商應依照機關指定的接管單位：＿＿＿＿（由機關
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機關）辦理點交。其因非可歸
責於廠商的事由，接管單位有異議或藉故拒絕、拖延時，機關應負責處
理，並在驗收合格後＿日（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
為 15 日）內處理完畢，否則應由機關自行接管。如機關逾期不處理或
不自行接管者，視同廠商已完成點交程序，對本工程的保管不再負責，
機關不得以尚未點交作為拒絕結付尾款的理由。若建築工程須取得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之使用執照或其他類似文件時，其因可歸責於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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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以致延誤時，機關應先行辦理驗收付款。
十、廠商履約結果經機關初驗或驗收有瑕疵者，機關得要求廠商於＿＿日
內（機關未填列者，由主驗人定之，以不逾 30 日為限）改善、拆除、
重作、退貨或換貨（以下簡稱改正）
。逾期未改正者，依第 18 條遲延履
約規定計算逾期違約金。但逾期未改正仍在契約原訂履約期限內者，不
在此限。
十一、廠商不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不能改正，或改正次數
逾＿次（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仍未能改正者，機關得採行
下列措施之一：
(一)自行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廠商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二)終止或解除契約或減少契約價金。
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履約有瑕疵者，機關除依前 2 款規定辦
理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六條 操作、維護資料及訓練
□廠商應依本條規定履約（由機關視個案需要勾選，未勾選者，表示無需
辦理本條規定事項）：
一、資料內容：
(一)中文操作與維護資料：
1.製造商之操作與維護手冊。
2.完整說明各項產品及其操作步驟與維護（修）方式、規定。
3.示意圖及建議備用零件表。
4.其他：＿＿＿＿＿。
(二)上述資料應包括下列內容：
1.契約名稱與編號；
2.主題（例如土建、機械、電氣、輸送設備…）；
3.目錄；
4.最接近本工程之維修廠商名稱、地址、電話；
5.廠商、供應商、安裝商之名稱、地址、電話；
6.最接近本工程之零件供應商名稱、地址、電話；
7.預計接管單位將開始承接維護責任之日期；
8.系統及組件之說明；
9.例行維護作業程序及時程表；
10.操作、維護（修）所需之機具、儀器及備品數量；
11.以下資料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勾選：
□操作前之檢查或檢驗表
□設備之啟動、操作、停機作業程序
□操作後之檢查或關機表
□一般狀況、特殊狀況及緊急狀況之處置說明
□經核可之測試資料
□製造商之零件明細表、零件型號、施工圖
□與未來維護（修）有關之圖解（分解圖）、電（線）路圖
□製造商原廠備品明細表及建議價格
□可編譯（Compilable）之原始程式移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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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版權之授權規定
□□其他：＿＿＿＿＿。
12.索引。
(三)保固期間操作與維護資料之更新，應以書面提送。各項更新資料，
包括定期服務報告，均應註明契約名稱及編號。
(四)教育訓練計畫應包括下列內容：
1.設備及佈置說明；
2.各類設備之功能介紹；
3.各項設備使用說明；
4.設備規格；
5.各項設備之操作步驟；
6.操作維護項目及程序解說；
7.故障檢查程序及排除說明；
8.講師資格；
9.訓練時數。
10.其他：＿＿＿＿＿。
(五)廠商須依機關需求時程提供完整中文教育訓練課程及手冊，使機關
或接管單位指派人員瞭解各項設備之操作及維護（修）。
二、資料送審：
(一)操作與維護資料格式樣本、教育訓練計畫及內容大綱草稿，應於竣
工前＿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60 天）
，提出 1 份
送審；並於竣工前＿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30 天）
，
提出 1 份正式格式之完整資料送審。製造商可證明其現成之手冊資
料，足以符合本條之各項規定者，不在此限。
(二)廠商須於竣工前＿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5 天）
，
提出＿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5 份）經機關核可
之操作與維護資料及教育訓練計畫。
(三)廠商應於竣工前提供最新之操作與維護（修）手冊、圖說、定期服
務資料及其他與設備相關之資料＿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為 5 份），使接管單位有足夠能力進行操作及維護（修）工
作。
三、在教育訓練開始時，廠商應將所有操作與維護資料備妥，並於驗收前依
核可之教育訓練計畫，完成對機關或接管單位指派人員之訓練。
四、廠商所提送之資料，應經監造單位/工程司審查同意；修正時亦同。
五、操作與維護（修）手冊之內容，應於試運轉測試程序時，經機關或接管
單位指派之人員驗證為可行，否則應辦理修正後重行測試。
第十七條 保固
一、保固期之認定：
(一)起算日：
1.全部完工辦理驗收者，自驗收結果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算。
2.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辦理部
分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者，除無起算保固期可能之部分外，
自驗收或分段查驗結果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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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逾第 15 條第 2 款規定之期限遲未能完
成驗收者，自契約標的足資認定符合契約規定之日起算。
(二)期間：
1.非結構物由廠商保固＿年（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年）；
2.結構物由廠商保固＿年（由機關於招標時視個案特性載明；未載
明者，為 5 年）。
二、本條所稱瑕疵，包括損裂、坍塌、損壞、功能或效益不符合契約規定等。
三、保固期內發現之瑕疵，應由廠商於機關指定之合理期限內負責免費無
條件改正。逾期不為改正者，機關得逕為處理，所需費用由廠商負擔，
或動用保固保證金逕為處理，不足時向廠商追償。但屬故意破壞、不當
使用、正常零附件損耗或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瑕疵者，由機
關負擔改正費用。
四、為釐清發生瑕疵之原因或其責任歸屬，機關得委託公正之第三人進行
檢驗或調查工作，其結果如證明瑕疵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所致，廠
商應負擔檢驗或調查工作所需之費用。
五、瑕疵改正後 30 日內，如機關認為可能影響本工程任何部分之功能與效
益者，得要求廠商依契約原訂測試程序進行測試。該瑕疵係因可歸責於
廠商之事由所致者，廠商應負擔進行測試所需之費用。
六、保固期內，採購標的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造成之瑕疵致無法使用時，
該無法使用之期間得不計入保固期，並由機關通知廠商。
七、機關得於保固期間及期滿前，通知廠商派員會同勘查保固事項。
八、保固期滿且無待決事項後 30 日內，機關應簽發一份保固期滿通知書予
廠商，載明廠商完成保固責任之日期。除該通知書所稱之保固合格事實
外，任何文件均不得證明廠商已完成本工程之保固工作。
九、廠商應於接獲保固期滿通知書後 30 日內，將留置於本工程現場之設備、
材料、殘物、垃圾或臨時設施，清運完畢。逾期未清運者，機關得逕為
變賣並遷出現場。扣除機關一切處理費用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差額
給付廠商；如有不足者，得通知廠商繳納或自保固保證金扣抵。
第十八條 遲延履約
一、逾期違約金，以日為單位。廠商設計工作如未依照契約規定之送審及修
正期限辦理，應按逾期日數，每日依設計部分契約價金＿（由機關於
招標時載明比率；未載明者，為 1）計算逾期違約金；如未依照契約
規定期限完工，應按逾期日數，每日依施工部分契約價金＿（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比率；未載明者，為 1）計算逾期違約金。但未完成履
約之部分不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按未完成履約部分之契約
價金，每日依其＿（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率；未載明者，為 1）計
算逾期違約金。
二、採部分驗收者，得就該部分之金額計算逾期違約金。
三、逾期違約金之支付，機關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足者，得通知廠
商繳納或自保證金扣抵。
四、逾期違約金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金，其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
金）以契約價金總額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但不高於 20%；未

頁次：33/41

TWR-00-05

版本日期：2019/10/1

載明者，為 20%）為上限，且不計入第 19 條第 8 款之賠償責任上限金
額內。
五、因下列天災或事變等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
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約期限；不
能履約者，得免除契約責任：
(一)戰爭、封鎖、革命、叛亂、內亂、暴動或動員。
(二)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惡劣天候、水
災、土石流、土崩、地層滑動、雷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三)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路、港口冰封。
(四)罷工、勞資糾紛或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
(五)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
(六)履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七)履約人員遭殺害、傷害、擄人勒贖或不法拘禁。
(八)水、能源或原料中斷或管制供應。
(九)核子反應、核子輻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非因廠商不法行為所致之政府或機關依法令下達停工、徵用、沒入、
拆毀或禁運命令者。
(十一)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十二)我國或外國政府之行為。
(十三)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不可抗力者。
六、前款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事由發生或結束後，其屬可繼續履約之情形
者，應繼續履約，並採行必要措施以降低其所造成之不利影響或損害。
七、廠商履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不可抗力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
但經廠商證明縱不遲延履約，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在此限。
八、契約訂有分段進度及最後履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金者，屬分段完
工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金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度但逾最後履約期限者，扣除已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部
分之金額，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
(二)逾分段進度但未逾最後履約期限者，計算逾分段進度之違約金。
(三)逾分段進度且逾最後履約期限者，分別計算違約金。但逾最後履約
期限之違約金，應扣除已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部分之金額計算之。
(四)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契約之進行有關者，逾分段進度，得個別
計算違約金，不受前款但書限制。
九、契約訂有分段進度及最後履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金者，屬全部完
工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金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度但逾最後履約期限者，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
(二)逾分段進度但未逾最後履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度已收取之違約金
者，於未逾最後履約期限後發還。
(三)逾分段進度且逾最後履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度已收取之違約金者，
於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時應予扣抵。
(四)分段完工期限與其他採購契約之進行有關者，逾分段進度，得計算
違約金，不受第 2 目及第 3 目之限制。
十、廠商未遵守法令致生履約事故者，由廠商負責。因而遲延履約者，不得
據以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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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履約進度，情節重大者之認定，除招標
文件另有規定外，並適用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111 條規定。
（機關得於招
標文件載明情節重大之認定方式）
第十九條 權利及責任
一、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履約標的，對於機關不得主張任何權利。
二、廠商履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益時，應由廠商負責處理並承擔一切
法律責任。
三、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機關有權永久無償利用該著作財產權。
□機關取得部分權利（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
□機關取得全部權利。
□機關取得授權（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廠商因履行契約所完成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之全部於著作完成之
同時讓與機關，廠商放棄行使著作人格權。廠商保證對其人員因履行
契約所完成之著作，與其人員約定以廠商為著作人，享有著作財產權
及著作人格權。
□除「鐵道工程特定條款」另有約定外，有關 BIM 應用之智慧財產權
約定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 機關取得全部權利（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機關提供之資訊而
建者，由機關取 得 全 部 權 利 ） 。
□機關取得部分權利（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機關提供之資訊而
建者，由機關取得該部分之全部權利，其他部分由甲方取得應用於本
案之授權）。
□機關取得授權（對於機關並非僅因本案而建或非由機關提供之資訊而
建立之 BIM 元件，約定機關取得限定使用於本案相關之設計、施工
、維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的權利，且約定機關本身亦得繼續
擁有及使用該授權與次授權）。
□其他：＿＿＿＿＿＿＿＿＿＿＿（內容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四、除另有規定外，廠商如在契約使用專利品，或專利性施工方法，或涉及
著作權時，其有關之專利及著作權益，概由廠商依照有關法令規定處理，
其費用亦由廠商負擔。
五、機關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契約之履行而遭第
三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
責賠償。
六、機關對於廠商、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履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
不負賠償責任。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廠商應投保必要之保
險。
七、廠商依契約規定應履行之責任，不因機關對於廠商履約事項之審查、認
可或核准行為而減少或免除。
八、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機關遭受損害者，廠商應負賠償責任，□機
關同意廠商無需對「所失利益」負賠償責任，同時契約規定機關應負之
賠償責任，亦不包含廠商所失利益（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
依民法規定）。除第 18 條規定之逾期違約金外，賠償金額以□契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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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總額；□＿＿＿＿＿＿（由機關視案件特性與需求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為契約價金總額）為上限。但法令另有規定，或廠商故意隱瞞
產品之瑕疵、故意或重大過失行為或對第三人發生侵權行為，對機關所
造成之損害賠償，不受賠償金額上限之限制。
九、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廠商應保證得標廠商依契約履行義務，如有不能
履約情事，即續負履行義務，並就機關因此所生損害，負連帶賠償責任。
十、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廠商經機關通知代得標廠商履行義務者，有關廠
商之一切權利，包括尚待履約部分之契約價金，一併移轉由該保證廠商
概括承受，本契約並繼續有效。得標廠商之保證金及已履約而尚未支付
之契約價金，如無不支付或不發還之情形，得依原契約規定支付或發還
該得標廠商。
十一、廠商與其連帶保證廠商如有債權或債務等糾紛，應自行協調或循法
律途徑解決。
十二、契約文件要求廠商提送之各項文件，廠商應依其特性及權責，請所屬
相關人員於該等文件上簽名或用印。如有偽造文書情事，由出具文件之
廠商及其簽名人員負刑事及民事上所有責任。
第二十條 連帶保證
一、廠商履約進度落後，經機關評估並通知由連帶保證廠商履行保證責任，
繼續完成者，廠商同意將契約之全部權利讓與保證廠商。
二、機關通知連帶保證廠商履約時，得考量公共利益及連帶保證廠商申請
之動員進場施工時間，重新核定工期；連帶保證廠商如有異議，應循採
購法第 85 條之 1 所定之履約爭議處理機制解決。
三、連帶保證廠商接辦後，應就下列事項釐清或確認，並以書面提報機關同
意：
(一)各項工作銜接之安排。
(二)原分包廠商後續事宜之處理。
(三)工程預付款扣回方式。
(四)已施作未請領工程款廠商是否同意由其請領；同意者，其證明文件。
(五)工程款請領發票之開立及撥付方式。
(六)其他應澄清或確認之事項。
第二十一條 契約變更及轉讓
一、設計有變更之必要者，應經機關同意或依機關之通知辦理。其變更係不
可歸責於廠商者，廠商得向機關請求償付履約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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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於接獲通知後應向機關提出契約標的、價金、履約期限、付
款期程或其他契約內容須變更之相關文件。契約價金之變更，其底價依
採購法第 46 條第 1 項之規定。
三、廠商於機關接受其所提出須變更之相關文件前，不得自行變更契約。除
機關另有請求者外，廠商不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履約期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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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供應，
應先與廠商書面合意估驗付款及完成契約變更之期限，其後未依合意
之期限辦理或僅部分辦理者，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及合理利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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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負擔。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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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價金。其因而減省
廠商履約費用者，應自契約價金中扣除，或移供其他項目變更所需增加
費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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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契約原標示者更優或對機關更有利。
六、廠商投標時提出之建材或設備，其品牌或種類超過 1 家（種）時，除契
約另有規定外，廠商同意機關得擇優通知廠商使用，廠商不會就此表示
異議。請統包廠商投標時提出主要建材及設備廠牌明細表。(註：招標
機關可列出項目供廠商填寫)
七、契約(含設計資料)未明定規範之建材或設備，在符合或優於 CNS 規範
之前提下，統包商得提出適當之建材及設備供機關選用。
八、廠商得提出替代方案之相關規定（含獎勵措施）
：＿＿＿＿＿＿＿。
（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九、契約之變更，非經機關及廠商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錄，並簽名或蓋章
者，無效。
十、廠商不得將契約或債權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合併、銀行
實行權利質權或其他類似情形致有轉讓必要，經機關書面同意者，不在
此限。
得標廠商依採購法第 67 條第 2 項規定，就分包部分設定權利質權予分
包廠商者，不受前項限制。
第二十二條 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一、廠商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機關得以書面通知廠商終止契約或解除
契約之部分或全部，且不補償廠商因此所生之損失：
(一)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之情形者。
(二)有採購法第 59 條規定得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情形者。
(三)違反不得轉包之規定者。
(四)廠商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2 條規定之罪，經判決有罪確
定者。
(五)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履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六)偽造或變造契約或履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七)擅自減省工料情節重大者。
(八)無正當理由而不履行契約者。
(九)查驗或驗收不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理者。
(十)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履約者。
(十一)廠商未依契約規定履約，自接獲機關書面通知次日起 10 日內或
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
(十二)違反環境保護或勞工安全衛生等有關法令，情節重大者。
(十三)設計結果不符合契約規定或無法依機關之通知變更者。
(十四)違反法令或其他契約規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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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機關未依前款規定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契約者，廠商仍應依契約規定
繼續履約。
三、廠商因第 1 款情形接獲機關終止或解除契約通知後，應即將該部分工
程停工，負責遣散工人，將有關之機具設備及到場合格器材等就地點交
機關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數量，應會同監造單位/工程
司辦理結算，並拍照存證，廠商不會同辦理時，機關得逕行辦理結算；
必要時，得洽請公正、專業之鑑定機構協助辦理。廠商並應負責維護工
程至機關接管為止，如有損壞或短缺概由廠商負責。機具設備器材至機
關不再需用時，機關得通知廠商限期拆走，如廠商逾限未照辦，機關得
將之予以變賣並遷出工地，將變賣所得扣除一切必須費用及賠償金額
後退還廠商，而不負責任何損害或損失。
四、契約經依第 1 款規定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機關
得自通知廠商終止或解除契約日起，扣發廠商應得之工程款，包括尚未
領取之工程估驗款、全部保留款等，並不發還廠商之履約保證金。至本
契約經機關自行或洽請其他廠商完成後，如扣除機關為完成本契約所
支付之一切費用及所受損害後有剩餘者，機關應將該差額給付廠商；無
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亦同。如有不足者，廠商及其連帶保證人應
將該項差額賠償機關。
五、契約因政策變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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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廠商協議補償廠商
因此所生之損失。但不包含所失利益。
六、依前款規定終止契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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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繼續予以完成，依契約價金給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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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非因政策變更且非可歸責於廠商事由（例如但不限於不可抗力之事由
所致）而有終止或解除契約必要者，準用前 2 款及第 14 款規定。
八、廠商未依契約規定履約者，機關得隨時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暫停執行，
至情況改正後方准恢復履約。廠商不得就暫停執行請求延長履約期限
或增加契約價金。
九、廠商不得對機關人員或受機關委託之人員給予期約、賄賂、佣金、比例
金、仲介費、後謝金、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不正利益。分包廠商亦
同。違反規定者，機關得終止或解除契約，或將溢價及利益自契約價款
中扣除。
十、因可歸責於機關之情形，機關通知廠商部分或全部暫停執行（停工）：
(一)致廠商未能依時履約者，廠商得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長履
約期限；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例如但不限於管理費）
，由機關負
擔。
(二)暫停執行期間累計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
則為 2 個月）者，機關應先支付已依機關指示由機關取得所有權之
設備。
(三)暫停執行期間累計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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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 6 個月）者，廠商得通知機關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並
得向機關請求賠償因契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損害。
十一、因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機關有延遲付款之情形：
(一)廠商得向機關請求加計年息＿%（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
填寫，則依民法第 203 條規定，年息為 5%）之遲延利息。
(二)廠商得於通知機關＿個月後（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
則為 1 個月）暫停或減緩施工進度、依第 7 條第 3 款規定，申請延
長履約期限；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
(三)延遲付款達＿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3
個月）者，廠商得通知機關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並得向機
關請求賠償因契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損害。
十二、履行契約需機關之行為始能完成，而機關不為其行為時，廠商得定相
當期限催告機關為之。機關不於前述期限內為其行為者，廠商得通知機
關終止或解除契約，並得向機關請求賠償因契約終止或解除而生之損
害。
十三、因契約規定不可抗力之事由，致全部工程暫停執行，暫停執行期間持
續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3 個月）或累
計逾＿個月（由機關於招標時合理訂定，如未填寫，則為 6 個月）者，
契約之一方得通知他方終止或解除契約。
十四、廠商依契約規定通知機關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後，應即將該
部分工程停工，負責遣散工人，撤離機具設備，並將已獲得支付費用之
所有物品移交機關使用；對於已施作完成之工作項目及數量，應會同監
造單位/工程司辦理結算，並拍照存證。廠商應依監造單位/工程司之指
示，負責實施維護人員、財產或工程安全之工作，至機關接管為止，其
所須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機關應儘快依結算結果付款；如無
第 14 條第 3 款情形，應發還保證金。
十五、本契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利義務即消滅。契約解除時，
溯及契約生效日消滅。雙方並互負保密義務。
第二十三條 爭議處理
一、機關與廠商因履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令及契約規定，考量公共利益及
公平合理，本誠信和諧，盡力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
列方式處理之：
(一)提起民事訴訟，並以□機關；□本工程（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
勾選者，為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工程
採購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機關不同
意致調解不成立者，廠商提付仲裁，機關不得拒絕。
(三)經契約雙方同意並訂立仲裁協議後，依本契約約定及仲裁法規定提
付仲裁。
(四)依其他法律申（聲）請調解。
(五)依契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理。
二、依前款第 2 目後段或第 3 目提付仲裁者，約定如下：
(一)由契約雙方協議擇定仲裁機構。如未能獲致協議，屬前款第 2 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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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情形者，由廠商指定仲裁機構；屬前款第 3 目情形者，由機關指
定仲裁機構。上開仲裁機構，除契約雙方另有協議外，應為合法設
立之國內仲裁機構。
(二)仲裁人之選定：
1.當事人雙方應於一方收受他方提付仲裁之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
各自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
分別提出 10 位以上(含本數)之名單，交予對方。
2.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4 日內，自該名
單內選出 1 位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人。
3.當事人之一方未依 1.提出名單者，他方得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
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逕行代為選定 1 位仲裁人。
4.當事人之一方未依 2.自名單內選出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
人者，他方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機構（由機關於招標時
勾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代為自該名單內選定 1 位
仲裁人。
(三)主任仲裁人之選定：
1.二位仲裁人經選定之次日起 30 日內，由□雙方共推；□雙方選
定之仲裁人共推（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
人。
2.未能依 1.共推主任仲裁人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
裁機構（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
為之選定。
(四)以□機關所在地；□本工程所在地；□其他：＿＿為仲裁地（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機關所在地）。
(五)除契約雙方另有協議外，仲裁程序應公開之，仲裁判斷書雙方均得
公開，並同意仲裁機構公開於其網站。
(六)仲裁程序應使用□國語及中文正體字；□其他語文：＿＿＿。(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國語及中文正體字)
(七)機關□同意；□不同意（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不同
意）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八)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理由。
三、依採購法規定受理調解或申訴之機關名稱：＿＿＿＿＿＿＿＿＿＿＿；
地址：＿＿＿＿＿＿＿＿＿＿＿＿＿＿＿＿＿＿＿＿＿＿＿＿＿＿＿；
電話：＿＿＿＿＿＿＿＿。
四、履約爭議發生後，履約事項之處理原則如下：
(一)與爭議無關或不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履約。但經機關同意無須履約
者不在此限。
(二)廠商因爭議而暫停履約，其經爭議處理結果被認定無理由者，不得
就暫停履約之部分要求延長履約期限或免除契約責任。
五、本契約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
第二十四條 其他
一、廠商對於履約所僱用之人員，不得有歧視婦女、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
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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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履約時不得僱用機關之人員或受機關委託辦理契約事項之機構之
人員。
三、廠商授權之代表應通曉中文或機關同意之其他語文。未通曉者，廠商應
備翻譯人員。
四、機關與廠商間之履約事項，其涉及國際運輸或信用狀等事項，契約未予
載明者，依國際貿易慣例。
五、機關及廠商於履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為履約期間雙方協調與
契約有關事項之代表人。
六、機關、廠商、監造單位及專案管理單位之權責分工，除本契約另有規定
外，依工程會發布之最新版「統包模式之工程進度及品質管理參考手冊」
辦理（請自行至工程會網站下載）。
七、機關如須辦理本工程之公共藝術設置，廠商應就公共藝術設置相關事
宜提供協助。
八、本契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採購法及民法等相關法令。
（98.5.19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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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
一、概要
說明執行本契約有關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之規定。
二、工作範圍
(一)與下列單位進行工作協調：
1.機關提供之履約場所內之其他得標廠商。
2.管線單位。
3.分包廠商。
(二)工程會議應包括但不限於：
1.施工前會議。
2.進度會議。
3.BIM 工作協調會議。
(三)會議前準備工作：
1.會議議程。
2.安排會議地點。
3.會議通知須於開會前 4 天發出。
4.安排開會所需之資料，文具及設備。
(四)會議後工作：
1.製作會議紀錄，包括所有重要事項及決議。
2.會議後 7 天內將會議紀錄送達所有與會人員，及與會議紀錄有關
之單位。
三、會議
(一)廠商應要求其分包廠商指派具職權代表該分包廠商作出決定之人
員出席會議。
(二)施工前會議
1.由機關在工程施工開工前召開施工協調會議。
2.選定開會地點。
3.與會人員：
(1)機關代表。
(2)機關委託之技術服務廠商代表。
(3)廠商之負責設計人員、工地負責人員、專任工程人員、工地主
任、BIM 經理、品管人員及安全衛生管理人員。
(4)主要分包廠商人員。
(5)各專業廠商或分包廠商之 BIM 協調員。
(6)其他應參加之分包廠商人員。
4.會議議程項目：
(1)依契約內容釐清各單位在各階段之權責，並說明權責劃分規定。
(2)講解設計理念及施工要求、施工標準等規定。說明各項施工作
業之規範規定、機具操作、人員管理、物料使用及相關注意事
項。
(3)重要施工項目，由廠商人員負責指導施工人員相關作業程序並
於工地現場製作樣品（如鋼筋加工、模板組立、管線、裝修等）
及相關施工項目缺失照片看板，以作為施工人員規範及借鏡。
(4)提供本工程之主要分包廠商或其他得標廠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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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討論總工程進度表。
(6)主要工程項目進行順序及預定完工時間。
(7)主要機具進場時間及優先順序。
(8)工程協調工作之流程及有關負責人員。
(9)解說相關之手續及處理之規定。例如送審圖說、契約變更、請
款及付款辦法等。
(10)工程文件及圖說之傳遞方式。
(11)所有完工資料存檔的程序。
(12)工地使用之規定。例如施工所及材料儲存區之位置。
(13)工地設備的使用及控制。
(14)臨時水電。
(15)工地安全及急救之處理方法。
(16)工地保全規定。
(17)BIM 協同作業室之設置與運作方式。
(18)BIM 工作協調會議召開方式。
(三)進度會議
1.安排固定時間開會。
2.依工程進度及狀況，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
3.選定會議地點（以固定地點為原則）。
4.與會人員：
(1)機關代表。
(2)機關委託之技術服務廠商代表。
(3)廠商工地負責人員。
(4)配合議程應出席之分包廠商人員。
5.會議議程項目：
(1)檢討並確認前次會議紀錄。
(2)檢討前次議定之工作進度。
(3)提出工地觀察報告及問題項目。
(4)檢討施工進度之問題。
(5)材料製作及運送時間之審核。
(6)改進所有問題之方法。
(7)修正施工進度表。
(8)計畫未來工作之程序及時間。
(9)施工進度之協調。
(10)檢討送審圖說之流程，核准時間及優先順序。
(11)檢討工地工務需求解釋紀錄之流程，核准時間及優先順序。
(12)施工品質之審核。
(13)檢討變更設計對施工進度及完工日期之影響。
(14)其他任何事項。
(四) BIM 工作協調會議(可併入進度會議進行)
1.安排固定時間開會。
2.依工程進度及狀況，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
3.選定會議地點（以固定地點或 BIM 協同作業室為原則）。
4.與會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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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關代表。
(2)機關委託之技術服務廠商代表。
(3)廠商指派之專案 BIM 經理。
(4)各專業廠商 BIM 協調員。
5.會議議程項目：
(1)確認各項 BIM 應用目的之交付成果。
(2)確認各專業 BIM 建模自主品保工作之達成。
(3)整合各專業之 BIM 模型。
(4)檢討並解決 BIM 模型衝突問題。
(5)確認各階段定案 BIM 模型。
(6)凍結並發佈定案 BIM 模型。
(7)確認變更設計 BIM 模型之修正。
(8)其他任何與 BIM 工作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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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鐵道工程 BIM 建模採購契約範本(TWR-00-06)
(請參考附檔：TWR-00-06-鐵道工程 BIM 建模採購契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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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0-06 鐵道工程 BIM 建模採購契約範本
立契約人：委託人：
受託人：
茲為辦理【
守訂立本委託契約。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案（以下簡稱本案），甲乙雙方同意共同遵

