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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計畫緣起
臺灣政府自民國 54 年制定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將國民住宅列為
改善人民生活之重要措施，以辦理國民住宅、勞工住宅、軍眷住宅、公教住
宅及無自有住宅者首次購屋貸款為主，長期住宅政策發展皆以供給為導向。
惟近年臺灣社會面臨經濟結構轉變、貧富差距大、人口高齡且少子化及購屋
市場價格高等課題，以致經濟或是社會弱勢者，沒有能力購買或貸款承購住
宅，甚至難以承租或負擔適合的住宅空間。
基於上述臺灣住宅環境課題，為保障國民居住權益，建構健全住宅市場，
行政院民國 100 年 10 月 26 日核定「民國 101 至 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
方案」，主要為協助各地方政府推動社會住宅，落實「提供中低收入、弱勢、
相對弱勢及受薪階級居住需求協助」之目標，使國民居住於適宜且有尊嚴之
居住環境，其後陸續核定「社會住宅短期推動方案」、「社會住宅中長期實
施方案」，並通過住宅法，積極促使社會住宅之興辦。
桃園市政府依循上述中央住宅政策，並為實現居住正義，讓年輕人、弱
勢及勞工家庭有良好的居住條件，於民國 104 年成立「住宅發展處」，專
責興建社會住宅，並設立「住宅基金」，全力推動「4 年 2 萬戶社會住宅」
政策目標及落實各項住宅計畫，提供市民高品質之居住環境及具公平效率之
住宅補貼機制，期許市民皆能擁有適居且有尊嚴的居住環境。桃園市政府已
首波推出自行興建 10 處社會住宅共計約 4,000 戶外，持續積極勘選第二波
社會住宅適宜基地，以落實桃園市政府住宅政策。
是以，本計畫將以桃園市社會住宅第一波推動現況為基礎，盤點全桃園
市轄內區位條件良好及具未來發展潛力之國、市有土地，納入第二波社會住
宅儲備基地，並依社會住宅各案區域住宅供給需求、弱勢族群及基地特性等
不同環境背景條件，進行土地取得、市場趨勢、法令分析、財務估算及營運
管理等多項可行性評估，輔以建築設計模擬，提出適切公共開放性空間、公
益性設施及商業設施之引入建議，且提出有別於第一波社會住宅不同的規劃
思維，以利於市府後續社會住宅政策之推動。
二、計畫目的
計畫目的一：社會住宅與地方發展之融合
為去除昔日大眾對於社會住宅之負面標籤，於社會住宅先期規劃時，多
聽取地方民眾意見及期望，並了解地區發展所需之公共設施及開放空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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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社會住宅採混居模式經營外，並透過社會住宅內之優質生活設施，提供
周邊居民前來使用，打破社會住宅封閉式社區，改善當地生活環境，並促使
新建社區居民與既有社區居民之融合。
計畫目的二：永續經營的財務規劃
社會住宅係為本計畫主要目的事業，以提供優質住宅，優先照顧弱勢者
居住需求，賦予優惠租金條件，本故難以短時間內回收興建成本，財務自償
性相對較低。本計畫將評估各種不同開發方式，並透過符合相關法令設置具
有營業收入之附屬設施，以提高社會住宅財務可行性。
推動重點三：住者適其居的住宅設計概念
社會住宅係以滿足各居住族群居住需求、住得安心及弱勢族群住得有保
障，透過建築規劃以全齡住宅設計概念，提供不同生命階段及家庭組成都能
安居的社會住宅，並透過居家動線設計及公共空間無障礙設計，營造更安全
之居住環境。
推動重點四：分析中壢區社會住宅開發期程並突顯各社會住宅之特色
中壢區目前已有 1 處中壢一號社會住宅興建中，本團隊盤點中壢區國有
及軍方之閒置土地共計 5 處之社會住宅儲備地，將針對供給量及財務可行性
等面向，提出短中長期之開發計畫，並依區位條件分析各基地最適發展之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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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地位置與範圍
一、基地位置
本計畫基地位屬於中壢區龍安里，位在中山東路四段上，北鄰陸軍專科
學校及慈仁四村、東鄰八德公墓及新生路、西鄰龍東路及中壢 1 號社會住宅
基地。
二、基地範圍
本計畫基地範圍包括中壢區平寮段 1-2 地號等 9 筆土地，原面積
14,298.53 ㎡(4,325.31 坪)，分割後即本計畫面積共計 7,149.26 ㎡(2,164.65
坪)，基地原為慈安三村，本計畫以平寮段基地統稱之。

圖 1-1 基地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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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整體社會住宅概況及推動分析

第一節 相關住宅政策及計畫
本案社會住宅發展定位受相關政策及計畫指導，應針對區域住宅市場及
經濟、社會弱勢族群進行探討分析，並考量區域及基地特性，創造合宜之社
區環境及住宅單元。
一、內政部「民國 101 年至民國 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行政院
100.10.26 院臺建字第 1000106205 號函核定)
(一)計畫內容摘錄
為因應本國住宅現況具有南北住宅供需差異，北部購屋負擔重、
城鄉及社區居住環境品質有待加強、社會、弱勢經濟及受薪階級之居住
需求提高、住宅價格資訊提供待加強等居住問題，並為落實「整體住宅
政策」，特制定民國 101 年至 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
計畫總目標為「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
亦即協助民眾居住在可負擔的住宅、創造公平的租、購屋機會及協助提
供合適、便利的居住環境，計畫目標如下：
1. 提升居住品質、創造無障礙住宅及社區環境。
2. 提供中低收入、弱勢、相對弱勢及受薪階級居住需求協助。
3. 創造公平的租、購屋機會。

資料來源：民國 101 年至民國 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100.10.26)

圖 2-1 民國 101 年至民國 104 年整體住宅政策實施方案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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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本案指導
為達成計畫總目標「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
境」，應積極推動興建社會住宅，並滿足社會居住需求。
二、內政部「整體住宅政策」(行政院 104.9.15 院臺建字第 1040049577 號函
核定)
整體政策主要包括「健全住宅租售市場」、「提供多元居住協助」及「提
升居住環境品質」等三大面向，政策架構有四目標：滿足租屋需求、滿足購
屋需求、提升居住品質與維護居住正義。整體住宅政策除了納入加強輔導住
宅租賃市場機制並檢討租賃相關法制外，亦增列房地稅制、社會住宅興辦、
研議規劃「青年生活住宅」、均衡城鄉發展及充實至住宅基金財源等事項，
從多元面向考慮國人居住的需求。目前整體住宅政策之內涵與執行方案概要
說明摘錄如下：
(一)政策制定原則
健全市場機能、維護社會正義、鼓勵民間參與、保障居住權利。
(二)政策內涵
1.健全住宅租售市場
健全住宅市場機制及法令、加強住宅及不動產相關資訊的建置及
發布、加強住宅市場供需引導及總量規劃、加強推動住宅金融相關機
制、保障弱勢者承租或承購住宅的機會可近性及多元性、鼓勵新建及
修建無障礙人性化住宅。
2.提供多元居住協助
針對國民的弱勢狀況，供需適切多元的住宅補貼措施或行政協助
措施、建立公平的申請條件及查核機制、鼓勵私部門及第三部門開發
經營適合弱勢者居住之住宅、鼓勵失能者在宅照顧及多元住宅形式照
顧、建立災後住宅復原重建補助機制。
3.提升居住環境品質。
建立最低居住水準訂定制度、推動都市不良住宅之更新、推動綠
建築、住宅性能評估及住宅社區建設及管理維護之評鑑制度，鼓勵高
品質之住宅環境。
建立民間參與公寓大廈或社區環境品質改善制度：以實質補貼及
評鑑獎勵，鼓勵公寓大廈或非營利組織執行公寓大廈外牆修繕美化、
社區公共空間改造等社區環境改造計戶。推動符合不同身心機能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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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設計：研究建立無障礙住宅之設計規範及舊有住宅無障礙化之可
行性。
(三)政策作為
制定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檢討租賃相關法制、膺續落實中央引
導地方主導的模式、檢討充實住宅基金財源。

圖 2-2 整體住宅政策架構圖
(四)對本案指導
為滿社會居住需求，本計畫應配合政策目標了解計畫區域住宅市
場，評估社會住宅需求量，並規劃多元形式之住宅及設施，以提升居住
環境品質。
三、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行政院 106.3.6 院臺建字第 1060004796 號
函核定)
依據蔡總統英文政見提出之「安心住宅計畫」，計畫目標為八年內完成
20 萬戶只租不售社會住宅，以「政府興辦為主，因導民間興辦為輔」，興
辦社會住宅將作為中央與地方政策住宅計畫最核心的工作項目，要求內政部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住宅法第 5 條規定，於「法定住宅政策」與「法
定住宅計畫」中，明確提出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與進度。
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政策，結合政府興建與包租代管的供給方案，增加
政府政策供給面資源，同時透過包租代管民間的閒置住宅，讓租屋市場成為
無力購屋者的正常居住消費選擇方式，進而發揮租屋市場與購屋市場相互調
控的市場均衡機制，其計畫目標及執行原則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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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目標
以直接興建、包租代管及容積獎勵的方式興辦社會住宅，預計至
民國 113 年達成 20 萬戶的供給量，以協助弱勢族群居住，重點執行策
略及方法摘要如下。
1. 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土地：20 萬戶社會住宅需約 240 公頃土地，優先
運用縣市所有土地，如有不足，除可考量無償撥用國有非公用土地
外，屬有償撥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地方政府得先行依程序辦理有
償撥用或依住宅法第 21 條規定洽管理機關辦理長期租用。
2. 成立社會住宅融資服務平臺：徵詢本國銀行 5 年以內融資期限之貸
款意願，透過平台之利率及比價模式，規劃縮短地方政府之行政程
序。
3. 推動包租代管：由專責機構、政府或政府委託民間業者承租民間住
宅，依市場租金再打折給原屋主，再以二房東身費轉租給符合住宅
法訂定資格之民眾。
4. 協助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融資利息及非自償性經費：地方政府提
報社會住宅「每建坪租金平均數」
，由營建署審查其合理性，審查通
過依自償率對照表計算補助款。
5. 補助地方政府社會住宅先期規劃費：由地方政府勘選合適地點後，
向營建署申請補助，每處以 150 萬元為上限。即是本計畫經費來源。
6. 以都市化方式多元取得社會住宅資源：研擬以容積獎勵方式鼓勵私
部門參與興建社會住宅。
7. 成立專責機構。
8. 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關係。
9. 社會住宅行銷宣導。
10. 建置社會福利運輸機制：優先將長照十年計劃 2.0、幼兒托育、身心
障礙社區式服務導入社會住宅。
11. 研訂社會住宅興建管理作業參考原則。
(二)地方政府執行原則：
1. 加強當地居民溝通參與，提出適當回饋
2. 遴選優良設計團隊，打造優質通用化綠建築
3. 促進社會融合，推動社區參與
4. 強化管理維護，訂定住戶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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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合社政資源，促進社區融合
(三)對本案指導
為落實社會住宅政策，本計畫後續將分析興建方式，研擬最適宜
之執行方式，及配合計畫內容之社會福利運輸機制規劃公共設施項目，
並參考興建管理作業做為日後營運管理方案。
四、桃園市住宅年度計畫及中程計畫(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5 年 8 月)
因應住宅法施行後，相關住宅補貼、社會住宅、居住品質、住宅市場及
居住權利平等工作之推行，桃園市依相關中央及地方政策、住宅市場與住宅
相關課題對策等，故著手規劃 104 年至 107 年之住宅年度及中程計畫，俾
持續推動桃園市各項策略，以達住宅政策之目標。相關內容摘述如下：
(一)住宅政策三大推動主軸
1.多元方式興辦及永續經營的社會住宅
2.以照顧弱勢及青年在地生活需求導向的資源整合居住協助
3.以安全友善為原則及地方特色為主軸的居住品質
(二)永續經營公營(社會)住宅出租與管理維護策略
1. 因應桃園市城市特性，擴大招租對象之資格
2. 公營(社會)住宅公共空間規劃，將以滿足住戶與鄰里間之社福與公共
服務需求
3. 建立公營(社會)住宅委外管理及住戶自我管理之機制
(三)社會住宅坪型規劃初步建議
依該計畫針對桃園市社會住宅建議房型之坪數及配比，本案彙整
如下表。
表 2-1 桃園市住宅年度計畫及中程計畫之住宅坪型規劃建議表
出租面積

房型

(室內+小公)(坪)

數量配比建議

一房型(小一房)：以單身、學生等為主

12-14

15%-20%

一房型(大一房)：以新婚家庭、小家庭、單親家庭等為主

16-18

30%-40%

二房型：以小家庭、2~4 人家庭為主

25-28

40%-50%

三房型：以 4~5 人以上家庭為主

36-38

10%-20%

註：桃園市都會區與鄉村區特色差異極大，坪型戶數規劃為參考建議，仍須視其個案基地之開發
規模、家戶人口結構、所得及區域環境特性做進一步規劃與討論。
資料來源：桃園市住宅年度計畫及中程計畫總結報告(105.08)。

(四)設定入住對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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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入住對象多元化，初期以勞工家庭、大專學生為主，其
餘單元為一般、特殊情形或身分之家庭租用。中壢區、龜山區等擁有多
所大專院校學生、桃園眾多工業區勞工居住需求，初步擬以前述族群為
主，朝下列方向訂定：
1. 社會住宅入住資格對象以家庭所得 50 分位點以下為限制，可讓申請
入住族群數量較租金補貼(20 分位點)為多。
2. 社會住宅均可依照所得程度給予差額補貼或差額租金，例如：區分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符合資格者等三種身份。
3. 預計以桃園市繁榮區域優先試辦，結合既有生活商圈，可規劃部分地
面層店面之出租，提高財務回收效果。
4. 針對租屋市場中較弱勢者(獨老、身障等)給予較高中籤機率。
(五)租金補貼探討
以本市之市場租金為 10,000 元/月（500 元/坪，租用 20 坪住宅
為例）為例試算，社會住宅租金若高於市價 7 折，市民選擇租金補貼
之效益將大於社會住宅。亦即社會住宅租金採 7 折出租，將與租金補
貼效用相同。
(六)對本案指導
本計畫社會住宅之住宅單元規劃可依據建議房型、面積及配比作
為基礎，並依中壢區人口特性及個案基地條件，適切規劃，並參考設定
出租對象條件及租金探討，作為營運管理參考。
五、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7 年度施政計畫
以直轄市為發展格局，整合全市城鄉土地資源，並結合桃園都會區捷運
建設計畫，發展以大眾運輸導向(TOD)之捷運城市，紓解都會地區發展壓
力。
透過都市景觀特色形塑、都市空間改造、老舊發展地區更新、閒置軍方
土地與公共設施保留地全面檢討活化、落實建築管理等策略，提昇都市環境
品質與公共建設服務水準。
在住宅面，以廣建社會住宅，增加對青年、社會及經濟弱勢市民的居住
照護，落實居住正義。並建置智慧便民系統，加速行政服務與管理資訊化，
提供市民更即時有效率的服務。其施政計畫目標及內容摘錄如下：
民國 107 年年度策略目標，其一為「打造樂活安居生活環境」：
1. 興建社會住宅，實踐居住正義
2. 加強辦理建築安全及無障礙場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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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落實公寓大廈管理及公共設施維護
4. 推動老屋健檢，維護住宅安全
為因應中央政府八年 20 萬戶社會住宅政策目標，桃園市持續編列預算
於社會住宅規劃，在 107 年度社會住宅計畫編列 32.36 億元(實際編列 45.2
億元住宅基金)辦理 10 處社會住宅新建工程，首波 10 處社會住宅中，中路
2 號及八德 1 號已在動工興建中，詳細辦理進度詳見本章第五節桃園市社會
住宅興辦概況。
對本案指導：第二波社會住宅儲備用地，將透過國有土地無償撥用、軍
方合作興辦、都市更新、區段徵收及都市計畫回饋等方式，並配合捷運路線
及台鐵路網立體化等相關計畫，積極盤點具有良好區位條件及未來發展之大
面積公有土地，作為社會住宅儲備用地，然本案北富台新村基地將是其中一
塊儲備用地之基地。
六、桃園市現有住宅補貼相關資源(桃園市政府民國 106 年)
為使本案更能全盤瞭解桃園市住宅概況各面向，本節將針對桃園市現有
住宅補貼相關資源進行彙整，供後續本案社會住宅營運管理規劃參考。
(一)房屋租金補貼
為了協助無力購屋的家庭居住於合適之住宅，內政部營建署提供
「租金補貼」，申請人先向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提出申請，經政府審
查核定後，有租賃住宅事實且租賃住宅符合規定者，政府按月補貼租金，
依桃園市補貼租金標準為每期 4,000 元/月，補貼期間為 12 期，以減
輕租屋負擔，補貼期間僅 12 期(月)，故需每年度提出申請。
於民國 106 年度桃園市由中央經費補助 5,600 戶、地方經費補助
2,400 戶，共計 8,000 戶，桃園市補助戶數僅次於新北市 13,000 戶及
臺北市 9,200 戶。
(二)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為了協助僅擁有 1 戶老舊住宅之家庭改善住宅環境，以獲得較佳
的居住品質，政府對於想修繕住宅的家庭，提供「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
貼」；申請人須先向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提出申請，經政府審查核定
後，向金融機構貸款自行修繕住宅，由政府補貼部分貸款利息，以減輕
貸款負擔。貸款額度最高 80 萬、償還年限最長 15 年(付息不還本之寬
限期最長 3 年)、優惠利率第一類郵儲利率減 0.533%、第二類郵儲利
率加 0.042%。於民國 106 年度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計畫中央提供桃
園市共計補貼 205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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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項目包含：1.屋頂防水、排水及隔熱 2.外牆防水及面材整修 3.
衛生設備 4.一般照明設備 5.無障礙設施設備 6.分間牆、天花板及地板
整修 7.給水、排水管線 8.電器管線 9.燃氣設備之供氣、排煙管線 10.
空氣調節及通風設備之風管、風口及電器管線。
(三)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為了協助中低所得或 2 年內自購住宅並辦理貸款之家庭解決居住
問題，提供「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人須先向桃園市政府住宅
發展處提出申請，經政府審查核定後，自行購買住宅並向金融機構貸款，
由政府補貼部分貸款利息，以減輕貸款利息負擔。貸款額度最高 210
萬、償還年限最長 20 年(付息不還本之寬限期最長 5 年)、優惠利率第
一類 2 郵儲利率減 0.533%、第二類郵儲利率加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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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法令分析
我國「住宅法」於民國100年12月30日頒布實施後，內政部於101年10
月9日公告「住宅法施行細則」，以落實「住宅法」保障居住權益，健全住宅
市場，提升居住品質之目標。
其後「住宅法」於106年1月11日公布修正，使社會住宅能有更完善的興
建、供給機制，修正內容包含：
一、 增訂中央住宅主管機關興辦社會住宅之權責。（修正條文第2條）
二、 修正用詞定義，定明社會住宅係以低於市場行情之租金，為專供出租
使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並增訂公益出租人。
（修正條文第3條）
三、 為能彈性規劃調配社會住宅提供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之戶數，定明主
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轄區為計算範
圍，且為擴大照顧弱勢居住需求，將社會住宅提供予經濟或社會弱勢
者之比率提高為百分之三十以上。（修正條文第4條）
四、 增訂中央及地方住宅基金來源。（修正條文第7條）
五、 為鼓勵屋主將房屋出租予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者，新增綜合所得稅
及地價稅租稅優惠規定；社會住宅作居住、社區長照服務或托育使用
之租金收入及收取之租屋服務費用，免徵營業稅；為獎勵空屋釋出提
供作為社會住宅及社區長照服務或托育之住宅所有權人，新增綜合所
得稅租稅優惠規定。(修正條文第15條、第16條、第22條及第23條)
六、 增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清查不符基本居住水準家戶之住宅
狀況，並訂定輔導改善執行計畫；增訂住宅性能評估制度之強化規定
及補助推動提升住宅環境品質事項之規定。（修正條文第40條至第47
條）
七、 增訂罰則專章，定明違反本法相關條文之罰則。（修正條文第58條至
第62條）
以「住宅法」主要法令依據，中央及各地方政府尚訂有諸多相關規定，
以下分別彙整中央及桃園市相關社會住宅法令規定供本計畫後續評估分析及
規劃研究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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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相關法令
經查詢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國民住宅、社會住宅相關之法令規定計有 18
項，依其類別及公告發布時間表列如下：
表 2-2 中央相關社會住宅法令規定彙整表
類別

屬性

母法

法律

法令規定
住宅法

公告發布日
106/01/11

母法細則

法規命令 住宅法施行細則

106/06/16

行政組織

法規命令 內政部住宅審議會設置辦法

106/06/29

行政組織

法規命令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

107/02/14

行政組織

行政規則 內政部審核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設立社會住宅行政法人處理要點

104/08/13

行政組織

法規命令 住宅相關資訊蒐集管理及獎勵辦法

106/06/29

財務金融

法規命令 住宅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106/08/01

財務金融

法規命令 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辦法

106/06/07

財務金融

行政規則 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融資利息及非自償性經費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106/07/11

規劃興建

法規命令 民間興辦社會住宅申請審查辦法

106/06/28

規劃興建

實質法規 社會住宅設施設備及社會福利服務協助項目規定

106/08/11

規劃興建

行政規則 社會住宅必要附屬設施項目及規模

106/08/01

規劃興建

行政規則 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先期規劃費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106/03/15

規劃興建

行政規則 內政部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申請補助作業須知

104/12/29

規劃興建 公告及送達

各機關國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或聯合開發後分回之房地優先作為公營
106/06/24
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作業程序

規劃興建

法規命令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106/03/23

經營管理

法規命令 內政部興辦社會住宅出租辦法

106/08/28

經營管理

法規命令 政府接管民間興辦社會住宅辦法

106/06/28

經營管理

法規命令 社會住宅經營管理者評鑑及獎勵辦法

106/06/28

經營管理

實質法規 主管機關興辦社會住宅租用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築物租期規定

106/06/05

優惠補助

法規命令 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

106/05/31

優惠補助

法規命令

優惠補助

法規命令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及簡易修繕住宅費用補貼辦法

106/06/07

優惠補助

法規命令 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

106/08/10

優惠補助

法規命令 租屋服務事業獎勵及認定辦法

106/06/22

民間興辦社會住宅使用公有非公用不動產之出租及設定地上權優惠辦
101/12/27
法

本計畫推動目標係針對桃園市社會住宅儲備基地之規劃興建、財務可行
性、營運管理及用地取得進行評估及建議，因此以下以「住宅法」為架構，
彙整本計畫推動時主要涉及之法令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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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央相關社會住宅法令分析表
主旨類別

法令名稱

條文內容

對本計畫推動說明

評估規劃/
社宅數量及
基地區位

住宅法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應評估社會住宅之需求總 評估目前桃園市社宅供需
量、區位及興辦戶數，納入住宅計畫及財務計畫。 狀及區位，評估分析本計畫
儲備用地之定位及財務可
行性。

評估規劃/
市府興辦社
宅方式

住宅法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得依下列方式興辦社會住
宅：
一、新建。二、利用公有建築物及其基地興辦。
三、接受捐贈。四、購買建築物。五、承租民間
住宅並轉租及代為管理。六、獎勵、輔導或補助
第五十二條第二項租屋服務事業承租民間住宅
並轉租及代為管理，或媒合承、出租雙方及代為
管理。七、辦理土地變更及容積獎勵之捐贈。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

綜合考量桃園現有或未來
可能之興辦社宅方式，作為
本計畫儲備基地開發評
估、規劃之參考。

評估規劃/
市府新建社
宅方式

住宅法

第二十條 主管機關新建社會住宅之方式如下：
一、直接興建。二、合建分屋。三、以公有土地
設定地上權予民間合作興建。四、以公有土地或
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分回建築物及其基地。五、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考量該5種或其他方式，評
估本計畫各基地新建社會
住宅之用地取得及財務等
可行性。

評估規劃/
公有地使用
與取得規定

住宅法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興辦社會住宅，需
用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築物者，得辦理撥用。
主管機關依本法興辦社會住宅使用國有土地或
建築物衍生之收益，得作為社會住宅興辦費用，
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規定之限制。
主管機關依本法興辦社會住宅，需用之公有非公
用土地或建築物，屬應有償撥用者，得採租用方
式辦理，其租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不受國有
財產法第四十三條有關租期之限制。租用期間之
地價稅及房屋稅，由主管機關繳納。但社會住宅
興建期間之租金得免予計收。
興 辦 社 會 住 宅 所 需 土 地 因 整 體 規 劃使 用 之 需
要，得與鄰地交換分合。鄰地為私有者，其交換
分合不受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及第一百零七條
之限制。

本計畫社宅儲備用地部分
為國有財產署及國防部管
有之國有土地，後續應研究
各別基地之用地取得方
式，如有償無償撥用、租用
及交換等，並分析其財務可
行性。

住宅法

第五十八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就公有土地及建
築物所為之處分、設定負擔或超過十年期間之租
賃，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第一百零四條、第
一百零七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
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本計畫公有之社宅儲備基
地，其處分、設定負擔及租
賃之除外條款。

主管機關興
辦社會住宅
租用公有非
公用土地或
建築物租期

主管機關依住宅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租用
應有償撥用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築物興辦社
會住宅時，租賃期限不得逾五十年；租賃期限屆
滿時，主管機關有意續租且仍依原社會住宅計畫
用途使用，得申請換約續租。原租賃期限與續租

本計畫社宅儲備基地部分
為國防部管有之營眷改土
地，應有償撥用，可透過財
務分析評估租用或有償撥
用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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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類別

法令名稱

條文內容

對本計畫推動說明

規定

期限，合計最長不得逾七十年。

住宅法

第二十八條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係以新建建 本計畫新建社宅儲備基地
築物辦理者，其建築基地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之基礎條件。
一、在實施都市計畫地區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且依都市計畫規定容積核算總樓地板面積達六
百平方公尺以上。
二、在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及乙種建築用地
達五百平方公尺以上。
三、在非都市土地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及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內政部「社
會住宅興辦
計畫」先期
規劃費申請
補助作業須
知

五、申請計畫書之內容，應依下列研擬：
市府新建社會住宅基地條
(二)新建社會住宅之基地，應以下列地點為優先： 件。
1. 面臨10公尺以上計畫道路。
2. 基地形狀方整，且面積在0.15公頃以上。
3. 基地屬公有地(國有、縣市有、國營事業用
地）。
4. 基地上無其他地上物，或該地上物毋須拆遷
現有住戶，得直接興建、改建者。

設計興建/
社宅必要附
屬設施

住宅法

第三十三條 為增進社會住宅所在地區公共服
務品質，主管機關或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保
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服務、長期照顧服務、
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幼兒園、青年創業空
間、社區活動、文康休閒活動、商業活動、餐飲
服務或其他必要附屬設施之用。前項必要附屬設
施之項目及規模，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並刊
登政府公報。
第 三 十 四 條 主 管 機 關 或 民 間 興 辦之 社 會 住
宅，應考量其租住對象之身心狀況、家庭組成及
其他必要條件，提供適宜之設施或設備，及必要
之社會福利服務。前項設施、設備及社會福利服
務協助之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設計興建/
社宅必要設
施及社福服
務項目

社會住宅設
施設備及社
會福利服務
協助項目規
定

三、社會住宅之設施及設備設置項目，規定如下： 新建社宅具備之設施及服
1. 客廳及餐廳之桌椅，臥室之單人或雙人 務內容，為本計畫社宅初步
床、衣櫃及窗簾，得依社會住宅經營管理 建築規劃之重要依據。
者營運計畫及承租者需求提供辦理。
2. 浴室：應備有浴缸或淋浴設備、馬桶、洗
臉臺、鏡子、毛巾架及扶手。
3. 廚房：應備有廚具、流理臺、抽油煙機及
瓦斯爐(或爐具)等。但僅供一人居住之居
室者，得免設置廚房。
4. 其他應具備項目：曬衣架(已集中設置者，
得免設置曬衣架)、熱水器(設有中央系統
者，得免設置熱水器)。
前項之設施或設備供行動不便者使用時，應設置

評估規劃/
社宅基地選
勘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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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類別

法令名稱

條文內容

對本計畫推動說明

無障礙設施或設備項目。
六、社會住宅經營管理者應自行或洽請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團體，提供教育、就業、醫療及其
他社會福利資訊或轉介服務。
社會住宅必
要附屬設施
項目及規模

三、社會住宅應視基地計畫容納人口數設置服務
項目如附表，設置規模基準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規定辦理。前項計畫容納人口數，以每住宅單
位居住三人計算，單身住宅以一人計算。

評估本計畫各基地設置必
要附屬設施項目之參考依
據。

設計興建/
社宅必要附
屬設施

住宅法

第三十五條 主管機關興辦之社會住宅，得自行
或委託經營管理。非營利私法人得租用公有社會
住宅經營管理，其轉租對象應以第四條所定經濟
或社會弱勢者為限。
第三十六條 社會住宅之經營管理，得視實際需
要，自行或委託物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業，提供文
康休閒活動、社區參與活動、餐飲服務、適當轉
介服務、其他依入住者需求提供或協助引進之服
務，並收取費用。
前項費用之收取規定，社會住宅經營者應報當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本計畫評估興建之社宅，可
評估委外經營管理之可行
性及其費用。

經營管理/
社宅服務對
象

住宅法

第四條 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
直轄市、縣（市）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
分之三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
提 供 一 定 比 率 予 未 設 籍 於 當 地 且 在該 地 區 就
學、就業有居住需求者。

分析桃園市弱勢者狀態及
需求，依循30%規定同時考
量周邊就學、就業青年族群
需求初步規劃各基地建築
空間及營運管理模式。

內政部興辦
社會住宅出
租辦法

第二條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興辦之社會住
宅，其出租規定如下：一、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七款及第八款之社會住宅：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 申請承租社會住宅者，應符合下列各款
條件：
一、年滿二十歲國民。二、於受理申請社會住宅
之直轄市、縣（市）設有戶籍，或未設籍於當地
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三、家庭成
員 於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公 告 範 圍內 之 直 轄
市、縣（市）無自有住宅。四、家庭年所得應低
於申請時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百分
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且所得總額按家
庭成員人數平均分配，每人每月不超過最低生活

以此社宅承租對象條件為
基礎，配合桃園市及本計畫
基地周邊供需條件，評估各
基地之開發定位、房型比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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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類別

法令名稱

條文內容

對本計畫推動說明

費三點五倍。五、家庭成員之財產價值應低於申
請時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
機關公告中低收入戶家庭財產限額。但原住民保
留地及道路用地之土地價值，不予採計。六、家
庭成員未享有政府其他住宅貸款利息或租金補
貼，且非社會住宅或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承租
戶。但政府興辦之出租住宅目的係為活化閒置資
產且其租金依市場機制定價，不在此限。
第五條 本部興辦之社會住宅，至少應按社會住
宅所在直轄市、縣（市）轄區內原住民族地區外
原 住 民 人 口 數 所 占 全 國 原 住 民 總 人口 數 之 比
例，分配並保障原住民入住社會住宅。但不得低
於原住民族人口數占全國總人口數比例。
財務金融/
住宅基金

住宅法

第七條 主管機關為健全住宅市場、辦理住宅補
貼、興辦社會住宅及提升居住環境品質，得設置
住宅基金。
直轄市、縣（市）之住宅基金來源如下：
一、政府依預算程序撥充。二、本基金財產處分
之收入。三、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獎勵回饋之收
入。四、都市計畫增額容積出售之收入。五、辦
理都市計畫變更之捐贈收入。六、社會住宅興辦
之收益。七、本基金之孳息收入。八、其他收入。

財務金融/
新建融資

住宅法

第二十四條 主管機關得視新建、購買、增建、 中長期融資利息成本納入
改建、修建或修繕社會住宅資金融通之必要，自 本案新建社宅財務可行性
行或協助民間向中長期資金主管機關申請提供 分析內容。
中長期資金。

財務金融/
興辦補助

內政部社會
住宅興辦計
畫融資利息
及非自償性
經費申請補
助作業須知

二、本須知補助對象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以
下簡稱申請機關）。補助執行機關為本部營建
署，補助項目為興辦社會住宅融資利息及非自償
性經費。

建議納入本計畫興建社宅
之財務評估內容。

財務金融/
租金條件

內政部興辦
社會住宅出
租辦法

第十條 社會住宅之租金訂定方式如下：
一、本部得評估成本效益，參酌國有財產相關規
定租金計算，或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估價師事務
所查估後評定市場租金水準。
二、本部得參酌社會住宅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政府所定分級收費規定，及承租者所得狀況、負
擔能力訂定分級收費，不得逾市場租金水準。
前項社會住宅租金，應每三年檢討之。

本計畫將評估基地周邊市
場行情，並參考不動產估價
作業方法，評估各基地及房
型之租金。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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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園市相關法令
桃園市為配合中央政府積極興辦社會住宅業務，包含住宅補貼、新建社
宅及包租包管等，並訂定相關自治規定如下表列：
表 2-4 桃園市相關社會住宅法令規定彙整表
類別
財務金融

屬性
法令規定
行政規則 桃園市住宅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公告發布日
106/07/17

規劃興建

行政規則 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註 1)

106/06/14

優惠補助

自治條例 桃園市獎勵民間興辦社會住宅減徵地價稅自治條例

105/12/16
(註 2)

經營管理

行政規則 桃園市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宅承租資格審查作業規定

105/12/07

行政組織

行政規則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組織規程

105/07/14

行政組織

行政規則 桃園市政府住宅諮詢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105/03/29

註 1：明定公有土地供社會住宅使用者，得酌予提高至基準容積。
註 2：限用於桃園市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宅。

本計畫之推動目標旨在評估各社宅儲備用地新建社宅之可行性，內容包
含用地取得、經營管理、建築評估等，因此除上表所列自治規定外，尚依各
別基地條件、規劃內容及用地取得等可能涉及桃園市其他自治規定，包含「桃
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桃園市畸
零地使用自治條例」及各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等。本計畫後續將
再依各別儲備基地條件進行更完整之法令分析，以下暫摘列部分本計畫規劃
評估過程應遵循之重要規定內容：
表 2-5 桃園市相關社會住宅法令分析表
主旨類別

法令名稱

條文內容

對本計畫推動說明

評估規劃/社

都市計畫法

第38條 公有土地供作老人活動設施、老人安養

本計畫各儲備基地屬公有

宅數量及基地

桃園市施行

護設施、公共托育設施或社會住宅使用者，其容

土地者，興建社宅得提高基

區位

細則

積得酌予提高至基準容積之一點五倍，經都市計

準容積1.5~2倍。此可依各

畫變更程序者得再酌予提高，惟不得超過基準容

基地條件及興建目標納入

積之二倍。前項公有土地不得適用相關容積獎勵

整體建築規劃及財務可行

及容積移轉之規定。

性評估條件。

財務金融/住

桃園市住宅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本計畫社宅儲備基地之評

宅基金

基金收支保

一、 辦理本市住宅及居住規劃研究。

估、規劃、設計、興建及營

管及運用辦

二、 興建、價購或承租住宅、商業設施、服務設

運等得運用桃園市住宅基

法

施及其他建築物。
三、 住宅、商業設施、服務設施及其他資產之營
運、管理及維護。
四、 償還金融機構及其他基金融資本息。
五、 住宅貸款、住宅補貼、專案核准貼補金融機
構融資之差額利息及手續費。
六、 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優先承購或收回住
宅及基地之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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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類別

法令名稱

條文內容

對本計畫推動說明

七、 管理本基金所需費用。
八、 為推動住宅計畫而結合辦理土地開發、都市
更新、都市計畫檢討變更或其他策略所需費
用。
九、 辦理住宅有關業務之聘僱人員人事費用。
十、 補助民間興辦社會住宅之經費。
其他與本基金業務有關支出。
財務金融/民

桃園市獎勵

第四條 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在興建或營運期

可作為本計畫基地公私合

間興辦稅賦優

民間興辦社

間，經本府核准供直接使用之土地，其地價稅減

作興建社宅之評估參考。

惠

會住宅減徵

徵百分之三十。

地價稅自治
條例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law.tycg.gov.tw/index.aspx)

三、其他地方政府自治規定
配合中央推動社會住宅、實現居住正義政策，各地方政府近年均積極興
辦社會住宅，並依住宅法等相關法令訂定各別之自治規定。以下彙整摘列其
他 5 直轄市之社會住宅相關法令：
表 2-6 其他直轄市社會住宅相關自治規定彙整表
類別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行政組織

臺北市政府住
宅審議會設置
辦法(106.9.28)

新北市政府住宅
諮詢審議委員會
設 置 要 點
(101.11.27)

臺中市政府住
宅諮詢審議委
員會設置要點
(102.8.21)

臺南市政府住宅
諮詢審議會設置
要點(103.9.12)

都市計畫法新北
市施行細則(§
39-1 社 宅 使 用
提 高 容 積 1.5
倍)(105.12.7)

臺中市政府社
會住宅租金審
議委員會設置
要點(106.5.18)
都市計畫法臺
中市施行自治
條例(§48-1興建
社 宅 容 積 獎
勵)(105.6.21)

臺北市公共住
宅委員會設置
要點(104.6.10)

規劃興建

臺北市政府興
辦公共住宅基
地設置服務設
施
原
則
(104.9.17)

高雄市

-

-

-

-

高雄市住宅基金
收支管理及運用
自 治 條 例
(102.6.20)

南市社會住宅出
租
辦
法

-

新北市社會住宅
都市設計審議原
則(104.10.1)
財務金融

經營管理

臺北市住宅基
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自治條例
(103.1.13)
臺北市社會住
宅 出 租 辦 法

新北市社會住宅
承 租 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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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住宅基
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自治條例
(105.7.25)
臺中市社會住
宅 出 租 辦 法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
」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類別
優惠補助

其他

臺北市

新北市

(106.8.3)
臺北市房屋稅
徵收自治條例(§
4社宅房屋稅優
惠)(106.7.20)

(105.9.21)

臺北市舉辦公
共工程拆遷補
償自治條例(§21
拆 遷 安 置 方
案)(106.8.2)

新北市政府辦理
青年住宅興建營
運移轉案出租資
格審查作業規定
(106.4.13)

-

臺北市公辦都
市更新實施辦
法(§4配合公宅
推 動 公 辦 都
更)(10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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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臺南市

(106.9.21)
臺中市社會住
宅興辦及公益
出租人出租房
屋優惠地價稅
房屋稅自治條
例(106.12.12)

(106.9.1)
臺南市民間興辦
社會住宅減徵地
價稅自治條例
(102.6.10)

-

-

高雄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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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案例分析
日本與臺灣面臨相同的高齡、少子化及M型社會等社會結構多重衝擊，
其於社會住宅的空間相對應展現居住、工作、醫療、生活及社會關係等面向
可為本計畫社會住宅經營管理之借鏡。
一、大阪 Nice 株式會社
大阪 Nice 株式會社(Nishinari Inner City
Enterprises)前身原是關東地區的建設公司，後
與地區部落民倡議團體合併為民間專營承作社
會住宅之建設公司。主要開發項目是針對大阪
西城地區高齡化人口比例較高的區域，尋找有
意願出售或出租的地主，合作改建原有的老舊
建築，轉化為出租住宅，提供給高齡、身障及
中低收入的住民們居住。
至西元 2012 年底，Nice 株式會社在西城地區區已完成 5 棟約 180 戶
重建或改建之社會住宅，並擔任其中四棟社會住宅的管理物業工作，不僅單
純與進行住宅的開發興建或與地主合建，同時也接手經營管理業務。由於經
營方式創新，並在社區內成立藥局、生鮮超市、大眾食堂、花店等，提供居
民工作機會，並培養社區內互助合作之社區意識等努力，成為極具特色的自
辦社會住宅企業。其 5 棟社會住宅內容彙整如下:
表 2-7 日本 NICE 集團於西城區 5 棟社會住宅資訊表
基地

Masui

Blanc Court

Community
House

具照護功能與服務
年輕人及新婚族群
高齡者
之高齡者
4 位房東
Nice 公司和其他複數 Nice 相關企業
房東
企業
‧37 間出租房間
‧37 間出租房間
‧48 間出租房間
‧身障 Group Home
‧身障 Group Home
‧身障、癡呆症
‧義大利式餐館及食堂 ‧追蹤護理中心
構成 Group Home
‧介護、看護類辦公室
‧教育事業類辦公室
‧店鋪(Nice 總部)
對象

Ibis Court
高齡者
社會福祉法人
‧24 間出租房間
‧身障、癡呆症
Group Home
‧介護公司辦公室
‧飲食類店鋪
Nice 集團

當地的房地產老店 原 Nice 和當地房地產 Nice 集團
老店合作，後來交給
Nice 集團管理
設置社區店舖，強化 ‧飲食店經營不易
‧支援與管理分開
‧生活支援服務
運營情 生活機能。
‧住戶類型適當
‧住戶、支援者、房東 ‧共同空間充實
況等
間聯絡會議
管理
方式

資料來源：台北村落之聲網站，劉欣蓉(102.05)、趙榮琳(104.7)及本團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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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l Court
低收入單身勞動者
及高齡者
Nice 和社會福祉法
人
‧33 間出租房間
‧Care Home
‧衛星式養老院
‧飲食類店鋪
‧交流空間
Nice 集團

‧支援勞動年齡低收
入者的自立
‧協助高齡及殘障者
的生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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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非企業組織經營社宅案例
另因大阪地區目前已成為日本政府以發展社福及居住營造之重點城市，
且非營利組織亦積極推動社會住宅及社區再造結合工作，呈現多樣性及豐富
的面貌，故本計畫除 Nice 株式會社案例外，也彙整大阪地區另外四處社會
住宅案例。
表 2-8 日本社會住宅案例介紹表
名稱

泉北社區

對象 高齡人口

淺香社區

北芝社區

高齡單身、夫婦

不同弱勢對象

住吉社區
高齡人口

包含老人養護、介護 土地總面積達六萬六 是僅有 500 人，200 最具高比例高齡人口
照顧、短期介護、失 千坪，是一個超大型 戶的小型社區，區內 之社區，面臨嚴重青
介紹

智症特別照護中心及 社區。

高 齡 人 口 約 30 ％ 年人口外流問題。

高齡者生活支援住宅

右，是相對較為年輕

等。

化的社區，社區活動
是最具多元的。

以「共居」為主。並 以「家庭式共同居住 由最初「社區共食」 因 青 年 人 口 外 流 問
提供「共餐」
、
「供餐」 型態」為主，並以「共 開始，之後並有社區 題，社區內非營利組
經營

「送餐」服務。

同社區營造」作法來 農園、社區咖啡廰、 織，雇用約 250 名員
因應居住、醫療、福 社區餐廳、社區太鼓 工 ( 其 中 社 區 員 工 不

管理

祉等人口結構老化所 隊、老人日照服務， 到 10%)來管理社區。
帶來的各種挑戰。

民宿等多元化經營項
目。

強調結合鄰近不同社 社區旁邊即是大阪市 藉由強調社區營造多 藉由老年人的醫療、
區 的 各 項 人 力 與 資 立大學，大學亦積極 元的活力，增加社區 教育、介護之產業需
特色

源，互相支援運用， 參與協助社區營造和 活力，來留住年輕人 求，吸引這些產業領
以解決老年人生活問 各替社區間結盟互助 口，並每年招開居民 域的年輕人進入社區
題(食、住、醫療以及 運動。

參與社區大會，討論 就業。

打發時間)。

社區發展工作重點。

資料來源：由「居住」到「生活」-日本社會住宅的社會整合與創新，趙榮琳(104.7)。

三、小節
相較日本社會住宅成功的經驗可得，社會住宅應具備「社會整合」之功
能與效果，以上述日本社會住宅案例可發現不能只在乎住宅供給面之數量多
寡與資源配置等制度面上的檢討，同時需加強關心社區內社會發展及整合之
發展面向。另對於社會住宅之社區管理非以政府主導，而是透過住戶與社區
等參與者「由下到上」的共同合作、互助，以創造共同之各項完備生活功能，
並達到提升生活品質之目的。綜合日本大阪地區社會住宅經營概念，可歸納
為以下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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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社會資本投資型」概念經營社會住宅
Nice 株式會社具體做法，除配合政府相關補助措施外，積極投入
社會住宅的改建工作，所謂社會資本意謂提供房屋之外，也考慮如何提
高房屋空間意象，包括建築安全及品質要求外，內部空間設計及運用，
都必須符合高齡化的生活型態，同時，並賦予居民的人際，及社區間的
多重意義與價值，產生信任與合作等凝聚力量。
(二)發展新雇用產業並擴大合作機會
Nice 株式會社認為對於弱勢族群而言，在解
決居住問題後，應培養工作能力，方能確實改善生
活品質，形成一種好的居住、工作、生活模式。起
初會社發現許多身障人士都是待在家中，便以遊民
和身障人士結合，開始進行清潔工作訓練，並與政
府部門合作，提供服務機會。或是在社區內，開設
花店、餐館等，提供社居內長者一份就業工作。
(三)提升醫療、照護功能及整合
日本住宅市場存在兩極化與貧富不均的結構困境，低所得世代與
高齡者世代居住貧窮，以及住宅空屋與環境的惡化。因而產生出「區域
合作開發、活化地區」的公私協力模式，作法重點為將福祉服務與住宅
安全緊密結合，在住宅安全網建立介護、醫療等福祉服務與住宅的連結，
如 Nice 的社會住宅採同一棟大樓混居模式及團體住宅外，在大樓內社
有護理中心、養老院、Care Home 等，形成複合住宅，讓大眾能夠善
用同樣資源。
(四)形塑相互依存的鄰里關係之新社區概念
以泉北社區為例，社區內社會住宅人
口嚴重老化，欠缺生活機能，無人照看與
幫助老人，形成「購物難民」現象，當地
團體積極在社區內提供高齡者服務，如開
設社區大型餐廳，白天為高齡者共食餐廳，
到了晚間便成為居酒屋，吸引年輕人，同
時增設雜貨店、藥局、水果店及學習教室
等空間，安排各種活動及課程，滿足高齡者生活所需，在社區內建構「安
心居住、飲食健康及建立社區聯繫網路」功能，培養社區意識，同時也
創造新服務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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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案例
根據社會住宅推動聯盟調查(106.3)，我國社會住宅存量約計8,921戶，存
量比率為0.103%，其中以臺北市6,872戶及新北市1,478戶為最。目前六都尚
有13,272戶刻正規劃中。以下分析臺北市及新北市出租中社宅基地，以做為
本計畫後續規劃參考。
一、臺北市
臺北市於民國 99 年推行「臺北市住宅政策」，公營住宅強調混合居住
型態，服務對象以外地就學、就業青年、新婚夫妻、新婚育有子女家庭，以
及弱勢族群等為主。強調租賃制度及管理品質，以確保公辦住宅之品質，去
除以往大眾對社會住宅之既有印象。
臺北市公營(共)住宅開發方式可分為三大類：自行興建(大龍峒、興隆公
營住宅)、公辦都市更新(敦煌、景文公營住宅)，以及聯合開發(行天宮、萬
隆公營住宅及龍山寺、港墘、台北橋、小碧潭公共住宅)。大龍峒公營住宅
為北市第一個公有地自建的示範案例，共有 110 戶出租，其中保留 20％（22
戶）敦親睦鄰戶數供大同區及至聖里青年族群申租，透過公共利益在地化與
內部化，提高公營住宅於地方之融合性，而租金定價在「使用者付費」及「合
理租金負擔」兩項基本原則下，進行設定，第二租期租金並提高 10%，以
利有租賃需求市民得以合理輪替。
二、新北市
新北市青年住宅採 BOT 方式獎勵民間興辦社會住宅，其中「新北市住
宅興建營運移轉案」共 3 處示範基地，分別為中和、三重(大同南段)及三重
(大安段)。為促使開發案達財務自償，在開發契約中容許投資人在基地內規
劃 30%作為「附屬事業」以補貼無法獲利之社會住宅，並於第二次招商，
將地上權設定期限由原 50 年延長至 70 年，及允許將 49%樓地板面積出租
單元以市場租金 80%出租，另 21%則以市價 64 折出租予青年或弱勢族群，
透過相關措施增加投資人意願。
表 2-9 臺北及新北市青年社會住宅資訊表
行政區

臺北市

新北市

開發方式

市府興建

促參法 BOT
三重青年社會住宅 1、2 館(大

基地

大龍峒公營住宅

中和青年社會住宅

同南段)、3 館(三重段同安厝
小段)

住宅單元
規劃

共 115 戶

共 816 戶

共 327 戶

1 房：26 坪、30 戶

套房：653 戶無障礙 37 戶)

套房：257 戶(無障礙 14 戶)

3 房：48 坪、80 戶

2 房：76 戶(無障礙 5 戶)

2 房：61 戶(無障礙 33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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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臺北市
店鋪：30 坪、5 戶

新北市
3 房：50 戶(無障礙 4 戶)

1.申請人年紀>20 歲、 1.申請人年滿 20 歲。

3 房：9 戶
1. 申 請 人 年 紀 ： 青 年 族

<46 歲、已婚或育有子 2.設籍、就學或就業於新北 (55%)>20 歲、<41 歲，非青
女。

年族(10%)>41 歲。

市。

2.設籍本市>1 年，有 2 3.申請人及配偶戶籍內直系 2.已設籍三重區同安里或仁
戶供設籍大同區>1 年。 親屬於雙北、基隆、桃園無自 義里>6 個月，得申請三重區
出租對象 3.人口數限 3 口以上(含 有住宅。
條件

已懷孕者)。

大安段或大同南段西側之睦

4.104 年為例，家庭年所得 鄰戶。

4.列 為 人 口 數 之 直 系 親 <111 萬元，每人每月<4.5 3.其他條件同中和青年社會
屬均無自有住宅。

住宅。

萬元。

5.家庭所得<50%分位點 5.優先戶條件由新北市府另
(101 年為例<148 萬元 行公告。
以下)。
租期：3 年為一期，可續 租期：2 年為一期，最多 3 期 租期：2 年為一期，優先戶最
多 3 期(6 年)。

租一次 2 年，最長 5 年。 (6 年)。
租期及租
金

月租金：一房型 1.12 萬 月租金：套房 0.88~13.9 萬 月租金：套房 0.75~1.24 萬
元、三房型 2.12 萬元， 元、二房型 1.62~1.98 萬元、 元、二房型 1.74~2.1 萬元，
第二期提高 10%，包含 三房型 2.28~2.66 萬元，優 優先戶租金再 8 折，包含管理
管理費。

先戶租金再 8 折，包含管理 費。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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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桃園市社會住宅興辦概況
桃園市以興辦社會住宅作為協助弱勢與青年家戶之主要住宅補貼政策工
具之一，本市住宅政策目標第一波短期目標為四千戶，第二波中長期目標為2
萬戶，預定達到全市整體住宅存量2.5%水準。社會住宅計畫第一階段透過區
段徵收及市地重劃配餘地、國有土地撥用取得社會住宅用地，共計10處基地、
可興建四千戶住宅單元，皆採自行興建方式開發，目前已公告統包工程案並
陸續動工中。
一、辦理進度
桃園市政府首波推動 10 處社會住宅將於桃園區 4 處、八德區 3 處、中
壢區 1 處及蘆竹區 2 處，皆位在都市計畫區之住宅區，其生活機能健全且
位在捷運沿線，處交通便利之地。
其中桃園區及八德區係以區段徵收配餘地取得、中壢區及蘆竹區係以國
有土地撥用取得。截至民國 107 年 10 月統計各基地辦理情形，其中
10 處基地陸續完成前期規劃或招標作業，其中有 4 處已進行至施工階
段、2 處刻正辦理工程招標作業中、2 處工程已決標、1 處刻正進行開工前
置作業、1 處尚於規劃設計階段。
表 2-10 桃園市第一波社會住宅位置及推動進度等資訊表
行政區

基地

基地位置

中路 1 號

桃園區中路一號18地號

中路 2 號

桃園區中路三段103地號

桃園區 中路 3 號

桃園區中路一段9地號

中路 4 號

桃園區中路一段10地號

八德 1 號

八德區興仁段617地號

八德區 八德 2 號
八德 3 號
中壢區 中壢 1 號

八德區豐田段1428地號
八德區興仁段621地號
中壢區東寮段325-4地號

蘆竹 1 號

蘆竹區大新段424地號

蘆竹 2 號

蘆竹區竹中段259地號

蘆竹區

土地取得

目前推動進度

方式

工程已決標，預計10月開工。
區段徵收
配餘地

工程進行屋突層結構體施作。
工程已決標，預計10月開工。
工程上網招標中，預計107.10.18開
標。

區段徵收
配餘地

工程進行地上3層結構體施作。
工程進行地下2層結構體施作。
刻正進行開工前置作業。

國 有 土 地 統包設計中。
無償撥用
國 有 土 地 工程上網招標中，預計107.10.9開標。
無償撥用
國 有 土 地 工程進行地下3層結構體施作。
有償撥用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107 年 10 月)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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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內容概述
桃園市政府為扶持青年及弱勢經濟並落實居住正義，因考量中央補助經
費有限情形，目前 10 處社會住宅係以地方政府全額自行編列預算興建、部
分採融資方式進行興建，概估土地、工程及勞務等興建總費用約 205 億元，
竣工後社宅房地產權屬市府所有，並由住宅發展處依規定營運管理。
桃園市第一波社會住宅 10 處基地約可提供 4,048 戶住宅單元，並依周
邊鄰里環境需求增設公益性設施(如公托中心、活動中心、青創中心等)，及
視部分設置辦公空間，供市府或出租辦公使用，另引進商業設施及社區設施
等公共空間，增進生活機能，營造友善健康、住戶共享的社區環境。
表 2-11 桃園市第一波社會住宅開發內容資訊表
基地 基地面積(坪)
中路
一號

中路
二號

中路
三號

中路
四號
八德
一號
八德
二號
八德
三號
中壢
一號
蘆竹

823

1,375

1,932

1,933

實際容積率(%)
46/399

46/397

46/398

42/400

2,063

43/420

1,392

37/403

2,982

7,486
758

規劃內容

實際建蔽率(%)/

43/419

60/298
46.15/300

統包工程

類別

戶數(戶)

住宅

169

店鋪

7

辦公

8

住宅

212

店鋪

1

辦公

5

公益性設施

1

住宅

417

店鋪

8

辦公

12

住宅

350

店鋪

4

辦公

12

公益性設施

4

住宅

418

店鋪

13

住宅

354

店鋪

5

住宅

559

店鋪

13

公益性設施

4

住宅

1,010

店鋪

10

公益性設施

7

住宅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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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11.18

17.11

17.50

15.92
10.93

24.41

48.39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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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基地面積(坪)

實際容積率(%)

一號
蘆竹

3,120

二號

總計

規劃內容

實際建蔽率(%)/

38/251

23,870

-

統包工程

類別

戶數(戶)

店鋪

6

住宅

416

店鋪

12

公益性設施

2

住宅

4,048

店鋪

93

辦公

36

公益性設施

17

金額(億元)

14.73

172.84

資料來源：彙整自政府採購網之各基地工程案招標文件。

表 2-12 桃園市第一波社會住宅公益性設施項目表
基地名稱

公益性設施項目

中路二號

公托中心

中路四號

青創中心、公托中心、市民活動中心(關懷據點)、幼兒園

八德三號

日間照顧中心、幼兒園、社區關懷據點
幼兒園、親子館、托嬰中心、日照中心、社區關懷據點、里民活動中心、青

中壢一號

創中心

蘆竹二號

市民活動中心、社會關懷據點

三、住宅單元規劃
檢視 10 處社會住宅單元規劃皆以 1 至 3 房型為主(僅蘆竹一號無 3 房型)，
特別是以 1 房型比例為最高，1 房型約 10 至 12 坪、2 房型約 17 至 22 坪、
3 房型約 21 至 32 坪，其詳細住宅單元規劃內及規劃使用對象，詳如下表。
表 2-13 桃園市第一波社會住宅之住宅單元規劃資訊表
住宅單元規劃
基地

車位數

房型

戶數

比例

室內靜面積
(不含陽台)

汽車位(席)/機
車位(席)

中 路
一號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66 戶
91 戶
12 戶

39%
54%
7%

10.92 坪
17~24 坪
32.16 坪

104/254

中 路
二號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108 戶
50 戶
54 戶

51%
24%
25%

11.46 坪
22.25 坪
27.60 坪

175/398

中 路
三號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211 戶
105 戶
101 戶

51%
25%
24%

10.88 坪
20.93 坪
25.48 坪

239/650

中 路
四號

一房型
二房型

176 戶
88 戶

50%
25%

11~12 坪
12~25 坪

28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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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房型
人數：1-2 人為主
對象：單身/夫妻+學齡前小
孩
配置：1 房 1 廳 1 衛浴
空間：雙人臥室、客、餐廳、
簡易廚房
 二房型
人數：3 人為主
對象：夫妻+學齡前小孩/夫
妻+父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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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單元規劃
基地

車位數

房型

戶數

比例

室內靜面積
(不含陽台)

三房型

88 戶

25%

27~28 坪

八 德
一號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149 戶
171 戶
97 戶

36%
41%
23%

10~14 坪
18~22 坪
27~33 坪

八 德
二號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214 戶
106 戶
34 戶

60%
30%
10%

11-12 坪
17-22 坪
25.29 坪

八 德
三號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278 戶
236 戶
122 戶

44%
37%
19%

10.51 坪
18~19 坪
23~24 坪

中 壢
一號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440 戶
396 戶
176 戶

43%
39%
17%

12.28 坪
22.46 坪
28.72 坪

蘆 竹
一號

一房型
二房型

74 戶
36 戶

66%
32%

14~15 坪
21~22 坪

61/120

蘆 竹
二號

一房型
二房型
三房型

206 戶
128 戶
78 戶

50%
31%
19%

11.67 坪
10~23 坪
26.87 坪

317/683

備註

汽車位(席)/機
車位(席)

配置：2 房 2 廳 1 衛浴
空間：主臥室、單人通用臥
室、客、餐廳、廚房、
302/560
衛浴
 三房型
人數：4 人為主
176/517
對象：夫妻+學齡前小孩*2/
夫妻+學齡前小孩+父
母
401/836
配置：3 房 2 廳 1 衛浴
空間：主臥室、單人房、單
人通用臥室、客、餐
1,032/1,057
廳、廚房、雙廁、衛浴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107.09)、政府採購網之各基地工程案招標文件。

四、住宅品質要求
為強調社會住宅非次等住宅及去標籤化，桃園市政府對於建築品質皆要
求綠建築需達銀級以上、智慧建築達合格級以上，並取得耐震標章，期許提
高建築安全品質及減少建築能源使用。
表 2-14 桃園市第一波社會住宅之建築標章取得資訊表
標章類別
基地

智慧
建築

綠建築

標章類別
基地

耐震
標章

智慧
建築

綠建築

耐震
標章

中路一號

合格

銀

有

八德二號

合格

銀

有

中路二號

銀

黃金

有

八德三號

銅

黃金

有

中路三號

合格

黃金

有

中壢一號

銅

黃金

有

中路四號

合格

銀

有

蘆竹一號

銅

黃金

有

八德一號

銅

黃金

有

蘆竹二號

銀

銀

有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107.10)、政府採購網之各基地工程案招標文件及本團隊彙整。

2‐26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第三章

背景資料分析

第一節 基地發展現況
一、土地權屬
本計畫基地位在中壢區平寮段 1-2、2-2、4、5、6、6-2、7、8 及 8-4
地號等 9 筆土地，全區面積 14,298.53 ㎡(4,325.31 坪)，皆為國有土地，分
割後及本計畫基地面積共計 7,149.26 ㎡(2,163 坪)，係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管理。

圖 3-1 基地土地權屬圖
二、土地使用現況
(一)基地土地現況
本計畫平寮段基地位在中山東路四段南側，基地原為慈安三村，
地上建物已全數遷移拆遷完成，土地現況為閒置空地及南側有部分雜草
雜林。
(二)基地周邊土地現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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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寮段基地西側距離中壢 1 號社會住宅基地約 380 公尺、東側緊
鄰八德第一公墓、北側臨慈仁四村(使用中)及陸軍專科學校、南側鄰近
龍江路住宅區。

圖 3-2 基地周邊土地現況圖

圖 3-3 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現況圖

3‐2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
」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三、周邊重大建設發展
本計畫基地位於中壢火車站後站地區，多年來尚未有重大建設，自升格
直轄市後，桃園市政府推動「前站更新、後站翻轉」計畫，針對後站龍岡地
區透過交通轉型政策進行翻轉，提出相關道路拓寬工程、開闢連外道路等計
畫，提升地區交通品質，並規劃中壢體育園區及客家文化館，同時加強中壢
後站社會住宅、公園、市民活動中心、公托中心和親子館等規劃，推動龍岡
國小遷校，大幅提高後站生活品質，其相關重大建設如下表。
中壢區為桃園市人口密度第二高之地區，雖後站翻轉計畫將提供更優質
服務品質，然近年中壢地區以高鐵青埔地區為開發中心，引入多項大型商業
設施進駐開發，反觀龍岡地區迄未有大型商業行為，不過待地區基礎設施健
全及配合桃園捷運綠線延伸開通後，必能吸引相關產業及商業前來，並引入
新居住人口。
表 3-1 中壢後站地區重大建設發展資訊表
類別
社 會
住宅

