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 年 1 月 22 日修正

「財物採購契約範本」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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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分期付款(無者免填)：
(1)契約分期付款為契約價金總額___%(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其各期之付款條件：
_______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2)廠商於符合前述各 期付款條件後提 出證明
文件及 預付款還款保證 （契約未約定預付
款還款保證者則免）
。機關 於 15 工作天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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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付款(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
填)：
□分批交貨，分批付款，每批數交貨完畢後付
款。廠商於符合前述付款條件後提出證明文
件。機關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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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分批交貨，但全部批數交貨完畢後付款。

現行內容
第五條 契約價金之給付條件
(一)契約依下列 規定 辦理付款：

說明
1.

……
2.分期付款(無者免填)：
(1)契約分期付款為契約價金總額___%(由機關
於招標時載明)，其各期之付款條件：
_______ (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2)分期付款於條件 具備，經廠商提 供預付款 2.
還款保證 ，經 機關 核可後在_____日內(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撥 付。

3.分批付款(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 3.
填)：
□分批交貨，分批付款，每批數交貨完畢後 □
5；□10；□15；□30；□＿工作天（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5 工作天；
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補助款者，為 30 工
作天）付款。

第 1 款序文酌修文字。

第 1 款第 2 目之(2)，依
採購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
修正。

第 1 款第 3 目第 1 選項及
第 2 選項，依採購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修正。

□得分批交貨，但全部批數交貨完畢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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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廠商於符合前述付款條件後提出證明文
件。機關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審核程序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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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訓練費之付款(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
者免填)：
□訓練完成後付款。廠商於符合前述付款條件
後提出證明文件。機關於 15 工作天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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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_____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5.安裝測試費之付款(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
明，無者免填)：
□安裝測試完成後付款。廠商於符合前述付款
條件後提出證明文件。機關於 15 工作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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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_____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現行內容

說明

10；□15；□30；□＿工作天（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5 工作天；但涉
及向補助機關申請補助款者，為 30 工作天）
付款。

4.訓練費之付款(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無 4.
者免填)：
□訓練完成後 □5；□10；□15；□30；□＿工
作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5 工作天；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補助款
者，為 30 工作天）付款。

第 1 款第 4 目第 1 選項，
依採購法第 73 條之 1 規
定修正。

□其他：_____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5.安裝測試費之付款(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 5.
明，無者免填)：
□安裝測試完成後 □5；□10；□15；□30；□
＿工作天（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
者，為 15 工作天；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
補助款者，為 30 工作天）付款。

第 1 款第 5 目第 1 選項，
依採購法第 73 條之 1 規
定修正。

□其他：_________（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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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驗收後付款：於驗收合格，廠商繳納保固保證
金（契約未明定需繳納保固保證金者則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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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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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並應先就無爭議且可單獨計價之部
分辦理付款。
9.廠商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暫停給付
契約價金至情形消滅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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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履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
者。
(3)未履行契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不履行
者。

現行內容
6.驗收後付款：除契約另有規定外，於驗收合格， 6.
廠商繳納保固保證金（契約未明定需繳納保固
保證金者則免）後，機關於接到廠商提出請款
單據後 □5；□10；□15；□30；□＿工作天（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5 工作天；
但涉及向補助機關申請補助款者，為 30 工作天）
內，一次無息結付尾款。
……
7.

說明
第 1 款第 6 目，依採購法
第 73 條之 1 規定修正。

依採購法第 73 條之 1 規
定，增訂第 1 款第 8 目，
以下目次遞移。

8.廠商履約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暫停給付
契約價金至情形消滅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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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履約有瑕疵經書面通知改善而逾期未改善
者。
(3)未履行契約應辦事項，經通知仍延不履行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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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廠商履約人員不適任，經通知更換仍延不辦
理者。
(5)其他違反法令或契約情形。
10.物價指數調整(無者免填)：
(1)履約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得依行政
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物價指數(由機關載明指
數名稱)，就漲跌幅超過 5%之部分，調整契
約價金(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得調整之標的
項目)。
(2)適用物價指數基期更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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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公布之物價指數
修正時，處理原則亦同。
11.契約價金得依前目或_______(如指定指數，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調整者，應註
明下列事項：
(1)得調整之成本項目及金額。
(2)調整所依據之一定物價指數及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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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費及利潤不予調整。
(7)逾履約期限之部分，以契約規定之履約期限
當時之物價指數(如指定指數，由機關於招

現行內容

說明

(4)廠商履約人員不適任，經通知更換仍延不辦
理者。
(5)其他違反法令或契約情形。
9.物價指數調整(無者免填)：
(1)履約進行期間，如遇物價波動時，得依行政
院主計總處公布之物價指數(由機關載明指
數名稱)，就漲跌幅超過 5%之部分，調整契
約價金(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得調整之標的
項目)。
(2)適用物價指數基期更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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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公布之物價指數
修正時，處理原則亦同。
10.契約價金得依前目或_______(如指定指數，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無者免填)調整者，應註
明下列事項：
(1)得調整之成本項目及金額。
(2)調整所依據之一定物價指數及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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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費及利潤不予調整。
(7)逾履約期限之部分，以契約規定之履約期限
當時之物價指數(如指定指數，由機關於招
第4頁

財物採購契約範本

105 年 1 月 22 日修正

修正內容
標時載明，無者免填)為當期資料。但逾期
履約係可歸責於機關者，不在此限。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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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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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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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不另辦理
查核。
15.契約價金總額，除另有規定外，為完成契約所

現行內容

說明

標時載明，無者免填)為當期資料。但逾期
履約係可歸責於機關者，不在此限。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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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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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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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不另辦理
查核。
14.契約價金總額，除另有規定外，為完成契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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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全部材料、人工、機具、設備及施工所必須
之費用。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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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現行內容

說明

需全部材料、人工、機具、設備及施工所必須
之費用。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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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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