第一條 契約文件及效力
一、契約包括下列文件：
(一)招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二)投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三)決標文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四)契約本文、附件及其變更或補充。
(五)依契約所提出之履約文件或資料。
二、定義及解釋：
(一)契約文件，指前款所定資料，包括以書面、錄音、錄影、照相、微
縮、電子數位資料、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模型及其
產出或樣品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二)工程會，指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三)工程司，指甲方以書面指派行使本契約所賦予之工程司之職權者。
(四)工程司代表，指工程司指定之任何人員，以執行本契約所規定之權
責者。其授權須經工程司以書面通知承包商。
(五)監造單位，指受甲方委託執行監造作業之技術服務廠商。
(六)監造單位/工程司，有監造單位者，為監造單位；無監造單位者，為
工程司。
(七)工程司/甲方，有工程司者，為工程司；無工程司者，為甲方。
(八)分包，謂非轉包而將契約之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履行。
(九)書面，指所有手書、打字及印刷之來往信函及通知，包括電傳、電
報及電子信件。
(十)規範，指列入契約之工程規範及規定，含施工規範、施工安全、衛
生、環保、交通維持手冊、技術規範、BIM 特定條款及工程施工期
間依契約規定提出之任何規範與書面規定。
(十一)圖說，指甲方依契約提供乙方之全部圖樣及其所附資料。另由乙
方提出經甲方認可之全部圖樣及其所附資料，包含必要之樣品及模
型，亦屬之。圖說包含（但不限於）設計圖、施工圖、構造圖、工
廠施工製造圖、大樣圖、BIM 模型及其產出等。
(十二)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
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
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業指引。
三、契約所含各種文件之內容如有不一致之處，除另有規定外，依下列原則
處理：
(一)契約條款優於招標文件內之其他文件所附記之條款。但附記之條款
有特別聲明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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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投標文件之內容。但投標文件之內容經甲方審
定優於招標文件之內容者，不在此限。招標文件如允許乙方於投標
文件內特別聲明，並經甲方於審標時接受者，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
準。
(三)文件經甲方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四)大比例尺圖者優於小比例尺圖者。
(五)施工補充說明書優於施工規範。
(六)決標紀錄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錄之內容。
(七)甲方提供之契約文件於 2D 圖說與 BIM 模型內含資訊不一致處理
原則：(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以契約中之 2D 圖說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2D 圖說優於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
□BIM 模型內含之資訊優於 2D 圖說。
四、契約文件之一切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不明確之處，應依公平合理原
則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採購法之規定處理。
五、契約文字：
(一)契約文字以中文為準。但下列情形得以外文為準：
1.特殊技術或材料之圖文資料。
2.國際組織、外國政府或其授權機構、公會或商會所出具之文件。
3.其他經甲方認定確有必要者。
(二)契約文字有中文譯文，其與外文文意不符者，除資格文件外，以中
文(正體字)為準。其因譯文有誤致生損害者，由提供譯文之一方負
責賠償。
(三)契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類似
行為所為之意思表示，除契約另有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應以中文
書面為之。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郵寄、傳真或電子資料傳
輸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六、契約所使用之度量衡單位，除另有規定者外，以公制為之。
七、契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令或無法執行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契約亦可成立者，不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甲
方及乙方必要時得依契約原定目的變更之。
八、契約正本 2 份，甲方及乙方各執 1 份，並由雙方各依規定貼用印花稅
票。副本＿份（請載明），由甲方、乙方及相關機關、單位分別執用。
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九、甲方應提供＿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份）需求書及
規範之影本予乙方，乙方得視履約之需要自費影印使用。除契約另有規
定，如無甲方之書面同意，乙方不得提供上開文件，供與契約無關之第
三人使用。
十、乙方應提供＿份（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 份）依契約規
定製作之文件影本予甲方，甲方得視履約之需要自費影印使用。除契約
另有規定，如無乙方之書面同意，甲方不得提供上開文件，供與契約無
關之第三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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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履約標的及地點
乙方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詳工作說明書內容，以及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後續服務：
（如須由得標廠商提供驗收合格日起一定期間內之服務，由
招標機關視個案特性於招標時勾選，並注意訂明投標廠商提供此類服
務須具備之資格、編列相關費用及視需要擇定以下項目）
□一定時間的模型更新。
□一定時間的資訊更新。
□一定時間的 BIM 系統維護。
□其他：
第三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
一、契約價金計算方式（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總包價法
□建造費用百分比法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二、契約價金之給付，得為下列方式（由機關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因契約變更致履約標的項目或數量有增減時，
就變更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若有相關項目如稅捐、利潤或管理費等
另列一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原契約價金總額比例增減之。但契
約已訂明不適用比例增減條件者，不在此限。
□部分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部分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結
算。屬於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之部分，因契約變更致履約標的項目或
數量有增減時，就變更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屬於依實際施作或供應
之項目及數量結算之部分，以契約中所列履約標的項目及單價，依完
成履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數量給付。若有相關項目如稅捐、利潤或管
理費等另列一式計價者，應依結算總價與契約價金總額比例增減之。
但契約已訂明不適用比例增減條件者，不在此限。
三、乙方於投標時製作之價格詳細表及後續減價資料，經甲方決標後為契
約文件之一。
四、經甲方核定之契約價金詳細表，為契約文件之一部分，如有變更，經雙
方同意者，得於契約總價不變下調整流用。經甲方同意或依甲方之通知
辦理之契約變更，依第 15 條規定辦理。
五、乙方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與契約所附詳細表有減少者，其金額不予
給付。但可證明移作其他變更項目之用者，不在此限。
六、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數量之減少，以有正當理由者始得為之。如因甲方
需求變更，致與契約所定數量不同時，得以契約變更依原契約單價增減
契約價金。增減達 30%以上者，其逾 30%之部分，得以契約變更合理
調整契約單價及增減契約價金。
第四條 契約價金之調整
一、驗收結果與規定不符，而不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
契約預定效用，經甲方檢討不必拆換、更換或拆換、更換確有困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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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必補交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採減價收受者，按不符項目標的之
契約價金 100%減價，並處以減價金額 20%之違約金。
二、依契約價金總額結算給付者，未列入標價數量清單之項目或數量，其已
於契約載明應由乙方供應或為乙方完成履約所必須者，仍應由乙方負責
供應，不得據以請求加價。如經甲方確認屬漏列且未於其他項目中編列
者，應以契約變更增加契約價金。
三、契約價金，除另有規定外，含乙方及其人員依中華民國法令應繳納之稅
捐、規費及強制性保險之保險費。依法令應以甲方名義申請之許可或執
照，由乙方備具文件代為申請者，其需繳納之規費不含於契約價金，由
乙方代為繳納後甲方覈實支付，但已明列項目而含於契約價金者，不在
此限。
四、中華民國以外其他國家或地區之稅捐、規費或關稅，由乙方負擔。
五、乙方履約遇有下列政府行為之一，致履約費用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
得予調整：
1.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2.稅捐或規費之新增或變更。
3.政府公告、公定或管制費率之變更。
六、前款情形，屬中華民國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者，其所增加之必要
費用，由甲方負擔；致履約成本減少者，其所減少之部分，得自契約價
金中扣除。其他國家政府所為，致履約成本增加或減少者，契約價金不
予調整。
七、乙方為履約須進口自用機具、設備或材料者，其進口及復運出口所需手
續及費用，由乙方負責。
八、契約規定乙方履約標的應經第三人檢驗者，除另有規定外，其檢驗所需
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總包價法之給付（配合第 3 條第 1 款契約價金結算方式勾選，並由甲
方於招標時參照本條附件載明給付條件）
乙方完成甲方指定之 BIM 應用服務並經甲方認可服務成果後依約定百
分比給付契約價金，分期給付約定如下：
第
期，乙方交付 BIM 應用之「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並經
甲方審核同意後，給付 BIM 服務費用
%。
第
期，乙方交付 BIM 應用服務項目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並
經甲方審核同意後，給付 BIM 服務費用
%。
(各期應交付的成果與付款比例，由招標機關考量專案特性後決定)
□二、服務成本加公費法：（配合第 3 條第 1 款契約價金結算方式勾選，並由
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依核定之工作實際進度，檢附憑證給付。
□其他：由承辦單位依雙方議定條件給付。
□三、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配合第 3 條第 1 款契約價金結算方式勾
選，並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依第 3 條附件 3 附表公共工程技術服務費用明細表及實際人力出勤
情形，檢附憑證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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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雙方議定條件給付。
四、乙方履約有下列之情形者，甲方得暫停給付契約價金至情形消滅為
止：
(一)履約實際進度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落後預定進度達___%(由甲
方於招標時載明)以上者。
(二)履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者。
(三)未履行契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不履行者。
(四)乙方履約人員不適任，經通知更換仍延不辦理者。
(五)其他違反法令或契約情形。
五、薪資指數調整(無者免填)：
(一)履約期間在 1 年以上者，自第 2 年起，履約進行期間，如遇薪資波
動時，得依行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臺灣地區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
業受雇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指數，就漲跌幅超過百分之
(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百分之二點五)之部分，調整契約價金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得調整之標的項目)。其調整金額之上限為 元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二)適用薪資指數基期更換者，其換基當月起完成之履約標的，自動適
用新基期指數核算履約標的調整款，原依舊基期指數結清之履約標
的款不予追溯核算。每月發布之薪資指數修正時，處理原則亦同。
(三)乙方於投標時提出投標標價不適用招標文件所定薪資指數調整條
款之聲明書者，履約期間不論薪資指數漲跌變動情形之大小，乙方
標價不適用招標文件所定薪資指數調整條款，指數上漲時不依薪資
指數調整金額；指數下跌時，甲方亦不依薪資指數扣減其薪資調整
金額；行政院如有訂頒薪資指數調整措施，亦不適用。
六、 契約價金得依臺灣地區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受雇員工平均經常性薪
資指數調整者，應註明下列事項：
(一)得調整之成本項目及金額：_____（未載明者以薪資項目之金額為準；
無法明確區分薪資項目金額者，以契約價金總額百分之七十計算）
(二)以開標月之薪資指數為基期。
(三)調整公式：＿＿＿＿（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參照工程
會 97 年 7 月 1 日發布之「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
動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例」及 98 年 4 月 7 日發布之「機關
已訂約工程因應營建物價下跌之物價指數門檻調整處理原則計算
範例」
，公開於工程會全球資訊網>政府採購>工程款物價指數調整）
。
(四)乙方應提出調整數據及佐證資料。
(五)非屬薪資性質之項目不予調整。
(六)逐月就已工作部分按當月指數計算薪資調整款。逾履約期限之部分，
應以計價當期指數與契約規定履約期限當月指數二者較低者為調
整依據。但逾期履約係非可歸責於乙方者，應以計價當期指數為調
整依據；如屬薪資指數下跌而需扣減契約價金者，乙方得選擇以契
約原訂履約期程所對應之薪資指數計算扣減之金額，但該期間之薪
資指數上漲者，不得據以轉變為需由甲方給付薪資調整款，且選擇
後不得變更，亦不得僅選擇適用部分履約期程。
(七)薪資調整款累計給付逾新臺幣 10 萬元者，由甲方刊登契約給付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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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變更公告。
七、 契約價金總額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得依約定或合意
方式調整（例如減價之金額僅自部分項目扣減）；未約定或合意調整方
式者，如乙方所報各單項價格未有不合理之處，視同就乙方所報各單項
價格依同一減價比率（決標金額/投標金額）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之分
項價格合計數額與決標金額不同者，依決標金額與該合計數額之比率調
整之。
八、 乙方計價領款之印章，除另有約定外，以乙方於投標文件所蓋之章
為之。
九、 乙方應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採購法規定
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僱用不足者，應依規定分別向所在地之直轄
市或縣（市）勞工主管機關設立之身心障礙者就業基金專戶及原住民族
中央主管機關設立之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之就業基金，定期繳納差額
補助費及代金；並不得僱用外籍勞工取代僱用不足額部分。甲方應將國
內員工總人數逾一百人之廠商資料公開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以供勞工及
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查核差額補助費及代金繳納情形，甲方不另辦理查核。
十、 契約價金總額，除另有約定外，為完成契約所需全部材料、人工、機具、
設備及履約所必須之費用。
十一、乙方請領契約價金時應提出電子或紙本統一發票，無統一發票者應提
出收據。
十二、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其屬派遣勞工性質者，於最後一
次向甲方請款時，應檢送提繳勞工退休金、積欠工資墊償基金、繳納勞工
保險費、就業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甲方審查後，以
憑支付最後一期款。
乙方有繳納履約保證金且涉及上述派遣勞工性質者，於最後一次向甲方請
款時可具結已依規定為其派遣勞工（含名冊）繳納上開費用之切結書，供
甲方審查後，以憑支付最後一期款。其尚未發還之履約保證金，應於檢送
履約期間提繳勞工退休金、積欠工資墊償基金、繳納勞工保險費、就業保
險費、全民健康保險費之繳費證明影本，供甲方審查後，始得發還。
十三、乙方履約有逾期違約金、損害賠償、不實行為、未完全履約、不符契
約規定、溢領價金或減少履約事項等情形時，甲方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
其有不足者，得通知乙方給付。有履約保證金者，並得自履約保證金扣
抵。
十四、服務範圍包括代辦訓練操作或維護人員者，其服務費用除乙方本身所
需者外，有關受訓人員之旅費及生活費用，由甲方自訂標準支給，不包
括在服務費用項目之內。
十五、分包契約依採購法第 67 條第 2 項報備於甲方，並經乙方就分包部分
設定權利質權予分包廠商者，該分包契約所載付款條件應符合前列各項
規定(採購法第 98 條之規定除外)或與甲方另行議定。
十六、甲方得延聘專家參與審查乙方提送之所有草圖、圖說、BIM 模型、報
告、建議及其他事項，其所需一切費用(出席費、審查費、差旅費、會場
費用等)由甲方負擔。
十七、除契約另有約定外，依下列條件辦理付款：乙方依契約約定之付款條
件提出符合契約約定之證明文件後，甲方應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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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後，通知乙方提出請款單據，並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 工作天內
付款；屬驗收付款者，於驗收合格後，甲方於接到乙方請款單據後 15 工
作天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者，付
款期限為 30 工作天。
十八、甲方辦理付款及審核程序，如發現乙方有文件不符、不足或有疑義而
需補正或澄清者，甲方應ㄧ次通知澄清或補正，不得分次辦理。其審核
及付款期限，自資料澄清或補正之次日重新起算；甲方並應先就無爭議
且可單獨計價之部分辦理付款。
十九、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有延遲付款之情形，乙方投訴對象：
(一)甲方之政風單位；
(二)甲方之上級機關；
(三)法務部廉政署；
(四)採購稽核小組；
(五)採購法主管機關；
(六)行政院主計總處。(延遲付款之原因與主計人員有關者)。
第六條 稅捐
一、以新臺幣報價之項目，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應含稅，包括營業稅。
由自然人投標者，不含營業稅，但仍包括其必要之稅捐。
二、以外幣報價之勞務費用或權利金，加計營業稅後與其他廠商之標價比
較。但決標時將營業稅扣除，付款時由甲方代繳。
三、外國廠商在甲方之本國境內發生之勞務費或權利金收入，於領取價款
時按當時之稅率繳納營利事業所得稅。上述稅款在付款時由甲方代為
扣繳。但外國廠商在甲方之本國境內有分支機構、營業代理人或由國內
廠商開立統一發票代領者，上述稅款在付款時不代為扣繳，而由該等機
構、代理人或乙方繳納。
四、與本契約有關之證照，依法應以甲方名義申請，而由乙方代為提出申請
者，其所需規費由甲方負擔。除已載明於契約金額項目者外，不含於本
契約價金總額。
第七條 履約期限
一、履約期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一)BIM 應用服務部分：
1.乙方應於□決標日□甲方簽約日□甲方通知日起 ___日內(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以 30 日曆天計)，提出本案 BIM 應
用之「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
2.除交付 BEP 外，其他各期履約期限規定如下：
□乙方應於□甲方通知日起 ___日□甲方指定期限：___日內，
提出本案選用 BIM 應用服務項目之□工作報告□分析報告□
應用報告□成果報告。
(每一應用服務項目應分別列出，由招標機關考量專案特性後
決定)
(二)如涉及變更設計應以甲方通知到達日起算。
(三)本履約期限不含證照取得與甲方審核及修改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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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契約如需辦理變更，其履約標的項目或數量有增減時；或因不可歸責於乙
方之變更設計，變更部分或變更設計部分之履約期限由雙方視實際需要
議定增減之。BIM 應用若因變更設計而須另行執行或補充，其履約期限
由雙方視實際需要議定增減之。
三、本契約所稱日(天)數，除已明定為日曆天或工作天者外，係以□日曆天
□工作天計算(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工作天)：
(一)以日曆天計算者，所有日數，包括第 2 目所載之放假日，均應計入。
但投標文件截止收件日前未可得知之放假日，不予計入。
(二)以工作天計算者，下列放假日，均應不計入：
1.星期六（補行上班日除外）及星期日。但與第 2 子目至第 5 子目
放假日相互重疊者，不得重複計算。
2.依「紀念日及節日實施辦法」規定放假之紀念日、節日及其補假。
3.軍人節（9 月 3 日）之放假及補假（依國防部規定，但以國軍之
採購案為限）。
4.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布之調整放假日。
5.全國性選舉投票日及行政院所屬中央各業務主管機關公告放假
者。
(三)免計工作天之日，以不得施作為原則。乙方如欲施作，應先徵得甲
方書面同意，該日數□應；□免計入工期（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未勾選者，免計入工期）。
(四)其他：＿＿＿＿＿＿＿＿＿（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四、履約期限延期：
(一)契約履約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乙方，致影響進度
網圖要徑作業之進行，而需展延工期者，乙方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
後， ＿ 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7 日）通知甲
方、＿ 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45 日）檢具事
證，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展延工期。甲方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
意延長履約期限，不計算逾期違約金。其事由未達半日者，以半日
計；逾半日未達 1 日者，以 1 日計。
1.發生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契約當事人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執行工作。
3.甲方要求全部或部分停工。
4.因甲方要求辦理變更設計或增加工程數量或項目。
5.甲方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甲方自辦或甲方之其他廠商之延誤而影響履約進度者。
7.甲方提供之資料影響工作進行，與實際情形有重大差異者。
8.因傳染病或政府之行為，致發生不可預見之人員或貨物之短缺。
9.由甲方自辦或甲方之其他廠商因承包契約相關履約標的之延誤
而影響契約進度者。。
10.其他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經甲方認定者。
(二)第 1 目事故之發生，致契約全部或部分必須停工時，乙方應於停工
原因消滅後立即復工。其停工及復工，乙方應儘速向甲方提出書面
報告。
(三)第 1 目停工之展延工期，除另有規定外，甲方得依乙方報經甲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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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之預定進度表之要徑核定之。
五、期日：
(一)履約期間自指定之日起算者，應將當日算入。履約期間自指定之日
後起算者，當日不計入。
(二)履約標的須於一定期間內送達甲方之場所者，履約期間之末日，以
甲方當日下班時間為期間末日之終止。當日為甲方之辦公日，但甲
方因故停止辦公致未達原定截止時間者，以次一辦公日之同一截止
時間代之。
六、甲乙雙方同意於接獲提供之資料送達後儘速檢視該資料，並於檢視該
資料發現疑義時，立即以書面通知他方。
七、除招標文件已載明者外，因不可歸責於乙方之因素而須修正、更改、補
充，雙方應以書面另行協議延長期限。
第八條 履約管理
一、乙方應依招標文件及服務建議書內容，於簽約後______日內（由甲方於招
標文件載明，未載明者，以 14 個日曆天計）
，提出 BEP 送甲方核可，該
服務實施計畫書內容至少應包括計畫組織、工作計畫流程、工作預定進度
表（含分期提出各種書面資料之時程）
、工作人力計畫（含人員配當表）
、
辦公處所等。甲方如有修正意見，經甲方通知乙方後，乙方應於______日
（由甲方於招標文件載明，未載明者，以 7 個日曆天計）內改正完妥，並
送甲方審核。乙方應依工作預定進度表所列預定時程提送各階段書面資
料，甲方應於收到乙方提送之各階段書面資料後_____日內（由甲方於招
標文件載明，未載明者，以 20 個日曆天計）完成審查工作；其需退回修
正者，乙方應於甲方給予之期限內完成修正工作；乙方依契約規定應履行
之專業責任，不因甲方對乙方書面資料之審查認可而減少或免除。有關
BIM 應用之要求，乙方應另依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與 BEP 之規定執
行。
二、與契約履約標的有關之其他標的，經甲方交由其他廠商辦理時，乙方有與
其他廠商互相協調配合之義務，以使該等工作得以順利進行。工作不能協
調配合，乙方應通知甲方，由甲方邀集各方協調解決。乙方如未通知甲方
或未能配合或甲方未能協調解決致生錯誤、延誤履約期限或意外事故，應
由可歸責之一方負責並賠償。
三、工程規劃設計階段，接管營運維護單位提供與契約履約標的有關之意見，
得經甲方交由乙方辦理，乙方有協調配合之義務，俾使工程完工後之該等
工作得以順利進行。工作不能協調配合，乙方應通知甲方，由甲方邀集各
方協調解決。
四、乙方接受甲方或甲方委託之機構之人員指示辦理與履約有關之事項前，
應先確認該人員係有權代表人，且所指示辦理之事項未逾越或未違反契
約規定。乙方接受無權代表人之指示或逾越或違反契約規定之指示，不得
用以拘束甲方或減少、變更乙方應負之契約責任，甲方亦不對此等指示之
後果負任何責任。
五、甲方及乙方之一方未請求他方依契約履約者，不得視為或構成一方放棄
請求他方依契約履約之權利。
六、契約內容有須保密者，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不得將契約內容洩漏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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履約無關之第三人。
七、乙方履約期間所知悉之甲方機密或任何不公開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
或其他資訊，均應保密，不得洩漏。
八、轉包及分包：
(一)乙方不得將契約轉包。乙方亦不得以不具備履行契約分包事項能力、
未依法登記或設立，或依採購法第 103 條規定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
決標對象或作為分包廠商之廠商為分包廠商。
(二)乙方擬分包之項目及分包廠商，甲方得予審查。
(三)乙方對於分包廠商履約之部分，仍應負完全責任。分包契約報備於
甲方者，亦同。
(四)分包廠商不得將分包契約轉包。其有違反者，乙方應更換分包廠商。
(五)乙方違反不得轉包之規定時，甲方得解除契約、終止契約或沒收保
證金，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六)前目轉包廠商與乙方對甲方負連帶履行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
同。
九、乙方及分包廠商履約，不得有下列情形：僱用無工作權之人員、供應不法
來源之履約標的、使用非法車輛或工具、提供不實證明、違反人口販運防
制法或其他不法或不當行為。
十、甲方於乙方履約中，若可預見其履約瑕疵，或有其他違反契約之情事者，
得通知乙方限期改善。
十一、履約所需臨時場所，除另有規定外，由乙方自理。
十二、乙方履約人員對於所應履約之工作有不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要求更
換，乙方不得拒絕。
十三、勞工權益保障：
(一)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應訂立書面勞動契約，並
將該契約影本送甲方備查。
(二)乙方對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應依法給付工資，依法投
保勞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勞工退休金，並依規
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勞工退休金。
(三)乙方應於簽約後_____日內（由甲方衡酌個案情形自行填列）
，檢具
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名冊（包括勞工姓名、出生年月日、
身分證字號及住址）
、勞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料表(明細)影本及切
結書（具結已依法為其受僱勞工投保勞工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
康保險及提繳勞工退休金，並依規定繳納前述保險之保險費及提繳
勞工退休金）送甲方備查。
(四)甲方發現乙方未依法為其派至甲方提供勞務之受僱勞工，投保勞工
保險、就業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勞工退休金者，應限期改正，
其未改正者，通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處理。
十四、乙方於完成工作經甲方審查確認後，應將成果之電子檔案
（如 CAD 檔、
BIM 模型）交予甲方。
十五、其他：＿＿＿。(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第九條 履約品管
一、乙方在履約中，應對履約品質依照契約有關規範，嚴予控制，並辦理自主
頁次：10/21

TWR-00-06

版本日期：2019/10/1

檢查。乙方履約期間，應於每月五日前向甲方提送工作月報，其內容包
括工作事項、工作進度（含當月完成成果說明）
、工作人數及時數、異
常狀況及因應對策等。
二、甲方於乙方履約期間如發現乙方履約品質不符合契約規定，得通知乙方
限期改善或改正。乙方逾期未辦妥時，甲方得要求乙方部分或全部停止履
約，至乙方辦妥並甲方關書面同意後方可恢復履約。乙方不得為此要求展
延履約期限或補償。
三、契約履約期間如有由甲方分段查驗之規定，乙方應按規定之階段報請甲
方監督人員查驗。甲方監督人員發現乙方未按規定階段報請查驗，而擅自
繼續次一階段工作時，得要求乙方將未經查驗及擅自履約部分拆除重做，
其一切損失概由乙方自行負擔。但甲方監督人員應指派專責查驗人員隨
時辦理乙方申請之查驗工作，不得無故遲延。
四、契約如有任何部分須報請政府主管機關查驗時，除依法規應由甲方提出
申請者外，應由乙方提出申請，並按照規定負擔有關費用。
五、乙方應免費提供甲方依契約辦理查驗、測試、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須之
儀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料。但契約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契約規
定以外之查驗、測試或檢驗，其結果不符合契約規定者，由乙方負擔所生
之費用；結果符合者，由甲方負擔費用。
六、查驗、測試或檢驗結果不符合契約規定者，甲方得予拒絕，乙方應免費改
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
七、乙方不得因甲方辦理查驗、測試或檢驗，而免除其依契約所應履行或承擔
之義務或責任，及費用之負擔。
八、甲方就乙方履約標的為查驗、測試或檢驗之權利，不受該標的曾通過其他
查驗、測試或檢驗之限制。
九、甲方提供設備或材料供乙方履約者，乙方應於收受時作必要之檢查，以確
定其符合履約需要，並作成紀錄。設備或材料經乙方收受後，其滅失或損
害，由乙方負責。
第十條 保險
一、乙方應於履約期間辦理下列保險(由甲方擇定後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
填)，其屬自然人者，應自行另投保人身意外險。
□專業責任險。
□其他＿＿＿＿＿＿＿＿＿＿＿＿＿＿＿＿＿＿＿＿＿＿
二、乙方依前款辦理之保險，其內容如下(由甲方視保險性質擇定或調整後
於招標時載明)：
(一)承保範圍：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包括得為保險人之不保事項）
。
(二)保險標的：履約標的。
(三)被保險人：以乙方為被保險人。
(四)保險金額：契約價金總額。
(五)每一事故之自負額上限：(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六)保險期間：自
起至□契約所定履約期限之日止；□
_________之日止(由甲方載明)，有延期或遲延履約者，保險期間比
照順延。
(七)未經甲方同意之任何保險契約之變更或終止，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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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三、保險單記載契約規定以外之不保事項者，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乙方
負擔。
四、乙方向保險人索賠所費時間，不得據以請求延長履約期限。
五、乙方未依契約規定辦理保險、保險範圍不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
理賠者，其損失或損害賠償，由乙方負擔。
六、保險單正本一份及繳費收據副本一份應於辦妥保險後即交甲方收執。
七、乙方應依甲方之本國法規為其員工及車輛投保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
險及汽機車第三人責任險。其依法免投保勞工保險者，得以其他商業保
險代之。
八、本契約延長服務時間時，乙方應隨之延長專業責任保險之保險期間。因
不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須延長履約期限者，因而增加之保費，由契約
雙方另行協議其合理之分擔方式。
九、依法非屬保險人可承保之保險範圍，或非因保費因素卻於國內無保險
人願承保，且有保險公會書面佐證者，依第 1 條第 7 款辦理。
十、甲方及乙方均應避免發生採購法主管機關訂頒之「常見保險錯誤及缺
失態樣」所載情形。
第十一條 保證金（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不收取保證金。
□甲方收取保證金，保證金相關規定：(由甲方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規定辦理，並於招標時載明)
第十二條 驗收
一、驗收時機：
乙方完成履約事項後辦理驗收。
二、驗收方式：
得以書面或召開審查會議方式進行，審查會議紀錄等同驗收紀錄。
三、履約標的部分完成履約後，如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應先就該部分辦
理驗收或分段審查、查驗供驗收之用。
四、乙方履約結果經甲方審查有瑕疵者，甲方得要求乙方於一定期限內改
善。逾期未改正者，依第 13 條規定計算逾期違約金。
五、乙方履約所完成之標的需另行招標施工，甲方未能於乙方履約完成六
個月內完成招標工作且非可歸責於乙方者，乙方得要求甲方終止契約，
並辦理結算。
六、乙方履約結果經甲方查驗或驗收有瑕疵者，甲方得要求乙方於＿＿日
內（甲方未填列者，由主驗人定之）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以
下簡稱改正）。逾期未改正者，依第 13 條遲延履約規定計算逾期違約
金。但逾期未改正仍在契約原訂履約期限內者，不在此限。
七、乙方不於前款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不能改正者，甲方得採行
下列措施之一：
(一)自行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乙方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
(二)解除契約或減少契約價金。但瑕疵非重要者，甲方不得解除契約。
八、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履約有瑕疵者，甲方除依前二款規定辦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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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三條 遲延履約
一、逾期違約金，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契約規定期限完工，應按逾期
日數計算逾期違約金，所有日數（包括放假日等）均應納入，不因履約
期限以工作天或日曆天計算而有差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
或解除契約者，逾期違約金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日止。該違約金
計算方式：（由甲方擇一於招標時載明）
□每日以新臺幣
元計算逾期違約金。（定額，甲方於招標時載
明）
□依逾期工作部分之規劃設計或監造契約價金千分之一計算逾期違約
金。（契約文件須分別載明規劃設計及監造之契約價金）
□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千分之一(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比率)計
算逾期違約金。但未完成履約/初驗或驗收有瑕疵之部分不影響其他
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得按未完成履約/初驗或驗收有瑕疵部分之契
約價金，每日依其千分之一(甲方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他比率；其數
額以每日依契約價金總額計算之數額為上限。)計算逾期違約金。
二、逾期違約金之支付，甲方得自應付價金中扣抵；其有不足者，通知乙方
繳納或自保證金扣除。
三、逾期違約金之總額(含逾期未改正之違約金)，以契約價金總額之百分之
二十為上限。
四、甲方及乙方因下列天災或事變等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
事由，致未能依時履約者，得展延履約期限；不能履約者，得免除契約
責任：
(一)戰爭、封鎖、革命、叛亂、內亂、暴動或動員。
(二)山崩、地震、海嘯、火山爆發、颱風、豪雨、冰雹、水災、土石流、
土崩、地層滑動、雷擊或其他天然災害。
(三)墜機、沉船、交通中斷或道路、港口冰封。
(四)罷工、勞資糾紛或民眾非理性之聚眾抗爭。
(五)毒氣、瘟疫、火災或爆炸。
(六)履約標的遭破壞、竊盜、搶奪、強盜或海盜。
(七)履約人員遭殺害、傷害、擄人勒贖或不法拘禁。
(八)水、能源或原料中斷或管制供應。
(九)核子反應、核子輻射或放射性污染。
(十)非因乙方不法行為所致之政府或甲方依法令下達停工、徵用、沒入、
拆毀或禁運命令者。
(十一)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
(十二)甲方之本國或外國政府之行為。
(十三)其他經甲方認定確屬不可抗力者。
五、前款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事由發生或結束後，其屬可繼續履約之情形
者，應繼續履約，並採行必要措施以降低其所造成之不利影響或損害。
六、乙方履約有遲延者，在遲延中，對於因不可抗力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
但經乙方證明縱不遲延給付，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不在此限。
七、契約訂有分段進度及最後履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金者，屬分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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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金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度但逾最後履約期限者，扣除已分段完成使用或移交部
分之金額，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
(二)逾分段進度但未逾最後履約期限者，計算逾分段進度之違約金。
(三)逾分段進度且逾最後履約期限者，分別計算違約金。但逾最後履約
期限之違約金，應扣除已分段完成使用或移交部分之金額計算之。
(四)分段完成期限與其他採購契約之進行有關者，逾分段進度，得個別
計算違約金，不受前目但書限制。
八、契約訂有分段進度及最後履約期限，且均訂有逾期違約金者，屬全部完
成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其逾期違約金之計算原則如下：
(一)未逾分段進度但逾最後履約期限者，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
(二)逾分段進度但未逾最後履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度已收取之違約金
者，於未逾最後履約期限後發還。
(三)逾分段進度且逾最後履約期限，其有逾分段進度已收取之違約金者，
於計算逾最後履約期限之違約金時應予扣抵。
(四)分段完成期限與其他採購契約之進行有關者，逾分段進度，得計算
違約金，不受第 2 目及第 3 目之限制。
九、乙方未遵守法令致生履約事故者，由乙方負責。因而遲延履約者，不得
據以免責。
十、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履約進度，情節重大者之認定，除招標文
件另有規定外適用採購法施行細則 111 條規定。
第十四條 權利及責任
一、乙方應擔保第三人就履約標的，對於甲方不得主張任何權利。
二、乙方履約，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益時，應由乙方負責處理並承擔一切
法律責任及費用，包括甲方所發生之費用。甲方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三、乙方履約結果涉及履約標的所產出之智慧財產權（包含專利權、商標權、
著作權、營業秘密等）者：(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互補項目得複選。如
僅涉及著作權者，請就第 1 目至第 6 目及第 10 目勾選。註釋及舉例文
字，免載於招標文件)
註：1.在流通利用方面，考量履約標的之特性，如其內容包含甲方與乙
方雙方之創作智慧，且不涉及甲方安全、專屬使用或其他特殊目的之需
要，甲方得允許此著作權於甲方外流通利用，以增進社會利益。甲方亦
宜考量避免因取得不必要之權利而增加採購成本。
2.履約標的如非完全客製化而產生之著作，建議約定由乙方享有著作人
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甲方則享有不限時間、地域、次數、非專屬、無
償利用、並得再轉授權第三人之權利，乙方承諾對甲方及其再授權利
用之第三人不行使著作人格權。
(一)□以乙方為著作人，並取得著作財產權，甲方則享有不限時間、
地域、次數、非專屬、無償利用、並得再轉授權第三人利用之權
利，乙方承諾對甲方及其再授權利用之第三人不行使著作人格權。
（項目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1】□重製權【2】□公開口述權【3】□公開播送權 【4】□公
開上映權【5】□公開演出權 【6】□公開傳輸權【7】□公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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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8】□改作權【9】□編輯權【10】□出租權
例：採購一般共通性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著作，如約定由乙方取得
著作財產權，甲方得就業務需要，為其內部使用之目的，勾選【1】
重製權及【9】編輯權。如甲方擬自行修改著作物，可勾選【8】改
作權。如採購教學著作物，可勾選【2】公開口述權及【3】公開播
送權。
(二)□以乙方為著作人，其下列著作財產權於著作完成同時讓與甲方，
乙方並承諾對甲方及其同意利用之人不行使其著作人格權。（項
目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1】□重製權 【2】□公開口述權【3】□公開播送權 【4】□公
開上映權【5】□公開演出權 【6】□公開傳輸權【7】□公開展示
權【8】□改作權【9】□編輯權【10】□出租權
例：採購一般共通性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著作，甲方得就業務需要，
為其內部使用之目的，勾選【1】重製權及【9】編輯權。如甲方擬
自行修改著作物，可勾選【8】改作權。如採購教學著作物，可勾
選【2】公開口述權及【3】公開播送權。
(三)□以乙方為著作人，甲方取得著作財產權，乙方並承諾對甲方及
其同意利用之人不行使其著作人格權。
例：甲方專用或甲方特殊需求規格所開發之著作，甲方取得著作
財產權之全部。
(四)□甲方與乙方共同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例：採購乙方已完成之著作，並依甲方需求進行改作，且甲方與
乙方均投入人力、物力，該衍生之共同完成之著作，其著作人格
權由甲方與乙方共有，其著作財產權享有之比例、授權範圍、後
續衍生著作獲利之分攤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五)□甲方有權永久無償利用該著作財產權。
例：履約標的包括已在一般消費市場銷售之套裝資訊軟體，甲方
依乙方或第三人之授權契約條款取得永久無償使用權。
(六)□以甲方為著作人，並由甲方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全部，乙方於完
成該著作時，經甲方同意：（項目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1】□取得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利，於每次使用時均不需徵得
甲方之同意。
【2】□取得使用授權與再授權之權利，於每次使用均需徵得甲方
同意。
(七)□甲方取得部分權利（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
(八)□甲方取得全部權利。
(九)□甲方取得授權（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十)□其他。（內容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例：甲方得就其取得之著作財產權，允許乙方支付對價，授權乙
方使用。
(十一)乙方依本契約提供甲方服務時，如使用開源軟體，應依該開源
軟體之授權範圍，授權甲方利用，並以執行檔及原始碼共同提供
之方式交付予甲方使用，乙方並應交付開源軟體清單（包括但不
限於：開源專案名稱、出處資訊、原始著作權利聲明、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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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源授權條款標示與全文）。
四、除「鐵道工程特定條款」另有約定外，有關 BIM 應用之智慧財產權約
定如下：（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
□甲方取得全部權利（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甲方提供之資訊而
建者，由甲方取得全部權利）。
□甲方取得部分權利（BIM 模型之元件為本案或由甲方提供之資訊而
建者，由甲方取得該部分之全部權利，其他部分由甲方取得應用於
本案之授權）。
□甲方取得授權（對於甲方並非僅因本案而建或非由甲方提供之資訊
而建立之 BIM 元件，約定甲方取得限定使用於本案相關之設計、施
工、維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的權利，且約定乙方本身亦得
繼續擁有及使用該授權與次授權）。
五、有關著作權法第 24 條與第 28 條之權利，他方得行使該權利，惟涉有政
府機密者，不在此限。
六、除另有規定外，乙方如在履約使用專利品、專利性履約方法，或涉及著
作權時，有關專利及著作權，概由乙方依照有關法令規定處理，其費用
亦由乙方負擔。
七、甲方及乙方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保障他方免於因契約之履行而遭第三
人請求損害賠償。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
賠償。
八、甲方對於乙方、分包廠商及其人員因履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
不負賠償責任。
九、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或管理之契約，乙方因規劃設計錯誤、監造不實
或管理不善，致甲方遭受損害，乙方應負賠償責任其認定有爭議者，依
照爭議處理條款辦理。
(一)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規定，以填補債權人所受
損害及所失利益為限。□但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契約
雙方所負賠償責任不包括「所失利益」（得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
(二)除懲罰性違約金、逾期違約金及第 9 款之違約金外，損害賠償金額
上限為：（甲方欲訂上限者，請於招標時載明）
□契約價金總額。
□契約價金總額之＿＿倍。
□契約價金總額之＿＿％。
□固定金額＿＿＿元。
(三)前目訂有損害賠償金額上限者，於法令另有規定(例如民法第 227 條
第 2 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或乙方隱瞞工作之瑕疵、故意或重大
過失行為、乙方對智慧財產權或對第三人發生侵權行為，對甲方所
造成之損害賠償，不受賠償金額上限之限制。
十、甲方依乙方履約結果辦理採購，因乙方計算數量錯誤或項目漏列，致該
採購結算增加金額與減少金額絕對值合計，逾採購契約價金總額百分之
五者，應就超過百分之五部分占該採購契約價金總額之比率，乘以契約
價金規劃設計部分總額計算違約金。但本款累計違約金以契約價金總額
之百分之十為上限。本款之「採購契約價金總額」，係指依乙方履約結
果辦理工程採購決標時之契約價金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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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甲方不得於本契約納列提供甲方使用之公務車輛、提供甲方人員使用
之影印機、電腦設備、行動電話(含門號)、傳真機及其他應由甲方人員
自備之辦公設施及其耗材。
十二、甲方不得指揮乙方人員從事與本契約無關之工作。
第十五條 契約變更及轉讓
一、甲方於必要時得於契約所約定之範圍內通知乙方變更契約，乙方於接獲
通知後，除雙方另有協議外，應於 10 日內向甲方提出契約標的、價金、
履約期限、付款期程或其他契約內容須變更之相關文件。契約價金之變
更，由雙方協議訂定之。
二、乙方於甲方接受其所提出須變更之相關文件前，不得自行變更契約。除
甲方另有請求者外，乙方不得因前款之通知而遲延其履約期限。
三、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更之事項前即通知乙方先行辦理，其後未依
原通知辦理契約變更或僅部分辦理者，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四、如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辦理契約變更，需廢棄或不使用部分已完成之
工作者，除雙方另有協議外，甲方得辦理部分驗收或結算後，支付該部
分價金。
五、履約期間有下列事項者，甲方應變更契約，並依相關條文合理給付額外
酬金或檢討變更之：
(一)甲方於履約各工作階段完成審定後，要求乙方辦理變更者。
(二)因不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應甲方要求對同一服務事項依不同條件
辦理多次規劃或設計者，其重複規劃或設計之部分，甲方應核實另
給服務費用。但以經甲方審查同意者為限。
(三)甲方對於已經核可乙方提送之 BIM 模型，另行依不同條件要求再
次建模或分析者。
(四)甲方因故必須變更部分委託服務內容時，得就服務事項或數量之增
減情形，調整服務費用及工作期限。但已工作部分之服務費用且甲
方審查同意者，應核實給付。
(五)契約執行中涉及應執行其他之工作內容而未曾議定者。
(六)甲方要求增派監造人力，而有第 4 條第 8 款之情事者。
(七)有第 4 條第 9 款變更監造期程需要者。
甲方對於本款各目應辦事項怠於辦理時，乙方得主動向甲方提出變更契
約之請求。
六、契約之變更，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錄，並簽名或蓋章
者，無效。
七、乙方不得將契約之部分或全部轉讓予他人。但因公司分割或其他類似情
形致有轉讓必要，經甲方書面同意轉讓者，不在此限。
乙方依公司法、企業併購法分割，受讓契約之公司(以受讓營業者為限)，
其資格條件應符合原招標文件規定，且應提出下列文件之一：
(一)原訂約廠商分割後存續者，其同意負連帶履行本契約責任之文件；
(二)原訂約廠商分割後消滅者，受讓契約公司以外之其他受讓原訂約廠
商營業之既存及新設公司同意負連帶履行本契約責任之文件。
第十六條 契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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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乙方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契約或解除
契約之部分或全部，且不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一)違反採購法第 39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規定之專案管理廠商。
(二)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之情形者。
(三)有採購法第 59 條規定得終止或解除契約之情形者。
(四)違反不得轉包之規定者。
(五)乙方或其人員犯採購法第 87 條至第 92 條規定之罪，經判決有罪確
定者。
(六)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履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七)偽造或變造契約或履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八)無正當理由而不履行契約者。
(九)審查、查驗或驗收不合格，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辦理者。
(十)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履約。
(十一)乙方未依契約約定履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 10 日內
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十二)違反本契約第 8 條第 13 款第 1 目至第 3 目情形之一，經甲方通
知改正而未改正，情節重大者。
(十三)違反環境保護或職業安全衛生等有關法令，情節重大者。
(十四)違反法令或其他契約約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
(十五)契約約定之其他情形。
二、甲方未依前款規定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契約者，乙方仍應依契約規定
繼續履約。
三、契約經依第 1 款約定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甲方
得依法自行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止或解除之契約；其所增加之費用
及損失，由乙方負擔。無洽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得扣減或追償契
約價金，不發還保證金。甲方有損失者亦同。
四、契約因政策變更，乙方依契約繼續履行反而不符公共利益者，甲方得
報經上級機關核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並補償乙方因此所
受之損失。但不包含所失利益。
五、依前款規定終止契約者，乙方於接獲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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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得擇下列方式之一洽乙方為之：
(一)乙方繼續予以完成，依契約價金給付。
(二)停止履約，但乙方已完成部分之服務費用由雙方議定之。
六、非因政策變更而有終止或解除契約必要者，準用前 2 款約定。
七、乙方未依契約規定履約者，甲方得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行，至
情況改正後方准恢復履約。乙方不得就暫停執行請求延長履約期限或
增加契約價金。
八、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甲方通知乙方部分或全部暫停執行，應補
償乙方因此而增加之必要費用，並應視情形酌予延長履約期限。
九、因非可歸責於乙方之情形而造成停工時，乙方得要求甲方部分或全部
暫停執行監造工作。
十、依前 2 款約規定暫停執行期間累計逾 6 個月(甲方得於招標時載明其
他期間)者，乙方得通知甲方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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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乙方不得對本契約採購案任何人要求期約、收受或給予賄賂、佣金、
比例金、仲介費、後謝金、回扣、餽贈、招待或其他不正利益。複委
託分包廠商亦同。違反上述約定者，甲方得終止或解除契約，或將 2
倍利益自契約價款中扣除。
十二、本契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利義務即消滅。契約解除
時，溯及契約生效日消滅。雙方並互負相關之保密義務。
第十七條 爭議處理
一、甲方與乙方因履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令及契約規定，考量公共利益
及公平合理，本誠信和諧，盡力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
以下列方式處理之：
(一)提起民事訴訟，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依採購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技術
服務採購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調解建議或調解方案，因甲方
不同意致調解不成立者，乙方提付仲裁，甲方不得拒絕。
(三)經契約雙方同意並訂立仲裁協議後，依本契約約定及仲裁法規定提
付仲裁。
(四)依採購法第 102 條規定提出異議、申訴。
(五)依其他法律申(聲)請調解。
(六)依契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理。
二、依前款第 2 目後段及第 3 目提付仲裁者，約定如下：
(一)由甲方於招標文件及契約預先載明仲裁機構。其未載明者，由契約
雙方協議擇定仲裁機構。如未能獲致協議，屬前款第 2 目後段情形
者，由乙方指定仲裁機構；屬前款第 3 目情形者，由甲方指定仲裁
機構。上開仲裁機構，除契約雙方另有協議外，應為合法設立之國
內仲裁機構。
(二)仲裁人之選定：
1.當事人雙方應於一方收受他方提付仲裁之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
各自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
分別提出 10 位以上(含本數)之名單，交予對方。
2.當事人之一方應於收受他方提出名單之次日起 14 日內，自該名
單內選出一位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人。
3.當事人之一方未依 1.提出名單者，他方得從指定之仲裁機構之仲
裁人名冊或其他具有仲裁人資格者，逕行代為選定一位仲裁人。
4.當事人之一方未依 2.自名單內選出仲裁人，作為他方選定之仲裁
人者，他方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機構（由甲方於招標時勾
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代為自該名單內選定一位仲
裁人。
(三)主任仲裁人之選定：
1.二位仲裁人經選定之次日起 30 日內，由□雙方共推□雙方選定
之仲裁人共推（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第三仲裁人為主任仲裁人。
2.未能依 1.共推主任仲裁人者，當事人得聲請□法院□指定之仲裁
機構（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指定之仲裁機構）為
之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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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甲方所在地□其他：＿＿為仲裁地（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為甲方所在地）。
(五)除契約雙方另有協議外，仲裁程序應公開之，仲裁判斷書雙方均得
公開，並同意仲裁機構公開於其網站。
(六)仲裁程序應使用□國語及中文正體字□其他語文：＿＿＿。(由甲方
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國語及中文正體字)
(七)甲方□同意□不同意（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為不同意）
仲裁庭適用衡平原則為判斷。
(八)仲裁判斷書應記載事實及理由。
三、依採購法規定受理調解或申訴之機關名稱：
；
地址：
；電話：
。
四、履約爭議發生後，履約事項之處理原則如下：
(一)與爭議無關或不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履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履約
者不在此限。
(二)乙方因爭議而暫停履約，其經爭議處理結果被認定無理由者，不得
就暫停履約之部分要求延長履約期限或免除契約責任。但結果被認
定部分有理由者，由雙方協議延長該部分之履約期限或免除該部分
之責任。
五、本契約以中華民國法律為準據法。
第十八條 其他
一、乙方對於履約所僱用之人員，不得有歧視婦女、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
士之情事。
二、乙方履約時不得僱用甲方之人員或受甲方委託辦理契約事項之機構之
人員。
三、乙方授權之代表應通曉中文或甲方同意之其他語文。未通曉者，乙方
應備翻譯人員。
四、甲方與乙方間之履約事項，其涉及國際運輸或信用狀等事項，契約未
予載明者，依國際貿易慣例。
五、甲方及乙方於履約期間應分別指定授權代表，為履約期間雙方協調與
契約有關事項之代表人。
六、乙方參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律責任，請查閱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 101 年 1 月 13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017900 號函（公開於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資訊網站 http://www.pcc.gov.tw/法令規章/政府採購法規
/採購法規相關解釋函），乙方人員及其他技術服務或工程廠商應遵守
法令規定，善盡職責及履行契約義務，以免觸犯法令或違反契約規定
而受處罰。
七、依據「政治獻金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與政府機關（構）有
巨額採購契約，且於履約期間之廠商，不得捐贈政治獻金。
八、本契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採購法及民法等相關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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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鐵道工程 BIM 建模評選項目與配分
項次
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一)廠商專業能力、商譽、組織、人力、規模。
(二)負責執行本案之實際參與成員(包含專案經
專案管理與履
一
理、BIM 建模人員、協調人員、工程支援
約能力
人員等)之經歷及能力、廠商資源及支援能
力。
(一)關於本專案目的性的了解程度、企劃書內容
完整性。
(二)廠商對於選定之 BIM 應用預計執行作法的
合理性。
BIM 工作執行 (三)本專案時程計畫與進度控制、如期如質之履
二
企劃書內容
約能力與預期成果。
(四)本專案業主需求外，廠商另可增加額外服務
之合理性與必要性。
(五)廠商預計採用 BIM 軟、硬體之合適性與業
主既有軟、硬體之相容性。
與本專案相關
(一)廠商過去 BIM 建置實績及履約經驗。
三 之實作案例與
(二)相關履約或得獎證明。
實績
(一)全案成本分析之完整性及合理性。
四 成本分析
(二)履約(或保固)期滿後維護計價方式之合理
性。
(一)簡報內容是否合理、具體。
五 簡報及答詢
(二)回答內容是否符合提問問題，並掌握整體計
畫內容與目標。
總