計畫
中壢一號
綠 線 中 壢 延伸
段
中山東路拓寬

交通

龍岡路一、二期
拓寬
龍 慈 路 打 通至
66快速道路
鐵路地下化

產業

中原創業村

治水

中 原 生 態 埤塘
公園
中壢體育園區

運動

龍 岡 國 民 運動
中心
空大/桃園市終
身學習中心

文化
客家文化館

內容簡述
1,010戶社會住宅及7項公益性設施設施，預計於110年設施啟用、111
年社會住宅完工。
全長約7.2公里，共計7座車站，預計於108年進行綜合規劃、110年動
工、117年通車。
中山東路三拓(230巷-龍文街)全長930M拓寬22-30M道路，採雙向4
車道，已於107年1月完工。
第一、二期係以龍東路-環中東路之路段施作，全長2.7公里，拓寬為
30M道路，採雙向4車道。
全線長約2,351公尺，路寬為30M，採雙向4車道，將龍慈路往西南延
伸至台66線快速公路，以貫通區域的東西向交通。
北起鳳鳴南迄平鎮，全長17.95公里，配合機場捷運延伸至中壢火車站
工程，中壢火車站將規劃為捷運與鐵路共構之車站，以提供轉乘功能。
現中原營區部分被服倉庫轉型，規劃做為研發創新、文化創意、餐飲
服務及文教展覽等使用，
並與中原大學合作，將可成為桃園微型亞州矽谷的示範場域。
基地面積共計1.25公頃，兼供滯洪池使用，串連中原大學綠地空間，
營造生態埤塘公園。
計畫面積共計約74.20公頃，規劃體育場用地9公頃、龍岡國小2.04公
頃、公園綠地3.30公頃、商業區31.75公頃、住宅區6.96公頃。
計畫面積約0.61公頃，規劃設置游泳池、綜合球場、體適能中心、韻
律教室、保齡球館及滑板極限運動場等。
計畫面積約0.33公頃，規劃設置空中大學桃園學習指導中心及桃園市
終身學習中心。
基地面積約2.7公頃，以音樂和文學為定位，場館主要以教學研習、藝
文表演、常設展藏為主要使用，並規劃地景公園，供作戶外演出場地，
預定108年進行規劃後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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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周邊重大建設發展位置示意圖
四、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現況
檢視本計畫平寮段基地周邊 500m 生活區範圍公共設施，包含機關用地
(陸軍專科學校)、墓地(八德第一公墓)、兒二十三(龍安公園)等已開闢外，另
學校用地(原機 23 用地變更學校用地，國立空中大學使用)，及機 23(現況為
龍江公園)尚未開闢。

圖 3-5 基地周邊公共設施用地開闢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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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發展現況
(一)道路系統
1.主要道路
(1)中山東路
本案平寮段基地位在中山東路四段上，中山東路為西北－
東南向之 30M 寬計畫道路，是中壢後站地區之交通要道，同為
中壢區通往八德區之主要道路，全線隸屬於市道 114 號之路
段。
(2)龍東路
龍東路位在基地西側，為南北向之 30M 計畫道路，屬龍
岡地區內主要道路之一，往北接至中山東路通往中壢市區，往
南可銜接龍岡圓環及龍南路前往大溪區。
(3)崁頂路、新生路
崁頂路及新生路位在中壢區與八德區交界處，為中壢龍岡
都市計畫南北之計畫道路，係連接中壢、平鎮、八德、大溪間
之縱向連絡道路。原道路現況寬度僅 5-7M 寬，其後為改善交
通壅塞情形，納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全線於
民國 105 年擴寬至 20M，連結龍南路(縣 112)及中山東路(縣
114)構成交通聯絡網。
2.次要道路：龍江路
龍江路位在本計畫基地南側，為東北-西南方向之 8M 計畫道路，
其周邊巷弄狹小僅約 4-6M 寬。
(二)道路服務水準分析
1.現況道路服務水準
本案基地以中山東路為主要出路道路，其中山東路上下午尖峰時
刻道路服務水準僅為 C 級，周邊道路則以龍慈路、龍岡路於上下午尖
峰時刻道路服務水準 A 級為佳，另龍興路、後興路等次要道路則屬 C
級水準。

3‐5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表 3-2 基地周邊道路平日路段服務水準分析表

資料來源：桃園縣中壢市龍慈路延伸至台 66 線規劃成果報告(原桃園縣政府)及本案彙整。

2.基地開發衍伸交通量分析
中山東路上即將興建中壢 1 號，及第二波社會住宅儲備基地(北富
台新村、南富台新村、平寮段基地)，預計中山東路全線社會住宅完工
後，可提供約 2,540 戶住宅單元。
依據主計總處統計桃園市平均每 100 戶家庭約有 73.16 輛汽車、
86.52 輛機車，並參考「臺北市大龍峒公共住宅」汽車出租率為 0.4
席/戶、機車出租率為 0.57 輛/戶，本案參酌上開數據研析中壢區社會
住宅汽車使用率為 50%(參大龍峒)、汽車使用率約 90%(大龍峒鄰近
捷運站，惟桃園市捷運綠線尚未開通，民眾機車使用率較高，參主計
總處)，預估中山東路於尖峰時刻增加 1,270 輛汽車、689 輛機車，其
每小時單向約增加 490 小客車當量。
本案以中山東路沿線社會住宅全數開發完成之最大交通量評估，
其於上午尖峰時段交通服務水準將由 B-C 級降低至 D-F 級、下午尖
峰時段服務水準由 C 級降至 E-F 級，將會為中山東路帶來交通黑暗
期。
為解決中山東路車流量課題，應先行配合都市計畫道路之徵收與
開闢，另捷運綠線預計於民國 113 年陸續開通，將可配合社會住宅開
發期程改善中山東路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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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中山東路路段尖峰時刻交通量及服務水準推估表。
路段
起訖

上午尖峰
下午尖峰
方向 道路容量
(往) (PCU) 交通量(PCU)
V/C
服務水準 交通量(PCU)
V/C
服務水準
開發前/後 開發前/後 開發前/後 開發前/後 開發前/後 開發前/後

龍興路- 南
龍慈路 北
龍慈路- 南
後興路 北
後興路- 南
龍東路 北

2,686
2,686
2,686

766
945
622
720
834
802

1,256
0.64 1.00
1,435
1,112
0.50 0.86
1,210
1,324
0.61 0.97
1,292

C

F

B

D

C

E

985
861
782
780
757
906

1,475
0.69 1.05
1,351
1,272
0.58 0.95
1,270
1,247
0.62 0.98
1,396

C

F

C

E

C

E

(三)火車
本案平寮段基地距離中壢火車站約 5 公里，行車時間約需 10-15
分鐘抵達。
(四)客運
於本案基地臨中山東路上之中堅站，行徑客運有桃園客運 169(中
壢-華勛社區)及中壢客運 112 南(中壢-陸專)、112 北(中壢-忠貞)、
5010(桃園-中壢)、5010(桃園-中壢)及 5112(桃園-中壢)等路線皆行經
本區，主要行駛中山東路、龍東路、龍岡路、建國路、介壽路等路段，
可分別接往中壢車站、中原大學、八德市區及桃園市區等地區。

圖 3-6 基地及周邊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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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行車租賃站
平寮段基地 500 公尺內之自行車站點為在在榮民南路上的桃園市
立圖書館龍岡分館站，距基地步行約 10 分鐘，基地界線 1000 公尺範
圍內並無其他自行車站點設置。

圖 3-7 基地周邊自行車租賃站分布示意圖
六、大專院校學生宿舍現況
桃園市共 15 所大專院校，106 年統計有住宿需求共 13 所，在校生在
外租屋約計 18,083 人，其中 7 所學校有宿舍不足情形，分布於中壢、龜山
及蘆竹 3 個行政區，包含中壢區 3 所(中原大學、元智大學與國立中央大學)、
龜山區 3 所(銘傳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與國立體育大學)、蘆竹區 1 所(開南
大學)，為既有社會住宅學生族群潛在需求量。
桃園市社會住宅選址規劃，已留設於首要學生宿舍最缺乏之中壢區，
除中壢ㄧ號興建外，後續皆可與宿舍需求不足之學校單位合作，整合軟硬
體資源共同使用，由市政府規劃安全高品質社宅及合理租金，並視需求提
供ㄧ定比例或以專案方式結合創業、服務入住社宅計畫，提供培育青年居
住、就學及就業的優質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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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106 年桃園市大專院校學生住宿需求一覽表
學校

行政區

學校承租
學生宿舍 學生住宿 校外租屋
學生
校外宿舍
床位
人數
人數
總人數
床位

住宿需
宿舍不
宿舍缺額
求率
足率

中原大學

4,962

4,505

7,225

364

16,342

71.8%

-6,404

54.6%

元智大學

2,930

2,903

3,150

120

9,135

66.3%

-3,003

49.6%

6,208

5,748

3,617

0

11,924

78.5%

-3,157

33.7%

健行科技大學

1,490

1,066

268

0

10,765

12.4%

156

-11.7%

南亞技術學院

553

326

136

0

3,542

13.0%

91

-19.7%

萬能科技大學

760

709

161

320

10,472

8.3%

210

-24.1%

1,446

1,446

2,039

963

19,129

18.2%

-1,076

30.9%

751

741

227

0

11,086

8.7%

-217

22.4%

國立體育大學 龜山區

1,224

1,195

130

0

2,464

53.8%

-101

7.6%

長庚科技大學

5,029

4,259

60

0

6,712

64.3%

710

-16.4%

長庚大學

6,262

4,505

88

0

7,187

63.9%

1,669

-36.3%

新生醫護管理
龍潭區
專科學校

1,766

1,158

192

0

6,024

22.4%

416

-30.8%

開南大學

蘆竹區

1,638

1,383

790

0

7,330

29.6%

-535

-

35,109

82,044

18,083

國立中央大學
中壢區

銘傳大學
龍華科技大學

總計

1,767 122,112

24.6%

-11,241

備註 1：學生住宿需求率＝（住宿舍人數+住 B.O.T.人數+住向外承租人數+校外租屋人數）／學
校總人數。
備註 2：宿舍缺額=(學生宿舍床位+學校承租校外宿舍)-(學生住宿人數+校外租屋人數)。
備註 3：宿舍不足率指的是有住宿需求但住不到宿舍的學生比例。計算公式：宿舍不足率＝(需
求-提供)/需求。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106 學年大專院校學生住宿調查。

七、環境敏感分析
(一)地質敏感區：未涉及相關地質敏感區
根據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之查詢結果，本
計畫區及周邊地區皆未涉及相關地質遺跡、地下水補注、活動斷層及山
崩與地滑等地質敏感區。
(二)土石流潛勢溪流：未涉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區域

3‐9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經查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之土石流防災資訊網，本案
所屬中壢區及鄰近八德區皆皆未有土石流潛勢溪流經過，亦非屬其土石
流潛勢溪流之影響範圍內。
(三)淹水潛勢：鄰近淹水潛勢區
根據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潛勢地圖網站查詢結果，本案基
地未屬於淹水潛勢區域內，惟位於基地東側八德區石門大圳霄裡分渠為
淹水潛勢區，降雨量達 300mm 以上，則淹水深度約達 0.5~2.0 公尺，
距離本計畫基地約 1 公里且有地勢高低差，對本案基地目前尚無迫切
淹水危機。

圖 3-8 基地內土地地質敏感區查詢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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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全桃園市地質敏感區查詢結果示意圖

圖 3-10 基地周邊地區淹水潛勢區查詢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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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經濟現況分析
一、歷史人文背景
龍岡地區舊地名為後寮，顧名思義為中壢較晚開發之地區，坐落中壢東
南至平鎮社子一帶，位處山坡地帶，石門水庫未開闢時，屬耕作之地無法耕
作；國民政府遷台後，陸軍部隊在此駐紮，取名龍岡以代表龍臥高岡之意。
龍岡地區起源於國共內戰尾聲，民國 40 年李彌將軍所率領的部隊，從
中南半島撤退來臺，於民國 42 年駐紮此地，並在此新建營房及眷村，有早
期的忠貞新村、貿易七村，馬祖新村、富台新村及台貿十村。後期又續建慈
安三村、慈仁四村、慈光石村，故龍岡成為了臺灣眷村密度最高的地區。其
中「富台新村」為陸軍富台部隊於民國 42 年興建完成，屬早期臨時搭建簡
陋型眷村，雖僅 95 戶，但已是桃園地區最大之陸軍眷村，以越南轉進來臺
眷屬為主，現已遷建「自立精忠六村國宅」。
遷至龍岡地區這群人有許多是滇緬邊界的擺夷族人，其宗教、飲食、習
俗都和「中原人士」不同，故前述眷村內忠貞市場為全臺滇緬飲食最大之集
散地，由進駐忠貞新村的忠貞軍隊及眷屬所引進的異國風味為主，其軍眷多
半為雲南人，近年來，在泰緬的孤軍眷屬及其後裔或透過依親、就學，甚至
透過結婚方式來臺，都成為忠貞新村的新移民。這些泰籍、緬籍的僑生、新
娘，他們生長在泰國或緬甸，深受異國文化的影響，帶來許多特殊飲食文化
和生活習慣，著名的雲南美食也融合了雲泰、滇緬風味，使忠貞新村的飲食
食呈現多元化的新奇感受，常見的飲食有雲南醬菜、擺夷粽、米干、米線及
西豆粉等米製品，隨著東南亞勞工來臺，也出現泰式風味菜餚。
目前龍岡仍為陸軍主要之軍事區域，包括陸軍第六軍團指揮部及陸軍專
科學校皆設於此，於民國 85 年配合國家政策推動眷村改建工程，附近眷村
陸續拆除，以往竹籬笆內的紅磚瓦房及矮屋景象逐漸被集合式住宅取而代之。
龍岡至今著名的龍岡圓環地標(位於龍東路和龍岡路交叉口)，有一座士兵帶
槍衝刺之雕像、龍岡大操場(位在龍岡路上)、大面積的綠地（擺放坦克車、
司令台等設施）
，平時為士兵操練之地，假日則是附近居民運動休閒的場所。
二、人口概況
截至民國 105 年底全臺已達 2,359 萬人，桃園市則約有 215 萬人，其
中中壢區約 40 萬人口數，位居第 2 高。本案平寮段基地位屬於中壢區，中
壢區人口整體呈逐年成長，惟家戶人數反之呈遞減情形，平均以 1 人一宅及
3 人一宅為居多，且人口老化情形嚴重，詳細內容如下述。
(一)人口成長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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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至民國 105 年底已達 214 萬人。分析近十年臺灣地區、桃
園市、中壢區、中堅里及仁福里人口成長情形，中壢區人口平均成長率
約 1.14%，低於桃園市 1.24%，高於台灣地區 0.33%。
本案平寮段基地位屬中堅里，中堅里因民國 93 年眷村廢村導致人
口數大幅下降，惟近十年來人口平均成長率為 3.61%，推測除房價較
鄰近之中壢市區便宜外，民國 96 年國有地釋出後，綠地公園及公共建
設陸續動工，帶動區域發展亦為主要原因之一。
表 3-5 臺灣地區、桃園市、中壢區、中堅里人口成長統計表
行政區
年度

臺灣地區
人口數

桃園市

成長率

人口數

中壢區

成長率

人口數

中堅里

成長率

人口數

成長率

95

22,876,527

0.82

1,911,161

1.64 355,707

1.35

3118

-0.1

96

22,958,360

0.36

1,934,968

1.25 358,656

0.83

3265

4.71

97

23,037,031

0.34

1,958,686

1.23 362,129

0.97

3781

15.8

98

23,119,772

0.36

1,978,782

1.03 365,109

0.82

4071

7.67

99

23,162,123

0.18

2,002,060

1.18 369,770

1.28

4264

4.74

100

23,224,912

0.27

2,013,305

0.56 372,429

0.72

4419

3.64

101

23,315,822

0.39

2,030,161

0.84 376,217

1.02

4482

1.43

102

23,373,517

0.25

2,044,023

0.68 378,918

0.72

4482

0

103

23,433,753

0.26

2,058,328

0.7 381,449

0.67

4518

0.8

104

23,492,074

0.25

2,105,780

2.31 389,782

2.18

4605

1.93

105

23,539,816

0.2

2,147,763

1.99 396,453

1.71

4679

1.61

平均

-

0.33

-

1.24

1.14

-

3.61

-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中壢區戶政事務所網站及本計畫彙整；統計至民國 105 年底。

(二)家戶概況
分析桃園市整體家戶情形，近年因升格為直轄市利多及受到雙北
房價推擠效應影響，雙北生活圈擴大延伸，促使桃園市設有戶籍之家戶
數呈現逐年增長狀態，惟受到現代社會少子化、婚姻率變遷及代間同居
意願等因素，使家戶人口數呈現逐年降低情形。
本案平寮段基地位屬中壢區，中壢區家戶數約 14 萬戶僅次於全市
最高的桃園區 16 萬戶，雖中壢區家戶數逐年成長，惟平均家戶數如同
受到前受現代社會情形呈現逐年降低。
另以民國 105 年第四季桃園市各行政區住宅平均人口數資料顯示
桃園市整體以 1 人一宅(24.66%)及 3 人一宅(18.29%)為居多，及中壢
區同以 1 人一宅(25.90%)及 3 人一宅(18.31%)為居多，可觀察出低人
口家戶數現況，代表家庭成員多以單人及小家庭人口為主，意味未來中
小坪數之住宅產品將成為桃園房地產市場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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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近年桃園市各行政區家戶數及平均家戶人數統計表
行政區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壢區
平鎮區
八德區
楊梅區
大溪區
蘆竹區
大園區
龜山區
龍潭區
新屋區
觀音區
復興區

項目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家戶數(戶)
平均家戶人數(人)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673,477 687,248 701,827 899,182 733,004 750,501 770,894
3.92

3.79

3.73

3.67

3.59

3.57

3.53

143,821 147,001 150,281 153,199 156,369 159,731 162,843
3.38

3.29

3.24

3.20

3.14

3.15

3.15

127,110 129,975 133,288 136,030 138,536 141,551 145,057
3.48

3.37

3.33

3.29

3.25

3.26

3.23

66,723

67,998

69,270

70,874

72,169

74,198

75,900

3.65

3.55

3.51

3.45

3.41

3.40

3.39

58,258

59,214

60,739

61,863

63,598

65,893

68,293

3.67

3.49

3.43

3.39

3.31

3.30

3.28

48,756

50,043

51,368

52,488

53,679

55,072

56,367

3.71

3.59

3.54

3.49

3.42

3.42

3.39

29,276

29,582

30,009

30,416

30,801

31,456

31,872

3.91

3.78

3.71

3.65

3.60

3.57

3.54

48,225

49,392

50,991

52,750

54,073

55,315

56,821

3.51

3.43

3.38

3.35

3.29

3.30

3.29

26,168

26,444

27,118

28,072

29,822

30,549

31,533

4.34

4.21

4.16

4.07

3.79

3.71

3.60

50,262

50,907

52,071

53,100

54,466

55,547

59,258

3.30

3.23

3.19

3.15

3.11

3.13

3.07

36,959

37,838

37,838

38,515

39,242

40,095

41,032

3.75

3.64

3.60

3.54

3.47

3.45

3.41

14,970

15,186

15,186

15,277

15,532

15,751

16,006

5.29

5.02

4.88

4.77

4.65

4.54

4.42

19,238

19,960

19,960 202,889

20,997

21,614

22,156

4.68

4.51

4.46

4.40

4.24

4.13

4.00

3,711

3,708

3,708

3,709

3,720

3,729

3,756

4.23

4.11

4.02

4.02

4.05

4.03

4.07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網站及本計畫彙整；統計至民國 105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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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民國 105 年第四季桃園市各行政區住宅平均人口數
行政區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壢區
平鎮區
八德區
楊梅區
大溪區
蘆竹區
大園區
龜山區
龍潭區
新屋區
觀音區
復興區
中堅里
至善里
龍安里

設有戶籍住
1 人一宅
宅之平均人
宅數
口數
3.31
3.15
3.23
3.39
3.28
3.39
3.54
3.29
3.60
3.07
3.41
4.42
4.00
4.07
3.05
2.94
3.74

24.66%
25.44%
25.90%
21.11%
23.93%
22.83%
22.67%
25.09%
27.26%
29.94%
22.53%
18.88%
21.04%
25.84%
25.57%
28.92%
20.49%

2 人一宅
宅數

3 人一宅
宅數

4 人一宅
宅數

5 人一宅
宅數

6 人一宅
宅數

17.09%
18.06%
17.34%
17.08%
17.67%
16.33%
16.70%
16.20%
14.45%
17.55%
17.33%
14.22%
14.58%
16.32%
18.09%
17.87%
18.33%

18.29%
19.32%
18.31%
19.11%
18.50%
18.71%
16.92%
18.69%
14.78%
17.37%
18.30%
14.49%
16.58%
13.12%
19.71%
18.55%
16.98%

17.79%
18.11%
17.28%
19.50%
17.77%
18.91%
17.05%
19.31%
15.50%
15.88%
17.86%
16.30%
16.95%
9.95%
19.26%
16.98%
16.85%

9.45%
8.51%
9.16%
10.35%
10.03%
10.06%
10.55%
8.79%
9.99%
8.73%
10.30%
11.43%
10.74%
9.12%
7.61%
9.00%
12.26%

12.72%
10.56%
12.01%
12.85%
12.08%
13.16%
16.09%
11.92%
18.02%
10.53%
13.68%
24.68%
20.11%
25.66%
9.76%
8.66%
15.09%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網站及本計畫彙整。

(三)幼年及老年人口概況
近年臺灣整體受到少子化衝擊之影響，人口結構皆朝高齡化社會
發展，本案平寮段基地所在中壢區扶養比為 34.17%高於桃園市整體
33.68%，老化指數 64.57%高於桃園市整體 62.30%，顯然中壢區整體
老年人口高於全市整體情形。
表 3-8 桃園市各行政區 104 年底幼年及老年人口概況計表
行政區
桃園市
桃園區
中壢區
平鎮區
八德區
楊梅區
大溪區
蘆竹區
大園區
龜山區
龍潭區
新屋區
觀音區
復興區

0-14 歲比率(%)
15.52
16.22
15.48
15.51
14.50
15.72
14.39
18.25
15.18
14.87
14.35
12.71
14.84
16.27

15-64 歲比率(%) 65 歲以上比率(%)
74.81
9.67
74.78
9.00
74.53
9.99
75.58
8.91
75.97
9.53
74.81
9.47
73.76
11.85
74.12
7.62
74.86
9.96
75.56
9.57
75.21
10.44
72.01
15.28
73.81
11.36
72.45
11.28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主計處網站及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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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比
33.68
33.72
34.17
32.31
31.63
33.67
35.57
34.91
33.59
32.34
32.96
38.87
35.49
38.02

老化指數
62.30
55.47
64.57
57.45
65.74
60.26
82.38
41.75
65.57
64.40
72.78
120.24
76.55
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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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周邊公共服務設施需求調查
為增進本計畫社會住宅提供更完善之在地公共服務品質，並依住宅法第
33條規定社會住宅應保留一定空間供作社會福利、長期照顧、身心障礙照顧、
托育、幼兒園、青年創業、社區活動、商業活動及餐飲等服務空間。本節盤
點本市現有公共服務設施分布，並檢視本計畫平寮段基地週邊地區尚缺乏之
公共服務設施及空間，以利後續與社會住宅低樓層規劃及配合後續營運管理
提出相互合作之概念。
一、公共服務設施盤點
(一)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
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可分為住宿機構、日間服務機構及福利服務
中心。盤點桃園市政府立案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共計 27 家，設置於中壢
區之機構有真善美社福基金會附設希望家園、真善美家園、真善美啟能
發展中心及路得啟智學園，其中真善美基金會有 3 處機構集中位於龍
岡地區，距離本計畫平寮段基地約 1 公里遠。

圖 3-11 中壢區身心障礙者福利機構分布圖
(二)老人福利機構
老人福利機構可分為長期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及失智照顧
型)、安養機構、其他老人福利機構。盤點全市共計 67 家立案老人福利
機構，位在中壢區共計 5 家，皆為養護型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本計畫
龍岡地區現況尚無老人福利機構，待中壢 1 號興建完工後將提供 1 處
日照中心服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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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中壢區老人機構分布圖
(三)兒少福利及兒童托育機構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可分為
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及教養機構及輔導或諮詢機構等。本市
以安置為主之機構，全市公私立共計 11 家，有育幼院、兒童之家、少
年之家及兒童村等，位在中壢區僅有 1 家私立兒少福利機構。
另托嬰中心係指未達二歲之兒童，桃園市全市共計 71 家，中壢區
共計有 21 家托嬰中心。鄰近本計畫平寮段基地西北側約 1.4 公里 2 處
托嬰中心，另中壢 1 號刻正辦理規劃中，預計設置幼兒園及親子館各 1
處。

圖 3-13 中壢區兒少福利機構分布圖
(四)其他社會福利機構
其他社會福利機構包含婦幼館、家庭服務中心及新移民家庭服務
中心，皆各有 1 家位於中壢區。另社區發展協會中壢區共計 19 處，其
中台貿社區發展協會最為鄰近本計畫平寮段基地，約距基地西側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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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處。惟經本案向中壢區公所瞭解所得僅先於龍岡圖書館設置台貿社
區發展協會空間，目前尚未啟動運作。

圖 3-14 中壢區其他社會福利機構分布圖
(五)里集會場所
盤點基地周邊 500 公尺範圍各里里集會所，包含基地所在位置中
堅里及仁福里、仁美里、龍慈里皆上未設置里集會所，於龍岡地區內僅
有後寮里及龍岡里設有里集會所，顯然中壢龍岡地區尚未滿足一里一集
會所之目標，未來於中壢一號社會住宅將設置市民活動中心，供周邊鄰
近鄰里使用。

圖 3-15 龍岡地區里集會場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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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周邊地區資源訪談與調查
一、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一)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年 1 月 19 日，電話訪問。
(二)訪問對象：真善美基金會顏督導
(三)訪問內容：
真善美基金會主要以 15 歲以上之智能障礙者為服務對象，基金會
依照不同身心障礙類別分為四個機構，學員數約計 200 人，提供就學、
就醫、職訓及就業輔導等專業服務與環境，讓心智障礙者在專業化的服
務下學習各種生活、職業技能，期許學員可以自主獨立生活於社區中。
基金會服務可分為「全日型機構」及「社區型服務」兩大類別。
「全日型機構」係以 45 歲以上為雙老家庭之有迫切入住之身心障礙者
為服務對象，以全人照顧理念提供全日型照顧服務，協助家庭化生活照
顧與社區融合活動。「社區型服務」則是由工作人員、護理人員或是志
工走訪身心障礙者家裡，針對無能力自理生活所需，予以協助，例如：
沐浴、陪伴、就醫及復健等。
基金會期許透過學員個別服務化課程及訓練，能讓啟發學員潛在
能力，培養適應社會生活能力，與社會融合過著一般正常化生活。基金
會曾經計畫在一般住宅社區內，提供學員住宅單元，藉由學員入住一般
社區能多接觸外界，卻被社區住戶既有標籤化印象而拒絕。
顏督導對於未來社會住宅之建議如下：
1.

設置咖啡小站提供輕食販售，可以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
並可增加與人接觸機會。

2.

讓社福單位進駐，成立社區服務，可由身心障礙者協助社區
服務，例如：家務、環境清潔、洗衣、花圃整理等。

3.

諸多居家型身心障礙者面臨就醫、復健或是抵達資源場所是
有交通或是接送上的問題，需要一個空間提供家庭需求與資
源據點連結之服務，例如身心障礙者可在資源銜接據點等待
家人或是醫護人員之接送，並在這個空間能為身心障礙者提
供綜合諮詢等服務。

以上之建議，無須很大的室內坪數，希望係以一個非正式空間，
能保有更多使用上的彈性。
二、中壢區公所
(一)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年 1 月 19 日，電話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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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問對象：中壢區公所社會課林先生
(三)訪問內容：
本市社區發展協會是由各里長主動申請之方式成立，主要工作項
目有四項，分別為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康促進及共餐課程，四項中
至少提供三項服務，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使老人留在熟悉的環境中
生活，同時亦提供家庭照顧者適當之喘息服務，以預防長期照顧問題惡
化，發揮社區自助互助功能。
中壢龍岡地區目前有龍興里及仁和里正在執行關懷據點活動，另
有關本計畫鄰近之龍岡圖書館內所設置之台貿社區發展協會，目前僅保
留空間在圖書館建築物內，協會尚未啟動執行。
社區發展協會服務項目之健康促進內容是以提供老年人課程為主，
並配合老人家生活作息，多於上午時間上課，並在課程後一同共進午餐。
以往的經驗是社區發展協會最常遇到的是缺乏廚房設備及空間可以料
理並提供共餐服務，再者是健康促進之課程動靜態皆有，較希望是能提
供大空間，不一定要有桌椅及隔間，更能保有使用上的彈性，由於服務
對象是老年人，必須要有無障礙空間及設備。
三、周邊居民
(一)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年 1 月 20 日，於龍和公園兒童遊樂中心
(二)訪問對象：周邊居民
(三)訪問內容：
位在龍和公園的兒童遊樂中心是採開放式的，上午 9 點到晚上 9
點，不限哪一里的居民使用，由於這裡住宅密度很高，周邊鄰里老年人、
退休人口及孩童比例也很高，兒童遊樂中心從早上就有老年人和退休人
家來這裡打桌球或羽毛球等，孩童下午 4 點下課回來，空間就不敷使
用了,平常日週一到週五晚間也都有安排各類運動課程在此上課，時常
也會因為上課人數過多，空間過於擁擠，另重大節日(如中秋節)辦鄰里
活動時，室內空間也容納不下。若能提供社區居民活動空間，考量老年
人及孩童無交通工具或使用安全疑慮，希望能以步行距離可達者為佳。

兒童遊樂中心外觀

兒童遊樂中心內部

圖 3-16 龍和公園兒童遊樂中心

3‐20

龍和公園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
」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四、在地里長
(一)北富台基地之中堅里
1.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年 9 月 3 日，電話訪問
2.訪問對象：吳里長 瑞柱
3.訪問內容：
目前尚未有民眾反應有關北富台基地內使用現況及綠美化相關工
程事宜，今日看到基地有工程運送大量草皮，惟基地相關工程內容皆
無通知里長，也不清楚綠美化工程的草皮完工後，是否可入內踩踏，
希望市府有預定相關工程能告知里長，以利第一線回應居民。
(二)平寮段基地之龍安里
1.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年 9 月 3 日，電話訪問
2.訪問對象：高里長 銀柱
3.訪問內容：
目前尚未有民眾反應有關平寮段基地內使用現況等相關事宜。另
想要了解目前鄰近幾塊社會住宅基地何時會開始動工興建?有無相關
最新進度。
(三)北富台基地之仁福里
1.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年 9 月 4 日，電話訪問
2.訪問對象：喻里長榮興
3.訪問內容：
1. 有里民反映北富台東側基地風沙量過大，建議改善。
2. 北富台基地日前整地，無施作排水溝，導致臨石門圳溝巡防道那條
馬路會積水，建議改善。
五、「中壢區第二波社會住宅基地社福設施需求」五里里長訪談會議紀錄
住宅發展處於 107 年 2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召開各基地(北
富台、南富台、福德段、平寮段)所在龍安、中堅、龍慈、仁美及仁福里之
五位里長訪談會議，以了解地方社福設施之需求，其摘述如下。
(一)南富台基地：中堅里-吳瑞柱里長
1. 建議位在中堅里的社會住宅基地，未來可設置「市民活動中心」，
並配合長照 2.0 及公共托嬰等相關政策，可另規劃設置長照、日托及
公托中心等相關社會福利設施，以增加里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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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民活動中心務必加入廚房空間，便於老人供餐及送餐服務，讓市
民活動中心複合功能成為社區關懷據點。
(二)北富台基地：仁福里-喻榮興里長、仁美里-洪文吉里長
1. 公益性設施建議以兒童、老人及社福相關需求空間為主。
2. 目前仁福里及仁美里共用之活動中心空問，將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31 日拆除地上物，點交歸還給地主，屆時將無活動中心使用，期許
社會住宅工程進度能銜接上，以提供活動中心空問。
(三)福德段基地：龍慈里-宋化森里長
1. 本里有市民活動中心、運動中心、青創空間及關懷據點之需求。
2. 有公托需求，但對面即是幼雅園，不須設置幼雅園。
(四)平寮段基地：龍安里-高銀祝里長
1. 希望能結合各項社福設施共同規劃，尤其是老人福利設施部分，包
含日照、托嬰中心、關懷據點等，並設置廚房、餐廳等設備，讓各
設施使用者能有互動。
2. 建議能規劃設置社區教室空間，例如舞蹈、瑜珈及健身運動教室等
並添購設備，以提供社會住宅周邊鄰里居民多元活動場所。
(五)會議結論
將各里里長提供之意見及需求提供本處日後與本府各局處開會研
議，並納入社會住宅各基地之先期規劃案評估參考。於需求奉核定後於
未來工程統包案時，邀集府內相關局處及里長共同參與公益性設施規劃，
以滿足當地里民生活需求。
六、中壢區社會住宅基地社福設施需求會議
住宅發展處為辦理中壢區北、南富台新村、平寮段暨福德段四處社會住
宅基地先期規劃案，於 107 年 3 月 2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召開社福設施需
求會議，其各局處意見如下。
(一)住宅發展處
1. 本次會議是針對第二波社會住宅中壢區四處基地之社福設施需求做
討論，係以中長期社會住宅儲備基地做規劃，中壢 1 號社會住宅已
納入相關公益性設施，請各單位考量該地區地理位置及未來中長期
5-10 年作為需求考量，提出中壢地區社會住宅所需社福設施總樓地
板面積及法規規定所在樓層，以利本處納入社宅先期規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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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市長裁示社會住宅公益性設施使用單位，可採支應工程費用，於
未來完工使用時免租金，若無支應工程費用，則需以市價承租公益
性設施空間。
(二)民政局
1. 過往民政局所管稱為里集會所、社會局所管稱為活動中心，現今統
稱為「市民活動中心」。市民活動中心無設置樓層限制，可結合社
會局所管之社區關懷據點共同使用，
2. 鄰近中壢區四處社會住宅基地之龍安里及龍平里現況為共用活動中
心、仁美里及仁福里現況為共用活動中心，將於 109 年 12 月拆除地
上物，以上四個里屬無活動中心。本局需於會後再詢里長意見及分
析里民使用需求，依行政程序簽核後，再行文至貴處提出需求。
(三)教育局
1. 以中壢區整體私立幼兒園比例過高，公立幼兒園僅有 1 處，為全桃
園市公共化幼兒園比例最低的，經 106 年 12 月 18 日市長專案會議
裁示，中壢區社會住宅皆納入公托幼兒園。考量中壢 1 號已設置公
托中心及第二波社會住宅期程，故本局四處基地挑選兩處，以北富
台及福德段基地優先設置幼兒園，
2. 北富台基地設置幼兒園室內需求至少 280 坪、室外至少 130 坪，福
德段基地設置幼兒園室內需求至少 240 坪、室外至少 110 坪，所需
樓地板皆無需全設置於一樓。
(四)社會局
1. 於南富台、平寮段或福德段三處社會住宅基地，挑選一處設置社區
關懷據點，需求面積共計 80-100 坪，設有廚房設備可供餐。
2. 於南富台、平寮段挑選一處設置 100 坪中壢第二家庭服務中心，及
於一樓層規劃 100 坪身障人士日照中心。
(五)會議結論
請各單位依行政作業程序簽准中壢區社會住宅之社福設施所需項
目及總樓地板面積等內容，提供本處做為辦理國有土地撥用說明、地區
里民說明會需求調查及納入社會住宅先期規劃評估。
七、公益性設施需求綜整
經本計畫針對第二波社會住宅基地周邊社會福利設施需求調查(詳見本
節-周邊地區資源訪談與調查之一至六項內容)，其需求對象可分為五大類：
兒童、老人、弱勢、身障、居民，其設施項目多以市民活動中心、社區關懷
據點、社區教室為主要需求(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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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興建社會住宅及設置公益性設施是需要經費支出的，係需由各設施主
管機關評估設置之必要性，以及參建費用或後續空間使用租金及管理費之各
項經費編列，本計畫建議可參酌地區意見規劃各案基地發展定位，然公益性
設施項目應以各單位依行政作業程序簽准所提報設施項目，作為本計畫公益
性設施項目規劃之依據。
表 3-9 中壢龍岡地區公益性設施需求綜整表
需求對象

設施項目

兒童

•

非營利幼兒園

•

托嬰中心

老人

•

老人日托中心

•

長照機構

•

家庭服務中心

•

社區關懷據點

•

家防中心方案服務據點

•

身障日照中心

•

咖啡小站

•

身障者能參與社宅社區服務

•

運動中心、社區教室

•

市民活動中心

•

停車位

弱勢

身障

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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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不動產市場分析
一、總體不動產市場及價格因素分析
社會總體特性普遍影響不動產價格之因素，以下分成政策面、總體經濟
面、社會條件面、供給面、交易動態及價格水準面進行分析。
(一)政策面
奢侈稅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落日終止，房地合一稅制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上路，為採課徵所得稅之租稅改革方案，房地產進入
實價課稅階段，冀房市能回歸基本面。與奢侈稅不同的是，房地合一稅
的移轉約束期更長，此外對於非自用住宅，2 年內移轉之稅率高達 35%、
45%，雖是扣除成本之後的獲利才課稅，但稅率仍相當高，提高交易成
本，將影響房地交易量，再加上目前房屋持有成本(如房屋稅、地價稅)
也大幅攀高，亦多少影響購買房屋意願。另外由於 105 年 3 月底央行
放寬選擇信用管制的範圍，僅保留高價住宅貸款最高成數 6 成規範，
使得第 2 季市場交易量較第 1 季出現擴增現象。
為解決國內住宅與房市問題，包含高房價、空屋率、高自有率及
社會住宅短缺，致使青年及弱勢家戶的基本居住需求遭受困難，政府提
出「安心住宅計畫」計畫，目標八年內完成 20 萬戶只租不賣社會住宅，
以「政府興辦為主，引導民間興辦為輔」。
(二)總體經濟面
依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所公布的總體經濟面指標資訊(見下
表)，本期國內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106.65%，較上期微幅增加 0.66%，
相較去年同期下跌 0.34%。本期經濟成長率為 2.13%，相較上期微幅
下跌但較去年同期成長。五大行庫本期平均房貸利率為 1.63%，較上
期及去年同期下降分別致及 0.04%，可知購屋成本仍低。
表 3-10 總體經濟面指標資訊表
指標

最新統計值

相較上期

相較去年同期

時間

五大行庫平均房貸利率(%)

1.63

-0.01

-0.04

106/09

M1b貨幣供給額(億元)

164,810

-0.76%

4.55%

106/09

M2貨幣供給額(億元)

422,269

-0.43%

3.58%

106/09

消費者物價指數(%)

106.65

0.66

-0.34

106/10

經濟成長率(%)(基期：民國95年=100)

2.13

-0.53

1.00

106Q2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106 年 9 月景氣燈號連續第 2 個月呈現綠燈，綜合判斷分數為 30
分，較上期分數稍高。景氣領先、同時指標止跌回升，顯示當前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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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景氣皆有好轉，經濟力道漸呈強勁狀態。目前景氣雖有回升趨勢，
惟國際情勢仍不明朗，住宅或不動產開發仍應保守以對，因嚴控營造成
本及樓地板面積，以降低景氣變化之開發風險。

圖 3-17 景氣對策信號變化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圖 3-18 景氣指標綜合指數變化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

(三)社會條件面
民國 106 年第 1 季全國總人口數為 23,545,680 人，較上季微幅
增加 0.02%，較去年同季增加 0.21%，人口增長速度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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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全國人口成長分析表
指標

最新統計值

總人口數(人)
戶籍數(戶)

相較上期

相較去年同期

時間

23,545,680

0.02%

0.21%

106Q1

8,578,609

0.20%

1.17%

106Q1

(四)住宅供給面
1.住宅存量
民國 106 年第 1 季住宅存量為 8,602,937 宅，較上季無明顯變動，
較去年同季增加 1.29%。
2.建照執照核發相關動態
民國 106 年第 1 季全國新增住宅建造執照核發 19,163 宅(含農
舍)，較上季減少 2.93%，較去年同季減少 2.20%。本季全國新增住
宅使用執照核發 20,313 宅(含農舍)，較上季減少 24.72 %，較去年
同季減少 17.04%。住宅開工宅數較上季及去年同季皆減少。
表 3-12 全國住宅建築動態分析表
指標

最新統計值

相較上期

相較去年同期

時間

8,602,937

0.00%

1.29%

106Q1

核發住宅建造執照宅數(宅)

19,163

-2.93%

-2.20%

106Q1

核發住宅使用執照宅數(宅)

20,313

-24.72%

-17.04%

106Q1

住宅開工宅數(宅)

15,352

-16.52%

-18.41%

106Q1

住宅存量(宅)

(五)交易動態及價格水準面
1.交易動態
房屋交易課稅動態部分，本季全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數為
27,876 棟，較上季減少 15.67%，較去年同季減少 9.30%。本季全國
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數為 59,715 棟，較上季減少 14.21%，較去
年同季增加 38.29%。
表 3-13 房屋交易動態分析表
指標
建物所有權買賣移轉筆數(棟)
土地增值稅筆數(筆)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數(棟)

最新統計值

相較上期

相較去年同期

時間

59,715

-14.21%

38.29%

106Q1

249,587

-4.51%

0.72%

106Q1

27,876

-15.67%

-9.30%

106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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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金融相關動態
(1) 本季底全國住宅建築貸款餘額約1兆396.67億元，較上季減少
1.22%，較去年同季減少3.00%。本季全國住宅建築貸款核准金
額則約1,136.30億元，較上季減少15.20%，較去年同季減少
10.84%。
(2) 本季底全國購置住宅貸款餘額約6兆8,725.68億元，較上季增加
0.34%，較去年同季增加3.92%。本季購置住宅貸款核准金額約
3,006.64億元，較上季減少16.83%，較去年同季增加20.72%。
(3) 本季底購置住宅貸款總額約6兆8,941.23億元，較上季增加0.38%，
較去年同季增加4.32%。本季底購置住宅貸款違約率為0.20%，
較上季增加0.01個百分點，較去年同季增加0.03個百分點。
表 3-14 住宅金融動態分析表
指標

最新統計值

住宅建築貸款餘額(百萬元)
住宅建築貸款核准金額(百萬元)
購置住宅貸款餘額(百萬元)
購置住宅貸款核准金額(百萬元)
購置住宅貸款總額(百萬元)
購置住宅貸款違約率(%)

相較上期

相較去年同期

時間

1,039,667

-1.22%

-3.00%

106Q1

113,630

-0.32%

-10.84%

106Q1

6,872,568

0.34%

3.92%

106Q1

30,664

-91.52%

-87.69%

106Q1

6,894,123

0.38%

4.32%

106Q1

0.2

0.01

0.03

106Q1

3.價格水準
本季住宅買賣契約平均總價及租金指數皆較上季或上月上升，亦
較去年同季及同月上升。106 年上半年全國都市地價指數則較 105 年
上半年及下半年下降 1.01%及 0.59%。
表 3-15 價格水準分析表
指標

最新統計值

相較上期

去年同期

時間

989.1

0.70%

2.40%

106Q1

全國都市地價指數(%)

118.32

-0.59

-1.01

106H1

租金指數(%)

104.74

0.04

房價趨勢分數(分)

67.5

-11.99%

-4.80

105H2

房價所得比(倍)

9.24

-0.86%

9.22%

106Q1

貸款負擔率(%)

38.04

-0.30

2.69

106Q1

住宅買賣契約平均總價(萬元)

二、桃園市不動產概況及趨勢分析
(一)全市不動產市場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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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桃園市地政局公布最新之桃園市不動產交易分析月報，桃園市
106 年 10 月買賣移轉登記案件共計 3,384 件，與 9 月的 3,459 件減少
約 75 件(約減少 2.17%)；與去年同期(105.10)的 3,445 件則減少約 61
件 (約減少 1.77%)。

圖 3-19 桃園市近一年買賣移轉登記移轉案件趨勢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最新不動產市場交易分析月報(106.08)

另外在 106 年 10 月買賣移轉登記之土地建物筆、棟數方面，土
地移轉筆數為 4,988 筆、建物棟數為 2,705 棟，共計 7,693 筆，較 9
月減少 39 筆(約減少 0.50%)，與去年同期相較增加 675 筆(約增加
9.62%)。承上，今年各月移轉件數優於去年，除了預售屋交屋期案件
多於去年外，亦可能為民眾對於不動產買賣之意願略為提高之結果。

圖 3-20 桃園市近一年買賣移轉登記移轉筆棟數趨勢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最新不動產市場交易分析月報(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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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價登錄買賣案件價格方面資料顯示，桃園市整體不動產市場
成交案量平穩，目前已揭露交易日期為 106 年 8 月之案件土地建物筆
棟數為 5,713 筆，預估未來案件全數揭露完畢數量約在 7 千筆左右。
住宅市場平均成交單價近一年來呈現盤整走勢，而統計月平均單價，仍
受該月買賣成交之區位分布變化影響較大，產生平均價格之變動，事實
上整體趨勢尚未觀察出明顯變化。
(二)交易規模
依桃園市地政局統計，各行政區近一年來之交易筆棟數集中重點
區域，以中壢區(21.98%)、桃園區(17.86%)佔比最高較為熱絡，其次
為楊梅區(10.55%)、平鎮區(8.71%)、蘆竹區(8.24%)、八德區(7.90%)。

圖 3-21 桃園市近一年各行政區交易筆棟數分配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最新不動產市場交易分析月報(106.08)

另各行政區近一年來各區成交總金額方面，以中壢區(835.89 億元)
最高、桃園區(708.76 億元)次之，其次為蘆竹區(350.79 億元)。

圖 3-22 桃園市近一年各行政區成交總金額分配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最新不動產市場交易分析月報(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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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價格
桃園市最新不動產交易分析月報(106.08)，桃園市全市大樓及公
寓類型交易均價，大樓類型在 106 年 8 月成交均價 17.94 萬元/坪，較
前月下跌 0.58%，另較去年同期(105.08)下跌 6.14%；公寓類型成交均
價為 11.59 萬元/坪，較前月上漲 8.91%，及較去年同期下跌 7.26%。
以下分別說明成交總價、單價及面積走趨：
1.平均成交總價
(1) 公寓：每戶平均成交總價為313萬元，較前月(306萬元)增加2.14%，
及較去年同期(105.08)(393萬元)減少20.42%。
(2) 大樓：每戶平均成交總價為869萬元，較前月(887萬元)減少2.12%，
及較去年同期(908萬)減少4.27%。
(3) 透天厝：每戶平均成交總價為1,018萬元，較前月(1,062萬元)減
少4.09%，及較去年同期(991萬元)增加2.79%。

圖 3-23 桃園市近一年平均成交總價走勢圖
2.平均成交單價
(1) 大樓：106年8月成交均價為17.94萬元/坪，分別較前月(18.05萬
元/坪)下跌0.58%，及去年同期(19.12萬元/坪)下跌6.14%。
(2) 公寓：106年8月成交均價為11.59萬元/坪，較前月(10.64萬元/
坪)上漲8.91%，及去年同期(12.50萬元/坪)下跌7.26%。
3.平均交易面積
(1) 大樓：平均每戶交易面積為48.27坪，與前月(48.61坪)相較減少
0.35坪，及較去年同期(105.08)(47.88坪)增加0.39坪。
(2) 公寓：平均每戶交易面積為27.75坪，與前月(28.71坪)及去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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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30.32坪)相較分別減少0.96坪、2.57坪。
(3) 透天厝：平均每戶交易面積為58.89坪，與前月(59.52坪)及去年
同期(59.34坪)相較分別減少0.63坪、0.46坪。

圖 3-24 桃園市近一年平均成交單價走勢圖

圖 3-25 桃園市近一年平均交易面積走勢圖
(四)重點行政區交易價量說明
桃園市重點都會區住宅平均成交單價，考量各行政區成交規模表
現及特定型態建物均價，擇定八德、中壢、平鎮、桃園、龜山與蘆竹區
分析行情走勢。各行政區 106 年 8 月住宅成交單價與前月相較，變動
幅度不大，漲幅最大者為龜山區(約上漲 13.37%)，最小為蘆竹區(約下
跌 5.42%)。
近期桃園市房地交易進入盤整期，各月價格波動因素主要受到交
易區位轉換等差異影響為最顯著，106 年 8 月住宅成交平均單價，龜
山區(19.93 萬元/坪)超越桃園區(19.57 萬元/坪)為最高行政區，係因龜
山區本月成交案件位於長庚商圈之比例較高所致，其次為蘆竹區(18.83
萬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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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近一年各重點行政區住宅成交平均單價統計表

資料來源：桃園市最新不動產市場交易分析月報(106.08)

以目前已申報揭露之成交量觀察，105.08 至 106.08 住宅市場成
交土地、建物交易筆棟數，集中在中壢區(14,310 筆)、桃園區(11,603
筆)等 2 個行政區佔比最大(58.7%)，其餘 4 個行政區最高者為八德區
(5,752 筆)。各區 106 年 8 月本市各區住宅市場成交筆棟數，因當月案
件尚未全數申報完畢，故各行政區數量與前月相比大多呈減少。
表 3-17 近一年各重點行政區住宅交易筆數統計表

資料來源：桃園市最新不動產市場交易分析月報(1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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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壢區不動產概況及趨勢分析
(一)中壢區不動產市場概況
依桃園市地政局公布最新之桃園市不動產交易分析月報，中壢市
近一年來交易筆棟數佔全市 21.98%(14,310 筆)、成交總金額 835.89
億元，不論交易筆棟數及成交總金額皆居全市第一，顯示中壢區不動產
市場交易活絡。
然就平均成交單價而言，中壢區平均成交單價為 17.97 萬元/坪，
除較去年同期 18.13 萬元/坪下跌外，在六個不動產交易重點行政區中，
略高於八德區排名第 4，顯示中壢區較其他行政區成交熱絡，但成交價
格相較為低。
中壢區就住宅大樓新成屋部分，106 年 8 月交易均價為 19.93 萬
元/坪，交易多位於龍岡地區、青埔高鐵站地區、中壢後站地區；住宅
大樓中古屋，106 年 8 月交易均價 17.51 萬元/坪，8 月中古屋交易案
件分布情形大致與 7 月相當，屋齡在 3 年內之成交案約占三成，最近
一年交易均價介於 16~18 萬元/坪間。

圖 3-26 中壢區住宅大樓新成屋及中古屋均價走勢圖
資料來源：桃園市最新不動產市場交易分析月報(106.08)

(二)成交價量分析
1.建物型態交易分析
依桃園市不動產交易 e 指通資料，中壢區 106 年交易建物類別以
屋齡 5 年內之新大樓最多，達 2,250 筆，其次為中古(屋齡 5 年以上)
大樓 1,394 筆；店面(店舖)成交數量最少僅 105 筆。各類別成交量數
均較去年減少，其中新大樓減少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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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8 中壢區 106 年建物型態交易數統計表
建物型態
交易數(筆)
本期交易
數
與前期比
較

大樓(新)

大樓(中古)
(屋齡大於 5 年)

公寓
(5 樓含以下無電

透天厝

店面(店
鋪)

其他

土地(素
地)

梯)

2,250

1,394

320

733

105

35

744

▼907

▼313

▼90

▼80

▼53

▼49

▼219

(28.7%)

(18.3%)

(22%)

(9.8%)

(33.5%)

(58.3%)

(22.7%)

圖 3-27 中壢區歷年建物型態交易數統計圖
中壢區 106 年建物型態交易之空間分佈，新大樓以高鐵特定區、
中壢車站、區公所周邊、內壢、龍岡地區與過嶺地區為主；中古大樓、
公寓交易以中壢車站、內壢及龍岡地區為主，高鐵特定區由於為新興
整體開發區，故成交數較少。另透天厝交易則均勻分佈於全區範圍，
各建物型態交易空間分佈如下圖所示。

大樓(新)

大樓(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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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

透天厝

圖 3-28 中壢區 106 年建物型態交易數空間分佈圖
2.建物型態成交價格分析
依桃園市不動產 e 指通交易資料，中壢區建物型態交易單價以店
面 87.76 萬元/坪最高，其交易均價 35.27 萬元/坪亦為最高者。惟依
上述建物型態交易分析可知，建物交易數最多者為大樓型式，其最高
交易單價以新大樓的 44.27 萬元/坪為最，中古大樓最高為 33.92 萬
元/坪，其交易均價則分別為 18.17 萬元/坪及 15.40 萬元/坪。另中壢
區土地(素地)交易最高單價達 148.49 萬元/坪，惟均價僅 17.63 萬元/
坪，顯示素地高低價差極大。
另成交價格空間分佈觀之，較高之成交均價主要分布於高鐵特定
區及中壢車站周邊，其中新大樓交易均價以中壢車站周邊最高，中古
大樓以中壢車站及中壢區公所周邊較高，公寓交易均價分佈平均，透
天厝則以中壢車站均價較高。本案富台基地所在之龍岡地區，新大樓
均價落於 14~15 萬元/坪，較低於高鐵特定區、中壢車站、內壢地區。
表 3-19 中壢區 106 年建物型態交易單價統計表
建物型態
交易單價

大樓(新)

(萬元/坪)

大樓(中古)

(屋齡大於 5 年)

公寓

(5 樓含以下無電梯)

透天厝

土地(素地)

最高

44.27

33.92

26.06

63.65

148.49

均價

18.17

15.40

12.50

20.37

17.63

最低

4.20

3.56

5.69

5.25

0.62

與前期比較

▼0.50

▼0.43

▼0.60

▼0.90

▼3.35

▼0.68

▲2.17

(2.7%)

(2.7%)

(4.6%)

(4.2%)

(8.7%)

(4.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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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9 中壢區建物型態交易均價統計圖

大樓(新)

大樓(中古)

公寓

透天厝

圖 3-30 中壢區 106 年建物型態交易均價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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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賃市場分析
依桃園市不動產 e 指通資料，中壢區房屋租金以店面最高 2.66 千
元/坪；新大樓最高為 1.16 千元/坪，均價為 0.45 千元/坪；另中古大
樓最高為 1.43 千元/坪，均價為 0.48 千元/坪；公寓最高為 1.10 千元/
坪，均價則為 0.55 千元/坪。
依房屋租賃空間分布觀察，新大樓租金均價低於中古大樓及公寓，
推測係因區位因素造成之差異，中壢區新大樓多集中於高鐵特定區、過
嶺重劃區等，相較於中壢火車站、中原大學周邊及內壢地區等發展成熟
地區，此區域生活便利性尚待提升，故整體租金行情較低。
再則中壢區租金除公寓外，其他包含新大樓等多呈現持平並微幅
下降趨勢。本計畫富台社宅預計以集合住宅型式興建出租，其建物型式
為大樓型態，因此新建、中古大樓之租金水準為本計畫重要參考標的，
106 年租金均價約為 0.45~0.48 千元/坪。
基地所在之龍岡地區租金水準相較於中壢火車站、中原大學周邊
及內壢地區為低，租金大致為 0.35~0.48 千元/坪。細查實價登錄資料，
基地南側之 7 層樓 9 年屋齡華廈(中山東路三段 301~330 號)，面積
35.91 坪之住宅 106 年租金為 13,000 元，均價為 0.369 千元/坪。
表 3-20 中壢區 106 年建物型態租金單價統計表
建物型態租金單價
(千元/坪)

大樓(新)

大樓(中古)
(屋齡大於5年)

公寓
(5樓含以下無

透天厝

店面
(店鋪)

其他

土地
(素地)

電梯)

最高

1.16

1.43

1.10

1.77

2.66

1.85

2.12

均價

0.45

0.48

0.55

0.65

0.84

0.74

0.66

最低

0.20

0.19

0.28

0.18

0.18

0.32

0.12

▼0.08
(15.7%)

▼0.04
(7%)

▲0.02
(4.6%)

▼0.04
(6.1%)

與前期均價比較

▼0.30 ▼0.35 ▼0.01
(26.1%) (90%) (1.9%)

註：大樓(新)、大樓(中古)與公寓型態係統計二樓以上住宅產品之交易均價。

圖 3-31 中壢區建物型態租金均價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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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新)

大樓(中古)

公寓

透天厝

圖 3-32 中壢區建物型態租金均價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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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3 平寮段基地周邊建物型態租金均價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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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用不動產市場
中壢區全區大致可以分成區中心、內壢、龍岡、大西區（青埔、大崙、
過嶺）四部分，本案基地位於中壢區東南隅的龍岡郊區地帶，為中壢開發較
晚之地區，商業型態以販售日常生活用品，滿足當地居民生活所需之小吃店、
美容美髮、家電、藥局、眼鏡行、珠寶店、乾洗店等業種店為主，商業層級
屬鄰里型商業，都會型及辦公型商業區域則以中壢區中心及內壢為主要範
圍。
(一)辦公室不動產市場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統計」，桃園市 107 年 1 月底公司
登記家數共計有 58,938 家，比前月增加 168 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2,341
家。107 年 1 月底商業登記家數共計有 52,779 家，比前月增加 125 家，
比去年同期增加 2,040 家。整體而言，公司及商業登記家數均呈增加趨
勢。
中壢區辦公室市場以環北路、中山路及延平路居多，新釋出的辦
公室供給則集中在高鐵桃園站周邊。其中不動產單價最高為高鐵桃園站
周邊，全新完工之站前之星布拉格經貿總部辦公室成交價在 39.5 萬元/
坪~43.5 萬元之間，其餘周邊辦公室成交價則約在 26 萬元/坪~28 萬
元/坪之間；租金方面則在 700 元/坪/月~800 元/坪/月之間。
另環北路辦公室大樓(凱撒雙星)成交價在 13 萬元/坪~14 萬元/坪
之間；租金方面則在 400 元/坪/月~450 元/坪/月之間。延平路及中美
路口周邊辦公室成交價在 14 萬元/坪~18 萬元/坪之間；租金方面則在
450 元/坪/月~450 元/坪/月之間。中山路上(元化路至大同路段)辦公室
成交價在 15 萬元/坪~19 萬元/坪之間；租金方面則在 450 元/坪/月
~450 元/坪/月之間。
表 3-21 中壢區辦公室不動產交易行情表
位置
高鐵桃園站
環北路
延平路及中美路口周邊
中山路(元化路至大同路段)

成交價
(萬元/坪)
39.5~43.5
26~28
13~14
14~18
15~19

租金行情
(元/坪/月)
700~800
400~450
450~550
450~550

備註
站前之星布拉格經貿總部(新成屋)
屋約齡10年
凱撒雙星(屋齡約25年)
屋齡約20年
屋齡約25~30年

(二)零售市場分析
1.批發量販
桃園市目前已進駐 3 家大潤發、2 家愛買、2 家好市多及 7 家家
樂福，全部共計 14 家，密度堪稱全台之最，其中就有 5 家量販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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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中壢區，但多集中在中壢區北部，其中距本案基地最近之量販店為
家樂福中壢店，距離本案基地約 2 公里。
表 3-22 中壢區各量販店基本資料一覽表
量販店名稱
家樂福中壢店
家樂福內壢店
家樂福中原店
大潤發中壢店
好市多中壢店

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510號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450號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501號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468號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六段508號

樓地板面積(坪)
4,400
1,200
6,600
3,000
--

近年量販業持續以超市化之新型態概念店，轉型攻佔社區型市場，
家樂福旗下「便利購」、愛買「便 express 便利店」、大潤發「My RT」
等，強調量販價、小包裝商品，坪數約 50~200 坪，深入人口密集社
區或商辦區，甚至提供 24 小時服務，提高消費便利性。本案基地最
近之超市化量販店為家樂福便利購中壢中北店，離本案基地距離約
3.2 公里。
表 3-23 中壢區各量販超市化展店基本資料一覽表
超市化量販店
家樂福便利購中壢中北店

地址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11號

樓地板面積(坪)
300

另除傳統市場及便利商店外，超級市場最現今最普及便利的日常
購物場所，以超市龍頭全聯服務中心、頂好超市、美廉社為例，中壢
區目前設有 13 家全聯、4 家頂好、12 家美廉社。其分布如下圖，離
本案基地近為美廉社中壢龍昌店，距離約 1 公里，就服務本基地住戶
而言便利性尚稱不足。
2.零售店面
中壢區主要商業活動分布於中平商圈及六和商圈。中平商圈位於
中壢火車站前素有「桃園西門町」之稱，以現有商圈中平路為主軸，
結合周邊商業活動，範圍以和平街以西、中山路及中央西路以南、中
豐路以東、中正路以北所構成之區域。中平商圈周邊店面價格約為 90
萬元/坪~110 萬元/坪，租金每坪約為 1,500 元/坪/月~2,500 元/坪/
月。
六和商圈以 SOGO 百貨及威尼斯影城為核心，範圍包括中壢區中
豐路、環北路、延平路及中美路等街區，結合周邊精品服飾店、咖啡
館、特色餐廳等，加上金融機關林立，中壢區行政中心也位於此區。
六和商圈周邊店面價格約為 800,000 元/坪~1,000,000 元/坪，租金
每坪約為 1,500 元/坪/月~2,500 元/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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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社宅基地位於中壢龍岡地區，大致以中山東路及龍岡市場周
邊為主要零售商圈，惟相較於中平、六和及中原商業，龍岡商圈規模
甚小，商店型態多屬社區型業種店。依內政部實價登錄資料
(105.01~107.01)，龍岡地區店面租賃個案甚少，以本案基地周邊店
面租金約 700 元/坪/月~1,000 元/坪/月。

圖 3-34 基地周邊超級市場佈示意圖

圖 3-35 基地周邊店面租賃案例分佈案(實價登錄 105.01~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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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經濟或弱勢族群之行政區分布狀況
依住宅法第4條所規定，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係指：
一、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二、特殊境遇家庭。
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
四、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五、六十五歲以上之老人。
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
七、身心障礙者。
八、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
九、原住民。
十、災民。
十一、遊民。
十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桃園市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之家戶集中於桃園區、中壢區、八德區、
平鎮區及龜山區等區，共計超過7,000人以上，就桃園市各區經濟或社會弱勢
者身分之分布狀況彙整如表。
一、低收入戶人口
截至民國 105 年桃園市低收入戶統計約 7,689 戶及 19,924 人，以桃園
區 1,694 戶(4,045 人)於全市低收入戶數及人數皆居第 1 位，而本計畫基地
所在中壢區中低收入戶共計約 1,241 戶(3,039 人)於桃園市低收入戶數及人
數皆居第 2 位、八德區 751 戶及 1,956 人於桃園市低收入戶數及人數皆居
第 3 位。
二、身心障礙人口
截至民國 105 年桃園市身心障礙人口統計約計 80,578 人，占全市總人
口約 3.75%，其中以本計畫基地所在中壢區 14,641 人為最多，桃園區 14,150
人居第 2 位，平鎮區 8,063 人居第 3 位。
三、獨居老人人口
截至民國 105 年桃園市獨居老人人口共計約 2,515 人，其中以本計畫基
地所在中壢區 710 人占全市獨居老人人口 28.23%為最多，其次為八德區
381 人占 15.15%，大西區 186 人占 7.4%為第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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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身分之各區分布狀況表
於安養機

受家庭暴

育有未成 構或寄養
低收入戶 特殊境遇 年子女 3 機構結束
行政區

(戶)

家庭

65 歲以

人以上家 安置無法 上之老人
庭

返家，未滿

力或性侵
害之受害

(戶)

(戶)

(人)

身心障礙

者及其子

者

女

25 歲
(戶)

感染人類免

(人)

疫缺乏病毒
者或罹患後

原住民

災民

遊民

(人)

(人)

(人)

天免疫缺乏

人數

家戶

統計

統計

(人)

(戶)

症候群者

(人)

(人)

(人)

桃園區

1，460

265

38，428

1，347 13，806

648

7，069

103 23，918

2，111

中壢區

1，133

203

38，953

1，263 14，496

489

8，151

61 25，588

1，621

平鎮區

546

83

19，413

752

8，046

197

6，412

4 15，959

773

八德區

702

151

17，863

660

7，649

235

6，833

9 16，022

1，046

楊梅區

553

151

15，258

570

6，037

133

3，898

3 11，125

876

大溪區

246

59

11，063

319

4，514

114

7，084

3 12，661

407

蘆竹區

425

121

45 人 11，843

439

4，862

163

4，289

9

9，964

650

大園區

231

70

8，520

282

3，355

79

3，372

3

7，285

377

龜山區

559

96

13，936

594

5，674

288

6，831

8 13，790

835

龍潭區

386

91

12，366

391

4，879

177

3，740

8

9，667

610

新屋區

182

35

7，397

108

2，431

17

691

0

3，416

254

觀音區

239

26

7，357

213

2，777

48

1，577

0

4，782

318

復興區

289

13

1，233

41

719

6

7，801

0

8，687

341

6，951

1，364

合計

-

-

45 203，630

6，979 79，245

資料來源：桃園市住宅年度計畫及中程計畫總結報告書(10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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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5 年桃園市大園區社會福利概況分析，桃園市大園區公所會計室 106.8

圖 3-36 桃園市各區民國 105 年底低收入戶戶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5 年桃園市大園區社會福利概況分析，桃園市大園區公所會計室 106.8

圖 3-37 桃園市各區民國 105 年底低收入戶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5 年桃園市大園區社會福利概況分析，桃園市大園區公所會計室 106.8

圖 3-38 桃園市各區民國 105 年底身心障礙者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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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 105 年桃園市大園區社會福利概況分析，桃園市大園區公所會計室 106.8

圖 3-39 桃園市各區民國 105 年底獨居老人人數
內政部 100 年社會住宅需求調查報告，針對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中
低收入老人、單親、育有未成年子女、離開寄養家庭之青年及家庭等六項弱
勢族群做社會住宅需求調查，其相關調查結果彙整如下。
1.