分

配分

15

35

20

20

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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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鐵道工程投標須知範本(TWR-00-07)
(請參考附檔：TWR-00-07-鐵道工程投標須知範本)

110

TWR-00-07

版本日期：2019/10/1

TWR-00-07 投標須知範本(含 BIM 應用)
以下各項招標規定內容，由機關填寫，投標廠商不得填寫或塗改。
各項內含選項者，由機關擇符合本採購案者勾填。
一、本採購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其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規定。
二、本標案名稱：
三、採購標的為：
□(一)工程。
□(二)財物；其性質為：□購買；□租賃；□定製；□兼具兩種以上性質
者（請勾選）。
□(三)勞務。
四、本採購屬：
□(一)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
□(二)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
□(三)公告金額以上未達查核金額之採購。
□(四)查核金額以上未達巨額之採購。
□(五)巨額採購。
□已依「機關提報巨額採購使用情形及效益分析作業規定」第 2 點第
1 項，簽准預期使用情形及效益目標。
五、本採購：
□(一)為共同供應契約。
□(二)非共同供應契約。
六、本採購預算金額(不公告者免填；但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
定標準」第 5 條第 3 項規定辦理者，或屬公告金額以上採購之公開招標、選
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之公開評選，除轉售或供製造加工後轉售之採購、預
算金額涉及商業機密或機關認為不宜公開外，應公開預算金額)：
七、本採購預計金額(不公告者免填)：
八、上級機關名稱：
九、依採購法第 4 條接受補助辦理採購者，補助機關名稱及地址(非屬此等採購
者免填)：
十、依採購法第 5 條由法人或團體代辦採購者，委託機關名稱及地址(非屬此等
採購者免填)：
十一、依採購法第 40 條代辦採購者，洽辦機關名稱及地址(非屬此等採購者免填
)：
十二、依採購法第 75 條，受理廠商異議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同招標機關(
不同者請書明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
十三、依採購法第 76 條及第 85 條之 1，受理廠商申訴(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不
適用申訴制度，除屬採購法第 31 條規定不予發還或追繳押標金之爭議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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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履約爭議調解(無金額限制)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名稱、地址及電話：
十四、本採購為：
□(一)未分批辦理。
□( 二 ) 係 分 批 辦 理 公 告 金 額 以 上 之 採 購 ， 業 經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 文
號：
）
，依總金額核計採購金額，分別按公告金額或查核金
額以上之規定辦理。
十五、招標方式為：
□(一)公開招標
□1.本案為複數決標並採分項決標，廠商各項投標文件無需分項裝封，
無需於大外標封標示投標項次，有 3 家以上廠商投標，且符合政府
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55 條規定時，即得開標。
□(二)選擇性招標：符合採購法第 20 條□第 1 款；□第 2 款；□第 3 款；
□第 4 款；□第 5 款（請勾選款次）
□1.為特定個案辦理，於廠商資格審查後，邀請所有符合資格廠商投標。
□2.為建立合格廠商名單；後續邀標方式為□個別邀請所有符合資格之
廠商投標；□公告邀請所有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依審標順序，
每次邀請___家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以抽籤方式擇定邀請符合
資格之廠商投標。
□(三)限制性招標：本案業經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敘明符合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款之情形，並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採限制性招標。
□1.公開評選、公開勘選優勝廠商：
□(1)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辦理；□ 委託專業服務；□ 委
託技術服務；□ 委託資訊服務；委託社會福利服務。
□(2)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0 款辦理。
□(3)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1 款辦理。
□2.比價；□經前次公告招標結果，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且符合採
購法施行細則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無廠商異議或申訴在處理中者，
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不另公告招標，並依採購法
施行細則第 2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邀請過去表現優良之 2 家以上
廠商以比價方式辦理；□符合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___款（請列
明款次，第 16 款之情形須併填主管機關核准文號）
；□符合採購法
第 104 條第 1 項但書第___款（請列明款次及相關機關核准文號）；
□符合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___款(請列明款次及相關機關核准
文號)；□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___條第___
項第___款規定；□符合地方政府依採購法第 23 條所定未達公告金
額採購招標辦法第___條第___項第___款規定。
□3.議價；□符合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___款（請列明款次，其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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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價方式辦理之原因：_______；第 16 款之情形須併填主管機關
核准文號）
；□符合採購法第 104 條第 1 項第___款（請列明款次及
相關機關核准文號，非填第 4 款者，其未得以比價方式辦理之原因：
______）；□符合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第___款(請列明款次及相
關機關核准文號，填第 1 款或第 2 款者，其未得以比價方式辦理之
原因：______)；□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___
條第___項第___款規定（其未得以比價方式辦理之原因：_______）
；
□符合地方政府依採購法第 23 條所定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
第___條第___項第___款規定。
□4.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____款辦理（請列明款次）
，並以公告程
序徵求受邀廠商，作為邀請比、議價之用。
□(四)依採購法第 49 條規定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限未達公告金
額之採購案始得採行）。
□1.本案業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本次公告未能取得 3 家以上
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時，將改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理。
十六、本採購：
□(一)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其名稱為：
□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GPA）。
1.門檻金額：（由機關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選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國承諾開放清單所載門檻金額開放，惟簽
署國之門檻金額較我國高者，對該簽署國適用該較高之門檻
金額。
□選項 B：依 GPA 我國承諾開放清單所載門檻金額開放。
2.服務及工程服務：
（由機關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選項
A）
□選項 A：依 GPA 我國承諾開放清單之服務及工程服務開放，
惟僅開放予對該等服務亦相對開放之簽署國。
□選項 B：依 GPA 我國承諾開放清單之服務及工程服務開放。
□臺紐經濟合作協定。
□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其他(請敘明)：
非條約或協定國家之廠商：
□不可參與投標。
□下列外國廠商可以參與投標：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未列明者即不允許)
2.是否允許大陸地區廠商參與：
（未勾選者即不允許；如允許者，須
符合兩岸進口及貿易往來相關規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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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3.給予下列差別待遇（可複選）：
□採購法第 43 條第 1 款之措施(招標文件須列明作為採購評選
之項目及其比率)：
□採購法第 43 條第 2 款之措施：
□採購法第 17 條第 2 項處理辦法之措施：
如為工程採購，廠商履約過程中所使用下列產品或材料之原產地須屬
我國或其他條約或協定國家者（可複選）：
■水泥
■水泥製品
■鋼筋
■預力鋼絞線
■結構鋼
■陶瓷面磚
■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砂石
□木材、竹材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二)不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外國廠商：
□不可參與投標。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勞務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
□不可參與投標。但我國廠商所供應財物或勞務之原產地得為下列外國
者：
1.國家或地區名稱：_________(未列明者即不允許)
2.是否允許供應大陸地區標的：
（未勾選者即不允許；如允許者，須
符合兩岸進口及貿易往來相關規定）
□是
□否
□下列外國廠商可以參與投標：
1.國 家 或地區名稱：_________(未列明者即不允許)
2.是否允許大陸地區廠商參與：（未勾選者即不允許；如允許者
，須符合兩岸進口及貿易往來相關規定）
□是
□否
□3.給予下列差別待遇（可複選）：
□採購法第 43 條第 1 款之措施(招標文件須列明作為採購評選
之項目及其比率)：
□採購法第 43 條第 2 款之措施：
□採購法第 17 條第 2 項處理辦法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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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為工程採購，不論是否允許外國廠商參與投標，廠商履約過程中
所使用下列產品或材料之原產地須屬我國者（可複選）：
■水泥
■水泥製品
■鋼筋
■預力鋼絞線
■結構鋼
■陶瓷面磚
■透水性混凝土地磚
□砂石
□木材、竹材
□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三)廠商所供應整體標的之組成項目(例如製成品之特定組件、工程內含
之材料與設施)，其不允許使用大陸地區產品之項目：
十七、本採購：
□(一)依採購法第 24 條規定以統包辦理招標。
□(二)非以統包辦理招標。
十八、本採購：
□(一)依採購法第 25 條規定允許廠商共同投標(招標文件已附共同投標協議
書範本)；廠商家數上限為□2 家；□3 家；□4 家；□5 家。
□(二)不允許廠商共同投標。
十九、廠商得以電子資料傳輸方式於投標截止期限前遞送投標文件，該電子化資
料，並視同正式文件，得免另備書面文件。供遞送之電傳號碼/網址為(不允
許者免填)：
二十、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應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之期限：自
公告日或邀標日起等標期之四分之一，其尾數不足 1 日者，以 1 日計。
二十一、機關以書面答復前條請求釋疑廠商之期限：投標截止期限前 1 日答復。
二十二、本採購依 採購法第 33 條第 3 項：
□(一)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契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二)不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契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二十三、本採購依 採購法第 35 條：
□(一)允許廠商於在不降低原有功能條件下，可提出可縮減工期、減省經費
或提高效率之替代方案（請載明允許項目）：
□(二)不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二十四、投標文件有效期：自投標時起至開標後______日止。如機關無法於前開
有效期內決標，得於必要時洽請廠商延長投標文件之有效期。
二十五、廠商應遞送投 標 文 件 份 數 ：
□(一)1 式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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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 式 2 份。
□(三)1 式 3 份。
□(四)1 式 4 份。
□(五)1 式 5 份。
□(六)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二十六、投標文件使用文字：
□(一)中文(正體字)。
□(二)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料之圖文資料得使用英文。
□(三)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二十七、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時間(依採購法不公開者免填)：民國___年___月
___日__午___時___分。
二十八、公開開標案件之開標地點(依採購法不公開者免填)：
二十九、公開開標案件有權參加開標之每一投標廠商人數(依採購法不公開或不
限制廠商出席人數者免填)：
三十、依採購法不公開開標之依據：
□(一)依採購法第 21 條規定辦理選擇性招標之資格審查，供建立合格廠商
名單。
□(二)依採購法第 42 條規定採分段開標，後續階段開標之時間及地點無法
預先標示。
□(三)依採購法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
□(四)依採購法第 10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____________（請載明核准文號）：
三十一、本採購開標採：
□(一)不分段開標。所有投標文件置於一標封內，不必按文件屬性分別裝封。
□(二)分段開標（請勾選項目）；投標廠商應就各段標之標封分別裝封並標
示內含資格標、規格標或價格標等：
□公開招標，資格、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
□公開招標，資格與規格合併一段投標、分段開標，再邀符合招標文件
規定之廠商投價格標。
□選擇性招標，邀請廠商就資格、與規格、價格分次投標、分段開標。
□選擇性招標，邀請符合資格之廠商就規格與價格一次投標、分段開標。
三十二、押標金金額(無押標金者免填，有押標金者不得逾新臺幣 5 千萬元)：
□(一)一定金額：
□(二)標價之一定比率：_____%
三十三、採電子投標之廠商，押標金予以減收金額(無者免填)：
三十四、為優良廠商者，押標金予以減收金額(無者免填)：
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者，押標
金予以減收之金額(無者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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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優良營造業，參與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營繕工程之
工程採購者，押標金予以減收金額，其減收金額不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
計算（無者免填，惟押標金、工程保證金或工程保留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獎
勵）：
三十五、押標金有效期(無押標金者免填)：
三十六、押標金繳納期限：截止投標期限前繳納(無押標金者不適用)
三十七、以現金繳納押標金之繳納處所或金融機構帳號(無押標金者免填)：
三十八、無押標金之理由為：
□(一)勞務採購。
□(二)未達公告金額之工程、財物採購。
□(三)以議價方式辦理之採購。
□(四)依市場交易慣例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押標金之必要或可能者。
三十九、履約保證金金額(無者免填)：□ 一定金額：；□ 契約金額之一定比率：
%。
□廠商如以銀行之書面連帶保證或開發或保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繳納
履約保證金者，機關得視該銀行之債信、過去履行連帶保證之紀錄等，經
機關審核後始予接受。廠商以押標金轉換為履約保證金時，亦同。
四十、得標廠商提出其他廠商之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者，履約保證金予以減收之
金額(無者免填)：
四十一、得標廠商為優良廠商者，履約保證金予以減收之金額(無者免填)：
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
廠商者，履約保證金予以減收之金額(無者免填)：
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優良營造業，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法
所稱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履約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其減收金額不
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無者免填，惟押標金、工程保證金或工程
保留款應至少擇一項給予獎勵）：
四十二、履約保證金有效期(無履約保證金者免填)：
廠商以銀行開發或保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銀行之書面連帶保證或
保險公司之保證保險單繳納履約保證金者，其有效期應較契約約定之最
後施工、供應或安裝期限長___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自行填列，未填列
者，為 90 日）。但得標廠商以銀行開立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或銀行
之書面連帶保證繳納，有效期未能立即涵蓋上述有效期，須先以較短有
效期繳納者，其有效期每次至少 年（由機關於招標時自行填列，未
填列者，為 3 年，末次之有效期得少於 3 年）。得標廠商應於有效期屆
滿前 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自行填列，未填列者，為 30 日）辦理完成
繳交符合契約約定額度之保證金。
四十三、履約保證金繳納期限(無履約保證金者免填)：
四十四、無履約保證金之理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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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勞務採購。
□(二)未達公告金額之工程、財物採購。
□(三)依市場交易慣例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履約保證金之必要或可能
者。
四十五、保固保證金金額(無者免填)：
四十六、保固保證金有效期(無保固保證金者免填)：
四十七、保固保證金繳納期限(無保固保證金者免填)：
四十八、得標廠商提出其他廠商之履約及賠償連帶保證者，保固保證金予以減收
之金額(無者免填)：
四十九、得標廠商為優良廠商者，保固保證金予以減收之金額(無者免填)：
得標廠商為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 33 條之 6 所稱全球化廠商
者，保固保證金予以減收之金額(無者免填)：
得標廠商為營造業法第 51 條所稱優良營造業，且得標案件屬營造業法所稱
營繕工程之工程採購者，保固保證金予以減收金額，其減收金額不併入前 2
項減收總額度計算（無者免填，惟押標金、工程保證金或工程保留款應至少
擇一項給予獎勵）：
五十、預付款還款保證金額(無者免填)：
五十一、預付款還款保證有效期(無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免填)：
五十二、預付款還款保證繳納期限(無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免填)：
五十三、各種保證金之繳納處所或金融機構帳號(無保證金者免填)：
五十四、押標金及保證金應由廠商以現金、金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保付支
票、郵政匯票、政府公債、設定質權之金融機構定期存款單、銀行開發或保
兌之不可撤銷擔保信用狀繳納，或取具銀行之書面連帶保證、保險公司之
連帶保證保險單繳納，並應符合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之
格式。
五十五、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未依招標文
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無需押標金之案件免列）
(一)以虛偽不實之文件投標。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參加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得標後拒不簽約。
(五)開標後應得標者不接受決標或拒不簽約。
(六)對採購有關人員行求、期約或交付不正利益。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令行為者。
前項追繳押標金之情形，屬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追繳金額依招標
文件中規定之額度定之；其為標價之一定比率而無標價可供計算者，以預算
金額代之。
附記：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如下（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4 年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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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企字第 10400225210 號令）：
1.有採購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行為者」
情形。
2.有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至第 5 款、第 7 款情形之一。
3.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參加投標。
4.廠商或其代表人、代理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有採購法第 87 條
各項構成要件事實之一。
5.廠商或其代表人、代理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就有關招標、審
標、決標事項，對公務員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
五十六、廠商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減收押標金，其有不
發還押標金之情形者，應就不發還金額中屬減收之金額補繳之。其經主管
機關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取消優良廠商資格或全球化廠商資格，
或經各機關依採購法第 102 條第 3 項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尚在採購
法第 103 條第 1 項所定期限內者，亦同。
五十七、本採購：
□(一)訂底價，但不公告底價。
□(二)訂底價，並公告底價。底價為：______________元。
□(三)不訂底價，理由為：□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以最
有利標決標之採購；□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社會福利服
務或文化創意服務者，以不訂底價之最有利標；□小額採購。
五十八、決標原則：
□(一)最低標：
□1.非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理。
□2.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 採評分及格最低標(審查項目、標
準及審查方式如附件)。
□(二)最有利標(評選項目、標準及評定方式如附件)。
□1.依採購法第 56 條適用最有利標(需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2.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第 10 款；□第 11 款；□第 14
款準用最有利標。
□3.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參考最有利標精神擇符合需要者辦理議價。
□達一定分數或序位之未得標廠商，發給一定金額之獎勵金(由機關
敘明一定分數或序位及其相對應之獎勵金)
□分數(序位)：
；獎勵金：新臺幣
元
□分數(序位)：
；獎勵金：新臺幣
元
□分數(序位)：
；獎勵金：新臺幣
元
□(三)最高標。
五十九、本採購採：
□(一)非複數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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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數決標，保留採購項目或數量選擇之組合權利 (項目或數量選擇
之組合方式如附件。例如得由廠商分項報價之項目，或依不同數量報
價之項目及數量之上、下限；投標廠商得標項目或數量之限制、開標
順序、願比照得標廠商之價格者得併列為得標廠商、決標廠商家數上
限等)。
六十、本採購：
□(一)預算未完成立法程序前，得先辦理保留決標，俟預算通過後始決標
生效。
□(二)決標方式為：
□1.總價決標。
□2.分項決標。
□3.分組決標。
□4.依數量決標。
□5.單價決標（以單價乘以預估數量之和決定得標廠商）。
□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三)屬勞動派遣（指派遣事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勞工至機關提供勞務，接
受各該機關指揮監督管理之行為）：派遣勞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
用，並向各機關提供勞務者）之薪資（內含勞工依法自行負擔之勞保、
健保、就業保險費用）與廠商應負擔之勞保、健保、就業保險費用、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提繳費及勞工退休金等費用，採固定金額支付，不
列入報價範圍。廠商僅需就管理費用（含利潤、相關稅捐及管理所需
一切費用等）報價。決標後，廠商報價與前述固定金額合計為契約總
價，詳如附件報價明細表【註：報價明細表範例如附件，機關於招標
時依案件性質參酌調整後附於投標須知。派遣勞工之加班費及差旅費，
不含於契約價金，如發生此等費用，其計算方式依勞動法令規定另行
支付】。
六十一、無法決標時是否得依採購法第 56 條規定採行協商措施：
□(一)是；採行協商措施得更改之項目（請敘明）：
□(二)否。
六十二、本採購保留未來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利，擬增購之項目及內容(請載明
擴充之金額、數量或期間上限，並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金額計入
採購金額。未保留增購權利者免填)：
六十三、本採購適用採購法：
□(一)無例外情形。
□(二)本機關係軍事機關而有採購法第 104 條第 1 項但書之例外情形。
□(三)有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之例外情形。
□(四)有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之例外情形。
六十四、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如允許依法令免申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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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本項基本資格證明文件之廠商參與投標，一併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
明文件)：
□本採購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
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廠商不得為大陸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陸資成
分廠商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陸資資訊服務業者。(上開業務範
疇及陸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站
http://www.moeaic.gov.tw/)。
（註：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案，如勾選本項
者，請依 GPA 第 3 條規定，妥適考量本須知第 16 點之勾選）
□本採購內容涉及國家安全，不允許大陸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陸資成分廠
商及在臺陸資廠商參與。
（註：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案，如勾選本項者，
請依 GPA 第 3 條規定，妥適考量本須知第 16 點之勾選）
□本採購允許合作社參與投標，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應附具合作社章程，
且章程業務項目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
六十五、本採購屬特殊採購；符合「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第 6 條第___款；□第 7 條第___款(請註明款次)。（非特殊採購者免填）
六十六、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如下(限特殊或巨額之採購方
可規定特定資格條件)：
六十七、廠商所提出之資格文件影本，本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廠商限期提出正本
供查驗，查驗結果如與正本不符，係不實之文件者，依採購法第 50 條規定
辦理。
不同投標廠商參與投標，不得由同一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開標、評審、評選
、決標等會議，如有由同一廠商之人員代表出席情形，依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7 款規定辦理。
投標廠商之標價有下列情形之一為投標文件內容不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預算或底價未公告者免填)
□(一)高於公告之預算者。
□(二)高於公告之底價者。
機 關 辦 理 採 購 有 下 列 情 形 之 一 者 ， 得 依 採 購 法 第 50 條 第 1 項 第 5
款「 不 同 投 標 廠 商 間 之 投 標 文 件 內 容 有 重 大 異 常 關 聯 者 」之 規 定 及
行為事實，判斷認定是否有該款情形後處理：
(一)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
(二)押標金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三)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連號，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者。
(四)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聯絡人或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
(五)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之情形者。
機關辦理採購有「廠商投標文件所載負責人為同一人」之情形者，
得 依 採 購 法 第 50 條 第 1 項 第 5 款 「 不 同 投 標 廠 商 間 之 投 標 文 件 內
容有重大異常關聯者」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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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辦 理 採 購，有 3 家 以 上 合 格 廠 商 投 標，開 標 後 有 2 家 以 上 廠 商
有 下 列 情 形 之 一，致 僅 餘 1 家 廠 商 符 合 招 標 文 件 規 定 者，得 依 採 購
法 第 48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 發 現 有 足 以 影 響 採 購 公 正 之 違 法 或 不 當
行 為 者 」 或 第 50 條 第 1 項 第 7 款 「 其 他 影 響 採 購 公 正 之 違 反 法 令
行為」之規定及行為事實，判斷認定是否有各該款情形後處理：
(一)押標金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二)投標文件為空白文件、無關文件或標封內空無一物。
(三)資格、規格或價格文件未附或不符合規定。
(四)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或公告之底價。
(五)其他疑似刻意造成不合格標之情形。
□工程採購案件，其屬營造業法所定營繕工程者，投標廠商屬營造業，可
為決標對象，但決標金額高於營造業法所規定之承攬造價限額時，不決
標予該廠商。
□工程採購案件，其屬營造業法所定營繕工程者，投標之土木包工業須登
記於工程所在地區之直轄市、縣(市)或營造業法第 11 條所定毗鄰之直轄
市、縣(市)。如有違反，屬投標文件內容不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六十八、外國廠商之投標資格及應提出之資格文件，附經公證或認證之中文譯本
(不允許外國廠商投標者免填)：
六十九、以選擇性招標方式辦理者，其限制投標廠商資格之理由及其必要性(非
選擇性招標者免填)：
七十、招標標的之功能、效益、規格、標準、數量或場所等說明及得標廠商應履
行之契約責任：由招標機關另備如附件。
七十一、依採購法第 65 條及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87 條之規定，本採購標的之下列
部分及依其他法規規定應由得標廠商自行履約之部分，不得由其他廠商代
為履行(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無者免填)：
□(一)主要部分為：
□(二)應由得標廠商自行履行之部分為：
□規劃設計契約之 BIM 應用
□施工契約之 BIM 應用
□監造契約之 BIM 應用
□專案管理契約之 BIM 應用
□統包契約之 BIM 應用
□維護管理契約之 BIM 應用
□其他 BIM 應用：______。
□除前項所列者外，屬營造業法第 3 條第 1 款之營繕工程，且得標廠商為營
造業者，其主要部分尚包括：工地主任、工地負責人、專任工程人員、安
全衛生人員均應為廠商僱用之人員。
七十二、招標文件如有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利、設計或型式、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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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其提出同等品
之時機為：(由機關於招標時擇一勾選；未勾選者，為選項(二))
□(一)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
價格及功能、效益、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料，以供審查。
□(二)得標廠商得於使用同等品前，依契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
價格及功能、效益、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料，以供審查。
七十三、投標廠商之標價條件：
□(一)送達招標機關指定地點(由招標機關敘明地點)：
□(二)於招標機關指定地點完工(由招標機關敘明地點)：
□(三)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七十四、投標廠商標價幣別：
□(一)新臺幣。
□(二)外幣：______(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種類)。
□(三)新臺幣或外幣:___________(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種類，該
外幣並以決標前一辦公日臺灣銀行外匯交易收盤即期賣出匯率折算
總價)
七十五、採購標的之維護修理(不需維護修理者免填)：
□(一)由得標廠商負責一定期間，費用計入標價決標(招標機關敘明其期間)：
□(二)由機關自行負責。
□(三)另行招標。
七十六、廠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參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或協
助投標廠商：
(一)提供規劃、設計服務之廠商，於依該規劃、設計結果辦理之採購。
(二)代擬招標文件之廠商，於依該招標文件辦理之採購。
(三)提供審標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四)因履行機關契約而知悉其他廠商無法知悉或應秘密之資訊之廠商，
於使用該等資訊有利於該廠商得標之採購。
(五)提供專案管理服務之廠商，於該服務有關之採購。
□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情形，於無利益衝突或無不公平競爭之虞，經
機關同意者（本項未勾選者，表示機關不同意）
，得不適用於後續辦
理之採購。上述無利益衝突或無不公平競爭之虞之情形，於第 1 款指
前階段規劃或設計服務之成果一併於招標文件公開，且經機關認為
參與前階段作業之廠商無競爭優勢者。
七十七、全份招標文件包括：（可複選；刊登於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本案招標公告
為招標文件之一部分，不另檢附）
□(一)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
□(二)投標須知。
□(三)投標標價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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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標廠商聲明書。
□(五)契約條款。
□(六)招標規範。
□(七)技術服務或工程採購案，「廠商參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律責任」
及廠商切結書（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1 年 1 月 13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017900 號函修訂）：
□切結書 1
□切結書 2（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執業技師）
□切結書 3（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
□切結書 4（營造業工地主任）
□(八)資訊服務採購案，資訊服務費用估算表。
□(九)鐵道工程 BIM 業主需求
□(十)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
□(十一)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十一)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無者免填)
七十八、投標廠商應依規定填妥（不得使用鉛筆）本招標文件所附招標投標及契
約文件、投標標價清單，連同資格文件、規格文件及招標文件所規定之其他
文件，密封後投標。惟屬一次投標分段開標者，各階段之投標文件應分別密
封後，再以大封套合併裝封。所有內外封套外部皆須書明投標廠商名稱、地
址及採購案號或招標標的。廠商所提供之投標、契約及履約文件，建議採雙
面列印，以節省紙張，愛惜資源。
涉及未得標廠商投標文件著作財產權，機關如欲使用該等文件，應經該廠
商同意無償授權機關使用，或由機關給予報酬後，於彼此約定範圍內使用。
七十九、投標文件須於___年___月___日___時___分前，以郵遞、專人送達或電
子投標方式送達至下列收件地點或網站：
八十、電子領標廠商之投標封附上該標案之領標電子憑據書面明細，或於開標後
依機關通知再行提出。
八十一、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相關法令。
八十二、其他須知（請機關自行訂定。例如：採共同投標、統包、替代方案、國
內廠商標價優惠、適用或準用最有利標評選作業或優先採購環保產品等方
式辦理者，應注意依相關法規，將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事項納入。）：
八十三、受理廠商檢舉之採購稽核小組連絡電話、傳真及地址與法務部調查局及
機關所在地之調查站處（站、組）檢舉電話及信箱：
八十四、法務部廉政署受理檢舉電話：0800-286-586；檢舉信箱：10099 國史館
郵局第 153 號信箱；傳真檢舉專線：02-2381-1234；電子郵件檢舉信箱：
gechief-p@mail.moj.gov.tw；24 小時檢舉中心地址：10048 臺北市中正區博
愛路 1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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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結書 1（投標時檢附）
本廠商
參與(招標機關)辦理(標的名稱)招標案，對於廠商之責任，
包括刑事、民事與行政責任，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並願確實遵行。
立書人
投標廠商：
(蓋章)
負責人：
(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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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結書 2（投標時檢附）
本人
受聘於(投標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為承辦(招標機關)辦理
(標的名稱)之執業技師，對於執業技師之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行政責任，已
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並願確實遵行。
立書人
技師：
(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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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結書 3（開工前檢附）
本人
受聘於(得標之營造業)，為承辦(招標機關)辦理(標的名稱)招
標案之專任工程人員，對於專任工程人員之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行政責任，
已充分瞭解相關之法令規定，並願確實遵行。
立書人
專任工程人員：
(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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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結書 4（開工前檢附）
本人
受聘於(得標之營造業)，為承辦(招標機關)辦理(標的名稱)招
標案之工地主任，對於工地主任之責任，包括刑事、民事與行政責任，已充分瞭
解相關之法令規定，並願確實遵行。
立書人
工地主任：
(蓋章)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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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鐵道工程 BIM 應用(TWR-01-00)
(請參考附檔：TWR-01-00-鐵道工程 BIM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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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1-00 鐵道工程 BIM 應用
BIM Uses for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 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契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 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勞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不同階段
(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行而應用 BIM 技術，
透過此文件說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契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 鐵道工程 BIM 應用(BIM Uses)，係指在設施(鐵道計畫)生命週期各階段中，藉
由 BIM 技術的輔助或應用，以達到一個或多個特定的 BIM 目的之方法，進而有
效的產生應用 BIM 技術的效益。
(五) 採用鐵道工程 BIM 應用之目的，為在搭配鐵道工程 BIM 指引下，業主評估認
為可以透過指定的 BIM 應用類型，在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內基礎上，經
由廠商完成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之交付後，進而達成 BIM 應用目的，使專
案的利害關係人能夠獲利於 BIM 技術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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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鐵道工程 BIM 應用
(一) 此 BIM 應用是以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的「BIM Project Execution Planning Guide V2.1」及美國建築科學研究所發布「National BIM Guide for Owners」
內的 BIM 應用為基礎，考量鐵道工程專案之特性與國內應用實務經驗編撰而成。各專案於選擇合適的 BIM 應用時，應考量本身的能力、資源
與專案特性後決定，不應盲目決定。
(二) 下表中符號意義為●建議納入；◐視專案需求納入；○納入需較多成本或較高技術門檻；同時出現兩種符號為因應用目的不同而不同。
編號

BIM 應用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U2

先期規劃方案建模(Preliminary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BIM-U3

基地分析(Site Analysis)

BIM-U4

規劃結果建模(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BIM-U5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算)(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BIM-U6

歷時規劃(4D 模擬)(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BIM-U7

設計表達(Design Authoring)

BIM-U8

工程設計分析(Engineering Analysis)

BIM-U9

整合(Coordination)

BIM-U10

永續性/EEWH 評估(Sustainability/EEWH Evaluation)

BIM-U11

設計成果檢核(Design Review)

BIM-U12

出圖(Drawing Production)

BIM-U13

設計圖審(Code Validation)

BIM-U14

系統設計(虛擬實體)(Co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Virtual Mockup))

BIM-U15

數位製造(Digital Fabrication)

BIM-U16

3D 放樣與施工定位控制(3D Control and Planning/ Digital Layout)

BIM-U17 現地實況、施工管理、試運轉及設施移交追蹤紀錄(Field and Management Tracking)
BIM-U18

集成模型匯編(Record Modeling)

BIM-U19

設施設備(預防性)維護管理規劃(Building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Scheduling)

BIM-U20

設施系統機能檢測與分析(Building Systems Analysis)

BIM-U21

資產管理(Asset Management)

BIM-U22

設施空間管理與監控紀錄(Space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BIM-U23

災害應變規劃(Disaster Planning)

BIM-U24

集成模型更新(Record Model Updating)

可行性評估

綜合規劃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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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命週期階段：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
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U2：
先期規劃方案建模

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提供技術可行性評估作業所 ☐基地現況模型
需現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先期 ☐先期規劃模型
規劃階段線形導入之評估方 ☐以先期規劃模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視專案需求
納入

☐基地現況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程度以
能充分提供技術可行性評估時所需基地現
況資訊之查詢與利用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路廊部分：☐地形、☐地物(☐建築物、☐
道路、☐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
川)、☐地質調查結果、☐周邊相關工程建
設(既有及計畫中均包含在內)、☐路權範
圍(☐既有鐵道路權、☐工程用地範圍初步
路權)、☐管線初步調查結果、☐其
他：
。
☐場站部分：☐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
用分區為主)、☐既有場站、☐古蹟或歷史
建物、☐地質調查結果、☐其他：
。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理位置(座標)、☐地形測量結果產出之
地形地勢資訊、☐地質條件、☐沿線流域概
況、☐沿線設施建物、☐土地所有權歸屬、
☐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

☐先期規劃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程度以
能清楚表達各評估方案平面線形及縱斷面

◐

納入需較多
成本或較高
技術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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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利技術可行性評估，進而
對規劃方案之選定發揮輔助
效果。

型輔助完成之
技術可行性評
估報告

線形之先期規劃構想為主。
☐先期規劃模型應充分整合運用本專案指定
基地現況模型所提供之資訊進行技術可行
性評估，並將整合運用情形完整說明並呈現
於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中。
☐鐵道改建計畫，先期規劃模型中須同時包含
臨時軌道及永久軌道之線形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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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命週期階段：綜合規劃
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綜合規劃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提供軌道定線規劃所需相關資 ☐基地現況模型
訊之查詢及利用。

☐提供結構配置及場站規劃所需 ☐基地現況模型
相關資訊之查詢及利用。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基地現況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程度以
能充分提供軌道定線規劃所需資訊之查詢
與利用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路廊部分：☐地形、☐地物(☐建築物、☐
道路、☐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
川)、☐地質調查結果、☐周邊相關工程建
設(既有及計畫中均包含在內)、☐路權範
圍(☐既有鐵道路權、☐工程用地範圍路
權)、☐管線調查結果、☐其他：
。
☐場站部分：☐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
用分區為主)、☐既有場站、☐古蹟或歷史
建物、☐地質調查結果、☐其他：
。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理位置(座標)、☐地形測量結果產出之
地形地勢資訊、☐地質條件、☐沿線流域概
況、☐沿線設施建物、☐土地所有權歸屬、
☐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

☐基地現況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程度以
能充分提供結構配置及場站規劃(含減噪設
施配置)所需資訊之查詢與利用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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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綜合規劃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建模應包含之資訊：
☐地形地勢、☐地質條件、☐沿線流域概況、
☐道路寬度、☐地下管線、☐沿線設施建物、
☐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提供其他綜合規劃作業所需現 ☐基地現況模型
地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BIM-U3：
基地分析
Site Analysis

☐基地現況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程度以
能充分提供其他綜合規劃作業所需現地資訊
之查詢與利用為主。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形地勢、☐地質條件、☐沿線流域概況、
☐周邊重大公共設施、☐周邊重要運輸據點及
轉乘設施、☐主要路口、☐道路寬度、☐地下
管線、☐沿線設施建物、☐環境敏感區、☐其
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評估不同軌道定線規劃、結構 ☐軌道定線規劃方 ☐須包含運用 BIM、GIS 或電子地圖等技術工
配置規劃、站區規劃、機廠配 案優劣評估分析 具評估各方案屬性優劣之過程與綜合評比結
果。
置方案之優劣，以利選擇最佳 報告
☐以模型呈現最佳方案之軌道定線規劃情形，
方案。
模型發展程度以能充分表達軌道線形、淨空
(禁限建)範圍等資訊為主。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車站可及性、☐車站間距、☐預算規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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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綜合規劃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建議納入

環境影響程度、☐交通衝擊程度、其他：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結構配置規劃方 ☐須包含運用 BIM、GIS 或電子地圖等技術工
案優劣評估分析 具評估各方案屬性優劣之過程與綜合評比結
報告
果。
☐報告應包含之資訊：
☐預算規模、☐環境影響程度、☐交通衝擊
程度、其他：
。
☐站區規劃方案優☐須包含運用 BIM、GIS 或電子地圖等技術工
劣評估分析報告
具評估各方案屬性優劣之過程與綜合評比結
果。
☐以模型呈現最佳方案之站區規劃情形及其在軌
道線形上之相對位置，模型發展程度以能充分
表達站區位置、範圍及量體等資訊為主。
☐報告應包含之資訊：
☐車站可及性、☐車站間距、☐預算規模、
☐環境影響程度、☐交通衝擊程度、其
他：
。
☐機廠配置方案優 ☐須包含運用 BIM、GIS 或電子地圖等技術工
劣評估分析報告 具評估各方案屬性優劣之過程與綜合評比結
果。
☐以模型呈現最佳方案之機廠配置情形及其在
軌道線形上之相對位置，模型發展程度以能
充分表達機廠位置、範圍及量體等資訊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駐車廠、☐維修工廠、☐物料儲存區、☐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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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BIM-U4：
規劃結果建模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綜合規劃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定 ☐軌道定線模型
線方案，以利預算及期程規劃。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木軌道廠及軌道維修基地、☐噴漆場、☐洗
車場、☐底盤清洗場、☐污水處理場、☐管
理中心電子維修辦公區、☐行政管理中心、
☐維修管理中心、☐訓練中心、☐測試軌、
☐工廠辦公區、☐機廠控制中心、☐柴油加
油站、☐醫療急救站、☐員工餐廳、☐其
他：
。
☐規劃結果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程度以能
清楚表達平面線形及縱斷面線形之綜合規劃
方案為主。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平面及縱斷面線形、☐最小曲率半徑、☐
最大縱坡、☐縱坡變化點豎曲線、☐其
他：
。
☐鐵道改建計畫，則須包含臨時軌道及永久軌
道。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 ☐結構配置規劃模 ☐規劃結果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程度以能
配置規劃(含減噪設施配置)方 型
清楚表達結構形式、量體輪廓等資訊為主。
案，以利預算及期程規劃。
☐預算及期程規劃資訊應由模型輔助產生。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新設 ☐新設場站規劃模 ☐規劃結果模型之內容及各元件發展程度以能
場站規劃方案以利預算及期 型
清楚表達月台層、調車場、貨場、維修基地
程規劃或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等設施之綜合規劃結果為主。
之研議。
☐月台層規劃結果應包含月台、軌道及核心/系
統機電等面向。
☐用以輔助都市計畫變更作業之研議，模型發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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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綜合規劃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展程度以能清楚表達場站之位置、出入口、
各樓層配置、停車場配置、動線規劃，以及
提供周邊計畫道路等資訊為主。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新設 ☐新設路廊規劃模 ☐模型發展程度以能清楚表達新設路廊規劃結
路廊規劃方案以利預算及期 型
果為主。
程規劃。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軌道配置、☐系統機電規劃、☐平交道、☐
陸橋、☐地下道、☐地下管線處理、☐重要路
口交通維持計畫、☐都市縫合(含新闢道路)、
☐過河段、☐其他：
。
☐地下化之路廊部分，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隧道、☐逃生口、☐抽水站、☐通風口、☐
新生土地利用、其他：
。
☐高架化之路廊部分，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高架橋梁、☐橋下多目標使用之規劃結果、
☐其他：
。
☐預算及期程規劃資訊應由模型輔助產生。
☐針對已建置模型提供預算及期 ☐定案之數量清單 ☐從呈現綜合規劃成果之 BIM 模型中產出預
☐各式規劃方案成 算及期程規劃所需之量體資訊清單。
程規劃所需之量體資訊。
本分析報告
☐預算及期程規劃資訊應由模型輔助產生。

☐BIM-U5：
成本估算(含數量
計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BIM-U6：
☐提供 4D 視覺化模擬以與業主 ☐4D 模擬分析報 ☐以綜合規劃成果之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技
術工具，呈現專案推動進程、里程碑及總期
歷時規劃(4D 模擬)
針對規劃內容做更有效的溝 告
程之 4D 模擬動畫。
Phase Planning (4D
☐4D 模擬動畫
通。

●

◐

○
頁次：9/40

TWR-01-00

版本日期：2019/10/1

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Modeling)

綜合規劃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4D 模擬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
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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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命週期階段：基本設計
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提供基本設計所需現地資訊 ☐基地現況模型
之查詢與利用。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須能提供基本設計階段掌握與基地相接道路與
敷地(☐綠地、☐廣場、☐其他：
)之範圍、
分層土質或舖面結構等資訊。
☐須能提供前項道路及敷地下方既有地下管道/
線與地下物(☐地下結構物、☐古蹟遺址、☐其
他：
等)之位置及範圍、名稱、材質、內容
物、管理單位、管理現況等資訊。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路廊部分：☐地形、☐地物(☐建築物、☐道
路、☐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川)、
☐地質調查結果、☐周邊相關工程建設(既
有及計畫中均包含在內)、☐路權範圍(☐既
有鐵道路權、☐工程用地範圍路權)、☐管
線調查結果、☐其他：
。
☐場站部分：☐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
用分區為主)、☐既有場站、☐古蹟或歷史
建物、☐地質調查結果、☐其他：
。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理位置/座標、☐地形地勢、☐地質條件、
☐沿線流域概況、☐周邊重要運輸據點及轉
乘設施、☐周邊道路、☐敷地及植栽、☐周邊
既有地下管道/線與地下物、☐沿線設施建
物、☐土地所有權歸屬、其他：
。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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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提供軌道線形設計所需相關 ☐基地現況模型
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基 ☐基地現況模型
本設計模型的一部分。

☐模型發展程度以能充分提供資訊之查詢與利
用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資訊：
☐1:500 地形地勢、☐沿線流域概況、☐沿線
設施建物、☐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

☐模型發展程度以能完整銜接基本設計模型、且
能充分提供基本設計所需現地資訊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路廊部分：☐地形、☐地物(☐建築物、☐道
路、☐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川)、
☐地質調查結果、☐周邊相關工程建設(既
有及計畫中均包含在內)、☐路權範圍(☐既
有鐵道路權、☐工程用地範圍路權)、☐管
線調查結果、☐其他：
。
☐場站部分：☐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
用分區為主)、☐既有場站、☐古蹟或歷史
建物、☐地質調查結果、☐其他：
。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理位置/座標、☐地形地勢、☐地質條件、
☐沿線流域概況、☐周邊重要運輸據點及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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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 BIM-U5：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
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 BIM-U6：
歷時規劃(4D 模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乘設施、☐周邊道路、☐敷地及植栽、☐周邊
既有地下管道/線與地下物、☐沿線設施建
物、☐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針對已建置模型提供工程經 ☐設計方案之數量 ☐由 3D 基設成果(可能包含軌道線形、土建線
形、車站、水環與維修機廠等模型)所產出可
費概估及施工期程預估所需 清單
☐重要替代方案成 作為經費概估及施工期程預估依據之工程數
之工程數量資訊。
量明細。
本分析報告
☐透過 4D 模擬動態評估施工可 ☐交維構想 4D 模 ☐利用基本設計模型完成之交通衝擊 4D 動態
評估結果。
能造成之交通衝擊及檢討交 擬分析報告
通維持構想之適宜性及完整 ☐交維構想 4D 模
擬動畫
性。
☐交通衝擊 4D 模
擬分析報告
☐交通衝擊 4D 模
擬動畫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平 ☐車站動線初步檢 ☐利用車站基設模型及 4D 模擬技術所完成平
時與緊急情況下內外動線規 討 4D 模擬分析 時與緊急情況下之車站內外動線分析與檢
討。
劃構想之順暢度，以確保旅客 報告
安全性與舒適性、轉乘便利 ☐車站動線初步檢
性、及營運與維修之便利性。 討 4D 模擬動畫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服 ☐車站服務設施及 ☐利用車站基設模型及 4D 模擬技術所完成服
務設施及設備之容量設計是 設備設計容量檢 務設施及設備容量設計充足性之檢討。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

●

◐
頁次：13/40

TWR-01-00

版本日期：2019/10/1

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否滿足需求。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討 4D 模擬分析 ☐模型應檢討的項次：
報告
☐平日最大尖峰小時及特殊旅運需求尖峰(例
☐車站服務設施及 如連續假期、大型活動)期間之月台層及穿堂
設備設計容量檢 層進出口容量；☐緊急疏散時之月台層及穿
討 4D 模擬動畫 堂層出口容量；☐平日最大尖峰小時及特殊
旅運需求尖峰(例如連續假期、大型活動)期間
之售票窗口及自動售票機數量；☐平日最大
尖峰小時及特殊旅運需求尖峰(例如連續假
期、大型活動)期間之穿堂層、月台層及候車
空間之旅客容納量。
☐檢討應考量的時間點：☐長程規劃設計目標年
為止、☐分期建設協助規劃適當的位置與足
夠的空間以供擴增之用。

☐BIM-U7：
設計表達
Design Authoring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 ☐軌道定線基本設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基本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計模型
線形基本設計。
軌道定線設計內容為主。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平面及縱斷面線形、☐超高佈置、☐最小曲
率半徑、☐最大縱坡、☐縱坡變化點豎曲線、
☐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車站 ☐車站基本設計模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基本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型
車站設計內容為主。
基本設計。
☐建模應包含之項目：
☐牆體、☐結構牆、☐版/樓版、☐門、☐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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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百葉窗、☐柱、☐梁、☐樓梯/踏板/坡道、☐帷
幕牆、☐陽台、☐屋頂、☐天窗、☐欄杆/扶手、
☐天花板、☐空間、☐防煙垂壁、☐電梯/電扶
梯外型量體、☐服務平台/結構通道/供應管道
/其他售票/加值機外觀/候車站刷卡機外觀、☐
其他
。
☐建模須額外包含之項次：
☐周邊附屬設施、☐景觀、☐其他
。
☐輔助提送 3D 模型供都市設計審議。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 ☐基本結構設計模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基本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型
基本設計。
結構設計內容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目：
☐連續壁/擋土牆/筏式基礎/基座/獨立基礎/聯
合基礎、☐樓版/屋頂版、☐梁、☐構架、☐柱、
☐牆、☐樓梯/踏板/坡道、☐開孔、☐特殊結構
/隧道/外部結構/陽台/遮雨棚、☐其他
。
☐須包含車站及橫渡線。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維修 ☐維修機廠基本設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基本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計模型
機廠基本設計。
之維修機廠設計內容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駐車廠、☐維修工廠、☐物料儲存區、☐土
木軌道廠及軌道維修基地、☐噴漆場、☐洗車
場、☐底盤清洗場、☐污水處理場、☐管理中
心電子維修辦公區、☐行政管理中心、☐維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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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U8：
☐藉由 3D 視覺化分析改善照明
工程設計分析
計畫之效率、品質與節能績
Engineering Analysis
效。
☐將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能
源分析軟體，評估分析出有效
降低使用階段場站建築耗電
強 度 (Energy Use Intensity,
EUI)之方案。

☐以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火
災模擬軟體分析評估防火規
劃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管理中心、☐訓練中心、☐測試軌、☐工廠辦
公區、☐機廠控制中心、☐柴油加油站、☐醫
療急救站、☐員工餐廳、☐其他：
。
☐照明規劃分析報 ☐經由照明分析軟體結合 BIM 模型產出之照明
告
計畫方案擇選過程及結果。
☐方案之擇選必須綜合評量照明效率、照明品
質及節能績效。
☐場站初步設計能 ☐建築外殼及設施設備設計方案內容視分析層
耗分析報告
級而定，應包含之項目：
☐樓板類型、☐樓地板面積、☐建築年齡、☐
牆體類型、☐照明類型、☐窗隔熱層厚度、☐
窗玻璃性能、☐陰影(遮陽)尺寸、☐空調效率、
☐牆隔熱層厚度、☐牆隔熱層性能(R 值)外氣
入滲率、☐其他：
。
☐經由能源分析軟體結合車站(含周邊附屬設
施(ex.停車場))基本設計模型所產出建築外殼
及設施設備設計方案之擇選過程及結果。
☐各方案之擇選須綜合考量能源分析軟體所提
供之建築 EUI 評分結果、建築耗能模擬結果、
建築外殼診斷、空調及照明設備之診斷等項
目，且建築耗電強度之評估期間需涵蓋預估
之設施使用年限。
☐防火規劃與評估 ☐經由火災模擬軟體結合所有基本設計模型所
報告
產出對設施整體防火性能、防火區劃及防火
避難規劃完整性及適宜性之評估檢討結果。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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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以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災
害應變模擬軟體分析評估災
害應變方案。

☐BIM-U9：
整合
Coordination

☐利用 BIM 模型確認軌道定線
方案與周邊既有結構物淨空
範圍之評估結果。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
檢查功能，協助發現問題並落
實系統內與系統間之整合工
作。

☐以整合模型檢討既有地下管
線與基本設計方案之衝突或
施工風險，並可協助進行方案
檢討及管線處理規劃。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應建置的防火有關設施，包含：☐消防安全設
備、☐防火避難設施、☐其他：
。
☐防災規劃與評估 ☐利用 3D 模型檢視建築空間配置之功能，並可
報告
掛載防救災相關之模型元件與資訊，依據模
型規劃及標示避難路線，以達成防災規劃、防
災訓練及災害救援作業之整合。
☐其他應納入檢核的項次：
。
☐3D 檢核分析報 ☐依據軌道定線基本設計模型完成的全線建築
告
界限範疇界定，以及淨空檢核結果。
☐其他應納入檢核的項次：
。
☐檢核與整合之執☐整合範疇，包含☐軌道線形、☐土建線形、☐
行方法與成果驗 車站、☐水環、☐電梯/電扶梯與、☐維修機
證分析報告
廠、☐其他：
。
☐交付內容須包含各方面檢核與整合工作的執
行方法與成果驗證報告。
☐此階段若有要求由模型輔助進行 Category A
CSD/SEM 檢討，則相關整合事項必須包含於
本項工作中。
☐評估分析報告 ☐以 BIM 模型呈現既有地下管線與基本設計方
案之衝突檢討結果及風險評估結果。
☐應納入檢核之地下管線包含：
☐電信、☐電力、☐路燈、☐自來水、☐污水
下水道、☐雨水下水道、☐瓦斯、☐水利、☐
輸油、☐軍用、☐其他：
。
☐規劃分析報告 ☐以 BIM 模型呈現基本設計調整方案及管線處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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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理規劃方案。
☐應納入檢核之地下管線包含：
☐電信、☐電力、☐路燈、☐自來水、☐污水
下水道、☐雨水下水道、☐瓦斯、☐水利、☐
輸油、☐軍用、☐其他：
。
☐ BIM-U10：
☐以 BIM 模型協助提供車站建 ☐車站基本設計模 ☐由車站基本設計模型所擷取出綠建築指標初
永續性/綠建築評估
築進行綠建築指標初期評估 型產出綠建築指 期評估所需之特定資訊(EEWH 評估系統中
標初期評估所需 各項指標所牽涉之建築設計資訊)。
Sustainability/EEWH
時所需之特定資訊。
Evaluation
特定資訊
☐額外指定車站基本設計模型應建立之資訊項
目：
。
☐檢核軌道線形基本設計成果 ☐軌道線形基本設 ☐以軌道線形基設 BIM 模型進行設計規範或相
☐ BIM-U11：
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 計成果檢核報告 關技術標準規範之自主檢查，並產出可證明
設計成果檢核
準規範。
Design Review
設計成果已完成自主檢查之報告。
☐報告內容以由模型產出之視圖為主，文字標
註或說明為輔。
☐自主檢查應包含之規範範疇，依各類鐵道工
程相關法規而定。
☐檢核車站基本設計成果是否 ☐車站基本設計成 ☐以車站基設 BIM 模型進行設計規範或相關技
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果檢核報告
術標準規範之自主檢查，並產出可證明基本
範。
設計成果已完成自主檢查之報告。
☐報告內容以由模型產出之視圖為主，文字標
註或說明為輔。
☐自主檢查應包含之規範範疇，依各類鐵道工
程相關法規而定。
☐檢核結構基本設計成果是否 ☐結構基本設計成 ☐以結構基設 BIM 模型進行設計規範或相關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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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果檢核報告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術標準規範之自主檢查，並產出可證明基本
設計成果已完成自主檢查之報告。
☐報告內容以由模型產出之視圖為主，文字標
註或說明為輔。
☐自主檢查應包含之規範範疇，依各類鐵道工
程相關法規而定。

☐檢核維修機廠基本設計成果 ☐維修機廠基本設 ☐以維修機廠基設 BIM 模型進行設計規範或相
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 計成果檢核報告 關技術標準規範之自主檢查，並產出可證明
準規範。
基本設計成果已完成自主檢查之報告。
☐報告內容以由模型產出之視圖為主，文字標
註或說明為輔。
☐自主檢查應包含之規範範疇，依各類鐵道工
程相關法規而定。
☐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以 BIM 建模軟體將基本設計 ☐由基本設計 BIM ☐應產出的圖面：
成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基本設 模型產出之基本 ☐路線平、縱斷面圖（比例 1/100~1,000）
、☐
計圖，包含配置圖、平面圖、 設計圖
道路、橋梁、隧道標準斷面圖、☐隧道洞口佈
立面圖、縱斷面圖、主要設施
設圖、☐軌道系統之站區動線規劃、☐道路橫
剖（縱）面圖等，以及經整合
斷面圖、☐橋梁平、立面圖、☐路權圖、☐重
土建、水環後產出之 Category
要路口之佈設與槽化圖、☐基礎（型式）
、結
A CSD/SEM 圖等。
構系統、☐護欄型式圖、☐排水平面圖（含區
域排水方向）、縱斷面圖、☐結構物斷面圖、
☐施工圍籬、假設工程及植栽（綠美化）工程
之標準圖說、其他：
。
☐出圖格式依機關所訂定標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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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基本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 Category A
CSD/SEM 圖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Category A CSD/SEM 圖應整合的圖面至少包
含之項次：
☐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縱斷面圖、
☐主要設施剖(縱)面圖、☐其他：
。
☐出圖格式依機關所訂定標準。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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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命週期階段：細部設計
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提供細部設計所需現地資訊 ☐基地現況模型
之查詢與利用。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須能提供細部設計階段掌握與基地相接道路與
敷地(☐綠地、☐廣場、☐其他：
)之範圍、
分層土質或舖面結構等資訊。
☐須能提供前項道路及敷地下方既有地下管道/線
與地下物(☐地下結構物、☐古蹟遺址、☐其他：
等)之位置及範圍、名稱、材質、內容物、管理
單位、管理現況等資訊。
☐須能提供周邊重要運輸據點及轉乘設施之位
置、服務內容、出入道路之交通流量等資訊。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路廊部分：☐地形、☐地物(☐建築物、☐道
路、☐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川)、
☐地質調查結果、☐周邊相關工程建設(既
有及計畫中均包含在內)、☐路權範圍(☐既
有鐵道路權、☐工程用地範圍路權)、☐管
線調查結果、☐其他：
。
☐場站部分：☐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
用分區為主)、☐既有場站、☐古蹟或歷史
建物、☐地質調查結果、☐其他：
。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理位置(座標)、☐地形地勢、☐地質條件、
☐周邊重要運輸據點及轉乘設施、☐周邊道路
及地下管線、☐其他：
。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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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BIM-U5：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細 ☐基地現況模型 ☐模型發展程度以能完整銜接細部設計模型、
且能充分提供細部設計所需現地資訊為主。
部設計模型的一部分。
☐細部設計尤其須注意高程計畫是否能與周邊
敷地銜接，且應充分考量排水與防洪機能。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路廊部分：☐地形、☐地物(☐建築物、☐道
路、☐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川)、
☐地質調查結果、☐周邊相關工程建設(既
有及計畫中均包含在內)、☐路權範圍(☐既
有鐵道路權、☐工程用地範圍路權)、☐管
線調查結果、☐其他：
。
☐場站部分：☐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
用分區為主)、☐既有場站、☐古蹟或歷史
建物、☐地質調查結果、☐其他：
。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理位置(座標)、☐地形地勢、☐地質條件、
☐周邊重要運輸據點及轉乘設施、☐周邊道
路及地下管線、☐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 ☐設施及材料之明 ☐由模型直接產出構件/材料數量。
產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 細及數量統計表 ☐由模型輔助完成成本估算。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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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 BIM-U6：
歷時規劃(4D 模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至成本估算，提供各項設計
變更對成本的影響，以利決
策並避免預算超支。
☐透過 4D 模擬動態評估施工可 ☐交維計畫 4D 模 ☐利用細部設計模型及 4D 模擬技術完成之交
能造成之交通衝擊及檢討交 擬分析報告
通維持計畫視覺死角檢核結果。
通維持計畫之適宜性及完整 ☐交維計畫 4D 模
擬動畫
性
☐交通衝擊 4D 模
擬分析報告
☐交通衝擊 4D 模
擬動畫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平 ☐車站動線細部檢 ☐利用車站細設模型及 4D 模擬技術所完成平
時與緊急情況下內外動線規 討 4D 模擬分析 時與緊急情況下之車站內外動線分析與檢
劃之順暢度，以確保旅客安 報告
討。
全性與舒適性、轉乘便利性、 ☐車站動線細部檢
討 4D 模擬動畫
及營運與維修之便利性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車站服 ☐車站服務設施及 ☐利用車站細設模型及 4D 模擬技術所完成服
務設施及設備之容量及配置 設備容量及配置 務設施及設備容量設計充足性之檢討。
檢討 4D 模擬分 ☐模型應檢討之項次：
是否滿足需求。
析報告
☐平日最大尖峰小時及特殊旅運需求尖峰(例
☐車站服務設施及 如連續假期、大型活動)期間之月台層及穿堂
設備容量及配置 層進出口容量；☐緊急疏散時之月台層及穿
檢討 4D 模擬動 堂層出口容量；☐平日最大尖峰小時及特殊
畫
旅運需求尖峰(例如連續假期、大型活動)期間
之售票窗口及自動售票機數量；☐平日最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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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尖峰小時及特殊旅運需求尖峰(例如連續假
期、大型活動)期間之穿堂層、月台層及候車
空間之旅客容納量。
☐檢討應考量之時間點：☐長程規劃設計目標年
為止、☐分期建設協助規劃適當的位置與足
夠的空間以供擴增之用。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土建所 ☐特定工法 4D 模 ☐以 4D 模擬技術所呈現特定工法之施工流程
採 用 特 定 工 法 之 施 工 可 行 擬檢討報告
及工區佈置，以及針對工法可行性(含施工空
性、工序正確性、施工規劃適 ☐特定工法 4D 模 間充足性等)、工序正確性、施工規劃適宜性
宜性、施工速率或潛在風險 擬動畫
(含工區配置、機具動線、材料運送與堆置等)、
等問題。
施工速率(含交通衝擊之考量)或潛在風險(包
含對地質、既有管線、周邊既有建築設施等方
面之安全考量)等面向進行之完整評估與必
要之風險管理措施。
☐ BIM-U7：
設計表達
Design Authoring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 ☐軌道定線細部設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細部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線形細部設計。
計模型
軌道定線設計內容為主。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平面及縱斷面線形、☐超高佈置、☐最小曲
率半徑、☐最大縱坡、☐縱坡變化點豎曲線、
☐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車站 ☐車站細部設計模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細部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車站設計內容為主。
細部設計。
型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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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牆體、☐結構牆、☐版/樓版、☐門、☐窗/
百葉窗、☐柱、☐梁、☐樓梯/踏板/坡道、☐帷
幕牆、☐陽台、☐屋頂、☐天窗、☐欄杆/扶手、
☐天花板、☐空間、☐防煙垂壁、☐電梯/電扶
梯外型量體、☐服務平台/結構通道/供應管道
/其他售票/加值機外觀/候車站刷卡機外觀、☐
其他
。
☐建模須額外包含之項次：
☐周邊附屬設施、☐景觀、☐其他：
。
☐輔助提送 3D 模型供都市設計審議。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結構 ☐細部結構設計模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細部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工程細部設計。
型
結構設計內容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連續壁/擋土牆/筏式基礎/基座/獨立基礎/聯
合基礎、☐樓版/屋頂版、☐梁、☐構架、☐柱、
☐牆、☐樓梯/踏板/坡道、☐開孔、☐特殊結構
/隧道/外部結構/陽台/遮雨棚、☐其他：
。
☐須包含車站及橫渡線。

●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水環 ☐水環細部設計模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細部設計階段所需完成之水
設計。
型
環設計內容為主。
☐以車站(含周邊附屬設施(ex.停車場)及景觀等
部分)為主。
☐應納入的水電管線與設備項次：
☐電氣項目(☐低壓配電系統、☐不斷電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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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照明系統、☐插座系統、☐電話系統、☐低
壓接地系統、☐幹線及分路系統、☐其
他：
)、☐機械項目(☐給水系統、☐排水
系統、☐衛生設備及☐污水設備、☐其
他：
)、☐消防項目(☐火災警報系統、☐
消防栓系統、☐自動灑水滅火系統、☐低污染
氣體滅火系統、☐其他：
)、其他：
。
☐應納入的環控管線與設備項次：
☐機械設備(☐冰水主機、☐風機(送/排風機、
隧道風機、排煙風機、冷風機)、☐風門(電動
風門、隧道風門、排煙風門)、☐空調箱、☐
水化學處理設備、☐冷卻水塔、☐消音器、☐
其他：
)、☐電力系統(☐低壓配電系統、
☐馬達控制中心、☐其他：
、☐控制系統
(☐電力控制、☐氣動控制)、☐電腦控制與監
視系統(CCMS)、☐其他：
。
☐ 50mm 以下的管線不納入。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維修 ☐維修機廠細部設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細部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機廠細部設計。
計模型
之維修機廠設計內容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駐車廠、☐維修工廠、☐物料儲存區、☐土
木軌道廠及軌道維修基地、☐噴漆場、☐洗車
場、☐底盤清洗場、☐污水處理場、☐管理中
心電子維修辦公區、☐行政管理中心、☐維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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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管理中心、☐訓練中心、☐測試軌、☐工廠辦
公區、☐機廠控制中心、☐柴油加油站、☐醫
療急救站、☐員工餐廳、☐其他：
。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變電 ☐變電站細部設計 ☐模型發展程度以包含細部設計階段所需完成
站細部設計。
模型
之變電站設計內容為主。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變壓器、☐斷路器、☐各式開關、☐監控系
統、☐其他：
。

●

☐ BIM-U8：
☐以結構細設 BIM 模型結合結 ☐整合 BIM 模型及 ☐整合結構分析軟體或運用具備結構分析功能
工程設計分析
構分析軟體改善結構分析工 結構分析軟體之 之 BIM 建模軟體所產出之結構設計 BIM 模
Engineering Analysis
作之效率、品質與成本。
結構設計分析報 型。
告
☐應分析之項次：
☐鋼構設計、☐指定範圍(例如特殊柱梁接頭
處、特殊造型結構)之 RC 配筋、其他：
。
☐藉由 3D 視覺化分析改善照明 ☐照明計畫分析檢 ☐利用 BIM 模型進行之照明計畫方案擇選過程及
計畫(含管線配置)之效率、品 討報告
結果。
質與節能績效。
☐照明管線配置分 ☐方案之擇選必須綜合評量照明效率、照明品
析檢討報告
質及節能績效。
☐照明管線配置遇較複雜介面整合需求時，應
藉由 BIM 模型進行 3D 空間配置檢討。
☐以細設 BIM 模型結合能源分 ☐場站細部設計能 ☐經由能源分析軟體結合車站(含周邊附屬設施
析軟體，分析評估出有效降 耗分析報告
(ex.停車場))細部設計模型所產出建築外殼及
低使用階段場站建築耗電強
設施設備設計方案之擇選過程及結果。
度(Energy Use Intensity, EUI)
☐建築外殼及設施設備設計方案內容視分析層
之方案。
級而定，應包含之項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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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樓板類型、☐樓地板面積、☐建築年齡、☐
牆體類型、☐照明類型、☐窗隔熱層厚度、☐
窗玻璃性能、☐陰影(遮陽)尺寸、☐空調效率、
☐牆隔熱層厚度、☐牆隔熱層性能(R 值)外氣
入滲率、☐其他：
。
☐經由能源分析軟體結合車站(含周邊附屬設
施(ex.停車場))細部設計模型所產出建築外殼
及設施設備設計方案之擇選過程及結果。
☐各方案之擇選須綜合考量能源分析軟體所提
供之建築 EUI 評分結果、建築耗能模擬結果、
建築外殼診斷、空調及照明設備之診斷等項
目，且建築耗電強度之評估期間需涵蓋預估
之設施使用年限。
☐評估場站建築設計及所採用 ☐防火規劃與評估 ☐經由火災模擬軟體結合所有細部設計模型所
建築設備的機械性能是否符 報告
產出對設施整體防火性能、防火區劃及防火
合防火性能、防火區劃、防火
避難規劃完整性及適宜性之評估檢討結果。
避難需求及相關法規以提高
☐應建置的防火有關設施，包含：
分析之效率與效能。
☐消防安全設備、☐防火避難設施、☐其
他：
。
☐以 3D 結構設計模型、軌道線形設計模型及高
☐以模型考量沿線設施建物使 ☐3D 分析報告
架路段(含高架橋及路堤)之基地現況模型所
用情形及環境品質需求，使
呈現軌道沿線減噪、減振之需求分析及目標
軌道系統與車輛之選用乃至
設定。
隔音設施之設計，能確實達
☐其他應納入檢核的項次：
。
成減噪、減振之目標。
☐設計方案與分析 ☐依據前項目標所完成對軌道系統及車輛之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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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報告