弱勢家庭近 9 成贊成政府規劃興建「只出不售」之社會住宅，初
初給經濟或社會弱勢的民眾居住。

2.

弱勢家庭對於目前政府提供的四種住宅服務措施優先選擇依序為
「租金補貼」
、
「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
、及「公有出租住宅」合計；
經濟弱勢家經「社會住宅」的動要度比社會弱勢家庭高。

3.

弱勢家庭申請承租社會住宅考量條件依序為「租金多寡」
「所在地」、
「交通便利性」。

4.

弱勢家庭對於興建在哪些地區的社會住宅才會去申請承租，以「目
前居住地區或鄰近地區」者高達 4 成 1 最多，
「目前居住的行政區
內」者 3 成 4 居多。

5.

弱勢家庭對於社會住宅室內面積的需求以「24 未滿 30 坪」者達 3
成 5 最高，
「30 坪以上」者 2 成 4 居次。

6.

弱勢家庭希望承租的社會住宅附近公共設施，以「捷運站、公車
站」及「超市、市場」需求最高。

7.

弱勢家庭認為社會住宅弱勢家庭占全體社區戶數 41%~50%地混
合居住比例，會使社區環境品質最好者達 27.8%比例最高。

8.

弱勢家庭希望未來承租的社會住宅「由政府直接派員管理」的比
例為 29.4%最高，由「社區居民自組管理委員會」的比例 21.2%
居次。

3‐47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
」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9.

弱勢家庭 8 成 4 認為社會住宅的社區內需要專設一個獨立空間，
並引入社工人員在那裏提供各種福利服務。

10. 弱勢家庭不希望常搬家，希望承租社會住宅年限大多偏長，多數
認為社會住宅的租金應該按市場價格的 5 成或 3 成來訂定較合
理。
11. 有 36.1%弱勢家庭目前居住在免租金的房屋內，扣除免租金者，
弱勢家庭平均每月租金為 8,752 元，租金占每月收入四成以下的
比例約 67.0%。
四、小節
由於各弱勢族群家戶身分受資料保護，公開統計資料取得受限，且有多
重弱勢項目重複計算之問題，故本計畫僅能用現有資訊加以分析。
透過本計畫蒐集之人口分析及弱勢族群二手資料分析可得，本案基地所
在中壢區，本為桃園市第二大人口聚集地，故各弱勢族群人口比例亦相較其
他行政區弱勢人口來得多。弱勢族群以往在民間租賃市場上亦受歧視，社會
住宅應提供其永久性及可負擔之住宅比例，以保障弱勢族群之居住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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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相關計畫分析
一、現行都市計畫
本案平寮段基地位在中壢(龍岡地區)都市計畫區，位在中壢區、平鎮區
及八德區交界處。
(一)都市計畫歷程
「中壢(龍岡地區)都市計畫」自民國 72 年 9 月公告實施、民國 89
年 9 月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至今共辦理 5 次個案變更及 1 次增
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另第二次通盤檢討刻正辦理中，已於民國
99 年 6 月 6 日辦理公開展覽、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市都委會審議通
過、並於民國 106 年 11 月 7 日提送內政部都委會審議中。
表 3-25 都市計畫實施歷程表
計畫案名稱
中壢龍岡地區(包括中壢埔頂、平鎮鄉社子暨八德鄉
霄裡地區)都市計畫案

公告時間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89.09.26

擬定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部分商業區、機關用
地(機十七、十八)變更為住宅區)細部計畫案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機二十三]機關
用地為學校用地)案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增(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及機關用
地為道路用地)計畫案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電信事業土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
擬定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眷村文化專用區)細部
計畫案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配合馬祖新村眷村文
化保存）案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部分機關用地、學校
用地及農業區為道路用地)案

79.09.13

91.09.16
94.02.02
96.12.10
99.07.21
100.11.30
103.12.03
103.12.03
105.08.05

公告字號
(72) 府 建 都 字
110022
(89) 府 工 都 字
182029
府 城 鄉 字
09101990012
府 城 鄉 字
09400263202
府 城 鄉 字
0960409586
府 城 規 字 第
0990269704
府 城 綜 字 第
1000485413
府 城 都 字 第
1030290179號
府 城 都 字 第
1030290179號
府
都
計
105018117號

(二)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1.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東至龍岡國中以東約 900 公尺之現有道路東側為界，西
至中壢區與平鎮區之區界為界，南至龍岡路與龍東路交口之圓環以南
約 300 公尺與龍南路以南約 800 公尺處之現有排水溝為界，北至中
壢擴大都市計畫範圍線為界，計畫面積 1,250.1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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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年為民國 93 年。
3.計畫人口及居住密度
計畫人口為 120,000 人，居住密度為每公頃 320 人。
4.土地使用及公共設施計畫
以現有集居地為基礎，並配合集居規模，劃設為十一個住宅鄰里
單元，其他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包括商業區、乙種工業區、農業區及文
教區。
共劃設機關用地 25 處、國小用地 12 處、國中用地 6 處、高中用
地 1 處、大專用地 1 處、公園 12 處、兒童遊樂場 44 處、市場 9 處、
停車場 17 處，加油站用地 4 處、墓地 1 處、另外亦設綠地、綠帶、
河川溝渠、私立南亞工專用地。
表 3-26 中壢(龍岡地區)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目

土地
使用
分區

公共
設施
用地

住宅區
商業區
乙 種 工 業 區
農 業區
文教區
小 計
機關
學校
公園
兒童遊樂場
市場
停車場
加油站
墓地
綠地綠帶
綠化步道
人行步道
道路
河川溝渠
私立南亞工專用地
小 計
計畫區總計
都市發展用地合計

計畫面積
(公頃)
347.50
30.92
44.52
393.07
0.14
816.15
171.66
51.69
16.56
8.98
1.90
3.41
0.90
7.33
0.71
0.90
2.32
163.03
4.56
0.02
433.97
1,250.12
857.05

佔計畫總面積
百分比(％)
27.80
2.48
3.56
31.45
0.01
65.30
13.73
4.13
1.32
0.72
0.15
0.27
0.07
0.59
0.06
0.07
0.19
13.04
0.36
0.00
34.70
100.00
－

佔都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
40.55
3.61
5.19
－
0.02
49.36
20.03
6.03
1.93
1.05
0.22
0.40
0.10
0.86
0.08
0.11
0.27
19.02
0.53
0.00
50.64
－
100.00

註：1.資料來源：變更中壢(龍岡地區)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書，89 年 9 月。
2.都市發展用地面積不含農業區。
資料來源：中壢(龍岡地區)都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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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交通系統計畫
依道路機能分為環狀式幹線道路、聯外幹線道路、社區聯外道路
及區內道路等四種道路用地。其中途經本計畫區之中山東路屬於聯外
幹線道路，其餘位於計畫區周邊之道路則以區內道路為主。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依據桃園市政府民國 96 年 11 月修訂「變更中壢(龍岡地區)都市
計畫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書」，本案平寮段基地屬住宅區，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臨接計畫道路未達 15 公尺者，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臨接 15
公尺以上者，至少退縮 4 公尺建築。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該退
縮部分應自計畫道路境界線留設 2 公尺寬之人行步道，其餘部分應植
栽綠化。
另為鼓勵基地之整體合併建築使用及設置公益性設施，訂定下列
獎勵措施：建築物提供部分樓地板面積供下列使用者，得增加所提供之
樓地板面積。但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30%為限。
1. 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館、博物館、藝術中心、兒童、青少年、
勞工、老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
留設之面積在 100 平方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運者。
2. 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
關核准者。
表 3-27 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摘要表
計畫項目
使用強度
退縮建築規
定

計畫內容
住宅區建蔽率 60%、容積率 200%。
(1)

面臨道路<15M：至少退縮 3.5M，>15M 以上：至少退縮 4M。

(2)

面臨公設及公用事業用地：退縮 4M 以上建築。退縮部分應自計畫道路
境界線留設 2M 寬之人行步道，其餘部分應植栽綠化。

(1)

私人捐獻或設置活動中心、景觀公共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留設之
面積在 100m2 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立公益性基金管理營
運者。

設置公益性
設施獎勵

(2)

建築物留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連接供公眾使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
者。增加之樓地板面積以不超過基地面積乘以該基地容積率之 30%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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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0 現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示意圖
二、上位計畫
(一)桃園市區域計畫(草案)，桃園市政府，99 年
1.計畫年期
短程：民國 105 年、中程：民國 110 年、長程：民國 120 年。
2.計畫內容概述
本計畫目前由內政部區域委會審議中。計畫草案係桃園市人口已
突破 200 萬人，未來推重大建設之規模勢必提升，地區發展之計畫性
管制與資源整合，皆為升格直轄市之需要。其兼顧保育與發展，將「生
態城鄉」納入市境發展基礎考量，協調自然生態和人類利益之需求，
對環境資源各個要素作評估，以達資源最佳的分配與使用。並檢視現
有資源，瞭解桃園市本質、特色，以及近年發展趨勢，整合全市地理、
人口、資源、經濟等面向，提出具前瞻性之願景、目標與部門發展策
略，推動桃園市成為具國際競爭力城市。
3.發展定位策略
表 3-28 桃園市區域計畫(草案)四大都心發展策略表
四大都心
北
桃園區
政經金融中心
移居新都，都
八德區
市農業
龜山區

醫療科技，產
學合作

發展策略
政經科教都心
1.推動桃園航空城捷運線建設，串聯航空城與桃園八德龜山都會區
發展。
2.爭取捷運新莊線延伸至龜山及桃園，強化與台北都會區之聯通。
3.推動龜山醫療科技研發，朝向科技城發展。
4.辦理軌道運輸周邊土地整體規劃，促進都市集約發展。
5.輔導桃園觀光夜市，成為具觀光價值之國際級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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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區
龍潭區
復興區

中壢區
平鎮區
楊梅區

蘆竹區
大園區
觀音區
新屋區

四大都心
東
文化古蹟，觀
光重鎮
文化觀光，休
閒農業
生態保育，部
落觀光
南
貿易中心，學
術重鎮
活力新都，文
化城鄉
城鄉新都，精
緻農業
西
雙港樞紐，物
流核心
國家門戶，航
空城市
環保科技，休
閒農業
魚米之鄉，田
園農莊

發展策略
生態休閒都心
1.加強石門水庫保育工作，維護生態環境永續發展。
2.塑造大溪特有觀光景點與活動，強化觀光遊憩體驗與環境資源品
質。
3.連結復興原住民文化、大溪兩蔣文化園區、閩南老街及龍潭客家
美食為觀光發展旅遊圈，並推動觀光巴士。
4.規劃新闢龍潭地區自行車道，結合石門水庫、龍潭大池等景點。
政經科教都心
1.爭取機場捷運延伸至中壢車站與台鐵共構，推動桃園、中壢場站
聯合開發。
2.運用人文與學術資源，推動產學研合作，促進產業永續發展。
3.設置多功能體育園區，闢設富地方特色及創意性之體育休閒活動
場地。
4.營造生態與經濟共榮之人居環境，塑造永續城鄉發展新風貌。
5.規劃設置市鎮新行政園區，提升行政服務品質。
航空物產都心
1.掌握愛台十二項建設推動發展契機，積極建設桃園航空城，並加
強與臺北港之雙港聯運發展。
2.推動觀塘港轉型為工商綜合港，提高營運效能。
3.辦理桃園國際航空城招商計畫，並成立桃園航空城股份有限公
司。
4.以自行車道串聯北部濱海觀光地區路線，並提升濱海遊憩功能與
觀光休閒漁業，發展永安漁港為全國唯一客家漁港。
5.規劃大桃科朝綠色能源科技發展，提升桃園綠色工業產能。

資料來源：桃園市區域計畫(草案)、本計畫整理

4.對本計畫指導
該計畫將中壢區定位為「政經科教都
心」，以貿易中心，學術重鎮為主軸發展。
本計畫基地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本案
基地應依循此發展定位，整體住宅以營造
生態與經濟共榮之人居環境為主要設計理
念，期以改善周邊環境及發展，提升基地居住品質。
(二)中壢市綜合發展計畫，中壢區公所，民國 91 年
1.計畫年期
短程：民國 110 年，長程：民國 130 年。
2.計畫內容概述
中壢區位於桃園市中心位置，為南桃園地區重要的市轄。桃園高
鐵站的設置與桃園國際機場聯接，使中壢區與桃園區成為桃園都會區
的雙核心都市外，亦為台灣之國際門戶城市，以期待既存的城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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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將中壢區規劃為:「精緻農業區」、「工業發展住宅使用區」、
「消費商圈」、「青埔新市政」等，創造「二心、三區、四生」的永
續智慧經貿城，提高城市的經濟活力，改善都市空間，提升生活品質
促進整體區域發展。
(1)二心：市中心-經貿再生及青埔新都心-國際轉運。
(2)三區：內壢科技產業園區-加強傳統工業進行研發與技術轉移來提
升產業競爭力、龍岡人文生活園區-利用豐富眷村文化凸顯其人設
施特色、大自然生態休閒生活區-利用大量埤塘及大片農田景觀形
塑之。
(3)四生：發揮生產、生態、生活、生存等四項城市功能，建構「生態
環境充滿生命、生存環境充滿生機、生活環境充滿生聚」的永續城
市。
3.發展定位策略
將中壢區建構為：(1)永續發展的都市(2)生態共生的都市(3)資訊
城市(4)新科技城市(5)競爭力城市(6)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城市。
4.對本計畫指導
本計畫基地東側土地原為慈安四村，西側土地原為北富台新村，
具有濃厚的眷村文化特色，於後續基地開發構想，可依循此計畫指導，
以龍岡人文生活園區作為啟發。
三、相關計畫
(一)桃園－中壢生活圈六號道路新闢工程，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交通局於民國 92 年完成『桃園中壢生活圈 1、6 號線路線工程規
劃』之路線規劃作業，其中 6 號線東起國道 2 號大湳交流道，經八德
（大湳）都市計畫、八德擴大都市計畫、中壢（龍岡）都市計畫，迄於
台 66 線金陵路口，全長約 16 公里。並配合桃園市政府推動之桃園捷
運綠線、捷運三鶯線路線方案，因應區域發展、都市計畫變遷、與捷運
系統之導入，加相關建設計畫之界面整合與調整。
該道路將與桃園捷運綠線中壢延伸線以及台北捷運三鶯線共線，
與綠線共線之台 4 線至建德路路段為優先開闢路段，預計在 2017 年底
完成用地取得，並於 2019 年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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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 桃園－中壢生活圈六號道路新闢工程圖
(二)「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1 站延伸至中壢火
車站暨其土地整合發展委託可行性研究」計畫
計畫路線全長約 7.2 公里，共設置 7 個捷運站，路線起點由八德
區桃園捷運綠線 G01 站往西延伸，沿「建德路至崁頂路」新闢道路(原
生活圈六號道路)採高架型式至霄裡坡轉為地下型式接中山東路，於中
壢區中山東路與環中東路交岔路口左轉接環中東路二段，行至環中東路
與龍岡路交叉路口右轉接龍岡路二段，最後再直行經健行路至終點
GE07 站，未來將與機場捷運 A23 站及台鐵中壢火車站連結。(計畫內
容尚未定案，僅供參考，仍以中央核定之結果為準)。
綠線延伸計畫可行性研究期末報告書業已於 106 年 04 月 18 日報
交通部審議中，預計於 107 年底核定通過，於可行性研究核定後 3 年
奉行政院核定，並於綜合規劃報告核定後 8 年營運通車。
表 3-29 綠線 G01 站延伸至中壢火車站站名及位置一覽表
站號

位置

車站型式

GE01 生活圈六號道路

高架

GE02 中山東路四段(慈安三村)

地下

GE03 中山東路三段(富台國小附近)

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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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04 中山東路二段與環中東路口附近停車場用地

地下

GE05 中壢區環中東路、福州路附近(中壢體育園區)

地下

GE06 環中東路與龍岡路口附近

地下

GE07 中北路與健行路口附近

地下

圖 3-42 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線（綠線）G01 站延伸至中壢火車
站暨其土地整合發展委託可行性研究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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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社會住宅整體推動策略
第一節 桃園市社會住宅整體推動建議
桃園市持續積極勘選適宜社會住宅基地，目前已擇定包含中壢區北富台
新村土地共9處儲備基地，本團隊預估9處社會住宅儲備基地可興建6~8千戶
社會住宅單元。而社會住宅以照顧弱勢及實踐居住正義為目標，然由於各區
域的住宅供需、弱勢族群、民情風氣等條件不同，因此社宅儲備基地選擇及
其開發推動策略，應具有全盤性的戰略考量及發展策略，除符合「量」的政
策目標外，亦兼顧「質」的要求，甚而配合整體都市發展需求，追求「巧」(適
切且創新)之社會住宅。
本章將以桃園市社會住宅推動現況為基礎，分析各社宅新建案與區域的
供需狀態，藉以建議桃園市社會住宅整體空間及儲備基地的發展策略。
一、社會住宅供需說明
如前言社會住宅係以照顧弱勢及實踐居住正義為目標，因此社宅供需對
象包含弱勢戶及一般戶。而依住宅處 105 年 8 月「桃園市住宅年度計畫及
中程計畫總結報告書」，推估桃園市弱勢戶(特殊情形或身分)具租屋需求約
12,535 戶，倘短、中期以照顧全市 50%弱勢戶為社宅供給目標，則本計畫
推估桃園弱勢戶社宅目標量約需 6,268 戶，以各社宅提供 30%戶數予弱勢
戶居住推估，則全市社宅需求為 20,892 戶。
表 4-1 桃園市社會住宅供需分析表
行政區

弱勢戶比例
供弱勢戶社
弱勢戶數
社宅需求量 社宅供給量
(特殊情形
宅目標量
(戶)
(戶)
(戶)
或身分)
(戶)

供需比

差額
(戶)

桃園區

20.66%

2,589

1,295

4,315

1,118

25.91%

-3,197

中壢區

15.86%

1,988

994

3,313

1,012

30.54%

-2,301

平鎮區

7.56%

948

474

1,580

0

0.00%

-1,580

八德區

10.24%

1,283

642

2,138

1,423

66.55%

-715

楊梅區

8.57%

1,075

538

1,792

0

0.00%

-1,792

大溪區

3.98%

499

250

832

0

0.00%

-832

蘆竹區

6.36%

797

399

1,328

522

39.30%

-806

大園區

3.69%

462

231

770

0

0.00%

-770

龜山區

8.17%

1,024

512

1,707

0

0.00%

-1,707

龍潭區

5.97%

748

374

1,247

0

0.00%

-1,247

新屋區

2.49%

312

156

520

0

0.00%

-520

觀音區

3.11%

390

195

650

0

0.00%

-650

復興區

3.34%

418

209

697

0

0.00%

-697

100.00%

12,535

6,268

20,892

4,075

19.51%

-16,817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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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宅佈建建議
由上述分析，全市社宅需求以桃園最高，其次為中壢、八德再次之，而
供需比則以八德最高達 66.55%，其次為蘆竹。本計畫運用 GIS 系統分析目
前社宅新建案、儲備基地區位及整體供需狀態，並做以下社宅佈建建議：
(一)區域推動策略
依需求區分為「優先社宅興建地區」(達 2 千戶以上)、「社宅興建
區」(達 1 千戶以上)，「策略補助區」(1 千戶以下)，推動策略如下：
表 4-2 桃園市社會住宅佈建建議說明表
策略區域
優先社宅興建地區
社宅興建地區
策略補助地區

行政區
桃園、中壢、八德
平鎮、楊梅、蘆竹、龜山、龍潭
大溪、大園、新屋、觀音、復興

推動策略
優先擇址興建大量社宅
依人口集居狀態，選擇適宜地點興建社宅
以租屋輔助為主，興建社宅為輔

(二)儲備基地定位及推動建議
檢視社宅供需差額狀況，桃園、中壢供需差額最大均逾 2 千戶，
龜山、平鎮、楊梅差額逾 1.5 千戶，建議可於此 5 行政區內積極找尋適
宜之儲備基地。另八德、蘆竹區在近期推動新建案後，供需差額縮小至
1 千戶內，短期可放緩新建計畫或儲備地選址。
現有社宅儲備基地，桃園有 2 處、中壢 4 處、大溪、龜山及楊梅
各 1 處。進一步分析儲備基地區位，楊梅金門新村位於楊梅、平鎮交
界，可同時服務楊梅、平鎮需求；大溪埔頂營區鄰近有八德社宅基地，
建議可調整開發內容或程期；龜山林上營區、桃園福元段與忠義段基地
符合需求建議可優先推動；另中壢區福德段、平寮段、南富台及北富台，
符合中壢急迫需求，但因 4 處基地區位相近且鄰近中壢 1 號，恐有彼
此競合問題，建議應再深入研究其推動期程、社宅型態及開發方式。
表 4-3 桃園市社會住宅儲備基地說明表
行政區

基地位置
福德段 103 地號
南富台新村
中壢區
北富台新村
平寮段 8 地號共 11 筆
大溪區 埔頂營區
龜山區 林上營區
楊梅區 金門新村
桃園區

福元段 291 地號
忠義段 828 地號

地段
土地面積(m2) 預估戶數(戶)
備註
福德段
2,836.18
150
住宅區
富台段
5,963.82
160
住宅區
富台段
11,440.25
270
住宅區
平寮段
14,624.77
600
商業區、住宅區
仁和段
136,321.87
-(註)
機關用地、綠地
坪頂大湖段
23,223.32
1,000
機關用地、住宅區
金龍段、草湳坡
住宅區、機關用地、
46,221.80
1,500
段埔心小段
學校用地、道路用地
福元段
2,808.21
150
住宅區
忠義段
1,685.47
90
住宅區

註：埔頂營區面積廣大且尚待變更都市更新，社宅基地面積待商議，故暫不估算興建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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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桃園市各區社會住宅需求示意圖

圖 4-2 桃園市各區社會住宅供需額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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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壢區社宅儲備基地推動建議
一、中壢區社會住宅推動建議
盤點中壢區 2 處籌備中社會住宅及 4 處儲備基地，土地面積共計約 5.4
公頃，本計畫初步推估中壢區 4 處儲備基地約供給 2,292 戶社會住宅單元(房
型比例詳見中壢區社會住宅儲備基地定位建議)，可使中壢區社會住宅供需
比由原 30.54%(約-2,301 戶)提高至 67%。
本計畫建議「直接興建」為最優之開發方式，乃因其相關制度及法令完
善，惟由市府編列預算並貸款興建，面臨較大財務壓力。亦可參酌中興巷「公
辦都市更新」之實務操作經驗辦理，惟經權利變換後，僅能分回部分產權。
另「促參法 BOT 方式」為新北市政府社會住宅最常見之開發方式之一，市
府可不必出資興建費用且無須移轉土地所有權，惟相較新北市地上權市場，
桃園市景氣較低迷，初步判斷不具財務可行性。
表 4-4 中壢區社會住宅儲備基地推動建議表
基地

面積(m2)

使用分區

預估戶數

中興巷

3,059

商業區

100 戶

決標議約中

公辦都更招商

中壢 1 號

24,747

住宅區

1,012 戶

發包招標中

直接興建

辦理推動情形

開發方式

1. 直接興建
北富台

5,717.49

住宅區

(*註 1)

240 戶

先期規劃中

2. 公辦都更(與眷改地
合併)
1. 直接興建

南富台

2,981.91

住宅區

160 戶

先期規劃中

2. 公辦都更(與眷改地
合併)

平寮段

7,153.33

住宅區

300 戶(*註 2)

先期規劃中

福德段

2,836.18

住宅區

150 戶

先期規劃中

1. 公辦都更
2. 促參 BOT
直接興建

註 1：以容積率 360%再打 8 折預估。
註 2：以容積率 300%再打 8 折預估。

二、中壢區社會住宅儲備基地定位建議
本計畫屬桃園市第二波社會住宅儲備基地，固然係以公有土地為主要選
址條件，惟檢視中壢區現有 4 處社會住宅儲備基地，皆位於中壢後站龍岡地
區，其中 3 處基地(北富台、南富台、平寮段)分布於中山東路上，並且 4 處
基地皆鄰近第一波社會住宅中壢 1 號基地半徑 1 公里範圍內。
中壢 1 號基地面積計 24,744.85m2，規劃為 2 幢 7 棟、地上 20 層地下
2 層，預計提供 1,010 戶住宅單元、設置親子館、幼兒園、公托中心、日照
中心、關懷據點、青創中心、市民活動中心，預計於民國 111 年完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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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滿足中壢區近 5 成社會住宅需求，並提供地區相當完善之公益性設施，恐
與第二波社會住宅基地產生競合之問題，倘落同期內全數開發必將影響中山
東路交通流量，並對當地環境造成重大影響。
是以，考量基地競合問題、地區環境負荷量及市府財政負擔，本計畫依
住宅區位及社會住宅使用者需求，提出短、中、長期之開發順位次序及住宅
定位。首以為考量分散中山東路車流量及中壢 1 號基地較遠距離，可以福德
段為短期優先推動基地，另檢視北富台基地周邊環境較為成熟，能提高社會
住宅居住者生活之便利性，同列為短期優先推動基地。
再者，待中壢區社會住宅供給量已滿足 6-7 成，建議視中壢區社會住宅
實際招租情形，再次評估各儲備基地開發量體及產品定位。本案就全數滿足
社會住宅需求前提下，建議南富台及平寮段基地開發，應配合桃園市大眾捷
運系統計畫-捷運綠線延伸線計畫之期程，順應推動以捷運為導向之 TOD 策
略，便可提高社會住宅居住者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率，並可降低中山東路車流
量，另相較平寮段基地東側為八德公墓，遷墓期程較為攏長，故建議南富台
基地為中期目標推動、平寮段為長期願景推動。其各案基地推動分析、住宅
定位、服務對象及低樓層空間規劃等建議詳如下說明。

圖 4-3 中壢區第一、二波社會住宅位置及推動順序示意圖
(一)短期優先推動：北富台基地
1.推動分析
綜合相關就醫、交通、生活、就學及托育等資源區位，距離北富
台基地約步行 10-15 分鐘內皆可達到各類資源所在地，在地理區位上
具有相當良好之優勢，將能帶給未來社會住宅使用者較好的生活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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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課題
北富台基地位屬生活機能區位較佳之位置，惟基地區分為東、西
側，其間 10m 計畫道路(仁德街 11 巷 4 弄)尚未完全開闢，且連接仁
德街部分路段現況尚有民宅阻隔，人車對外通行不易。
然北富台基地周邊老舊社區多於龍岡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存在，計
畫道路等公共設施開闢實為不易(如中山東路三段迄今亦未完全開闢)，
因此本案北富台基地社宅之開發興建，尚受制於計畫道路開闢期程。
考量北富台基地交通動線流暢，建議可參酌「桃園市一般道路開
闢作業實施計畫」針對 15 公尺以下之道路計畫(需屬全街廓開闢者為
限)，提請桃園市新建工程處配合本案社宅開發期程，優先協助開闢周
邊道路，並以召開「年度作業（現勘）小組討論會議」擬定建議開闢
順序。
倘若計畫道路開闢時程無法順利配合，則建議北富台基地可採分
期分區方式進行興建，以面臨中山東路三段 331 巷之西基地優先開發，
待周邊道路系統完善後，再行配合整體社會住宅供需開發東基地。

圖 4-4 北富台基地推動課題示意圖
3.定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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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北富台基地建議以「青年、銀髮混居之健康社區」為定位，
採青年及銀髮族混居的概念，可藉由青年帶領社區管理及服務，引領
長者們跨年紀交際，打破以往住宅大樓單調沉悶之氛圍，增加社區內
青年及長者良性互動機會，透過跨世代交流使老年人感染年輕人活力，
為社區帶來生機與活力注入正面力量。
(二)短期優先推動：福德段基地
1.推動分析
考量另外 3 處儲備基地皆位在中山東路上且鄰近中壢 1 號基地，
福德段基地位置將能提供中山東路上社會住宅開放空間所服務不到
的對象，故提高基地推動之重要性，
2.定位建議
因基地位於寧靜之住宅區域，且鄰近幼兒園，故福德段基地以幼
兒家庭之寧適社區為定位。住宅單元大幅提升 2 房型比例至 50%，供
育有幼兒之年輕家庭為主，3 房型比例約 30%，亦可供給與雙親同住
或育有 2 名子女以上之家庭為主要對象。並建議社會住宅低樓層可規
劃相關育兒友善之服務據點，提供各式育兒照顧之活動空間，打造一
個安全、友善、寧適之住宅環境。
(三)中期推動標的：南富台基地
1.推動分析
南富台系所有社會住宅儲備基地最為鄰近中壢 1 號，待將來中壢
區社會住宅整體供給量大幅提升後，恐產生出租率降低之疑慮，故將
南富台基地列為中期推動目標，唯相較平寮段基地配合遷墓期程攏長
為第 4 推動順位，故將南富台列為第 3 推動次序。
2.定位建議
南富台基地以「青年及小家庭活力社區」為定位，中壢區共計有
7 所大專院校，其各校區皆有學生宿舍不足之問題，本計畫建議未來
南富台基地可與本市各大專院校合作，提供部分住宅單元供給有需求
之學生住宿，以社區服務時數換取房租之概念，可減輕學生負擔外，
也為社區帶來較低成本之物業管理費用。
(四)長期推動標的：平寮段基地
1.推動分析
平寮段基地緊鄰八德第一公墓，依「變更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該墳墓用地擬檢討變更為公園用地(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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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惟考量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及公墓遷移推動期程不易掌控，整體環
境尚待改善。
再則桃園捷運綠線延伸線擬於平寮段基地附近慈安十村設置場站
(GE02)，而該計畫之可行性研究目前正由交通部審議中，市府擬爭取
中央於 108 年核定本計畫，預計綜合規劃於可行性研究核定後 2 年核
定，並預計於綜合規劃報告核定後 8 年完工通車，推估綠線延伸線最
快於民國 118 年通車營運。因此，綜合考量平寮段周邊環境及重大計
畫推動期程，故將其列為長期推動標的。
2.推動課題
八德第一公墓總計約 7.44 公頃，已禁葬多年，且影響都市景觀及
生活環境品質，已納入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99.05)擬變更為公園用地，惟公墓遷移需有遷葬措施、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等課題，辦理期程較惟冗長。
另平寮段基地北側臨中山東路四段為 30 公尺寬之主要計畫道路，
惟道路現況為 14-15 公尺，尚未完全開闢，經本計畫洽詢(107.12.04)
工務局用地科進行道路拓寬了解，所得中山東路三段已完成道路拓寬
工程(230 巷至龍文街，全長 930M)，中山東路四段刻正研議中，初
估道路拓寬用地費用約 80 億元，尚未有明確拓寬期程。

圖 4-5 平寮段基地推動課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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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位建議
平寮段社會住宅以「多元機能和樂共居社區」為定位，由「家庭
生活」出發，帶動「社區互動」，並加強與環境共生之概念，將綠能、
智能結合為建築規劃核心，讓社區開放空間、公共設施等結合東側公
園，成為一處充滿生活感的社宅社區。
表 4-5 中壢區社會住宅儲備基地推動順位分析表
基地

北富台

區域檢視

區位優勢順序

 距離中壢 1 號 600 公尺。

就醫距離

★★★★

 鄰近中山東路三段商家林立

交通便利性

★★★★

生活便利性

★★★★

區位。

 距離長慎醫院約 850 公尺， 嫌惡設施距離
步行約 10-15 分鐘。

南富台

★★★★

 距離中壢 1 號 190 公尺。

就醫距離

★★★

 鄰近中山東路四段商家林立

交通便利性

★

生活便利性

★★

嫌惡設施距離

★★

就學或托育

★★★

就醫距離

★★

交通便利性

★★★

生活便利性

★

嫌惡設施距離

★

就學或托育

★

就醫距離

★

交通便利性

★★

生活便利性

★★★

嫌惡設施距離

★★★★

就學或托育

★★

 距離龍岡圖書館約 300 公
尺，步行約 5 分鐘。
 距離中壢 1 號 425 公尺。
平寮段

 緊鄰八德第一公墓
 鄰近中山東路四段及龍東路
商家林立區位。
 距離中壢 1 號 1060 公尺。

福德段

 對面為私立盈采幼兒園
 鄰近南亞技術學院龍昌路商
家林立區位。

短期優先

★★★

就學或托育

區位。

推動順序

中期目標

長期願景

短期優先

表 4-6 中壢區社會住宅儲備基地定位及戶型比例表
基地
北富台

南富台

平寮段

定位建議

戶型比例

推動順序

一房型 40%

以青年、銀髮混居之

二房型 35%

健康社區為定位

短期優先

三房型 25%
一房型 30%

以青年及小家庭活力

二房型 50%

社區為定位

中期目標

三房型 20%

多元機能和樂共居社

一房型 10%

區

二房型 45%
4‐9

長期願景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基地

定位建議

戶型比例

推動順序

三房型 45%
福德段

一房型 20%

以幼兒家庭之寧適社

二房型 50%

區為定位

三房型 30%

圖 4-6 中壢區社宅儲備基地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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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築評估及規劃設計

第一節 用地取得方式
本基地平寮段基地權屬為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分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
下稱國產署)及國防部政治作戰局(以下稱國防部)共同持分，桃園市政府起初預
規劃共同開發辦理社會住宅，惟受「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土地之有償
與無償劃分原則」，國防部管理之眷改土地係變產置產之國有不動產，須辦理
有償撥用，考量市府整體財政規劃及地方需求發展，優先以申撥無償撥用之
國有地作為第二波社會住宅之儲備地。
為避免處分收益複雜，藉土地分割簡化共同管理關係，故本計畫基地皆
同一地段、地界相連及使用性質相同，皆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規定：
「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
為限(略以…)。」
、第225-1條規定：
「第224條所稱之使用性質，於都市土地指
使用分區(略以…)」，辦理土地分割作業。
一、土地分割原則
(一) 依「國私共有土地辦理共有物分割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協議分割之
共有土地位於同一直轄市或縣（市）者，以國有原權利範圍相等之面積
或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分配原則，分配之公告土地現值不足或超過時，
應互以現金補償(略以…)。
(二) 土地分割後均需面臨計畫道路，以利後續建築開發。
(三) 以社會住宅興建規模及用地規劃作為最優先選擇分割基地位置及範
圍。
二、基地分割方案
依據前述分割原則，平寮段基地原範圍包含中壢區平寮段 1-2 地號等 7
筆土地，面積共計 14,306.65 平方公尺，其後於 107 年 2 月 6 日(登記日期)
分割後範圍包含平寮段 1-2 地號等 9 筆土地，面積共計 14,298.53 平方公
尺(經分割測量修正)，特此說明土地範圍及面積修正(詳如下表)。
表 5-1 平寮段土地分割前後範圍及面積表
平寮段基地

分割前

面積(m2)

地號
1-2

1,857.15

2-2

112.87

4

5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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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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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寮段基地

面積(m2)

地號

合計

分割後

合計

5

943.45

6

432.24

7

1,557.61

8

8,873.00

管理機關

7筆

14,306.65

1-2

1,857.1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2

112.87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4

522.2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5

943.4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6

232.66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6-2

199.58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7

1,557.61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8

5,359.00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8-4

3,514.00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9筆

14,298.53

-

-

三、建築評估模擬方案
依前述基地分割方案，本計劃平寮段基地採南、北向分割為 A、B 兩處
均分之基地，分割後基地均能符合面臨計畫道路原則。
由於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管有之 A 基地土地，屬於眷改基金列管土地，無
法依住宅法辦理無償撥用，僅得有償撥用或租用，因此考量市府財政及社宅
興建預算，本計畫優先以可無償撥用之國有財產署管理之國有土地(即 B 基
地)進行開發評估及模擬。
表 5-2 計畫範圍土地分割後各基地摘要表
基地

A基地

地號

6、7、8地號

面積
(m2)
7,149.27

管理機關

臨道路情形

國防部政

 北臨中山東路計畫道路30M(面寬

治作戰局

82.20M)
 北臨中山東路計畫道路30M(面寬
80.24M)

B基地

1-2、2-2、4、5、
6-2、8-4地號

7,149.26

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

 東臨計畫道路8M尚未開闢(面寬
61.85M)
 南臨龍江路計畫道路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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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平寮段國有土地分割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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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開發量體規劃
本計畫基地擬興建社會住宅，其建築面積及開發強度依「中壢(龍岡地區)
都市計畫」所定，住宅區之容積率為200%，另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
則」第38條規定，公有土地供作社會住宅者，可提高容積率至基準容積之1.5
倍(即300%)，另經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者得再酌予提高至基準容積之2倍(即
400%)，惟不得另外申請相關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
表 5-3 開發量體三種方案法規依據表
項目

容積計算

依據
變更中壢(龍岡地區)都市計畫(增(修)訂土地使用分區

法定容積

200%

社會住宅提高容積

200%*1.5=300%

管制要點)書：建蔽率 60%、容積率 200%。
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8 條：
「公有土地供作
(略)社會住宅使用者，其容積得酌予提高至基準容積之

都市計畫變更程序

200%*2=400%

1.5 倍，經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者得再酌予提高，惟不得
超過基準容積之 2 倍」

以下分別就三種不同開發強度評估本計畫社宅樓地板面積，並依前章開
發定位，估算社宅各房型單元之數量：
一、開發方案 1：容積 200%
總樓地板面積 26,542.10m2、汽車停車位 130 席、機車停車位 130 席，
各房型社會住宅共計 108 戶。
表 5-4 容積 200%建築面積檢討表
項目

備註

基地面積(㎡)

7,149.26

法定建蔽率

60%

法定容積率

200%

興建層數

B2F/8F

建築面積(㎡)

2,865.24

總樓地板面積(㎡)

26,542.10

設計建蔽率

40.08%

設計容積率

199.85%

地下室面積(㎡)

7,364.00

停車空間(席)

項目

地下二層，開挖率 51.50%

法定汽車停車位

108

實設汽車停車位

130

法定機車停車位

108

實設機車停車位

130

戶數

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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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備註

社會住宅(戶)

8

一房一廳型

50

二房一廳型

50

三房一廳型

108

小計(戶)

二、開發方案 2：容積 300%
總樓地板面積 36,300.77m2、汽車停車位 176 席、機車停車位 226 席，
各房型社會住宅共計 160 戶。
表 5-5 容積 300%建築面積檢討表
項目

備註

基地面積(㎡)

7,149.26

法定建蔽率

60%

法定容積率

300%

興建層數

12F/B2F

建築面積(㎡)

2,865.24

總樓地板面積(㎡)

36,300.77

設計建蔽率

40.08%

設計容積率

299.30%

地下室面積(㎡)

7,836.12

停車空間(席)

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8 條

地下二層，開挖率 54.80%

法定汽車停車位

160

實設汽車停車位

176

法定機車停車位

160

實設機車停車位

226

項目

戶數

房型

8

一房一廳型

74

二房一廳型

78

三房一廳型

社會住宅(戶)

160

合計(戶)

三、開發方案 3：容積 400%
總樓地板面積 47,922.06m2、汽車停車位 233 席、機車停車位 225 席，
各房型社會住宅共計 225 戶。
表 5-6 容積 400%建築面積檢討表
項目

備註

基地面積(㎡)

7,149.26

法定建蔽率

60%

法定容積率

400%

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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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備註

興建層數

17F/B2F

建築面積(㎡)

2,865.24

總樓地板面積(㎡)

47,922.06

設計建蔽率

40.08%

設計容積率

399.32%

地下室面積(㎡)

10,008.96

停車空間(席)

項目
社會住宅(戶)
合計(戶)

地下二層，開挖率 70.00%

法定汽車停車位

225

實設汽車停車位

233

法定機車停車位

225

實設機車停車位

225

戶數

房型

11

一房一廳型

101

二房一廳型

113

三房一廳型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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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規劃構想與定位
一、規劃概念及定位
依本計畫分析中壢區社會住宅整體策略分析，建議平寮段基地以「多元
機能和樂共居社區」為開發定位，與現有中壢 1 號基地及其他儲備基地相互
區隔。
而為因應智慧城市已成為全球新型城市之趨勢，及生態城市是全台都會
型城市所面臨極端氣候必須加速轉型之目標，特別建議在公有土地開發過程
中，落實環境共生及永續發展之重要性與急迫性，同時考量社會住宅係以只
租不售為政策目標，應以長期經營為主要願景。承上，為符合健康社區之定
位，建議以「生態社區(EC)」為主要設計概念，並導入智慧城市及社區營造
理念，以維護地區生態紋理，提高整體開發地區韌性與容受力。
生態社區由綠建築(Green Building)衍生發展而成，其內容同時包含智
慧建築(Intelligent Building)、緊湊城市(Compact City)等概念。台灣
EEWH-EC 生態社區評估系統包括生態、節能減廢、健康舒適、社區機能及
治安維護等五大範疇，共 22 個大指標、71 個分項。本計畫以生態社區觀點
研擬規劃原則如下：
 符合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標準的建築設計。
 打造安全生活空間，符合耐震係數 I=1.25 標準。
 採複合機能、混合使用方式設計。
 以人為本，符合無障礙空間設計需求及規範。
 留設生態綠廊及廣場，做為社區居民活動空間。
 規劃立體綠化及屋頂花園，建立多元生態環境。
 於屋頂空間規劃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

圖 5-2 設計原則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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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配置及產品內容
(一)建築配置
平寮段基地經地籍分割後，區分為 A、B 基地，其中國產署取得 B
基地土地，並撥用予桃園市政府作為社宅開發使用。配合 B 基地型態及
臨路條件，本計畫建議建築配置採水平、垂直錯落型態設計，並利用建
築錯落方式結合景觀設計，於基地內部規劃出完整平面、立體開放空間，
營造強調居民互動的聚居院落建築。
(二)產品內容
1.目標客群及房型
為與中壢 1 號案有所區隔，並考量中壢龍岡地區居住需求特性，本
案以 2 房(室內 18 坪)、3 房(室內 24 坪)為主要房型，以滿足 2-4 人中
家庭及 4-5 人家庭居室需求，並穿插配置少數 1 房(室內 12 坪)，提高社
區混居多元性，各房型比率建議為 1 房型 10%：2 房型 45%：3 房型
45%。
2.社福公益及社區公共設施
為提升社區便利及鄰里福址，並配合本計畫目標客群，分別位於低
樓層規劃店舖、社福及社區公共設施。本計畫依據前章社區鄰里訪談成
果及市府各機關需求，於 1 樓規劃店舖、市民活動中心及社區多功能活
動，另於 2 樓規劃社宅托育中心，以及各式社區活動空間，包含健身中
心、交誼廳、多功能教室等，此類空間後續可參酌採納在地里長意見，
適度開放予周邊鄰里居民共同使用，增加社宅的公益性，以及與在地居
民的互動。
表 5-7 建築內容規劃建議表
項目

產品內容

目標客群

中小型一般及政策戶家庭

樓層規劃

地上 12 層、地下 2 層(以容積率 300%估算)

社宅房型

地上 3-12 層
1 房型(12 坪)、2 房型(18 坪)、3 房型(24 坪)
以家庭式活動空間為主

公益及社區設施

1 樓：市民活動中心、多功能教室、店舖
2 樓：社區健身中心、住戶交誼廳、托嬰中心、多功能教室、
半戶外社區活動空間

備註：以容積率 300%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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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建築設計構想
一、設計理念及構想
(一)基本設計理念
社會住宅在引入前述適居環境下，建築設計的主軸應理社會住宅
使用族群為主，照顧市區中有此需求市民，來面對生活上需求，藉以達
到居住平權的目標。在規劃上會除以強調居住的便利性、適居性、連結
性外，也強調商業性。
1.便利性
在於外部環境與內部生活能夠緊密配合，避免在社會上有貼標籤的
狀況。規劃上可以將基地內的環性融合入當地居民生活之中。簡易的來
說，類似基地內開放空間與臨近環境結合，來創造社會住宅的住民能與
鄰近住民有交流的機會。
2.適居性
舒適度是在於整體環境的生活條件的建立，在建築硬體上設置提供
生活機能之服務設施，類似小型超市，洗衣店等，以及透過日間托老或
是托嬰設施引入，可以將整體區域的生活品質因為社會住宅的引入而整
體提升。
3.連結性
在於社會住宅規劃時需注意基地整體的連結，是要連結文化生活，
像是傳統文化建醮活動，連結社區生活，如中秋聯誼、元宵賞燈。
4.商業性
於社會住宅低樓層規劃適當規模的商業空間，例如便利商店、餐飲
業、藥局或文具店等，可增加居民之便利性，並透過出租商業設施提高
社會住宅之收入。
平台分層，機能獨立

量體退縮，綠色植入

圖 5-3 建築設計理念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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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樓主要為零售空間，二樓

建築量體退縮成為屋頂花園及

利用透明玻璃作外牆，在日光

為居民的公共空間，藉由立面

公共空間。自然景觀之連結具

之下，光明照耀不同角落，在

的變化，消弭壓迫感，增加採

穿透性之空間可充分看到戶外

視覺上將室外綠環境延伸至室

光通風。

自然景觀。

內，並透過日光照至建築內，
更拉進室內外的距離。

圖 5-4 建築設計理念示意圖(二)
(二)平寮段基地設計構想
承續上述基本設計理念，以下針對本案平寮段基地之周邊環境型
態、基地形式、交通條件及目標客群特性等，說明後續建築規劃設計之
構想。
1.機能面向
以複合使用概念，於低樓層(1、2 層)規劃滿足社區裡、外居民的商
業、公共及社福空間。另配合基地東南側臨接公園用地(現況仍為公墓)，
本案平面戶外開放空間集中留設於東側及南側，以串聯基地外開放空間，
並與周邊鄰近住宅區隔，維持彼此之環境寧適度。
本案平寮段基地將以中山東路四段為主要對外交通通道，並停車空
凹以規劃一戶一車位及坡道平面停車位為原則，除供住戶使用外，亦可
部分開放供周邊鄰里使用。同時結合未來捷運綠線延伸線 GE02 站設置，
於地面層規劃設置公共自行車(ubike)租用站。
2.景觀面向
平寮段基地面臨中山東路四段，且未來周邊將設置捷運綠線延伸線
場站，因此為營造舒適、安全的人行空間，將臨路退縮 6 公尺以上建築，
並且採階層式建築設計，讓社宅建築自臨路側往南漸層抬高，以減少對
周邊環境的壓迫，同時讓建築在視覺上更具變化感，而在立面外觀，強
調生態智能風格，以具簡約與生活感的樣式、色調為原則。
3.環境面向
本案建築設計除符合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外，建議未來新建
工程可納入循環經濟概念，同時結合智慧節源裝置，於屋頂規劃設置太
陽能板，減低建築物能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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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配合本計畫迴廊式建築設計，於各樓層規劃立體開放空間，並
進行綠化植栽，讓建築更具綠意，兼顧環保及美觀。
4.社會面向
為突顯社宅的社會融合功能，本案參酌傳統合院聚落生活空間，採
迴廊式空間布局，企圖在建築內部創造諸多居民互動的角落空間，讓住
戶走出自家居室之外同時，能猶如再走入另一個大家庭的感受，藉以實
踐社宅多元互動的社會機能。
5.安全面向
本案基地經查未處於斷層、淹水等災害潛勢地區，惟面對近年愈加
無法預料的大型天然災害，本案建築仍以符合耐震標章設計，強化基地
排水制洪機能。
二、建築法令檢討
本計畫參考建築法、都市計畫法、消防法以及社會福利設施相關設計條
件等規定，進行興建社會住宅建築法規檢討，作為建築設計之依據。
(一)建築法檢討
本計畫之社會住宅建築物，應依據建築法第 24 條所規定公有建築
應由起造機關將核定或決定之建築計畫、工程圖樣及說明書，向直轄市、
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請領建築執照，而建築設計單位申請建築執照
應自主逐一查核建築設計圖說。
(二)建築技術規則檢討
本計畫之社會住宅使用類組織檢討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篇第
3-3 條所規定建築物用途分類之類別、組別定義 162，社會住宅部分用
途為集合住宅，故應依據建築技術規則所規定屬於 H 類之 H-2 住宅項
目進行檢討。
(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本計畫之社會住宅屬於公有建築，以及提供 30%供政策戶居住，
其包含 65 歲以上老人、身心障礙者、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等族群，須依現行「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及「無障礙住宅設計規範及獎勵辦法」辦理，其應設置無障礙室內外通
路、無障礙昇降梯、無障礙樓梯，相關出入口、斜坡等應符合法規規定
設計，以推動無障礙住宅之改善及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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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建築法令檢討表
建築技術規則
章

節/條項

法令內容
建築物樓梯及平臺之寬度、梯級之尺
寸，應依下列規定：三、地面層以上

第 33 條 每層之居室樓地板面積超過 200 平方
公尺或地下面積超過 200 平方公尺

第七節
樓梯、欄

者。

杆、坡道

設置於露臺、陽臺、室外走廊、室外
第 38 條

檢討說明
樓梯及平臺寬度一點二零公尺
以上。級高尺寸 20 公分以下。
級深尺寸 24 公分以上，另應
須設置至少一座無障礙設施

樓梯、平屋頂及室內天井部分等之欄
桿扶手高度，不得小於 1.10 公尺；十
層以上者，不得小於 1.20 公尺。

第二章

車道之寬度、坡度及曲線半徑應依下

一般設

列規定：

計通則

一、車道之寬度：
(一)單車道寬度應為3.5公尺以上。
(二)雙車道寬度應為5.5公尺以上。
第十四節 第 60、 (三)停車位角度超過30度者，其停車
停車空間

62 條

位前方應留設深6公尺，寬5公尺
以上之空間。
二、車道坡度不得超過 1 比 6，其表
面應用粗面或其他不滑之材料。
三、車道之內側曲線半徑應為 5 公尺
以上。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H2 類,除其直通樓
梯於避難層之出入口直接開向道路或
避難用通路者外，應在避難層之適當
位置，開設二處以上不同方向之出入

第四章

口。其中至少一處應直接通向道路，

防火避 第一節
難設施 出入口、走 第 110 條
及消防 廊、樓梯
設備

其他各處可開向寬 1.5 公尺以上之避
難通路，通路設有頂蓋者，其淨高不
得小於 3 公尺，並應接通道路。
直通樓梯於避難層開向屋外之出入
口，寬度不得小於 1.2 公尺，高度不
得小於 1.8 公尺。

第十章
無障礙
建築物

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
第 167 條 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
定設置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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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規劃及配置構想
(一)全棟配置構想
本案以建蔽率 60%，容積率 300%為基礎進行設計模擬，規劃平
寮段社宅為地上 12 層，地下 3 層建築。
臨中山東路面退縮，並採階層式設計，由臨路側往基地內逐漸抬
高樓層，以降低建築量體壓迫感。住戶單元間意配合局部挑空區塊，盡
量爭取更寬廣的視野及採光，量體縮減後的空間作為綠化及公共空間。

圖 5-5 基地全棟配置示意圖

圖 5-6 基地階層式設計及綠化配置示意圖
(二)交通動線配置構想
1.人車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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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人行道路或車行衝突，僅開設一車道出入口，並配設於邊
側可將其影響降至最低，同時將臨路人行道串連引入東側、南側戶外
開放空間。另人行垂直動線亦考量最有效率到達的路徑。
4.自行車租賃站設置規劃
參酌臺北市 YouBike 租賃站經驗，其以 600m 間隔距離即能設站，
並推出"YouBike 建議增設平台"，了解民眾期待設置的位置。檢視平
寮段基地 500m 範圍已有設置 1 處 ubike 租賃站，故未來可配合捷運
綠線延伸線及地方實際需求，參酌 YouBike 租賃站設站標準(若設置
於人行道，設置後人行道淨寬度須達 2 米，如在無人行道地點設站時，
以不影響公共消防救災安全為原則，其淨寬度至少需達 6 米)，於本
計畫基地相鄰計畫道路或基地內留設空間設置自行車租賃站。

圖 5-7 基地交通動線配置示意圖
(三)停車空間配置構想
臨中山東路四段側開設一車道出入口，並配設於基地西側將其人
車衝突影響降至最低。
1.停車設施數量符合法規外，以滿足一戶一車位為原則
依林振達(98.06)研究國人平均所得 52.8 萬，汽車持有率 247.32/
千人、機車持有率 590.21/千人，國人機車持有率高於汽車約 2.391
倍，本案建參酌研究數據及比照桃園市第一波社會住宅，機車車位以
一戶一機車位為原則，另汽車車位除滿足都市計畫、建築技術規則等
規定設置車位數量外，亦以一戶一車位原則設置並適量增設，以滿足
社宅住戶、周邊鄰里居民的需求。此外，適當配置公共自行車(ubkie)
租賃站，結合捷運綠線延伸線計畫，提供轉乘並鼓勵公共運輸。
2.車行出入口集中減少對行人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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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車道出入口位於中山東路四段，採人車分道之出入口規劃，
並將汽、機車出入口集中設置，減少周邊人行道破口，提高運作安全。
3.汽、機車獨立車道分流規劃
考慮通行安全與未來管理便利，採汽機車獨立車道設置，減少混
合車流干擾。
(四)開放空間配置構想
緊鄰計畫變更為綠地的介面，開放空間兼作為綠帶使用，將綠意
延伸、引入基地。除圖示中顯示主要的開放空間，各樓層住戶也會配置
局部的小型開放空間。使建築量體成為景觀的一部分，減低壓迫感。

圖 5-8 基地開放空間配置示意圖
(五)公共空間配置構想
1 樓部分空間供居民作使用，另提供附近居民為其他公益性質之場
所。如辦理里民活動、講習…等。

圖 5-9 基地地面層開放空間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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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樓空間除連結公共空間外，另可進入戶外空間，確保社區住戶也
能保有私人的多功能空間。2 樓層以提供社區居民使用為原則。包含社
區教室、健身中心、創意作仿及半戶外空間。空間的多樣性不僅代表使
用用途的多元化，實際上也增加居民之間的互動，提升居民社區意識。
社會住宅公共空間的品質維護不如私人住宅來的單純。為有效維
持一定的素質及意見的交換，連結空間的關鍵非僅限於有形的建築形體，
而是使用者本身。

圖 5-10 基地 2 樓立體開放空間配置示意圖
(六)住宅空間配置構想
住宅配置將 3 種主要型態不同的房型作混搭配置，期望各年齡族
群的人日常生活交流，為生活提供更多元的居住經驗。各房型的配置方
式也確保能獲得良好的採光及通風。
連結各空間的廊道以迴字形配置，避免傳統配置過於狹長的走道，
增加採光的可能性。也提供更有機的路徑，豐富趣味性。
標準樓層打破以往戶型相同群聚的形式，希望以住宅的形式，生
活的型態直接造成對生活機能的影響。迴字形的廊道除了連接個人空間
外，局部可以提供綠化及居民短暫休憩的場域。廊道間時而開放時而圍
塑的建築語彙，除增加建築的趣味性外，物理性上也提供更好的通風及
採光。某些開放的視角，也能避免產生安全上的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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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基地建築迴字形廊道配置示意圖

圖 5-12 基地建築視角模擬示意圖
四、住宅單元空間需求及設計構想
(一)住宅單元空間需求
本案室內空間皆符合無障礙建築標章之規定，後續規劃得視實際
建築設計需求，酌予調整，一房型、二房型、三房型主要建物面積(不
含公設及附屬建物)不得小於 40m2、60m2、90m2。(完整圖示請參見
本章第五節)
1.一房型
供 1 至 2 人居住，主要使用面積約 40 平方公尺(12 坪)，總登記
面積約 52 平方公尺(15.7 坪)，佔社會住宅總戶數約 10%。
2.二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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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2 至 3 人居住，主要使用面積約 60 平方公尺(18 坪)，總登記
面積約 78 平方公尺(23.6 坪)，佔社會住宅總戶數約 45%。
3.三房型
供 2 至 4 人居住，主要使用面積約 90 平方公尺(24 坪)，總登記
面積約 117 平方公尺(35.4 坪)，佔社會住宅總戶數約 45%。。
表 5-9 住宅單元房型比例及面積表
房型

一房型

二房型

面積

40m

60m

90m

比例

10%

45%

45%

2

2

三房型
2

(二)住宅單元設計原則
1.臥室
通風採光良好，床組方便起臥，可增加書桌及書架。
2.衛浴空間
浴室規劃應考量扶手(活動/固定)並設置橫拉門或折們、外開門。
3.廚房空間
應設置適當收納、料理空間、流理臺高度適當。
4.餐廳空間
用餐空間應考慮房型組成人口的空間尺度，視覺應盡量透視客廳、
廚房。
5.客廳空間
各房型建議不同尺度之家具組合，彈性依使用者增添家具，空間
以開放性，流動性，透視感為主。
6.陽台空間
每一房型均設置景觀陽台及分離式主機放置位置。
7.洗衣場空間
除屋頂層設計曬衣區外，得設置於各層之公共區，並設置自助洗
衣及晾乾區。
(三)各房型設計構想
1.一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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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型設計規劃主要針對單身住民做一
設計想來源，在空間配置上，仍保有廚房餐
廳的位置，讓整體生活機能上有些區隔與舒
適度。
承租對象可為單身青年與勞工族群、新
婚青年族群及家庭中有 3 歲以下的幼兒出生
後或非學齡小孩，讓容納居住的成員之功能
性可以多樣化，本計畫建築設計之室內空間
包含臥室、廚房與客廳，而預留客廳空間，
主要為讓居住人能保有一定社交行為，以上
建設僅供後續建築設計單位之參考。
2.二房型
二房型設計規劃以有新生兒到幼兒間的家庭成員，或是居住成員
需要看護同住為主。新家庭模式會
需要在經濟與居住空間做一考量。
這通常會是許多家庭進入社會住宅
的第一步。所以在外部管理上會需
要多一些協助，例如舉辦家庭活動，
家庭成員紓壓。另一是構想則是需
要看護協助的生活模式，一些老人
或是需要協助的住民，在生活上需
要看護來協助，兩房的居住空間可
以滿足一定的生活品質。在空間配
置上客廳、廚房、餐廳、陽台為基本。
3.三房型
三房型設計規劃以四口
家庭單位為主，家庭成員皆需
要獨立生活空間做為設計原
則，配合客廳、廚房、餐廳、
陽台為基本空間元素，進行空
間規劃。預計成員在子女婚成
家後則進行退租換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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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障礙房型設計
除一般房型外，依據不同使用者需求，可考量設置一定比例之通
用房型。無障礙房型設計原則如下(完整圖示請參見本章第五節)：
1. 通道至少有90公分
2. 住家大門出入口至少有80cm 通過淨寬。
3. 所有進出口大門皆無門檻及高低差，或門檻低於3cm且斜角處理。
4. 住家大門前後皆留有150*150cm可共輪椅迴轉的空間。
5. 浴室門至少有80cm的通過淨寬。
6. 馬桶前面有足夠的移動空間，兩側需至少有一側有足夠的移動空間。
7. 其他設計原則，依「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 第三條 附表一 無
障礙住宅設計基準」為主要。
另為因應通用型單元居住者特殊需求並減少未來使用及管理風險
之規劃包括:
1. 通用型單元區之公共走道牆面皆設置扶手及緊急呼叫鈴，地坪使用止滑
材料。
2. 單元內包括:
(1)室內足夠寬的走道，可讓輪椅輕鬆移動，並且平坦防滑。
(2)衛浴採用乾濕分離，使衛浴地板保持乾燥預防滑倒。
(3)馬桶及浴缸周圍有可以抓握的扶手。