☐以細部設計 BIM 模型結合災
害應變模擬軟體分析評估災
害應變方案。

☐ BIM-U9：
整合
Coordination

☐以 3D 建築界限檢核軌道全線
(含主、支線)細部設計模型以
確認所有路廊及場站之構造
物(含裝修面)淨空範圍評估
結果。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
檢查功能，協助發現問題並
落實系統內與系統間之整合
工作。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用、以及減噪與減振設施之設計，並須充分說
明整體設計方案可確實達成減噪與減振功效
的理由，必要時須提出具公信力之證明文件。
☐其他應納入檢核的項次：
。

☐3D 檢核分析報 ☐利用 3D 軌道線形設計模型及高架路段(含高
告
架橋及路堤)之基地現況模型所完成對噪音敏
感路段不得出現道岔、坡度及彎道等設計之檢
核結果。
☐其他應納入檢核的項次：
。
☐防災規劃與評估 ☐利用 3D 模型檢視建築空間配置之功能，並可
報告
掛載防救災相關之模型元件與資訊，依據模
型規劃及標示避難路線，以達成防災規劃、防
災訓練及災害救援作業之整合。
☐其他應納入檢核的項次：
。
☐3D 檢核分析報 ☐車站月台設計模型可利用建置月台區軌道之
告
3D 建築界限範圍，確認月台所有構造物(含
裝修面)並未侵入淨空範圍。
☐特定軌道包絡線檢核。
☐額外指定 BIM 模型應檢核之項目：
。
☐檢核與整合之執☐利用 BIM 的可視化特性與衝突檢查功能，對細
行方法與成果驗 設成果確實完成自主之品質檢核、施工性檢核
證分析報告
與介面整合。應整合之項次包含：☐軌道、☐
車站、☐結構、☐水環、☐電梯/電扶梯、☐維修
機廠、☐核心機電/系統機電。
☐此階段若有要求由模型輔助進行 Category 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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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CSD/SEM 檢討，則相關整合事項必須包含於本
項工作中，並於模型上呈現開孔、機座、套管、
預埋物件等需求，以利施工廠商進行施工規劃。
☐BIM-U10：
☐以 BIM 模型協助提供車站建 ☐車站細部設計模 ☐由車站細部設計模型所擷取出綠建築指標初
永續性/綠建築評估
築進行綠建築設計成果評估 型產出綠建築指 期評估所需之特定資訊(EEWH 評估系統中
Sustainability/EEWH
標初期評估所需 各項指標所牽涉之建築設計資訊)。
時所需之特定資訊。
Evaluation
特定資訊
☐額外指定車站細部設計模型應建立之資訊項
目：
☐檢核車站細部設計成果是否 ☐車站細部設計成 ☐以車站細設 BIM 模型進行設計規範或相關技
☐ BIM-U11：
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果檢核報告
設計成果檢核
術標準規範之自主檢查，並產出可證明設計
範。
Design Review
成果已完成自主檢查之報告。
☐報告內容以由模型產出之視圖為主，文字標
註或說明為輔。
☐自主檢查應包含之規範範疇，依各類鐵道工
程相關法規而定。
☐檢核結構細部設計成果是否 ☐結構細部設計成 ☐以結構細設 BIM 模型進行設計規範或相關技
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果檢核報告
術標準規範之自主檢查，並產出可證明細部
範。
設計成果已完成自主檢查之報告。
☐報告內容以由模型產出之視圖為主，文字標
註或說明為輔。
☐自主檢查應包含之規範範疇，依各類鐵道工
程相關法規而定。
☐檢核維修機廠細部設計成果 ☐維修機廠細部設 ☐以維修機廠細設 BIM 模型進行設計規範或相
是否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 計成果檢核報告 關技術標準規範之自主檢查，並產出可證明
準規範。
細部設計成果已完成自主檢查之報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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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細部設計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報告內容以由模型產出之視圖為主，文字標
註或說明為輔。
☐自主檢查應包含之規範範疇，依各類鐵道工
程相關法規而定。
☐以 3D 細設模型連結周邊基地 ☐分析報告
現況模型，以全面性檢核細
設成果是否符合都市防救災
系統規劃。
☐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 BIM-U13：
設計圖審
Code Validation

☐以整體細設模型檢核都市防救災系統之規
劃，確認設計方案符合防救災機能需求之分
析結果。

◐

☐BIM 建模軟體可將細設成果 ☐由細設模型產出 ☐以模型出圖辦理電力、電信、自來水、環保、
加工製作後產出圖說，包含 之圖面
瓦斯、消防、汙水處理設施等項目之設計送
設計圖、施工圖、施工詳圖/
審。
大 樣 圖 、 Category B
☐由細設模型產出圖面：
CSD/SEM 圖等。
☐設計圖、☐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圖、☐
Category B CSD/SEM 圖、☐其他：
。
☐出圖格式依機關所訂定標準。

●

☐以車站及基地現況之細設模 ☐都市設計審議評 ☐以車站及基地現況之細設模型所完成對都市
型檢核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 估檢核報告
設計審議原則之自主檢查結果。
合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應納入之項次：
☐車站與周邊建築之人行動線及立體連通系
統之留設情形、☐基地內指定留設人行通道、
☐車站建築量體與色彩、☐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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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命週期階段：施工
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施工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提供施工計畫所需現地資訊 ☐基地現況模型
之查詢與利用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須能提供與基地相接道路與路與基地(☐綠
地、☐廣場、☐其他：
)之範圍、分層土質
或舖面結構等資訊。
☐須能提供前項道路及敷地下方既有地下管道
/線與地下物(☐地下結構物、☐古蹟遺址、☐
其他：
等)之位置及範圍、名稱、材質、
內容物、管理單位、管理現況等資訊。
☐如基地內存在既有設施，則設施模型須能提
供本案進行施工空間與動線規劃時所需之分
析背景資訊。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路廊部分：☐地形、☐地物(☐建築物、☐道
路、☐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川)、
☐地質調查結果、☐周邊相關工程建設(既
有及計畫中均包含在內)、☐路權範圍(☐既
有鐵道路權、☐工程用地範圍路權)、☐管
線調查結果、☐其他：
。
☐場站部分：☐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
用分區為主)、☐既有場站、☐古蹟或歷史
建物、☐地質調查結果、☐其他：
。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理位置(座標)、☐地形地勢、☐地質條件、
☐周邊重要運輸據點及轉乘設施、☐周邊道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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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施工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路及地下管線、☐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建模成果須做為施工模型的 ☐基地現況模型
一部分，以利建築物與周邊土
地(尤其是既成道路)的銜接。

☐模型發展程度以能完整銜接施工模型、且能
充分提供施工規劃所需現地資訊為主。
☐須確實檢視施工模型之高程計畫是否能與周
邊敷地順利銜接，以及是否充分考量排水與
防洪機能。
☐建模應包含之項次：
☐路廊部分：☐地形、☐地物(☐建築物、☐道
路、☐陸橋、☐地下道、☐平交道、☐河川)、
☐地質調查結果、☐周邊相關工程建設(既
有及計畫中均包含在內)、☐路權範圍(☐既
有鐵道路權、☐工程用地範圍路權)、☐管
線調查結果、☐其他：
。
☐場站部分：☐都市計畫相關規定(以土地使
用分區為主)、☐既有場站、☐古蹟或歷史
建物、☐地質調查結果、☐其他：
。
☐模型應包含之資訊：
☐地理位置(座標)、☐地形地勢、☐地質條件、
☐周邊重要運輸據點及轉乘設施、☐周邊道
路及地下管線、☐其他：
。
☐額外指定需要建置的現地之設施或標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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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施工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如為鐵路改建計畫，則須包含既有軌道建模，
模型發展程度以能協助切換計畫模擬作業所
需之資訊為主。
☐ BIM-U5：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 ☐構件及材料之明 ☐由施工模型產出之構件/材料明細及數量統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
產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 細及數量統計表 計。
算)
至成本估算，協助承包商改善
Cost Estimation
數量估算的精確性與成本控
(Quantity Take-off)
制效率。

☐ BIM-U6：
歷時規劃(4D 模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針對已建置模型由模型即時 ☐構件及材料之明 ☐由模型產出估驗計價資訊。
產出精確的構件/材料數量乃 細及數量統計表
至成本估算，輔助估驗計價工
作。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不同施 ☐交維計畫 4D 模 ☐針對不同施工進程(亦即不同交維狀況)下交
工進度時之交維計畫適宜性。 擬分析報告
維計畫(包含對周邊交通的衝擊例如封路、減
☐交維計畫 4D 模 輕衝擊的因應方案例如替代道路、安全措施、
擬動畫
交維期間等內容)之完整性與是否存在視覺
死角之動態檢核結果。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 ☐工序檢討 4D 模 ☐以施工模型配合施工進度排程，並結合其他
體，協助工序檢討與施工空間 擬分析報告
4D 動態模擬軟體所完成之 4D 工序模擬，以
與動線之整合規劃，以及假設 ☐工序檢討 4D 模 有效檢討工序適宜性。
工程及安全衛生設施之規劃。 擬動畫
☐施工規劃 4D 模 ☐以 4D 工序模擬結果，檢討施工空間充裕性、
擬分析報告
動線順暢性(含人員、機具、材料搬運與存放、
☐施工規劃 4D 模 大型機電設備進場)等，以利落實工區空間與
施工排程之整合規劃。
擬動畫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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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施工
BIM 應用目的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
體模擬軌道之切換計畫，以確
認軌道、電力、號誌、通訊等
設備之設計可順暢整合與運
作。

☐ BIM-U9：
整合
Coordination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 安 衛 管 理 計 畫 ☐以施工模型配合安衛計畫並結合其他 4D 動
4D 模擬分 析報 態模擬軟體，完成 4D 安衛措施適宜性評估。
告
☐安衛管理計畫
4D 模擬動畫
☐4D 模擬分析報 ☐以既有軌道現況模型及新建之軌道及核心/
告
系統機電施工模型，結合 4D 動態模擬軟體，
☐4D 模擬動畫
模擬切換計畫之實際運作情形，並針對模擬
結果完成檢討報告。

☐利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 ☐4D 模擬分析報 ☐以既有設施現況模型、施工模型配合施工進
體，在既有設施的整建、改建、 告
度排程，並結合其他 4D 動態模擬軟體所完
增設時，可有效協助可用空間 ☐4D 模擬動畫
成之 4D 工序模擬。
的協調與動線的規劃。
☐4D 模擬分析報 ☐利用前項模擬結果，以「對既有設施使用衝擊
告
最小」為原則，針對工序適宜性、施工空間
☐4D 模擬動畫
充裕性、動線順暢性(含人員、機具、材料搬
運與存放、大型機電設備進場)等面向，進行
工區空間、施工排程與動線規劃之檢討、整
合與協調，並提出最佳規劃方案。
☐利用 BIM 進行可視化之衝突 ☐檢核與整合之執☐施工模型之模型發展程度，包括承包商與材
檢查功能，協助圖面檢討、發 行方法與成果驗 料/設備供應商所提出之施工詳圖/大樣圖與
現施工性問題並落實系統內 證分析報告
製造圖是否模型化或者整併為施工模型的內
與系統間之施工介面整合工
容，由各工程標承包商視工程整合需求而定。
作。
☐應整合的項次包含：
☐軌道、☐車站、☐結構、☐水環、☐電梯/電扶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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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施工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梯與☐維修機廠、☐核心機電/系統機電。
☐交付內容須包含各方面檢核與整合工作的執
行方法與成果驗證報告。
☐由模型產出 Category C CSD/SEM 圖面。
☐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 BIM 建模軟體可將施工規劃 ☐由施工模型產出 ☐由施工模型產出之圖面：
成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圖說，例 之圖面
☐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圖、☐製造圖、☐
如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圖、
放樣圖、☐ Category C CSD/SEM。
製造圖、放樣圖、Category C
☐出圖格式依機關所訂定標準。
CSD/SEM 等。

☐ BIM-U14：
☐使用 3D 系統設計軟體進行實 ☐3D 模擬結果
系統設計(虛擬實
體模擬，以利確認施工性及現
體)
場的精確放樣，減少重做並且
Construction System
提高施工效率及品質。
Design (Virtual
Mockup)
☐ BIM-U15：
☐利用 BIM 模型進行數位成型 ☐數位製造圖
數位製造
以協助特殊造型構件之設計， ☐數位產出產品
Digital Fabrication
或數位模擬組裝以確認可行
性，降低重做率且提高生產精
度與效率，並加速促進預鑄工
法取代場鑄。

☐針對特定系統(☐系統模板、☐臨時支撐、☐
鷹架系統、☐其他：
。)使用 3D 系統設
計軟體完成之實體放樣模擬結果。
☐額外指定應模擬之項目：
。
☐針對特定之特殊造型構件(車站屋頂的沖孔
鋁板)使用 BIM 軟體(或可結合其他軟體)完
成之製造圖。
☐針對特殊規格建材(鋼構接合構件)，使用
BIM 軟體(或可結合其他軟體)完成之製造
圖。
☐針對特定之特殊造型構件進行模擬組裝與成
型。
☐針對特殊規格建材，使用 BIM 軟體(或可結合
其他軟體)完成成型輸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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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施工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建議納入

☐額外指定應數位成型產出之項目：
☐ BIM-U16：
3D 放樣與施工定
位控制
3D Control and
Planning/ Digital
Layout

☐利用 BIM 模型進行施工放樣 ☐規劃分析報告
或輔助施工(含機具)之定位控 ☐完成成果報告
制。

☐ BIM-U17：
現地實況、施工管
理、試運轉及設施
移交追蹤紀錄
Field and
Management
Tracking

☐結合 BIM 模型與具有即時追 ☐規劃分析報告
蹤與紀錄功能之設備及軟體， ☐完成成果報告
提升履約管理的即時性與落
實度，同時提高對業主的保
障。

☐ BIM-U18：
集成模型匯編
Record Modeling

☐產出集成模型，以利業主獲得 ☐集成模型
營運維護階段所需之資產建
置相關資訊，進而得以監督專
案的執行結果是否符合其需
求
(Owner
Procurement
Requirement, OPR)。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
成本或較高
納入
技術門檻

。

☐結合施工模型、監控設備或衛星定位設備等，
針對特定工項之施工完成自動化放樣之實施
計畫、執行過程紀錄與成果分析。
☐結合施工模型、監控設備或衛星定位設備等，
針對特定工項之施工完成施工定位控制之實
施計畫、執行過程紀錄與成果分析。
☐額外指定應完成之項目：
。
☐結合施工模型及具備即時追蹤與紀錄功能之
設備及軟體，所完成之施工實況紀錄、施工
管理結果紀錄、試運轉過程與結果紀錄、設
施移交紀錄等數位資訊產出。
☐結合施工模型及具備即時追蹤與紀錄功能之
設備及軟體，輔助進行施工查驗。
☐結合施工模型及具備即時追蹤與紀錄功能之
設備及軟體，進行施工管理工作(☐施工品保
與品控(QA/QC)、☐安衛管理、☐物料管理、
☐其他：
)。
☐由設計模型、竣工模型及其他專案在完工前
所累積之資訊摘要匯集而成之集成模型。
☐集成模型中應包含主要的設施設備在物理上
和功能上的情況與環境，以提供及其保固與
維護管理歷程資訊。
☐指定集成模型所匯集之資訊項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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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命週期階段：營運維護
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U5：
成本估算(含數量計
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營運維護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提供維護營運工作所需現地 ☐基地現況模型
資訊之查詢與利用。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集 ☐基地現況模型
成模型的一部分。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視個案在維護營運階段是否存在對周邊或其
他共構設施相關資訊之需求而定，並於契約
中指定之。
☐模型發展程度以能完整銜接集成模型，且能
充分提供維護營運階段所需現地資訊為主。

☐提供各類設施設備之數量、單 ☐設施設備之數量 ☐由集成模型提供各類設施設備之數量與單
價與成本資訊，以利業主設 清單
價，以及維護、管理、更新所花費之實際費
施管理工作之評估與計畫。 ☐設施設備之各式 用(包括數量及單價)。
成 本 資 訊 ( 包 括 ☐記錄集成模型重要設施設備歷史成本資訊。
單價)

●

●

●

☐成本超支風險分 ☐記錄集成模型重要設施設備歷史成本資訊。
析報告
☐利用集成模型產出的紀錄資訊與原計畫進行
比對所產出對潛在成本超支風險之追蹤計畫
與因應措施。

◐

☐ BIM-U10：
☐ BIM 模型可協助提供車站建 ☐集成模型產出之 ☐由集成模型輔助產出綠建築評估所需之特定資
永續性/綠建築評估
築在維護營運階段進行持續 綠建築評估所需 訊(EEWH 評估系統中各項指標所牽涉之建築
Sustainability/EEWH
性綠建築維護管理所需之特 特定資訊
設計資訊)。
Evaluation
定資訊。
☐記錄重要設施設備歷史能耗資訊。
☐其他額外指定集成模型應產出之資訊項目。

●

☐ BIM-U19：
☐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其他設 ☐規劃報告
設施設備(預防性)維
施維護管理系統，在設施營
護管理規劃
運階段建立結構物與設備功
Building
能性的維護管理計畫，以利
(Preventative)
持續維護建物機能、減少故

●

☐產出結合集成模型與其他設施維護管理系統
所建立結構物與設備功能性之維護管理計
畫、執行過程與定期檢討報告。
☐利用模型提供的視覺化功能，輔助進行所需
的設施設備(預防性)維護管理規劃工作。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納
成本或較高
入
技術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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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Maintenance
Scheduling

營運維護
BIM 應用目的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納
成本或較高
入
技術門檻

障維修率並降低維護管理成
本。

☐ BIM-U20：
設施系統機能檢測
與分析
Building Systems
Analysis

☐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設施系 ☐分析規劃報告
統機能檢測與分析之設備/軟
體，進行設施系統機能之量
測檢查與分析，並與原設計
方案及相關規範標準比對，
以落實機能維護，並可協助
改善方案之研擬。

☐提出結合集成模型與設施系統機能檢測與分
析之設備/軟體，所進行設施系統機能之量測
檢查、分析，以及機能改善方案。
☐利用集成模型應與原設計方案及相關規範標
準(例如永續指標)比對，以利進行相關分析。

☐BIM-U21：
資產管理
Asset Management

☐以集成模型的資訊結合資產 ☐集成模型
管理系統，使所有設施設備
均能有效率地維護、更新與
營運，且同時滿足業主和使
用者期望。

☐產出結合集成模型與資產管理系統，所進行
設施設備之維護、更新與營運規劃、執行過
程紀錄與定期檢討報告。
☐利用結合集成模型與資產更新方案，進行方
案分析以利確保全生命週期成本的最佳化。

◐

●

☐提供業主在資產價值管理上所需相關資訊，
以及提供使用者視覺化的設施導覽與使用說
明，以提高服務便利性並加快服務效率。
☐其他指定之加值用途或應用。

◐

☐ BIM-U22：
設施空間管理與監
控紀錄
Space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以集成模型能提供設施空間 ☐分析成果報告
及相關聯設備資源之使用現
況資訊，以便業主進行設施
空間與資源之管理，或使用
需求改變時之空間調整方案
規劃。

☐於集成模型中彙整，以 3D 形式呈現與提供之
空間使用現況資訊，可提供使用管理單位在
空間需求變更時進行調整規劃與依介面協調
之用。
☐以集成模型結合空間使用現況監控軟體，以
便業主進行設施空間與資源之管理。

◐

☐BIM-U23：

☐以集成模型提供災害緊急應變 ☐緊急應變所需集 ☐以集成模型提供災害應變規劃所需基本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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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BIM 應用類型
災害應變規劃
Disaster Planning

☐ BIM-U24：
集成模型更新
Record Model
Updating

營運維護
BIM 應用目的
相關單位所需設施關鍵資訊，
或連結建築自動化系統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以提高應變效率，使安
全風險降至最低。

BIM 應用成果(交
付標的)
成模型與資訊

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

現階段鐵道工程納入 BIM 應用
項目之合適性
建議納入

納入需較多
視專案需求納
成本或較高
入
技術門檻

訊。
☐透過集成模型提供災害緊急應變相關單位所
需設施關鍵資訊之連線瀏覽與使用權限。
☐指定應開發之自動化防救災資訊應提供之機
能。

☐自動化防救災資 ☐整合 BIM 模型與自動化防救災資訊系統。
訊提供系統
☐以集成模型連結建築自動化系統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於災害發生時自
動定位災害點、建議可能進出動線及警示潛
在危險區域等資訊。
☐指定應開發之自動化防救災資訊應提供之機
能。
☐依據維護營運階段之變更，更 ☐更新集成模型 ☐建立由竣工後匯編之集成模型及其他專案在
新集成模型。
維護營運階段所累積之資訊摘要匯集而成之
集成模型。
☐其他額外指定集成模型更新應建立或匯集之
資訊項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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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1-01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規範
Specifications of BIM Execution Plan (BEP)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通稱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係由
執行 BIM 應用的廠商，為達成業主需求，於契約約定的時間內提出如何達成業
主需求之工作執行計畫，此計畫經審查核定後，除為契約之一部份外，亦為日後
落實與檢核 BIM 成果之基礎。
二、擬定工作執行計畫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廠商於投標時提出的工作執行計畫構想，若經評選為得標廠商後，其超出業主需
求之額外承諾事項，應落實於依契約提出的計畫書版本中。若得標廠商提出的內
容與原業主需求內容有衝突，應由業主審查核定後據以執行。
(二)工作執行計畫書應參照「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之要求內容撰寫。若廠商認
為原 BIM 特定條款不合時宜或無法落實，應於工作執行計畫書中敘明理由，並
經業主審查核定後據以執行。
(三)執行 BIM 應用牽涉的專案利害關係人，以及各利害關係人應如何配合與協同作
業的模式應清楚定義，除契約中另有約定外，業主應盡力協助廠商取得各式所需
資訊，若業主無法配合，仍以廠商可獨立完成為主。
(四)原 BIM 業主需求中的「業主責任」一節所陳述之內容若有不足而需進行調整，
廠商應於履約時提出的工作執行計畫構想進行說明，並待業主審查核定後據以
執行，若業主無法配合，仍以業主於招標文件中敘明為主。
(五)除 BIM 應用(BIM Uses)外，計畫書中應清楚說明執行的團隊/組織(指定聯絡窗
口)、不同階段與其 BIM 應用(BIM Uses)之工作執行流程、產出與使用的表單(例
如模型品質自主檢查表)、執行教育訓練之規劃等內容。
(六)計畫書中應清楚說明各 BIM 應用(BIM Uses)以下項次：
1.業主指定與廠商額外提出的 BIM 應用(BIM Uses)皆須逐項說明。
2.單一 BIM 應用其「BIM 應用目的」
、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與「BIM 應用
應包含之內容範疇」，內容可參考「TWR-01-00 鐵道工程 BIM 應用」，但若業
主於招標時在其業主需求中另行規定，則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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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項交付成果之交付時程、使用之軟硬體與版本、交付清單與各式模型與檔案
格式、自主檢核機制。
4.應交付的各式 BIM 模型，其模型建置之模型元件發展程度(DL)與元件清單。
5.所有模型的建立應依據業主指定之「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中建模規範進行
模型建置。
(七)預計執行之「BIM 界面協調整合會議」形式與執行構想。
(八)應確立是否有建立 BIM「公共資料環境(Common Data Environment)」之必要，
若有，預計之作法為何。
三、工作執行計畫重點項次與應描述的內容
(一)業主專案資訊與專案目標之分析
1.分析業主需求文件中已提出專案資訊(專案基本資訊、專案重要里程碑、專案契
約發包概況等)
2.分析業主需求文件中已提出專案目標(上位與平行計畫之關聯、業主期望之目標、
業主在專案之時間、品質、成本或其他項次(例如行政)等預期目標)
(二)業主專案應用 BIM 之目的與目標之分析
1.分析業主需求文件中設定「應用 BIM 之目的」
、
「業主在時間、品質、成本、行
政之預期效益」
2.說明如何達成業主專案應用 BIM 目標之作法。
(三)專案應用 BIM 之執行團隊其組織、主要成員、各成員之權責等，所有團隊成員
有關 BIM 之經歷應明確列出。此外，專案組之中各參與單位應依據「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明確指定 BIM 經理、BIM 協調員以利 BIM 應用之執行。
(四)BIM 應用之利害關係人分析與協同/溝通作業之規劃
1.說明 BIM 應用執行時會影響之專案利害關係人，例如 BIM 模型/資訊建立者、
BIM 模型/資訊提供者、BIM 模型/資訊檢核者、BIM 模型/資訊接收者、BIM 模
型/資訊使用者等。
2.說明 BIM 應用在專案團隊外與專案團隊內之協同/溝通作業之規劃，此規劃應
包含作業程序、人員、使用軟體、會議、文件等之協同/溝通作業方式。
(五)若專案有設置協同作業室之規劃，應說明應預計設置的地點、空間大小、軟硬體
設備清單、運作方式、撤除時間等。
(六)專案 BIM 應用之執行構想(至少應包含以下項次)
1.本計畫預計執行之所有 BIM 應用其「BIM 應用目的」
、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
的)」與「BIM 應用應包含之內容範疇」清單。
2.各項 BIM 應用之執行方法、執行流程、成果交付時程、預計之成果檢核方式、
使用之軟硬體與版本、交付清單(報告或模型或其他形式成果)與各式模型與檔
案格式、自主檢核機制(建模品質與成果確保機制與流程)等內容。
3.各 BIM 應用牽涉之 BIM 模型，除依照「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中之建模規
範進行模型建置外，亦應針對專案說明與補充模型元件發展程度(DL)與元件清
單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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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確保 BIM 交付成果之品質，針對各 BIM 應用，廠商應說明如何確保建模與
應用之品質，並提供預計採用的各式表單(例如建模成果檢核表等)。
(七)若有，應配合業主指定或由廠商自行建立 BIM「公共資料環境(Common Data
Environment)」之作法，建立一個網路伺服器架構之「BIM 協同平台」檔案系統，
供專案彙總、發佈、歸檔及管理 BIM 模型、資料、資訊及成果，並供專案成員
協同作業、資料共享、成果驗證等作業。此外，該檔案系統須提供業主核可之專
案利害關係人可由網際網路隨時登入檢視最新 BIM 作業成果。
(八)廠商應說明規劃之「BIM 界面協調整合會議」召開形式與執行構想，以發揮 BIM
技術於界面協調整合之功效。各式「BIM 界面協調整合會議」之參與者應事先
確定，一般性或定期性的會議應由廠商的 BIM 經理負責主持，並邀請所與利害
關係人之 BIM 經理或協調員參與，必要時，應邀請 BIM 業主代表共同與會。此
外，每次會議召開前應確立該次會議將使用之 BIM 模型及相關資料是否備妥並
事先提供，並針對 BIM 應用工作之進度、面臨問題與重要議題、界面協調狀況、
待辦事項追蹤等進行說明與討論。
(九)說明規劃之教育訓練其場地、日期、時間、對象、目的、內容、人數、參與者之
基本能力與預期可獲得之知識與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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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1-02 鐵道工程應用 BIM 模型交付規範
Specifications of BIM Model Delivery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 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 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通稱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係由
執行 BIM 應用的廠商，為達成業主需求，於契約約定的時間內提出如何達成業
主需求之工作執行計畫，此計畫經審查核定後，除為契約之一部份外，亦為日後
落實與檢核 BIM 成果之基礎。
(五) 鐵道工程 BIM 應用(BIM Uses)，係指在設施(鐵道計畫)生命週期各階段中，藉
由 BIM 技術的輔助或應用，以達到一個或多個特定的 BIM 目的之方法，進而有
效的產生應用 BIM 技術的效益。
(六) BIM 模型，是指一設施物理與功能特性之 3D 數位表達形式，其元件具有正確
之尺寸與空間關係等屬性與資訊。本文件所規範的 BIM 模型，係指透過專業軟
體所達成上述說明之模型。
二、提交 BIM 模型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 「智慧化生命週期鐵道工程管理系統」為鐵道工程應用 BIM 技術之核心。然而
為建構此一系統，各式專案於執行中，必須能夠提供鐵道工程全生命週期管理資
訊，以及 BIM 模型與資訊，故本模型交付規範係以滿足該系統以及生命週期中
各階段不同 BIM 應用(BIM Uses)之需求為目的。
(二) 為使國內鐵道工程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BIM 應用時，由 BIM 模型呈現之工作
成果或由模型產出之資訊能有一致性的表達方式，促成各方利害關係人的相互
理解、跨專業參與者的溝通協調以及跨專案統籌管理的資訊整合，以為鐵道工程
專案 BIM 建模工作提供一致性之作業規則。鐵道工程 BIM 模型的建置規定請另
行參考建模規範。
(三) BIM 模型的展現應以滿足鐵道工程應用 BIM 技術之目的為基本要求。
(四) 針對廠商提送的各式 BIM 模型，業主除要求廠商依據本指引提供的模型建置規
範進行建置外，廠商提送時亦應同時檢附自主檢查報告，以確保其提送模型的品
質。此外，當業主收到 BIM 模型後，將要求廠商進行 BIM 模型建置成果簡報會
議，透過互動的方式了解與掌握 BIM 模型得成果。若有需要，業主對於 BIM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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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瀏覽與檢視，將邀請有建模經驗，且熟悉本指引的外部專家參與，以提升模型
檢視的專業度。最後，業主將舉行 BIM 模型交付審查會議，透過會議的方式，
以會議記錄取代檢核報告，完成 BIM 模型的審查。
(五) 若要展現廠商 BIM 應用的能力，可以於廠商競標時，要求廠商於競標提出的投
標資料可以包含整合後的設計方案 BIM 模型，其格式是可以供瀏覽但無法編輯
的模型檔(例如 NWD 檔、3D PDF 等)為主，以利業主或委員審查與檢視。
(六) 「智慧化生命週期鐵道工程管理系統」以及生命週期中各階段不同 BIM 應用
(BIM Uses)需要之 BIM 模型區分如下：
1.設計意圖模型(Design Intent Models)：此類模型將被用來執行 BIM 應用、數位
設計模擬、支援決策及協作整合。
2.施工模型(Construction Models)：由設計意圖模型依照採用的施工方法調整以供
施工方使用之各種施工模型。這些模型檔將以跨平台的 3D 檢視軟體來將所有
分包專業的檔案資訊及更高的細緻度資訊納入；這些新資訊應經設計團隊審核
認可。
3.竣工模型(As-Built Models)：依施工過程中出現的變更更新後，與實際完工狀況
相同的模型。
4.集成模型匯編(Record Modeling)：指為營運維護準備的模型，一般乃以原設計
意圖模型做為基準，加入施工階段變更的部份，與竣工模型的差別是此集成模
型應儘量減輕資訊量，只納入設施管理所需的資訊。一般而言，集成模型是由
設計方負責從施工方提供的資料更新所得。依照集成模型建置的時機，可用來
執行專案交付，也可以在專案交付後，再將交付數據用來更新集成模型。
5.營運維護數據(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Data)：包括資產名列表、分類、資產
位置資訊。業主應要求包括廠牌、型號、主構件序號等繳交資訊，COBie 是設
施資訊交換之參考範例。除另有規定，現階段以「TWR-01-05 鐵道工程應用
BIM 模型設施維護交付資訊」做為資訊交付的規定。
三、BIM 模型交付重點項次
(一)所有應交付的 BIM 模型，應滿足「TWR-03-00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以及其他專業建模基本規範在檔案命名、檔案切割、元件用色等之規定。
(二)BIM 模型的展現應以滿足鐵道工程應用 BIM 技術之目的為基本要求。廠商有責
任為了滿足應用需要自行增加內容，但應同時讓業主了解增加內容的意義與目
的。
(三)交付的 BIM 模型必須同時包含幾何資訊與非幾何資訊。
(四)BIM 模型最後繳交必須是定案模型。過程中的模型依契約工作項目與目的之規
定，另行提送或繳交。
(五)除另有規定，BIM 模型繳交時必須是在單一整合後的檔案，以供瀏覽與檢閱。
(六)模型交付時，應連同自主檢查成果(包括人工與自動檢核程式(例如 Revit Model
Checker))，經審核者審查結果，一併提送。自主檢查成果應至少包含：自主檢查
流程、疑義澄清流程、作法與成果，使用表單與簽核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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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模型交付之單位依契約規定。例如設計模型由設計單位；統包模式下的細設模型
由統包商交付；集成模型匯編(Record Modeling)可由業主委託全程參與的專案管
理廠商，或是設計監造單位負責交付。
(八)模型應附加的資訊，另依其他規範要求。
(九)所有轉換成 2D 繳交的文件，除交付 2D 的 PDF 檔案(或業主另行要求的紙本)外，
應同時檢送 BIM 模型檢視檔。
(十)BIM 專案交付標的檔案格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BIM 交付標的檔案格式規定
BIM交付標的
BIM工作執行計畫 (BEP)
BIM模型

檔案格式
.docx/ .pdf
原始模型檔(例如.rvt)/ .ifc/ .pdf

BIM模型檢視檔(可供免費瀏覽軟體檔案瀏
覽，以及3D PDF)

原始瀏覽軟體檔案(例如.nwd)/ .pdf

集成模型資訊(或COBie)

.xlsx /.ifc(若有需要)

維管/資產管理需求檔案 (若有)

.xlsx

各式報告

.docx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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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鐵道工程應用 BIM 碰撞檢查規範(TWR-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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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1-03 鐵道工程應用 BIM 碰撞檢查規範
Specifications of BIM Clash Detection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BIM 碰撞檢查(BIM Clash Detection)，國內通稱為衝突檢討、衝突檢查、碰撞檢
討等，係由執行 BIM 應用或建模的廠商，在任何需要的階段，透過凸顯衝突，
達成利用簡易、便宜、省時的作法於早期便改正模型錯誤的工作。
(五)碰撞(Clash)，在設計與建模時，當構成模型的元件在空間上不協調和衝突，就是
碰撞。而 BIM 應用的流程中，在專案於現地施工開始前的設計階段，可以輕易
地凸顯這些碰撞。
二、執行 BIM 碰撞檢查(BIM Clash Detection)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碰撞可以區分以下三種類型：
1.硬碰撞(Hard Clash)：當兩個元件在同一空間便稱之為碰撞，此類型之碰撞也稱
之為硬碰撞(Hard Clash)，例如梁穿過牆。此類型的碰撞若沒有於設計時事先解
決，而於施工時才發現，便會需要花費大量的時間與成本排除。
2.軟碰撞(Soft Clash)：此類型的衝突，國內實務界通稱為淨高檢查。當一個元件
沒有被給予其所需要的空間或幾何公差(geometric tolerances)或者其緩衝區
(buffer zone)被破壞時，就會出現軟碰撞(Soft Clash)。例如空調主機需要一定的
空間進行日後的維修，但鋼梁可能不需要，因此若該空調主機周邊的空間不足
便是軟碰撞。分析時若給予足夠的資料，目前的軟體已可以用於檢查此類型的
衝突。
3.工作流程衝突(Workflow Clash)或 4D 碰撞(4D Clash)：此類型的衝突，國內實務
界通稱為工序衝突分析。此類型的碰撞通常肇因於施工廠商的不當時程安排，
例如當施工廠商進行設備或材料的交付時，在時間的安排上出現衝突。
(二)業主應於其 BIM 應用需求中清楚說明日後廠商必須於其 BEP 中提出如何執行
BIM 碰撞檢查之流程與介面協調的明確作法，以利落實碰撞檢查。
(三)專案於設計與施工階段中，設計端之介面管理者(interface manager)須評估設計決
策與碰撞，以確實於內部解決可能的碰撞，若無法排除，則應提供整合的模型由
設計團隊的負責人決定。設計階段無法事先解決之碰撞問題而須留至施工階段
頁次：1/3

TWR-01-03

版本日期：2019/10/1

解決時，設計端有義務與責任於其設計成果中明確呈現與說明。
(四)進行碰撞檢查時應避免以達到「零」碰撞為目的，因為產生「零」碰撞的原因很
多，若不清楚其原因，可能導致誤解與誤用。
(五)進行碰撞檢查時應避免以軟體產出的碰撞「數量」為檢核或審核的依據，因為碰
撞分析時，同一問題可能重複出現，例如同一管子與五根管子發生碰撞，就會產
生五次碰撞結果(有五個碰撞數量)，但實際上只要解決一個問題(管路的配置位
置)將解決所有的衝突。
(六)進行碰撞檢查時，一些幾何衝突(geometric clashes)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例如嵌入
式天花板燈，嵌入牆內的管道等。執行碰撞檢查分析時，可以利用軟體中提供的
合適檢查規則設定防止此類碰撞被標記為衝突，故 BIM 建模的細節與對於碰撞
檢查的參數設定至為重要。碰撞檢查執行者必須將清楚交代。
(七)執行碰撞檢查時，應先確立碰撞檢查之目的性、執行的程序、產出的報告，再利
用合適的工具進行衝突分析，並應適當的解析碰撞檢查分析產生的報告。此外，
執行碰撞檢查使用的模型版本應為最新且有應用碰撞檢查必要的版本，以避免
造成無效益的分析。
(八)應避免單純經有軟體自動化執行碰撞檢查與解決衝突，而應在一定的流程並輔
助專業人員判斷、協調與討論後決定。
(九)鐵道工程因具有其工程類型之特殊性，因此以軌道線型為主軸的碰撞檢查有其
必要性。
(十)為了更有效率的執行碰撞分析，新加坡建設局(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2013)建議以下作法，本規範建議參考應用：
1.將整合過程不需要的元件隱藏不進行整合，例如將下一個階段才會處理的議題
相關的元件隱藏，或是將在工地現場變更不會影響施工成本的元件隱藏不納入
整合等。
2.將特定的元件在指定的整合過程中設定為群組不檢核其衝突，例如在執行衝突
分析時將天花板相關的元件與 MEP 元件合併設定為群組物件。
3.各分專業之建模者應自行負責各自的專業模型。
4.各分專業之模型要能在所採用之整合軟體平台上讀取，以便進行必要整合。
5.碰撞衝突的解決方式須經各參與整合者同意，且由各分專業建模者在各專業模
型上應執行必要的修正。
6.各分專業建模者需擔負模型資訊提供的責任與風險，且不會因為進行過整合而
改變。
三、產出碰撞分析報告應包含之重點項次與應描述的內容
(一)執行 BIM 碰撞檢查之專案生命週期階段與時點
(二)執行 BIM 碰撞檢查之目的
(三)執行 BIM 碰撞檢查之參與者、執行流程與介面協調的作法
(四)建模使用的軟體與版本
(五)執行碰撞檢查的軟體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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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進行碰撞檢查的模型版本
(七)納入碰撞分析的模型清單與專業，需要相互檢討的專業至少包含但不限於以下
項次：
1.車站建築(建築、水環、車站結構)：建築與水環各子系統、車站結構與水環各
子系統、建築與車站結構。
2.軌道系統：軌道系統與土建(車站、軌道)各子系統、軌道系統與軌道結構(隧道、
橋梁、路堤)。
3.機電系統：機電各子系統與土建(車站、軌道)各子系統。
4.軌道結構(隧道、橋梁、路堤)。
5.其他指定之系統間。
6.建築界線。
7.軌道之動態包絡線。
(八)各類產生碰撞(硬碰撞(Hard Clash)、軟碰撞(Soft Clash) 工作流程衝突(Workflow
Clash)或 4D 碰撞(4D Clash))之數量、位置、模型透視圖、合理性、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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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鐵道工程應用 BIM 4D 模擬規範(TWR-01-04)
(請參考附檔：TWR-01-04-鐵道工程應用 BIM 4D 模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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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1-04 鐵道工程應用 BIM 4D 模擬規範
Specifications of BIM 4D Simulation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BIM 4D 模擬，係由 BIM 之 3D 模型結合時間資訊後進行的動態模擬分析結果，
以利該視覺化分析結果可協助進行正確的決策。在實務應用上，歷時規劃(phase
planning)係以呈現 BIM 模型在不同階段的建模(規劃)成果，亦可視為 BIM 3D 模
型與時間結合之成果，因此此類型之應用亦包含於本規範中。
二、執行 BIM 4D 模擬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4D 模擬可應用之階段相關廣泛，若能結合 BIM 模型與時間資訊以利凸顯模型隨
時間之變化而出現的差異，便可應用 4D 模擬。4D 模擬時，永久性元件(permanent
elements)會在模擬後仍存在模型中，而臨行性空間或元件(temporary spaces or
objects)則在模擬的一段時間中出現，但之後便會消失在模型中。
(二)4D 模擬時，除了可以分析模型在不同時間的變化與衝突外，亦可以利用時程(排
程結果)為主軸，分析不同規劃情境下工程的施作順序與其合理性、檢核空間安
排的衝突與合適性、設備材料的等資源準備的充分性與合理性、分析與辨識在特
定時間或區域的不安全作業等。
(三)4D 模擬以現在的技術而言，尚未能達到自動化執行的狀態，因此透過專案利害
關係人的充分溝通與討論，方能完全發揮 4D 模擬之效益。然而完善且詳細的 4D
模擬需要耗費大量的時間與資源(費用)，應用時應合理評估與考量，避免要求不
必要的 4D 模擬。
(四)4D 模擬可以應用的時機，從規劃設計階段之大尺度的區域分析(zone analysis)，
到施工階段之小尺度的工序分析(work sequence analysis)，其所需要模型細緻程
度與對應的作業項目皆不同，應用時應明確界定。
(五)進行 4D 模擬時應確定模型與時間(時程)的正確性，避免在不正確的版本或不正
確的模型下進行沒有意義的模擬分析。進行 4D 模擬所需模型與對應時間(時間)
的細緻度，應事先由使用/接收模擬結果的專案利害關係人充分溝通與討論，以
提升模擬結果的實用性。
(六)依據美國聯邦總務署(U.S.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在其 BIM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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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GSA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Guide Series 04 – 4D Phasing」中提出，
應用 4D 模擬可以解決原本專案面臨之挑戰如下表，各專案於應用 4D 模擬時可
以參考：
階段

專案之挑戰
1. 如何善用空閒空間與最佳化占
用的期間?
2. 如何與使用者(承租者)溝通搬
規劃與基本設計
遷/移動的規劃?
3. 如何視覺化施工方案?
4. 方案的限制因素為何?
1. 如 何 整 合 設 計 方 案 (design
intent)、結構規範與施工時程?
設計
2. 如 何 與 潛 在 的 投 標 者 溝 通 時
程?
3. 如何滿足所有使用者(承租者)?
1. 如何管理施工時程與協調分包
商?
2. 如 何 在 施 工 期 間 維 持 交 通 順
施工廠商選擇與
暢?
施工
3. 如何在施工中與利害關係人及
工人溝通每一個作業的範圍?
4. 如何落實精簡及有效率的施工
流程?

目標
1. 對於空間空閒更佳的掌握
2. 節省專案時間
3. 對於使用者(承租者)有更好
的溝通
4. 視覺化施工方案與施工作業
1. 對於專案利害關係人在施工
程序、工期與設計方案進行更
好的溝通

1. 在施工中對分包商、作業項
目、佔有者有更好的溝通
2. 在合適的時間對特定團體提
供專案 4D 模擬結果或截圖

(七)由於 4D 模擬進行時需要耗費大量時間與資源，美國聯邦總務署(GSA)在其 BIM
規範文件「GSA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Guide Series 04 – 4D Phasing」中
提出，在進行 4D 模擬前應進行應用可行性的評估(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4D
phasing)，其重點包含：
1.專案團隊是否有使用的經驗?
2.專案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與預算?
3.預計採用的 4D 模擬技術為何?
4.是否是使用 4D 模擬的合適時間?
5.如何獲得 4D 模擬的服務?
6.專案團隊成員間的資訊如何交換?
(八)參照美國聯邦總務署(GSA) 在其 BIM 規範文件「GSA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Guide Series 04 – 4D Phasing」中對建立 4D 模擬分析之建議，執行 4D
模擬可以考量以下步驟：
1.收集 4D 模擬所需資訊
2.建立 4D 模型
3.檢視模型(應檢視 4D 的 BIM 模型與時程細緻度是否正確、模擬目的是否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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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時間對應的模型是否可視、模擬結果是否能夠被了解)
4.產出最終模擬結果
(九)美國聯邦總務署(GSA)在其 BIM 規範文件「GSA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Guide Series 04 – 4D Phasing」中建議，專案不同生命週期進行 4D 模擬時在模型
與時程細緻度上應有不同的考量，各專案於應用 4D 模擬時可以參考：
階段

3D 模型的詳細程度
(Level of Detail)
專案(project)

可行性評估
(Feasibility Study)
概念設計(Concept
建物(buildings)/專案主要元件
Design)
(major project elements)
設計發展(Design
系統(systems)/構件(components)
Development)
施工文件
(Construction
Documents)

構件(parts)

時程的詳細程度
施工專案(construction
project)
施工區域(construction areas)
子區域(sub areas)/建物單元
(building units)/專業
(disciplines)
作業項目(activities)

(十)提供之 4D 模擬結果是否利用後製軟體進行動畫製作以提升其視覺效果，應在
4D 模擬報告中清楚說明，以避免造成誤解。
三、產出 4D 模擬分析或報告至少應包含之重點項次與應描述的內容
(一)執行 4D 模擬分析之目的
(二)產出 4D 模擬結果使用之軟體
(三)BIM 3D 建模使用的軟體與版本
(四)進行 4D 模擬的軟體與版本
(五)時程資訊的來源、時程的詳細程度與清單資訊
(六)若有使用後製軟體進行動畫製作，其後製軟體與版本
(七)4D 模擬分析之假設條件與限制
(八)4D 模擬成果交付應包含原始的 3D 模型檔、時間資訊(若有時程應包含原始的專
業排程軟體的檔案，例如 P6、MS-Project)、動畫模擬結果(AVI 檔或其他可直接
撥放的檔案)、4D 模擬的原始檔(例如 Navisworks 的 NWD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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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1-05 BIM 模型設施維護交付資訊
Specifications of BIM Information for Facility Management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契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勞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不同階段
(可行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行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說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契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BIM 集成模型(BIM Record Model)，是指用於維護管理所需的 BIM 模型，其包
含真實空間描述且串聯重要資訊，而應包含的資訊例如各式編碼、保固資訊、所
有構件的維護歷程資訊等。BIM 集成模型應隨著使間持續更新與修正，因此其
所包含的資訊可串連早期的規劃資訊、設計資訊、施工資訊，以及維護階段的資
訊。
二、提交設施維護交付資訊應注意的重要觀念
(一)為了有效整合鐵道工程從規劃、設計、施工到後續營運維護階段過程中，所有與
鐵道工程相關的元件與設備都應能持續被紀錄與保存下來，並持續在每一個生命
週期階段應用，其主要目的為了營運階段時可應用於資產管理(維管)上。
(二)本文件在進行鐵道工程資產管理(維管)資料需求分析時，主要係參考台北市政府
委託中華民國公共工程資訊學會完成的「竣工模型屬性資料作業標準」文件，因
為該文件係參考國際通用的施工營運建築資訊交換(COBie)標準格式。此外，本
文件亦參考英國 National Building Specification(簡稱 NBS)單位的研究成果以及
美國 GSA 對於設施管理所需的資訊，同時經由訪談國內鐵道工程的營運單位其
資產管理(維管)資料需求後決定應隨模型交付的資訊。若有必要，建議可以參考
buildingSMART 目前已陸續研擬並會提出的鐵道工程有關標準(例如 bSI-SPECRail)。
(三)依照美國 GSA 之規範，BIM 模型用於設施管理(FM)至少需要的欄位如下：
1.元件項目
(1)空間管理所需所有物件(可以參考 GSA BIM Guide Series 02 中之項目)
(2)天花
(3)照明系統、固定物、設備
(4)通訊系統與設備
(5)MEP(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plumbing)系統、設備、與其清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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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防火系統、設備與其清潔系統
(7)其他特殊系統、設備與其清潔系統
(8)澆灌系統(Irrigation)與設備
(9)傢俱製造者與規範
2.元件屬性
(1)設備的 GUID
(2)設備資產辨識編號
(3)空間主要辨識碼
(4)其他 BIM Guide Series 02 規定屬性
(四)依據一般專案對於設施維護管理所需參考的資訊需求，可將模型元件屬性欄位
資料依據類型分為以下幾項：
1.通用性：所有類型元件皆必須要有的欄位。
2.牆：僅針對「牆」類型元件必須要有的欄位。
3.門：僅針對「門」類型元件必須要有的欄位。
4.樓梯：僅針對「樓梯」類型元件必須要有的欄位。
5.衛生設備：僅針對「衛生設備」類型元件必須要有的欄位。
6.昇降機：僅針對「昇降機」類型元件必須要有的欄位。
7.避雷設備：僅針對「避雷設備」類型元件必須要有的欄位。
8.停車位：僅針對「停車位」類型元件必須要有的欄位。
9.房間：僅針對「房間」類型元件必須要有的欄位。
10.鐵道工程特殊構件：針對「鐵道工程」擁有的特殊構件其元件必須要有的欄
位。
三、設施維護交付資訊重點項次與應描述的內容
(一)BIM 模型一般性通用屬性
本文件歸納國內一般專案 BIM 元件通用屬性欄位，如表 1 所示。
表 1 集成模型元件通用性欄位
序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1

設備名稱

2

3

資料類型

重要性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文數字



–

無障礙功能

類型

文數字

△

△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

範例
導管_PVC 管EMP_755303
無障礙升降設
備，按鈕為視覺
不便之使用者提
供點字服務
Pr_40_50_12_85
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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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4

描述

5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數值

△

△

300.00 cm

標稱高度

類型

數值

△

△

300.00 cm

6

標稱長度

類型

數值

△

△

300.00 cm

7

標稱寬度

類型

數值

△

△

300.00 cm

8

大小

類型

文數字

△

△

9

永續效能

類型

文數字

△

△

10

樓層名稱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11

空間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12

房間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機廠

13

顏色

類型

文數字

△

△

磚紅色

14

材質

類型

文數字

△

△

PVC

15

資產識別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16

資產類型

實作元件

單選

△

△

17

條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18

時程單位

類型

單選

△

△

4567091
年

19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3.0

20

採購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

2020-12-31T23:59:59

21

竣工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2020-12-31T23:59:59

22

安裝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2020-12-31T23:59:59

23

製造廠商

類型

文數字

–

XXX

24

設施廠牌

類型

文數字


△

△

TOTO

25

產品型號

類型

文數字



–

A7N8X-VM

26

置換成本

類型

數值

△

△

1,600

27

產品序號

類型

數值



–

28

保固說明

類型

文數字

△

△

F9AZCY12E416
A6G
1 年到府維修

29

保固時程

類型

數值



–

3年

30

時程單位

類型

單選



–

年

2105mm x
1329mm
本產品通過節能
標章認證
2FL
維護單位使用空
間

2F7761-63264DFC-80C8
固定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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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31

保固廠商

32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文數字

△

△

WARRANTY

保固廠商電
話

類型

文數字

△

△

886 2XXXXXXXX

33

保固起始日
期

實作元件

ISO 日期格
式

△

△

34

保養頻率

類型

文數字

△

△

35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36

供應商合約

類型

文數字



–

37

供應商電話

類型

文數字



–

+886 2-xxxxxxxx

38

外牆檢查修
繕日期

實作元件

ISO 日期格
式

◎



2020-12-31T23:59:59

39

結構耐震診
斷日期

實作元件

ISO 日期格
式

◎



2020-12-31T23:59:59

40

建築審查許
可日期

實作元件

ISO 日期格
式

◎



2020-12-31T23:59:59

41

元件編碼

類型

文數字

△

△

F9AZCY12E416
A6G



–

牆

2020-12-31T23:59:59
每季
supplier
XXX 鐵道工程
合約.pdf

牆
1

功能

類型

單選
門

1

防火時效

類型

文數字



–

1hr

2

防火等級

類型

文數字



–

60A

樓梯
1

法規樓梯形
式

實作元件

單選



–

安全梯

2

備註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樓梯名稱

實作元件

數值



–

輸入級深

類型

單選



–

室內



–

男-便器



–

放電式避雷針

3
4

實際踏板深
度
功能

衛生設備
1

法規衛生設
備形式

實作元件

單選
避雷設備

1

法規避雷設

實作元件

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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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數值



–

51

備形式
2

保護半徑

類型

房間
名稱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發電機房

編號
2
必填
◎若有則需填
△選填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A101

1

– 延續前階段資料
(二)鐵道工程 BIM 模型通用屬性：
本文件歸納國內專案元件通用屬性欄位，並參考鐵道工程之特性，提出日後集成
模型應包含之欄位屬性，表格內針對欄位重要性項目，「必填」欄位被規範為必
須填寫的資料欄位，也可依據專案的需求加以修訂或增加資料欄位。
鐵道工程車站特有設備屬性建置上，在進行車站設計時一般都將考慮兩項基本功
能，一是提供車站運轉之必要空間，另一項則是提供旅客所需的各項服務。就鐵
道工程車站內部之配置，可分為「公共區」與「非公共區」兩部分，公共區則是
供旅客所使用，公共區包括出入口、穿堂層與月台層，而非公共區包括作業區、
職員區與設備空間。而在這兩部分區域，通常包含以下幾項設備與設施：
1.通訊系統
通訊設施提供所有鐵道工程自動控制系統之信號通路，列車行駛間通訊、廣播，
行控中心監控鐵道工程系統運轉情形，及旅客資訊顯示器(特定車站)、廣播系
統、閉路電視系統、無線電系統及時鐘等設施。以下歸納通訊系統之集成模型
應建置屬性，如表 2 所示。
表 2 集成模型屬性建置-通訊系統
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1

設備名稱

2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文數字



–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

3

描述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4

資產識別
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5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3.0

廣播系統 A
xxxx-xxxx-xxxxxxxx
通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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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6

竣工日期

7

號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2020-12-31-T23：
59：59

安裝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2020-12-31-T23：
59：59

8

製造廠商

類型

文數字



–

9

採購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

10

採購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11

採購成本

類型

數值



–

1,600,000

12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supplier

13

供應商合
約

類型

文數字



–

xx 合約.pdf

14

供應商電
話

類型

文數字



–

886 2-xxxxxxxx

15

維修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2020-12-31-T23：
59：59

16

維修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17

維修成本

類型

數值



–

1,600,000

XXX
2020-12-31-T23：
59：59

2.電(扶)梯設施
提供旅客進出月台及出入口的設施。電(扶)梯設施包含電扶梯及電梯，是近代
建築物及各種應用空間最常使用的垂直交通工具。因此，電扶梯與電梯已被廣
泛使用於鐵道工程，並於交通運輸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下歸納電(扶)梯設
施之集成模型應建置屬性，如表 3 所示。
表 3 集成模型屬性建置-電梯及電扶梯設施
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1

設備名稱

2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文數字



–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

3

描述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4

資產識別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5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3.0

電扶梯設施 A
xxxx-xxxx-xxxxxxxx
電扶梯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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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6

採購日期

7

號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ISO 日期格式



△

2020-12-31T23：59：59

採購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8

採購成本

類型

數值



–

9

保養頻率

類型

文數字



△

1,600,000
每季

10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11

供應商合約

類型

文數字


△

–

supplier
xx 合約.pdf

12

供應商電話

類型

文數字



–

886 2-xxxxxxxx

13

維修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式



–

2020-12-31T23：59：59

14

維修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15

維修成本

類型

數值



–

1,600,000

3.自動收費系統(含人工收費系統)
此系統包含自動售票機、自動驗票閘門與人工收費閘門。以下歸納自動收費系
統(含人工收費系統) 之集成模型應建置屬性，如表 4 所示。
表 4 集成模型屬性建置-自動收費系統
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1

設備名稱

2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文數字

–

自動收費系統 A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

3

描述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自動收費系統

4

資產識別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5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6

採購日期

類型

ISO 日期
格式



△

3.0
2020-12-31-T23：59：

7

採購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8

採購成本

類型

數值



–

9

保養頻率

類型

文數字



△

1,600,000
每季

10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11

供應商合約

類型

文數字


△

12

供應商電話

類型

文數字



–

13

維修日期

類型

ISO 日期
格式



–

–

59

supplier
xx 合約.pdf
886 2-xxxxxxxx
2020-12-31-T23：5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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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14

維修單價

15

號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數值



–

1,600

維修成本

類型

數值



–

1,600,000

16

線別

類型

文數字

△

文湖線(BR)

17

站別

類型

文數字

△

大安站(BR05)

18

設備編號

類型

文數字

△

19

報修症狀

類型

文數字

△

BR05_ATIM_01
加值異常

20

報修等級

類型

文數字

△

21

故障分類

類型

文數字

△

LEVEL 2
紙鈔模組異常

22

維修等級

類型

文數字

△

LEVEL 1

23

物料編號

類型

文數字

△

24

可修件名稱

類型

文數字

△

37.P5.0032.CR
PAM 觸控螢幕

25

可修件序號

類型

文數字

△

134HIPYHT0067

26

完工報告

類型

文數字

△

XXXXXXXXXXX

4.環境控制系統
主要為地下車站之空調、送風、排煙設施等。以下歸納環境控制系統之集成模
型應建置屬性，如表 5 所示。
表 5 集成模型屬性建置-環境控制系統
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1

設備名稱

2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文數字

–

環境控制系統 A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

3

描述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環境控制系統

4

資產識別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5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6

採購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3.0
1900-12-31-T23：59：

7

採購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8

採購成本

類型

數值



–

9

保養頻率

類型

文數字



△

1,600,000
每季

10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11

供應商合約

類型

文數字


△

12

供應商電話

類型

文數字



–

13

維修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

–

59

supplier@service.com.tw
xx 合約.pdf
886 2-xxxxxxxx
2020-12-31-T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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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資料類型
型別

重要性
竣工

範例

維運

式

59

14

維修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15

維修成本

類型

數值



–

1,600,000

16

設備編號

類型

文數字

△

17

產品型號

類型

文數字

18

保固說明

類型

文數字

實作元件

ISO 日期格式

19

保固起始日
期




–

BR05_ATIM_01
A-001-002

–

1 年到府維修

△

△

2020-12-31-T23:59:59

20

保固時程

類型

數值



–

3年

21

資產類型

實作元件

單選

△

△

固定資產

22

置換成本

類型

數值

△

△

1,600,000

5.水電消防系統及服務設施
照明、電力設備、消防設備，包含自動偵煙系統、火警受信總機、消防栓、手
提式滅火器；其他尚有出入口附近之公共電話、垃圾桶等。以下歸納水電消防
系統及服務設施之集成模型應建置屬性，如表 6 所示。
表 6 集成模型屬性建置-水電消防系統及服務設施
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

服務設施 A

△

1

設備名稱

類型

文數字

2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3

描述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服務設施

4

資產識別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5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3.0

6

採購日期

類型

ISO 日期
格式



△

2020-12-31-T23：59：59

7

採購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8

採購成本

類型

數值



–

9

保養頻率

類型

文數字



△

1,600,000
每季

10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11

供應商合約

類型

文數字


△

–

supplier@service.com.tw
xx 合約.pdf

12

供應商電話

類型

文數字



–

886 2-xxxxxxxx

13

維修日期

類型

ISO 日期
格式



–

2020-12-31-T23：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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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資料類型

重要性

型別

竣工

維運

範例

14

維修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15

維修成本

類型

數值



–

1,600,000

16

設備編號

類型

文數字
照明設備

△

EP-001-003

1

光源類型

類型

文數字



–

LED&螢光

2

控制類型

類型

文數字



–

群控&一般

3

電源類型

類型

文數字

水電設備

–

110&220&380

1

電源類型

類型

文數字



–

2

供應系統類
型

類型

文數字



–

110&220&380
一般&緊急&不斷電&發
電機

消防設備
1
2

警報系統類
型

類型

文數字

–



智慧型&傳統 P&複合

滅火系統類
–
類型
文數字
水系統&乾粉&滅火氣體

型
6.防洪設施
車站出入口之設計需有應付局部淹水或全面水患之設備。一般鐵道工程系統之
防洪設施有防洪閘門(Flood Gates)、水密門(Watertight Doors)、抽排水設備等。
以下歸納防洪設施之集成模型應建置屬性，如表 7 所示。
表 7 集成模型屬性建置-防洪設施

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1

設備名稱

2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文數字

–

防洪設施 A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

3

描述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防洪設施

4

資產識別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5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6

採購日期

類型

ISO 日期
格式



△

3.0
2020-12-31-T23：59：

7

採購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8

採購成本

類型

數值



–

9

保養頻率

類型

文數字



△

1,600,000
每季

10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supplier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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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供應商合約

類型

文數字

△

–

xx 合約.pdf

12

供應商電話

類型

文數字



–

13

維修日期

類型

ISO 日期
格式



–

886 2-xxxxxxxx
2020-12-31-T23：59：

14

維修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15

維修成本

類型

數值



–

1,600,000

59

7.軌道
鐵道工程中的軌道之集成模型應建置屬性，如表 8 所示。
表 8 集成模型屬性建置-軌道
序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1

設備名稱

2

資料類型

重要性

範例

型別

竣工

維運

類型

文數字



–

導管_PVC 管-EMP_755303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

Pr_40_50_12_85 馬桶

3

描述

類型

數值

△

△

300.00 cm

4

材質

類型

文數字

△

△

PVC

5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3.0

6

採購日期

類型

△

△

2020-12-31-T23:59:59

7

竣工日期

類型



–

2020-12-31-T23:59:59

8

安裝日期

類型



–

2020-12-31-T23:59:59

9

製造廠商

類型

文數字



–

官方網址

10

設施廠牌

類型

文數字

△

△

TOTO

11

產品型號

類型

文數字



–

A7N8X-VM

12

置換成本

類型

數值

△

△

NT1,600

13

保固說明

類型

文數字

△

△

3 年到場維修

14

保固時程

類型

數值



–

3年

15

保固廠商

類型

文數字

△

△

WARRANTY

16

保固廠商電話

類型

文數字

△

△

886 2-XXXXXXXX

17

保固起始日期

實作元件

△

△

2020-12-31-T23:59:59

18

保養頻率

類型

文數字

△

△

每季

19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Supplier@corp.com.tw

20

供應商合約

類型

文數字



–

Xx 鐵道工程合約.pdf

ISO 日期格
式
ISO 日期格
式
ISO 日期格
式

ISO 日期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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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21

供應商電話

類型

資料類型

重要性

型別

竣工

維運

文數字



–

範例
886 2-xxxxxxxx

8.無障礙設施及設備
鐵道工程無障礙設施依設置地點分為車站外周邊設施及車站內設施兩部分。以
下歸納其中包含的設施之集成模型應建置屬性置，如表 9 及表 10 所示。
表 9 鐵道工程車站無障礙設施應建置模型
車站外周邊設施

車站內設施

路緣斜坡

乘客服務處

引導設施

無障礙專用驗票閘門

無障礙坡道

站內指引標誌

無障礙汽機車停車位

導盲磚

地坪鋪面

無障礙電梯
無障礙廁所
樓梯扶手
旅客資訊顯示系統
月台層服務設施
公共電話
服務鈴
充電設施
表 10 集成模型屬性建置-無障礙設施

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資料類型

重要性

型別

竣工

範例

1

設備名稱

類型

文數字



維運
–

2

設備規格

類型

文數字

△

△

3

描述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無障礙設施及設備

4

資產識別碼

實作元件

文數字

△

△

xxxx-xxxx-xxxx-xxxx

5

使用年限

類型

數值

△

△

6

採購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3.0
2020-12-31-T23：59：

7

採購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8

採購成本

類型

數值



–

9

保養頻率

類型

文數字



10

供應商

類型

文數字



△
–

1,600,000
每季

11

供應商合約

類型

文數字

△

–

無障礙設施及設備 A

59

supplier@service.com.tw
xx 合約.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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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中文名稱

參數範圍

資料類型

重要性

型別

竣工

範例

12

供應商電話

類型

文數字



維運
–

13

維修日期

類型

ISO 日期格
式



–

14

維修單價

類型

數值



–

1,600

15

維修成本

類型

數值



–

1,600,000

886 2-xxxxxxxx
2020-12-31-T23：5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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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2-01 鐵道工程 BIM 應用所需資源、能力與軟硬體
References of Resources, Capabiliti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for
Implementing BIM in Railway Projects
一、資訊收集來源：此文件中所列出的「所需資源、能力與軟硬體需求」等資訊，為「鐵
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建立計畫執行時收集的資訊，
此資訊會隨時間與技術的發展而更動，使用時應再了解市場的最新狀況。
二、使用注意事項：專案使用時，應考量單位特性、專案特性、預算、使用者能力、日後
資料整合需求，妥善選擇。
三、鐵道工程 BIM 應用所需資源、能力與軟、硬體彙整如下：
BIM 應用

應用工具

BIM-U1： 設計建模軟
基地現況建 體
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雷射掃描點
雲軟硬體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Dprofiler
Fastrak
SDS/2
RISA

利用 3D 雷射掃描儀偵測 ContextCapture 具有操縱雷射
現實狀況中不容易捕捉的 aSPECT3D
掃瞄點雲工
3D 的資料。
Gexcel
具的知識及
FARO
能力。
3Dsoftware
Kubit
PHOCAD
Undet
TerraScan
3D 雷射掃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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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3D 雷射掃描 偵測並分析現實世界中設 RIEGL
施/建物與環境的現況（幾 FARO
何構造）與外觀資料（如顏 Mantis Vision
色、表面反照率等性質）， Leica Cyclone
蒐集到的資料被用來進行
三維重建計算，並在虛擬
世界中建立實際物體的數
位模型。
BIM-U2： 設計建模軟
先期規劃方 體
案建模
Preliminary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BIM-U3：
基地分析

具有操縱 3D
雷射掃瞄工
具的知識及
能力。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Dprofiler
Fastrak
SDS/2
RISA

設計建模軟
體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GIS 軟體

提供地理資料的處理、蒐 AutoCad Map
集、查詢、分析及記錄的數 Arc/Info
值化資訊系統
MapInfo

Site Analysis

能力需求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Dprofiler
Fastrak
SDS/2
R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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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Arc View
MicroStation
WinGIS
ESRI ArcIMS
Map Objects
IMS
MapGuide
BIM-U4： 設計建模軟
規劃結果建 體
模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BIM-U 5： 設計建模軟
成本估算(含 體
數量計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Dprofiler
Fastrak
SDS/2
RISA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定義特定設計
Dprofiler
建模步驟的
Fastrak
能力，以便能
SDS/2
在指定的建
RISA
模程序中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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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以模型為基
礎的估算軟
體

成本資料

BIM-U6： 設計建模軟
歷時規劃(4D 體
模擬)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成本估算軟體利用 BIM 模 Innovaya
型提供的資訊進行營建工 Solibri
程的成本估算與數量估算 Cubicost
之分析
Autodesk

出正確的數
量。
有能力針對合
適的估算層
Quantity
次預先所需
Takeoff(QTO)
的數量。
具有當年度的材料單價， Vico Takeoff
以利軟體輸出正確的成本 Manager
估算。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Phase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Planning (4D
CATIA
能力。
Modeling)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具 3D 模型操
Dprofiler
控與 4D 模擬
Fastrak
軟體的應用，
SDS/2
以評估施工
RISA
進度排程之
4D 施工模擬 可提供 3D 模型之碰撞檢 Autodesk
能力，及具備
排程軟體
查、3D 協調、4D 規劃、可 Navisworks
一般施工法
視化、動態模擬等。
Bentley
與排程的知
Projectwise
識能力。
Navigator
Solibri Model
Che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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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

應用工具

BIM-U 7：
設計表達

設計建模軟
體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BIM-U 8： 設計建模軟
工程設計分 體
析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Design
Authoring

Engineering
Analysis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施 工 程 序 / 機
Dprofiler
具及方法的
Fastrak
知識。
SDS/2
具 備 設 施 / 建
RISA
物組件於設
計或施工的
實務知識和
經驗。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以工程分析工
Dprofiler
具來評估模
Fastrak
型的能力。
SDS/2
R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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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工程分析工
具及軟體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利用 BIM 結構軟體進行營 Robot
建專案的結構分析及模擬 RISA
(包括結構系統和參數、應 Digital Project
力幾何、活載重和靜載重 GTSTRUDL
結構、其他土木結構等分 Tekla
析)，以提高設施/建物的性 STAAD
能及安全性
ETABS
利用 BIM 能源分析軟體進 PKPM
行營建專案的照明分析， Ecotect
以滿足設施/建物的照明需 IES
求
Tas Simulator
利用 BIM 能源分析軟體進 PKPM
行營建專案的能源分析(包 Green Building
括氣流、能源、建築性能、 Studio
耗能等各項分析)，以提高 Ecotect
設施/建物的性能，及有效 IES
的降低能源消耗
Hevacomp
利用 BIM 軟體分析設施/建 PKPM
物的機械分析模擬，以提 VE-Pro
高設施/建物的性能及安全 Energy Plus
性
TRNSYS
Design master
IESVirtualEnvir
onment
TraneT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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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

應用工具

BIM-U 9：
整合

設計建模軟
體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模型檢視應
用

具備協調檢視 3D 模型的 Autodesk
碰撞及衝突之資源，以消 Navisworks
除主要的系統衝突。
ProjectWise

Coordination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工具
Rhino
的知識及能
BricsCAD
力。
Sketchup
瞭解及判讀吊
Dprofiler
裝圖面的能
Fastrak
力。
SDS/2
RISA

Navigator
BIM-U 10： 設計建模軟
永續性/綠建 體
築評估
Sustainability
/EEWH
Evaluation

永續性分析
軟體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具有建模工具
的知識及能
力。
AECOsim
具 EEWH 認
CATIA
證及現行版
Tekla Structure
本的得分項
Rhino
目相關知識。
BricsCAD
Sketchup
Dprofiler
Fastrak
SDS/2
RISA

進 行 永 續 性 評 估 ( 如 Green Building
EEWH/LEED 認證)，依照 Studio
LEED 等級或其它永續性
準則來評定專案的永續性
發展，以提高設施/建物滿
足永續性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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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BIM-U 11： 設計審核軟
設計成果檢 體
核
Design
Review
硬體設備
可互動的審
核空間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以 3D 模型向利害關係人 Autodesk
BIM 模型的操
展示符合原規劃要件的規 Design Review 控、瀏覽、檢
劃成果，包括建築設計、結
閱與更新設
構設計、機電設計、使用空
施的知識及
間規劃，藉以滿足此階段
能力。
的設計需求
具 3D 模型操
具支援各式軟體設備及大
控軟體的應
量物件資訊的設備
用及具備一
般施工法的
具有可以溝通協調與設計
知識能力。
審核的互動式空間，以供
專案成員能快速的協同整
合與檢討專案的符合性之
功用。

BIM-U 12： 設計建模軟
出圖
體
Drawing
Production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AECOsim
CATIA
Tekla Structure
Rhino
BricsCAD
Sketchup
Dprofiler
Fastrak
SDS/2
RISA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施的知識及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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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BIM-U13： 設計建模軟
設計圖審
體
Code
Validation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具有建模軟體
Rhino
及以模型檢
BricsCAD
核工具進行
Sketchup
設計審核的
Dprofiler
能力。
Fastrak
SDS/2
RISA

BIM-U 14： 3D 系統設計 可使用 BIM 核心建模軟體 Xsteel
系統設計(虛 軟體
提交的數據，對鋼結構進
擬實體)
行面向加工、安裝的詳細
設計，即生成鋼結構施工
Construction
圖、材料表、加工代碼等。
System
Design
(Virtual
Mockup)