五、公共空間需求
(一) 地面層除規劃店鋪、社會福利設施外，地面層宜以局部留設半戶外活
動廣場之通透設計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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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根據「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之規定，「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
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其價值不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故
本計畫由政府編列預算部分，依規定應辦理公共藝術。投標廠商應於
規劃設計時，考量並預留公共藝術設置地點及空間公共藝術設置，應
考量避免影響人行動線、無障礙空間、車行動線及視角。亦可朝向將
本案建築物作為公共藝術建築地標之方向進行設計。
(三) 人行空間（含戶外廣場等）或步道系統動線配置事項，應特別考量無
障礙環境之整體設計，包含人行空間寬度、鋪面材質、指標系統等。
(四) 公共開放空間應可全時開放，並配備充足夜間照明（建議採用LED 或
太陽能LED），以確保社區安全與使用便利。
(五) 社區邊界得以自然地形、人工地形、複層式植栽、對外開放之社區空
間邊緣與具親和性、穿透性的鏤空圍籬作界定。大門位置需考量居民
主要來向；主要交通道路交通狀況；與呈現社區主要意象。
表 5-10 公益性設施項目及面積一覽表
類別

鄰里社區類

項目

位置

單元面積(m2)

市民活動中心(民政局)

1F

341

多功能教室(一樓)

1F

877

多功能教室(二樓)

2F

714

店舖

1F

865

2F

423

1F、2F

380

2F

395

2F

1,050

社會福利類 社區托嬰中心
社區空間(社區教室、交誼廳)
社宅社區類 社區健身中心
半戶外活動空間

六、建築設計相關原則
(一)建築設計原則
1. 建築物座向應考量基地夏季與冬季之風向及周
邊景觀，需妥為規劃主出入口之方向及位置，建
築物須考量遮陽設計，降低夏季空調負荷；充分
運用自然通風採光，以節約能源為前提。另住宅
基本、日照時數、自然通風、曬衣工作區等應依
一般住宅設計常理規劃於設計中。
2. 外觀造型需配合使用機能、基地環境，建築物色彩、量體與建材材質宜
考量臺灣地區之氣候特性以締造優良的環境景
觀。採用在地性的思考模式來制定建議設計準
則。
3. 建築外部及開放空間、公共設施、庭園景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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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傢俱(設施)等做整體規劃，須注意預為留設公共藝術品設置地點（公
共藝術品不在本工程內），創造優質環境，增進公共利益。
4. 建築動線設計應簡要明確，方便流動，並考量通用設計與無障礙設施。
5. 土方挖填方平衡，多餘土方可用於景觀造景。
6. 屋頂、路台、庭園等空間應以多功能性利用並合理集中屋頂水塔、突出
物以留置出可使用之平面空間。
7. 建築設計應展現所在地區之文化氛圍及發展賣裸，並考量當地人文、社
會、經濟等因素做出合適之設計回應。
8. 建築物公共空間應創造可及之居民活動空間。串聯多元、聚集活動之機
會，以發展生活多樣性及多層次的空間體驗。
(二)結構設計原則
1.設計規範
(1)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技術規則』。
(2) 內政部營建署『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100年7月)。
(3)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100年7月)。
(4)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耐風設計規範及解說』(104年1月)。
以本案建築規模，後續應進行詳細地質鑽探後，妥善進行結構設計，
需確保基礎位於穩定地層、岩盤，且相關水土保持設施亦需完備，以為
建築構造物提供堅實基礎。
此外，於平面規劃設計時，宜以方正平面，避免平面不對稱或立面
不對稱等較不耐震之規劃設計，並以遵循下列原則為準：
(1) 平面形式：平面組成要簡單、緊湊，抗扭勁度要大。
(2) 配置簡單：以耐震能力的觀點而言，對於配置簡單的結構，其動力
行為將較能掌握。
(3) 對稱規則：結構型式應儘量對稱規則，避免結構產生額外的扭轉變
形。另外應儘量使建築物的勁度與質量中心相重合，以減少扭轉的
模態發生。
(4) 均勻連續：在建築物的垂直方向與外形應避免急劇的變化。
(5) 適當比例：對於高寬比大的建築物在地震橫力作用下，容易產生過
大的側向變位與過大之傾覆力矩，而造成柱過大的軸向力，設計時
應盡量避免。
(6) 要避免在垂直方向上剛度和強度分佈產生劇烈的變化。在同一樓層
內，配置了長短差異過大的柱構材時，應盡量調整至長度相當，以
減少應受力不均造成的剪力破壞。
(7) 確保施工品質：對於圖說中要求或特殊所註明之要求，施工人員切
實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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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柱的剖面應稍微大於梁，形成強柱弱梁。
2.結構設計考量
(1) 考量三種地震水準及耐震設計目標，中小度地震時結構保持彈性，
設計地震時容許發生可修復之損壞，大地震時避免發生崩塌，亦即
『小震無傷、中震可修、大震不倒』之設計目標。
(2) 考慮建築物之耐久性，結構體之混凝土強度建議4,000psi以上，並
可增加混凝土保護層之厚度，檢驗混凝土氯離子含量，並嚴格管控
混凝土之水灰比(水膠比)。
(3) 各樓層逐一進行極限層剪力檢核，以確認無顯著弱層之存在，另於
平面及立面不規則處檢討應力傳遞需求，以便加強地震力傳遞路徑
不連續處之構材。
(4) 依本工程之建築規模及使用需求，結構體建議可採用鋼筋混凝土(RC)
構造，RC結構兼具鋼筋與混凝土兩種材料的優點，混凝土的抗壓強
度高，鋼筋的延性與韌性佳，整體之防火、抗震、抗風能力強，可
適合本工程之使用需求。
(5) 考慮所有可能外力之聯合作用，包括靜載重、活載重、地震力、風
力及水浮力。
(6) 結構分析採用三向度立體剛構架，假設樓版為剛性體，承受水準側
力後，再傳給梁、柱構件。遇有大挑空處之連結樓版則採用柔性樓
版元素模擬，以檢討受地震力作用時之應力並加強設計。
3.無障礙環境設計原則
無障礙的環境，首重對於人性尺度的尊重，對於不同行為條件的
使用者，均提供友善的親近可能，並儘量設置可及、可用的無障礙設
施，包含完整的串連，以及考慮周詳的行為尺度的關照。
本計畫後續於社會住宅新建工程時，應符合「無障礙住宅設計基
準及獎勵辦法」及「新建無障礙住宅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要點」之規
定，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以「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
辦法 第三條 附表一 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為主要設計原則。
(1)引導標誌
坡道儘量設置於建築物主要入口處，若未設置於主要入口處
者，應於入口處及沿路轉彎處設置引導標誌。
(2)升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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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以升降機之使用負擔無障礙垂直通路，其出入平台及供
行動不便者使用之相關設施皆依內政部所頒定之無障礙設施設
計規範設置。
(3)室內通路
室內通路應符合各用途規範之最小通路設計。
引導標誌

樓層標誌

圖 5-13 引導標誌及樓層標誌示意圖
機廂尺寸

室內通路尺寸

圖 5-14 機廂尺寸及室內通路尺寸示意圖
4.無障礙設計重點
(1) 廚房尺寸上，通路寬度不小於 120 公分，若雙邊有櫃子，考量開
抽屜拿取空間則為 150 公分。
(2) 流理檯面高度介於 75-80 公分之間，深度不超過 30 公分。
(3) 方便輪椅使用者使用，爐具及洗手台下方應留 65 公分空間，方
便輪椅轉入。
(4) 廚房、浴廁及陽台出入口門檻高度 3 公分以下，並作斜角或弧形
處理，或是與連接空間順平。
(5) 傢俱擺設要考量輪椅進空間，質料彩用軟性材質，顏色採用對比
色，窗戶前不設置傢俱以便利輪椅者靠近窗戶。
(6) 室內開門寬度要有 85 公分以上，落地窗與戶外應有斜坡或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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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衣櫥宜採用可調降是吊桿，開關宜採用附有螢光燈，在夜間可容
易尋找。
(8) 坡地面平整，室內空間無高低差，防滑地坪
(9) 室內空間寬敞，供輪椅活動及迴轉。
(10)室內扶手，拉把皆考量無障礙使用。
(11)浴廁空間地坪材料宜考量防止滑倒。

圖 5-15 無障礙設計其餘之設計重點說明示意圖
(三)住宅性能設計原則
為提供社會住宅使用者「安全、健康、便利、舒適、經濟及永續
使用」之生活，依內政部「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新建集合住宅其 8
項性能評估項目均以達 B 級以上，並依該辦法第 5 條於領得使用執照之
日起三個月內檢送相關書圖文件，送請評估機構查核。
1.結構安全
結構安全為評估地震發生時住宅不易倒塌或不易損壞的程度。結
構安全除了評估地震時住宅是否倒塌外，也依地震後住宅損壞程度是
否影響住宅正常使用，作為衡量的指標。
而由於本計畫社宅低樓層規劃作為社福、社區活動或店舖等空間
使用，該等空間由於使用面積、採光、隔間需求，可能有結構弱層之
疑慮，因此為確保整體建築結構安全，建議後續應相關規定辦理結構
外審，並將一樓牆面作為結構牆設計，並納入結構計算，以避免有「住
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所定義之「強度不連續性-弱層」(指該層強度
與該層設計層剪力之比值低於其上層比值80%者)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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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防火安全
防火安全為評估集合住宅發生火災時，保障人命安全及抑制財務
損失之性能。火災時在保障人命安全上，首先為能讓建築物中的人員
及早避難，所以要靠火災初期的偵測感及警示通報。且人員避難過程
不可受到火熱煙毒危害，所以出入口、走廊、樓梯等構成之避難路徑
安全性就相當重要，另避難路徑如有多項選擇，則降低因路徑受阻而
而致無法避難之危險。
就抑制財務損失的對策而言，在於應用防火區劃(具防火時效之強
及樓板等構造)與防火間隔(外牆開口間之淨空距離)來防止火災時同棟
及他棟住戶間延燒，以降低火災規模。
3.無障礙環境
無障礙環境為評估住宅通行的安全性與便利性，使高齡居住者或
行動不便者可安心的使用住宅，並以輪椅乘坐者之通行性作為衡量之
指標；由於集合住宅共用部分不易變動，而專用部分較能依所有權人
的需要進行變更，所以本項性能評估分成共用部分(從道路到住宅專用
部分入口之通路)，及專用部分(住宅內部)。
4.空氣環境
居室空間、浴廁及廚房可用室內通風路徑或機械通風量來評估空
間的通風性能。例如，在一般臥室空間，主要是使用「自然通風」
，利
用開窗及開門相對位置之間的關係，讓「開窗」部分之室外新鮮空氣
進入室內，並從相對位置之開窗或開門處排出，將屋內污濁空氣排出
室外，達到自然通風與對流。
若浴廁為單一開門及天花板加裝抽風扇形式，則為機械通風，其
需符合令規定之最小通風量，並裝有獨立管道排風，防止空氣汙染擴
散或避免生物性傳染問題。
5.光環境
住宅居室空間採光的良莠，影響居家空間的光線品質，而採光的
好壞，和開窗的高度「H」與空間的深度「D」有關。一般而言，D/H
之比值在2.5之內者，都算是良好的採光範圍。
6.音環境
住宅之噪音來源眾多，包括室外交通、機具、施工，室內之設備、
上下層振動等；改造噪音最有效之方法，就是移除「噪音源」
，或者是
在「傳音路徑」上予以「阻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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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之住宅音環境評估，將空氣傳音接觸之牆壁、開窗、開門處，
及固體傳音接觸之樓版，將空氣傳音接觸之牆壁、開窗、開門處，及
固體傳音接觸之樓版，給予不同「隔音等級」。
在牆壁隔音性能上，一般選擇壁體厚度較厚或檢附隔音性能證明
之牆壁。在開口部隔音上，選擇氣密性較佳、玻璃厚度較厚、雙層窗
設計或附有隔音性能證明門窗。
7.節能省水
節能省水性能評估主要是評估住宅生活中之能源消耗，評估項目
包含住戶等價開窗比率、屋頂熱傳透比率、住戶外牆熱傳透比率、熱
水系統效率、用水器具省水效率及照明系統節能效率等六項目。
8.住宅維護
住宅維護是衡量住宅於使用階段從事維護行為時方便程度的指標。
由於住宅在使用後，隨著時間的經過，通常維護機率較高的項目多屬
設備管線的維修以及建築物立面四周的清洗，所以本類別分成「外牆
與開口部」、「給水管」、「排水管」、「電氣管線」等部分評估其維護時
的方便性。
表 5-11 新建集合住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
性能類別

評估項目
結構設計

結構安全
耐震設計

火災警報
火災滅火
逃生避難
防火安全
防止延燒

無障礙環境
空氣環境

住宅共用部分
住宅專用部分
自然通風
機械通風

等級
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 級為 4 分、B 級為
3 分、C 級為 2 分、D 級為 1 分）與權重乘積，分別合計
積分，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 位，並依下
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各評估內容最低之評分為該性能類別之總評分，其等級由
高至低為：
一、第一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均符合 A
級者。
二、第二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B 級
或以上者。
三、第三級：指該性能類別之各評估內容之評分為 C 級
或以上者。
四、第四級：指各評估內容之評分有 1 項為 D 級者。
各性能類別以評估內容（或評估項目）之評分（A 級為 4
分、B 級為 3 分、C 級為 2 分、D 級為 1 分）與權重乘積，
分別合計積分，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2
位，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
一、第一級：合計積分為 3.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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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類別
光環境

評估項目
自然採光
住宅分戶牆隔音

音環境

住宅外牆開口部隔音

等級
二、第二級：合計積分為 2.50 以上未達 3.50。
三、第三級：合計積分為 1.50 以上未達 2.50。
四、第四級：合計積分未達 1.50 。

住宅樓板隔音
遮陽效率

節能省水

隔熱效率
（頂樓或非頂樓）
熱水效率
省水效率
照明系統節能效率

住宅維護

住宅共用部分
住宅專用部分

七、綠建築、智慧建築與太陽能光電規劃構想
(一)綠建築規劃構想
目前政府積極推動「綠建築標章」，鼓勵興建生態、節能、減廢、
健康之綠建築，建立舒適、健康及環保之居住環境。我國的綠建築係以
台灣亞熱帶高溫高濕氣候特性，掌握國內建築物對生態（Ecology）、
節能（Energy Saving）、減廢（Waste Reduction）、健康（Health）
之需求，訂定我國的綠建築（EEWH）評估系統及標章制度。
本計畫平寮段社宅建築建議採銀級以上為目標，並需依下列準則
進行規劃設計。
1.生態
(1)生物多樣性設計準則
A. 規劃設計時考量生物基因交流路徑的綠地生態網路系統、社區綠
網系統。
B. 考慮以生態化之埤塘、水池來創造高密度的水域生態，以多孔隙
環境及不受人為干擾的多層次生態綠化創造多樣化的小生物棲
地環境。
C. 以原生植物、誘鳥誘蝶植物、植栽物種多樣化、表土保護來創造
豐富的生物基盤。
D. 室外照明需避免產生生物共生障礙。
(2)基地綠化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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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區內除建築物以外的空地面積 50%以上應予綠化，其中宜
保留有 50%以上種植喬木覆蓋空地提升綠敷率：如有可能，
盡量以直接保留原有大樹、草坪與植栽為規劃原則。
B. 綠化面積中保有 30%以上種植喬木或灌木混種之複層式植栽，
並盡量以透空性圍籬或喬木、灌木混種的植栽層作為社區邊
界。
C. 綠化應採用當地原生植栽樹種、本土植物、誘鳥誘蝶植物等為
原則，綠化時應力求植栽的多樣化，配合既有坡地樹種、地形
配置建物與戶外空間系統，以創造永續生態之綠地環境。
D. 人工地盤應考慮結構版載重問題，以輕質土壤為主作綠化。其
覆土深度、石組及植栽（大樹）位置應配合樑位設計。植栽區
應考慮排水層，防水層及防根層設計，同時，應以保水性強之
栽培介質回填，設置適當之澆灌系統。植栽選種以耐旱、抗風
為主，避免深根、板根性植栽。
E. 配合基地四周環境，可考慮於走廊、陽臺、露臺、屋頂、建築
立面等作立體綠化設計。立體綠化之植栽選取以耐旱、低維護
度、生長快為原則。考慮植物生長，植栽區應注意其最小寬度，
支架、攀附造型應與建築物整體考量，同時設計排水層、防水
層及防根層。
F. 為維護植物生理、保持植栽良好生長狀況、進而達到環境景觀
美質之目的，基地內之植生綠化應擬定維護管理計畫，並應至
少一年總體檢視一次。
(3)基地保水設計準則
A. 建築應盡降低建蔽率，並且降低地下室開挖率，地下室開挖率
應低於 75%。
B. 社區內除建築物以外的空地面積 50%以上應維持透水性空
地。
C. 盡量利用原有地形、綠地、披覆地、草溝等設計雨水的排流路
徑。人工地盤部分使用花園貯留設計。
D. 除車輛進出必要之服務道路外均應採用透水性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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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節能
(4)日常節能設計準則
A. 室內公共空間應盡量使用高效率照明器具，並依空間使用習性，
可分段點滅控制，或使用感應裝置以節約能源。
B. 避免建築物採用過多的落地窗、大面積玻璃封閉型之設計。
C. 建築屋頂與外牆之 U 值應依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強化隔
熱性能。
3.減廢
(5)CO2 減量設計準則
A. 建築盡量使用綠建材與健康建材。
B. 建築外觀與室內裝修以實用、簡樸素雅為原則，避免不必要之
裝飾與造型。
C. 建築配置與型式，盡量以面向南北採光為原則，以達節能之目
的。
(6)廢棄物減量設計準則
A. 社區建築基礎工程或社區地形整理時，以社區內土方平衡為規
劃設計原則。
B. 挖土方之外運處理應符合相關法規。
C. 採用吸濕性低與含溼性低之建築材料，具有容易清潔、保養維
修及更換之基本功能。
4.健康
(7)室內環境設計準則
A. 光環境中，採光深度與天花板淨高度比應注意有效通風採光之
相關規定。
B. 室內裝修材料及樓地板面材料應採用綠建材，其使用率應達室
內裝修材料及樓地板面材料總面積 30%以上。
(8)水資源設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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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水龍頭、小便器與大便器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節水型器具為
原則。
B. 屋頂配合社區周圍地形與開放空間地面構成雨水回收利用系
統，建構親水或生態溼地等戶外休憩場所，同時經處理後作為
澆灌用水。
(9)汙水及垃圾改善設計準則
A. 社區內應設置整齊、衛生、美化的垃圾集中場所，並設置垃圾
廚餘冷藏設備，進行垃圾分類及資源回收處理。
B. 基地內排水，應採雨、污水(或雨、雜排水、污水)分流方式辦
理。倘須自設污水處理設施，排放之污水，應先經污水處理設
施妥善處理，符合行政院環保署最新頒布之「放流水標準」後，
始得放流。
C. 設置污水處理設施，應一併檢討相關噪音、臭氣防治配合措施。
因戶數已達設置專用污水下水道門檻，專污污水處理設施之配
置位置，為避免增加未來營管抽水費用及管理維護動線，建請
優先考量建築物外用地，污水規劃應配合未來申請接入公共污
水下水道納排事宜，並需考量預為留設切換納排接管所需之污
排專用管線，以免衍生二次施工。
D. 依基地條件，污水若可申接公共污水下水道排放，應優先向當
地政府業管單位辦理納排接管相關事宜。
E. 處理後污水放流，若涉及農業水路搭排事項，放流水質另須符
合該業管制定之水質標準及取得納排同意，方可排放。
(二) 智慧建築規劃構想
智慧建築定義為「係指建築物及其基地設置建築自動化系統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 BAS）
，配合建築空間與建築體元件，
從人體工學、物理環境、作業型態及管理型態角度整合，將建築物內之
電氣、電信、給排水、空調、防災、防盜及輸送等設備系統與空間使用
之運轉、維護管理予以自動化，使建築物功能與品質提昇，以達到建築
之安全、健康、節能、便利與舒適等目的」。其基本之構成要素需包括：
1.建築自動化系統裝置
2.建築使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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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運轉管理制度
智慧建築於評估分成八大類共有 32 個評估項目如下，對於本計畫
興建大樓部份可依循表所示評估項目取得相對等級標章。標章的取得會
有助於大樓管理的效能與將第日後維護管理費用。而本計畫平寮段社宅
建議後續採智慧建築合格級以上規劃興建。

圖 5-16 智慧建築評估項目圖
表 5-12 智慧建築評估項目表指標名稱項目表
指標名稱

項目

綜合佈線

1.1 佈線規劃與設計
1.3 佈線性能與整合

1.2 佈線應用與服務
1.4 佈線管理營運

資訊通信

2.1 廣域網路之接取
2.3 區域網路
2.5 公共天線

2.2 數位式(含 IP)電話交換
2.4 公共廣播

系統整合

3.1 系統整合基本要求
3.3 整合安全機制

3.2 系統整合程度

設施管理

4.1 資產管理
4.3 組織管理

4.2 效能管理
4.4 維運管理

安全防災

5.1 防火系統
5.3 防盜系統
5.5 門禁系統
5.7 有害氣體防治

5.2 防水系統
5.4 監視系統
5.6 停車管理
5.8 緊急求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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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項目

節能管理

6.1 能源監視
6.3 設備效率

6.2 能源管理系統
6.4 需量控制

健康舒適

7.1 室內高度

智慧創新

8.1 智慧建築標準符號
8.3 應用創新設備系統

8.2 智慧創新設計

(三)太陽光電設計構想
太陽光電是一項符合台灣自然條件，同時有利於二氧化碳減量目
標，並增加能源自主及穩定供應，為響應再生能源推動政策，本計畫建
議於提供社會住宅屋頂空間，導入營運商技術與維護打造綠能屋頂，美
化屋頂景觀，並與台電公司簽訂購售電合約，並以電能躉購費率長期維
運。
目 前 太 陽 光 電 系 統 之 設 置 類 型 有 三 種 ， 分 為 屋 頂 型 (Roof PV
Systems)與地面型(Ground–mounted PV Systems)，還有建築整合型
太陽電(Building Integrated Photovoltaic, BIPV)之應用。
以下分項說明各類型之特色，而本計畫平寮段社宅後續建議採屋
頂型(Roof PV Systems)太陽能發電設備。
1.屋頂型（Roof PV Systems）
廣義而言即是在屋頂上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將太陽光能轉換成
電能，而太陽能版裝設在屋頂上同時也兼具遮蔭降溫的效果。屋頂型
的太陽光電，結合房子也結合生活，是每個人都可以量力而為的發電
方法，隨處可見的太陽光電系統，也是最好最直接的能源教育方式。
一般而言，若屋頂是平的，通常 1 瓩的太陽光電系統約需 10 平
方公尺(約 3 坪)的設置面積，若屋頂是斜的，則為 7 至 8 平方公尺左
右，而在相同面積下，使用較高轉換效率的模組產品，可裝設的系統
容量也會較大。此外，在評估頂樓面積可裝設多少系統容量時，還須
考慮到屋頂是否有女兒牆、水塔、樹木或附近是否有建築等會造成遮
蔭的物體，以免降低系統發電量。
2.地面型(Ground–mounted PV Systems)
即主要設置於地面上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國內台中龍井太陽光電
發電廠即為主要案例。
3.建築整合型太陽電(BI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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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整合太陽能(BIPV)是使用太陽能版取代傳統建築材的一種應
用方式，以建築設計手法，將太陽光電板系統導入建築物外殼構造，
使建築物本身成為一個大的能量來源。除了取代既有建材，並可降低
初置成本，應用於大樓帷幕牆、屋頂、採光罩、遮陽棚、遮陽版、雨
遮等，不僅可增加建築節能的效益，同時兼具美化外觀之功能。
因為在設計階段就考量，所以發電率和成本比值最佳，天窗和外
牆是通常最大的接光面，及為一棟綠建築。可部分或全部供應建築用
電，現有建築也可能用改裝方式成為 BIPV 建築。

屋頂型

地面型

建築整合型太陽電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工業技術研究院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口網站

圖 5-17 太陽光電設置類型案例照片
八、本案建築設計構想及原則彙整
本案後續於社會住宅新建工程時，專案管理及營造廠商應以「社會正義
/公益」、「建築美觀」、「生態、智慧暨防災社區」、「社區營造與服務」、
「環境友善與安全」之理念(可參考本案第四章 第三節 規劃構想與定位)，
進一步整合本案建築設計及工程施作原則。以下彙整本計畫建築評估及規劃
內容供後續新建工程專案管理參考：
1. 本案平寮段基地以和樂共居的生活社區為主題，建築規劃及設計應考慮
主題特性及需求，規劃適宜房型居室及公共、社福設施等空間，以提供
社宅社區住戶間，以及與周邊鄰里居民間的良好互動空間。
2. 本案建築低樓層(1、2樓)應規劃作商業店舖、社福設施、社區公共空間
等，其出入動線應與社會住宅區隔。
3. 本案建築應考量周邊建築與環境特性，除依相關規定退縮建築外，應考
量中山東路四段開闢狀況及周邊環境風貌，建議以採階段層建築設計，
以降低中山東路四段臨路側的視覺壓迫感。建築立面外觀則採簡約、寧
適，並具和樂生活感的設計風格。
4. 地下層停車空間採坡道平面設計，並以一戶一汽、機停車位為設計，同
時應考量社福、公共需求評估增設停車空間之可行性。
5. 本案建築配置及動線等應考量未來與桃園捷運綠線延伸線場站連通方式，
並評估於適當位置設置自行車租賃站(u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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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案戶外開放空間的留設應考量與未來東側公園用地之銜接，並配合低
樓層社區公共與社福空間機能，規劃完整人行步道系統。
7. 規劃屋頂花園等立體綠化空間，並配合綠建築、智慧建築等設計，評估
於屋頂層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設備。
除上述相關基地建築設計建議原則外，另彙整羅列本案社宅建築設計應
遵循之準則：
1.

應符合綠建築指標，取得「綠建築標章」銀級標準以上。

2.

應符合智慧建築指標，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合格級以上。

3.

應依據耐震建築標章作業流程取得「耐震標章」。

4.

應符合「無障礙住宅設計基準及獎勵辦法」及「新建無障礙住宅
標章申請及使用作業要點」之規定，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

5.

應依據｢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評估項目設計住宅單元及施工。

6.

建築工程之設計與施工須須導入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

7.

總體規劃設計均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及相關法規檢討，並依本
市最新公告之都市計畫書（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等相關規定）
，辦
理社會住宅興建所需配合執行之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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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建築設計圖說
一、住宅單元平面圖
(一)一房一廳房型：40m2(12 坪)

圖 5-18 標準一房房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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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房二廳房型：60m2(18 坪)

圖 5-19 標準二房房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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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房二廳房型：80m2(24 坪)

圖 5-20 標準三房房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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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障礙一房型

圖 5-21 無障礙設計一房房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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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障礙二房型

圖 5-22 無障礙設計二房房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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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障礙三房型

圖 5-23 無障礙設計三房房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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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配置圖

圖 5-24 基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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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平面圖
(一)地面層平面圖

圖 5-25 地面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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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層平面圖

圖 5-26 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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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準層平面圖 3-4 樓(無障礙使用樓層)

圖 5-27 標準層(3-4 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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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準層平面圖 5-6 樓

圖 5-28 標準層(5-6 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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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標準層平面圖 7 樓

圖 5-29 標準層(7 樓)平面圖

5‐47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
」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六)標準層平面圖 8-12 樓

圖 5-30 標準層(8-12 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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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下一層平面圖

圖 5-31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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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下二層平面圖

圖 5-32 地下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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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外觀設計
立面對於都市市容的感受有很直接的影響，因應基地條件自然衍生出不同的對應方式，或是說不同的都市表情。為突顯平寮段社宅「和樂共居」的生活感及人際互
動，本計畫參酌傳統「合院」空間型態，採「ㄇ」字型迴廊型式設計，企圖塑造其成為一處充滿裡外互動的社區家庭空間。
(一)結合合院迴廊型式，採階層式建築設計
平寮段由於臨路面較寬具優渥的退縮空間條件，臨路面退縮量體，將視覺慢慢引導至基地，展現空間「內-外、公-私」領域的空間定義。
(二)採簡約開放、綠意盎然的風格
配合階段式建築，量體堆疊配合較深的立面，用較沉穩的態勢來表達，並使立體開放空間與戶外空間結合，讓建築裡外視覺都可通透延伸並充滿綠意。

圖 5-33 北向立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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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4 西向立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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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5 東向立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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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南向立面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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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7 中庭透視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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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預估期程
本案平寮段基地社會住宅自前期規劃作業至建築完工驗收預估約需 52 個月作業時間，工程設計監造流程規劃詳如下圖。
桃園市中壢區平寮段社會住宅工程設計監造進度規劃
項次

任務名稱

一

前置作業

工期概估(d)

先期規劃作業

180

2

設計監造建築師評選(招標作業及競圖)

90

二

工程設計階段

3

設計監造決標簽約

4

提送服務實施計畫書

15

5

甲方審查/修正

30

6

BIM 作業

390

7

基本設計作業

90

8

甲方審查/修正

30

9

細部設計作業

150

10

機電施工圖說(含五大管線)

120

11

結構工程圖說及預算提共

180

12

圖說審查及修正

90

三

建照及五大管線申請

13

都市設計審議

60

3

4

5

6

7

第2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第3年
8

9

10 11

120

建照申請作業

60

16

五大管線申請、候選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證書申請

60

四

招標階段

17

公開閱覽/釋疑

60

18

招標公告

30

19

營造廠決標簽約

30

20

提送監造計畫

30

21

審查及修正

30

2

3

4

5

6

7

第4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第5年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120

施工階段

870
60

23

營造廠提送施工計畫

30

24

審查及修正

30

25

假設工程

30

26

基礎及結構體工程

420

27

基礎開挖及擋土支撐

60

28

地下結構體工程

180

29

1

180

結構外審、耐震設計標章認可

施工計畫

12

420

14

30

2

1

15

五

第1年
1

180

1

22

開始時間 完成時間

地上結構體工程
裝修工程併行耐震標章總結案會議取得耐震標章認可

210
360

31

外牆裝修工程

300

32

室內裝修工程

360

33

門窗工程

90

34

景觀(室外)工程

90

35

機電消防工程

510

36

消防檢查

30

37

使用執照請領

60

38

接水接電與綠建築標章、智慧建築標章認可

30

39

完工

0

六

驗收/點交及出租準備

40

結算/初驗

30

41

複驗

20

42

點交

10

43

傢俱招標

30

44

傢俱進場

30

45

招租作業

120

46

入住

0

240

圖 5-38 建築工程設計監造時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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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開發方式及財務分析
第一節 開發定位及開發方式評估
一、開發定位及內容
(一)開發定位
平寮社宅基地依前述中壢社宅整體策略分析，定位為「以青年、
熟齡混居之健康社區」
，除依住宅法提供 30%予弱勢家庭承租使用外，
在空間規劃設計上，將同時考量中型家庭(2 青 2 小+2 老)、小型家庭(2
青 2 小)之需求。
承上，本案分別規劃 1 房(室內 12 坪)、2 房(室內 18 坪)及 3 房(室
內 24 坪)三種房型，考量本基地開發定位，以及鄰近中壢一號社宅基地
規劃內容，本計畫平寮段基地各房型比率以 10%(1 房)：45%(2 房)：
45%(3 房)為原則，再配合實際建築設計需求做局部調整，另為提升社
區便利性，建議於低樓層(地上 1~2 層)規劃店舖、公益設施及社區服務
設施。
(二)產品內容
本計畫平寮段基地區分為 A、B 基地，依國防部與國有財產署協
議成果，國有財產署經分割後將分得 B 基地，並依住宅法無償撥用予
桃園市政府興建本案社會住宅。
本計畫基地為住宅區土地，法定建蔽率為 60%、容積率為 200%，
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8 條，公有土地興建社宅基地之
容積可調升為法定容積之 1.5 倍，或循變更都市計畫程序提高為法定容
積之 2 倍。
因此本計畫基地在前述房型規劃原則下，在容積率 200%(法容)、
300%(法容 1.5 倍)、400%(法容 2 倍)，分別可規劃興建 108 戶、160
戶與 225 戶三種社宅單元方案。各方案之規劃房型內容如下表。
表 6-1 平寮段社會住宅單元規劃方案表
容積率

200%

300%

房型

住宅單元數(戶)

一房一廳型(12坪)

8

二房一廳型(18坪)

50

三房一廳型(24坪)

50

合計

108

一房一廳型(12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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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率

400%

房型

住宅單元數(戶)

二房一廳型(18坪)

74

三房一廳型(24坪)

78

合計

160

一房一廳型(12坪)

11

二房一廳型(18坪)

101

三房一廳型(24坪)

103

合計

225

二、開發方式評估
依住宅法第 20 條規定，市府新建社會住宅方式有：「直接興建」、「合
建分屋」、「以公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予民間合作興建」、「以公有土地或
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分回建築物及其基地」、「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者」共五種開發方式。
本案中壢區平寮段國有土地，依住宅法第 21 條「無償撥用」予桃園市
政府「新建」社會住宅，適用前列 5 種開發方式，以下將分析本計畫平寮
段基地以此 5 種開發方式之可行性，建議本案最適宜的開發方式，並作為
後續開發財務評估的基礎。
(一)直接興建
直接興建為目前最常運用的社宅開發方式，其係由機關編列興建
工程預算，並依「採購法」發包興建，其興建資金可依內政部「成立社
會住宅融資服務平臺方案」，申辦低利貸款減低財務壓力，其融資利率
以「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減碼計算，利率上限不得高
於借貸當日「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
，目前僅為 1.095%。
採直接興建方式案例眾多，包含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
市等均有案例可循，其中桃園市為扶持青年及弱勢經濟並落實居住正義，
自 104 年 4 月啟動興建社宅作業，直接興建社會住宅共計 10 處，分別
座落於桃園中路(4 處)、八德(3 處)、中壢(1 處)及蘆竹(2 處)等區，預計
興建共約四千戶社會住宅。
(二)合建分屋
「合建分屋」係指雙方約定，由地主提供土地，建商建築房屋，
並按約定比例，分售建築完成之房屋或其價值。按出資主體(由誰負責
出資興屋)、分配方式(分配標的或金錢)，以及是否共同出售房屋及土地，
而細分為「委託興建」、「合建分售」、「合建分成」、「合建分屋」
四種，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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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託興建
亦即俗稱的「委建」，由地主出資建屋，建設公司僅提供專業技
術及人力，並收取服務費用，建物及土地均屬地主所有，地主關心的
是房地整體利益及價值。
2.合建分售
由地主提供土地，由建設公司提供資金興建房屋，雙方必須共同
出售土地及房屋，但由地主及建設公司約定銷售收益之分配比例，分
別與買方訂定土地及建物買賣合約。此種交易型態類似「合夥」性質，
雙方除關心產品規劃及市場潛力之外，更重視分配收益的合建比例，
以及雙方負擔相關費用(如稅費、廣告行銷費、管理費等)的義務。
3.合建分成
合建分成與合建分售相似，惟合建分成是由地主及建設公司共同
與買方簽訂房地買賣合約，雙方再按約定的比例分配銷售收益。
4.合建分屋
由地主提供土地、建設公司出資興建房屋，雙方按約定的比例或
戶別分配房屋及土地持分，地主及建設公司並得個別出售其所分得的
房屋及土地。這種型態類似資產「交換」性質，地主及建方最關心房
屋及土地的交換比例，以及交換資產的「相對」價值，例如各樓層戶
別的差別價格等。
惟細查「住宅法」及「住宅法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其未明訂
社會住宅採合建分屋之方式及流程。本計畫另蒐集公有土地合建分屋
相關規定如下表。
表 6-2 社會住宅採合建分屋興建相關法規分析表
法規

內容

本計畫檢討

桃園市市有財產

第55條 市有不動產及其設備為改良利

管理自治條例

用增加收益，管理機關得自行開發，或

市有土地，無法適用此自治條

委託有關機關(機構)以下列方式辦理開

例。

發經營事項：四、合作方式：指由管理

1. 本案平寮段土地為國有土地，非

2. 另查國有地處理利用方式，尚無

機關、公、民營企業機構、權利關係人

合建分屋開發方式相關規定或

或其他政府機關作價投資、提供不動

作業方式可供依循。

產、權利或資金，合作辦理整體開發。
獎勵民間參與國

第4條：為辦理獎勵民間參與投資國軍老

1. 本案平寮段土地1/2為國防部政

軍老舊眷村改建

舊眷村改建，應公開徵求投資人，其方

治作戰局管有之眷改土地，得依

投資興建住宅社

式得以下列任一種方式或二種以上方式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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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內容

區辦法

本計畫檢討

合併為之：二、合建方式：主管機關提

用該辦法辦理合建分屋。

供土地，而由投資人於其上負責興建住

2. 眷改土地受眷改條例及其基金

宅社區，並按招標作業規定及計劃特

規範，其開發須考量財務自償，

性，於建造完工後，取得部分之房屋及

因此平寮段1/2眷改地部分是否

其基地所有權。

共同參與社宅興建，尚須與國防
部研商。

依前述分析可知，公有土地得否採合建分屋方式興建社會住宅，
在法令上目前仍有疑慮。初步探尋相關案例，台糖公司已推動諸多合
建分屋案，然台糖公司之土地資產在法令上非屬公有土地，其土地之
處分利用不受國有財產法等限制，因此台糖公司合建分屋案例尚無法
適用本案基地。
(三)以公有土地設定地上權予民間合作興建
1.設定地上權
依民法第 823 條地上權之定義為：「稱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
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其
中所謂「在他人土地上」，表示地上權是以土地為標的物，非僅限於
土地之設定。在土地上（如建設高架道路）或地下（如建設地下街），
均可稱為地上權之設定，待期限屆滿時，土地所有權人依據合約收回
土地使用權或是另有約定則可繼續使用。
本案若採設地上權方式開發可依「桃園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第 55 條及「桃園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105.02)
辦理。設定地上權公開招商涉及開發權利金、地租及開發營運之成本
收益，因此開發營運之內容項目將直接影響財務可行性及招商成敗，
若開發內容經評估不具財務自償率或報酬率過低，則將無廠商投資。
表 6-3 設定地上權相關法令檢討表
法源

桃園市市有財產
管理自治條例

內容

本案檢視

第55條 市有不動產及其設備為改良利用增

本案採設定地上權之辦理依

加收益，管理機關得自行開發，或委託有關

據。

機關(機構)以下列方式辦理開發經營事項：
一、設定地上權方式：指將土地設定地上權，
提供公、民營企業機構開發。

桃園市市有非公
用土地設定地上
權作業要點

三、依本要點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

本案基地分割後面積

權，以面積500平方公尺以上，可供單獨建築

7,313.88 平 方 公 尺 ， 符 合

使用者為限。

500平方公尺以上且可單獨
建築使用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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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內容

本案檢視

四、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應以公開

以公開招標方式為原則。

招標方式為之。但因政策需要，經桃園市政
府（以下簡稱本府）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八、地上權之存續期間，自地上權登記完成

地上權存續期間最長50年。

之日起算，最長不得逾五十年。但經本府專
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九、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權利金，依下列規

收取權利金，其計價方式由

定計算：

估價師評估，並經依市府相

（一）委託不動產估價業者依不動產估價技

關審定，並由市長核定辦

術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查估。

理。

（二）估定之權利金依本自治條例第六十七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審定。
（三）公開招標者，以審定之金額為權利金
底價，並以實際得標金額計收。專案
核准者，以審定之金額為權利金。
十一、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地租，按當期土

地租以12%土地申報地價收

地申報地價年息12%計收。

取。

2.促參法 BOT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簡稱促參法)第 3 條：「公
共建設包括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環境污染防治設施、污水下水道、
自來水及水利設施、衛生醫療設施、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文教設施、
觀光遊憩設施、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運動設施、公園綠地
設施、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新市鎮開發、農業設施及政府廳舍設
施」共 14 項之第五項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辦理地上權開發。
本案平寮段基地興建社會住宅符合促參法第 3 條第五項社會及勞
工福利設施所稱之公共建設，並依第 8 條 BOT、BTO、ROT、OT、
BOO 及其他方式辦理。
依本案基地條件及興辦事業屬性，建議可採 BOT 模式推動，由市
府提供市有土地委託民間，並協助融資，無須編列興建預算，透過開
發後之租金及權利金挹注政府之政府財政之興辦模式，對於土地開發
較具商業性，且對於投資者可有較大營運主導權。
目前內政部正研議修正促參法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及相關稅賦優
惠內容，擬將社會住宅納入重大公共建設範圍，享有稅賦優惠以提高
民間參與意願。依財政部修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重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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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範圍」(草案)，社會福利設施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增訂符合下列
規定之一之社會住宅）:
(1) 作為社會住宅使用之土地面積達0.5公頃以上者；
(2) 作為社會住宅使用部分，依容積核算總樓地板面積達5,000平方公
尺以上者。
另財政部亦擬修訂「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適用免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適
用免稅之所得範圍明細表，於社會福利設施項下增訂社會住宅租金所
得為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範圍。
促參 BOT 開發案例豐富，作業十分成熟，社宅 BOT 開發目前亦
有新北市三重、中和青年宅案例可循，惟考量財務可行性，該案地上
權期間為 70 年，且開發後 30%樓地板可供銷售，另 49%以市價 8
折出租、21%以市價 64%出租，即僅 21%樓地板面積供照顧弱勢族
群者。

(四)以公有土地或建築物參與都市更新分回建築物及其基地
依「都市更新條例」及「國有非公用土地參與都市更新注意事項」
等規定，本案國有土地可由市府公告劃定「都市更新地區」，再依「都
市更新條例」第 9 條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引入民
間資金推動都市更新事業，再依權利變換方式分配取得社會住宅。
桃園市方完成首件公辦都更招商案-中壢區中興巷公辦都更案，該
案市有土地約佔 97%，國有土地約佔 3%，並以興建「社會住宅」為目
標，故國有土地經國產署同意得依「住宅法」無償撥用予桃園市政府，
辦理更新事。經 8 月 31 日評選決議選出最優實施者，預計市府將分配
取得約 94 戶社會住宅(包含 2 房型、3 房型)。
本案平寮段基地面積符合「桃園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所訂
「街廓內臨接一條計畫道路且土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得
劃為更新單元辦理更新事業，惟由於平寮段基地之眷村建物均拆除，後
續應由市府劃定為都市更新地區方得辦推更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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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1.附款式標售
經查詢目前各地新建社會住宅方式為直接興建、促參 BOT 及公辦
都更，尚無合建分屋或其他方式。本計畫依國內其他公有土地規劃開
發案例，研究社會住宅採「附款式標售」以地抵付社宅興建費用之可
行性。
附款式標售為公有土地於辦理土地標售時，以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標售作業之估價標準及估價程序估定標售底價，於政府與得標廠商簽
訂契約中明訂需土地開發方式及條件(如採辦理都市更新事業、權利變
換等)，並視個案需求完成指定公益性設施興闢項目或協助開闢都市計
畫道路等不同附帶條件，新北市板橋浮洲合宜住宅即依此方式開闢。
惟本案平寮段基地為國有土地，依「國有財產法」第 53 條面積
在 1,650 平方公尺以上者，不得標售。因此本案國有土地得否依住宅
法撥用後，再由桃園市政府辦理附款式標售開發，尚待與國有財產署
研商討論。
2.PFI 方式
民間融資提案制度(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是一種政府
藉由民間廠商參與投資興建與營運公共設施以獲取公共服務的方式，
政府在民間廠商營運期間依契約支付廠商費用中，一部分為償還其投
資成本，另一部分則為支付其營運成本。
PFI 之籌資、興建、營運由民間進行，與促參法 BOT 類似，惟 PFI
強調政府保證每年按合約對價採購其所提供的服務；一般並無移轉資
產給政府的必要(依 PFI 合約內容)。至於 BOT 則是由特許公司向使用
者收取費用，風險幾乎完全由業者承擔；若是公共建設無自償性，BOT
就無可行性。
對公部門而言將資本投資分期償還，優點為可增加公共投資能量，
在短期內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因此，推動 PFI 模式是在政府財政收入
受限之情況下，得以發揮靈活運用財務支出之功效方法之一。
然 PFI 模式目前尚無法源依據，若政府部門採用此模式將投入成
本分期償還，於短時間可增加公共資金，但長期而言，政府部門需每
年編列預算來償還投入成本及利息。
依上述各開發方式之特性，以及本案平寮段基地條件與開發目標，
彙整以下開發方式可行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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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本計畫社會住宅開發檢討表
開發方式

直接興建

合建分屋

優點

缺點

法令及制度完善，已有10處社會

由市府編列預算並貸款直接興

住宅直接興建之實務操作，經驗

建，對市庫財務壓力較大。惟可

豐富，開發後之土地及建物產權

透過社宅融資平台減輕利息負

皆屬市府。

擔。

以合建分屋方式興建社會住宅，

現尚無社會住宅採合建分屋案例

可有效減低財務預算壓力，並透

可循，且缺乏相關標準辦理程序

過民間投資參與，提供多元社宅

及規範，恐受法令限制無法推

規劃及管理創意，並促使地方經

動。且本案基地非市有地，依住

濟發展。

宅法撥用後可否處分待研議。

本計畫評估

建議採用。

不建議採用。

1. 市府得與地上權投資者協商 (一) 社會住宅尚未列入重大公共

設定地上權
促參法BOT

開發內容，且不必出資興建費

建設範圍，未能享有各項租稅

用，尚可收取開發權利金、地

優惠。

租，並由民間主導公共建設且 (二) .近期房地產景氣衰退，地上權
市場及投資意願萎縮，依桃園

自負盈虧風險。
2. 土地所有權無需移轉可保有

商實施

可行性為關鍵。

不動產租金行情，在財務可行

公有資產。

公辦都更招

建議採用。惟財務

性備受挑戰。

依公辦都更程序招商開發，除可

經權利變換後，部分房地將由民

取得更新容積獎勵外，尚可降低

間實施者取得，除造成部分公有

市府財務負擔，且目前桃園已有

資產私有化外，其空間規劃及使

實例可循，推動作業內容及程序

用管理亦為社會住宅宅之挑戰。

不建議採用。

已十分成熟。

附款式標售
(以地抵付)

標售款項可挹助公庫或作為社宅

採標售方式除將喪失開發利用主

興建費用，且可省去後續相關開

導權外，另恐生濫售公有財產或

發辦理程序及維護管理成本。

圖利私人等爭議，再則另本案為

不建議採用。

國有土地，面積大於500坪，尚不
得標售之。

PFI方式

可增加公共投資能量，在短期內

目前尚無辦理之法源依據，另長

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在政府財政

期而言，政府部門需每年編列預

收入有限下，得以發揮靈活運用

算來償還投入成本及利息。

財務支出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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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財務評估項目及參數假設
影響本計畫開發財務可行性因素眾多，包含社宅開發量體、開發方式選擇、
開發成本及租金收入等。以下將分別針對評估可行之開發方式包含直接興建、促
參 BOT 進行財務效益評估。
一、財務評估項目
本計畫針對直接興建、促參 BOT 開發方式，各別評估其開發自償率
(SLR)、淨現值(NPV)、內部報酬率(IRR)、折現後回收年期(DBP)等財務評
估項目。財務評估項目說明如下：
(一)自償率(Self-Liquidating Ratio, SLR)
自償率(SLR)係指計畫興建成本可由營運期間內所有淨營運收入
回收之比例。計算公式如下：
SLR

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入現值總額
計畫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

100%

依自償性公共建設預算制度實施方案第 12 點規定，本案自償率之
計算係以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107.06.08)第 43 條
之自償能力定義，其中：
1. 評估期間計畫現金淨流入：指公共建設計畫營運收入、附屬事業收入、
資產設備處分收入及其他相關收入之總和。
2. 評估期間計畫現金淨流出：指公共建設計畫所有工程建設經費、依本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優惠後之土地出租或設定地上權租金、所得稅費用、
不含折舊與利息之公共建設營運成本及費用、不含折舊與利息之附屬
事業營運成本及費用、資產設備增置及更新費用等支出之總額。
經估算後自償率(SLR)大於 1，表示該計畫具有完全自償能力，投
入興建成本可由淨營運收入回收；自償率(SLR)介於 0~1 間，表示該計
畫不能完全自償，需政府投入參與；當自償率小於 0，表示該計畫則完
全不具自償能力。
(二)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
淨現值為將計畫各年度之淨現金流量，以適當之折現率折現後加
總之數值。計算公式如下：
CFt
1 𝑟

𝑁𝑃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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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Ft 為第 t 年之淨現金流量(t 為年期)，即現金流入扣除現金
流出，r 為適用於本案之折現率、n 為本計畫預估開發及營運期限。若
加總得出之計畫淨現值(NPV)大於等於 0，即表示該計畫具有投資價值
或財務可行性，計畫淨現值(NPV)越高，則表示該投資計畫越具投資吸
引力。
(三)內部報酬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內部報酬率(IRR)係指使各年期計畫現金流量淨現值等於 0 時之折
現率，當該計畫內部報酬率大於資金成本率時，即代表此計畫具有投資
價值，其數值愈高，則表示該項投資計畫更具吸引力。計算公式如下：
𝑁𝑃𝑉

CFt
1 𝐼𝑅𝑅

0

(四)折現後回收年期(Discounted Payback period, DPB)
折現後回收年期(DPB)用以對各期的現金流量按預定的貼現率折
現，並計算出累計的折現現金流量總額超過初始投資額的時間，即將現
金流量折現後，計算累積淨現金流入現值等於 0 所需之年數。試算公
式如下：
PV CFt

0

式中 PV(CFt)為第 t 年之淨現金流量現值。T：折現後回收年期。
當計畫回收年期越短時，即代表此計畫具有投資價值、更具吸引力。
二、財務分析參數假設
(一)基準年
指計畫淨現值的基準年度，即以興建期開始年度為基準年。本計
畫平寮段基地為桃園第二波社宅儲備基地，經本計畫分析評估後，為中
壢 4 處社宅基地(包含北富台、南富台、福德段及平寮段基地)中之中長
期推動基地，惟考量中壢 1 號 1,010 戶社宅將於民國 111 年完工營運，
因此為避免社宅興建財務及營運之競合，並且配合基地東側八德公墓之
遷葬綠美化作業與捷運綠線延伸線之規劃興建，故建議本案平寮段基地
可於民國 115 年後動工興建，並以此為財務評估基準年。
(二)評估年期
評估年期指興建期間及營運年期，本計畫評估年期設定為 53 年，
其中興建期間為 3 年，包含規劃設計、申請建照、營建期、申請使照
及招租準備期，另營運期間則為 50 年。
(三)土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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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平寮段基地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與國有財產署共有 1/2 之
國有土地，經測量分割後國有財產署持有部分面積，已依「住宅法」及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不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無償撥
用予桃園市政府興建社會住宅，故本計畫土地取得成本為 0 元。
(四)折現率
1.市府直接興建
本案倘以市府直接編列預算興建，依「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融資利息及非自償性經費申請補助作業須知」之折現率計算標準為
1.5%，故本計畫折現率採 1.5%計算。
2.促參 BOT 模式招商興建
若採促參 BOT 方式招商投資興建，則民間投資人將考量其自有資
金、融資資金成本，以評估計畫折現率。參酌目前建築融資條偉，本
計畫設定投資人自有資金比率 40%、融資比率 60%，其自有資金權
益報酬率假定為 8%(依促參司公告之促參標準作業流程及重要工作
事項檢核表中針對股東要求報酬率，建議國內案例參數範圍為
8%-12%)，另融資利率則參考 107 年 6 月五大銀行資本性支出貸款
利率 1.833%，加計風險調整為 2.0%。
折現率以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估算，計算式如下：折現率=
融資比例 40%×融資利率 2.0%＋自有資本比例 60%×權益資金報酬
率 8.0%*(1-營利事業所得稅率 20%)=4.16%。
表 6-5 折現率評估表
開發興建模式
市府直接興建

折現率
1.50%

說明
依「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融資利息及非自償性
經費申請補助作業須知」標準，以1.5%計算。
加權平均資本成本(WACC)= 融資比例40%×融資

促參BOT招商興建

4.16%

利率2.0%＋自有資本比例60%×權益資金報酬率
8.0%*(1-營利事業所得稅率20%)

(五)融資條件
融資條件包含貸款利率與貸款年期，其中貸款年期分為寬限期及
還款期。以下分別說明直接興建、促參 BOT 之融資條件：
1.市府直接興建
本計畫採市府直接興建時，桃園市政府將依內政部「成立社會住
宅融資服務平臺方案」申辦低利貸款，其貸款利率上限不得高於借貸
當日「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目前為 1.095%)，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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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將以目前利率 1.0%計算，興建期由中央補助融資利息，營運期採
採 5 年期借新還舊，貸放期間繳息、期滿還本方式攤還。
2.促參 BOT 式招商興建
另採 BOT 時，融資利率參考 107 年 6 月五大銀行資本性支出貸
款利率 1.833%，加計風險調整為 2.0%，貸款年期為 15 年，前 3 年
(興建期)為寬限期僅繳息，其後以本息均攤方式償還。
表 6-6 融資條件表
開發興建模式

貸款年利率

還款方式

市府直接興建

1.00%

5年期借新還舊

促參BOT招商興建

2.00%

15年期，本息均攤，3年寬限期

(六)通貨膨脹率
1.消費者物價
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臺灣民國 70 年至
107 年間，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平均上漲率約 1.59%，考量近年物價上
漲率減緩，故本計畫建議調整以 1.50%作為本計畫各項營運項目(如
物業管理費等)之費用上漲率。
2.營造物價
依「桃園市公營(社會)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
結報告書」(107.03)，其營造工程物價率係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的營
建工程物價指數民國 81 年至 104 年間的年平均上漲率 2.87%為標準；
本計畫依循其估算標準，並進一步查詢主計處總體統計資料庫，民國
81 年至 107 年間營建工程物價指數之平均年增率為 2.53%。
惟細究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尚包含各類營造工程材料類(包含水泥、
金屬、機電等)及勞務類之綜合內容，考量本案社宅營運階段之重置內
容主要為機電設備，故另查詢民國 81 年至 107 年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機電設備類平均年增率為 1.95%，考量 50 年營運期調整為 2%為本
案機電設備重置成本之物價調整率。
(七)租金及管理費調整率
依「桃園市公營(社會)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結
報告書」(107.03)，其租金上漲率係依主計處公布民國 71 年至 104 年
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年平均上漲率 1.52%為標準，規劃租金每三年
調漲反應物價，故每三年調漲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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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依循其估算標準，更新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民國 70 年至
107 年房租類指數年平均上漲率約 1.46%，並配合桃園市社宅一般戶
租賃期限，每三年調漲 4.38%。
(八)地價調整率
依「桃園市公營(社會)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結
報告書」(107.03)，其地價上漲率係參考各行政區 99 年至 102 年歷史
資料，推估地價上漲率每 3 年上漲 14%。
本計畫另以基地範圍周邊土地，民國 80 年至 107 年之公告地價
資料估算，27 年間之公告地價年平均上漲率約為 3.95%，惟考量近期
地價已呈下修趨勢，故調整修正為地價年增率為 3.5%。另依 105.05
修正後平均地權條例第 14 條：「規定地價後，每二年重新規定地價一
次。」，故本計畫假設以未來每 2 年調漲 7.0%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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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成本及收益評估
本計畫推動成本包含評估規劃階段、興建階段及營運管理階段，以下以
容積率300%之總樓地板面積為基礎，分別說明各費用、收入內容：
一、評估規劃階段
本計畫平寮段基地之先期評估規劃由桃園市政府編列預算或申請中央
營建署補助，依營建署社會住宅先期規劃作業補助標準及案例，評估規劃
費用以 150 萬元為標準。
若後續採促參 BOT 開發興建，則將另行辦理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依本計畫規模及屬性，參酌相關促參先期規劃及可行性評估案預算，評估
規劃費用為 300 萬元。
二、興建成本評估
(一)營造工程費用
桃園市社會住宅建築需求之規格(如房型、樓層等)、標準(綠建築、
智慧建築、耐震標章、無障礙空間等)及設施設備(如家俱等)，與一般住
住宅內容有所差異，且尚應考量工程採購規範，故其營造工程費用之估
算，與一般市場行情有所差異。
本計畫以現階段桃園社宅新建工程招標計算標準，採「桃園市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之「附件三、營建
單價基準」鋼筋混凝土構造為標準，估算本案營造工程費用。該營造單
價內容包含建築工程、機電工程、勞工安全衛生費、空氣污染防制費、
施工稅捐、利潤及管理費；不包含特殊大地工程、建築設計費、鑑界費、
鑽探費、建築相關規費，以及綠建築、智慧建築、提高耐震能力相關設
施、設備與公共藝術等費用。
表 6-7 「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營建單
價基準表(鋼筋混凝土)

構造別
總樓地板面積(坪)
6-10層
11-15層
16-20層
21-25層
26-30層
31層以上

未滿2,300
95,100
106,900
117,100
128,300
140,700
153,900

鋼筋混凝土
2,300以上-未滿7,800
92,300
103,700
113,700
124,600
136,600
149,400

註：表內單位為：元/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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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提供「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基準」
及「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表：分
項說明一、營建單價基準」作為本計畫營造單價對照參考。
表 6-8 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基準

註：表內單位為：元/平方公尺。

表 6-9 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營建單價基
準表(鋼筋混凝土)

註：表內單位為：元/坪。

承上，本案社宅建築尚應符合綠建築銀級、智慧建築合格級、耐
震標章，並設置公共藝術，另本案尚規劃於屋頂設置太陽能板，並附有
簡易家俱、家電，故上述所列之營造單價應另外附加相關成本費用。
其中，綠建築銀級、智慧建築合格級部分，依「108 年度共同性
費用編列基準表」，分別加計 2%、3%費用；提高耐震能力並耐震標
章費用則加計 3%；公共藝術部分則依「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 9 條第
一項：「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
價百分之一。」，以加計 1%計算；再則簡易家俱、家電及太陽能板則
加計 1%；合計全案營建費用以「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
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之營建單價基準再加 1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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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之「附件三、營建單價基準」之物價基準日為 106 年 8 月，其應再依
「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變動進行物價調整，惟若指數增
減率之絕對值在 2.5%以內者不予調整。經計算後本計畫營造單價應加
計 1.7255%。
本計畫平寮段基地規劃興建地上 12 層、地下 2 層社宅建築(以容
積率 300%為例)。依「桃園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
目及金額基準」之「附件三、營建單價基準」營建費用=總樓地板面積
×工程造價，其中總樓地板面積為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
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之總和，不計入依法設置的遮陽板、陽臺、屋簷、
雨遮或花臺等之面積。本案營造工程樓地板面積(不含陽台)約
10,212.01 坪，其營造單價(不含規劃設計費用)為 112,570 元/坪。
表 6-10 營造工程費用估算表
基地

項目
地上層

平寮段

營造單價(註)

加計10%後

營造費用

(坪)

(元/坪)

單價(元/坪)

(元)

7,694.57

102,336

112,570

866,177,745

147.02

102,336

112,570

16,550,041

2,370.43

102,336

112,570

266,839,305

10,212.01

102,336

112,570

1,149,565,966

屋突
地下層
總樓地板面積

面積

註：原營造單價物價基準日為106年8月，表內單價已依「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
變動調整。

(二)建築設計、監造及專案管理 PCM 費用
本計畫採直接興建方式者，將委託專業廠商進行專案管理(含監造)，
並採統包模式發包建築工程及設計；採促參 BOT 方式者，則按一般民
間建築設計(含監造)與營造模式進行。以下分別就直接興建與促參 BOT
方式，按各別標準估算本案建築設計監造及專案管理費用：
1.市府直接興建方式
市府直接興建應依採購法辦理相關勞務服務採購，依桃園市第一
波社宅開發案例，本案後續將辦理專案管理(含監造)服務採購，再採
統包方式辦理建築設計及營造工程。
本案專案管理(含監造)費用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之「機
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106.03.31 修訂)第 29 條標準
計算。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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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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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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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所需工程管理費、承包商辦理工程之各項利息、保險費及招
標文件所載其他除外費用。」，即前項估算之建造工程費用。
再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附表四、工
程專案管理（含監造）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參考表」估算本
案專業管理(含監造)費用約 42,301,979 元，該費用包含「壹、可行性
研究、規劃、設計、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費用約 17,894,792
元、「貳-一、建築物工程監造」費用約 24,407,187 元。
表 6-11 工程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分比上限參考表
壹、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
建造費用（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附 註