能力需求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施的知識及
能力。
應用 3D 系統
設計軟體做
適當的施工
決策的能力。
具 備 設 施 / 建
物組件於設
計或施工的
實務知識和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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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BIM-U 15： 設計建模軟
數位製造
體
Digital
Fabrication

數控工具及
軟體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提供建築、結構和機電設 Revit
計建模的軟體設備，主要 ArchiCAD
核心建模軟體。
Bentley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AECOsim
施的知識及
CATIA
能力。
Tekla Structure 使用數位資訊
Rhino
製造設施/建
BricsCAD
物物件的能
Sketchup
力。
Dprofiler
瞭解一般製造
Fastrak
模型及方法
SDS/2
的能力。
RISA

擁有直接依據 3D 模型生 Illustrator
產預製物件的機器，並具 Inkscape
備應用機械科技直接依據 Librecad
3D 模型生產預製物件的流 CAM(Computer
程方法。
Aided
以 3D 列印技術為基礎數 Manufacture)
位製造，將會更具生產力、CNC(Computer
更耐用，可重複製造，亦可 ized Numerical
滿足客製需求。
Control)

BIM-U 16： 可操控的 3D 利用 3D 模型進行設施/建 Revit
3D 放樣與施 模型工具
物組件的現場放樣模擬，
工定位控制
供工地現場在施工吊裝時
做使用，或者利用 3D 模型
(3D Control
掌握現場的施工狀況
and Planning/
Digital
Layout)

能力需求

雷射追蹤儀 大 型 設 備 安 裝 定 位 與 測 全站儀
3D 測量系統 量，結合高精度全站儀技
術、高速 3D 掃描技術、高
分辨率數字圖測量以及超
站儀技術等多項先進的測
量，能夠以多種方式獲得
高精度的測量結果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施的知識及
能力。
具有操縱全站
儀工具的知
識及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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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U 17： 空間定位與
現地實況、施 管理資訊應
工管理、試運 用
轉及設施移
交追蹤紀錄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利用 3D 模型的空間模擬，Mapguide,
隨時掌握及追蹤設施/建物 Maximo
的空間使用，以確保空間
資源能獲得最佳化的應
用。

能力需求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施的知識及
能力。

Field
and
Management
Tracking
BIM-U 18： 可操控的 3D 在專案的執行過程中，利 Revit
集 成 模 型 匯 模型工具
用 BIM 技術建置所有的設 ArchiCAD
編
備物件資訊，以提供未來 Bentley
營運維護使用所需的文件 AECOsim
Record
資料
Modeling
CATIA

具有資產和
設備的數據
庫

了 解 設 施 / 建
物系統的設
備操作流程
和維護實踐，
及設施管理
Tekla Structure
應用的知識
Rhino
能力，以確保
BricsCAD
輸入資訊的
Sketchup
正確性。
Dprofiler
BIM 模型的操
施工定案模型，將所有的 ArchiFM
控、瀏覽、檢
設 備 建 立 附 加 資 訊 及 履 FM:Systems
閱與更新設
歷，並且經審查後做成竣
施的知識及
工 BIM 模型，以利將來營
能力。
運維護管理所用
能夠在設計，
施工和設施
管理團隊之
間進行有效
的溝通、協調
整合的能力。

BIM-U 19： 設計審核軟
設施設備(預 體
防性)維護管
理規劃
Building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Scheduling

主要為能夠查看紀錄模型 Autodesk
使用記錄模型
和 物 件 ， 軟 體 主 要 是 Design Review 來 操 縱
Autodesk Design Review 能 Autodesk A360
Computerized
包含大部分資訊、可標註 Solibri Model
Maintenance
審核意見，但不能編輯修 Checker
Management
改。
Solibri Model
System
Viewer
(CMMS)和構
Solibri Model
建控制系統
Optimizer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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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設施/建物自 可以鏈結到紀錄模型，並 FM:Interact
動化系統
自動集中控制設施/建物的
暖氣，通風和空調，照明和
其他系統。提高設施/建物
系統的高效營運，以及降
低能耗和營運成本。
資訊化維護
管理系統

BIM-U 20： 工程分析工
設 施 系 統 機 具及軟體
能檢測與分
析
Building
Systems
Analysis

資訊化維護
管理系統

可以鏈結到紀錄模型，維
護有關組織維護操作的資
訊計算機數據庫。此資訊
能幫助維護人員更有效地
完成工作，並做出明智的
決策。

能力需求
了 解 設 施 / 建
物系統的設
備操作流程
和維護實踐，
及設施管理
應用的知識
能力，以確保
輸入資訊的
正確性。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施的知識及
能力。

能夠對專案進行日照、風 Green Building 使用記錄模型
環境、熱能、景觀可視度、 Studio
來 操 縱
噪 音 等 方 面 的 分 析 和 模 IES
Computerized
擬。
Ecotect
Maintenance
PKPM
Management
Hevacomp
System
VE-Pro
(CMMS)和構
Energy Plus
建控制系統
TRNSYS
的能力。
了 解 設 施 / 建
可以鏈結到紀錄模型，維 FM:Interact
物系統的設
護有關組織維護操作的資
備操作流程
訊計算機數據庫。此資訊
和維護實踐，
能幫助維護人員更有效地
及設施管理
完成工作，並做出明智的
應用的知識
決策。
能力，以確保
輸入資訊的
正確性。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施的知識及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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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BIM-U 21： 資產管理系
資產管理
統
Asset
Management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將資產設備的基本資料電 Archibus
BIM 模型的操
腦化管理，使管理者能即 固定資產管理
控、瀏覽、檢
時且高效率的管控資產設 系統(含資產盤 閱 與 更 新 設
備，合理規劃、配置與利 點機)
施的知識及
用，並隨時追蹤資產設備 神網資訊設備
能力。
的狀況。
管理系統
資產管理系統
的操控能力。
了解稅務及相
關財務系統
軟體的知識。
設 施 / 建 物 施
工及營運維
護 ( 修繕、設
備維護保養、
設備升級等)
的知識。

BIM-U 22： 雙向 3D 模型 將設施的紀錄模型與 3D Mapguide,
設 施 空 間 管 操作；軟體 模型軟體做連結與操作。
Maximo
理 與 監 控 紀 記錄模型整
錄
合

了 解 設 施 / 建
物系統的設
備操作流程
和維護實踐，
及設施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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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空間定位與
Space
Management 管理資訊應
and Tracking 用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利用 3D 模型的空間模擬，
隨時掌握及追蹤設施/建物
的空間使用，以確保空間
資源能獲得最佳化的應
用。

能力需求
應用的知識
能力，以確保
輸入資訊的
正確性。
BIM 模型的操
控、瀏覽、檢
閱與更新設
施的知識及
能力。
評估目前空間
及資產，並且
依未來需求
適當管理的
能力。
有能力針對合
適的估算層
次預先所需
的數量。

BIM-U 23： 設計審核軟
災害應變規 體
劃
Disaster
Planning

主要為能夠查看紀錄模型 Autodesk
BIM 模型的操
和 物 件 ， 軟 體 主 要 是 Design Review 控、瀏覽、檢
Autodesk Design Review 能
閱與更新設
包含大部分資訊、可標註
施的知識及
審核意見，但不能編輯修
能力。
改。
經由 Building
設施/建物自 可以鏈結到紀錄模型，並
Automation
動化系統
自動集中控制設施/建物的
System (BAS)
暖氣，通風和空調，照明和
瞭解動態設
其他系統。提高設施/建物
施/建物資訊
系統的高效營運，以及降
的能力。
低能耗和營運成本。
在緊急救災任
資訊化維護
管理系統

可以鏈結到紀錄模型，維 FM:Interact
護有關組織維護操作的資
訊計算機數據庫。此資訊
能幫助維護人員更有效地
完成工作，並做出明智的
決策。

務中做適當
決策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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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工具

功能

所需資源/軟硬體

能力需求

BIM-U 24： 可操控的 3D 在專案的執行過程中，利 Revit
集 成 模 型 更 模型工具
用 BIM 技術建置所有的設 ArchiCAD
新
備物件資訊，以提供未來 Bentley
營運維護使用所需的文件 AECOsim
Record
資料
Model
CATIA
Updating

具有資產和
設備的數據
庫

了 解 設 施 / 建
物系統的設
備操作流程
和維護實踐，
及設施管理
Tekla Structure
應用的知識
Rhino
能力，以確保
BricsCAD
輸入資訊的
Sketchup
正確性。
Dprofiler
BIM 模型的操
專案的執行過程中，3D 模 ArchiFM
控、瀏覽、檢
型中的物件必須具有關資 FM:Systems
閱與更新設
產和設備的物件資料庫，
施的知識及
以提供未來使用所需的文
能力。
件資料。
能夠在設計，
施工和設施
管理團隊之
間進行有效
的溝通、協調
整合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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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2-02 鐵道工程 BIM 應用個案參考資料
Reference Cases for Implementing BIM in Railway Projects
一、案例收集來源：此文件中所列出不同生命週期階段之參考案例資訊，為「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建立計畫執行時收集的案例資訊，案
例的執行背景與預計執行的專案可能不同，參考時應深入了解差異。
二、為了使各項 BIM 應用(BIM Uses)在實務使用上有參考案例，本文件收集國內外各類
型鐵道工程相關案例，包括高速鐵路、鐵道、捷運及輕軌等，參考時應深入案例與其
專案利害關係人，與預計執行的專案存在的差異。
三、本文件依據「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中的 BIM 應
用(BIM Uses)區分以下內容
(一) 可行性評估(先期規劃)
可行性評估階段主要為提供該階段所需現地資訊之查詢與利用，並透過 BIM 建
模軟體表達線形導入之評估方案，以利技術可行性評估及用地評估，以作為各方
案先期規劃選擇決策之用，相關參考案例如表 1 所示。
表 1 可行性評估(先期規劃)階段 BIM 應用項次與案例
BIM 應用類型

案例名稱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三鶯線捷運工程
基本設計和專案
管理顧問委託技
術服務計畫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提供技術可行性評估作業所需 http://www.hkitblog.co
現地資訊之查詢與利用，該案 m/?p=30457
利用此應用來建立路廊、車站、
周邊的資訊以模擬建成後對於
景觀的衝擊。

挪威布魯蒙達爾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先期規 http://www.infrastructu
 BIM-U2：
劃階段線形導入之評估方案以 re先 期 規 劃 方 案 鐵路
利技術可行性評估，進而對規 reimagined.com/prelim
建模
Preliminary
劃方案之選定發揮輔助效果， inary-engineering-rail
Planning
如該案透過 BIM 模擬洪水事
Layout
件，以了解評估鐵道和車站區
Modeling
域受到的影響。亦有助於確定
平台高度，以防洪水期間造成
鐵路停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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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規劃(綜合規劃)
規劃階段主要為提供軌道定線規劃所需相關資訊、結構配置規劃之查詢與利用，
並結合 BIM、GIS 或電子地圖等技術工具，評估不同軌道定線規劃、結構配置規
劃、站區規劃、機廠配置方案之比較，以利選擇最佳方案等，相關參考案例如表
2 所示。
表 2 規劃(綜合規劃)階段 BIM 應用項次與案例
BIM 應用類型

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台鐵捷運化高雄市區鐵
路地下化工
程

 BIM-U3：
基地分析
Site Analysis

英 國 橫 貫 鐵 評估不同軌道定線規劃、結構 http://www.crossrail.co.
路
配置規劃、站區規劃、機廠配 uk/news/quarterly置方案之優劣，以利選擇最佳 crossrail-update
方案，英國橫貫鐵路以車站站
體結構和地下軌道主線隧道
月台設計 BIM 模型與 3D GIS
城市模型整合成果圖來呈現
此應用。

港鐵沙田至
 BIM-U4：
中環線(SCL)
規劃結果建模
Planning Layout
Modeling

提供其他綜合規劃作業所需 http://www.ceci.org.tw/b
現地資訊之查詢與利用，此案 ook/88/web/24-31.pdf
透過 BIM 的技術加以設計建
構及擬真視覺化呈現，可提供
後續發展配合建築曲線、曲面
配置的 BIM 結構模型，並將結
構模型導入結構分析軟體進
行結構分析設計。
。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新設 www.infrastructure場站規劃方案以利預算及期 reimagined.com/keeping
程規劃或都市計畫變更作業 -rail-project-on-track/
之研議，SCL 中展覽站位於現
有的公共交通交會處和體育
場館下，亦會影響周邊的設
施，因此透過 BIM 協調建設的
範圍界定與排序計畫，持續密
切討論新建站的結構，選定現
有或未來的路線與站點，以及
其他設施或公用事業。

台 鐵 捷 運 化 - 提供預算及期程規劃所需之 http://www.ceci.org.tw/b
 BIM-U5：
ook/88/web/24-31.pdf
成本估算(含數量 高 雄 市 區 鐵 量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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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類型
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計算)
路地下化工
Cost Estimation 程
(Quantity Takeoff)
New
South 提供 4D 視覺化模擬以與業主 https://www.youtube.co
 BIM-U6：
針對規劃內容做更有效的溝 m/watch?v=C40OzAk8
歷 時 規 劃 (4D 模 Glasgow
擬)
通。
PPs
、
Hospital
Phase
Planning
http://library.nhsggc.org.
(4D Modeling)
uk/mediaAssets/Recruit
ment/Business%20Case
%20-%20SGH.pdf
(三) 基本設計(初步設計)
基本設計階段主要為提供基本設計所需現地資訊及軌道線形設計所需相關資訊，
並透過 BIM 建模軟體表達軌道線形設計及車站設計等。此外，另透過工程設計
相關分析軟體，解決並整合在基本設計上所需的工作，相關參考案例如表 3 所
示。
表 3 基本設計(初步設計)階段 BIM 應用項次與案例
BIM 應用類型
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臺北捷運 G14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基 http://www2.dorts.gov.
 BIM-U1：
基 地 現 況 建 模 北 門 站 變 更 設 本設計模型的一部分，此案 taipei/tech/techjour/tcj
(Existing
計
應用 BIM 跨專業整合技術， 49/ptst49-95.pdf
Conditions
輔以 3D 視覺化設計環境，
Modeling)
用以精準檢視與周遭環境介
面處理情形及環境之融合檢
視，精確掌握設計概念及結
構美學呈現，並考量材料特
性及施工現況模擬，達成最
佳化設計。
台鐵捷運化-高 提供工程經費概估及施工期 http://www.ceci.org.tw
 BIM-U5：
成本估算(含數 雄 市 區 鐵 路 地 程 預 估 所 需 之 工 程 數 量 資 /book/88/web/24下化工程
訊，例如此案對於建構的模 31.pdf
量計算)
Cost Estimation
型，透過系統提供的數量計
(Quantity Take算。再搭配填入的單價，可
off)
以快速地進行成本估算。
新 北 市 捷 運 三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車站 http://www.ciche.org.t
 BIM-U6：
歷 時 規 劃 (4D 環 三 線 與 淡 海 服務設施及設備之容量設計 w/wordpress/wp頁次：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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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應用類型
案例名稱
模擬)
輕軌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BIM-U7：
設計表達
Design
Authoring

 BIM-U8：
工程設計分析
Engineering
Analysis

 BIM-U9：
整合
Coordination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是否滿足需求。本案利用
BIM 模型整合施工時程，透
過 4D 技術可視化工具，以
視覺化展示施工組裝順序，
淡海輕軌在淡金路、濱海路
口大轉彎段即是以 BIM 4D
技術模擬鋼梁吊裝作業，可
作為施工可行性、安全性、
工序合理性及對周遭影響之
加強事項及安全措施檢討。

參考資料
content/uploads/2018/
03/DB4501-P073%E6%B7%A1%E6%
B5%B7%E8%BC%95
%E8%BB%8CBIM%E7%80%8F%E8%A
6%BD.pdf

台鐵捷運化-高 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車 http://www.ceci.org.tw
雄 市 區 鐵 路 地 站基本設計，此案透過 BIM /book/88/web/24下化工程
的技術加以設計建構及擬真 31.pdf
視覺化呈現，運用 BIM 編製
工具作全自由度曲線及曲面
的設計(Freeform Design)，建
築師在概念設計階段的創意
發想，可針對週遭環境搭配
的曲線或曲面進行細部的斟
酌與調整；讓縮尺實體模型
設計者及檢核者的視點置於
實景位置精確檢視概念配
置。
捷 運 萬 大 線 將基本設計 BIM 模型結合 http://www2.dorts.gov.
LG05 站
能源分析軟體，評估分析出 taipei/tech/techjour/tcj
47/ptst47-47.pdf
有效降低使用階段場站建築
耗 電 強 度 (Energy Use
Intensity, EUI)之方案。此案
於車站規劃採光通風井時，
引進自然光線及自然通風，
減少車站部分之照明及空調
之使用。並藉由 BIM 及相關
分析軟體，輔助建築設計，
達到節能減碳目標。
台鐵捷運化-高 利用 BIM 進行可視化之衝 http://www.ceci.org.tw
雄 市 區 鐵 路 地 突檢查功能，協助發現問題 /book/88/web/24下化工程
並落實初步設計方案中系統 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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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名稱

臺灣桃園國際
 BIM-U10：
永 續 性 /LEED 機 場 聯 外 捷 運
評估
系統-A4 車站
Sustainability/L
EED Evaluation
 BIM-U11：
設計成果檢核
Design Review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內與系統間之整合工作。該
案利用 Naviswork 視覺模擬
檢測軟體工具，除了運用於
空間模擬檢討外，亦可作設
施碰撞檢查，支援設計審查
之擬真展示；也運用各項可
能機會嘗試整合各種專業角
色，進行概念設計檢核回饋、
建築性能分析回饋、竣工模
型整合回饋等之發展。

參考資料

BIM 模型協助提供車站建築 https://www.hsr.gov.tw
進行綠建築指標初期評估時 /icons/newsletter/hsr17
所需之特定資訊，例如 A4 車 9/pdf/HSR179-9.pdf
站以此應用取得「銅級」候
選綠建築證書。

中 國 西 部 某 高 檢核車站基本設計成果是否 https://damassets.autod
速鐵路
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esk.net/content/dam/au
範。此工程透過 BIM 的協 todesk/www/campaign
助，智能判斷橫斷面的變化， s/China/fomt-and-pip對於路線的修改，都可以即 Webinar/case時且精確地反映在橫斷面圖 2012/12.pdf
、
紙上。
http://wam.autodesk.c
om/apac_grtrchina_ma
in/files/zhongtei_jishu.
pdf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中 國 西 部 某 高 以 BIM 建模軟體將基本設
速鐵路
計成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基本
設計圖，包含配置圖、平面
圖、立面圖、縱斷面圖、主要
設施剖（縱）面圖等，以及經
整合土建、水環後產出之
Category A CSD/SEM 圖等。
該 案 使 用 Autodesk Revit
Structure 建立大量的參數化
橋樑結構族庫，並定制了相
關的視圖樣板和明細表範
本。根據測繪、地質、線路等

http://wam.autodesk.c
om/apac_grtrchina_ma
in/files/zhongtei_jishu.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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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基礎資料，利用參數化的族
庫，拼裝成三維橋樑模型之
後，便可快速得到二維圖紙
和混凝土工程量。

參考資料

(四) 細部設計(詳細設計)
細部設計階段主要為提供細部設計所需之現地資訊，並透過 BIM 建模軟體表達
軌道線形設計、車站設計、結構工程設計、水環設計及機廠設計等，並透過工程
設計相關分析軟體，解決並整合在基本設計上所需的工作，相關參考案例如表 4
所示。
表 4 細部設計(詳細設計)階段 BIM 應用項次與案例
BIM 應用類型

案例名稱

捷運三鶯線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BIM-U5：
成本估算(含數
量計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台灣桃園國際
機場聯外捷運
系統延伸至中
壢火車站工程
(CU04 標) – A22
車站

機場捷運 A22
 BIM-U6：
歷 時 規 劃 (4D
模擬)
Phase Planning
(4D Modeling)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以基地現況建模成果做為細 http://www.hkitblog.co
部設計模型的一部分。該案以 m/?p=30457
BIM 3D 模型，視覺化地展現
三鶯線全線軌道路徑、高架橋
等建設和沿途地貌。另外，透
過能源消耗模擬和建築創新
仿真技術，團隊可更清楚掌握
夏季和冬季的風向和日光變
化，並根據模擬結果修改
LB01 的站體設計。
由模型即時產出精確的構件/ 「鐵道工程 BIM 作業
材料數量及成本估算，輔助評 指引研訂」委託計術服
估各項設計變更對成本的影 務案(第二期成果報告)
響，以利預算決策並避免預算
超支，此案由模型產出各式門
扇之規格明細及數量統計。
透過 4D 模擬動態檢討車站平 http://newsletter.hsr.gov.
時與緊急情況下內外動線規 tw/article/index/id/219
劃之順暢度，以確保旅客安全
性與舒適性、轉乘便利性、及
營運與維修之便利性。例如此
案建置細部成果模型、資料屬
性，模擬車站旅客進出動線動
畫導覽，以及施工時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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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名稱
台灣桃園國際
機場聯外捷運
系統延伸至中
壢火車站工程
(CU04 標) – A22
車站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1.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
軌道線形細部設計。
2.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
車站細部設計。

參考資料
「鐵道工程 BIM 作業
指引研訂」委託計術服
務案(第二期成果報告)

3.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
細部結構設計。
4.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
細部水環設計。
5.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
維修機廠細部設計。
6.使用 BIM 建模軟體表達
變電站細部設計。

 BIM-U8：
工程設計分析
Engineering
Analysis

台 北 捷 運 萬 大 以結構細設 BIM 模型結合結 http://www2.dorts.gov.ta
線
構分析軟體改善結構分析之 ipei/tech/techjour/tcj47/
效率、品質與成本，該案於設 ptst47-23.pdf
計階段導入 BIM 技術，利用
Tekla Structures 建立鋼筋實體
元素，並開發 TEKLA 與其他
結構商用軟體自動化介面，以
提昇 BIM 技術於結構設計之
使用效益。

 BIM-U9：
整合
Coordination

台灣桃園國際
機場聯外捷運
系統延伸至中
壢火車站工程
(CU04 標) – A22
車站

以 3D 建築界限檢核軌道全線 「鐵道工程 BIM 作業
(含主、支線)細部設計模型以 指引研訂」委託計術服
確認所有路廊及場站之構造 務案(第二期成果報告)
物(含裝修面)淨空範圍評估結
果，以下是該案應用成果
檢核範圍：月台層 D7-U6
檢查方式：依車廂形式(普通車
1000 型)繪製 3D 建築界限 (月
台區即靜態包絡線)，並以此與
車站月台區結構物進行碰撞
檢查，以確保淨空範圍未受侵
入。
檢查結果：確認 A22 車站建築
界限內並無車站月台結構體
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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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烏魯木齊高鐵
 BIM-U10：
永 續 性 /LEED 火車站
評估
Sustainability/L
EED Evaluation

以 BIM 模型協助提供車站建 BiM 技術在烏魯木齊高
築進行綠建築設計成果評估 鐵 火 車 站 設 計 中 的 應
時所需之特定資訊。該案透過 用.pdf
BIM 進行綠色建築分析，如日
照分析，光環境分析，太陽輻
射分析等，為綠色建築規劃諮
詢提供方案優化的數據支持，
並為綠色建築星級評價標識
申報提供評估分析報告。

 BIM-U11：
設計成果檢核
Design Review

台灣桃園國際
機場聯外捷運
系統延伸至中
壢火車站工程
(CU04 標) – A22
車站

檢核車站細部設計成果是否 「鐵道工程 BIM 作業
符合設計規範或技術標準規 指引研訂」委託計術服
務案(第二期成果報告)
範，以下是案例呈現結果
檢核發現問題：車站通風井之
地面排氣口高程低於進氣口
問題改善結果：變更車站通風
井之地面排氣口高程低於進
氣口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台灣桃園國際
機場聯外捷運
系統延伸至中
壢火車站工程
(CU04 標) – A22
車站

BIM 建模軟體可將細設成果 「鐵道工程 BIM 作業
加工製作後產出圖說，包含設 指引研訂」委託計術服
計圖、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 務案(第二期成果報告)
圖、Category B CSD/SEM 圖
等。

 BIM-U13：
設計圖審

捷運地下車站

以車站及基地現況之細設模 http://www2.dorts.gov.ta
型檢核細部設計成果是否符 ipei/tech/techjour/tcj47/
合都市設計審議原則。該案以 ptst47-55.pdf
BIM 模型為基礎，將基本設施
量、逃生時間等規範及相關計
算流程寫入 Revit API 開發輔
助設計工具內，同時讀取 BIM
模型中的實際設施量及逃生
動線，自動計算檢核相關規定
並產出設計報告，大幅提升設
計效率，減少錯誤發生機率，
進而提升整體設計品質。

Code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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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施工
施工階段主要係提供施工計畫所需之現地資訊之查詢與利用，並透過基地現況
建模做為施工模型的一部分，以利建築物與周邊土地的銜接，另透過 3D 設計及
整合，協助發現問題並落實系統內與系統間之整合工作，並進一步實現動態施工
規劃與控制，以促進各單位履約管理的即時性與落實度，同時提高對業主的保障，
相關參考案例如表 5 所示。
表 5 施工階段 BIM 應用項次與案例
BIM 應用類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台 九 線 安 朔 草 提供施工計畫所需現地資訊之 http://www.ceci.org.tw/
埔段橋梁
查詢與利用，此案在施工時可 book/107/web/164179.pdf
藉由 GIS 管理系統建立的資
訊，查詢施工進度與相關圖資。
並可以在屬性資料表內紀錄施
工照片的連結，隨時記錄施工
狀況與內容。

由模型即時產出精確的構件/ http://www.ceci.org.tw/
材料數量乃至成本估算，協助 book/88/web/14-23.pdf
承包商改善數量估算的精確性
與成本控制效率。
該案善用設計階段完成的 BIM
模型，並提供包商施工圖面；
在施工過程產生設計變更，亦
可即時修正模型相關圖說。
西安地鐵 3 號線 利用 BIM 模型結合 4D 模擬軟 https://read01.com/jAR
 BIM-U6：
體，協助工序檢討與施工空間 xdx.html#.WrNXxIhuZ
歷 時 規 劃 (4D
PY
與動線之整合規劃，以及假設
模擬)
Phase Planning
工程及安全衛生設施之規劃。
(4D Modeling)
該案以暗挖隧道施工工序來呈
現此應用。

台灣世曦總部
 BIM-U5：
成本估算(含數 CECI 大樓
量計算)
Cost Estimation
(Quantity Takeoff)

 BIM-U9：
整合
Coordination

高鐵苗栗站

利用 BIM 進行可視化之衝突 http://www.ceci.org.tw/
檢查功能，協助圖面檢討、發 book/108/web/138現施工性問題並落實系統內與 149.pdf
系統間之施工介面整合工作。
此案將所有設計資料建置 BIM
模型及 3D 視覺化模型，找出
設計重大管線及結構衝突，在
細部設計階段調整衝突並分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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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改善。
 BIM-U12：
出圖
Drawing
Production

高鐵烏日基地

BIM 建模軟體可將施工規劃成 http://www.architw.org.t
果加工製作後產出圖說，例如 w/ftp/magazine/mag81/
81th-P40.pdf
施工圖、施工詳圖/大樣圖、製
造 圖 、 放 樣 圖 、 Category C
CSD/SEM 等。
如高鐵烏日基地某維修廠的入
口，因為建築設計圖中並未提
供詳圖，營造公司以既有建材
和施工方式製作 BIM 模型，並
由 BIM 模型直接產出的剖面
圖。

使用 3D 系統設計軟體進行實 http://www.autodesk.co
體模擬，以利確認施工性及現 m.tw/adsk/servlet/item?
場的精確放樣，減少重做並且 siteID=1170616&id=23
提高施工效率及品質，此案便 411874
是使用 3D 系統設計軟體完成
之實體放樣模擬。
利用 BIM 模型進行數位成型 http://www.architw.org.t
以協助特殊造型構件之設計， w/ftp/magazine/mag81/
81th-P40.pdf
或數位模擬組裝以確認可行
性，降低重做率且提高生產精
度與效率，並加速促進預鑄工
法取代場鑄。此案為了解決鋼
構製造問題，採用 BIM 的建模
技巧，擷取鋼構座標提供鋼構
廠製造，由 BIM 模形直接擷取
鋼構座標位置的成果圖，工程
師不需經過繁瑣的計算便可以
取得鋼構相關位置資訊，而進
行後續的放樣作業，不但精準
且有效率，對於工程的施工品
質有很大的助益。
Honam
High- 利用 BIM 模型進行施工放樣、https://www.irbnet.de/d
 BIM-U16:
aten/iconda/CIB_DC23
3D 放樣與施工 Speed Railway 施工(含機具)動線規劃與定位
536.pdf
定 位 控 制 (3D Lot No. 4-2
控制，或動態施工規劃與控制。
Control
and
該案利用 BIM 模型模擬施工
Planning/

 BIM-U14： 烏 魯 木 齊 高 鐵
系統設計(虛擬 站
實體)
Construction
System Design
(Virtual
Mockup)
 BIM-U15： 台 中 市 THE
ONE 大樓
數位製造
Digital
Fabr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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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現場設備定位，並依據設備的
類型、尺寸規劃施工動線。

High- 結合 BIM 模型與具有即時追 https://www.irbnet.de/d
 BIM-U17： Honam
aten/iconda/CIB_DC23
現地實況、施工 Speed Railway 蹤與紀錄功能之設備及軟體， 536.pdf
管理、試運轉及 Lot No. 4-2
提升履約管理的即時性與落實
設施移交追蹤
度，同時提高對業主的保障。
紀錄
此案建置施工管理系統網站，
Field
and
將所完成之施工實況紀錄、施
Management
工管理結果紀錄、試運轉過程
Tracking
與結果紀錄、設施移交紀錄等
數位資訊產出。
該系統結合施工模型及安全管
理系統功能之，以進行施工安
全管理工作。
http://wam.autodesk.co
 BIM-U18： 心站-高鐵客站 產出集成模型，以利業主獲得
營運維護階段所需之資產建置 m/apac_grtrchina_main/
集成模型匯編
files/tied_jishu.pdf
Record
相關資訊，進而得以監督專案
Modeling
的執行結果是否符合其需求
(Owner
Procurement
Requirement, OPR)。鐵路客站
設施運營管理系統是滿足不同
管理層級、各個專業系統人員
間協同工作的綜合性管理平
臺。而 BIM 技術以其豐富的三
維建築資訊承載能力和視覺化
特性，具有先天的優勢，成為
支撐設施運營管理的理想平
臺。
(六) 營運維護
營運維護階段主要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其他設施維護管理系統，在設施營運階
段建立結構物與設備功能性的維護管理計畫，此外，衍生性的用途還包括提供業
主在資產價值管理上所需相關資訊，以及提供使用者視覺化的設施導覽與使用
說明，以提高服務便利性並加快服務效率，相關參考案例如表 6 所示。

頁次：11/14

TWR-02-02

版本日期：2019/10/1

表 6 營運維護階段 BIM 應用項次與案例
BIM 應用類型
 BIM-U1：
基地現況建模
Existing
Conditions
Modeling

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Korea
High- This project build in 3D models http://www.rdi.rmutsb.a
c.th/2011/digipro/isft201
Speed Railway - with Electronic GIS data and 4D
7/CA/126.%5BCA012%
Kyungbu Line simulation
5D_F.pdf

此案採用 GIS 結合 3D 模型和
http://www.jrtr.net/jrtr40
4D 模擬。
/pdf/f08_kim.pdf
富邦 A10 商旅 提供各類設施設備之數量、單 http://www.ceci.org.tw/b
 BIM-U5：
價與成本資訊，以利業主設施 ook/91/web/80-91.pdf
成本估算(含數 大樓
量計算)
管理工作之評估與計畫。該案
Cost Estimation
的設施維護資料可以不斷更新
(Quantity Take資料庫、快速搜尋歷史資料；
off)
設備報修管理可以快速追蹤到
管線的空間位置。
The East Japan
 BIM-U10：
永 續 性 /LEED Railway project
評估
Sustainability/L
EED Evaluation

BIM 模型可協助提供車站建築 http://www.worldresearc
在維護營運階段進行持續性綠 hlibrary.org/up_proc/pdf
建築維護管理所需之特定資 /589-14871400441訊 。 而 在 美 國 已 經 有 許 多 3.pdf
LEED 認證的專案，於興建後
透過 BIM 進行前後資訊的驗
證

威斯康辛大學
 BIM-U19：
設施設備(預防 宿舍
性)維護管理規
劃
Building
(Preventative)
Maintenance
Scheduling

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其他設施 103 年度應用 BIM 輔助
維護管理系統，在設施營運階 建 築 設 施 管 理 之 國 內
段建立結構物與設備功能性的 案 例 探 討 內 政 部 建 築
研究所委託研究成果
維護管理計畫，以利持續維護
報
告
、
建物機能、減少故障維修率並 https://sketchfab.com/m
降低維護管理成本。此案上傳 odels/c79781da7842444
BIM 資料於 TMA Systems 電 d9900245b425eda84
腦維護管理系統中，設施管理
團 隊 使 用 主 要 是 使 用 TMA
Systems 電腦維護管理系統，
在專案裡，電腦維護管理系統
主要用於管理工作項目、追蹤
預防設施維護、轉讓費用的回
饋、庫存管理以及營運報告。

中 興 工 程 研 究 以集成模型資訊結合設施系統 https://www.google.com
 BIM-U20：
機能檢測與分析之設備/軟體，.tw/url?sa=t&rct=j&q=
設 施 系 統 機 能 大樓
檢測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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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進行設施系統機能之量測檢查 &esrc=s&source=web&
與分析，並與原設計方案及相 cd=30&cad=rja&uact=8
關規範標準比對，以落實機能 &ved=0ahUKEwichom
維護，並可協助改善方案之研 52sbWAhVIhrwKHUby
擬。該案在日常的設備操作、 DNc4FBAWCFswCQ&
維護資料及運轉電費及燃料費 url=http%3A%2F%2Fta
等資訊，可藉由 BIM 維運模 o.wordpedia.com%2Fpd
型進行有系統性的記錄及追蹤 f_down.aspx%3Ffilena
管理。本研究大樓營運階段初 me%3DJO00001088_12
期 10 個月能源系統運轉資訊 0_105將提供作為 LEED 標章認證 113&usg=AFQjCNFlq
階段的佐證文件。
WXjTj8JSNKtHL4V0A

uNB8gqjg
中 國 大 陸 中 鐵 以集成模型的資訊結合資產管 中 鐵 二 院 工 程 集 團 展
 BIM-U21：
二院工程集團 理系統，使所有設施設備均能 覽資料(2017)
資產管理
Asset
有效率地維護、更新與營運，
Management
且同時滿足業主和使用者期
望。而此案透過集成模型提供
資產管理各項資訊，達到既定
的各項管理目標。
Express
Rail 以集成模型能提供設施空間及 http://www.archdaily.co
 BIM-U22：
m/253254/express-rail設 施 空 間 管 理 Link – West 相關聯設備資源之使用現況資 link-west-kowloon訊，以便業主進行設施空間與 terminus-andrew與監控紀錄
Kowloon
Space
資源之管理，或使用需求改變 bromberg
Terminus
Management
Building, Hong 時之空間調整方案規劃。此案
and Tracking
透過集成模型提供設施空間及
Kong
相關設備資源之使用現況資
訊，提供業主進行設施空間與
資源之管理。
心站-高鐵客站 以集成模型提供災害緊急應變 http://wam.autodesk.co
 BIM-U23：
相關單位所需設施關鍵資訊， m/apac_grtrchina_main/
災害應變規劃
files/tied_jishu.pdf
Disaster
或連結建築自動化系統
Planning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以提高應變效率，使安
全風險降至最低。該案以集成
模型提供災害緊急應變相關單
位所需設施關鍵資訊，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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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名稱