一、 建築物工程分類同附表一之分
類。第五類之監造服務費用比照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編列，或比照
超過三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一‧七
第四類辦理。
超過五億元至十億元部分
一‧四
二、 本表所列服務費用占建造費用
之百分比，應分段計算，並為其
超過十億元部分
一‧二
上限參考。
貳-一、建築物工程監造
三、 專案管理廠商受委託辦理本辦
法第七條之監造業務，有關施工
建築物工程分類建造費用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
（新臺幣）
之服務費用，不應重複支領。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四、 工程專案管理含監造者，其服務
費用百分比上限，建築物工程係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三‧八 四‧一 四‧四
四‧六
本表「壹、可行性研究、規劃、
超過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部分 三‧六 三‧八 四‧二
四‧四
設計、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
超過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三‧一 三‧三 三‧七
三‧九
及「貳-一、建築物工程監造」
二者加總後，作為其上限參考﹔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二‧六 二‧八 三‧一
三‧三
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二‧一 二‧四 二‧六
二‧八
則係本表「壹、可行性研究、規
劃、設計、招標、決標之諮詢及
超過五億元部分
一‧六 一‧八 二‧二
二‧四
審查」及「貳-二、公共工程（不
貳-二、公共工程（不包括建築物工程）監造
包括建築物工程）監造」二者加
總後，作為其上限參考。
建造費用（新臺幣）
服務費用百分比上限（％）
五、 與同一服務契約有關之各項工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四‧六
程，合併計算建造費用。惟如屬
超過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部分
四‧四
分期或分區或開口服務契約之
分案工程施作，且契約已明訂依
超過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三‧九
分期或分區或開口服務契約之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三‧三
分案工程給付服務費用者（但不
包括同一工程之分標採購案），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二‧八
不在此限。
超過五億元部分
二‧四
三億元以下部分

一‧九

表 6-12 總費用明細表
項目

費用估算

專業管理

17,894,792

工程建造

24,407,187

合計

42,30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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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參 BOT 模式招商興建
採促參 BOT 模式招商興建，將由民間廠商負責設計監造，其建築
設計及監造費用依「桃園市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及「桃園市建築師
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表」，按公共及高層建築、RC 結構工程造價
10,100 元/m2 標準計算。經估算後，本案採 BOT 模式開發之建築設
計監造費用為 29,331,022 元。
表 6-13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建築師酬金標準表
種 別
建築物類別

一般建築
簡易倉庫、普通工廠、
四層以下集合住宅、店
舖、教室、宿舍、農業
水產建築物及其他類
似建築物。

公共及高層建築
禮堂、體育館、百貨公
司、市場、運動場、冷
凍庫、圖書館、科學
館、五樓以上辦公大
樓、公寓、祠堂公館、
電視電台、遊樂場、兒
童樂園、郵局、電訊
局、餐廳、一般旅館、
診所、浴場、攝影棚、
停車場及其他類似建
築物。

特殊建築
高級住宅別墅、紀念
館、美術館、博物館、
觀光飯店、綜合醫院、
特殊工廠及其他類似
建築物。

總工程費新台
幣三百萬元以
6.5%至9.00%
7.0%至9.00%
8.0%至9.00%
下部分
總工程費新台
幣三百萬至一
5.5%至9.00%
6.0%至9.00%
7.0%至9.00%
酬
千五百萬元部
金
分
百
總工程費超過
分
新台幣一千五
率
5.0%至9.00%
5.5%至9.00%
6.5%至9.00%
百萬至六千萬
元部分
總工程費超過
新台幣六千萬
4.5%至9.00%
5.0%至9.00%
6.0%至9.00%
元以上部分
備註：
(1) 本表經本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決議，已自行依內政部72.10.20台內營自第177214號函
核定之下限部分提高一個百分點。
(2) 依本會第十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台灣省政府建設廳87.02.09八七建四字第
030242號函辦理，總工程費之計算自88.1.1起工程造價將陽台、花台之工程費納入。
(3) 陽台、花台之工程費納入工程費計算之公式如下：工程造價＝（樓地板面積＋陽台＋花台）
×單價。

三、營運成本評估
參考一般民開發經驗及內政部「鼓勵民間興辦社會住宅執行策略之研
究」建議，營運階段成本包含長期維護管理、設備重置、行政管理費用及
稅賦(含房屋稅、地價稅)等，另若採促參 BOT 模式開發，則尚包括地租及
開發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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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業管理費用
依桃園市社宅新建推動案例，社宅之營運管理及相關清潔、保全
與維護作業將委由民間物業管理廠商負責，依「桃園市公營(社會)住宅
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結報告書」(107.03)所列，一般住
宅物業管理支出項目包含定期電梯保養、清潔人員、保全人員、定期水
電檢查、行政費用、定期消防安檢、水塔清潔，約為每坪 42~55 元之
間；因社會住宅需額外配置租戶管理人員，含法務兼帳務人員、工務人
員及租戶管理師，預估需額外支出約每坪 53 元，故本案每坪物業管理
支出設定為 110 元/坪/月，並按總樓地板面積計算費用，另依前述物
價膨脹率評估，物業管理費用以每年調漲 1.50%為標準評估。
表 6-14 物業管理費用評估表
建築面積(坪)

費用率(元/坪/月)

10,980.98

每年物管支出(元)

110

14,494,897

(二)保險費用
參考「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106.03)及「桃園市公營(社會)
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結報告書」(107.03)所列，火
災及地震保險費以每年 80 元/坪為標準。
表 6-15 保險費用評估表
建築面積(坪)

費用率(元/坪/月)

10,980.98

每年物管支出(元)
80

878,479

(三)重置費用
重置費包含室內裝修、機電設施等更新，本案依「桃園市公營(社
會)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結報告書」(107.03)，以
不動產估價師全國聯合會第 5 號公報為標準，重置費用為每年提撥工
程成本之 1.0%。另依前述營造物價上漲率分析，後續重置費用將隨營
建工程物價上漲每年調漲 2.0%。
(四)稅賦
1.房屋稅及地價稅
(1)徵收標準
本案之房屋稅及地價稅依桃園市房屋稅及地價稅徵收計算標
準如下：
A.房屋稅
房屋稅係以房屋核定現值為基礎計算，依「桃園市簡化評
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之「附件一、用途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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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本計畫鋼筋混凝土(RC)構造之社宅建築規劃有住宅、辦公
廳(室)及店舖，屬第三類用途。
再按「桃園市房屋標準單價表」
，本計畫平寮段基地之房屋
2
標準單價為 7,120 元/m ，依「桃園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
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第 10 點：「房屋之夾層、地下室(層)，
按該房屋所應適用之標準單價八成核計」，另第 18 點：「政府
興建之六層樓以上之國民住宅，按同構造住宅類之房屋標準單
價逐層遞減 2%，以遞減至 30%為上限。」
，即本案平寮段東、
西基地社宅建築之房屋核定現值估算如下：
表 6-16 房屋稅房屋現值估算表
項目
地上層

地下層

社宅基地

平寮段基地
12F/B2F

樓地板面積(m2)
房屋核定單價(元/m2) (註)
房屋現值(元)
樓地板面積(m2)
房屋核定單價(元/m2) (註)
房屋現值(元)
合 計

28,464.64
6,336.80
180,374,717
7,836.13
5,696
44,634,609
225,009,326

註：房屋單價已依「桃園市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要點」第10、18點計算調整

依「桃園市房屋構造別代號暨折舊率對照表」104 年 7 月
1 日以後建造完成者，鋼筋混凝土(RC 造)建築折舊率 1.17%、
耐用年數 60 年、殘值率為 29.8%；再查「桃園市房屋街道等
級調整率表-中壢區」，基地之調整率為 120%。
依「桃園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第 2 條，本案社宅屬
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部分，其房屋稅率為稅率 1.2%；店舖部分
則屬非住家用之營業場所，稅率為 3%；而地下停車場部分，
因對外營業出租收費，依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相關解釋，其
應按非住家非營業用稅率%課徵房屋稅。
房稅稅應納房屋稅=核定單價×面積×(1-折舊率×經歷年
數)×地段率×稅率，則本案首年應繳之房屋稅估算如下：
表 6-17 房屋稅估算表
社宅基地

平寮段基地
12F/B2F

項目
公益出租使用面積(m2)
核定單價(元/ m2)
折舊率
地段率
稅率

27,370.42
6,336.80
1.17%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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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元)

2,497,549

店舖使用面積
公益出租使用面積(m2)
核定單價(元/ m2)
折舊率
地段率
稅率

1,094.21
7,120
1.17%
120%
3%
280,469

停車場使用面積
公益出租使用面積(m2)
核定單價(元/ m2)
折舊率
地段率
稅率

7,836.13
5,696
1.17%
120%
2%
1,071,231

合計(元)

3,849,249

B.地價稅
本案基地為公有土地，地價稅係按申報地價(即公告地價)，
再依土地稅法第 20 條按基本稅率 1%計算，故本案基地面積共
7,149.27m2，依目前平均申報地價 6,964 元/m2 計算，地價稅
為 497,874 元，後依前述地價上漲率分析假設，以每 2 年調漲
7.0%為標準評估。
(2)免徵優惠
依住宅法第 22 條：
「社會住宅於興辦期間，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課徵之地價稅及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免」，再依「桃園市社
會住宅興辦與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
(107.06)第 3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社會住宅興辦期間，免
徵地價稅及房屋稅：一、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第七款或第八款規定興辦。二、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或第五款規定興辦。」
再則，依「桃園市社會住宅興辦與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減免
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治條例」(107.06)第 6 條：
「依本法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興辦社會住宅者，地價稅自社會住宅興辦機關興辦
計畫經核定，並取得或租用土地之日起減免；房屋稅自社會住宅興
辦機關興辦計畫經核定，並取得使用執照之日起減免。」，另同自
治條例第 10 條：
「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興辦社會住宅者，
地價稅及房屋稅自本府核准營運之日起減免。」
承上，本案採直接興建者屬住宅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另
採促參 BOT 者則屬住宅法第 19 條第 2 項第 1 款，其房屋稅及地
價稅得依規定免徵，免徵期限依自治條例第 5 條規定為 5 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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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期限自 106 年 1 月起，得延長一次至 116 年 1 月止，合計減
免最多 10 年。本案將以上述標準評估社宅興辦期間之房屋稅及地
價稅，另採 BOT 模式開發者，地價稅應由市府土地管理機關繳納。
2.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
依住宅法第 22 條：「第一項社會住宅營運期間作為居住、長期
照顧服務、身心障礙服務、托育服務、幼兒園使用之租金收入，及依
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項第四款收取之租屋服務費用，
免徵營業稅。」
另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若採促參 BOT 模式開發，依促參法第
36 條：「民間機構得自所參與重大公共建設開始營運後有課稅所得
之年度起，最長以五年為限，免納營利事業所得稅」，103 年促參法
施行細則修正已增列社會住宅為社會福利設施，符合 5 年免徵規定。
(五)地租
本案平寮段基地係由國有財產署依住宅法，無償撥用予桃園市政
府作為興建社會住宅，故若採市府直接興建方式，則無須支付地租。
若採促參 BOT 模式招商興建，則投資人將給付地租予市政府，則
地租金額依「桃園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106.08)
第 9 點：「按當年度土地申報地價年息 3%至 5%計算」，本案設定為
申報地價之年息 3%計算。
(六)開發權利金
「開發權利金」部分則參考財政部「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
權利金設定及調整參考原則」第 2 點：「依促參法辦理之個案(以下簡
稱促參案)，其核心價值為提升公共服務水準，主辦機關基於推動促參
案政策目標，秉持風險分攤、利潤共享原則，視個案財務可行性，衡酌
是否收取權利金，並不以收取權利金為促參案推動目的。促參案倘經評
估後無收取權利金空間，可採納民間機構提供之公益措施，以符合政策
目的需求，並維公共利益及兼顧社會觀感」。
本案若採促參 BOT 模式招商興建，則參酌新北市青年宅案例，其
為提其財務可行性，僅象徵性收取 100 萬元開發權利金。本案中壢龍
岡地區之租金收益尚較新北三重、中和低，建議可降低開發權利金，而
為支付促參 BOT 之先期規劃及可行性評估費用，建議可收取 300 萬元
開發權利金。
表 6-18 營運成本項目及內容表
項目
物業管理費用

內容
費率110元/坪，每年調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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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保險費用
重置費用

內容

備註

營業稅

費率80元/坪
總工程費用1.0%，按年提撥，每年調漲2.0%
1. 最多減免10年
2. 減免起算日：
 直接興建：自興辦計畫經核定日
 促參BOT：自核准營運日
3. 房屋折舊率：1.17%
4. 街道調整率：120%
5. 稅率：
 社宅、公益設施：1.2%
 店舖：3%
 停車場：2%
1. 最多減免10年
2. 減免起算日：
 直接興建：地價稅自取得土地日
 促參BOT：自核准營運日
3. 公有土地稅率1%，地價每2年調漲7%
免徵

營利事業所得稅

5年免徵

房屋稅

地價稅

申報地價年息3%

地租
開發權利金

300萬元

依住宅法、桃園市房屋稅徵
收率自治條例規定、桃園市
社會住宅興辦與公益出租人
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及房屋
稅自治條例

依住宅法、土地稅法、桃園
市社會住宅興辦與公益出租
人出租房屋減免地價稅及房
屋稅自治條例
依住宅法
依促參法，採促參BOT興建
營運者
採促參BOT者，採市府直接
興建則不計
採促參BOT者

四、營運收入評估
本計畫平寮段基地擬規劃興建 1、2、3 房型住宅單元、店舖及地下停
車位等，後續營運收入包含住宅單元、停車場及店舖租金，以及管理費等。
(一)社會住宅租金
經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本計畫平寮段基地周邉住宅
大樓 2 樓以上租金價格落差甚大，約為 330~480 元/坪/月，另檢視鄰
近中壢一號社宅平均每月租金為 457 元/坪。
由於平寮段基地鄰近桃園捷運綠線延伸線場站及大型公園用地，
未來周邊環境條件佳，因此綜合考量評估基準年(115 年)物價及基地區
位等因素，本案平均租金單價設定為 420 元/坪/月。
表 6-19 平寮段基地周邊住宅租金成交案例表
項目

參考案例1

參考案例2

參考案例3

地址

中山東路三段61~90號

仁慈路91~120號

後寮二路201巷1~30號

價格型態

承租租金

承租租金

承租租金

建物租金價格
價格日期
屋齡(年)
建物樓層

總價15,000元
105年01月
8
24F

總價12,200元
106年10月
24
16F

總價11,000元
106年10月
15
1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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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參考案例1

參考案例2

參考案例3

比較標的樓層
10F
8F
建物面積
40.67坪
25.46坪
建物租金單價
369元/坪/月
479元/坪/月
備註
各案例位置請見：平寮段社會住宅租金參考案例位置圖

3F
33.32坪
330元/坪/月

本案規劃興建社會住宅共計 160 戶，其中一房型 8 戶、二房型 74
戶、三房型 78 戶，合計租賃面積(含公設)約 7,213.49 坪，租金訂為市
價*80%，假設全部出租則社宅之月租金收入約 2,423,732 元。
表 6-20 平寮段社宅單元月租金收入評估表
項目
一般戶
弱勢戶
合計

面積(坪)
5,049.44
2,164.05
7,213.49

月租金(元/坪)
336
336
336

月租金收入(元)
1,696,613
727,120
2,423,732

註：上表為假設滿租情境之月租金收入。

(二)店舖及公益設施租金
經查詢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資料，本案平寮段社宅之店鋪
租金，依臨路條件區分為非面臨中山東路三段及面臨中山東路三段兩種。
其中非面臨中山東路三段者，1 樓店鋪租金約為 720~800 元/坪/月，
面臨中山東路三段者則 1,000~1,300 元/坪/月，另周邊中壢一號社宅
之店舖平均租金為 1,107 元/坪/月。本案平寮段基地面臨中山東路，且
鄰近桃園捷運綠線延伸線場站，因此綜合考量區位及周邊環境等因素，
本案店舖每月租金設定為 1,050 元/坪。
另參考「桃園市公營(社會)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
總結報告書」(107.03)之中壢一號之租金為每月 867 元/坪，考量本案
規劃之市民活動中心、幼兒園等設施之區位及周邊環境成熟度等因素，
其租金設定為每月 820 元/坪。
表 6-21 平寮段社宅周邊店鋪租金成交案例表
項目
參考案例3
參考案例4
參考案例5
地址
後寮一路91~120號
龍東路421~450號
龍東路225巷189弄1~30號
價格型態
承租租金
承租租金
承租租金
建物租金價格
總價22,000元
總價32,000元
總價16,000元
價格日期
104年07月
106年03月
105年10月
屋齡(年)
19
36
2
建物樓層
13F
2F
14F
比較標的樓層
1F
1F
1F
建物面積
27.68坪
44.35坪
21.26坪
建物租金單價
795元/坪/月
722元/坪/月
753元/坪/月
備註
各案例位置請見：平寮段社會住宅租金參考案例位置圖
項目
參考案例7
參考案例8
參考案例9
地址
中山東路三段61~90號
實踐路1~30號
龍昌路451~480號
價格型態
承租租金
承租租金
承租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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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租金價格
總價45,000元
總價40,000元
總價8,000元
價格日期
106年04月
104年12月
105年05月
屋齡(年)
9
29
2
建物樓層
24F
2F
15F
比較標的樓層
1F
1F
1F
建物面積
34.68坪
35.97坪
7.87坪
建物租金單價
1,298元/坪/月
1,112元/坪/月
1,017元/坪/月
備註
各案例位置請見：平寮段社會住宅租金參考案例位置圖

圖 6-1 平寮段社會住宅租金參考案例位置圖
本案初步規劃 1 樓店舖面積(含公設)約 331.00 坪、1 樓公益設施
面積(含公設)約 355.94 坪，2 樓公益設施面積(含公設)約 900.70 坪，
則本案店舖及公益設施月租金收入合計約 1,377,997 元。
表 6-22 平寮段社宅店舖及公益設施月租金收入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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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F 店舖
1F 公益設施
2F 公益設施
合計

面積(坪)
331.00
355.94
900.70
1,587.64

月租金(元/坪)
1,050
820
820
868

月租金收入(元)
347,550
291,871
738,576
1,377,997

註：上表為假設滿租情境之月租金收入。

(三)停車位租金及清潔費
經調查本基地鄰近之桃園市立圖書館龍岡分館地下停車場，汽車
停車位月租金水準為 1,800 元/位/月，考量區位及周邊市場因素，本計
畫停車位租金訂為 1,800 元/位/月，另收取清潔費 100 元/月。
經探詢臺北市公宅營運經驗，承租戶租用汽車停車位比率不足 5
成，惟本案考量基地周邊公共運輸及交通習慣，本計畫設定住戶承租停
車位比率為 65%，即 114 個汽車停車位，並以優惠價格每月 1,500 元
/位)租賃予住戶使用，剩餘 62 個汽車停車位則以市價出租予周邊鄰里
民眾使用。另本案機車停車位均供社宅住戶使用，不另外收取租金，惟
收取清潔費 50 元/月。
表 6-23 平寮段停車位月租金及清潔費收入評估表
項目

出租對象

汽車停車位
機車停車位

數量(位)

月租金(元/位)

清絜費(元/位)

月租金收入(元)

社宅住戶

114

1,500

100

183,040

周邊民眾

62

1,800

100

117,040

社宅住戶

221

-

50

11,050

合

計

311,130

註：上表為假設滿租情境之月租金收入。

(四)管理費
參酌「桃園市公營(社會)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
結報告書」(107.03)所列之管理費每月 63 元/坪。而本計畫汽、機停車
位已收取清潔費，故不再收取管理費。本案管理費收入估算如下表：
表 6-24 平寮段管理費收入評估表
收費面積(坪)(不含停車場)

費用率(元/坪/月)

8,801.13

每年管理收入(元)
63

6,653,656

註：上表為假設滿租情境之月租金收入。

(五)出租率
參酌「桃園市公營(社會)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
結報告書」(107.03)，本案社宅單元、店舖、公益設施及停車位等出租
率設定如下表：
表 6-25 平寮段社會住宅出租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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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社會住宅

出租率

一般戶

100%

弱勢戶

95%
第一年50%，之後每3

店舖或辦公室

店面、店舖或辦公室

公益設施

社福空間、集會中心等

100%

汽車停車位

95%

機車停車位

100%

停車位

備註

年上升5%，上限80%。

(六)呆帳率
參考「桃園市公營(社會)住宅投資財務自償性分析與融資規劃案總
結報告書」(107.03)，社宅及停車位呆帳率如下表。
表 6-26 平寮段社會住宅呆帳率一覽表
項目

社會住宅

停車位

類別

一般戶

弱勢戶

機車停車位

汽車停車位

呆帳率

5%

15%

5%

15%

(七)租金優惠
本計畫社會住宅依住宅法將提供 30%予弱勢戶並給予租金優惠，
其餘供符合限定條件之一般戶承租使用，其中弱勢戶由政府補貼 20%
租金，故弱勢戶實繳租金為市價*60%。內容如下：
表 6-27 平寮段基地社會住宅設施租金優惠一覽表
內容

優惠租金

租金補助

實繳租金

一般戶(70%)

-20%

0

市價*80%

弱勢戶(30%)

-20%

-20%

市價*60%

備註
補 助 20% 由 政 府 另 外
提供。

(八)非自償性經費補助
依行政院 106 年 3 月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畫」，為提高現有
資源效益，將「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補助工程費及用地有償撥用
費方式調整為補助地方政府興辦社會住宅興建及修繕期間融資利息，及
營運期間非自償性經費。
非自償性經費補助係按公告計畫之「自償率對照表」計算補助款，
惟採促參方式(如 BOT 等)興辦社會住宅不予補助，另有償撥用國有土
地經費，因土地無滅失減損價值問題，亦不予補助。
本案(容積率 300%)營運期間補助款計算為：每建坪成本×總樓地
板面積×(100%-自償率)，分 20 年期平均撥付。經估算本案每建坪租
金平均數為 380.86 元，查詢「自償率對照表」得本案對應之自償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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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每建坪成本為 114,430 元/坪，故營運期間補助款=114,430
元/坪×10,980.99 坪×(100%-89.0%)=138,220,973 元，分 20 年期平
均每期撥付 6,911,049 元。

表 6-28 平寮段社宅每建坪租金平均數估算表
(1)+(2)+(3)+
住宅
項目/性質

附屬設施

租金每月數額合計
(1)

(2)

一般戶

弱勢戶

(3)

(4)

計(元)(A)
樓地板面積小
計(坪)(B)

(店鋪)

1,785,908 690,764 1,030,447 347,550
5,049.44 2,164.05

每建坪租金平均
(A)/(B)

343.34

(6)地下室

(5)

社會福利 商業設施 其他設
服務設施

租金每月數額小

(4)+(5)+(6)

1,256.64

331.00

(1)+(2)+(3)+
(4)+(5)+(6)

施

樓地板面積合計
0

327,505

4,182,175

0.00

2,179.86

10,980.99

150.24

380.86

820.00 1,050.00

說明：
1. 租金數額未加計管理費。
2. 住宅租金平均數以市場租金水準70%為下限(已含弱勢戶併入平均)。
3. 附屬設施不含商業設施(店鋪)租金平均數以市場租金水準70%為下限。
4. 地下室為汽車、機車停車位租金或委外停車場業者權利金。
5. 本表租金每月數額合計係指出租率100%情形下所得之數額。
6. 樓地板面積合計係指社會住宅之建物總樓地板面積，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物，需與執照登
載面積一致。
7. 每建坪租金平均數=租金每月數額合計÷樓地板面積合計。
8. 如有辦理租金水準估價，請提供估價結果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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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9 自償率對照表

資料來源：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行政院106年3月6日院臺建字第1060004796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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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財務可行性評估
本計畫平寮段基地社會住宅依不同的開發強度及開發方式選擇，將有不同的
財務可行性，以下就法定容積率 1.5 倍(容積率 300%)為基礎，針對政府直接興
建及採促參 BOT 方法，評估其財務效益及可行性，以供桃園市未來推動平寮段
基地建興社會住宅之參考。
依前節內容，以下彙整直接興建及促參 BOT 之重要財務設定及參數，以清
楚比較其中差異：
表 6-30 平寮段基地社會住宅各開發方式財務參數一覽表
項目

直接興建

促參BOT

基準年

民國115年

評估期間

評估期53年：興建期3年、營運期間50年

土地成本(地租)

無

土地公告地價3%

開發權利金

無

300萬元

資本結構

融資100%

融資60%、自有資金40%

折現率

1.50%

WACC=2.0%×60%×(1−20%)+8.0%×40%=4.16%

重置費用

營造工程費1.0%按每年攤提，營造工程物價上漲率每年上漲2.0%
地價稅率：1%(地價上漲率每2年上漲7%)

稅捐

房屋稅率：社宅及公益設1.2%、店舖3%、停車場2%
註：地價稅、房屋稅減免最多10年(5年為期，得延長1次)。

營運成本

物業管理費：每月110元/坪
保險費：每年80元/坪
社會住宅租金：420元/坪/月(租金優惠80%)
店舖租金：1,050元/坪/月

租金與管理費

社福設施租金：820元/坪/月
管理費：63元/坪/月
汽車停車位租金：社宅住戶1,500元/位/月、周邊鄰里1,800元/位/月
停車位清潔費：汽車100元/位/月、機車50元/位/月
社會住宅(一般戶)：95%
社會住宅(政策戶)：100%

出租率

店舖：第一年50%，之後每3年上漲5%，上限為80%
社福設施：100%
汽車停車位：95%
機車停車位：100%
社宅一般戶：5%

呆帳率

社宅政策戶：15%
汽車停車位：5%
機車停車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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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可行性評估：容積率 300%
(一)直接興建
依前述相關基本設定及財務參數，本計畫平寮段基地若由市府直
接興建，經計算後淨現值(NPV)為負值、內部報酬率(IRR)則為 0.47%、
自償率(SLR)則為 77.70%，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於營運 50 年均
未轉為正值。
表 6-31 直接興建財務可行性指標彙整表
財務評估

評估數值

淨現值(NPV)

-257,600,532 元

0

內部報酬率(IRR)

0.47%

1.50%

IRR<1.50%，不具財務可行性

自償率(SLR)

77.70%

100%

SLR<100%，不具財務可行性

--

50年

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

評估基準

可行性說明
NPV<0，不具財務可行性

DPR>50，不具財務可行性

(二)促參 BOT 招商興建
本計畫若採促參 BOT 招商興建，經計算後淨現值(NPV)為負值、
內部報酬率(IRR)則為-0.25%、自償率(SLR)則為 35.91%，累積折現後
回收年期(DPB)於營運期間無法轉為正值。
表 6-32 促參 BOT 興建財務可行性指標彙整表
財務評估

評估數值

淨現值(NPV)

-693,076,935 元

0

內部報酬率(IRR)

-0.25%

8.0%

IRR<8.0%，不具財務可行性

自償率(SLR)

35.91%

100%

SLR<100%，不具財務可行性

--

50年

DPR>50，不具財務可行時性

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

評估基準

可行性說明
NPV<0，不具財務可行性

(三)綜合評估
由前分析可知，無論採直接興建或促參 BOT 方式，本案平寮段社
宅均不具財務可行性，惟直接興建各項財務可行性評估指標較促參
BOT 方式為佳。然社會住宅係為重要國家住宅政策，直接興建方式財
務上雖不具百分之百自償能力，但並不表示該社宅無興辦價值，基於社
會整體利益下仍可投資興辦。
而由上述分析結果亦可知，促參 BOT 方式由於缺乏直接興建方式
的政府補助，且折現率要求較高，因此較直接興建更不具財務可行性，
此與國家發展委員會委外研究之「鼓勵民間興辦社會住宅執行策略之研
究」(104.03)結論相同，該研究建議由於社會住宅係屬公益性質，在營
利性質低的情形下，投資報酬率甚低，較難吸引民間參與投資興建、營
運，因此需要更多政府協助及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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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開發強度(容積率 400%)可行性
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8 條規定：「公有土地供作(…略)
社會住宅使用者，其容積得酌予提高至基準容積之一點五倍，經都市計畫
變更程序者得再酌予提高，惟不得超過基準容積之二倍。」，本案前已分
析提高至基準容積之 1.5 倍之財務可行性，倘後續因實際社宅供需或整體
政策需要，市府得考慮經都計變更程序提高本案興建開發樓地板面積及社
宅戶數。
以下即評估在容積率 400%之情境下，直接興建與促參 BOT 方式之財
務可行性：
(一)建築面積
本案若提高容積率至 400%，則經評估後東、西兩側基地之建築
樓層及各設施樓地板面積如下表：
表 6-33 容積率 400%建築面積表
基地
項目

平寮段基地
17F/B2F

1F店舖面積(坪)

307.82

1F公益設施面積(坪)

424.80

2F公益設施面積(坪)

992.61

3樓以下社宅面積(坪)

9,934.06

汽車停車位(位)

233

機車停車位(位)

225

總興建樓地板面積(坪)

14,496.42

一房一廳型(12坪)

11

二房一廳型(18坪)

101

三房一廳型(24坪)

113

合計

225

(二)財務可行性分析
承上，在其他財務假設及參數不變條件下，本案若以容積率 400%
興建開發，則財務可行性分析結果如下。
1.直接興建
經計算後，淨現值(NPV)為負值、內部報酬率(IRR)則為-0.03%、
自償率(SLR)則為 70.69%，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於營運 50 年
均未轉為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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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 直接興建(容積率 400%)財務可行性指標彙整表
財務評估

評估數值

評估基準

淨現值(NPV)

-487,205,417 元

0

內部報酬率(IRR)

-0.03%

1.50%

IRR<1.50%，不具財務可行性

自償率(SLR)

70.69%

100%

SLR<100%，不具財務可行性

--

50年

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

可行性說明
NPV<0，不具財務可行性

DPR>50，不具財務可行性

2.促參 BOT
經計算後淨現值(NPV)為負值、內部報酬率(IRR)則為-0.96%、
自償率(SLR)則為 29.54%，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於營運期間無
法轉為正值。
表 35 促參 BOT(容積率 400%)興建財務可行性指標彙整表
財務評估

評估數值

評估基準

淨現值(NPV)

-1,096,002,801 元

0

內部報酬率(IRR)

-0.96%

8.0%

IRR<8.0%，不具財務可行性

自償率(SLR)

29.54%

100%

SLR<100%，不具財務可行性

--

50年

DPR>50，不具財務可行時性

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

可行性說明
NPV<0，不具財務可行性

3.綜合分析
經估算分析，本案若提高容積率 400%興建開發，則無論採政府
直接興建或促參 BOT 招商開發，其均不具財務可行性。另在容積率
400%開發情境中，其自償率(72.82%)尚於容積率 300%者(79.94%)，
細究容積率 300%、400%開發情境之差異，後者之營運收入及非自
償性經費補助雖增加，但由於建築樓層增加，地下層開挖變大，使興
建 成 本 隨 之 提 高 ， 其 營 造 單 價 (123,423 元 / 坪 ) 較 容 積 率
300%(112,570 元/坪)增加約 9.64%，另房屋稅等營運成本亦隨之增
加，進而造成整體財務可行性降低。
本案未來是否提高本案開發強度，尚須考量社宅整體供需及政策
需要等因素，惟就財務面向及高開發強度所增加周邊環境及公設等隱
性成本而言，其不建議採行。
三、納入國防部土地之財務可行性評估
平寮段社宅基地於分割、撥用前係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與國有財產署
各持分 1/2 共有之國有土地，後由桃園市政府依住宅法將國有財產署部分
土地申請無償撥用興建社宅。
而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管有之土地部分，係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列冊管理之眷改土地，而由於眷改基金屬特種基金，因此依「各級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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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因此若市府欲將國防部
土地部分併同本計畫興建社宅，則應申請「有償撥用」或「租用」。
表 6-36 平寮段眷改土地申請撥用租用相關法令規定檢討表
法規名稱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

內容

本計畫檢討

第8條政府為辦理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工

平寮段國防部政治作

作，應設置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以下

戰局管有之土地屬眷

簡稱改建基金）；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改基金列冊之眷改土
由行政院定之。(後略)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第3條本基金為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地。

以國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主管機關。
住宅法

第21條 (前略)主管機關依本法興辦社會

由於平寮段國防部政

住宅，需用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築物，

治作戰局管有土地係

屬應有償撥用者，得採租用方式辦理，其

屬有償撥用，市府另得

租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不受國有財產

向國防部申請租用興

法第四十三條有關租期之限制。租用期間

建社會住宅。

之地價稅及房屋稅，由主管機關繳納。但
社會住宅興建期間之租金得免予計收。
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務或公共所需公有不動

平寮段國防部政治作

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

產，依法申辦撥用時，以無償為原則。但

戰局管有土地係屬有

償劃分原則

下列不動產，應辦理有償撥用：

償撥用。

六、特種基金與其他機關間互相撥用之不
動產，且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二)住宅基金申請撥用特種基金以外之不
動產供興辦社會住宅使用。
辦理有償撥用不動產時，土地之取償，除

有償撥用價格係為核

法令另有規定外，以核准撥用日當期公告

准撥用日當期公告土

土地現值為準。

地現值。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

七、眷改土地出租之方式，包括逕予出租

申請租用之租金以當

內國有土地委託管理、經

及標租。以逕予出租方式辦理時，由承租

期公告地價總額年息

營、改良利用、租賃及借

者擬具租用計畫書，敘明土地標的、承租

10%計價。

用作業要點

期間、使用項目、投資改良方案、財務計
畫等項目，向本局提出申請，經同意後以
契約定之。租金以承租眷改土地當期公告
地價總額年息百分之10計收。

為瞭解平寮段基地若納入眷改土地部分之財務可行性及效益，以下分
別針對採「有償撥用」及「租用」方式進行財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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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假設
平寮段基地分割前之土地面積為 14,298.53m2，國防政政治作戰
局與國有財產署各持分二分之一，經測量分割後，國有財產署無償撥用
予桃園市政府之土地面積為 7,149.26m2，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土地面積
為 7,149.27m2，兩者面積相差 0.01m2，差異甚小幾可視為相等。
本計畫若納入國防部眷改土地，則土地面積倍增，本計畫併入眷
改土地後，假設社宅房型比率、店舖、公益設施等均與原規劃內容相同，
而建築樓地板面積倍增，社宅、店舖及公益設施戶數、停車位等均為原
規劃設計之 2 倍。另納入「有償撥用」之土地費用及「租用」之土地
租金外，其他條件因素均不變，並以此假設基礎與原規劃方案進行比
較。
(二)以「有償撥用」方式納入眷改土地之財務可行性分析
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規
定，有償撥用之價格為當期公告土地現值，本計畫以107年度公告土地
現值估算，平寮段眷改土地有償撥用成本為265,865,009元。
表 6-37 平寮段眷改土地有償撥用成本評估表
面積(m2)

公告土地現值(元/m2)

地段

地號

平寮段

6

232.66

34,400

8,003,504

平寮段

7

1,557.61

34,400

53,581,784

平寮段

8

5,359.00

38,119

204,279,721

7,149.27

37,188

265,865,009

合

計

財務評估基準年(民國115年)地價調漲後

公告現值總值(元)

348,494,793

將眷改土地有償撥用金額納入現金流量表期初投資項後，各項財務
可行性指標計算結果如下表，淨現值(NPV)、內部報酬率(IRR)、自償率
(SLR)及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均顯示此方案不具財務可行性，且自
償率等各項指標相較於原始未撥用方案(容積率 300%)降低，表示納入
眷改土地所增加的社宅租金等收益，尚無法負擔眷改土地有償撥用成本
及營運成本。
表 6-38 以有償撥用方式納入眷改土地之財務可行性指標彙整表
財務評估
淨現值(NPV)

評估數值

評估基準

可行性說明

-799,580,357元

0

內部報酬率(IRR)

0.07%

1.50%

IRR<1.50%，不具財務可行性

自償率(SLR)

69.76%

100%

SLR<100%，不具財務可行性

--

50年

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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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租用」方式納入眷改土地之財務可行性分析
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總冊內國有土地委託管理、經營、改良利
用、租賃及借用作業要點」，眷改土地租金係以公告地價之 10%計價，
經查詢計算後，平寮段眷改土地年租金為 5,438,568 元。租金將再依地
價上漲率每 3 年調漲 14%。
表 6-39 平寮段眷改土地租金成本評估表
面積(m2)

公告地價(元/m2)

地段

地號

平寮段

6

232.66

7,000

162,862

平寮段

7

1,557.61

7,000

1,090,327

平寮段

8

5,359.00

7,810

4,185,379

7,149.27

6,964

5,438,568

合

計

土地租金(元)

將眷改土地租金額納入損益表營運支出項後，各項財務可行性指
標計算結果如下表，淨現值(NPV)、內部報酬率(IRR)、自償率(SLR)及
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均顯示此方案不具財務可行性，且自償率等
各項指標相較於原始未撥用方案(容積率 300%)降低，表示納入眷改土
地所增加的社宅租金等收益，尚無法負擔眷改土地租金成本。
表 6-40 以租用方式納入眷改土地之財務可行性指標彙整表
財務評估
淨現值(NPV)

評估數值

評估基準

可行性說明

-1,059,661,102元

0

內部報酬率(IRR)

-1.16%

1.50%

IRR<1.50%，不具財務可行性

自償率(SLR)

53.95%

100%

SLR<100%，不具財務可行性

--

50年

累積折現後回收年期(DPB)

NPV<0，不具財務可行性

DPR>50，不具財務可行性

三、財務可行性評估綜合說明
(一)採政府直接興建較具可行性
由前述可行性分析結果，平寮段基地若採市府直接興建方式開發，
在中央非自償性經費補助下，仍無法完全自償(自償率 77.70%)，惟若
考量整體社會利益及福祉，仍具有公共投資之效益。
而促參 BOT 招商模式，由於桃園中壢地區租金收益甚低，在缺乏
相關興建、營運補助狀況下，實不具備財務可行性，應無民間投資人願
意投資開發，有賴政府提供其他誘因或補貼，如低利長期融資方案、租
金市價補貼等，方有機會吸引民間投資參與。
(二)提高開發強度未能提升社宅財務效益
經分析容積率 300%、400%情境之財務可行性，兩者均不具財務
可行性，兩者相較容積率 400%之自償率(SLR)更低於 300%者。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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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主要差異在於營造成本的增加，因此若在提高開發強度的同時能嚴
格管控開發成本，則或許可提高其財務可行性。
(二)納入國防部眷改土地不具財務可行性
由財務分析結果可知，國防部眷改土地由於須以「有償撥用」或
「租用」方式方得以併同本計畫興建社宅，然其所增加之收益均無法負
擔土地撥用成本或土地租金，因此就財務分析角度，建議本計畫不納入
眷改土地併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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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敏感性分析與風險管理
本計畫社宅採市府直接興建尚具財務可行性，惟社宅之興建、營運尚有諸多
因素影響其財務可行性，以下將針對財務評估中之重要參數及假設等進行敏感度
及融資規劃分析，作為社宅興建計畫風險控管之參考。
一、租金調整與出租率之敏感度分析
本計畫社宅租金後續將由市府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估價師進行評估，
再以評估所得之市價租金，按社宅一般戶、社宅政策戶、店舖等訂定租金
標準，並且每 3 年重新估價調整。
本計畫目前假設之租金水準除參考市府研究資料外，亦經專業不動產
估價師檢討，因此租金評估應符合市場水準。惟本案之租金調整率係以主
計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房租類指數為基礎評估所得(假設每 3 年調漲
4.38%)，與實際每 3 年由不動產估價師評估有所差異。
以下表分析結果顯示，在租金調整率維持在每 3 年上漲 4.38%時，既
使出租率達 100%，自償率仍小於 100%；而出租率維持在原假設值(90%)
時，當租金每 3 年上調 6.38%，自償率即大於 100%，開發計畫得以百分
之百自償，且既使出租率降至 85%，自償率仍可達 90%以上。
因此，未來社宅營運期間在維持高出租率同時，仍可考慮配合市場租
金水準適度調漲租金；惟若因提高租金導致出租率下降，則可考慮針對住
戶採額外租金補貼方式，以提高計畫財務自償性。
表 6-41 租金調整與出租率敏感度分析表
租金調整率

1.38%

2.38%

3.38%

80%
85%
90%

23.37%
28.56%
33.76%

33.95%
39.53%
45.11%

45.57%
51.57%
57.57%

95%(原假設值)

38.95%

50.69%

出租率

100%
備註

4.38%

5.38%

6.38%

58.32%
64.78%
71.24%

72.33%
79.29%
86.26%

87.71%
95.23%
102.76%

63.57%

77.70%

93.22%

110.28%

40.87%
52.75%
65.78%
表內數值為自償率(SLR)

80.09%

95.80%

113.06%

(原假設值)

二、營造成本與租金調整之敏感度分析
營造成本為社宅興建最大之投入成本，亦為左右計畫財務可行性之關
鍵因素，就一般市場銷售及運作方式而言，營造成本多會反應在銷售價格
或租金上，營造成本越高，銷售價格或租金訂價應越高，惟社宅屬政府社
會福利政策一環，租金調整非單純依市場行情決定，尚須考量社會公平正
義及社宅政策延續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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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營造成本與租金調整敏感度分析表
租金調整率
營造成本
+10%(123,827元/坪)
+5%(118,199元/坪)

1.38%

2.38%

3.38%

30.62%
34.59%

41.29%
45.77%

53.00%
58.04%

+0%(112,570元/坪)

38.95%

50.69%

-5%(106,942元/坪)
-10%(101,313元/坪)
備註

43.78%
56.12%
49.13%
62.16%
表內數值為自償率(SLR)

4.38%

5.38%

6.38%

65.86%
71.50%

79.98%
86.29%

95.50%
102.54%

63.57%

77.70%

93.22%

110.28%

69.67%
76.45%

84.54%
92.14%

100.88%
109.37%

118.82%
128.31%

(原假設值)

依上表分析結果，在本案社宅以原設定之營造成本(112,570 元/坪)興
建時，若租金每 3 年上調 6.38%，則自償率可達 100%以上；而當租金維
持每 3 年調漲 4.38%時，則既使營造單價減少 10%(100,105 元/坪)，計畫
自償率雖逾 90%，但仍未達百分百自償，可知租金調整率對本社宅計畫財
務影響更勝於營造成本。
再細究之，當租金每 3 年上調 6.38%時，營造成本若上漲 10%(123,827
元/坪)亦將使自償率小於 100%；而本計畫測試若租金每 3 年可調漲 4.38%，
則營造單價降至約 96,078 元/坪時，計畫自償率即大於 100%。因此，本
案社宅在興建期嚴控營造成本同時，仍應於營運期間依租金市價水準適度
調整租金。
三、營造成本與出租率之敏感度分析
本 案 當 出 租 率 維 持 在 原 假 設 值 (95%) 情 境 下 ， 則 營 造 成 本 若 減 少
15%(94,061 元/坪)，則計畫自償率可逾 100%，此時若出租率降至 90%，
則自償率即低於 100%。
因此建議後續若預估租金難以按市價水準調整時，可考量於期初嚴控
營造成本，並規劃符合在地市場需求之住宅房型，同時加強宣傳或提供獎
勵、補貼，吸引民眾承租提高出租率，以提高本案社宅之財務可行性。
表 6-43 營造成本與出租率敏感度分析表
出租率

95%

80%

85%

90%

+10%(123,827元/坪)

48.24%

54.11%

59.99%

65.86%

68.03%

+5%(118,199元/坪)

53.04%

59.19%

65.35%

71.50%

73.78%

+0%(112,570元/坪)

58.32%

64.78%

71.24%

77.70%

80.09%

-5%(106,942元/坪)

64.16%

70.95%

77.75%

84.54%

87.05%

-10%(101,313元/坪)

70.63%

77.80%

84.97%

92.14%

94.79%

-15%(95,685元/坪)

77.87%

85.45%

93.04%

100.63%

103.44%

營造成本

備註

表內數值為自償率(S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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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營運管理
從中央住宅政策及各縣市政府興辦社會住宅，皆期許各建築都
能取得綠建築標章、無障礙住宅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及適當配置
太陽光電，可觀察出各機關皆相當重視社會住宅建築品質，除建築
品質要求外，能長期有效管理社會住宅才能維持建築品質及居住滿
意度，促使社會住宅社區能有秩序地運作，並強化社會住宅與既有
社區之融合，打破既往社會住宅封閉式社區之負面標籤，以得到居
住者及民眾肯定，本章節就營運管理規劃指導、管理模式、管理維
護機制、社區服務及特色參與計畫，四大方向提出本案社會住宅營
運管理之概念。
第一節 營運管理規劃指導
桃園市第一波自行興辦社會住宅陸續興建中，尚未實質進行開辦營運，
除依循現有「桃園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草案(107.03.23)，本案將借鏡台北
市、新北市等已有營運出租之社會住宅案例，作為本案提出營運管理概念之
參考，並以「桃園市住宅年度計畫及中程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總結報告」所
提永續經營社會住宅出租與管理維護策略內容，作為本案營運管理規畫之指
導，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因應桃園市城市特性，擴大招租對象之資格
桃園市 105 年度人口數約 210 萬，外縣市來桃園就學、就業人數約 13
萬，占 6%，建議未來社會住宅入住保障比例可設定為 5%。另建議可先挑
選幾處位於學校或大型醫療機構、產業園區周邊之社會住宅，針對其學校
或大型醫療機構、產業園區之宿舍需求了解，並與其單位討論合作可能性，
提供一定戶數作為學校或各機關之學生或員工宿舍，以確保社會住宅初期
規動可行性及租金收入穩定性。
二、社會住宅公共空間規劃，將以滿足住戶與鄰里間之社福與公共服務需求
社會住宅除提供良好環境，更重要的是具有肩負社區資源整合、生活
機能建立以及創造友善環境，因社會住宅的存在帶動整體周邊社區之發展。
桃園市社會住宅因具有足夠空間，市府能以較低的市場租金，提供青年創
業基地及藝術家工作室承租，輔導協助其創業，且因位於捷運站周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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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便利的交通將具有一定吸引力。透過多元公共空間的規劃，社會住宅將
能激發更多想像與增加不同特性的人員交流與連結。
三、建立社會住宅委外管理及住戶自我管理之機制
透過明定辦理出租作業時，與承出人簽訂租賃契約，並經公證程序。
此外，於租賃契約內則明定重大違規情形得終止租約，其他違規情形應與
記點。藉由「物業管理事務委外」及「扣分記點」制度，積極維護社會住
宅之租住品質及與座落社區之友良鄰里關係。
四、因應住宅相關業務擴充，逐步調整並增加市府人力編制
雖住宅發展處已有住宅服務科、住宅開發科及住宅規劃科三科室，專
責業務辦理，但人力編制落差懸殊，考量後續社會住宅將陸續開始興建、
包租包管業務招標及相關事務執行，再加上例行性租金補貼辦理、住宅相
關業務執行等，既有人力狀況已面臨人力編制明顯不足之困境，後續都需
要擴充相關人力資源予以因應，建議應逐步調整並增加市府相關人力之編
制。
五、建立桃園市住宅特色之建構與多元設計之鼓勵機制
建議桃園市可參考高雄市「高雄厝」之推動經驗、台中市推動「特色
建築通用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等方式，與建商合作，透過建築設計及回
饋相關辦法，以放寬免計容積的方式，刺激建築師設計靈感，融入通用設
計、綠建築設計以及融入當地特色等多元建築設計方式，並鼓勵建商投入，
帶動「桃園屋」之各種想像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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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理模式
依住宅法第36條：
「社會住宅之經營管理，得視實際需要，自行或委託物
業管理及相關服務業，提供文康休閒活動、社區參與活動、餐飲服務、適當
轉介服務、其他依入住者需求提供或協助引進之服務，並收取費用。」管理
方式可分為第一種為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直接管理或交由其他行政單位管
理，第二種為委託民間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物業管理公司)代為管理
或是NGO團體經營管理。
一、直接管理
由市政府統籌全部招租及管理維護事項，現有住宅發展處除推動社會
住宅之興辦業務外，未來待陸續社會住宅興建完成後之後續經營管理維護
等行政作業，恐有人力不足之現況，建議住宅發展處新設社會住宅管理委
會科(或小組)，除社會住宅招租作業外，全面落實營運管理事務，並依政府
採購法分項委託保全公司、清潔公司、機電公司、管理中心等，各別進行
發包及簽約，由住宅發展處負責各項管理工作之監督與執行。
二、委託物業管理維護公司
因社會住宅所有權屬為桃園市政府所有，同時考量社會住宅承租者資
格審查、配租等相關租賃行政作業涉及承租者個人資料隱私，建議由住宅
發展處自行主導辦理，其餘社區公共事務管理、公共設施及建物維護保養、
社區安全管理、清潔管理維護、建築修繕管理等，由住宅發展處為代表，
依政府採購法以統包方式委託物業管理公司，住宅發展處則需進行督導勞
務廠商執行社會住宅管理維護。
三、結合非營利組織
借鏡荷蘭社會住宅經營管理之經驗，係透過荷蘭住宅協會（Housing
Association），負責出租，且擁有社會住宅之產權及負責租賃之服務，住
宅協會的服務包括：協助老年人、身心障礙者的住屋需求、建造並提供公
共設施，派任社區管理員、維持住宅和該區域的環境等。
其組織運作、財務皆獨立，並可視財務情況作「資金周轉」將社會住
宅出售或買回，以臨近的房地產價格為售價標準。為了避免投資炒作，社
會住宅的銷售市場是受到限制的，社會住宅只能賣給原屬的住宅協會，賣
出和買入價差有獲利或虧損由買主和住宅協會對分，以避免炒作房價。而
透過社會住宅營運所得盈利是需依法用於增進該社區住宅的品質及空間維
護或用於照顧弱勢居住服務。目前台灣住宅法系推行「只租不賣」，未能
完全參仿荷蘭案例，在現有法令限制下，建議可由非營利組織包租代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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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社會住宅所有事務，惟需進行相關住宅法、桃園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等法令研析。

圖 7-1 荷蘭住宅協會管理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Ouwehand and van Daalen，2002

四、方案分析
就以上三種營運模式方案，提出各模式之政府單位與委託廠商所需工
作項目，及其優缺點。
表 7-1 營運模式方案分析
方案

住宅處工作項目

委託廠商工作項目

優點

缺點

一、直接

1.租賃行政作業。

保全公司、清潔公

機關可有效掌握社

各項工作皆需有專

管理

2.社區公共事務。

司、機電公司、修

會物宅從資格審查

業能力背景之人

3.分項工作委託發

繕公司、園藝景觀

至入住後營運管理

力，且業務繁雜負

包及監督。

公司等。

之全程細節，供作

擔大。

住宅政策參考。
二、委託

1.租賃行政作業。

公共事務管理、設

政府單位只需訂定

需承擔物業管理公

物業管

2.監督物業管理公

施管理服務、安保

維護頻率與標準，

司經營不善需政府

理公司

司。

服務、清潔服務、

單向管控物業的執

接手處理或服務品

生活服務、園藝照

行進度與成效。

質影響住戶居住意

顧等。

願等風險。

三、結合

監督非營利組織包

租賃事務及社會住

政府單位不須負擔

廠商自負盈虧，需

非營利

租代管所有事務。

宅全項包管及營

營運風險及分享盈

拉長營運時間，方

運。

餘。

能達財務平衡。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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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模式構想
桃園市政府為興辦社會住宅之主體，可確保其能優先服務較多之弱勢
家庭，第一波 10 處社會住宅陸續興建及完工，然將會面臨現有住宅發展處
業務組織在人力上較難以負擔複雜之社區營運管理業務，本案建議住宅發
展處應集中於住宅政策之推動及研究等業務，對於社會住宅之租賃作業可
成立管理中心執行租賃作業，並委託物業管理公司管理社會住宅社區全項
業務，引入部分非營利組織帶領社區營造計畫，其管理模式構想圖如下：

圖 7-2 管理模式構想圖
(一)住宅發展處
主要服務內容為住宅政策法令推動及發展研究、興辦社會住宅、
健全住宅租賃市場、整合各政府單位資源及行政經費預算編列等，對於
社會住宅之相關業務交由社會住宅服務中心執行管理物業管理公司，屬
上位階層之行政協助腳色。
(二)社會住宅服務中心
負責擔任社會住宅租賃服務，主要服務內容為社會住宅之宣傳及
招租作業、審核申請資格文件、簽訂租賃契約及退租程序、租賃糾紛處
理及規劃社區營造活動，並管理及監督物業管理公司及非營利組織團體
之整合。
7‐5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
」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三)物業管理公司
為社會住宅社區主要管理之角色，第一線接觸住戶，主要服務內
容為住戶秩序管理、生活服務、安保服務、安全防災、環境清潔、機電
設施維護、景觀園藝維護等內容。
(四)非營利組織
引入非營利組織與管理中心一同建立社區營造服務或建立特色計
畫，帶領居民一同討論、行動，藉此改善社區的生活品質和生活環境。
主要服務內容為提供弱勢族群之住戶在社區工作機會、訓練住戶參與住
戶管理事宜、供餐服務、就業服務站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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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管理維護機制
一、承租對象資格
(一)承租對象條件
依據「桃園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107.11.19)第 5 條，申請承租
社會住宅，應具備下列資格條件：
1. 年滿十八歲之國民。
2. 在本市設有戶籍滿一年以上，或在本市有就學、就業之具體事實者，
且家庭成員於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本市、新竹市及新竹縣內
均無自有住宅。
3. 家庭所得總額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不超過本市最低生活費
標準之三點五倍。
4. 家庭成員所有之不動產價值應低於公告受理申請當年度本市中低收
入戶家庭財產之財產限額。但原住民保留地及道路用地之土地價值，
不予採計。
5. 家庭成員未承租本市社會住宅、享有中央政府或本府相關住宅補助，
或於申請時切結同意於簽訂租賃契約時放棄原已取得之承租資格或
相關補助。
6. 其他特殊情形，經本府公告者。
(二)承租對象類別
社會住宅強調多元混居之概念，除依住宅法等相關規定提供一定
比例外，參考台北市等外縣市案例之出租對象提出建議。
1.政策戶 30%
依住宅法第 4 條規定：「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
直轄市、縣（市）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比率出
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至少提供 30%之住宅單元供特殊情形或
身分者居住。
2.未設有戶籍但於桃園市就學及就業戶 10%
依住宅法第 4 條規定：「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略)，
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有居住需求
者。」，並考量桃園市現有 32 處報編工業區、15 所大專院校，以及
航空業就業人口，經桃園市住宅年度計畫及中程計畫報告統計至少約
有 13 萬人為外縣市在桃園市就學就業之未設籍人口，是社會住宅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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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對象，外來就學就業人口在租屋時常面臨環境不熟而使「租不
好」、「租不起」、「租不到」等困境，參考台北市松山寶清段及萬
華青年段提供 5%供在未設有戶籍但有就學、就業之居住需求者，建
議桃園市可放寬未在本市設籍之規定，相同設定 5%供能提出證明於
本市就學或就業之需求者，亦具有承租社會住宅之資格條件。
3.一般戶 60%
(1)新婚家庭
以戶籍謄本登記日期為準之兩年內結婚者。
(2)育有子女家庭
 申請人或配偶戶籍內育有未滿 20 歲子女或 25 歲以下仍在學
者。
 戶籍內有未滿 20 歲或已滿 20 歲仍在學、身心障礙或沒有謀
生能力且均無自有住宅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
(3)中繼需求家庭
為下列家戶類別之一者，可適時再提供保障戶數比例：
 都市更新、區段徵收等公共工程拆遷安置戶。
 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
 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之未滿 24 歲
者。
 災民、遊民。
 其他，由社會局或民政局等機關提出中繼需求者。
(4)單身者
戶籍設於桃園市之有居住需求上的協助。
二、入住制度
(一)租金規劃
依桃園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11 條：「本府興辦之社會住宅租金
基金準應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並得每三年檢討及調整
一次。」、第 25 條第三項：「社會住宅承租者之租金計算，主管機關

7‐8

「桃園市興建社會住宅委託先期規劃服務案【開口合約】
」_中壢區平寮段基地

應斟酌承租者所得狀況、負擔能力及市場行情，訂定分桃園市政府公報
107 年第 7 期 50 級收費基準，並定期檢討之。」
根據桃園市自制規定由桃園市政府委託三家估價師事務所，針對
社會住宅所在基地位置進行租金估價，建議再由桃園市政府組成評定小
組，針對估價師之報告進行評定訂定租金定價後，弱勢戶得以公告租金
6 折承租、一般戶以公告租金 8 折承租。
(二)租期規劃
為提高社會住宅周轉率及公平性，建議可設定政策優先戶六年為
一期、一般對象戶三年為一期，租期屆滿可重新審查符合資格得以續租，
至少可續租一次。
1. 政策戶：每期 6 年，可續租 1 次。
2. 一般戶：每期 3 年，可續租 1 次，最長租期 6 年。
(三)招租方式
本案建議一般戶於符合桃園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第 5 點資格審查
後，因其資格審查條件相同，較無公益性問題，可以抽籤方式辦理，而
弱勢戶應以評點制度辦理，如依弱勢類型、所得條件、家庭結構等設計
評點制度，以分數高低排列入住之優先順序，若弱勢戶未取得入住資格，
則可再納入與一般戶共同進行抽籤，以提高弱勢家庭之照顧比例。
考量於抽籤配屋完成後，會有空屋之情形，及租期屆滿前有退租
戶，而產生空屋，應以未中籤名單建立遞補順位名冊，如有可配租之空
戶即可依序遞補。因社會住宅為三年一期及辦理資格審查等行政程序繁
瑣，建議候補者之租期應與公告招租入住者統一租約期滿日。
(四)保證金
依桃園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草案)第 12 條：「住宅處辦理社會住
宅出租時，應與承租人簽訂租賃契約書，並經公證後通知承租人限期繳
交二個月房屋租金總額之保證金及第一個月租金。
(五)簽約公證費用
依桃園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草案)第 12 條：「公證費用由承租人
與住宅處各負擔二分之一。但承租人於簽約後租期開始前或承租期間未
滿一年即終止租約者，公證費用由承租人全額負擔，住宅處並得自保證
金逕予扣抵。」
(六)承租程序
本案參考桃園市社會住宅出租辦法(草案)及各縣市現有社會住宅
出租程序，初步擬定本案社會住宅承租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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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人填寫申請書及檢具應備文件，向住宅發展處受理單位提出申
請。每人以申請一戶住宅為限，同一家庭成員以 1 人提出申請為限。
2. 申請案件之資格審查，應於受理申請期限屆滿之日起 60 日內完成審
查；必要時，得延長 60 日。資料不全者，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
期未補正、資格不符或重複申請者，駁回其申請。
3. 符合資格者依評點基準評分，並以公開或其他公平、公正之方式辦
理抽籤，確定各類居住單元之承租順位及選定入住居住單元。
4. 已選定入住居住單元者應於通知期限內辦理簽約與公證，公證費用
由社會住宅經營管理者與承租人各負擔二分之一。逾期未辦理者，
都發局得廢止其承租權，並由候補順位之承租人依序遞補。
5. 承租人應於租期開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入住，逾期未入住者，住宅
發展處得終止租約，通知候補順位之承租人依序遞補。
四、建立管理評鑑及辦法
內政部營建署因住宅法於 106 年 1 月修正公布，配合修正「社會住宅
經營管理者評鑑及獎勵辦法」其摘要如下，供本案社會住宅日後建立管理
評鑑之依據。
(一)辦理時間
應每四年至少辦理一次社會住宅經營管理者之評鑑，擬於實施評
鑑前六個月公告之，並通知被評鑑者。
(二)評鑑項目
1.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2.居住協助及專業服務。
3.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4.權益保障。
5.改進創新。
6.其他依社會住宅相關法規規定及經主管機關決議應受評鑑項目。
(三)評分等級
1.優等：九十分以上。
2.甲等：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3.乙等：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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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丙等：未達七十分。
主管機關應將評鑑結果公告且通知受評者，並公布於網站。
(四)獎勵
評鑑結果列為甲等以上者，由主管機關發給獎牌，並得酌給獎勵
金。評鑑結果列為丙等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經營管理者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或改善未完全時，其為民間社會住宅經營管理者，主管機關得廢
止其營運核准，並依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接管該社會住宅；其為
受主管機關委託經營管理社會住宅者，依委託契約辦理。
受評鑑者依本辦法取得之獎勵金，應專作辦理社會住宅業務、充
實設施、設備或工作人員獎金之用，並應詳細列帳以供查閱。

第四節 社區服務及特色參與計畫
社會住宅是以「住者有其屋」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理想的住
宅，不只是「房屋」
（houses）
，而且是一個「家」
（home）
（Adams,2002），
社會住宅的規劃，當然也不能忽略其所處社區的凝聚力，藉由政府單位引入
社區營造團體及提供資源服務帶領社區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凝聚社區共
識，長期能讓居住者對於社區有自主管理之能力，並建立屬於自己住宅社區
的特色，同時透過社會住宅所提供的公益性設施及社區活動，打破以往封閉
式社區觀念，吸引周邊居民前往社會住宅開放空間活動，滿足周邊里鄰生活
需求，促進新建設宅社區與既有社區居民之融合，本案提出以下6項社區服務
類型作為指標。


人文教育：落實社區終身學習，透過課程促進交流。



社會福祉：發展社區照護服務，增加社區溫馨感。



健康醫療：醫療鑑測站及衛教推動，落實社區健康營造。



環境景觀：社區風貌營造，社區設施及空間活化。



環保生態：推動清淨家園工作；加強自然生態保育。



商店空間：配置符合社區規模之商業空間，提供庇護性就業。

一、庇護性就業服務
庇護性就業即是具有服務意願，但就業能力不足，無法進入競爭性就
業市場，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職場。本案建議可申
請中央「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引入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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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團體，推動社會住宅社區內所需就業機會供身心障礙者就業。盤點目
前桃園市闢護工場之營業形態分別為「烘培食品製作」
、
「汽車美容服務」、
「蔬菜植根與銷售」三種。
表 7-2 桃園市庇護工場資訊表
庇護工場名稱
沁心小站庇護餐坊
樂桃桃咖啡簡餐坊

辦理單位

營業項目

聯絡方式

中、西式餐點、烘焙食 (03)4799595#325286國軍桃

國軍桃園總醫院

品、飲料製作

園總醫院2樓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 中西式餐點、烘焙食

(03)3698553#6707桃園市桃

院

園區龍壽街71號

品、咖啡飲料製作

十字路口咖啡屋市府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 中、西式餐點、烘焙食 (03)3340139桃園市桃園區縣
小站

啟智技藝訓練中心

樂桃桃汽車美容坊
伊甸烘焙咖啡屋
美好庇護工場

品、飲料製作

府路1號1樓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 汽車美容清潔服務、清 (03)3698553#2666 桃園市
院

潔維護

桃園區龍壽街71號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 中西式點心、烘焙食
利基金會

品、咖啡飲料研磨製作 壢區中台路29號1樓

財團法人桃園縣美好
社會福利基金會

(03)4278229#110桃園市中

蔬菜植耕與銷售

(03)4719287桃園市龍潭區高
平里五鄰崁頂6號

二、非營利團體組織
社區營造及相關非營利組織團體，必須結合一群有共同理想及目標的
熱心朋友一起工作、一起尋找社區的環境及文化特色、一起規劃社區的生
活環境、一起創造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機會，藉由社會住宅引入組織或借
鏡他們成功經驗，使社會住宅可得更多元的社區營造活動。盤點桃園市縣
有非營利組織及社造團體，約可分為學習類型、關懷特別族群、文化與藝
術、城市生態等四大類，其服務內容及推廣計畫可供社會住宅日後營運之
參考及合作。
表 7-3 桃園市非營利團體組織資訊表
一、學習類型
組織
桃園市中華花藝習花
會

服務內容
透過植栽種植療育、花藝、簡易 DIY 等藝術學習方式進入社區。
二、關懷特別族群

組織

服務內容

台灣全國新住民萌芽 開設「新住民親子讀經班」弘揚儒家文化，讓新住民家長與孩童能學習品
發展協會
臺灣全國新住民萌芽
發展協會秘書長

格教育，達成親子共學的目的。
長期關心東南亞新住民二代學童，今年計畫 開設「新住民印尼母與快樂學
習班」
，邀請官美連老師教授印尼語與印尼文化，讓更多人可以了解與認識
印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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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原住民太魯閣 推廣以社區營造相關原住民文化教育工作，直接與部落耆老、部落文化館、
族文化協進會

部落藝文交流、部落生態與觀光景象實施田野訪查，以及透過親子共學、
觀摩、研討及成果發表等方式。

桃園市中壢區木匠的 透過回收民眾家中淘汰的家具、物品，並培訓弱勢朋友進行修復，支持他
家關懷協會

們走過生活困境。
三、文化與藝術

組織

服務內容
推廣閱讀，提供社區一個文化資訊的流通處與心靈補給站，打造性別友善

瑯嬛書屋

空間，促進社會歧視與偏見的消解。曾辦理過「走讀霄裡大社──認識內壢
多元文化圈活動」初步讓社區居民能夠認識自己生活所在地的歷史文化。
想貳，是台語的「想你」，是對故鄉中壢的想念，是對在地文化的思念。

想貳 XIANG ER

結合人文藝術與在地精神，滋養藝文創作者的肥沃土壤，滿足在地住民對
於人文藝術的想望，與藝文創作者一同成長。

芭里社區發展協會

芭里社區發展協會長期位營造社區發揚傳統文化之推動，留下桃園市在地
文化特色，推展民俗技藝，發揚固有文化，達成寓教於樂之目的，並促進
桃園市行銷及觀光事業之發展。

搖籃工作室

來長期在台灣客家聚落進行田野調查與人文觀察，更積極參與推動社區總
體營造與客家文化工作，近年更透過客家文化致力於地方美學的找尋與重
構，並大力輔導推動客家社區的社區營造與文化創意產業。
主要關心與提升婦女問題，致力改善生活環境，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保障婦

新世紀婦女協會

女權益，透過「發現平凡中的感動」之活動計畫，透過文字的敘述，拍照
攝影將其紀錄，讓參加之社區民眾能學習如何傾聽、觀察、敘述、紀錄與
分享。

台灣電繡藝術教育發 擴展社教電繡文創事業。電繡是台灣創匯產業，是美感及創意的文化產業。
展協會
青溪新文藝學會

每年舉辦各項美展及名家揮毫等活動，畫盡桃園市內13行政區的風光、民
俗、古蹟、特產並造訪各社區舉辦「名家現場揮毫，免費贈送字畫」等活
動。每月均協商縣內各鄉鎮市區、學校、圖書館、活動中心、公園舉辦大
小型繪畫比賽。

新都心生活文化協會 成立社區文化導覽志工隊，增進在地文化認識、強化導覽技能，社區古蹟
文化導覽活動，帶動更多民眾關懷社區事務。
四、城市生態
組織

服務內容
辦理過「老街溪的前世今生與老街溪流域鳥類調查圖錄製作」之計畫，藉

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
會

此喚醒中壢在地社區民眾對生命之河的老街溪的人文景觀及歷史文物的重
視並以歷史記憶作為重新凝聚社區民眾的觸媒，而透過鳥類生態的調查與
紀錄，讓社區居民能對社區生態環境的守護有更深層的認識，進而建構出
老街溪人文歷史、生態的新樣貌。

社團法人桃園市濟世 長期辦理社區學習教育，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希望藉由發揮本會專長，以
功德協進會－桃園社 綠種子人才培訓工作坊之計畫，使社區總體營造不僅僅限制在社區造景
區大學

上，而灌輸社區居民從源頭將愛護自生態概念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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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建築面積檢討表(容積300%方案)

平寮段基地
各層樓地板
面積

樓層別

地下二層
(1)地下各層
地下壹層
樓地板面積
小計
地上壹層
地上貳層
地上參層
地上肆層
地上伍層
地上陸層
(2)地上各層
地上柒層
樓地板面積
地上捌層
地上玖層
地上拾層
地上拾壹層
地上拾貳層
小計
屋突壹層
(3)屋突各層
屋突貳層
樓地板面積
小計
合計

陽台面積(㎡)
(基準容積+機
樓地板面積 樓地板面積
房及安全梯面
(含陽台)(㎡)
(㎡)
積 + 梯廳面
積)*10%
3918.06
3918.06
7836.12
2558.05
3183.6
2812
2812
2812
2812
2313
2313
2313
1350
1350
1350
27978.65
243
243
486
36300.77

2558.05
2865.24
2530.8
2530.8
2530.8
2530.8
2081.7
2081.7
2081.7
1215
1215
1215
25436.59

25436.59

梯廳面積(㎡)
公益設施面
(基準容積+
積(㎡) (計
機房及安全
入容積)
梯面積)*5%

車道面積
(㎡)

機電、管委
會面積、安
容積樓地板
全梯(㎡)
面積(㎡)
(基準容積
*15%)

318.36
281.2
281.2
281.2
281.2
231.3
231.3
231.3
135
135
135
2542.0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96
1152

877
0

150

877

150

240
240
480
620
550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2450

2542.06

1152

877

150

2930

樓層高度
(m)

戶數

3
3
1692.05
2219.24
2306.8
2306.8
2306.8
2306.8
1857.7
1857.7
1857.7
991
991
991
21684.59

4.2
3.6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2
39.8
3.2
3.2

0
0
22
22
19
19
13
13
13
13
13
13
160

21684.59

39.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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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平寮段社宅採直接興建方式(300%)財務評估表：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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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平寮段社宅採直接興建方式(300%)財務評估表：現金流量表

附3-3

附3-4

案號：
桃園市政府住宅發展處
有關「桃園市中壢區平寮基地(平寮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宅委託專案管理(含監造)技術
服務案」招標文件

副
承

辦

科

署

人
長

副總工程司
主任秘書
副

處

處

長
長

局主任秘書
副
局

局

長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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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住宅發展處招標文件領標清單
標案名稱：有關「桃園市中壢區平寮基地(平寮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
地)新建社會住宅委託專案管理(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領

標

清

單

01.投標須知
02.評選須知
03.契約書（稿）及公共工程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04.計畫需求說明書
05.外標封
06.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
07.投標廠商聲明書
08.委託代理出席開標授權書
09.共同投標協議書
10.桃園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履約績效管理作業要點
11.廠商參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律責任
12.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須知
13.地方稅務局印花稅大額憑證繳款書開立申請書及填
寫範例

附4-2

投標須知
（107.8.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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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平寮基地(平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
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三、採購標的為：
(1)工程。
(2)財物；其性質為：購買；租賃；定製；兼 具 兩 種 以 上 性 質 者 （
請勾選）。
▓ (3)勞務。
四、 本採購屬：
(1)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
(2)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
(3)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
(4)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之採購。
▓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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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共同供應契約。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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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金額 4,230 萬元整。
七、本採購預計金額(不公告者免填)：新台幣 4,230 萬元整
八、 上級機關名稱：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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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 105 號，電話
：03-32986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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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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洽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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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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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政 府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委 員 會、桃園 市 桃園 區 縣府 路
1 號 7 樓、 03-3322101 分機 5717-5718
十四、本採購為：
▓ (1)未分 批 辦 理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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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開招標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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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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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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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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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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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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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公開評選、公開勘選優勝廠商：
▓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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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1-2） 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0 款辦理。
（ 3-1-3） 依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1 款辦理。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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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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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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議 價；符合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___款（請列明款次，其未
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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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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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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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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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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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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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條約或協定國家之廠商：
▓ 不可參與投標。但投標廠商經本國認許(相關資格文件業經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等權責機關認可執業，及可附具第六十四條之相關證件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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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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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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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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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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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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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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採購法第 24 條規定以統包辦理招標。
▓ (2)非以統包辦理招標。
十八、本採購：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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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符
合 所 有資 格 之廠 商 仍得 單 獨投 標 。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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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書面向洽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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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允 許廠 商 於開 標 前補 正 非契 約 必要 之 點之 文 件。
▓ (2)不允 許 廠 商於 開 標前 補 正非 契 約必 要 之點 之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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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本採購依 採購法第 35 條：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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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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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6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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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1 式 1 份。(投標文件 1 式 1 份，服務建議書 1 式 15 份)
(2)1 式 2 份。
(3)1 式 3 份。
(4)1 式 4 份。
(5)1 式 5 份。
(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二十六、投標文件使用文字：
▓ (1)中文(正體字)。
(2)中文(正體字)，但特殊技術或材料之圖文資料得使用英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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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標 2 人，評選會議每一廠商參加人數最多以
7 人為限，議約之人數最多以 2 人為限。
三十、依採購法不公開開標之依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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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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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採購法第 57 條第 1 款規定。
(4)依採購法第 10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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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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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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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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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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定金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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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三十四、為優良廠商者，押標金予以減收金額(無者免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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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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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勞務 採 購。
(2)未 達公 告 金額 之 工程 、 財物 採 購 。
(3)以 議價 方 式辦 理 之採 購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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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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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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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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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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勞 務 採 購。
(2)未 達公 告 金額 之 工程 、 財物 採 購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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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四十六、保固保證金有效期(無保固保證金者免填)：無
四十七、保固保證金繳納期限(無保固保證金者免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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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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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五十一、預付款還款保證有效期(無預付款還款保證者免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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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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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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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記名政府公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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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發還者，並
予追繳：（無押標金者免列）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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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足履約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七)押標金轉換為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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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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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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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訂底價，但不公告底價。
(2)訂底價，並公告底價。底價為：______________元。
▓ (3)不訂底價，理由為：訂定底價確有困難之特殊或複雜案件；▓ 以準
用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採固定價格議約後決標)；小額採購。
五十八、決標原則：
(1)最低標：
（1-1）非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4 條之 2 辦理。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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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最有利標(評選項目、標準及評定方式如附件)。
（2-1）依採購法第 56 條適用最有利標(需報經上 級 機 關核 准 )。
▓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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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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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最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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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本採購採：
▓ (1)非複數決標。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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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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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決標方式為：
▓ (2-1)總價決標。
(2-2)分項決標。
(2-3)分組決標。
(2-4)依數量決標。
(2-5)單價決標（以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和決定得標廠商）。
(2-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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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 採 行協 商 措施 得 更改 之 項目 （ 請敘 明 ）：
▓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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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無例外情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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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採購法第 105 條第 1 項之例外情形。
(4)有採購法第 106 條第 1 項之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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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附具之文件如下(如允許依法令免申請核發本項
基本資格證明文件之廠商參與投標，ㄧ併載明該等廠商免繳驗之證明文
件)：
(一) 基本資格:
1. 依法開業之建築師事務所得單獨投標。
2.專業技師事務所(科別：土木工程或結構工程)與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事
務所共同投標。
3.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營業範圍：土木工程或結構工程)與依法登記開業建
築師事務所共同投標。
(二)廠商或共同投標廠商之所有個別成員，應提出下列基本資格文件：
1.建築師事務所
(1)建築師證書。
(2)有限期限內開業證書。
(3)有效期限內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4)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5)信用證明文件。(建築師事務所)
(6)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
2.專業技師事務所與依法開業建築師事務所：
(1)有效期限內技師執業執照 (科別：土木工程科或結構工程科)。
(2)技師證書(科別：土木工程科或結構工程科)。
(3)有效期限內技師公會會員證。
(4)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
(5)信用證明文件。(技師事務所)
(6)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7)共同投標之建築師事務所資格文件(詳建築師事務所資格文件)
3.工程技術顧問公司與依法開業建築師事務所：
(1)技師執業執照(科別：土木工程科或結構工程科)。
(2)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
(3)有效期限內之公會會員證(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地
方同業公會之會員證)。
(4)有效期限內技師公會會員證。
(5)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6)信用證明文件。(技術顧問公司)
(7)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8)共同投標之建築師事務所資格文件(詳建築師事務所資格文件)
4.共同投標者應檢附經公證或認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正本。
5.服務建議書(共同投標廠商共同檢附 1 式)
應檢具之資格證明文件補充說明：
1.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依據 中 華民 國 98 年 4 月 2 日 經 商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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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802406680 號 函 直轄 市 政府 及 縣（ 市 ）政 府 核發 之 營
利 事 業登 記 證自 98 年 4 月 13 日 起 不再 作 為證 明 文件 。
2. 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聯或主管
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聯。廠
商不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
立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
發之核准設立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
附申領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
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
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復表代之。
3. 信用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理查詢之金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
之前半年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內無退票紀錄證
明(查覆單資料 經塗改或無加蓋 查覆單位圖章者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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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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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造 或 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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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高於公告之預算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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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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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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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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外國廠商，指未取得我國國籍之自然人或依外國法律設立登記之法人
、機構或團體，或經我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許在我國境內設立之外
國分支機構。
(二) 外國廠商提出之外文資格文件，應檢附經公證或認證之中文譯本，其
認證得由我國駐外代表館處為之。
(三) 外國廠商應於投標前取得經我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並設立或登記
之證明文件（其文件詳第 64 點規定）；廠商得標後應依我國法令規定
取得該業類之公會會員證。
(四) 外國廠商納稅證明：外國廠商投標時應檢附相當於我國廠商資格(詳本
投標須知第 64 點規定)之納稅證明，廠商依該國情形提出有困難者，
得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其情形或以其所具有之相當資格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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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外國廠商信用證明：外國廠商投標時應檢附相當於我國廠商資格(詳本
投標須知第 64 點規定)之信用證明或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廠商
依該國情形提出有困難者，得於投標文件內敘明其情形或以其所具有
之相當資格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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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主要 部 分為 ：
(2)應由 得 標廠 商 自行 履 行之 部 分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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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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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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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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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送達招標機關指定地點(由招標機關敘明地點)：
(2)於招標機關指定地點完工(由招標機關敘明地點)：
▓ (3)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詳計畫需求說明書
七十四、投標廠商標價幣別：
▓ (1)新臺幣。
(2)外幣：_______(指定之外幣由招標機關敘明外幣種類)。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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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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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由機關自行負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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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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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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領標單
▓ (1)投標須知。
▓ (2)評選 須 知 。
▓ (3)契約 書 （稿 ） 及公 共 工程 施 工階 段 契約 約 定權 責 分工 表 。
▓ (4)計畫需求說明書。
▓ (5)外標封。
▓(6)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
▓(7)投標廠商聲明書。
▓(8)委託代理出席開標授權書。
▓(9)共同投標協議書。
▓ (10)桃 園 市政 府 委託 技 術服 務 履約 績 效管 理 要點 。
▓ (11)廠 商 參與 公 共工 程 可能 涉 及之 法 律責 任 。
▓ (12)桃 園 市政 府 所屬 各 機關 公 共工 程 職業 安 全衛 生 須知 。
▓ (13)地 方 稅務 局 印花 稅 大額 憑 證繳 款 書開 立 申請 書 及填 寫 範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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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件 ，連 同 資格 文 件、 規 格文 件 、標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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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標公 告 之截 止 收件 期 限前 ：
(一)以郵遞或專人送達至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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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七樓)。
(二)郵遞、專人送達限於上班日之上班時間(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辦理。採郵遞方式者，廠商須自行考量郵寄送
達 收 件 地點 之 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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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履約期間廠商應遵守「桃園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履約績效管理要點」
規定。
(2) 廠商請洽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電話 03-3326181 分機 2473 至 2477)
或其所屬分局，依契據性質開立印花稅大額憑證繳款書繳納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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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行 政 院公 共 工程 委 員會 中 央採 購 稽核 小 組
1、電話：02-87897548
2、傳真：02-87897554
3、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
（二）桃園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1、電話：03-3322101 轉 6634~6636、03-3376300 轉 6634~6636
2、檢舉專線：03-3391466
3、傳真：03-3324575
4、電子檢舉信箱：tyhg0410@mail.tycg.gov.tw
5、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三）法務部調查局：
1、電話：02-29177777
2、傳真：02-29188888
3、檢舉信箱：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4、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74 號
（四）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1、電話：03-3328888
2、檢舉信箱：桃園成功路郵局 60000 號信箱
3、傳真：03-3355734
4、 地 址 ：桃 園 市桃 園 區縣 府 路 19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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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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本採購預計金額所需經費除已 完 成立 法 程序 之 分年 預 算金 額 外， 尚 未
完 成 立法 程 序之 分 年 預算金 額 如因 未獲立 法 程 序 審議通過或遭 部分
刪減，其契約執行範圍、項目及額度將依審議通過之預算調整，或依政
府採購法相關規定部分（或全部）無條件終止（或變更）契約，且訂約
廠商不得因此向機關求償。
八十六、廠 商 請於 招 標文 件 所定 開 標時 間 派員 到 指定 之 開標 場 所， 以 備依 本
法 第 51 條 、 第 53 條 、 第 54 條或 第 57 條 辦 理時 提 出說 明 、減 價 、
比 減 價格 、 協商 、 更改 原 報內 容 或重 新 報價 ， 未派 員 到場 辦 理者 ，
視 同 放棄 。
八十七、本採購標案採電子領標方式辦理，請各領標廠商於領標日起至截止投標日
前一日，每日再次查看本案是否有補充或變更等相關公告，以確保自身權
益。
八十八、按採購法第 34 條第 4 項規定：「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
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另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7 條第 1 項及採購法第 57 條第 1 款之保密規定，爰機關辦理開標、審標（
含採購評選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及採行協商措施者）、比價、議
價、決標等作業，如涉及廠商投標文件內容，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
秘密，廠商不得於採購作業現場「自行錄音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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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1（決標後檢附）
本廠商
參與(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辦理有關【桃園市
中壢區平寮基地(平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
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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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後檢附）
本人
受聘於（投標之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為承辦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辦理【桃園市中壢區平寮基地(平
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
造)技術服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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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蓋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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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有關「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
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評選頇知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附4-22

壹、委辦案名稱：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
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貳、法令依據：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準用最有
利標之評選規定，公開客觀評選優勝者。
二、依「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成立 9 人之
評選委員會，辦理相關評選作業。
叁、服務建議書內容與製作原則
一、投標廠商提送服務建議書及其附件內容，應依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服務
範圍及項目研擬，按下列規定撰寫，決標後並列為契約附件之一：
(一) 服務建議書(含附件)15 份（正本 1 份，副本 14 份）。
(二) 服務建議書主文：
1.服務建議書正本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倘投
標廠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本機關得洽廠商澄清補正。
2.服務建議書內容：服務建議書內容（主文部分）應至少涵蓋下列項目，
投標廠商應依評選項目依序撰擬(詳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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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建議書內容與製作原則表：

章節內容

撰擬重點規定
1.組織架構、主要營業內容、其他與本案相關工作等簡介。
2.執行本案工作團隊之專業組成完整性（應填寫「參與成
員經歷彙整表」
（如附表二）
；並應明確標示本案計畫主
持人及工作人員，計畫主持人必頇為本案專責人員）。
3.人力資源
專

（1）依需求說明書所列人力編列計畫參與本工程之人員
名冊、工作專長、學經歷等基本資料（含上述人員
能
之學經歷證件、專業開業執照、專門技術人員考詴
及格證書或合格證書等影本）。
力
業

（2）組織架構、人力專長及配置計畫。

專業能力及
過去履約績
效
(團隊組織及
主要工作人
員學經歷與
相關實務績
效)

（3）編訂人力配置計畫表，詳列各項專業分工之人數、
職稱、工作階段、工時、期程等。
4.本技術服務委託案其計畫主持人或專案經理或主要工
作人員 1 名具備「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及格證書」。
1.最近 8 年內曾受理完成相同或類似本採購案之專案管
理或規劃設計或監造技術服務之工作實績詳細表。
2.上述工作實績應檢附證明文件，例如承攬完成與招標標
的類似承作之勞務結算驗收證明書，或其他經業主核發
足資證明工作完成之文件，應載明標的名稱、業主、承
攬金額，若屬承攬民間實績者，相關證明文件（如完工
過
或驗收證明文件及使用執照）應經管當地法院或民間公
證人認證，無相關承攬實績亦請說明。
去
履 3.迄投標日止正履行中之所有契約尚未完成部份之總量
說明、逾期履約情形清單、逾期情形及逾期責任說明。
約
績 4.於截止投標日前 5 年曾獲中央部會（如行政院工程
效
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頒發優良廠商、獲頒公共工程
金質獎、金安獎等，或所負責規劃設計、監造之建築物
工程施工查核成績、勞安紀錄（是否發生重大職災）及
其他相關優良、不良紀錄或事蹟等（如附表三），上述
各項績效由投標廠商於服務建議書內提出，應填寫「相
關業績彙整表」（如附表四），並附佐證文件，由工作
小組於審查時複查，供評選委員參考，若無相關履約績
效亦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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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範圍：
1.規劃說明：包含本工程之基本資料分析、環境方位分析、
交通動線分析、敷地計畫、管理維護分析、公共服務需求
空間分配、都市設計方案及相關法規分析等。
2.法令檢討：包含區域計畫、建築及相關法規分析
3.規劃設計構想：至少包含配置圖、帄面圖、立面圖、剖面
圖（其範圍應達計畫道路對向建築物範圍）
、結構系統與構
造方式、機電系統、動線計畫、防災計畫、景觀設施配置
及色彩計畫及建築物室內外透視圖等，並包含生活美學或
設計美學，與兩性帄權設計。
規劃設計
構想

4.工程經費分析：包含總體需求評估所需經費之工程項目（含
各年度經費）
。
5.耐震標章：依據耐震建築標章作業流程，於建築工程自規
劃設計、興建至完工交屋及使用執照取得之結構物耐震
性，並整合相關通訊、物管等資訊帄台。
6.綠建築計畫(銀級)：包含預計符合指標項目，並考量生態、
永續、節能、綠建材、資源再利用等因素。
7.智慧建築計畫（合格級）：考量納入綜合佈線、資訊通信、
系統整合、設施管理、安全防災、健康舒適、貼心便利、
節能管理等理念，且頇考量該計畫於未來管理之運用方式。
8.期程規劃：針對規劃時程、統包發包時程、都市設計審議、
細部設計審查時程、施工時程進行評估，並提出合理可行
之全期程計劃（帄寮段基地預訂於 119 年完成竣工目標進
行規劃）。
發包策略：

專案管理執
行計畫及策
略

1.依據規劃方案之設計內容，擬定統包廠商招標文件綱要（包
含開發範圍之統包需求計畫內容，至少應含說明與要求、
需求設計原則『含綠建築及智慧建築』、設計規範、裝修
需求表、設計說明內容、規劃設計構想、相關圖說、建築
設備擬定。）
2.統包招標計畫及進度，各廠商投標時之基本/細部設計及施
工範圍、程度及評選標準建議及統包廠商之甄選建議與招標
文件之編擬。
3.本工程設計、施工統包工程發包策略之建議。
3
附4-25

4.本工程專案管理(含監造)廠商、統包廠商及機關之工作權
責劃分表單、工作權責認知及管理方法。
工程設計及施工審查作業：
1.統包設計階段審查管理作業
(1)設計審查工作執行計畫，統包廠商設計圖說之審查要領與
流程。
(2)細部設計、施工圖說審查制度，至少包含圖說送審樣式、
簽證規定、份數、審查期限等。
(3)設計、規範（含綱要規範）與圖樣之審查及協調計畫。
(4)辦理本案公共藝術設置計劃甄選作業及界面整合。
(5)設計品質管理及保證計畫。
2.統包施工階段審查管理作業
(1)施工審查工作執行計畫。
(2)工作項目界面之協調及整合。協調統包廠商相關介面疑
義，並提出有效之協調及整合策略。
(3)工程施工進度管制計畫。
(4)施工品質管理及保證計畫。如何確保統包廠商未來於設計
及施工之品質，並針對設計及施工之保證作為。
(5)施工損害緊急處理計畫。
(6)工程估驗計價計畫。
(7)工程變更之處理及建議計畫。
(8)設備運轉及維護人員訓練。
BIM 檢核作業及工程管理資訊系統：
1.如何依據「BIM 電腦模擬建築物 3D 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進行統包工程設計及施工管理及未
來統包廠商提出相關 BIM 圖說，應如何檢核，並提出建議
及改善作為。
2.如何運用 MIS（管理資訊系統）或 PMIS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
有效管理設計及施工之人力、工程材料、機具等之設計及
工程執行進度（含完成率），如未達成進度目的，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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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改善作為。
監造執行能力：

監造執行
能力

1. 用人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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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施
工查核程序及標準、品質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設備
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
2.監造進度表(含施工進度網圖表單文件、工程進度監造流
程、各項監造作業項目辦理起迄時程表、各項文件書圖審
查期限等、專業技師簽證項目執行計畫)。

服務費用組
成之完整性
及合理性

1.請依據附表五，於公告預算金額及履約期程內，詳列服務
費用之內容與組成相關數量，請投標廠商自行填報。（費
用組成表供參考使用，廠商可自行調整增列項目）
2.本案係採固定價格給付，不再議價，採直接議約。

3. 本案採公告固定服務費用新臺幣：新台幣 4,230 萬元整。
4. 投標廠商免備採購標單，但投標廠商應依本案固定服務費用(率)於
服務建議書詳列組成該費用之內容(應具合理性)。
(三) 服務建議書附件：
1. 附件封面：標題統一為「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服務建
議書附件。
2. 附件正本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倘投標廠
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本機關得洽廠商澄清補正。
3. 附件內容應按前款規定檢附相關文件資料：
（1）工作實績證明文件：曾承攬完成與招標標的類似承作之勞務結算
驗收證明書，或其他經業主核發足資證明工作完成之文件。應載
明標的名稱、業主、承攬金額。
（2）參與本工程計畫人員之專門技術科、系、所畢業證書影本或專門
技能之證明文件影本（如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之專業、專
技或特許證書、執照、考詴及格證書、合格證書、檢定證明或其
他類似之文件）。
(四) 服務建議書與其附件應分開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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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服務建議書及附件之格式、裝訂方式依下列方式辦理：
1.服務建議書以橫書橫式編排，紙張大小採Ａ３規格紙張，雙面印刷為
原則，圖樣同採Ａ３規格紙張，以連續編列頁碼不得超過 80 頁為原
則（不含封面、封底、首頁、隔頁紙及目錄），不可分冊，並採Ａ３
橫式左側裝訂。
2.附件編排、紙張大小、規格及裝訂方式同服務建議書，頁數不限。
(六) 服務建議書有下列情形者，將依下列標準扣減評比之分數：
1. 服務建議書份數不足者，每位評選委員評分總分扣減 3 分，後續評
分作業程序同前目規定，不足份數由本機關以黑白影印補足份數供
評選使用，若因影印品質及裝訂與原件有出入而影響評選結果者，
由投標廠商自行負責。
2. 服務建議書之格式、裝訂方式與規定不符者，評選委員得視不符情
形酌予評比較低之分數或名次。
肆、評選方式：分為資格審查、委員會評選及依序議約等三階段進行，分述如
下：
一、資格審查：
（一）參與投標廠商達一家（含）以上，機關始辦理資格審查；否則機關
將逕予宣佈流標。
（二）廠商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列為評選之對象。
（三）投標廠商得派員到場參加評選會議（以 7 人為限）
。
（四）評選簡報之順序依各合格廠商抽籤決定簡報順序(資格標當日宣佈順
序)。
二、委員會評選：
（一）評選時間及地點：於資格審查完成後，由機關另行通知符合評選資
格之廠商到場進行簡報說明。
（二） 評選會議程序：
1.由機關報告本案辦理情形及評選程序、方式、項目、配分及投標廠商
簡報順序。
2.各投標廠商簡報完成後，由評選委員依據「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以序位法進行評選。
3.各出席評選委員於所有投標廠商均完成簡報後，將「評選評分表」
（詳
見附表六）交由機關作業人員填具「評選結果彙整總表」
（詳見附表七）；
6
附4-28

統計結果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同意後，評分統計表交由各出席評選委
員簽名確認。
4.評選結果俟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辦理後續議定招標文
件之其他內容(以下簡稱議約)，並於議約完成後決標。
（三） 簡報：辦理廠商簡報，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簡報之順序依各合格廠商抽籤決定簡報順序。
2.廠商簡報前如唱名 3 次未到者（包括遲到者），視同放棄簡報及答詢
權利，且該廠商之「簡報及詢答」以零分計。
3.廠商參與簡報相關成員不得超過 7 人(含設備操作及協助人員等)，簡
報人員需為本案計畫主持人，如計畫主持人因故無法參加簡報時，應
由協同主持人或專案經理代表簡報。
4.各投標廠商依簡報順序進場，於 20 分鐘內完成簡報（第 18 分鐘響第
1 次鈴，第 20 分鐘響第 2 次鈴；第 2 次鈴響後，廠商應立即結束簡
報），簡報後，採統問統答方式進行，時間以不超過 20 分鐘為限（不
包括評選委員提問時間；第 18 分鐘響第 1 次鈴，第 20 分鐘響第 2
次鈴；第 2 次鈴響後，廠商應立即結束答覆），所有問題答覆完畢後
即離場，由下一順位投標廠商入場進行簡報，經唱名 3 次仍未入場簡
報者，「簡報及詢答」以零分計。
5.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進行簡報時，應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限，不
得利用簡報更改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行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
資料應不納入評選；所以，廠商簡報資料不得於現場發送。
6.有關簡報所需之硬體設備部分，主辦單位僅供投影螢幕，餘所需器材
請自行備妥。
7.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項，應與評選項目有關。
8.簡報及現場詢答，非屬採行協商措施性質者，不應要求廠商更改投標
文件內容。
9.各廠商簡報時其他廠商應退席，廠商簡報及答詢完畢後即應離席，評
選委員會討論及決議時所有廠商一律退席。
（四） 評選保密規定：本案評選委員會於併同招標文件一併公開。
（五） 評選方式、項目及配分：
1. 本委員會，應有委員總額 1/2 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 2 人且不得
少於出席委員人數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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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委員會委員應公正辦理評選。評選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不
得代理。
3. 本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
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
4. 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5. 委員辦理評選，應依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
理，不得變更或補充。
6. 會議表決時，主席得命本委員會以外之人員退席。但不包括應全程
出席之承辦人員。
7. 評選委員依評選項目於評選評分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及序
位，並簽名或蓋章後彌封。
8.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並
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
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合計值最低者為序位
第一，其餘依次類推。
9. 各評選委員完成評定序位後，由本機關工作小組統計總序位，並由
本委員會監督複核。
10.評選結果彙整總表加總計算各受評廠商之序位和，以該表累計序位
最低者，為序位名次第一，經出席評選委員帄均總評分達合格分數
【 80 】分以上，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之決定，並簽報機
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者，為優勝廠商，帄均總評分在【80】分以
上之第 2 名以後廠商，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亦得列
為優勝廠商。受評廠商帄均分未達合格分數【 80 】分者，不得作
為優勝廠商或決標對象。若所有廠商帄均總評分均未達合格分數
【 80 】分時，則優勝廠商從缺並廢標（帄均分數計算至小數點以
下二位數，小數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評選項目滿分總計 100 分，
每位委員給分範圍原則上頇於 70 至 90 分之間，大於或小於該範圍
者，委員頇述明理由。
12.經本委員會討論及【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決議，如評選結果仍無
法評定優勝廠商時，將廢標並另案辦理招標程序。

13.評選項目及配分：
評選項目

配分（權重）

1.專業能力及過去履約績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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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設計構想

【10】

3.專案管理執行計畫及策略
(1)發包策略(10分)
(2)工程設計及施工審查作業(10分)
(3)BIM檢核作業及工程管理資訊系統(10分)

【30】

4.監造執行能力

【20】

5.服務費用組成之完整性及合理性

【10】

6.簡報及詢答

【10】
總分

100

註：投標廠商未進行簡報者，不影響參選資格，惟前述有關「簡報及答詢」項
目視同放棄。

（六）評選結果規定：
1. 工作小組於委員評選後，將評選結果彙整製作評選結果彙整總
表，由參與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其内容有修正者，應經
修正人員簽名或蓋章。
2. 各受評廠商之序位評比結果，其所標示之各出席委員姓名，得
以代號代之。
3. 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或不
同評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者，應提交本委員會召集人
處理，並列入會議紀錄。
4. 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
決或依本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異時，本
委員會得作成下列議決或決議：
(1) 維持原評選結果。
(2) 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3) 廢棄原評選結果，重行提出評選結果。
(4) 無法評定優勝廠商。
5. 評選委員對於會議之決議有不同意見者，得要求將不同意見載
入會議紀錄或將意見書附於會議紀錄，以備查考，本委員會不
得拒絕。
6. 機關對於本委員會違反本(政府採購法)法之決議，不得接受；
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依本
9
附4-31

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不予開標決標。其涉及違法失職行
為者，應依相關規定懲處。
7. 評選結果應簽報本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經核定后才對
外公布評選結果，並依規定辦理議約程序。
三、決標原則與作業：
(一) 決標原則準用政府採購法第 5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以合於招標文
件規定之優勝廠商，依優勝序位，由最優勝廠商優先取得議約之權
利。
(二) 經評選委員依程序完成評選作業後，本機關依規定，召集監辦及相
關單位人員辦理依序議約作業，議約結果達成協議者為得標廠商，
並製作決標紀錄；依序議約結果無法達成協議，無決標對象者(或無
優勝廠商)，本機關則宣布廢標，製作廢標紀錄。
(三) 優勝廠商為 1 家者，以議約方式辦理;優勝廠商在 2 家以上者，依優
勝序位以依序議約。如有 2 家(含)以上優勝廠商序位合計值相同者，
其議約順序為：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優先議約;仍相
同者，抽籤決定之。
四、其他規定：
(一)評選委員於評選過程中得就投標廠商所提之書面資料及簡報有關內
容提出詢問，其他列席人員不得發問。
(二)本評選頇知及得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均為契約之一部分。
(三)投標廠商之服務建議書及相關投標文件涉及著作權部分為廠商所有，
本機關對於得標廠商之上述文件資料具使用權及修改權。
(四)投標廠商除非經規定程序提出異議，否則於投標時，即視為同意本招
標文件之全部內容。
(五)投標廠商應保證投標文件內之所有文件、設計、技術等均未違法使用
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若有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
權時，投標廠商應負擔所有之賠償費用及一切法律責任，與本機關無
涉。
(六)任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概由投標廠商負一切法律責任，與本
機關無涉。
(七)投標廠商對所列參與本案之專任負責人及其重要工作人員之學經歷
及專長或專業機構或事務所之工作實績與資料說明，應保證屬實，若
於評選過程中經舉證與事實不符，且由本委員會認定後，取消參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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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之資格；若於簽定契約後，經舉證與事實不符，則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規定辦理。
(八)本頇知未盡事宜部分，應依招標文件及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凡接受聘請為評選委員者，不得為參加之廠商之工作團隊成員、顧問
或負責人，亦不得參與投標。
(十)本採購案因故無法辦理評選時，參加投標之廠商不得提出補償或賠償
要求。參加投標之投標廠商因參加投標本採購案評選作業所需之任何
費用，不論有無決標均由參加投標之廠商自行負擔。
（十一）評選結果與獎勵：
1.獎勵：
(1)經評選為最優勝廠商者，取得本採購案之優先議約權，本機關不
另發獎勵金。
(2)受評廠商帄均總評分達 80 分以上，經評選為第 2 名優勝廠商，
本機關發給獎勵金新臺幣【100,000】元獎勵之。
(3)受評廠商帄均總評分達 80 分以上，經評選為第 3 名優勝廠商，
本機關發給獎勵金新臺幣【50,000】元獎勵之。
2.上開獎勵金由優勝廠商向本機關申請給付之，依中華民國相關稅法
課稅；且於本機關完成與最優勝廠商簽約手續，由其獲得技術服務
權利後，始辦理其他廠商之獎勵金核撥。
3.上述第 2、3 名優勝廠商頇提出授權本機關對於廠商之服務建議書使
用權同意書後，始核撥獎勵金，其所提服務建議書由本機關留存 2
份，其餘予以退還；若上述優勝廠商未提出授權機關使用權同意書，
本機關不予發放獎勵金。餘之投標廠商，請於評選結束後二周內至
本機關領回服務建議書與附件資料，逾期視同放棄，本機關得自行
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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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表：
附表一：評選評分項目對應廠商服務建議書內頁頁碼表
附表二：參與成員經歷彙整表
附表三：最近 8 年內履約案件事蹟與績效表
附表四：最近 8 年內與採購案相關之業績彙整表
附表五：服務費用組成表
附表六：評選評分表
附表七：評選結果彙整總表
附表一：評選評分項目對應廠商服務建議書內頁頁碼表
廠商名稱：
項次

評選項目

內容所在頁碼

一 1.專業能力及過去履約績效
二

規劃設計構想

三

專案管理執行計畫及策略
(1)發包策略
(2)工程設計及施工審查作業
(3)BIM檢核作業及工程管理資訊系統

四

監造執行能力

五

服務費用組成之完整性及合理性

附記：
※1.請廠商依上開項目(含：參、一、(二) 服務建議書內容及相關子項)順序， 於投標文
件內依序附上詳細相關資料，並提供書面及電子檔，以供評審。
※2.請將本頁列入服務建議書目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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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參與成員經歷彙整表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
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參與成員經歷彙整表
分工
職掌

姓名

學歷

現
職
重要經歷

主要專長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工作年資

註：本表僅供參考，請依本格式自行繕打或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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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最近 8 年內履約案件事蹟與績效表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
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最近 8 年內履約案件事蹟與績效表

預算金額

編
號

項目

2億
以上

5,000 萬
至2億

1,000 萬至
5,000 萬

1,000 萬以
下

備註

工程
1

承 攬 件 數
專案管理
(工程、專案
管 理 、 規 劃 規劃設計
設計、監造)
監造

2

履約中件數
甲

3

被查核等第
及件數

乙
丙

4

獎懲事蹟

5

重大職災情形及件數

6

履約爭議狀況及件數

7

其他特殊情形

聲明：以上資料均屬事實，如有故意偽造，願自行負責。
註：
1.履約案件以截止投標日為基準日，近 8 年內之業績。
2.本表僅供參考，請依本格式自行繕打或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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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最近 8 年內與採購案相關之業績彙整表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
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最近 8 年內與採購案相關之業績彙整表

編
號

業主/
計畫名稱

使用單位
（機關名稱）

標的

契約金額/

標的

履約

履約成果

地點

結算金額

內容概述

起迄日期

及信譽

備註

○○公營
住宅委託
一

專案管理
(含監造)

○○局/處 ○○市

○ ○ 萬 元 / 專案管理、監 ○年○月至 ○ ○ 獎 入
○○萬元

造技術服務 ○年○月

選

技術服務
案

總
計
聲明：以上資料均屬事實，如有故意偽造，願自行負責。
註：
1.業績以截止投標日為基準日，近 8 年內之業績。
2.廠商提列之各項服務業績，均頇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勞務結算驗收證明書等；提供
影本者，於得標後，機關得要求繳驗正本）。
3.本表及其證明文件資料，請附於服務建議書及附件內。
4.本表僅供參考，請依本格式自行繕打或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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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服務費用組成表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
)服務費用組成表

(含監造)技術服務案」(案號:
類別

一、人事費

單位 數量

式

1

1.工作執行計畫研擬

式

1

2.測量、鑑界及地基調查

式

1

式

1

式

1

5.階段性報告書與簡報、書面資 式
料排版、印製費用

1

單價

小計

說明
各階段人力，含計畫
主持人、協同主持
人、專案經理、契約
執行期間設計師、耐
震特別監督人及派駐
監造人員等

二、業務費

(1)
規劃 3.規劃設計構想研擬
作業
4.統包專案管理計畫研擬

式
(2) 1.統包招標文件研擬
統包
招標
2.階段性報告書與簡報、書面資 式
料排版、印製費用

1

1.審查統包工程工作執行計畫

1

2.審查細部設計相關圖說

式

1

式

1

式
(3) 3.編撰監造計畫書
統包
作業 4.施工管理、審查、督導暨進度 式
管制
5.階段性報告書與簡報、書面資 式
料排版、印製費用

1

4.竣工成果報告書

包含招標文件研擬、
辦理公開閱覽、回復
廠商疑義、廠商評選
建議、決標諮詢等相
關招標事宜

含不同階段設計圖
說、如建造執照圖、
都市設計審議書圖、
機電空調圖製作及相
關標章申請圖說等

1
1

式

1

5.階段性報告書與簡報、書面資 式
料排版、印製費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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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工程管理資訊系統課程
(5)
其他 2.工地現場駐地辦公室設備
3.工地觀摩參觀

式

1

式

1

式

1

業務費小計
三、雜支

式

1

四、行政管理費

式

1

五、營業稅

式

1

耗材、文具紙張、郵
資、誤餐費、勞健保
勞退、雇主負擔 、一
切所需備品、雜支等
本費用由廠商支用
(包含通訊、郵資、行
政管理等)

總計
＊費用組成表供參考使用，廠商可自行調整增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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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評選評分表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評選委員評選評分（適用於序位法）
評選委員編號：

日期：

評選項目

評選子項

配分

規劃設計構想

-

10

發包策略

10

專案管理執行計 工程設計審查
畫及策略

及施工審查

10

-

20

-

10

-

10

服務費用組成之
完整性及合理性
簡報及詢答

專業能力及廠商過去履約績效
原始得分合計(由評選委員填寫)

戊

月

日

評選意見
(優缺點)

10

工程管理資訊
監造執行能力

甲

廠商編號及得分
乙
丙
丁

年

20
【註 1】

100

本府「技術服務
記點數
履約績效管理
專業能力及廠商 系統」之記點紀 增扣分
錄【註 2】
過去履約績效(增
政 府 採 購 法 或 查詢
扣點) (由工作小 相 關 中 央 目 的
結果
事業主管機關
組填寫)
依履約成果評
增扣分
定情形【註 3】

增扣分後廠商過去履約績效
實際分數(由委員填寫)【註 4】
得分合計(由委員填寫)
名次
備註：本人知悉、並遵守「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頇知」之內容。
註：廠商帄均總評分結果未達80分者，不得列為議價決標對象；得分合計
達90分以上或未達70分應敘明其原因。

評選委員簽名

(
預
貼
雙
面
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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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評分項目「廠商過去履約績效」之權重不得低於 20%。
【註2】 本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履約績效管理系統」每增扣一點即增扣該項目配分 10%。
【註3】 經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履約成果等評為優良廠商，並經政府
採購法主管機關認定而於指定之電腦資料庫公告，且於投標截止收件日止仍在獎勵期間內者，
依符合該委託技術服務之類別性質，每筆紀錄應增加履約績效配分或權重 20%。
【註4】 委員於「廠商過去履約績效」評分項目原始分數＋本府系統查詢記點增扣分數＋主管機關依履
約成果評定情形增分分數＝「廠商過去履約績效」評分項目之實際分數。
【註5】 扣分結果，最低為該項目配分之零分。
【註6】 增分結果，最高為該項目配分之滿分。
【註7】 有關技術服務廠商過去履約績效，機關於評選時辦理增扣分之規定，應於評選作業頇知中載明。
評選工作小組應將技術服務廠商過去履約實績之增扣分情形及滿意度評量，提供評選委員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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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七：評選結果彙整總表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
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案號:
)
評選委員評選彙整總表(序位法依固定價格給付)
日期：

甲

廠商編號

乙

丙

年

月

日

丁

戊

廠商名稱
得分
加總

評選委員

序
位

得分
加總

序
位

得分
加總

序
位

得分
加總

序
位

得分
加總

序
位

A
B
C
D
E
F
G
H
I
總評分/帄均總評分

/

/

/

/

/

序位和(序位合計)

序位名次
結論事項：本次評選結果無明顯差異，且經採購評選委員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評定優勝廠商。
優勝序位第 1：

。 優勝序位第 2：

。

優勝序位第 3：

。 優勝序位第 4：

。

其他事項：
。
其 1.評選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再予評分：
2.不同委員評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與處置）：
他
3.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與處置）：
記
4.評選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事
全
部
評
選
委
員
簽
名

姓名
職業
出缺席
姓名
職業
出缺席
出席評選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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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專案管理契約(稿)
106.04.06 版
立契約人：委託人：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以下簡稱甲方）
受託人：
（以下簡稱乙方）
茲為辦理【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
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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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由
甲乙雙方依公帄合理原則協議解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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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前目書面之遞交，如涉雙方權利義務或履約爭議之通
知等事項，均應以中文書面為之，並於送達對方時生
效。除於事前取得他方同意變更地址者外，雙方之地
址應以本契約書所載為準。
1. 當事人之任一方未依本目約定辦理地址變更，他方
按原址，並依當時法律規定之任何一種送達方式辦
理時，視為業已送達對方。
2. 前子目地址寄送，其送達日以掛號函件執據、快遞
執據或收執聯所載之交寄日期，視為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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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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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請洽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電話 03-3326181 分機
2473 至 2477)或其所屬分局，依契據性質開立印花稅大額
憑證繳款書繳納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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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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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
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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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規劃之諮詢及審查(詳第二條附件 1)
（二） ▓設計之諮詢及審查(詳第二條附件 1)
（三） ▓招標、決標之諮詢及審查(詳第二條附件 1)
（四） ▓監造、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詳第二條
附件 1)規劃之諮詢及審查
（五） ▓其他：依時程協助甲方將本案「需求說明書」各項
內容完成。設計之諮詢及審查
三、 本建築物各階段契約權責分工區分，詳第二條附件 2「公
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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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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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費新臺幣
4,23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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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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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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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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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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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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頇扣除第 2 子
目不包括之費用及稅捐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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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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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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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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由甲方視
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減價，並處以減價金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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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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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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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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頇於___個工作日(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內配合辦理。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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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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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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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設計核准後頇變更者。
(二) 超出技術服務契約或工程契約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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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圖等相關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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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作業階段(本階段之服務費用，占契約價金 15%)：
1.乙方完成本契約第 7 條第 2 款第 1 目「工作執行計畫書」
、
「測量、鑑界及地基等調查成果報告書」等工作並送交
甲方審核同意後，得申請甲方支付契約價金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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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完成本契約第 7 條第 2 款第 1 目「規劃設計構想報
告書及本案安置住宅循環經濟發展政策與財務評估分析
及建議期初報告」、「統包工程專案管理計畫書」、「統包
工程效益評估說明」、「統包需求計畫書及本案安置住宅
循環經濟發展政策與財務評估分析及建議期末報告」
，等
工作並送交甲方審核同意後，得申請甲方支付契約價金
之 10%。
（二）統包廠商招標階段(本階段之服務費用，占契約價金 5%)：
乙方協助甲方完成招標文件研擬、辦理公開閱覽、回覆廠
商疑義、廠商評選建議、決標諮詢等相關招標事宜，至甲
方完成統包廠商決標公告日後，乙方得向甲方申請支付。
（三）統包廠商作業階段(本階段之服務費用，占契約價金
75%)：
1.乙方完成「統包工程工作執行計畫審查報告書」送交甲
方同意備查，並審查細部設計圖說、督導統包廠商取得
建築執照及取得智慧建築、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後，得
申請甲方支付契約價金之 10%。
2.乙方完成監造計畫書，且依監造組織所述人員進駐工地
執行監造工作（監造人力之報核及進駐均頇為一次完整
報核並進駐，以下均同）
，經甲方審定並將契約約定投保
之保險單正本及收據副本提報甲方核備後，撥付契約價
金之 5%。
3.統包工程核准開工後，其執行監造業務期間服務費用，
占契約價金 60%。乙方得向甲方申請支付監造服務費之期
程及比例為(1)統包工程估驗計價進度達 5%、15%、25%、
45%、70%時，分別申請支付契約價金 10%；(2)統包工程
驗收合格且完成移交接管(含點交)與竣工計價時，申請
支付契約價金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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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尾款支付(本階段之服務費用，占契約價金 5%)：乙方完
成「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竣工成
果報告書」
、
「工程管理資訊系統操作說明書」結案或成果
報告書，並協助統包廠商取得智慧建築、綠建築、耐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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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等，經完成所有契約約定，且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經
甲方確認無誤，得申請甲方支付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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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以上者。但甲方經綜合考量
工程之急迫性或廠商履約能力或造成問題之複雜程度
及發生糾紛之可能性而同意給付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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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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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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均經常性薪資
指數，就漲跌幅超過_____%(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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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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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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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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履約所必頇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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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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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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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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如乙方提送資料，各階段需經審查超過 2 次以上者，
其委員出席相關審查會費用由廠商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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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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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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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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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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界及許可，依法應以甲方名義申
請，而由乙方代為提出申請者，其所需稅捐及規費、鑑界
費及審查費由乙方負擔。
第七條 履約期限
一、 本契約預估履約期程為：自決標次日起至完成本契約相關
約定事項日止。
二、 相關服務項目履約期限以日曆天計，規定如下：
（一）規劃作業階段：
1.本案工作執行計畫：乙方應自決標次日起【15 日】內
提出「工作執行計畫書」1 式 5 份(含資料光碟，光碟
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他可編輯
之原始圖資檔案)送交甲方審查，若甲方有相關修正意
見，乙方應於自甲方書面通知日次日起【7 日】內修
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
2.測量、鑑界及地基等調查：乙方應自決標次日起【60
日】內，針對本案各基地提出「測量、鑑界及地基等
調查成果報告書」1 式 5 份(含資料光碟提送)送交甲
方審查，若甲方有相關修正意見，乙方應於自甲方書
面通知日次日起【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
核。
3.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及本案安置住宅循環經濟發展政
策與財務評估分析及建議期初報告：乙方應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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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計畫書」審查通過或自機關書面通知日次日起【40
日】內提送「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1 式 5 份予甲方(含
資料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
其他可編輯之原始圖資檔案)審查，若甲方有相關修正
意見，乙方應於自甲方書面通知日次日起【7 日】內
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
4.統包專案管理計畫書：乙方應於「規劃設計構想報告
書」審查通過或自機關書面通知日次日起【15 日】內
提送「統包工程專案管理計畫書」、「統包工程效益評
估說明」、
「統包需求計畫書及本案安置住宅循環經濟
發展政策與財務評估分析及建議期末報告」各 1 式 5
份予甲方(含資料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
報告電子檔及其他可編輯之原始圖資檔案)審查，若甲
方有相關修正意見，乙方應於自甲方書面通知日次日
起【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
（二）統包招標階段：
1.乙方應於「統包工程專案管理計畫書」
、「統包工程效
益評估說明」、「統包需求計畫書」審查通過或自機關
書面通知日次日起【10 日】內提送「統包招標文件」
1 式 5 份(含資料光碟，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
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他可編輯之原始圖資檔案)供甲
方審查，甲方若有修正意見，乙方應於自甲方書面通
知日次日起【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
2.乙方應協助甲方進行統包招標文件之準備、審查、說
明、補充及修正、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及評選作業，及
其他與招標、決標作業相關之專案管理服務，並出席
相關會議。
3.乙方應配合甲方執行分案發包等策略提出足夠份數之
招標文件
（三）統包作業階段：
1. 乙方應於統包廠商提送工作計畫後次日起【7 日】內
提出該廠商之「統包工程工作執行計畫審查報告書」
(1 式 5 份，含資料光碟)。
2. 乙方應於統包廠商送達細部設計(含不同階段之設計
圖說，如建築執照圖及各類相關書圖、都市設計審議
書圖、結構及機電空調圖說、細部設計圖說成果等)
時，於次日起【7 日】內將審查結果(意見)送至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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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應包含建築、結構、機電(含給排水空調)、消防
等項目之審查意見表及檢核表、工程材料及設備審查
意見表及檢核表，並分析期程、成本、服務費用、圖
說內容等合理性。
3. 乙方廠商應於統包廠商細部設計提送次日起【30 日】
內提報監造計畫，如本案細部設計採分階段核定或作
業時間需較長者，經甲方同意得分階段提報或延長其
提報期限。
4. 乙方依本契約約定審定（或審查）本工程施工廠商依
工程採購契約約定提出各項細部設計資料(含不同階
段之設計圖說，如建築執照圖及各類相關書圖、都市
設計審議書圖、結構及機電空調圖說、細部設計圖說
成果等)、施工計畫、施工詳圖、品質計畫、同等品及
相關圖樣及書表等，應於接獲統包廠商資料，自甲方
書面通知日次日起【7 日】內將審查結果提送甲方，
並配合甲方出席會議簡報。但因不可歸屬乙方責任之
事由，致不能如期完成時，得經甲方同意延長完成期
限；乙方得提出審查意見要求統包廠商限期修正後提
送複審，複審次數以 1 次為原則。
5. 乙方審查本工程各類書圖、文件、預算、施工規範及
專業技師簽證事宜（含變更設計）應於甲方通知期限
內完成。如施工中有變更設計時，乙方應於自甲方書
面提送變更設計資料次日起【7 日】內完成變更設計
預算書圖之審查，將審查結果提送送交甲方，並配合
甲方出席會議簡報。
6. 乙方應於施工期間【每月 5 日】前提出上月份之「施
工管理、審查、督導暨進度管制報告書」及「月工作
報告」(一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予甲方備查並配合甲方
會議出席簡報。
7. 乙方應於設計及施工單位或甲方提供之資料送達之次
日起【7 日】內完成諮詢及審查，且將結果送交提供
資料者，副知甲方。
（四）統包竣工階段：
1. 乙方於本案興建工程完成驗收及移交作業並統包廠商
取得全部使用執照後次日起【30 日】內提送「桃園市
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
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竣工成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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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工程管理資訊系統操作說明書」各 1 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
子檔及其他可編輯之原始圖資檔案)予甲方審核，並出
具本工程保固期間履行專案管理責任切結書予甲方審
定。
（五）辦理工程管理資訊系統訓練課程：
1. 乙方應於「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審查通過後至統包
廠商申報開工前，
【配合甲方時間】辦理甲方人員工程
管理資訊系統訓練課程 8 小時(課程均需製作講義及
簽到表)。
2. 乙方應於統包廠商申報開工至辦理驗收日前，
【配合甲
方時間】辦理甲方人員工程管理資訊系統訓練課程共
計 16 小時。惟甲方得視業務需要，調整(增或減)8 小
時以內時數，乙方不得拒絕(課程均需製作講義及簽到
表)。
（六）乙方應配合本案工程基地，規劃專職監造人員進駐由
統包商設置之工地現場駐地辦公室，監造辦公室內設
備及人員等相關作業費用支出應自理。並自統包工程
決標次日起【30 日】內，提出本案「工地現場駐地辦
公室專職監造人員派駐計畫」
，且應於本案工程統包廠
商工程開工前內設置完成駐地辦公室內設備，及專職
監造人員進駐。
（七）履約期間其他應提送文件詳需求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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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於自監造單位書面通知審核完成之工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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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履約期限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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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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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停止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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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約標的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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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 7 條履約期限之各階段成果若需修正再審時，乙方
應依甲方期限修正完畢後提送，未依限提送，延遲依
第 13 條第 1 項延遲履約逾期違約金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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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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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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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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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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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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應依需求說明書工作內容，提供適當團隊人力資源、
專案人員組織、人力及分配，若甲方認為乙方團隊有核欠
妥適或不足因應本案工作情事，得要求乙方提出說明，若
甲方認為顯不合理者，即應調整人員、人數及組織架構，
乙方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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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方應於決標日次日起【15 日】內，將服務建議書所載
之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專案經理正式授權書以書面
通知甲方，並代表乙方執行契約工作。專案經理應於本契
約服務期間保持專職服務，且代表廠商處理與本契約有關
事宜。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如因請假、休假或有其他
不能執行職務之情形，應安排代理人並通知機關，期間超
過【3 日】者，則廠商需事先以書面經機關同意，並指定
適當之代理人員執行其全部職責。
(三) 契約執行階段人力分配：
1. 乙方於決標後，應指派專案管理服務人員進行規劃設計構
想、統包招標文件研擬、統包設計圖說審查、變更設計審
查、施工期間送審圖說與材料審查、現場工地督導、專業
技術協調等工作。
2.乙方團隊有關規劃設計構想研擬、規劃設計諮詢及審查工
作項目，應至少具備六種專業項目人員(建築設計人員、結
構技術人員、機電設計人員、消防設備設計人員、景觀設
計人員)，人數資格詳服務需求說明書。
3. 乙方於本案工程啟動時，頇指派依法開業之建築師擔任本
工程法定監造人(得兼任)，並於本案興建基地周邊成立專
案辦公處所派駐現場監造人員(應為專職，不得兼任)，協
助統包工程施工履約諮詢審查及執行監造業務，其人數、
資格詳需求說明書。
4.乙方應聘有文書行政人員，處理文書行政或會計相關業
務，並視業務需要雇用諮詢顧問團隊(智慧綠建築、通用設
計等領域，人數資格詳服務需求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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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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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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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施工期間，契約規定之專職專案經理及駐地人員頇常駐工
務所。
- 18 附4-60