採用之 BIM 應用說明

參考資料

連結建築自動化系統。
心站-高鐵客站 依據營運維護階段之設施更新 http://wam.autodesk.co
 BIM-U24：
重置等變更情形，更新集成模 m/apac_grtrchina_main/
集成模型更新
files/tied_jishu.pdf
Record Model
型。此案透過集成模型更新，
Updating
使用者可於不同系統對竣工圖
進行條件篩選查看，實現對圖
紙資料合理有序的組織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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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3-00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General Specifications of BIM Model Construction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 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 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通稱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係由
執行 BIM 應用的廠商，為達成業主需求，於契約約定的時間內提出如何達成業
主需求之工作執行計畫，此計畫經審查核定後，除為契約之一部份外，亦為日後
落實與檢核 BIM 成果之基礎。
(五)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指引時，業主要求執
行 BIM 應用而需建立 BIM 模型時必須遵守的建模規定。除此共通性規範外，業
主亦會納入針對不同設施類別之個別基本規範，例如車站建模基本規範、路廊結
構體建模基本規範，執行建模者必須同時遵守。
二、應用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 所有 BIM 建模規範係為使鐵道工程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BIM 應用時，在 BIM
模型呈現之工作成果或由模型產出之資訊能有一致性的表達方式，促成專案各
利害關係人的相互理解、跨專業參與者的溝通協調以及跨專案統籌管理的資訊
整合而制定。
(二) 本共通性規範由於係針對鐵道工程一般性之設施(如車站)與常用構件，因此可以
適用於包含高速鐵路、一般鐵路(台鐵)、大眾捷運、輕軌等系統，其適用狀況如
表 1 所示，其中○表示已有詳細內容；△表示僅針對與傳統土建以及水環機電等
有相關介面整合之規定，主體項目尚無內容。各系統中適用之工程類別以土建、
水電環控/其他機電、電梯及電扶梯為主，設施類別則以車站及路廊結構體(含隧
道、橋梁、路堤等)為主，軌道結構及核心機電/系統機電/機電系統、其它場站(機
廠、駐車場、行控中心、主變電站、車場、維修基地等)部分僅納入其與車站及
路廊結構體之間因介面整合需求所衍生之 BIM 應用項目及相應之 BIM 建模範
疇。
(三) 本建模共通性規範係以提供基本建模規定為原則，若於個案應用時倘有不適用
或造成衝突時，遵守的任一方應主動告知他方，並由業主方召集協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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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鐵道工程資訊模型共通性建置規範涵蓋範圍
項目
土木建築

輕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車站

○

○

○

○

路廊結構體(含隧道、橋梁、路基)

○

○

○

○

軌道結構(含鋼軌系統、扣件系統、道床系統、
導電軌系統、軌道系統等)

△

△

△

△

核心機電/系統機電機電系統(含號誌系統、
通信/通訊系統、供電系統、車輛系統等)

△

△

△

△

其他場站(含行控中心、機廠、駐車場、主變
電站、車場、維修基地等)

○

○

○

○

水電環控/其他機電
工
電梯及電扶梯
程
軌道工程
類
別 核心機電/系統機電/機電系統工程
車站其他設施設備(含收費、行李處理、車班
資訊顯示等系統工程)

設
施
類
別

高速鐵路 一般鐵路 大眾捷運

三、BIM 建模共通性原則
(一) BIM 模型的展現應以滿足鐵道工程應用 BIM 技術之目的為基本要求。
(二) BIM 建模規範尚未涵蓋之內容，若於個案中有實際需要，由業主另行增補或由
廠商於 BEP 中提出後，並經業主審查後定案。
(三) 為求鐵道工程資訊模型的建置能滿足專案指定各類 BIM 應用工作之資訊需求及
成果交付規範，所有屬交付範圍內之 BIM 模型，均應符合本規範制定之共通性
規範。
(四) BIM 模型的建置項目與發展程度，應以滿足業主所決定的鐵道工程 BIM 應用
(BIM Uses)需求為目標。
(五) 廠商於提送 BEP 時應規劃滿足業主 BIM 應用之建模項次(至少包含業主勾選項
次)與發展程度，並經業主核可後據以執行。
四、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之規定
(一)模型檔案切分
模型檔案之切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用上之順
暢度，故模型檔是否進行切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完整表
達至少一功能分區或一系統功能類別為原則。
(二)模型檔案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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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檔資料夾之命名：同一鐵道系統中同一路線上的同一標案，主辦機關應
設定一固定名稱之資料夾，儲存所有該標案中產出之鐵道工程資訊模型。資
料夾名稱則須依序以「鐵道系統類別」
、
「路線」
、
「標案代碼」等三部分欄位
排列，欄位間以連字號「-」分隔。
例如：桃園機場捷運延伸線 A22 老街溪站「CU04 施工標」
，應由高鐵局捷運
工程處以「TIAAMRT-A22-CU04」(僅為示意舉例，由機關自行訂定欄位命名
規則)之資料夾，儲存配合該標案所指定之 BIM 應用項目所需建置(例如隧道
結構、車站、軌道結構或機電系統等設施)之 BIM 模型。
2. 模型檔之命名：BIM 模型之檔案名稱應依序包含「生命週期階段」
、
「專業識
別碼」
、
「模型區分資訊(例如路廊分段、車站分層等)」
、
「版次」等四個欄位，
欄位間以連字號「-」分隔。各欄位之命名規則分項說明如下：
(1)生命週期階段
如標案係採傳統先設計後施工方式(Design-Bid-Build, 簡稱 DBB)發包，則
各階段欄位命名規則如表 2 所示。
表 2 模型檔名稱之「生命週期階段」欄位命名規則–DBB 模式

生命週期階段別
欄位命名

可行性評估 綜合規劃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 營運維護
可評

綜規

基設

細設

施工

維運

如標案係採統包方式(Design/Build, 簡稱 DB)發包，則各階段欄位命名規則
如表 3 所示。
表 3 模型檔名稱之「生命週期階段」欄位命名規則–DB 模式
生命週期階段別

可行性評估

綜合規劃

基本設計
(統包需求計畫)

統包

營運維護

代碼

可評

綜規

基設

統包

維運

(2)專業識別碼
依據模型檔所包含之規劃設計或施工專業領域，由表 4 中查詢專業識別碼
後填入欄位中。
表 4 模型檔名稱之「專業識別碼」欄位命名參照
識別碼

專業類別

C&A

土建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CE

土木工程(含道路及排水) (Civil Engineering)

BR

橋梁工程 (Bridge & Viaduct)

TU

隧道工程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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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別碼

專業類別

SB

路基工程 (subgrade)

AE

建築工程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SE

結構工程 (Structural Engineering)

LS

景觀/綠美化 (Landscaping)

EP

環保(含隔音牆)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M+ HVAC

其他機電/一般機電/水電環控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and

E&M

Heat, Ventilation & Air-conditioning Systems)
機電/水電 (Electrical & Mechanical Services)

ELC

電氣 (Electrical)

MEC

機械 (Mechanical)

HVAC

環控 (Environment Control/Heat, Ventilation & Air-conditioning)

WS&D

給排水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FP

消防 (Fire Protection)

LC

弱電 (Light-current)

ELV/ESC

電梯及電扶梯 (Elevator & Escalator)

ELV

電梯 (Elevator)

ESC

電扶梯 (Escalator)

TK

軌道工程 (Track Work)

ME

機電系統/系統機電/核心機電工程 (Mechanical/Electrical System)

COM

通訊 (Communication)

SG

號誌 (Signaling)

PS

供電 (Power Supply)

OCS
CC
SME

電車線系統 (Over Head Contact System/Over Head Catenary System)
中 央 監 控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Central

Supervisory and Remote Control)
車站其他設施設備 (Other ME Equipment in Station)

FC

自動收費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BH

行李處理 (Baggage Handling)

FI

車班資訊顯示 (Train Information Display)

SD

月台門系統 (Platform Screen Door)
(3)模型區分資訊
如模型有進行切分以控制檔案大小在可順暢開啟與編輯的狀態時，應就區
分結果於欄位中設定清楚的資訊標註。如無檔案切分則此欄位以「ALL」
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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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版次
版次以 A, B, C,…, Z, AA, BB, CC,…, ZZ 表示先後順序(不使用 O 及 I 此二
字母)，用以將模型歷經各次變更設計或依業主審核意見修訂的軌跡分別儲
存下來，並且配合列表將進版原因有系統地紀錄。
(三)模型檔專案基本設定
1. 如模型因專案指定之 BIM 應用內容而有設定大地座標之必要時，應統一採
用 TWD97(大地基準)＋二度分帶/TM2(座標格式)之座標系統。
2. 模型之尺度單位應統一設定為公釐(mm)。
(四)各項 BIM 應用所對應之模型資訊建置範疇
1. 模型資訊之建置範疇應配合各專案契約所指定之 BIM 應用項目而定，並且
會因應用階段之不同而有所差別。各主辦機關應彙整個案指定之各項 BIM 應
用需求所產生之模型資訊需求，並參照表 5 對模型元件發展程度之概念性定
義，於契約文件中以程度別簡稱(DL1-DL4)明確界定出各階段應交付模型之
資訊建置範疇。廠商則須於 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中自行以符合契約規
定之資訊建置範疇為原則，將模型元件資訊建置詳實度之檢核，納入專案工
作範疇內所應交付各項設施(例如車站、路廊結構體)模型之自主檢查表中。
2. 為能清楚辨別各個模型中之元件是屬於何種發展程度，建模者必須為元件建
立「元件發展程度(Development Level of Element，簡稱 DL)」之專屬欄位，
並依表 5 於欄位中放入程度別之簡稱。
表 5 模型元件發展程度之概念性定義
程度別
發展程度定義
中文

英文

一階

DL1

僅以符號或量體形式概略表達一模型元件所在之空間範圍或體
積，可滿足設計概念之示意需求，但尚未建置元件之類型與材料等
資訊。

二階

DL2

以簡略形體或通用元件搭配一模型元件之類型、主要尺寸、位置及
座向等資訊，可滿足初步量體規劃及空間配置之檢討。

DL3

以可正確識別一模型元件類型、規格之形體外觀搭配精確之尺寸、
位置及座向等資訊，可完整表達因專案指定 BIM 應用所需該元件
之設計內容。

DL4

一模型元件以 DL3 為基礎再加上因專案指定 BIM 應用而產生對
該元件在製造、安裝/組裝或施作等方面之資訊需求，可滿足該元
件與其他元件/構件進行施工可行性檢討、介面整合或衝突檢討所
需。

三階

四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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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交付時的資料，應同時利用文字與模型展現模型建置的內容、範圍、詳
細程度別。例如。若一大眾捷運系統之土建及其他機電工程細部設計及施工
監造標，指定了某一座車站需導入「設計表達」此一 BIM 應用項目，且在
BIM 應用成果(交付標的)規範中，指定車站建築設計模型之建模範圍應含(但
不限於)非承重牆、門、窗、天花板、裝修地坪、防煙垂壁、樓梯、踏步、坡
道、服務台、家具、管溝等構件(如表 6 所示)，則上述各項建築構件在車站
建築細設模型中之元件發展程度，均須以符合 DL3 之定義為原則。
表 6 假設案例所指定 BIM 應用項目及對應之車站建築設計模型建模範圍
BIM應用類型

設計表達
Design
Authoring

BIM應用項目

BIM應用成果(交付標的)

 車站建築設計模型之發展程度以包含細部設計階段所需
完成車站建築設計內容為主，且其中應含(但不限於)下
列建築構件：
 非承重牆(輕隔間牆、磚牆、RC牆、玻璃牆、鋁板牆)
 門(含鐵捲門)
 窗(含百葉窗)
 帷幕牆
 天花板/裝修地坪
 防煙垂壁
 樓梯/踏步/坡道(含扶手)
使用 BIM建 模
 陽台(含欄杆)
軟體表達車站
 屋頂/雨庇
建築設計
 服務台
 家具(燈具、資訊板、各類指引/指示標誌、廣告燈箱)
 衛生器具(馬桶及小便斗、洗手盆、烘手器、拖布盆、
飲水機、廚房流理台洗濯槽、熱水器、建築物污水處
理設備)
通風井(含通風口/街面設施)
 管溝
 須包含周邊附屬設施
 須包含周邊景觀設計
 模型須用於輔助都市設計審議。

(五)模型元件之分類與命名
由於模型元件在生命週期中之不同階段及因應不同之 BIM 應用，會有不同程度
之發展，為能有效跨階段或跨專案追蹤與彙總相同的構件/元件，為各個專案所
建成之設施或空間，以及其中所包含之元件與所使用之物料等提供統一的數位
資 料 庫 分 類 架 構 ， 建 模 者 應 依 據 具 國 際 通 用 性 之 OmniClass Constru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簡稱 OmniClassTM 或 OCCS)，為各專案之設施(查 Table
21)、工作產出(查 Table 22)、材料/設備(查 Table 23)等不同層級之建成資訊建立
專屬之編碼欄位，並依據不同之模型元件發展程度，決定對應於 OmniClassTM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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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之階數(Level 2 Title 或 Level 3 Title，簡稱 LT2 或 LT3)。Table21-23 之編碼
主體及其定義茲說明並舉例如表 7 所示。
表 7 OmniClassTM Table 21-23 之編碼主體及其定義
編碼查表
Table 21

編碼主體
設施
(Elements)

Table 22

工作產出
(Work
Results)

Table 23

材料/設備
(Products)

主體之定義

舉例

在一營建工程專案所完工產出之構造 結構樓板、外牆、樓
物中，可用以代表該建物某項主要功能 梯、家具與內裝、空
之部位、組件或系統。
調系統
係指一營建工程專案中各階段之中間 現場澆注混凝土、
或最終產出，並具有一項以上之下列特 陶質磚鋪設、軌道
性：
工程
1.透過採購或特定技術的施作。
2.使用到某些營建資源。
3.某工項的完工產出。
4.為施作工項而完成的假設工程或準
備工作。
投入某工程項目中做為原物料或組件 混凝土、金屬窗、帷
者，可能為一項製造產品、組裝零件、 幕牆、可拆卸式隔
或可單獨運作的系統設備。
牆、接線盒

(六)模型元件分色
1. 由於模型在生命週期中的不同階段及不同 BIM 應用過程中，會有不同的設
計表達用途，且往往需要將相同材質但分屬不同構件類型之元件做明顯的界
線區別，例如以相同規格之混凝土材質澆注而成之柱、梁、板、牆，如僅以
真實材質顯色，便難以分辨各構件之範圍及彼此間之接合情形。故各模型元
件除了設定材質及其顯色形式之外，尚需建立一套模型元件分色規則，以利
達成下列兩項主要目的：
(1)於模型中清楚區別不同設施構件及系統類型，以利衝突檢查與介面檢討時
發揮更顯著之可視化效果。
(2)為各類設施構件及系統元件訂定統一之顯色形式，以利不同專案、不同階
段之參與者識別元件類型，以及不同專案之模型可產出相同顯色屬性之鐵
道工程資訊。
2. 模型元件分色規則因應本作業指引涵蓋之 BIM 應用範疇及建模範疇，針對
車站及路廊結構體(含隧道、橋梁、路基)分別訂定各類設施中主要所包含構
件及系統元件之分色規則於車站及路廊結構體之建模基本規範中。
3. 當水電環控之所有或部分系統與建築結構進行整合時，為避免過多色彩影響
模型元件之可判別度，建議宜將建築結構模型先調整可視構件為柱、梁、板、
牆、天花板等主要需檢討介面之部位，再將色彩設定為 RGB(128,128,128)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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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透明度 50%，以利構件識別、介面檢討與整合。
4. 未納入本作業指引模型元件分色規則所涵蓋之元件範疇內者，可由專案主辦
機關指定或要求建模單位於 BIM 工作執行計畫書(BEP)中自行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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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鐵道工程車站建模基本規範(TWR-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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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3-01 鐵道工程車站建模基本規範
Particular Specifications of BIM Model Construction on Passenger Station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 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 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的
特別規定。
(四)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通稱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係由
執行 BIM 應用的廠商，為達成業主需求，於契約約定的時間內提出如何達成業
主需求之工作執行計畫，此計畫經審查核定後，除為契約之一部份外，亦為日後
落實與檢核 BIM 成果之基礎。
(五)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指引時，要求於執行 BIM
應用而需建立 BIM 模型時必須遵守的建模規定。
(六) 鐵道工程車站建模基本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進而針對
車站設施於建模時額外建構的建模規定。本車站建模基本規範與 BIM 建模共通
性規範應同時遵守，若有適用優先性問題，以本規範優先於 BIM 建模共通性規
範。
二、應用車站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 所有 BIM 建模規範係為使鐵道工程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BIM 應用時，在 BIM
模型呈現之工作成果或由模型產出之資訊能有一致性的表達方式，促成專案各
利害關係人的相互理解、跨專業參與者的溝通協調以及跨專案統籌管理的資訊
整合而制定。
(二) 為求鐵道工程資訊模型的建置能滿足專案指定各類 BIM 應用工作之資訊需求及
成果交付規範，所有屬交付範圍內之 BIM 模型均應符合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
性規範以及本規範制定之規則。
(三) 本車站建模基本規範係以提供車站基本建模規定為原則，若於個案應用時倘有
不適用或造成衝突時，遵守的任一方應主動告知他方，並由業主方召集協商解決。
三、車站建模基本原則
(一) 車站應建模的項次，以業主於鐵道工程 BIM 應用(BIM Uses)勾選的項次為基礎。
(二) 廠商應考量滿足業主決定的 BIM 應用(BIM Uses)之目的，於 BEP 中規劃並提出
車站模型應建置項次與發展程度，並經業主核可後據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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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系統間存在的介面，是建模與分析時務必建置與檢討的項次。
四、車站建模規範之規定
(一)車站土建工程
1.模型檔案切分
車站土建模型之檔案切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
用上之順暢度，故模型檔是否進行切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
案完整表達至少一功能分區或一系統功能類別為原則。例如規模較小的輕軌車
站，可於單一模型檔中包含所有車站結構及建築元件；若為單一路線上之捷運
車站，可視檔案大小切分為車站結構模及建築模等兩個模型檔；若為二個以上
路線交叉點的轉乘捷運車站，則可再將建築模進一步切分為出入口與穿堂層、
設備層、月台層等三個模型檔；依此類推。
2.模型元件分色
車站建築結構模型之元件分色規則：車站建築結構模型中之元件，分為擋土牆、
結構基礎、結構柱、梁、鋼結構(含支撐)、桁架、支撐、結構樓板、屋頂板/雨
庇、結構牆/剪力牆、非承重牆(輕隔間牆、磚牆、RC 牆、玻璃牆、鋁板牆)、帷
幕牆、樓梯/踏步/坡道、欄杆/扶手、天花板(含格柵)、裝修地坪、門窗(含鐵捲
門、百葉窗、孔蓋)、防煙垂壁、服務台、家具(含燈具、資訊板、各類指引/指
示標誌、廣告燈箱)、衛生器具(馬桶及小便斗、洗手盆、烘手器、拖布盆、飲水
機、廚房流理台洗濯槽、熱水器、建築物污水處理設備)、通風井(含通風口/街
面設施)、管溝等，各類元件之分色規則如下表所示。如擬於模型中凸顯尚待釋
疑項目，則釋疑內容所牽涉之構件，亦仍須依照表 1 之釋疑項目指定色彩顯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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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車站建築結構模型之元件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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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車站水環工程
1.模型檔案切分
車站水環模型之檔案切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
用上之順暢度，故模型檔是否進行切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
案完整表達至少一系統功能類別為原則。例如規模較小的輕軌車站，可於單一
模型檔中包含所有車站水環系統元件；若為單一路線上之捷運車站，可視檔案
大小切分為車站水電與環控系統等兩個模型檔；若為二個以上路線交叉點的轉
乘捷運車站，則可再將建築模進一步切分為出車站電氣系統、弱電系統、給排
水系統、消防系統、空調系統等五個模型檔；由於水環系統內部、系統間乃至
與建築結構間均具有高度的空間配置整合需求，因此原則上不宜將單一水環系
統再做切分。
2.模型元件分色
車站水電環控模型中之元件，是以功能系統別予以區分並規範分色規則，目的
在使給水、排水、電力、弱電、空調、消防等不同系統間進行整合時，能清楚
區別出各系統類型；至於單一系統內部的管線衝突排解或整合工作，屬於各系
統專業設計者內部的設計品質自主管理範疇，個別系統內部如何分色區別不同
類型管線(例如排水系統中再區別廢水、雨排水、雨水回收、汙水、通氣等子系
統管線或設備)，由各系統專業設計者自行決定，惟各系統模型交付時必須符合
表 2 之系統分色規則。
表 2 車站水電環控模型之系統元件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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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車站電梯及電扶梯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元件分色：
車站電梯及電扶梯之模型元件通常會合併於建築結構模型中而非單獨存在，故
建築結構模型建置時，即應按照表 3 進行元件分色。
表 3 車站電梯及電扶梯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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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鐵道工程路廊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TWR-03-02)
(請參考附檔：TWR-03-02-鐵道工程路廊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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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3-02 鐵道工程路廊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
Particular Specifications of BIM Model Construction on Route Structure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 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 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通稱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係由
執行 BIM 應用的廠商，為達成業主需求，於契約約定的時間內提出如何達成業
主需求之工作執行計畫，此計畫經審查核定後，除為契約之一部份外，亦為日後
落實與檢核 BIM 成果之基礎。
(五)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指引時，要求於執行
BIM 應用而需建立 BIM 模型時必須遵守的建模規定。
(六) 鐵道工程路廊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進而針對路廊結構體於建模時額外建構的建模規定。本路廊結構體建模基本規
範與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應同時遵守，若有適用優先性問題，以本規範優先於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二、應用路廊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 所有 BIM 建模規範係為使鐵道工程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BIM 應用時，在 BIM
模型呈現之工作成果或由模型產出之資訊能有一致性的表達方式，促成專案各
利害關係人的相互理解、跨專業參與者的溝通協調以及跨專案統籌管理的資訊
整合而制定。
(二) 為求鐵道工程資訊模型的建置能滿足專案指定各類 BIM 應用工作之資訊需求及
成果交付規範，所有屬交付範圍內之 BIM 模型均應符合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
性規範以及本規範制定之規則。
(三) 本路廊結構體建模基本規範係以提供基本建模規定為原則，若於個案應用時倘
有不適用或造成衝突時，遵守的任一方應主動告知他方，並由業主方召集協商解
決。
三、路廊結構體建模基本原則
(一) 路廊結構體應建模的項次，以業主於鐵道工程 BIM 應用(BIM Uses)勾選的項次
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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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廠商應考量滿足業主決定的 BIM 應用(BIM Uses)之目的，於 BEP 中規劃並提出
路廊結構體模型應建置項次與發展程度，並經業主核可後據以執行。
(三) 各系統間存在的介面，是建模與分析時務必建置與檢討的項次。
四、路廊結構體建模規範之規定
(一)路廊結構體共通性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檔案切分
路廊結構體模型之檔案切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
使用上之順暢度，故模型檔是否進行切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
檔案完整表達至少相鄰兩車站間路廊段之一結構系統類別為原則。例如規模較
小之輕軌系統，可於單一模型檔中包含全線之路基或橋梁結構模型；若為單線
雙向之捷運路廊，可視檔案大小將每個相鄰站間之路廊段均切分為一個模型檔；
若為里程較長的城際鐵路，則可再將站間路廊再約略等分為數個路段，且宜將
隧道、橋梁、路基等不同結構型式分檔建置，以利不同結構型式下不同環控系
統的介面區分。
(二)隧道結構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隧道型式之路廊結構體模型，分為隧道主體與隧道附屬設施兩大部分，其中隧
道主體又解構為先撐構件、隧道初期支撐(即外襯砌)、隧道二次支撐(即內襯砌)、
防水層(位於內外襯砌之間)、洞門結構、排水設施、路面等部位，並將所有 RC
結構中的鋼筋亦獨立分色；另外隧道附屬設施則分為通風設施、照明設施、防
災設施、電力設施、監控設施、其他裝修設施設備等。各類設施構件之分色規
則詳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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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路廊結構體–隧道模型之系統元件分色規則

(三)橋梁結構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橋梁型式之路廊結構體模型，是以結構或功能系統別予以區分並規範分色規則，
以利各系統間之介面檢討與整合。系統區分方式如表 3 所示，結構部分區分出
上部、下部、箱涵、涵洞等結構，上部再分出橋面系與梁部二部分，下部再分
出墩台與基礎二部分。設施或功能系統部分則區分為連接錨固裝置、鋼筋、附
屬設施、施工輔助設施等。至於單一系統內部的部件衝突排解或整合工作，屬
於設計者內部的設計品質自主管理範疇，個別系統內部如何分色區別不同類型
部件(例如梁部又包含梁、拱、柱、索塔、拉索、吊杆等部件)，由各系統專業設
計者自行決定，惟橋梁模型交付時，各結構或功能系統必須符合表 2 之系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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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規則。
表 2 路廊結構體–橋梁模型之系統元件分色規則

(四)路基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路基(含路堤或路塹)型式之路廊結構體模型，分為路基填築體、支擋結構、邊
坡防護結構、地基處理構造物、排水系統、綠化系統、防護柵欄等結構或功能
系統別，並以此區分並規範分色規則，以利各系統間之介面檢討與整合。各系
統所屬元件必須符合表 3 之系統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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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路廊結構體–路基模型之系統元件分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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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鐵道工程軌道建模基本規範(TWR-03-03)
(請參考附檔：TWR-03-03-鐵道工程軌道建模基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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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3-03 鐵道工程軌道建模基本規範
Particular Specifications of BIM Model Construction on Rail Structure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 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 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通稱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係由
執行 BIM 應用的廠商，為達成業主需求，於契約約定的時間內提出如何達成業
主需求之工作執行計畫，此計畫經審查核定後，除為契約之一部份外，亦為日後
落實與檢核 BIM 成果之基礎。
(五)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指引時，要求於執行
BIM 應用而需建立 BIM 模型時必須遵守的建模規定。
(六) 鐵道工程軌道建模基本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進而針
對軌道於建模時額外建構的建模規定。本軌道建模基本規範與 BIM 建模共通性
規範應同時遵守，若有適用優先性問題，以本規範優先於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二、應用軌道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 所有 BIM 建模規範係為使鐵道工程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BIM 應用時，在 BIM
模型呈現之工作成果或由模型產出之資訊能有一致性的表達方式，促成專案各
利害關係人的相互理解、跨專業參與者的溝通協調以及跨專案統籌管理的資訊
整合而制定。
(二) 為求鐵道工程資訊模型的建置能滿足專案指定各類 BIM 應用工作之資訊需求及
成果交付規範，所有屬交付範圍內之 BIM 模型均應符合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
性規範以及本規範制定之規則。
(三) 本軌道建模基本規範係以提供基本建模規定為原則，若於個案應用時倘有不適
用或造成衝突時，遵守的任一方應主動告知他方，並由業主方召集協商解決。
三、軌道建模基本原則
(一) 軌道模型應建置的內容，以業主於鐵道工程 BIM 應用(BIM Uses)勾選的項次為
基礎。
(二) 廠商應考量滿足業主決定的 BIM 應用(BIM Uses)之目的，於 BEP 中規劃並提出
軌道模型應建置項次與發展程度，並經業主核可後據以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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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系統間存在的介面，是建模與分析時務必建置與檢討的項次。
四、軌道建模規範之規定
(一)軌道共通性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檔案切分
軌道模型之檔案切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用上
之順暢度，故模型檔是否進行切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表
達軌道整體為原則，但仍應顧及與介面工程或專案之整合性。
2.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軌道模型元件主要包含道床(含隔振彈性材、間隔材、排水管)、軌排(含鋼軌、
扣夾、軌枕、鋼軌墊鈑、鋼軌墊片、彈性墊圈、絕緣墊圈、錨碇螺栓、螺栓孔
蓋板、絕緣板、尼龍絕緣座)、道岔(含軌枕、曲直線基本軌、尖軌、岔心、護軌)
等三大部分。在與路廊結構、場站等其他模型套疊整合時，上述三大部分之軌
道模型元件之分色，以不與車站建築、路廊結構體、軌道用色衝突為原則，並
以同一部分之元件採同一用色為原則。
模型用色由廠商於 BEP 中提出，並經業主同意後採用。惟若業主日後為達統一
性而進行額外規範，廠商於契約期限內，應配合調整。

頁次：2/2

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

版本日期：2019/10/1

附錄 22 鐵道工程系統機電/核心機電建模基本規範(TWR03-04)
(請參考附檔：TWR-03-04-鐵道工程系統機電/核心機電建模基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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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3-04 鐵道工程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規範
Particular Specifications of BIM Model Construction on System/Cor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E&M) System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 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 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通稱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係由
執行 BIM 應用的廠商，為達成業主需求，於契約約定的時間內提出如何達成業
主需求之工作執行計畫，此計畫經審查核定後，除為契約之一部份外，亦為日後
落實與檢核 BIM 成果之基礎。
(五)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指引時，要求於執行
BIM 應用而需建立 BIM 模型時必須遵守的建模規定。
(六) 鐵道工程路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建模
共通性規範，進而針對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於建模時額外建構的建模規定。
本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規範與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應同時遵守，若
有適用優先性問題，以本規範優先於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二、應用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 所有 BIM 建模規範係為使鐵道工程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BIM 應用時，在 BIM
模型呈現之工作成果或由模型產出之資訊能有一致性的表達方式，促成專案各
利害關係人的相互理解、跨專業參與者的溝通協調以及跨專案統籌管理的資訊
整合而制定。
(二) 為求鐵道工程資訊模型的建置能滿足專案指定各類 BIM 應用工作之資訊需求及
成果交付規範，所有屬交付範圍內之 BIM 模型均應符合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
性規範以及本規範制定之規則。
(三) 本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規範係以提供基本建模規定為原則，若於個
案應用時倘有不適用或造成衝突時，遵守的任一方應主動告知他方，並由業主方
召集協商解決。
三、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建模基本原則
(一) 所謂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是由電力、號誌、通訊、車輛等主要系統所組成，
其中各系統又各自包含以下諸多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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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力系統：包含電車線系統、變電站、開關遙控等子系統。
2. 號 誌 系 統 ： 包 含 ATC(Automatic Train Control System) 、 電 子 聯 鎖 系 統
(Electronic Interlocking System)、道旁設備、軌道防護系統(Track Protection
System)、號誌道旁設備、號誌電源供應系統、行車控制系統(Traffic Control
System) 、 遙 測 系 統 (Telemetry System) 及 災 害 警 告 系 統 (Disaster Warning
System)等子系統。
3. 通訊系統：包含骨幹傳輸網路(BTN)、子母鐘(CLK)、無線電(RADIO)、電話
(TEL)、閉路電視(CCTV)、廣播(PA)、電子郵件(e-mail)及故障回報(CFRS)等
子系統。
4. 車輛系統：包含機車、車輛設備等。
(二)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模型應建置的內容，以業主於鐵道工程 BIM 應用(BIM
Uses)勾選的項次為基礎。
(三) 廠商應考量滿足業主決定的 BIM 應用(BIM Uses)之目的，於 BEP 中規劃並提出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模型應建置的項次與發展程度，並經業主核可後據以執
行。變電站等設施應遵循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模型或者其他場站模型之建模
基本規範，依以滿足業主指定之 BIM 應用目的為準，並由廠商於 BEP 中自行規
劃，經業主核定同意後據以遵循。
(四) 各系統之內部整合介面、系統與系統間之介面，是建模與分析時務必建置與檢討
的項次。
四、核心機電系統建模規範之規定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共通性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檔案切分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之檔案切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
建置與使用上之順暢度，故模型檔是否進行切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
於單一檔案完整表達單一子系統為原則，但仍應顧及與介面工程或專案之整合
性。
2.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系統機電/核心機電系統模型元件之分色，主要用於系統與系統間進行介面整合
或衝突檢查，例如鐵路橋之號誌平台是否侵入建築界限淨空範圍之檢核時，此
時模型元件之分色以能與車站建築、路廊結構體、軌道等其他需整合介面或檢
查衝突之模型元件用色清楚區別為原則，以利相關人員之判讀。
模型用色由廠商於 BEP 中提出，並經業主核定同意後採用。惟若業主日後為達
統一性而進行額外規範，廠商於契約期限內，應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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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鐵道工程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TWR-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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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03-05 鐵道工程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
Particular Specifications of BIM Model Construction on Other Facilities in
Railway Projects
一、定義
(一) 鐵道工程 BIM 指引，是指由中華民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局發佈的「鐵道工程 BIM
作業指引(Taiwan’s Railway BIM Guide)」，或是主契約中指定使用的其它 BIM 作
業指引。
(二) BIM 業主需求，是指專案(工程或勞務)招標機關，為輔助專案生命週期不同階段
(可行性評估、規劃、設計、施工與後續營運維護)工作之執行而應用 BIM 技術，
進而透過此文件說明業主決定採用的 BIM 應用(BIM Uses)項次與相關要求。
(三) 鐵道工程 BIM 特定條款，是指招標機關於契約指定應用 BIM 技術時必須遵守
的特別規定。
(四) 鐵道工程應用 BIM 工作執行計畫，通稱 BEP(BIM Execution Plan, BEP)，係由
執行 BIM 應用的廠商，為達成業主需求，於契約約定的時間內提出如何達成業
主需求之工作執行計畫，此計畫經審查核定後，除為契約之一部份外，亦為日後
落實與檢核 BIM 成果之基礎。
(五) 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指引時，要求於執行
BIM 應用而需建立 BIM 模型時必須遵守的建模規定。
(六) 鐵道工程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是指搭配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進
而針對其它場站於建模時額外建構的建模規定。本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與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應同時遵守，若有適用優先性問題，以本規範優先於 BIM
建模共通性規範。
二、應用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應注意的重要觀念
(一) 所有 BIM 建模規範係為使鐵道工程在生命週期各階段導入 BIM 應用時，在 BIM
模型呈現之工作成果或由模型產出之資訊能有一致性的表達方式，促成專案各
利害關係人的相互理解、跨專業參與者的溝通協調以及跨專案統籌管理的資訊
整合而制定。
(二) 為求鐵道工程資訊模型的建置能滿足專案指定各類 BIM 應用工作之資訊需求及
成果交付規範，所有屬交付範圍內之 BIM 模型均應符合鐵道工程 BIM 建模共通
性規範以及本規範制定之規則。
(三) 本其它場站建模基本規範係以提供基本建模規定為原則，若於個案應用時倘有
不適用或造成衝突時，遵守的任一方應主動告知他方，並由業主方召集協商解決。
三、其它場站建模基本原則
(一) 其它場站應建模的項次，以業主於鐵道工程 BIM 應用(BIM Uses)勾選的項次為
基礎。
(二) 廠商應考量滿足業主決定的 BIM 應用(BIM Uses)之目的，於 BEP 中規劃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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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場站模型應建置項次與發展程度，並經業主核可後據以執行。
(三) 各系統間間存在的介面，是建模與分析時務必建置與檢討的項次。
四、其它場站建模規範之規定
其它場站共通性建模基本規範：
1.模型檔案切分
其它場站之檔案切分，主要目的在避免因模型檔過大而影響模型建置與使用上
之順暢度，故模型檔是否進行切分，宜視個案規模而定，並以能於單一檔案完
整表達單一場站或設施為原則，但仍應顧及與介面工程或專案之整合性。
其它場站若包含有土建模型與水環模型，則模型檔案切分參照「車站建模規範」
規定。
2.模型元件分色規則
其它場站之元件分色以參照「車站建模規範」為原則；若有不足，廠商於 BEP
中提出，並經業主同意後採用。惟若業主日後為達統一性而進行額外規範，廠
商於契約期限內，應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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