(七) 其他人力規劃詳需求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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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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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專職常駐現場人員依「勞動基
準法」進行排休之輪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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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向甲方以書面提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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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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內送甲
方審核（或備查）。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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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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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附4-62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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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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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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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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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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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內容有頇保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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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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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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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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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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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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建造執照後申請候選綠建築證書及
候選智慧建築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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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候選
智慧建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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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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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乙方指派之監造建築師或派駐現場監造人員，應獲授
權代表乙方執行本契約服務工作。本契約履約期間，
派駐現場監造人員正常上班時間，因故離開工地應事
先向甲方報備，人員請假超過 3 天（不含例假日）者，
乙方應事先另指派同等專長資格人員並報經甲方同意
後始得代理執行監造工作。因故必要更換監造組織人
員者，乙方應於計畫更換 7 天前提出替代人選，報經
甲方同意後始得辦理。依法應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者，乙方應主動辦理。
(二)甲方得隨時派員至工地現場及乙方監造辦公處所辦理
乙方人員差勤之查核工作，乙方應配合辦理給予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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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不得阻礙、推諉或拒絕，並配合甲方做成差勤
查核紀錄，作為監造費估驗計價之依據。
(三)甲方認為乙方所指派監造人員有擅離職守、不能勝
任、監造缺失、未遵守安全衛生環保規定等，對工程
進展有不利時，甲方得要求乙方於一定期間內撤換該
監造人員，乙方應即以合格人員替換，再提出替換人
員資歷送甲方審查，如該替換人員資歷不符契約約
定，乙方應再替換之，直至甲方審定為止，替換人員
所需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上述違約情形說明如下：
1.所稱擅離職守：指未經請假、換班交接或未經核准，
於應執行監造職務時離開工地或於災害發生時未立
即趕赴現場作緊急處理。
2.所稱不能勝任：指其能力不足擔任工地之監造工作
或未依約定參加乙方自行辦理 8 小時以上監造人員
職前訓練講習者。
3.所稱監造缺失：指甲方或工程司於監督乙方執行監
造工作時，發現乙方監造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對於施工文件審查不實、未確實執行測量工作或測
量錯誤、未確實執行施工進度之查驗、追蹤、檢討、
輔導、未按日詳細記載監工日報、未依規定執行工
程材料抽驗及施工中檢驗、未確實製作有關文件、
未確實督導材料及施工管理、未依甲方約定期限督
導各分標施工廠商回報缺失改善情形、工程管理報
表處理遲誤、緊急應變措施失當、配合協調處理欠
佳、對用地、管線、陳情、排水、交通等雜項事務
處理欠當、未依監造計畫各項監造作業項目辦理起
迄時程表、各項文件書圖審查期限辦理者。
(四)乙方服務項目涵蓋本工程專案管理(含監造)及研提相
關方案，代表甲方協調、整合、管制、審查及甲方諮
詢提供建議事項等本工程執行期間相關事宜。
(五)乙方應指派本案計畫主持人(得由協同計畫主持人代
理)陪同專案經理參加"與甲方指定之重要會議"(專案
經理如因請假或有其他不能執行職務之情形，應安排
代理人並通知機關，乙方需事先以書面經甲方同意，
並指定適當之代理人員執行其全部職責)，及指派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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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製作會議記錄，提供相關技術諮詢、統計分析、
撰寫新聞稿，並應主動提出有助於本案之策略或可能
衍生之課題與相關之服務。
(六)本案乙方所提送之報告書份數(不包括會議紀錄)，若
未載明者均應以 1 式 5 份(含資料光碟，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他可編輯之原始圖
資檔案)為原則。
(七) 其他：
1.為建立乙方履約績效之資料，履約期間甲方與乙方
雙方應遵守「桃園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履約績效管
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乙方履約績效屬良好者，
得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增分記點。
2.乙方履約有「桃園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履約績效管
理作業要點」所列之履約績效不良之情事者，甲方
應依規定檢討辦理扣分記點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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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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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桃園市公共工程品質督導機制提升詴
辦方案」督導結果對乙方辦理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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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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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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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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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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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元（由甲方於招標時載明；未載
明者，為貳佰伍拾元）。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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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總額以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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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
□其他：___________。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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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止點），到場查證施工廠
商履約品質。未到場之處置：
■每人次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5,000元。
□其他：___________。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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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
□其他：___________。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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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元。
□其他：___________。
5.■除前述情形外，視甲方需要配合甲方通知應到場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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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程監造相關事宜，惟每■月□星期□其他：______
以不逾5次為原則。未到場之處置：
■每人次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5,000元。
□其他：___________。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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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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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元(扣除社會保險)。
（六）保險期間：自決標次日起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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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意外責任險：包括因業務疏漏、錯誤或過失，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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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業務 上之義務，致甲方或其他第三人受有之損失。每
一賠償請求案件之保險金額為新台幣 500 萬元整以
上，保險期間內之累計保險金額上限為新台幣 2,480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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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向保險人索賠所費時間，不得據以請求延長履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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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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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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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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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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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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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應於接獲乙方來文備驗或可得
驗收之程序完成後 30 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如
有逾時辦理驗收之必要，應經甲、乙雙方協議延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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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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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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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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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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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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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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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間乙方派駐現場監造人員為確實駐地執行監造業
務，應每日到工，無故不到工者，除依合約金額扣除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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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到工人員薪資外，每人每日罰款新臺幣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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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每次罰款新臺幣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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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頇退回修正者，第 1-2 次以
書面告知，第 3 次即計罰新臺幣 5,000 元；第 4 次計
罰新臺幣 1 萬元；並自第 5 次起，每次計罰新臺幣 6
萬元；事後發現者，每次計罰各該次該當上述次數之
金額。
（二）乙方執行契約約定之服務項目於約定期限內提出相關
資料或報告書，經甲方提出修正意見後，除另有約定
或經甲方同意者外，應以一次修正完成為原則，所提
修正版本依前述意見修正仍有修正不完全或所提報告
內容仍明顯不符專業需求，致頇退回再修，第 1 次以
書面告知，第 2 次即計罰新臺幣 5,000 元；第 3 次計
罰新臺幣 1 萬元；並自第 4 次起，每次計罰新臺幣 6
萬元；事後發現者，每次計罰各該次該當上述次數之
金額。惟經甲方認定非屬前開情況者，不在此限。
（三）因統包廠商設計錯誤、工料、圖說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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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為甲方向規劃廠商求償金額之 20%。
（四）因乙方管理不善或監造不實，致甲方遭受損害者，乙
方除依第 15 條第 8 款約定內容需負賠償責任外，另就
乙方履約管理不善或監造不實部分，每次計罰金額 10
萬元。
四、前款所謂「修正不完全」或「報告內容明顯仍不符專業需
求」
，係由甲方召開之工作會議或專家學者審查會認定。乙
方若不服，得依本契約第 18 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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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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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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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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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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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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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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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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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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乙方在工程保固期限，如本工程一部或全部發現有損
- 32 附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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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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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於接獲來文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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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內容頇變更之相關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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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變更之相關文件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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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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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因故必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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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有第 4 條第 7 款之情事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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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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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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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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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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契約價金之變更，其底價依採購法第 46 條第 1 項之規定，
契約變更其新增項目單價訂定及議價作業等程序，依行政
院工程會「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
表」等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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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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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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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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於接獲甲方來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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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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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月(由甲方於招標時合理訂定，如未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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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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公共利益及公帄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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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附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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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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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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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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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甲方□同意▓不同意（由甲方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
者，為不同意）仲裁庭適用衡帄原則為判斷。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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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地址：33001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 7 樓；電話：03-3322101 分機 5717、5718，傳
真:03-339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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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無頇履約者不在此限。
（二） 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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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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對於有爭議部分之服務費用機關得暫予扣留，俟爭議事
項確定後，再行辦理核付(或扣除)。
（四） 履約完成後，因雙方履約爭議未能協議前，甲方得依程
序進行結算、驗收及提存等作業，並俟履約爭議處理結
果確定後再辦理未盡事項。
（五） 驗收完成後，如乙方對於結算結果有意見而拒絕於相關
文件核章簽認，不領取價金者，甲方得依提存法規定予
以提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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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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
招標機關：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代 表人： 莊處長敬權
地
址：33346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 105 號
電
話：（03）3298600

得標廠商：
第一成員：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第二成員：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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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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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之諮詢及審查：
(一) 提出規劃設計構想、基本圖說及概要說明書，並提供相關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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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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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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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監造、施工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
(一) 擬訂監造計畫並依核定之計畫內容據以執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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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各工作項目界面之協調及整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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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歷之審查或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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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施工廠商放樣、施工基準測量及各項測量之校驗。
(七) 監督及查驗施工廠商辦理材料及設備之品質管理工作。
(八) 施工品質管理工作之督導或稽核。
(九) 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之督導或稽核。
(十) 施工進度之查核、分析、督導及改善建議。
(十一)
施工估驗計價之審查或複核。
(十二)
契約變更之處理及建議。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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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竣工圖及結算資料之審定或複核。
(十五)
給排水、機電設備、管線、各種設施測詴及詴運轉之督導及建議。
(十六)
協助辦理工程驗收、移交作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設備運轉及維護人員訓練。
維護及運轉手冊之編擬或審定。
特殊設備圖樣之審查、監造、檢驗及安裝之監督。

計畫相關資料之彙整、評估及補充。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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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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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法
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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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 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未
確結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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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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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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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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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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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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洩密之處罰 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 科或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
之人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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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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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定之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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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強制洩密之 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未
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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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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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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法人之處罰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務犯本法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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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項
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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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違背建築術 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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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使公務員登 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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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業務上文書 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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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信罪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已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 科或併科 1 千元以下罰金。未
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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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條

條例處斷。
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
者，亦依本條例處斷。

條、第 6 條、10 條、第 12 條、
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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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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行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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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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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項及第 4 項 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 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
行賄罪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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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法

行技師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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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
稱
政府採
購法

相關條項
第 31 條

第 32 條

第 50 條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
標。
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 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
名義或證件投標。
發還者，並予追繳。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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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 廠商如有違反，機關得不發還
不發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 其所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金
保證金及其孳息之情形。
（請 及其孳息。
參照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規定）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 投標廠商有左列情形之一，經
標。
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
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 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
標文件之規定。
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
證件，或以偽造、變造 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
之文件投標。
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
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 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
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 共 利 益 ， 並 經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聯者。
者，不在此限。
六、第 103 條第 1 項不得參 第 1 項不予開標或不予決標，
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行者，
之情形。
機關得宣布廢標。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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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 條

第 66 條

第 70 條

第 72 條

違反採購契約約定-廠商規 契約經訂定後，對廠商與機關
劃設計錯誤、監造不實或管 均發生拘束力，廠商如不遵
理不善，致機關遭受損害之 行，自應負契約責任（如逾期
責任。
罰款、違約金、不發還履保金、
損害賠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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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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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
稱
政府採
購法

技師法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第 101 條至 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 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於 1
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 年或 3 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
第 103 條
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 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未提出異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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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條第 1 領有技師證書而未領技師執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止，並
業執照、自行停止執業或未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
項、第 24
加入技師公會，擅自執行技 下之罰鍰；其不停止行為者，
條、第 52 條 師業務
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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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第 4 執業執照已逾有效期間未申 處新臺幣 1 萬 8 千元以上 9 萬
項、第 53 條 請換發，而繼續執行技師業 元以下罰鍰，中央主管機關並
應命其限期補辦申請；屆期未
務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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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記事項變更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項、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第 53 條第 2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項
者，得按次處罰。
第 12 條、 自行停止執業技師，未檢具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第 53 條第 2 執業執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或 再 次 違 反
請註銷執業執照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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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項、第 53 條 定辦理公共安全、預防災害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或 再 次 違 反
或搶救災害有關之技術事項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第2項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 15 條、 未具備及詳實記載業務登記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第 53 條第 2 簿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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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或申誡。
項、第 41 條 技師執業圖記
第 1 項第 1
款
第 16 條第 2 非技師本人或其監督下完成 申誡、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止
之工作為簽證；涉及現場作 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項至第 3
業者，技師未親自赴現場實
項、第 41 條
地查核。
第 1 項第 3
技師執行簽證，未提出簽證
款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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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條、 委託人或其執業機構擅自變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
第 41 條第 1 更原定計畫及在計畫進行時 止業務之懲戒。
或完成後不接受警告，致有
項第 2 款
發生危險之虞時，受委託技
師未據實報告所在地主管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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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 兼任公務員

申誡、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止
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

第 19 條第 1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 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止業
務、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
項第 1 款、 業務或招攬業務
證書。
第 41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19 條第 1 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 申誡、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止
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懲戒。
項第 2 款至 務
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
第 6 款、
關之法令。
第 41 條第 1 辦理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
項第 3 款 不實之報告或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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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承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
辦逾越執業執照登記之執業
第 41 條第 1
止業務之懲戒。
範圍
項第 2 款
第 21 條、 受停業處分之技師，於停業 廢止執業執照之懲戒
期間執行業務
第 41 條第 1
項第 4 款
第 22 條、第 執業期間不接受主管機關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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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條第 1 拒絕或規避主管機關及中央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業務
項、第 41 條
止業務之懲戒。
或向其報告、提出證明文
第 1 項第 2 件、表冊及有關資料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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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
法

第 39 條、第 違反技師法第 16 條至第 18 1. 除依技師法規定處分外，應
41 條第 2 項 條、第 19 條第 1 項、第 20
付懲戒。
條、第 21 條或第 23 條第 1 2. 技師有第 39 條第 2 款或第 3
項所定之行為者。
款規定情事之一者，其懲
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
戒，由技師懲戒委員會依第
經判刑確定者。
40 條規定，視情節輕重議定
違背技師公會章程、倫理規
之。
範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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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師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者，
上或受停止業務處分累計滿 應另受停止業務之處分；受停
項
5 年者
止業務處分累計滿 5 年者，應
廢止其執業執照。
違反不得充任建築師規定 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
第4條
其已充任建築師者，撤銷或廢
第 46 條第 1
止其建築師證書。
項第 5 款
違反建築師事務所設立及登 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2 月以上
第6條
記規定
2 年以下之懲戒。
第 46 條第 1
項第 2 款
開業後之事務所地址變更及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11 條
從業建築師與技術人員聘僱
第 46 條第 1
情形，未向直轄市、縣（市）
項第 1 款 主管機關分別登記
事務所遷移未向原登記之主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12 條
管機關申請核轉
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
自行停止執業建築師，未檢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13 條
具開業證書向原登記主管機
第 46 條第 1
關申請註銷開業證書
項第 1 款
違反設計規定
警告、申誡或停止業務 2 月以
第 17 條
上 2 年以下或撤銷開業証書之
第 46 條第 1
懲戒。
項第 4 款
違反監造規定
警告、申誡或停止業務 2 月以
第 18 條
上 2 年以下或撤銷開業証書之
第 46 條第 1
懲戒。
項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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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或兼營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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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條第 1
項第 3 款

工程技
術顧問
公司管
理條例

允諾他人假借其名義執行業 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
第 26 條
務
第 46 條第 1
項第 5 款
因業務知悉他人之秘密而洩 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2 月以上
第 27 條
漏
2 年以下之懲戒。
第 46 條第 1
項第 2 款
未經領有開業證書、已撤銷 除勒令停業外，並處新臺幣 1
第 43 條
或廢止開業證書、未加入建 萬元以上 3 萬元以下之罰鍰；
築師公會或受停止執行業務 其不遵從而繼續執業者，得按
處分而擅自執業者
次連續處罰。
第 9 條之 1 違反第 9 條之 1 規定，開業 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
證書已逾有效期間未申請換 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補辦
第 43 條之 1
發，而繼續執行建築師業務 申請；屆期不遵從而繼續執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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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業為建築師者，其有關業務
項
上所用之文件、圖說，未以
第 46 條第 1 中華民國文字為主
項第 1 款
第 45 條第 2 依本法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 建築師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
或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累計 者，應另受停止執行業務時限
項
滿 5 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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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師擔任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1 款、 所置執業技師，未有 1 人具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7 年以上之工程實務經驗， 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限期改
且其中 2 年以上頇負責專案 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 1 個
工程業務。
月以上 1 年以下之停業處分，
未按登記營業範圍之各類科 且得廢止其許可及註銷登記
別，各置執業技師 1 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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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執行業務或代表公司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之股東，未有三分之一以上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2 款、 為該公司營業範圍之執業技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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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工程技術業務之經理人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或工程技術部門負責人，未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3 款、 由執業技師擔任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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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令其歇業，並得處新臺幣 50
項
證而營業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8 條第 1 未加入公會而營業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第 32 條第 1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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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32 條第 1 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項第 2 款 業技師，未於期限內，依法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申請或變更執（開）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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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條
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4 款、 業技師，非專任之繼續性從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業人員，或未僅在該公司執 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限期改
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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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條第 1 執業技師離職或受停止業務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及第 2 項 處分，未依規定報請主管機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第 32 條第 1 關備查。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3 款 前項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於違 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限期改
反第 5 條規定期間，其已承 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警告
接業務未終止契約或委託辦 處分
理
第 15 條
未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登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32 條第 1 記證之記載事項、董事、執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項第 4 款 行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之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變更許可。
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限期改
未換發登記證。
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警告
未依規定申請變更監察人或 處分
執業技師名冊。
第 16 條
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 勒令其歇業，並得處新臺幣 50
第 27 條第 1 出租或出借與他人使用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項第 2 款、
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及註銷
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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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規定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5 款、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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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條第 3 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指派之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
監督業務人員違反承接工程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第 29 條第 2 技術服務業務規定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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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項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27 條第 1
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及註銷
項第 3 款、
登記證，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
第2項
機關廢止其公司登記或部分登
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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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第 2 違反專業責任保險之退保及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
契約變動之通知義務規定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第 29 條第 1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6 款、
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限期改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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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及其執業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2 條
技師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第 29 條第 1
管機關檢查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7 款、
關得按次連續處罰並限期改
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 1 個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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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編列研究發展及人才培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3 條
育經費規定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第 32 條第 1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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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租用、冒用、偽造或
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 百萬元
第 28 條
變造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 以下罰鍰。
證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 依相關法令處罰執業技師。對
第 30 條
師執行業務，違反與業務有 該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亦處新臺
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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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條項

法

規

相關罰責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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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贈。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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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捐贈政治獻
項、第 29 條 款以外之個人、政黨、人民團 金者，按其捐贈之金額處 2
體及營利事業為限：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
第2項
一、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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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者以外 收受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至
25 條
對象之政治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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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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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9 條第 1 政治獻金之捐贈，不得行求或 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捐贈之
項、第 29 條 期約不當利益。
金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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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捐贈之
29 條第 2 項 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 1 萬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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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捐贈之
29 條第 2 項 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金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一、個人：新臺幣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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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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第 1 對 同 一 擬 參 選 人 每 年 捐 贈 總 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捐贈之
項及第 2
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金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項、第 29 條 一、個人：新臺幣 10 萬元。 得超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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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 第 1 條
人員
利益
衝突
迴避
法
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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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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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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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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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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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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
14 條

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
關係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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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
14 條
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
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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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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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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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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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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處罰後再違反者，連續處
罰之。

60
附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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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法
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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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 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未
確結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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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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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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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定之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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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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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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強制洩密之 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未
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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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法人之處罰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 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
第 122 條第 3 務犯本法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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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項
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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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背建築術 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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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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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公務員登 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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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上文書 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
登載不實罪 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千元以下罰金。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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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2 條
背信罪

貪污 第 2 條
治罪
條例 第 3 條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已
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
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
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
產或其他利益者。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
條例處斷。
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
者，亦依本條例處斷。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 1 千元以下罰金。未
遂犯罰之。

詳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10 條、第 12 條、
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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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行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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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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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項及第 4 項 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 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
行賄罪
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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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業法
違反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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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
稱
政府採
購法

相關條項
第 31 條

第 32 條

第 50 條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
標。
商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二、投標廠商另行借用他人 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已
名義或證件投標。
發還者，並予追繳。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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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 廠商如有違反，機關得不發還
不發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 其所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金
保證金及其孳息之情形。
（請 及其孳息。
參照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規定）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 投標廠商有左列情形之一，經
標。
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
二、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 之標應不予開標；於開標後發
標文件之規定。
現者，應不決標予該廠商。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
證件，或以偽造、變造 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
之文件投標。
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
五、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 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反不符公
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 共 利 益 ， 並 經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聯者。
者，不在此限。
六、第 103 條第 1 項不得參 第 1 項不予開標或不予決標，
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行者，
之情形。
機關得宣布廢標。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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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 條

第 66 條

第 70 條

第 72 條

營造業
法

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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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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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員違反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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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
稱
政府採
購法

營造業
法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第 101 條至 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 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於 1
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 年或 3 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
第 103 條
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 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未提出異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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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包工業違反越區營業規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第 11 條、
定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第 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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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條、 違反申請書變更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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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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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依限辦理主管機關通知之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補正事項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第 19 條第 2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變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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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第 5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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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違反承攬造價限額、工程規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模範圍及承攬總額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第 26 條、 未依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製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第 56 條
工計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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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該營造業限
第 5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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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以 3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止
長技能及作業規範進行施工 執行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第 53 條
操作或品質控管，情節重大
者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第 30 條第 1 違反工地主任設置規定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第 32 條第 1 一、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施工。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止執行營
項、第 62 條
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造業業務之處分。
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 營造業工地主任經依前項規定
料等管理。
受警告處分 3 次者，予以 3 個
四、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 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止執行營造
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 業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行營
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 造業業務處分期間累計滿 3 年
政事務。
者，廢止其工地主任執業證。
五、工地遇緊急異常狀況之 前項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之
通報。
日起 5 年內，其工地主任不得
重新申請執業證。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第 33 條第 1 違反技術士設置規定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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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違反應負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該土木包
責辦理之工作
工業 3 個月以上 2 年以下停業
第 63 條
處分。
第 37 條第 2 營造業負責人未盡告知定作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
下罰鍰。
項、第 59 條 人義務或適時處理
第 38 條、 營造業負責人未即時為必要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
之避免危險措施
下罰鍰。
第 59 條
第 39 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 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員違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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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故不能執行業務之處置規定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第 56 條
第 41 條第 1 營造業工地主任違反工程主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項、第 62 條 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止執行營
或驗收工程應辦理事項之規 造業業務之處分。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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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第 1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簽章證明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或註記規定
第 52 條

第 54 條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廢止許 勒令其停業，並處新臺幣 1 百
可而經營營造業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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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他人之營造業登記證書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萬
或承攬工程手冊經營營造業 元以下罰鍰，並廢止其許可。
業務者。
自廢止許可之日起 5 年內，其
將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 負責人不得重新申請營造業登
程手冊交由他人使用經營營 記。
造業業務者。
停業期間再行承攬工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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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許可後未領得營造業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
登記證或承攬工程手冊 以下罰鍰。
第 17 條第 1
而經營營造業業務者。 營造業有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
項
二、未加入公會而經營營造 情事者，並得勒令停業及通知
第 20 條
業業務者。
限期補辦手續，屆期不補辦而
三、未依第 17 條第 1 項規 繼 續 營 業 者 ，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定，申請複查或拒絕、 罰。有前項第 4 款情事，經主
妨礙或規避抽查者。 管機關通知限期補辦手續，屆
四、自行停業、受停業處分、期不辦者，得按次連續處罰。
復業或歇業時，未依第
20 條規定辦理者。
第 56 條第 2 依本法受警告處分 3 次或於 營造業受警告處分 3 次者，予
5 年內受停業處分期間累計 以 3 個月以上 1 年以下停業處
項
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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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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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條項

法

規

相關罰責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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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贈。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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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捐贈政治獻
項、第 29 條 款以外之個人、政黨、人民團 金者，按其捐贈之金額處 2
體及營利事業為限：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新
第2項
一、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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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者以外 收受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至
25 條
對象之政治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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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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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9 條第 1 政治獻金之捐贈，不得行求或 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捐贈之
項、第 29 條 期約不當利益。
金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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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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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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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捐贈之
29 條第 2 項 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 1 萬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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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捐贈之
29 條第 2 項 贈總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金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一、個人：新臺幣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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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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條第 1 對 同 一 擬 參 選 人 每 年 捐 贈 總 捐贈政治獻金者，按其捐贈之
項及第 2
額，不得超過下列金額：
金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
項、第 29 條 一、個人：新臺幣 10 萬元。 得超過新臺幣 1 百萬元。
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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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 第 1 條
人員
利益
衝突
迴避
法
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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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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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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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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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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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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
14 條

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
關係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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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
14 條
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
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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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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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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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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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1（投標時檢附）
本廠商_________參與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辦
理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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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辦理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
(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
(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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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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契約約定權責分工表（附表三）
（有委託專案管理廠商）
說明：
一、本表格主要依據「工程採購契約範本」
、
「公共工程技術服務契約範本」
、
「公共工程
專案管理契約範本」，並參考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委託專
案管理模式之工程進度及品質管理參考手冊」等內容訂定，建議各機關將之納入工
程採購契約及委託技術服務契約據以執行，如各該契約另有規定者，則本表格亦應
配合調整修正；其約定事項所衍生之服務費用，亦請各機關詳加考量並納入相關契
約之價金一併給付。
二、本表格適用於機關將「專案管理」與「施工監造」分別委由兩個不同廠商辦理之情
形，與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一併委託專
案管理廠商提供施工監造服務者不同，後者機關須就施工階段之專案管理服務項目
與「施工監造」之服務項目，依委辦服務內容予以整合為一，其服務酬金並應依整
合後之服務項目內容重新考量。
三、關於建築物施工階段相關工程人員之法定權責應符合建築法、建築師法、營造業法
等相關法律規定。承造人之負責人、相關工程人員如專任工程人員（主任技師或主
任建築師）、工地主任、技術士等人員應依營造業法之規定確實執行任務。
四、為讓機關與委託專案管理廠商、監造單位、施工廠商間之權責更具體明確，機關應
依工程性質訂定各期程完成期限、罰則，其懲罰標準由機關自行訂定，並於各單位
權責下，標註應辦理期限，俾以確分權責。
五、本表格主要名詞之定義及使用符號。
名詞

定義

負 責 執 行 相 關 工 作 事 項 ， 製 作相 關 文 件 以 供 審 核 ， 並 針 對 審
核意見辦理後續工作。
協辦 協助辦理相關工作事項。
督 促 辦 理 者 執 行 工 作 ， 及 檢 視其 辦 理 情 形 ， 如 發 現 有 未 符 合
監督
契約與規範之處，並予以糾正。
督導 督促並指導辦理者依契約及規範執行工作。
檢 查 辦 理 者 之 工 作 執 行 情 形 ，檢 視 送 審 資 料 是 否 符 合 契 約 與
審查 規 範 提 出 處 置 意 見 ， 要 求 辦 理者 修 正 或 將 檢 視 結 果 提 供 核 定
者（或審定者）決策之參考。
審定 檢 視 並 就 技 術 部 分 確 認 辦 理 者之 工 作 成 果 或 送 審 資 料 是 否 符
（複核）合契約與規範，將結果提供主辦機關備查或核定。
主 辦 機 關 ： 對 於 辦 理 單 位 、 審查 或 審 定 單 位 之 陳 報 事 項 作 成
決定。
核定
其 他 單 位 ： 審 查 或 審 定 辦 理 者之 工 作 成 果 或 送 審 資 料 是 否 符
合契約與規範，作成決定並將決定送主辦機關備查。
備查 收執存查或核定後收執存查。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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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1. 申 請 建 管 單
位各階段勘驗

起造人 專案管理
（業主）
單位

協辦

督導

設計人

協辦

監造人

協辦

完成期限

2. 擬 定 施 工 進
度表

完成期限

工
程
開
︵
施
︶
工
前

承造人（承
攬廠商）

辦理

依據

備註

未於時程完成期
工 契 附 錄 限內辦理，應予
2-5.2.16 懲罰。
、2-5.5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核定

審定

審查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辦理

工契 9-（ 未於時程完成期
四）-1、9 限內辦理，應予
-（四）-3 懲罰。
、工契附錄 懲罰標準由機關
2-5.2.4、 自行訂定。
品管要點
11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契 9-（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理，應予
3. 合 法 土 資 場
廿三）
依契約規 依契約規 依契約規 依契約規 依契約規
懲罰。
或借土區資料
定辦理
定辦理
定辦理
定辦理
定辦理
懲罰標準由機關
送審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 契 附 錄 未於時程完成期
2-5.2.16 限內辦理，應予
4. 向 建 管 單 位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理
、2-5.5 懲罰。
申報開工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契 7-（ 未於時程完成期
一）、工契 限內辦理，應予
5. 向 業 主 申 報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理
附錄 2-5. 懲罰。
開工
懲罰標準由機關
2.6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品 管 要 點 未於時程完成期
8
限內辦理，應予
6. 編 擬 監 造 計
懲罰。
備查
核定
辦理
畫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 契 9 - ( 未於時程完成期
7. 編 擬 及 提 報
四)、工契 限內辦理，應予
施工計畫書（包
附 錄 1 - 3 懲罰。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理
括向建管單位
、2-5.2.4 懲罰標準由機關
及工程管理單
、品管要點 自行訂定。
位）
11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 契 附 錄 未於時程完成期
4-3、品管 限內辦理，應予
8. 編 擬 品 質 計
要點 3、6 懲罰。
備查
核定
審查
辦理
畫
懲罰標準由機關
、11
自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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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完成期限
9. 編 擬 安 全 衛
生管理計畫

起造人 專案管理
（業主）
單位
完成期限

備查

完成期限

設計人

核定

承造人（承
攬廠商）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監造人

審查

完成期限

辦理

依據

工 契 附 錄 未於時程完成期
1-3、1-4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契 13

10.辦理工程保
險

備查

完成期限
11.向勞檢單位
申請丁類危險
性工作場所審
查

備查

核定

完成期限

備查

督導

監督

工
程
施
工
階
段

完成期限
3. 填 報 建 築 物
施工中營造業
專任工程人員
督察紀錄表
完成期限
4.停工、復工報
核

備查

備查

核定

辦理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備查

核定

完成期限
督導

品管要點 未於時程完成期
11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辦理

工契 9-( 未於時程完成期
四)-5、工 限內辦理，應予
契附錄 2- 懲罰。
5.2.7、品 懲罰標準由機關
管要點 7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督導

督導

辦理

工契附錄
4-3.6.1、
品管要點
7

完成期限

核定

審定

審查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5. 營 建 剩 餘 土
備查
督導
石方流向管制

6. 定 期 召 開 工
程協調會議

辦理

工 契 附 錄 未於時程完成期
1-1、2-5.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2.16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1 填報公共工
程施工日誌
2.2 施工月報

辦理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 填 報 建 築 工
程監造（監督、
查核）報表

備註

核定

辦理

辦理

工契 7-（ 未於時程完成期
三）-2、工 限內辦理，應予
契附錄 2-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5.2.6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監督

協辦

協辦

辦理

工契 9-(
廿三)

協辦

工契附錄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理，應予
3-3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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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完成期限
7. 工 程 界 面 協
調

8. 工 程 材 料 送
審進度管制

起造人 專案管理
（業主）
單位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備查

備查

完成期限

9.1 繪製施工詳
圖
9.2 設計圖面補
充

完成期限
11.工程材料資
料送審(同等
品)
完成期限
12.工程材料試
驗結果之查察
（承攬廠商自
主品管部分）

協辦

核定
督導

備查

備查

核定

審定

審查

審定

審查

辦理

工契 11-(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工契 限內辦理，應予
附 錄 4 - 1 懲罰。
、4-2、品 懲罰標準由機關
管要點 11 自行訂定。
、13

辦理

工契 9-（ 未於時程完成期
四）-1、9 限內辦理，應予
-（四）-3 懲罰。
、9-（四）懲罰標準由機關
-4、10-（ 自行訂定。
三）、工契
附錄 1-5.
1、品管要
點 11

辦理

工契 11-(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工契 限內辦理，應予
附 錄 4 - 1 懲罰。
、4-2、品 懲罰標準由機關
管要點 11 自行訂定。
、13

辦理

工契 11-(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工契 限內辦理，應予
附 錄 4 - 1 懲罰。
、4-2、品 懲罰標準由機關
管要點 11 自行訂定。
、13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督導

審查

完成期限
13.工程材料樣
品送審

協辦

工契 10（三）-7
、10-（五
）

備註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備查

依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辦理

承造人（承
攬廠商）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監造人

審查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0.工程材料資
料送審

督導

設計人

辦理

工 契 附 錄 未於時程完成期
4-2、品管 限內辦理，應予
要點 11、1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3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審定

審查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4. 施 工 材 料
備查
督導

辦理

工 契 1 1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工 限內辦理，應予
契附錄 2- 懲罰。
5.2.3、品 懲罰標準由機關
管要點 11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辦理
協辦
工 契 1 1 - 未於時程完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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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 專案管理
（業主）
單位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與設備查核【包
括檢（抽）驗】

16.工地安衛與
環境保護

17.施工進度管
制

完成期限

備查

備查

備查

督導

監督

督導

監督

督導

審查

完成期限
18.擬定趕工計
畫
完成期限
19.施工中工期
核計
完成期限

20.工期展延

完成期限
21.施工中估驗
計價

備註

（二）、工 限內辦理，應予
契附錄 4- 懲罰。
2、品管要 懲罰標準由機關
點 11、13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15.施工品質管
理

依據

辦理

工契 10（三）、11
、工契附錄
2-5.2.11
、4

辦理

工契附錄
1、2-2、2
-3、2-5.3
、品管要點
11

辦理

工契 9-（ 未於時程完成期
四）-1、1 限內辦理，應予
0-（三）、 懲罰。
品 管 要 點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11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審定

審查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審定

審查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理

工契 7-（ 未於時程完成期
三）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審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2.工程變更設
計作業
核定
審查
（確定變更後

辦理

工契 9-（ 未於時程完成期
四）-1、1 限內辦理，應予
0-（三）、 懲罰。
品 管 要 點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11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辦理

工契 5-（ 未於時程完成期
一）-5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審查

辦理

工 契 5 -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一)-2、工 限內辦理，應予
契附錄 4- 懲罰。
2、品管要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點 11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辦理

協辦

協辦

工 契 7 -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 ) 、 7 - ( 限內辦理，應予
三)、20、 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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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起造人 專案管理
（業主）
單位

設計人

監造人

承造人（承
攬廠商）

23.解釋合約､
圖說與規範
完成期限

工
程
完
工
驗
收
階
段

備註

工 契 附 錄 懲罰標準由機關
2-5.2.9、 自行訂定。
品管要點
11

之作業）

完成期限

依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審查
辦理

協辦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24.處理鄰房損
害糾紛

備查

協辦

25.工程爭議處
理

核定

辦理

工 契 1 0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三）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辦理

完成期限

協辦

協辦

辦理

協辦

協辦

工契 9-（
十六）、18
-（五）、1
8-（八）
工契 22

工 契 附 錄 未於時程完成期
26.申請電信、
2-5.2.16 限內辦理，應予
消防、電、水、 依契約規 依契約規 依契約規 依契約規 依契約規
懲罰。
定辦理
定辦理
定辦理
定辦理
污 排 等 管 線 埋 定辦理
懲罰標準由機關
設事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 契 附 錄 未於時程完成期
2-5.2.6 限內辦理，應予
27.向建管單位
懲罰。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理
申報竣工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契 9-（ 未於時程完成期
限內辦理，應予
十四）
28.準備使用執
懲罰。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理
照申請事宜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契 9-（ 未於時程完成期
十四）、15 限內辦理，應予
1. 辦 理 使 用 執
協辦
督導
協辦
協辦
辦理
-（十三） 懲罰。
照申請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工 契 1 5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工 限內辦理，應予
2. 向 業 主 申 報
核定
審定
審查
辦理
契附錄 2- 懲罰。
完工
懲罰標準由機關
5.2.6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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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程

項目

3.竣工確認

完成期限

4.核計總工期

完成期限
5. 繪 製 竣 工 圖
說
完成期限
6. 製 作 工 程 結
算明細表及辦
理工程結算
完成期限

起造人 專案管理
（業主）
單位

核定

核定

核定

審定

審查

完成期限

8. 辦 理 工 程 驗
收

辦理

辦理

核定

依據

備註

協辦

工 契 1 5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辦理

工契 7-（ 未於時程完成期
三）-1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審定

審查

辦理

工 契 1 5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審定

審查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承造人（承
攬廠商）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監造人

辦理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核定

10.辦理點交作
業

審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7. 測 試 設 備 運
轉

9. 填 具 工 程 結
算驗收證明書
或其他類似文
件

設計人

辦理

工 契 1 5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二）、21 限內辦理，應予
-（三）
、品 懲罰。
管要點 11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督導

監督

辦理

工 契 1 5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三）、品 限內辦理，應予
管要點 11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協辦

協辦

協辦

協辦

辦理

協辦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11.繕製工程決
核定
辦理
算書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完成期限

協辦

工契 15（二）、品
管要點 11

協辦

採購法 73
條、細則 1
01 條、品
管要點 11

辦理

工 契 1 5 - 未於時程完成期
（九）
限內辦理，應予
懲罰。
懲罰標準由機關
自行訂定。

完成期限
協辦

協辦

-7附4-125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新建社 會 住 宅 委 託 專案 管 理 ( 含 監 造 )技術服務案

計畫需求說明書

中華民國 107 年 12 月

中壢區平寮段基地平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PCM－計畫需求說明書，第 1 頁，共 51 頁
附4-126

目

錄

壹、基本說明 ................................................. 3
一、計畫緣起 ................................................. 3
二、計畫目標 ................................................. 4
三、基地位置 ................................................. 4
四、建築規劃設計課題及需求 ................................... 7
五、建物造價 ................................................ 14
貳、工作項目及內容........................................... 15
一、規劃設計作業階段 ........................................ 15
二、統包招標階段 ............................................ 21
三、統包作業階段 ............................................ 22
四、BIM 作業準則及報告書 .................................... 33
五、工程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立 .................................. 36
六、全程服務期間階段其他事項 ................................ 37
参、人力需求 ................................................ 39
一、本案預估人力資源需求 .................................... 39
二、工作人員指派應注意事項 .................................. 40

中壢區平寮段基地平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PCM－計畫需求說明書，第 2 頁，共 51 頁
附4-127

壹、基本說明
一、計畫緣起
(一) 本市目前人口約 205 萬人，家戶數約 68 萬戶，人口為國內少數長
期正成長地區，其住宅自有率達 90.47%，房價所得比 7.09 倍，貸
款負擔率 30.06%。而自 103 年 12 月 25 日正式升格直轄市，因雙
北的居住問題也將影響本市的居住環境及需求，故有鑒於近年來本
市在都市化的過程也面臨住宅市場供需機能之侷限，在逐漸面臨高
房價的壓力下，使青年、經濟及社會弱勢家庭進而轉入出租市場，
成為潛在租屋族群。
(二) 而在租屋市場上，就中低所得者之居住問題因無法完全依賴民間住
宅租賃市場解決之，且即使政府提供租金補貼、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措施等亦無法完全改善，為增加市民居住權益保障，故由本府主導
興建社會住宅，期在公帄效率的政策規劃下，以多元的方式達到健
全住宅市場，回饋給不同所得水準、身心機能、性別、年齡、家戶
組成、族群文化之市民適居且有尊嚴的居住環境。
(三) 本案基地位於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規劃興建總戶數約為
160 戶社會住宅，惟仍依需求合理規劃後調整。
(四) 本招標案預計藉由委外辦理技術服務作業，完成總體規劃設計，並
整合社區議題，促成各項社區規劃計畫與政府各部門工作之一致性
與協調性。同時針對本次預定開發範圍進行規劃設計構想，擬訂未
來社會住宅之建築形式、空間配置、結構系統、機電設備、工程預
算編列及相關需求如設備、材料等規格規範，並考量未來維護管理
之營運及財務計畫，於規劃時導入專業物業管理概念，強化維護可
及性及便利性，並將前述作業彙整納入規劃設計中辦理，後續於施
工作業時，確實監督施工廠商，以提升社會住宅興建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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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一) 推動本市興建社會住宅政策，滿足市民基本的居住需求，且兼顧適宜
的生活品質，使其在本市得以安身立命追求發展與成長。
(二) 協助由本府自辦興建之社會住宅新建工程，並完成先期規劃設計及督
導設計、查核施工階段之工程品質，以打造本市社會住宅優質居住
環境。
(三) 規劃引進對「鄰里芳鄰」有益與必要之「公共服務設施」；照顧「社
區潛在承租戶」生活所需之「日常購物」
、「社會福利服務」
、「社區
活化與去標籤化」需求；追求「鄰里芳鄰」
、
「社區潛在承租戶」
、
「桃
園市政府」共好三贏局面。
三、基地位置及現況
(一)基地位置
本案基地位於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土地使用分
區為住宅區，基地面積為計 7,149.26 帄方公尺 (如下圖 1 所示)。

基地範圍

圖 1 中壢區帄寮段基地住宅預定地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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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2

2-2
5

圖 2 中壢區帄寮段基地範圍示意圖
(二) 基地及周邊現況
本計畫帄寮段基地位在中山東路四段南側，基地原為慈安三村，
地上建物已全數遷移拆遷完成，土地現況為閒置空地及南側雜林地。
陸軍專科學校

7

4

5
3 1

6

4 中山東路四段

2

八德第一公墓

計畫範圍

1 基地內北側現況

3 基地內部現況

2 基地內南側現況

5 慈仁四村

6 基地內南側住宅

7 中壢1號社會住宅基地

圖 3 基地內土地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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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寮段基地西側距離中壢 1 號社會住宅基地約 380 公尺、東側緊
鄰八德第一公墓、北側臨慈仁四村(使用中)及陸軍專科學校、南側鄰近
龍江路住宅區。

陸軍專科學校

1 陸軍專科學校

2 龍安公園

3 八德第一公墓

4 龍江公園

龍安 八德第
公園 一公墓
文
機23
計畫範圍

圖 4 基地周邊土地現況圖
本案帄寮段基地屬「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區」之住宅區，依民
國 96 年 11 月修訂「變更中壢(龍岡地區)都市計畫增(修)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書」，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00%。
表 1 土地使用分區資料表
地號

使用分區 基地面積(m2) 建蔽率

容積率 開挖率 本案工作範疇

帄寮段1-2地號

住宅區

1,857.15

60

200

70

帄寮段 2-2 地號

住宅區

112.87

60

200

70

帄寮段 4 地號

住宅區

522.21

60

200

70

帄寮段 5 地號

住宅區

943.45

60

200

70

帄寮段 6-2 地號

住宅區

199.58

60

200

70

帄寮段 8-4 地號

住宅區

3,514.00

60

200

70

總體規劃、設計
構想、監督本案
興建工程廠商

建築物附屬停車空間設置規定
基地開發建築時，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供社會住宅使用得提高積準容積 1.5
倍計之，其附屬停車空間除應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設置汽車停車空間外，並應設置至
少一戶一部機車停車空間，其衍生之機車停車空間需求應由該基地自行內部化設置，應
開放部分停車空間供公眾停車使用，並應集中設置，且充分提供停車資訊。
註：本表確實地號以地政機關分割後之地號為準，實際面積與範圍以地政機關測量登記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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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築規劃設計課題及需求
(一) 興建社會住宅政策目標
1. 提升市有出租住宅之供給量，並照顧社會及經濟弱勢家戶，促進房租
價格合理化。
2. 創造優質公共服務空間，提升並改善周邊居住環境品質。
(二) 規劃設計課題
1. 本案基地東側現為八德第一公墓，其雖已禁葬多年，且已納入中壢(龍
岡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 99.05)變更為公園用地(公十
八)，惟遷葬及公園開闢期程未定，後續基地建築配置應妥善考量之，
並與會同相關機關研擬配套措施。
2. 基地位於捷運綠線延伸線場站(GE02)附近，未來應配合捷運系統妥善
規劃設計連通方式，並考量轉乘套配措施(如自行車租賃站)。
(三) 承租對象特質
表 2 社會住宅各房型主要承租對象設定初步評估如下表列
房型

家庭人口

家庭結構

空間需求

1 房 1 廳 1
1.單身
1-2 人為主
雙人臥室、客、餐廳、簡易廚房
衛浴
2.夫妻+學齡前小孩
2 房 2 廳 1
1.夫妻+學齡前小孩
主臥室、單人通用臥室、客、餐
3 人為主
衛浴
2.夫妻+父或母
廳、廚房、衛浴
3 房 2 廳 1
1.夫妻+學齡前小孩*2
主臥室、單人房、單人通用臥室、
4 人為主
衛浴
2.夫妻+學齡前小孩+父母 客、餐廳、廚房、雙廁、衛浴
註：1.住宅房型規劃應預留房間合併、分割及彈性使用之可能性。
2.另有關承租資格及租賃制度將待本案招標完成後再行研議定之，並納入本案
整體規劃設計中檢討。

(四) 基本空間需求數量
1. 單元坪數為自用面積(不含公用面積、陽台面積、地下室面積)；對外
說明時，則以登記面積為準。實際規劃設計時，除 1 房型外，其他類
型可視基地條件增減約 2 坪。
表 3 社會住宅初步評估房型及配比
房型

隔局

室內淨面積(不含
陽台)(坪)

戶數配比

一房型

1 廳廚＋1 房＋1 衛浴

12

10%±5%

二房型

1 廳＋1 廚＋2 房＋1~1.5 衛浴

18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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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型

1 廳＋1 廚＋3 房＋1.5~2 衛浴

24~26

45%±2%

2. 配合基地條件於一、二樓或適當樓層規劃完善之公共服務空間及商業
空間，帄寮段基地初步公共服務空間需求如下表 4，後續應配合各使
用單位之需求進行空間規劃。另本案已於先期規劃階段先行調查地方
意見及需求，詳見附件 1.地區需求調查，作為開放空間規劃之參考。
表 4 各單位社會福利設施需求方案
單位

中壢帄寮段社宅
鄰近基地之龍安里及龍帄里目前共用活動中心；仁美里及仁福

民政局

里亦共用活動中心，且將於 109 年 12 月拆除地上物，以上四
個里未設有市民活動中心。市民活動中心無設置樓層限制，面
積約 100~150 坪，可結合社會局所管之社區關懷據點共同使用。

3. 鞋櫃、衣櫃、床組、窗簾、燈具、全套廚房設備（總體式廚具、抽油
煙機、瓦斯爐、熱水器）等考量通用設計之使用。
4. 規劃設計構想之內容可參考內政部「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臺北市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基準需求」、「臺北市居住空間通用設計
指南」作為建築通用無障礙設計參考。
5. 室內設計除應考量通用設計外，另應考慮使用者需求，研提包括配置、
家具設計、色彩、照明與維護管理等確實可行之總體空間規劃設計方
案。室內裝修、固定設備及住戶參考傢俱之配置建議應納入設計範
圍。
(五) 各型居住單元設計原則
1. 本案帄寮段基地以和樂共居的生活社區為主題，建築規劃及設計應考
慮主題特性及需求，規劃適宜房型居室及公共、社福設施等空間，以
提供社宅社區住戶間，以及與周邊鄰里居民間的良好互動空間。
2. 本案公共空間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第十章規定，室內空間應符合｢無
障礙建築標章之相關規定(其中部份以｢下肢障輪椅使用者｣為設想使
用對象，室內參酌通用設計原則進行設計)。
3. 通用設計適用範疇設定：就承租對象特質，應針對 6 歲以下兒童及妊
娠婦女做通用設計檢討。
4. 居室單元設計設定原則：
(1) 主臥室：滿足雙人睡眠、衣服收納及梳妝或工作需求、婦女妊娠及
新生兒照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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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衛浴空間：配合承租對象特質，浴室規劃應考量父母幫 0-6 歲兒童
沐浴之操作空間。
(3) 廚房空間：應設置適當收納、料理空間，並與客餐廳保持視覺上互
動。
(4) 餐廳空間：一房型至少考量 2 人之使用空間，2 房及 3 房型餐廳空
間應符合至少 4 人使用，且應考量兒童用餐需求，留設適當空間。
(5) 客廳空間：應有完整電視牆面，1 房型除電視櫥櫃外應滿足 3 人座
沙發需求，2 房及 3 房型除電視櫥櫃外應滿足 3+1 人座沙發需求；
另需考量承租族群多為小家庭，加上偶有朋友聚會的特性，故客廳
空間應以 4 個人為原則，且彈性考量小孩遊戲空間。
(6) 陽台空間：每一房型均應設置陽台，並應滿足洗衣機置放空間、曬
衣空間及分離式空調主機放置空間(依需求調整)。
5. 居室通用設計原則
(1) 各樓層均可藉由昇降機方式通達。
(2) 2％比例住宅自用空間以「下肢障輪椅使用者」為設想使用對象，
室內按通用設計之完整標準進行設計。其配置以垂直集中為原則。
(3) 有關住棟安全及後續物業管理部份皆需考量適當之規劃，且空間設
計應依下列原則規劃:
（a） 通往社區公共空間應全面規劃為無障礙通道。
（b） 戶外聯誼空間放置座椅旁，應提供足夠空間擺放推車或輪椅。
(4) 通用戶空間規劃設計上應符合下列原則:
（a） 家戶大門淨寬應留設足夠寬度使輪椅進出，大門內側周邊應預
留鞋櫃及置物櫃擺設空間。
（b） 3 房戶型之廚房通路空間扣除廚具淨寬不小於 100cm。
（c） 衛浴空間應考量父母幫帅兒沐浴操作空間及預留設帅童、高齡
者洗澡輔助設施空間。
（d） 本案空間使用類型包含居住空間及公共服務空間等，惟具體空
間規劃，皆尚頇評估確認，專案管理廠商頇協助甲方評估規劃
基地空間之容納及效益，並提出建議方案。
（e） 另有關上述初步規劃之住宅房型，應考量能滿足未來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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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變遷趨勢，房型及內部空間機能，應預留房間合併、分割及
彈性使用之可能性。
(六) 室內外公共空間機能及規劃設計原則
1. 社會住宅室內外公共設施之設定，主要希冀達成下列目標，尤其後
續維管經濟確實是空間品質的重要保障。
(1) 符合住戶需求：應依本市市民承租居民特性，考量評估適宜之公
共空間及商業空間。
(2) 發揮睦鄰功效：社會住宅社區應考量公益性，將基地周圍都市紋
理及居民需求一併納入整體規劃考量。建築物規劃及公共服務空
間之配置，應針對鄰里社區既有之活動及社區之需求，妥善考量
補充加強其不足部分，使周邊社區鄰里得共享使用，形成共存共
榮之居住體系。
(3) 協助物管營運：應考量後續物業管理配套所衍生之空間需求，評
估及規劃相關空間，例如儲藏空間之規劃、協助收納床組、衣櫃…
等家具或周轉暫存空間。
(4) 永續經營管理：針對前述所衍生需求之空間內容，例如店鋪、餐
飲、洗衣等，應評估本社區是否有足夠消費能力足以支撐。
(5) 另有關物業管理儲藏空間因使用率較低，建議以規劃於地下室為
原則，惟應有適當運輸動線可通達，且易於管制之安排。
(七) 建築配置原則
1. 基地法定空地以集中留設為原則，總體配置需與周邊公共空間相融
合。
2. 本案含後續擴充需求，總樓地板及公設比使用需合宜。公設比計算
方式如下：公設比=（小公+大公）/總登記面積；小公：當層樓梯間、
電梯間、走廊；大公：一樓門廳、屋頂突出物、台電配電室、發電
機室、蓄水池、水箱、管理員室及其他屬共用部分設施。
3. 建物及室內空間規劃應考量地區微氣候、生態、日照、通風、採光、
噪音防制及合理之動線規劃，並以美觀、經濟、實用為原則。
4. 基地內既有樹木以原地保留或基地內移植為原則，並配合開放空間
及景觀植栽妥善規劃利用。
(八) 停車空間配置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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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物地下樓層除符合法定汽、機車停車位外，應考量鄰近地區需求
增設公共停車，並朝向一戶一汽、機車停車位方向規劃。另地下層
應滿足必要設備空間需求，並符合相關地下開挖率規定。
2. 停車場及車道應配合周邊環境整體規劃設計，也請留意通往各樓層
間之垂直動線法規規定及門禁設定，並考量日後委外經營之需求。
(九) 結構工程規劃原則
1. 結構設計應符合最新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
解說」等相關政府法令及規範之規定。
2. 本案結構系統之規劃頇考量地質條件、建築物使用機能與建築物之
安全性、經濟性及施工性。
3. 結構系統應考量盡量避免不規則性（包括立面、帄面不規則或地震
力傳遞路徑不規則）
、軟層、弱層等設計，若空間機能所需宜詳實分
析評估其耐震行為，並做合理耐震設計確保結構安全無虞。
4. 充分考量地盤條件、地質特性，確切掌控地震對建築物之影響。結
構設計應依據土壤液化評估結果採取必要之處置。
(十) 機電及空調設備配置原則
1. 避免箱體管線外凸影響室內外動線，統一規劃瓦斯外(立)管及空調
設置位置與空間需求，並適當予以美化，避免影響建物外觀。
2. 在兼顧空間機能合理前提下，管線集中或明管設置，方便日後檢修。
3. 各空間裝設節能型、吸頂式燈具燈具(外觀立面設置夜間燈光、景觀
燈)。
4. 各居室預留電源插座、套管、排水管，並考慮立面景觀遮蔽效果及
室內露出冷媒管線之適度遮蔽。
5. 11 層以上高樓消防灑水部份，設置適當之天花遮蔽以利美觀。
6. 各戶及各居室配置適當之有線及無線電視、電話、網路出線口、電
源插座、燈具開關，另數位天線設置亦請納入。
7. 按智慧建築物之理想及現況條件，設置對講系統、門禁系統、安全
監控系統(紅外線感知、監視攝影機、瓦斯感知器、偵煙器、火警感
知器、緊急照明、避難方向指示燈、保全系統)、緊急求助系統、報
案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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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屋頂採雙水箱及加壓馬達。
9. 後陽台設置升降式曬衣架。
10.另可將無線網路、獨居及社服居家安全等協助系統之智慧化綠建築
相關設施一併納入。
(十一) 建築量體及立面外觀設計原則
1. 本案建築應考量周邊建築與環境特性，除依相關規定退縮建築外，
應考量中山東路四段開闢狀況及周邊環境風貌，建議以採階段層建
築設計，以降低中山東路四段臨路側的視覺壓迫感。建築立面外觀
則採簡約、寧適，並具和樂生活感的設計風格。
2. 低樓層建築量體規劃應考量周邊環境特質，使建築介面銜接尺度較
為親切，亦可降低大樓風對地面人行空間之影響。
3. 建築正面之選擇，應儘量朝向都市開放空間，並應具有辨識性。
4. 為避免空調主機及晒衣工作空間影響社會住宅立面品質，除工作空
間儘量規劃於非正立面外，應適當的以格柵或其他立面設計方式遮
蔽，以維持建築立面美觀。
(十二) 低碳節能及管維需求之設計原則
1. 應符合綠建築指標，並取得「綠建築標章」銀級標準以上。
2. 各戶雜排水應考量設置截流器及分流設施。
3. 可考量於屋頂或其他適當位置設置太陽能發電設備，其電力可優先
供應地下室、公共空間使用。
4. 社會住宅興建所需之油漆粉刷飾材，在室內部份應符合綠建材認
定。
5. 應取得「智慧建築標章」合格級以上，並考量社會住宅為開放式設
計(未有圍牆規劃)，為保障住民安全，應併同物業管理機制評估規
劃智慧安全系統。
6. 室內設計除應考量通用設計外，另應考慮使用者需求，研提配置、
家具設計、色彩、照明與維護管理等確實可行之總體空間規劃設計
方案；另室內裝修之相關設備及提供住戶參考之傢俱配置應納入設
計範圍。
7. 為減少日後維護管理，給排水衛生系統應儘量以明管方式進行設計，
且衛浴空間於兼顧隱私之情形下，以設置戶外開口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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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室內裝修管線位置，如電線、網路線、電話線應整合考量，減少後
續接線所需施工，並預為考量用電設備、電容量之設計及整體管線
配置。
9. 應考量各居室空調室內機裝設位置，並應考量冷媒管排水管及相關
電源配設區位。
10.社會住宅為考量多有兒童，為提升室內環境品質，降低兒童跑跳帶
來居住品質影響，應妥為研擬降低樓板衝擊因之解決對策。
11.社會住宅之興建應設置集中式垃圾貯存空間，且應規劃於基地地面
層室內外或其上下一層之室內無礙衛生及觀瞻處。
(十三) 建築計畫
1. 專案管理廠商應考量興建本案應具有社會性任務，應以「社會正義/
公益」
、
「建築美觀」
、
「生態、智慧暨防災社區」
、
「社區營造與服務」、
「環境友善與安全」及「物業管理與維護」之理念整合為本案規劃
設計首要原則，並兼顧管理需求、使用彈性、工程造價及住戶數量
合理配置。
2. 應考量納入住宅法第 37 條及｢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性能評
估內容。
3. 取得「耐震標章」及「無障礙住宅標章」
，並整合相關通訊、物管等
資訊帄台後納入整體規劃設計通盤考量。
4. 本案應考量防火設計、防震設計、避難方式設計等。
5. 總體規劃設計均應符合都市計畫、建築及相關法規檢討，並依本市
最新公告之都市計畫書（主要計畫、細部計畫等相關規定）
，辦理社
會住宅興建所需配合執行之相關作業。
(十三)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工作：
本案頇利用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技術導入本工程。完成建構虛擬建築模型，以模擬設計與施工
(Virtu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VDC)輔助設計至竣工之各工程
階段應用。為提昇本工程期間各單位之溝通協調效率，有效協助設
計整合、避免施工衝突及變更設計之情形產生。各工程階段 BIM 之
應用，一方面應確保設計內容及圖資版本之更新，另方面期有助工
程項目、工序安排及進度管理等工作。並於甲方在完工驗收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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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單位能利用 BIM 成果深化與建置設施維護管理系統，以達全建築
生命週期之目標與效益。
五、建物造價
本案中壢區帄寮段基地經初步規劃估算營建成本，包含整地、建
築主體結構、室內外裝修、綠化植栽、機電、停車管理系統、自動化
及監控系統、電梯等工程及其他各項附屬工程與全套廚房設備（參酌
內政部 101.9.7 台內營自第 1010808168 號令訂定之「社會住宅設施及
設備項目規定」），預估基地設計總樓地板面積為 10,980.98 坪，約
計 160 戶，並參照 107 年 06 月 05 日公告之「桃園市都市更新權利變
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之「附件三、營建單價基準」，
並加計綠建築銀級、智慧建築合格級、耐震標章、設置公共藝術等相
關成本費用後，全案建造費用約需 11 億 9,186 萬元(含規劃設計及施
工)，帄均營造單價以 112,570 元/坪為估算，惟費用後續仍頇配合設
計容積率及樓層數再調整。本案工程預算表請參見附件 3.所列。。
本案總經費如經議會審定後有所變更，廠商仍應以審定後預算調
整相關規劃設計構想內容及後續統包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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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規劃設計作業階段
（一）本案工作執行計畫
乙方應自決標次日起 20 日內提出「工作執行計畫書」1 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
他可編輯之原始圖資檔案)送交甲方審查，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之
日起 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甲方複核。
1.「工作執行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1）中壢區帄寮段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社會住宅新建
計畫之願景：包含社會住宅願景(Vision)及渴望住屋者的希望
(Hope)宣言、本案願景及效益分析。
（2）規劃工作執行計畫與作業流程：羅列本案各階段（如規劃階段、
統包招標作業階段、設計及施工履約管理階段、工程驗收及結
案階段）應完成重點事項、期程規劃、進度跟催、品質管控等，
包含總體規劃、社區參與、規劃設計構想、統包招標作業及評
選建議及督導本案統包廠商執行設計、施工之諮詢及審查作業
程序、執行監造之諮詢及審查作業程序、工程驗收作業程序。
（3）工程環境調查計畫：基地現況及周圍環境分析、地下管線調查
等上述相關調查計畫及期程。上述未論及者，廠商得補充之。
（4）規劃階段人力配置計畫表：內容至少包括組織架構、成員執掌、
工作人力運用計畫、聯絡方式等。
（5）財務規劃：內容至少包括執行業務所需成本(如直接薪資、管
理費用、其他直接費用等)、建造成本分析、相關預算編列期
程，並提供預算編列之依據及說明。
（6）法令應用彙編：包括檢討都市計畫、建築、社區參與等法令規
定，彙編本案規劃、設計、施工適用內容及應用項目。
2. 「工作執行計畫書」經乙方負責人及計畫主持人簽章，經甲方同意
備查後，乙方應依甲方審定之工作執行計畫書執行工作。若執行計
畫書與契約條款之解釋有任何混淆，以契約條款為準。如因本工程
之實際需要，得修訂工作執行計畫書，但乙方應提出詳細說明，另
如涉責任歸屬時，應一併檢討送甲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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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鑑界及地基等調查
乙方應自決標次日起 60 日內，針對本案基地提出「測量、鑑界
及地基等調查成果報告書」1 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提送)送交甲方審
查，如甲方有相關修正意見，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之日起 7 日內
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其「測量、鑑界及地基等調查成果報
告書」內容應至少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工作事項：
1.測量：
本案測量範圍應涵蓋基地地界線外 20 公尺，計畫案內土地經專
業廠商實施測量完成後，且測量圖說經與鑑界圖說核對及專業技師
確認無誤並簽證後，合訂為土地測量成果報告書送予甲方備查。
2.鑑界：
（1） 乙方應負責填具申請複丈所需土地複丈申請書等相關文件，並檢
附前列文件向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申請收件。
（2） 前項申請乙方應依照地政事務所通知之複丈日期、時間及會同地
點，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土地界標，準時到場，並於測量完畢認
為無誤後，當場埋設土地界標，並在土地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
（3） 計畫案內土地取得土地複丈成果圖後，乙方應將經本市各地政事
務所鑑界核發之圖說合訂為土地複丈成果報告書送予甲方備查。
3.地下管線、基地周邊溝渠、共同管道調查：
地下管線至少應包含但不限於台電、瓦斯、電信、衛生下水道
系統、本街廓周邊溝渠、共同管道…等，乙方應將調查結果整合並
套繪於現況測量圖說送予甲方備查，並做現況資料建置。
4.地基調查、水文調查(土壤詴驗、地質鑽探)：
（1） 乙方應完成實地勘查基地且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二
章第二節相關規定編製、提出地質鑽探及詴驗工作計畫書並據以
執行相關程序與方法辦理相關詴驗。
（2） 鑽掘取樣詴驗分析完成後，乙方應將經專業技師校對無誤並完成
簽證之地質鑽探成果報告書送予甲方。
（3） 乙方應負責維護鑽孔之完整至本項作業之書面資料備查通過止。
（4） 地質鑽探調查及詴驗分析報告資料，係供所有競標統包廠商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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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階段評估及細部設計依據」之使用，統包廠商得標後應依其設
計需要自行鑽探，惟乙方應於統包廠商招標文件中妥善規範，說
明統包廠商投標前，應充分考量招標單位所提供地質鑽探相關資
料不足部分之風險等，以免決標後統包廠商另行鑽探或開挖後發
生重大差異，衍生變更追加及延宕工期困擾；若招標文件規範不
夠明確、周延引發爭議，以致機關計畫進度延誤、延宕工期或增
加經費或損失時，則按本契約規定辦理。如有環境影響評估業務
亦同。
（5） 併地質鑽探調查作水文調查資料建置。
5.鄰房、地上、地下建築物調查：
鄰近本街廓周邊鄰房、建築物（含地上、地下），並做現況（含
外觀）資料建置。
（三）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
1. 乙方應於「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通過，或經接獲甲方通知次日
起 40 日內提送「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1 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
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他可編輯之原始
圖資檔案)予甲方審查，若甲方有相關修正意見，乙方應於接獲甲
方通知之日起 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
2. 規劃設計構想係供未來統包廠商得以參考執行基本及細部設計之
內容，並藉由擬定細部設計準則，後續執行細部設計之建築、結
構、機電設備（需考量未來裝設冷氣之管線配置，並管線不外露
為設計基準），且考量未來物業管理規劃相關設備時，建築成果
方能表現原初規劃設計理念。
3. 本案需透過引入在地的民眾參與與意見交流，以歸納出因地制宜
的社會住宅規劃方案，同時整合相關公益設施，使其延續社區的
生活紋理與凝聚力，並提升整體居住環境品質。
4. 設計書內容(詳表三 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內容重點書圖表)，至少
包括基地總體規劃構想、設計意念、建築配置計畫、敷地計畫（微
氣候、生態）、空間配置計畫、建築量體與都市設計之對應分析、
建築風格、人車動線系統、無障礙設施系統及通用設計、室內設
計及家具配置、建築色彩計畫、綠建築及智慧建築指標、法規檢
討、結構型式分析比較、構造物耐震及防蝕對策、材料種類、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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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環控系統方案分析比較、各層面積計算（含大、小公設分析）、
工程概算、綠營建計畫（含能源節約、資源回收再利用等）、協
助辦理公共藝術設置計畫、防災計畫、營建土石方處理、工程進
度管理、工程稽核機制、施工總計畫項目及工程進度管理，以及
其他有利於提升設計品質之策略。
5. 規劃設計構想核定後，乙方應提供至少但不限於包含全區之鳥瞰
透視圖、正向透視圖、四向立面圖(以上圖說為 A1 size、像素不
低於 300dpi、TIFF 檔) ，並配合甲方相關說明會製作設計規劃說
明圖說及簡報。

表三 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內容重點書圖表
主要書圖

主要作業內容

基地位置、面積、地籍、地質鑽探、測量圖、環境、氣候、
交通、都市設計、環評、現有巷道等資料
桃園市(社會)住宅空間質量、品質、應解決課題、量體計
設計意念說明書（概要書）
畫、設計準則等
含建築量體、室內、電機(消防)、都市設計、環保、水保、
法令分析
文資法等相關法令之檢討配合事項
配置圖
依據本需求，檢討尺寸(Scale：1/400~1/500)
帄面圖
含基本室內家具配置(Scale:1/100~1/200)
立面圖
含材質、色彩計畫 (Scale:1/300~1/400)
剖面圖
依據本需求，檢討尺寸(Scale:1/300~1/400)
主要構造、內外裝修、門 依據本需求，檢討材料設備規格
窗五金、雜項設備表
景觀圖
依據本需求，檢討尺寸
依據本需求，檢討結構設計條件之整理、初步概算、耐震
基礎、結構系統計畫
性能評估
依據本需求，檢討各設備（含機電、空調、給水、排水、
設備系統計畫書、系統
污水處理及消防等）系統負荷、設備容量及數量、設備規
圖、昇位圖等
格、設備空間
依據建築計畫、結構計畫、機電、空調、消防等設備系統
建築、結構、各設備系統
計畫，檢討各系統（建築、結構與各設備）間之空間、管
初步套合圖
線路徑
初步預算書
包括土建及各設備系統之概算詳細表
綠建築規劃設計構想、符合綠建築銀級以上指標之簡易評
綠建築計畫
估及檢討
智慧建築規劃設計構想、符合智慧建築合格級以上指標之
智慧建築計畫
簡易評估及檢討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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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業內容

主要書圖

規劃設計時需導入物業管理概念，於前期規劃即針對未來
之使用提出適當建議，增加後續建置相關物業管理設備之
便利，並提出細部設計、施工時針對物業管理之角度提出
適當建議
施工總計畫項目及概要、工程進度管理、工程稽核機制、
土石方處理計畫、綠營建計畫、防災計畫等

物業管理計畫

施工計畫

(四)統包專案管理計畫書
1. 乙方應於「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審查通過，或經接獲甲方通知
次日起 10 日內提送「統包工程專案管理計畫書」1 式 10 份(含
資料光碟，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他
可編輯之原始圖資檔案)供甲方審查，如甲方有相關修正意見，
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之日起 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
核。
2. 「統包工程專案管理計畫書」重點章節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
容：
（1） 本案計畫目標、需求及緣起。
（2） 國內或國外類似案例以專案管理與統包工程方式建造之管理
方式分析(應含專案管理與統包工程)。
（3） 國內或國外集合住宅空間類似案例分析。
（4） 專案管理作業流程、人力組織編制、聯絡方式。
（5） 研提統包招標計畫及進度等發包、設計、施工、驗收期程(含
重要里程碑)暨權責分工表。
（6） 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圖說(含綱要規範)審查暨管理制度，
至少包含圖說送審樣式、簽證規定、份數、審查期限等。
（7） 施工、材料及設備審查暨管理計畫。
（8） 統包廠商工作執行計畫書綱要初擬。
（9） 本案統包廠商資格經驗之評選建議方案。
（10） 工程管理資訊系統（MIS 或 PMIS）計畫架構，並可供甲方連線
查詢。
（11） 工程建造預算之評估及分年編列方式。
（12） 其他需求細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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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築設計、施工統包工程之評選方案建議及發包期程規劃（俟甲
方訂定之工程完工期程為目標，以規劃本案社會住宅之可行性時
程安排）。
（1） 工作權責分工表俟甲方審定後，列入統包工程之招標文件。
（2） 工程材料、設備系統選擇及採購時程之建議。
（3） 細部設計審查暨管理部分，應包含建築結構系統方案可行性分
析。特殊結構或設備之建築物依規定應辦理委託之審查或鑑
定。
（4） 如本工程涉及「都市設計審議」、「交通衝擊影響評估」、「環
境影響評估」、等工作時，乙方頇編擬工作計畫，提供甲方參
考辦理本工程之招標，本興建工程如有上述各項涉及之作業，
乙方需協助統包廠商完成作業。
（5） 審查、整合並制訂有關「變更」、「計價」、「檢驗」、「驗
收」等相關作業程序(含各類表格格式)，並明確劃分甲方、乙
方及承包廠商之間作業權責。
（6） 乙方製作之「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係供設計、施工統包工程
之招標文件，作為統包廠商之參考。乙方應於統包工程之招標
文件中妥善規範其權利義務關係，避免因規範不明確或成果報
告不實，衍生之變更設計、工期延長或其他爭議。
（7） 本工程建造預算之評估及分年編列之擬定，並提供預算編列之
依據及說明（依「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之規劃內容編列本案
興建工程相關預算及分年經費）。
4. 乙方應於「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審查通過，或經接獲甲方通知
次日起 10 日內提送「統包工程效益評估說明」1 式 10 份(含資料
光碟，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他可編輯
之原始圖資檔案)供甲方審查，甲方若有相關修正意見，乙方應於
接獲甲方通知之日起 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
5. 乙方應於「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審查通過，或經接獲甲方通知
次日起 10 日內提送「統包需求計畫書」1 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
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他可編輯之原始
圖資檔案)供甲方審查，甲方若有相關修正意見，乙方應於接獲甲
方通知之日起 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統包需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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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重點章節應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1）一般說明及概要：包含計畫概要、設計意念說明、一般說明及
要求。
（2）建築規劃設計原則：包含計畫經營方式、規劃需求說明、立面
及外觀建材設計原則、綠建築設計原則、指標系統與標示系統
設計原則、居住安全管理及防災計畫、通用設計空間設計原則、
景觀規劃設計原則、結構系統規劃設計原則。
（3）建材需求說明：包含建材需求總則、外牆裝修需求說明、內部
裝修需求說明。
（4）建築設備需求說明：包含固定式櫥櫃及設備需求、門窗工程需
求說明。
（5）機電工程需求說明：包含機電工程一般說明、電氣設備工程設
計原則、弱電系統設計原則、給水系統設計原則、排水系統設
計原則、瓦斯設備設計原則、管線設施、空調系統設計原則、
機電設備規格。
（6）施工準則：包含統包商施工一般說明、假設工程配置原則、勞
工安全衛生計畫原則、施工品質管理原則、介面處理原則。
（7）物業管理原則。

二、統包招標階段
(一) 乙方應於「統包工程專案管理計畫書」
、
「統包工程效益評估說明」、
「統包需求計畫書」審查通過，或經接獲甲方通知次日起 10 日內，
提送「統包招標文件」1 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檔及其他可編輯之原始圖資檔案)供甲方審
查，甲方若有相關修正意見，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之日起 7 日內
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
(二) 前開本工程之統包招標文件，應含統包廠商之資格訂定及審查、需
求規格、契約(草案)、權責分工表、投標頇知、評選方案、最有利
標之評選項目標準及權重比例、統包需求計畫書、各階段工作之審
查、修正、變更、核定之時限及權責等招標作業所需相關文件。以
上資料可參考機關提供之通案性招標文件並據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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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統包工程招標文件之圖樣、書表及電子檔案等頇協助甲方轉成指定
之格式交由甲方使用。並提供未載單價、複價之詳細表、單價分析
表予甲方製作標單之用。
(四) 乙方應確認統包工程之細部設計準則及施工範圍、程度及評選標準
建議及統包廠商之甄選建議。
(五) 本工程設計、施工統包工程發包策略之建議，並配合分標策略提供
相對應之招標文件。
(六) 協辦招標文件之釋疑、補充或修正。
(七) 協助辦理投標文件之審查及評比。
(八) 協辦投標廠商及其分包廠商資格之審查作業，並提供機關建議。
(九) 協辦開標、審標及提供決標建議。
(十) 本工程決標後協助機關完成簽約。
(十一) 協辦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處理。
(十二) 文件檔案及工程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立。
(十三) 乙方於基地點交予統包廠商前，應負責基地維護管理(如除草、垃
圾清除等)及其他與本工程設計、施工統包工程招標階段之專案管
理有關事項。

三、統包作業階段
(一) 統包廠商工作執行計畫之諮詢及審查服務
1. 督導統包廠商之工作執行計畫書提送，並於前開廠商提送工作計畫
次日起 10 日內提出該廠商之「統包工程工作執行計畫審查報告書」
(1 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審查重點應包含統包廠商工作要項之掌
握能力、工作人力配置計畫、設計理念、施工管理作業流程、品質
與進度、文件紀錄管理系統、財務規劃、估驗計價辦法、施工損壞
緊急處理暨補救措施。
2. 督導統包廠商工作執行計畫書之修訂及進度。
3. 協助辦理統包廠商工作執行計畫書之審定。
4. 倘實施基地需依「樹木保護」、「交通影響評估」及「環境影響評
估」、「水土保持」之規定或依「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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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辦理相關事宜，應督促統包廠商依規定辦理。
5. 乙方應依工程各階段需求，負責本工程設計施工協調、聯繫，整合
設計施工之界面，並於工程施工階段，於工作地點設置執行業務之
設備及辦公室，指派人員負責執行本工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工作。
(二) 統包廠商設計階段之諮詢及審查服務
1. 乙方應於統包廠商送達細部設計(含不同階段之設計圖說，如建築執
照圖及各類相關書圖、都市設計審議書圖、結構及機電空調圖說、
BIM 製作、細部設計圖說成果等) 次日起【7 日】內將審查結果(意
見)送至機關，內容應包含建築、結構、機電(含給排水空調)、消防
等項目之審查意見表及檢核表、工程材料及設備審查意見表及檢核
表，並分析期程、成本、服務費用、圖說內容等合理性。
2. 前述審查內容至少應涵蓋：預計施工期程及成本(含 S Curve 分析)、
空間總量、各細部空間量、結構系統、機電系統、營建工法、空間
品質、空間之組織及動線關係分析、空間設計質量檢核及參考數據，
如：建築主體結構、裝修、固定傢俱（參照內政部社會住宅設施及
設備項目規定）、電氣、弱電、給水、排水、消防、通風、空調、
電梯、自動化及其他附屬設施等，提送甲方審核；俟甲方審定後，
視為契約之一部分，設計審查結果檔案等以甲方指定之格式交由甲
方使用。
3. 依公共藝術設置辦法，協助辦理公共藝術設置等相關作業。
4. 其他細部審查說明(應納入前項審查結果)：
(1) 審查統包廠商所提之各類設計圖說、施工法、施工規範、結構計
算書及其他書件(含各執行計畫、報告、文件)，並對總體施工性、
各細部空間之設備安排、構造、機電設施及各設計界面整合等，
提供機關具體建議。
(2)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暨「公
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之規定，負責推動本工程之施工
品質管理制度，含相關品質管理、檢驗、查核、抽驗計畫及程序、
表格等，相關計畫程序應先經機關審定。
(3) 負責審查統包廠商所提之建築設計、總體施工性及公共安全等計
畫。依據統包契約各項約定及主管機關審定之各項圖書說，審核
或複核統包廠商所提各類設計圖說、結構計算書、機電設備容量
中壢區平寮段基地平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PCM－計畫需求說明書，第 23 頁，共 51 頁
附4-148

計算書、消防逃生安全計畫及其他相關文件。
5. 督促統包廠商擬訂敦親睦鄰方案及本工程相關保險計畫。
6. 督導統包廠商辦理建築執照申請及取得，包含如建築設計涉及原都
市設計審議內容變更等相關事項。
7. 協助統包廠商請領建築相關許可證明、協助申請建築執照及向電力、
電信、自來水、污水、環保、瓦斯及消防等公用事業機構辦理申請
核准證明等相關事宜。
8. 督促統包廠商辦理建築線指示事宜，若本案區域不需指示建築線，
則免。
9. 確保所有設計及材料均應符合最新之設計規範及國家標準，若施工
規範及標準中有所變更應即檢討並應符合最新之規範及標準。
10. 審核或複核統包廠商所提各項設計內容、使用材料、系統規劃等，
應符合甲方之需求計畫、設計準則及相關法令。
11. 統包廠商估驗計價作業之審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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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統包工程施工及監造督導與履約管理之諮詢及審查服務
1. 乙方應於統包廠商細部設計提送次日起 30 日內提報監造計畫，如
本案細部設計採分階段核定或作業時間需較長者，經甲方同意得分
階段提報或延長其提報期限。
2. 乙方應於施工期間，每月 5 日前提出上月份之「施工管理、審查、
督導暨進度管制報告書」及「月工作報告」各一式 5 份(含資料光
碟，並視甲方需求予以增加份數)：
(1) 「施工管理、審查、督導暨進度管制報告書」：內容應能使機關
充分掌握統包廠商工作內容、工進及成本管制、人力工時、相關
報表、圖說審查、材料審查、品質管理稽核與缺失改善、現場管
理、緊急因應措施等督導事宜。
(2) 「月工作報告書」：內容詳如契約第 8 條規定。
3. 審查統包承商之施工計畫、施工安全計畫(含保證、保險資料)、施
工設備、品管計畫、預定進度、勞動人力及分配、施工圖、器材樣
品、施工場所配置、施工進度及專業分包廠商資格及其他送審資料，
並負責控制工程進度、施工成本及監督工地詴驗、施工品保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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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建立檢核簽認制度及執行。並督導或稽核本工程施工進度之管制，
並適時提供甲方分析與建議。
4. 乙方應委任一個以上之特別監督人，並於統包廠商依耐震規範附錄
A 耐震工程品管執行施工作業項目時，執行特別監督工作及製作特
別監督報告，並符合耐震規範及合約所定需求執行連續性與週期性
之特別監督。
5. 乙方應負責進行工作項目界面之協調及整合，並建立及執行進度管
制計畫、編提並審查各施工管理及品質管制報表，每週於本工程施
工現地召集統包廠商舉行營建管理協調會議（檢討承包商各項進度
執行，改善有關工程推進事宜），並製作會議紀錄送甲方存查。另
視需要，隨時應甲方之要求參與各類相關會議及辦理簡報事宜，相
關計畫報表應適時報甲方核可。
6. 應依本案權責分工表，嚴格審查統包廠商所應提出之相關計畫及報
告書，如施工計畫、品管計畫、預訂進度、報表、施工圖、器材樣
品及其他送審資料之審查或複核。若未依規定督導致甲方權益受損，
其損失概由乙方承受。
7. 建立甲方委託監造工程進度控管制度並監督施工廠商據以執行。
8. 協助甲方推動並落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訂之「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制度」，及負責「施工品質保證系統」之執行，辦理情形
應紀錄備查。
9. 督導或稽核統包廠商繪製施工大樣圖、特殊設備圖樣及管線統合套
繪圖，並依統包廠商所提之建材、設備之規格文件，進行施工大樣
圖、特殊設備圖樣及管線統合套繪圖之審核或複核，並以 BIM 進行
檢討及檢核。
10.統包廠商各單項作業施工前，乙方(監造單位)應檢討、審查施工圖
說，如有疑義應主動洽設計單位釐清或修正；施工時如遇障礙，應
協調相關權責單位設法排除。並將前揭澄清、修正及協調結果提送
甲方備查。
11.負責施工品質管理工作之督導及稽核，並監督查核統包廠商執行工
地安全衛生、環保作業、交通維持工作之執行、工程夜間施工管制
等。
12.編成施工損害緊急處理小組，遇有施工安全問題或災害事故，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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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統包廠商採取緊急因應措施，並檢討原因研擬補救措施建議。
遇有颱風或暴雨等可預見之災害，應督促統包廠商預先做好緊急防
護措施。
13.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製造商資歷之審查。
14.查核統包廠商施工完成後之各項檢驗簽證與報告，並督導統包廠商
辦理使用執照申請，工程接水、接電、瓦斯等相關事宜。
15.乙方需主動督導、協助、督促統包廠商與當地鄉里鄰民做好敦親睦
鄰情形，並與周邊鄰里、機關、學校、警消單位建立帄常聯繫及緊
急聯繫系統。
16.乙方於統包廠商開工前協助甲方辦理本案工程相關鄰里聯繫，與召
開相關座談會、工程說明會；於統包廠商產生後協助督導統包廠商
辦理本案工程相關座談會、地方座談會、工程說明會、開工說明會、
施工說明會等相關座談說明與地方鄰里、機關單位建立互信作為。
17.本工程契約爭議與索賠案件之評估與審查。甲方處理本工程採購契
約履約或驗收爭議、工程變更、民眾陳情案件及其他相關事項時，
廠商應配合提供評估、分析及處理建議以書面方式提供甲方參考。
上述工程變更評估工作至少包含工程預算、工期檢討、責任檢討及
施工規範等分析報告。
18.督導統包廠商辦理使用執照申請；協調關聯工程（例如：接水、接
電、瓦斯等）相關事宜。
19.協助本工程之驗收、移交作業。
20.審查本工程之竣工圖及結算資料之審定或複核，並監督統包廠商執
行各項設備測詴、運轉、改善及清點等工作。
21.負責督導統包廠商辦理設備運轉及維護人員訓練。
22.督導統包廠商承商編擬設備維護及運轉手冊並審定。
23.負責特殊設備圖樣之審查、監造、檢驗及安裝之監督。
24.本工程各類計劃相關資料之彙整、評估及補充。
25.配合工程評鑑、施工查核及相關教育訓練、工地參觀等事宜，彙整
相關資料製作簡報及說明。
26.協助辦理監督付款事宜。
中壢區平寮段基地平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PCM－計畫需求說明書，第 26 頁，共 51 頁
附4-151

27.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保護之督導或稽核。
28.給排水、機電設備、管線、各種設施測詴及詴運轉之督導及建議。
29.特殊設備圖樣之審查、監造、檢驗及安裝之監督。
30.負責督導統包廠商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確依｢桃園市營建剩餘
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規定辦理，除另有約定外，本案營建剩餘土
石方應以運棄至經政府機關許可設置之處理場為原則。
31.統包工程施工前，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應配合甲方辦理與本工
程相關之設計、拆遷、使用、管理等作業需要，與相關或主管單位
及統包廠商協調、研討施工配合事宜。
32.負責管制施工品質、嚴予督導及執行工程檢驗及材料設備審查或詴
驗事宜(含取樣送驗)，且提出詴驗報告審查結論，並將結果送交甲
方備查。
33.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應按監造計畫對各施工項目實施抽（查）
驗，並填具施工品質抽查或查核紀錄表，發現缺失時，應即通知統
包廠商限期改善，填製工程缺失矯正追蹤查核表。
34.如施工廠商必頇 24 小時日夜施工時，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應派
員 24 小時輪班，全程監造，假日亦同。另基於防颱安全需要，專
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應於主管機關發布本市陸上颱風警報後派駐
監造人員至少 2 人留守值班、巡查工地、依甲方要求時間且不定時
回報災損情況、督導統包工程處理並排除災損問題，人員撤除必頇
經甲方同意始可撤離。以上所需輪班及留守巡查人力等費用均已包
含於契約總價中。
35.負責協調及整合本工程統包廠商與關聯廠商之施工時程、順序、銜
接界面、責任劃分、場地運用等配合作業。同時負責本工程與其他
工程之界面協調事宜。
36.施工進度及相關工程資料應依甲方規定，登錄於甲方指定之查核系
統及有關資訊系統，並應依工程管理系統暨相關子系統辦理有關業
務及建立文件檔案。
37.本工程履約期間，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應依甲方規定之表單文
件，建立相關履約資料。
38.依統包工程採購契約規定，辦理工期檢討，提供審查意見送甲方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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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39.乙方(監造單位)應審定統包廠商所提送之各階段分項工程詳細表作
為估驗計價之依據，且依統包工程採購契約規定，按時辦理工程估
驗計價事宜。
40.統包工程涉及契約變更或追加契約以外新增工作項目時，專案管理
廠商(監造單位)應遵循統包工程契約及甲方相關規定及程序，並依
「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辦理或協辦工程變更
設計作業。
41.乙方(監造單位)應配合甲方需要，辦理工程相關訓練、講習等事宜。
42.乙方(監造單位)應依相關建築等法令規定，負責督導施工廠商向主
管建築機關申報開工、各項勘驗、室內裝修使用許可、竣工、申請
使用執照等相關事宜。
43.本工程之消防、電氣、弱電、電信、給水、污排水、燈光照明、停
車管理、自動化及監控、電梯、天然瓦斯管線等系統設備，於施工
期間及完工後乙方(監造單位)應指派予各類專業技師監督測詴運轉
各項設備，測詴合格後由各類專業技師於竣工報告文件及前述各項
設備檢測及功能詴運轉紀錄簽證負責。各項系統設備依相關法令應
向各主管機關（構）申請竣工查驗核准，乙方(監造單位)應指派予
各類專業技師配合辦理。
44.依甲方需要辦理本工程施工相關之簡報事宜（含簡報相關資料如圖
表、投影片等之製作）及編撰宣導資料，甲方並得不定期要求乙方
(監造單位)報告本契約有關事項。並監督施工廠商拍攝各項工程隱
蔽部分及施工前、中、後及各項重點施工之照片及攝影。
45.督導施工廠商按統包工程契約規定提送施工履約相關文件（例如：
各項材料設備之供料廠商、規格表、型錄等），並確實予以審查審
定並辦理各項材料設備查驗、檢詴驗及詴驗報告判讀後，5 日內提
送甲方存考。乙方(監造單位)之監造建築師、派駐現場監造人員、
專業技師等審查人員應於審定文件簽名核章。
46.乙方(監造單位)應督導施工廠商依契約約定期限提報開工、停工、
復工、竣工報告表，督導施工廠商提送竣工圖（含履約階段）、工
程竣工結算書（含其電子檔案）並予審核，份數依甲方需求辦理，
送達甲方核定。但廠商提出部分驗收請求者，乙方(監造單位)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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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商比照前開約定辦理。
47.乙方(監造單位)應提出驗收計畫，其內容至少包含各項材料設備檢
驗紀錄編碼造冊之總目錄、驗收工具、驗收順序、驗收預定時程等，
併同各項設備竣工報告文件及竣工圖、工程竣工結算書提供甲方辦
理驗收事宜。甲方辦理驗收時，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應同時提
出各項設備檢測、功能詴運轉紀錄文件。
48.乙方(監造單位)對於本工程施工過程應詳加紀錄，於統包工程全部
驗收合格後，應就工程施工過程、所遭遇阻礙、工程技術、缺失改
善及經驗交流予以歸納分析並進行綜合檢討，依甲方規定格式及需
求彙整編撰施工監造成果報告書（彩色列印，含電子檔）一式 10
份提送甲方核備。
49.配合上級單位施工督導機制辦理施工品質查核相關作業。
50.施工說明會、施工前協調會等之行政程序聯繫及製作紀錄等文書作
業。
51.其他慣例上應由乙方(監造單位)辦理或由甲方指定與本工程有關之
監造及工程行政事項。委託期間，係因乙方(監造單位)執行監造或
審查之疏失，造成甲方之損失，甲方得依契約規定及法律追償之，
另乙方(監造單位)應負延伸之相關法律責任。
52.擬定監造計畫（含人力配置表、監造組織），並建立施工進度管控
制度，報經甲方審定後，監督統包廠商據以執行。
53.審查統包廠商所提工程重大意外事故緊急應變計畫，負責彙整評估
及提供甲方審查意見，經甲方審定後督導統包廠商依計畫執行。
54.全程監督本工程監測、施工測量及監造作業。
55.乙方對於統包廠商之各施工放樣（基地放樣、樓層版放樣、立面放
樣等）
、基地基準高程點引取（含各樓層高程點引取）
、各施工基準
測量及各項測量需進行複核。
56.辦理統包工程變更設計測量複核。
57.辦理統包工程因變更設計或施工必要所增加鑽探詴驗等工作之監
督與資料研判。
58.提供工程範圍內軟弱或危險地盤施工作業之審核及施工安全之研
析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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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乙方(監造單位)應督導並查核統包廠商於施作前 2 個月依建築工程
圖說規定之天花板及各相關機電管線設計高程繪製各樓層天花板
高度與相關機電管線高程剖面套繪施工詳圖、所有結構套管及牆壁
開口之施工詳圖（需經原設計建築師及結構技師設計補強並簽證）
、
相關機電設備機房設備配置及管道間內管線配置帄面詳圖。上述施
工詳圖乙方(監造單位)應審定後送甲方備查。天花板高度經甲方備
查後，非經甲方同意不得任意變更。
60.乙方(監造單位)督導查核統包廠商於繪製施工圖時，對於天花板上
方（無天花板之處以該空間淨高需求為準）容納各項設備及管線，
頇注意其尺寸及走向，確實檢核相關機電管線套圖後繪製施工詳圖
之正確性。上述施工詳圖應包含關連廠商所有機電管線一併套繪。
61.乙方(監造單位)應監督所有結構之套管預留及開口，由建築主體工
程依施工詳圖整體施作並作結構補強，不得有結構體完成後再行開
孔及銑洞之行為。
62.乙方(監造單位)應對統包廠商之工程施工技術提出指導及建議。
63.乙方(監造單位)應對統包工程之營建管理事項提出檢討意見及建
議。
64.本工程統包工程如有解除或終止契約情形，乙方(監造單位)應辦理
已施工部分圖說資料之製作及結算驗收（含竣工圖及其電子檔案）
相關之作業，需提送文件份數依甲方規定。另於甲方通知期限內提
供未施工部分圖說及數量資料，以利甲方重新招標。
65.甲方對前項各款服務項目乙方(監造單位)應有之審查，必要時得指
定乙方(監造單位)邀請專家學者會同審查或諮詢，其費用應由乙方
(監造單位)負擔。
66.甲方基於工程記錄需要，得指定重大施工項目撰寫專案施工報告書，
乙方(監造單位)應於甲方通知期限內完成提送甲方審查。
67.其他由甲方指定與本工程有關之技術及營建管理事項。
68.審查統包廠商所提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構想及相關
資料。
69.乙方(監造單位)應依甲方規定及統包工程契約及監造計畫對施工廠
商提出之進場材料或設備之出廠證明、檢驗文件、詴驗報告等之內
容、規格及有效日期、功能、品質等予以審核並進行現場之核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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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或取樣送驗判讀，以確保材料、設備均符合工程契約規定及監
造計畫約定予以比對抽驗；並於檢驗停留點（限止點）時就適當檢
驗項目會同廠商抽樣送驗；檢驗之結果應填具檢驗紀錄，發現缺失
時，應即依工程契約約定辦理並書面通知施工廠商限期改善完妥，
若其缺失情形嚴重，應同時通知廠商檢討原因及採取預防措施，乙
方(監造單位)依據檢驗結果負責填寫檢驗紀錄表，本工程統包工程
竣工後應彙整為結算資料提送甲方為驗收資料。
70.乙方(監造單位)應依工程採購契約及監造計畫對施工廠商各施工項
目實施查核，予以查核施工步驟、品質等內容，就校正基準、施工
順序、尺寸及其他檢查標準，現場進行核對或檢測，以確保施工過
程均符合工程採購契約約定，並負責填寫施工品質查核紀錄表；發
現缺失時，應立即依工程採購契約約定辦理並書面通知施工廠商限
期改善完妥，乙方(監造單位)負責填寫工程施工缺失矯正追蹤查核
表；並彙整為統包工程每期估驗資料提送甲方審查。
71.施工廠商辦理工程相關安全監測或材料、設備測詴作業時，乙方(監
造單位)應負責全程監督。
72.乙方(監造單位)於工程施工階段應督導統包廠商對於周邊公共設施
（道路、溝渠、共同管溝…等）與鄰近建築物進行定期巡查，並對
於本工程主體結構物進行沉陷量、傾斜度定期監控，並作定期巡查、
定期監控紀錄。
73.工程施工期間遇有天災之狀況，乙方(監造單位)應要求統包廠商於
災害發生後，配合現況對於工區（含周邊）先進行災後現況環境檢
查，尤其臨時性設施、機電設施與安全性設施，方得續行施工。
74.遇有統包廠商違約情事，乙方(監造單位)應隨時以書面通知甲方。
75.本工程無論於施工期間或完工及驗收後，如有涉及訴訟、國賠、仲
裁、調解、履約及驗收、保固爭議、民眾陳情、損鄰案件及相關事
宜，乙方(監造單位)除應配合提供評估、分析、處理建議報告及簡
報事宜供甲方參考外，經甲方通知列席者，乙方(監造單位)之專業
技師、建築師或派駐現場監造人員均應會同出席前述事宜之相關會
議（勘）及出庭說明。
76.本工程遇有施工造成之意外事故、災害搶救、糾紛等事件，乙方(監
造單位)應即督導統包廠商進行搶救或調解，並應即時通知甲方。
乙方(監造單位)應於事件發生次日起 3 天內完成檢討報告，提送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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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核備。
77.乙方(監造單位)及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應辦理下列事項：
(1) 落實營造安全，確實執行工區職業作業場所安全防護，防止職業
災害產生，保障勞工與相關作業人員安全與健康。
(2) 主動督促統包工程施工廠商提送安衛計畫，審核、轉陳施工廠商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3) 監督施工廠商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執行，填報安全衛生查核紀
錄。
(4) 就施工程序設定安全衛生查驗點查驗。
(5) 查核施工廠商安全衛生自主管理活動
（安全衛生協議、作業巡視、
教育訓綀、動態稽查機制等）執行情形，並保存紀錄。
(6) 發現施工廠商執行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有缺失時，應即通知廠商限
期改善。
(7) 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
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相關安衛事宜。
78.其他與本工程設計、施工統包工程施工階段之專案管理有關事項。
(四) 統包工程完工驗收服務
1. 乙方應於統包廠商報請竣工前編擬本工程驗收（應含各項工程驗收計
畫、並頇對驗收重點、順序等做適當建議及整合各項設施、設備移交
清點、測詴運轉與改善等工作）、維護及運轉手冊之編擬。
2. 本工程竣工且完成驗收及移交作業，並取得全部使用執照次日起 30
日內，應提出「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竣工成果報告書」
（一式 10 份含光碟 1 份，光碟內容需含 word 及 pdf 格式之報告電子
檔及其他可編輯之原始圖資檔案）。
3. 審查完工驗收相關文件及查驗現場設施。
4. 協助辦理各項驗收及移交作業，應依本府所訂之「公共工程完工驗收
標準作業程序書」等相關規定辦理。
5. 「桃園市中壢區帄寮基地(帄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宅
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竣工成果報告書」內容至少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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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要、組織成員、執行架構、本工程效益分析、完成空間總量、
各細部空間量、結構系統、機電系統、營建工法、工程採購程序及時
間、工程進度檢討、施工方法概述、施工過程介紹、施工查驗及監造
照片(附彩色照片)、工程改善成果說明(同位置、同角度、同範圍，
附彩色照片)、施工停留點查驗紀錄表彙整及統計、工程變更設計文
件或修正預算書圖彙整、檢討與建議及竣工圖表、工程竣工申報表、
工程竣工查驗紀錄、工程停工、復工及工期變更、展延文件彙整、施
工環境、品質管理、工程經費、成本分析、施工管理紀錄、總體環境
品質、使用維護及營運計畫、乙方(含監造)業務執行心得及執行困難
情形處理等。另應專章說明協助使用機關辦理啟用前之使用管理訓練
計畫。
6. 其他與本工程施工階段之專案管理、營建管理及監造有關事項。
四、BIM 作業準則及報告書
(一) 為確實執行專案管理之協調、審查、檢核、施工可行性等作業，本
案頇採取「BIM 電腦模擬建築物 3D 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進行界面整合。乙方應配合本案，設置具有專業能力之建
築系統總協調整合者，以負責設計及施工階段之協調與整合工作。
(二) 規劃階段：乙方應自決標次日起 20 日內，提送「BIM 工作執行計畫
書」(1 式 10 份，含光碟)供甲方審查，甲方若有相關修正意見，乙
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之日起 7 日內修正完成，並報請甲方複核。
編製「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
，工作執行計畫書應配合甲方需求，
界定 BIM 之功能，並界定建築、結構、MEP、景觀等子模型之專業參
與者；及該子模型交付給資訊管理者(IM)之進度應詳列於工作執行計
畫之進度表中。工作執行計畫書需詳細說明如何執行本契約 BIM 工作，
內容應至少但不限於下列事項：
(1) 服務範圍及工作項目。（包含設計階段與施工階段）
(2) BIM 擬應用之作業軟體與版本。
(3) 執行工作方式與作業流程。
(4) 工作時程、工期。（應附計畫綱要進度表）
(5) 工作執行之組織架構；含人員組織、作業模式、分工、權責、界
面協調與管理方式。
(6) 提交给機關之書面報告、文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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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規劃設計構想階段：
1. 乙方應提送「規劃設計構想報告書」時，一併提送「規劃設計構想
BIM 報告書」
，內容章節至少應包含「規劃設計構想 BIM 建模成果」、
「設計及施工 BIM 準則」
、
「建築、結構、水電管線套繪圖說檢核表」。
並於提送「規劃設計構想成果報告書」時，一併提送「規劃設計構
想 BIM 成果報告書」(1 式 10 份，含光碟)。
2. 乙方應提供規劃設計構想所建 BIM 模型檔案，其格式除應以原製作
程式檔案繳交外，應轉成 Autodesk Navisworks ActiveX、Bentley
View...等免費 BIM 瀏覽軟體可讀取之格式。
3. 乙方需提供規劃設計構想 BIM 模型及設計及施工 BIM 準則。規劃設
計構想含外觀量體，建築朝向、初步基地配置及建築、結構、機電、
空調、消防大略數量、大概尺寸之標註及繪製。
(四) 統包設計階段：
乙方應於統包廠商細設提送審查時，配合 BIM 模型一併檢核，
並於細部設計核定次日起 15 日內，提送「細部設計 BIM 檢核成果報
告書」（一式 10 份含光碟 1 份）
。
1. 乙方應要求統包廠商 BIM 模型需與細部設計書圖成果一併提送。細
部設計成果完成 3 分鐘以上 3D 動畫（頇提交可編擬之 3D 動畫檔案資
料）及至少 6 張不同角度之模擬圖（含至少 1 張夜間模擬圖及至少 1
張室內設計配置模擬圖）。
2. 乙方應要求統包廠商 BIM 模型頇納入圖紙系統並連結產出各向度圖
說(帄、立、剖面圖)。
3. BIM 模型除應滿足模型元件所頇之深化程度，頇可匯出與模型元件連
動之資料，至少包含：(材料)名稱、數量、定位、等資訊明細。內容
可生成預算書、數量計算等相關參考文件及設計施工圖(含建築、結
構規劃設計建製，機電規劃設計建製項目為地下及地上結構物內之給
水管、污水管、風管、消防管及其他必要相關系統)等。並就所要應
用 BIM 生成數量之工程項目詳列於 BIM 工作執行計畫書之中。
4. 水電系統工程、消防設施設備系統工程、通風系統設備工程、空調系
統及相關必需設備工程，應建立 3D 數位模型。並建立聯合建築模型、
結構模型、機電模型、景觀模型之聯合模型(Federated model)執行
衝突檢查；根據 BIM 聯合模型，提供建築、結構、機電、景觀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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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報告文件，於 BIM 界面協調整合會議中進行檢討。
5. 乙方於統包設計階段，應利用 BIM 模型，於相關作業前召開設計界
面、工程界面與施工界面之協調與整合會議，並應通知甲方參加。
6. 乙方應要求統包廠商之設計建築師、建築、結構、機電、空調、消防、
MEP、景觀各子系統之技師(如結構技師、空調技師、電機技師、消防
設備師、與相關專業技師)等，均應配合出席必要之 BIM 界面協調與
整合會議。提供該專業施作之資訊與知識， 並負有協助設計界面之
溝通、協調及整合之義務。
(五) 統包施工階段：
1. 施工與材料規範之編製，相關文件資料內容，頇符合工程與材料數量
之估算或編製，相關文件資料內容，頇符合送審之 3D 數位模型。
2. 乙方應要求統包廠商結合建築、機電、消防、空調、給排水、等相關
管線及系統設備專業廠商之知識與施作經驗於施工階段之施工干涉
檢查，以確認設計模型之現場可施工性。
3. 乙方應要求統包廠商製作施工計畫並擬訂施工進度，3D 數位模型頇
配合工程進度，建立 4D 之工程進度模擬。
4. 乙方應要求統包廠商於施工階段施工前完成施工圖說送審並依施工
介面協調會議結果及實際現場施作，修正 BIM 模型由乙方監造覆核。
5. 乙方於統包施工階段，應利用 BIM 模型，於相關作業前召開設計界
面、工程界面與施工界面之協調與整合會議，並應通知甲方參加。
6. 乙方應要求統包廠商之設計建築師、建築、結構、機電、空調、消防、
MEP、景觀各子系統之技師(如結構技師、空調技師、電機技師、消防
設備師、與相關專業技師)、等，均應配合出席必要之 BIM 界面協調
與整合會議。提供該專業施作之資訊與知識， 並負有協助設計界面
之溝通、協調及整合之義務。
(六) 竣工階段：
本案完成驗收及移交作業與統包廠商取得全部使用執照次日起
30 日內，應提送下列文件（各一式 10 份含光碟 1 份）
：
1. 「住宅建築工程 BIM 設計管理準則及檢核成果報告書」。
2. 「住宅建築工程 BIM 施工管理準則及檢核成果報告書」。
3. 「住宅建築工程 BIM 使用維護計畫報告書」，其內容應包含包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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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檢測成果報告書、管理維護計劃及使用管理作業手冊。
4. 全案社會住宅興建完成後，依據統包廠商所提 BIM 模型彙整編制「住
宅建築工程 BIM 設計管理準則」
、
「住宅建築工程 BIM 施工管理準則」
及「住宅建築工程 BIM 使用維護計畫報告書」。
5. 竣工規劃，3D 數位模型應包括但不限於實際執行之外牆、柱、樑、
板、門窗等外觀，及建物結構、大小、形狀、建築配置等，其建築、
結構、景觀、機電、空調、消防之數量、尺寸、位置等資訊。
(七) 督導統包廠商套繪建築、結構、水電相關圖說（BIM），並於檢核表
內佐以帄面附圖說明，並確實依所套繪之資訊檢討施工圖面之合理
性。
(八) 辦理 BIM 訓練課程(配合甲方時間於「規劃設計構想 BIM 報告書」審
查通過後辦理 16 小時以上課程。惟甲方應訓練需求，得要求增加或
減免 8 小時以內時數)，提供乙方自行研發或使用之 BIM 軟體，並訓
練甲方人員自行使用軟體、繪圖製作模型並執行檢核作業。訓練課
程應製作講義及簽到表以茲證明課程之辦理。
五、工程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立
(一) 文件檔案與設計及工程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立。
1. 本案應以 MIS（管理資訊系統）或 PMIS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有效管理
設計及施工之人力、工程材料、機具等之設計及工程執行進度（含
完成率）並於「專業技術協調會」中進行說明，並配合建置設計及
工程管理資訊網路及月工作報告，確實報告本案相關執行人員執行
時數與工程材料使用及機具使用頻率。
2. 編制「工程管理資訊系統操作說明書」及協助甲方完成該 MIS 系統
或 PMIS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及網路建置。
3. 辦理工程管理資訊系統教育訓練(「規劃設計構想 BIM 成果報告書」
審查通過後辦理 8 小時，施工階段辦理 16 小時以上，惟甲方應訓練
需求，得增加或減免 8 小時以內時數)移轉操作方式、管理維護等技
術。
(二) 乙方需負責本工程全程各階段之文件檔案及工程管理資訊系統之建
立維護並提供足夠頻寬連結至機關之網頁，所有資料均應以電腦建
檔，至少應含下列項目：本工程總體性之運作程序、工程紀錄（包
括照片、工程紀事等工程記錄）及本工作期間各工作項目之完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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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包含一般文書及機關規定之電腦格式檔案），定期提出工作報
表，且於工作結束時提出完整之結案報告（內容至少包含各工作項
目及其參與人員之執行過程與績效、工期及經費控管績效之檢討
等）。
六、全程服務期間階段其他事項
(一) 乙方應指派本案計畫主持人或協同計畫主持人，陪同專案經理參加
與本委託案所有相關之簡報、協調會、說明會、工作會議、審查會、
成果發表會及其他有關會議、會勘，及指派人員協助製作會議紀錄，
提供相關技術諮詢、統計分析及撰寫新聞稿等事宜，如經會議決議
應修正、補充、增列或變更之相關計畫內容時，廠商應負責辦理，
並配合設計及印製本案相關文宣及說明資料，且應主動提出有助於
本案之策略或可能衍生之課題與相關之服務。
(二) 本案所有提送之報告書，甲方均享有著作權。乙方提送之相關報告
或資料等文件，提送份數依其規定辦理，未規定份數者，均提送「1
式 10 份，含資料光碟」為原則。電子檔格式未規定者，圖表文字以
pdf 檔及可供編輯之原始檔為原則,圖檔或照片以 jpg、png、dwg 檔
等可供編輯之原始檔為原則。
(三) 主動或應甲方指示召開相關會議並協助整合各機關參建需求，並提
供相關分析資料，協助甲方確定統包設計需求。
(四) 主動或應甲方指示召開相關會議並協助整合及協調本案統包工程及
監造案之履約爭議、社會面及工程面界面與其他相關事宜。
(五) 協辦所涉土地及原建物法律訴訟及協助機關處理因本工程引起之糾
紛、索賠、仲裁及訴訟等事項。
(六) 提供機關辦理本工程各階段之諮詢事宜，並得視需要或應機關要求
隨時召集諮詢顧問會議。
(七) 廠商承辦技術服務期間，其實際提供服務人員應於完成之圖樣及書
表上簽署，並依法辦理簽證。
(八) 本工程之價值工程分析建議。
(九) 辦理公共管線（如自來水、電力、電信、消防、排水、污水、瓦斯
及其他公用事業單位管線）拆遷協調。
(十) 乙方應自統包工程決標次日起 30 日內，提出本案「工地現場駐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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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設置計畫」
，並經甲方審查同意後始得設置，本案專案辦公室需
於本基地周邊設置，供本案專職人員專責推動本案並辦理相關事宜，
其工作所需設備需自行購置，相關費用均含於契約內，惟履約人員
有不適任之情形者，甲方得通知廠商撤換，乙方不得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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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人力需求
一、本案預估人力資源需求
項次
一

項目
計畫主持人(1 名)

服務時程

學經歷證照等相關要求

契約執行期間

1.依法開業建築師或執業技師。
2.15 年以上建築工程相關經驗。
1.1 名頇具工程專業知能，依法取得建築
師或技師證書。
2.10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二

協同主持人(1 名)

契約執行期間

三

專案經理(2 名)

契約執行期間

四

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及變更設計審查、施工期間送審圖說、材料審查

1

建築設計師(3 人)

2

機電設計師(2 人)

3

結構設計師(2 人)

4

消防設計師(1 人)

5

景觀設計師(1 人)
契約執行期間

1.依法取得建築師或技師證書。
2.6 年以上建築工程相關經驗。
1.大專院校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2.4 年以上相關工程（建築/結構/機電/
消防/室內/景觀設計）經驗。
3.團隊成員頇除建築師外，尚包含土木技
師或結構技師、空調技師、電機技師、
消防設備師及 BIM 等成員至少各 1 名，
得以複委託者方式擔任。

6

室內設計師(2 人)

4.統包廠商送審圖說及材料審查等業務
頇由具建築師或技師、設備師證書者簽
章負責。
5.本案基地應有專案負責承辦人員做為
聯絡窗口。

7

BIM 設計檢核師(1
人)

3 年以上建築資訊建模相關經驗，得以複
委託者方式擔任。

五

派駐現場監造人員(應為專職常駐，不得兼任)，以下兩處基地需求人數分述。

1

土建品管工程師(2
人)

1.取得公共工程委員會品管人員證明。
2.6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3.本案基地應有專案負責人員做為聯絡
窗口。
4.建築土木相關科系畢業。
1.取得公共工程委員會品管人員證明。
契約施工執行
2.6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期間
3.機電相關科系畢業。

2

機電品管工程師(1
人)

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1 人)

1.取得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技術士乙級以上證
照。
2.6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4

BIM 施工檢核師(1
人)

3 年以上建築資訊建模相關經驗，得以複
委託者方式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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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目

六

其他

1

特別監督人(1 人)

服務時程

學經歷證照等相關要求

契約執行期間

依耐震標章規定具專業技師資格及工作
經驗者。得以複委託方式擔任。
1.大專院校以上相關科系畢業。

2

3

財務規劃師(1 人)

諮詢顧問團隊(4 人)

契約執行期間

契約執行期間

2.3 年以上財務、會計相關經驗。
3.得以複委託方式擔任。
具 4 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至少應包含物
業管理、智慧綠建築、通用設計等專業領
域）。得以複委託者方式擔任。

註：1.表列項目、專長、資格皆為最低需求，請廠商參照契約之規定，投標廠商應於服
務建議書提報編列本案執行之人力配置計畫。
2.本技術服務委託案其工作團隊至少需有 1 名具備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3.派駐現場監造人員（專職常駐者），至少需有三人以上於近 6 年內，具有經依政
府採購法第 70 條規定設立之各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曾獲得甲等以上之成績。

二、工作人員指派應注意事項
(一)工作人員最低基本人數，應符合本案專案管理契約之相關規定，另
廠商得評估工作需求，酌量增加團隊人力資源、數量、組織與分配，
以利工作進行順遂。
(二)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專案經理：廠商應於決標次日起 15 日內，
將服務建議書所載之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專案經理正式授權書
以書面通知機關，並代表廠商執行契約工作。專案經理應於本契約服
務期間保持專職服務，且代表廠商處理與本契約有關事宜。計畫主持
人及協同主持人如因請假、休假或有其他不能執行職務之情形，應安
排代理人並通知機關，期間超過 3 日者，則廠商需事先以書面經機關
同意，並指定適當之代理人員執行其全部職責。
(三)所有參與本工作之人員均頇在同一編組下工作，並接受計畫主持人
之管理監督。乙方可合理調整該等人員之人數及工作時程，以確保有
效提供本案服務，惟編組人員之更動，頇事先經甲方同意。
(四)乙方指派人員無法勝任或擔任職務，應以同等資格之人員替代之，
並頇事先經甲方同意，替換人員之詳細履歷表應事先送交機關認可。
(五)乙方應於本工程施工階段，於工作地點設置能適切運作之工作設備，
並指派相關人員負責執行相關技術服務工作。
(六)乙方應依工程各階段需求，指派經機關同意之工程師，配合計畫進
度並按工程性質採階段性的參與，負責本工程之協調、聯繫工作，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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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本工作及本工程之期限，整合工程上之相關界面。
(七)乙方諮詢顧問團隊，應參與主要規劃構想、設計審查等會議，並提
供甲方諮詢。
(八)乙方於監造階段，各基地應指派監造主管 1 人，該人員得由監造建
築師或派駐現場監造人員之土建品管工程師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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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地區需求調查
一、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一)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年 1 月 19 日，電話訪問。
(二)訪問對象：真善美基金會顏督導
(三)訪問內容：
真善美基金會主要以 15 歲以上之智能障礙者為服務對象，基
金會依照不同身心障礙類別分為四個機構，學員數約計 200 人，
提供就學、就醫、職訓及就業輔導等專業服務與環境，讓心智障
礙者在專業化的服務下學習各種生活、職業技能，期許每一位學
員可以自立，並獨立生活於社區之中。
基金會服務可分為「全日型機構」及「社區型服務」兩大類
別。
「全日型機構」係以 45 歲以上為雙老家庭之有迫切入住之身
心障礙者為服務對象，以全人照顧理念提供全日型照顧服務，協
助家庭化生活照顧與社區融合活動。
「社區型服務」則是由工作人
員、護理人員或是志工走訪身心障礙者家裡，針對無能力自理生
活所需，予以協助，例如：沐浴、陪伴、就醫及復健等。
基金會期許透過學員個別服務化課程及訓練，能讓啟發學員
潛在能力，培養適應社會生活能力，與社會融合過著一般正常化
生活。基金會曾經計畫在一般住宅社區內，提供學員住宅單元，
藉由學員入住一般社區能多接觸外界，卻被社區住戶既有標籤化
印象而拒絕。
對於未來社會住宅之建議如下：
1.設置咖啡小站提供輕食販售，可以提供身心障礙者就業機
會並可增加與人接觸機會。
2.讓社福單位進駐，成立社區服務，可由身心障礙者協助社
區服務，例如：家務、環境清潔、洗衣、花圃整理等。
3.諸多居家型身心障礙者面臨就醫、復健或是抵達資源場所
是有交通或是接送上的問題，需要一個空間提供家庭需求
與資源據點連結之服務，例如身心障礙者可在資源銜接據
點等待家人或是醫護人員之接送，並在這個空間能為身心
障礙者提供綜合諮詢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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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建議，無頇很大的室內坪數，希望係以一個非正式空
間，能保有更多使用上的彈性。
二、中壢區公所
(一)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年 1 月 19 日，電話訪問。
(二)訪問對象：中壢區公所社會課林先生
(三)訪問內容：
本市社區發展協會是由各里長主動申請之方式成立，主要工
作項目有四項，分別為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康促進及共餐課
程，四項中至少提供三項服務，透過在地化之社區照顧，使老人
留在熟悉的環境中生活，同時亦提供家庭照顧者適當之喘息服務，
以預防長期照顧問題惡化，發揮社區自助互助功能。
中壢龍岡地區目前有龍興里及仁和里正在執行關懷據點活動，
另有關本計畫鄰近之龍岡圖書館內所設置之台貿社區發展協會，
目前僅保留空間在圖書館建築物內，協會尚未啟動執行。
社區發展協會服務項目之健康促進內容是以提供老年人課程
為主，並配合老人家生活作息，多於上午時間上課，並在課程後
一同共進午餐。以往的經驗是社區發展協會最常遇到的是缺乏廚
房設備及空間可以料理並提供共餐服務，再者是健康促進之課程
動靜態皆有，較希望是能提供大空間，不一定要有桌椅及隔間，
更能保有使用上的彈性，由於服務對象是老年人，必頇要有無障
礙空間及設備。
三、地方居民
(一)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年 1 月 20 日，現地訪談。
(二)訪問對象：周邊居民
(三)訪問內容：
位在龍和公園的兒童遊樂中心是採開放式的，上午 9 點到晚
上 9 點，不限哪一里的居民使用，由於這裡住宅密度很高，周邊
鄰里老年人、退休人口及孩童比例都很高，兒童遊樂中心從早上
就有老年人和退休人家來這裡打桌球或羽毛球等，孩童下午 4 點
下課回來，空間就不敷使用了,及帄常日週一到週五晚間也都有安
排各類運動課程在此上課，時常也會因為上課人數過多，空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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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壅擠，另像是在重大節日(如中秋節)辦鄰里活動時，這個室內
空間也容納不下。若是能提供鄰近社區居民活動空間，為考量老
年人及孩童無交通工具或是使用上安全之疑慮，希望能以步行距
離就可以達到的範圍最為理想。
四、各基地里長
(一)北富台基地之中堅里
1.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年 9 月 3 日，電話訪問
2.訪問對象：吳里長瑞柱
3.訪問內容：
目前尚未有民眾反應有關北富台基地內使用現況及綠美化
相關工程事宜，今日看到基地有工程運送大量草皮，惟基地相
關工程內容皆無通知里長，也不清楚綠美化工程的草皮完工後，
是否可入內踩踏，希望市府有預定相關工程能告知里長，以利
第一線回應居民。
(二)帄寮段基地之龍安里
1. 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年 9 月 3 日，電話訪問
2. 訪問對象：高里長銀柱
3. 訪問內容：
目前尚未有民眾反應有關帄寮段基地內使用現況等相關事
宜。另想要了解目前鄰近幾塊社會住宅基地何時會開始動工興
建?有無相關最新進度。
(三)北富台基地之仁福里
1. 訪問日期及方式：民國 107 年 9 月 4 日，電話訪問
2. 訪問對象：喻里長榮興
3. 訪問內容：
(1)有里民反映北富台東側基地風沙量過大，建議改善。
(2)北富台基地日前整地，無施作排水溝，導致臨石門圳溝巡防
道那條馬路會積水，建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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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壢區第二波社會住宅基地社福設施需求」五里里長訪談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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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壢區社會住宅基地社福設施需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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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工程預算表
項次

工程項目

單位

單項成本
(複價)(元)

帄均造價 成本百分比
( 元 / 坪 )
(% )

壹、 建築工程
1 假設工程

式

25,750,278

2,522

2.24%

2 基礎工程

式

86,677,274

8,488

7.54%

3 結構體工程

式

331,419,868

32,454

28.83%

4 外部裝修工程

式

123,463,385

12,090

10.74%

5 內部裝修工程

式

157,490,537

15,422

13.70%

6 門窗工程

式

63,341,085

6,203

5.51%

7 防水隔熱工程

式

4,713,220

462

0.41%

8 雜項工程

式

4,828,177

473

0.42%

9 景觀工程(含庭園及綠化工程)

式

28,739,149

2,814

2.50%

式

30,348,542

2,972

2.64%

856,771,515

83,900

74.53%

10 設備工程(電梯、廚具)
小

計 ：

貳、 機電工程
1 電氣工程

式

51,500,555

5,043

4.48%

2 弱電設備工程

式

16,093,924

1,576

1.40%

3 給排水工程

式

51,615,512

5,054

4.49%

4 生活廢水工程

式

3,218,785

315

0.28%

5 消防設備工程

式

17,818,272

1,745

1.55%

6 通風工程及空調設備

式

2,604,016

255

0.23%

計 ：

142,851,064

13,988

12.43%

合 計 ( 壹＋贰 )

999,622,579

97,888

86.96%

小

參、 管理費(含保險、利潤)10%

式

99,962,258

9,789

8.70%

肆、 營業稅 ( 5 % )

式

49,981,129

4,894

4.35%

1,149,565,966

112,570

100.00%

總 計 ：

註：本表未包含規劃設計、工程監造等項目費用；表內數字僅供參考，應以後續實際工
程金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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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郵政法掌握郵寄班次，如逾時寄達代辦機
關，視為無效標，後果由投標廠商自行負責）。

投標廠商 1：
廠
址 ：
聯絡電話 ：
統一編號 ：
負 責 人 ：

投標廠商 2：
廠
址：
聯絡電話 ：
統一編號 ：
負 責 人 ：
3

標

3

掛 號

0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路一號七樓

號

寄達或親送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理科）啓
採購標的名稱：
「桃園市中壢區平寮基地(平寮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
會住宅委託專案管理(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案

號：

開標時間：107 年

月

日

午

時

分

截止收件：107 年

月

日

午

時

分

注意事項：一、本案屬不分段開標，請將所有投標文件裝入本標封(即外標封)內，一次投標。
二、本標封之封口應密封，並標示廠商名稱及地址，未標示時，視同無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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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中壢區平寮基地(平寮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建社會住宅委託
專案管理(含監造)技術服務案」投標廠商文件審查表
廠商名稱：
負責人：
項次 資 料 名 稱

審

查

項

審 查 結 果
合格 不合格

目

備 註

一、 廠商資格證件
建築師證書
有效期限內開業證書
建築師事務
有效期限內建築師公會會員證
所
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信用證明文件(建築師事務所)
技師證書(科別：土木工程科或結構工程科)
有效期限內執業執照(科別：土木工程科或結構
工程科)。

專業技師事
有效期限內技師公會會員證
務所
基
本
資
格

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行
業
類
別

信用證明文件(技師事務所)
技師執業執照(技師證書科別：土木工程科或結
構工程科及建築師證書)

本採購案含監造，另必須
有依法開業之建築師配合
辦理。
(若為共同投標，個別廠商
均需檢附)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
有效期限內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
工程技術顧
會或地方同業公會之會員證
問公司
有效期限內技師公會會員證
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外國投標
廠商

信用證明文件(技術顧問公司)
該國政府或公證且為我國駐外機構認證證明
(註 5)
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
信用證明文件

二、 文件資料
1. 投標廠商聲明書 是否依格式填報並用印。

2. 共同投標協議書 是否依格式填報並用印。

3. 服務建議書

是否依指定份數提送(份數詳投標須知若份數
不足，依評選須知規定辦理)

審查結果及意見：
審查人員：

□合格
、

應為正本（若為共同投標，
個別廠商均需檢附）
應為正本
（本採購案允許廠商共同投
標，如以共同投標者，須檢
附共同投標協議書，詳投標
須知第 18 條）
服務建議書(共同投標廠商
共同檢附 1 式)

□不合格
、
附4-178

註 1、廠商資格及投標文件，經審查不合格者，為不合格廠商。
註 2、本審查通過後方可進行下一階段評選作業。
註 3、納稅證明：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
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新設立
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
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檢附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與
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復表代之。
註 4、信用證明：如票據交換機構或受理查詢之金融機構於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
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紀錄證明、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構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
註 5、外國投標廠商：具備本案專業技術，繳驗依該國法令規定登記或設立文件之中文譯本，並經該
國政府或公證且由我國駐外機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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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標

廠

商

聲

明

書

本廠商參加桃園市政府住宅發展處招標採購「桃園市中壢區平寮基地(平寮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新
建社會住宅委託專案管理(含監造)技術服務案」之投標，茲聲明如下：
項次
聲明事項
是(打Ｖ)
一 本廠商之營業項目不符合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無法於得標後作為簽約廠商，合
法履行契約。
二 本廠商有違反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33 條之情形。
三 本廠商或負責人與招標機關之首長/採購案之洽辦機關之首長/受委託辦理採購之法人
或團體之負責人，有採購法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之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
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利益之情形。
四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 38 條規定之政黨或與政黨具關係企業關係之廠商。
五 本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是採購法第 39 條第 2 項所稱同時為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
廠商之負責人或合夥人。
六 本廠商是採購法第 39 條第 3 項所稱與規劃、設計、施工或供應廠商同時為關係企業或
同一其他廠商之關係企業。
七 本採購案如係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理，或係以公開招標辦理但投標廠商未達
3 家之情形，本廠商之得標價款會有採購法第 59 條第 1 項所稱高於本廠商於同樣市場
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勞務之最低價格之情形。
八 本廠商已有或將有採購法第 59 條第 2 項所稱支付他人佣金、比例金、仲介費、後謝金
或其他利益為條件，促成採購契約之簽訂之情形。
九 本廠商、共同投標廠商或分包廠商是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及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38 條
第 1 項所規定之不得參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廠商。
【投標廠商應於投標
當日遞送投標文件前至工程會網站 web.pcc.gov.tw 查詢自己(包括總公司及各分公
司)、共同投標廠商、分包廠商是否為採購法第 103 條第 1 項之拒絕往來廠商】
十 本廠商就本採購案，係屬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涉及違反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9 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不得與公
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易行為』。【違反者，依
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15 條規定處罰】

否(打Ｖ)

十一 本廠商是依法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且合於中小企業發展條例關於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
中小企業。
（該認定標準第 2 條摘要如下：一、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
收資本額在新臺幣 8,000 萬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數未滿 200 人者。二、除前款規定
外之其他行業前一年營業額在新臺幣 1 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數未滿 100 人者。）
(答「否」者，請於下列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項目及金額，可自備附件填寫)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合計金額╴╴╴╴╴╴╴╴╴╴
十二 本廠商目前在中華民國境內員工總人數逾 100 人。
(答「是」者，請填目前總人數計╴╴╴╴人；其中屬於身心障礙人士計╴╴╴╴人，原住民計╴╴╴人。)
十三 本廠商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陸資資訊服務業者，不得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
委員會公告之「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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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本廠商是原住民個人或政府立案之原住民團體。
(答「否」者，請於下列空格填寫得標後預計分包予原住民個人或政府立案之原住民團體之項目
及金額，可自備附件填寫。如無，得填寫「0」)
項目╴╴╴╴╴╴╴╴╴╴╴╴╴╴╴ 金額╴╴╴╴╴╴╴╴╴╴
項目╴╴╴╴╴╴╴╴╴╴╴╴╴╴╴ 金額╴╴╴╴╴╴╴╴╴╴
合計金額╴╴╴╴╴╴╴╴╴╴
1. 第一項至第十項答「是」或未答者，不得參加投標；其投標者，不得作為決標對象；聲明書內容有誤者，不
得作為決標對象。
2. 第十一項、第十二項、第十四項未填者，機關得洽廠商澄清。
註 3. 本採購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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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
三項答「是」或未答者，不得參加投標；其投標者，不得作為決標對象；如非屬上開採購，答「是」、
「否」
或未答者，均可。
4.本聲明書填妥後附於投標文件遞送。
投標廠商名稱：
附

投標廠商章及負責人章：
日期：
（107.7.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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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理

出席開標/
專用印章

授權書

本廠商授權下列代理人/投(開)標專用章，全權代表本廠商處理一切參加
貴機關採購招標「桃園市中壢區平寮基地(平寮段 1-2 地號等 6 筆土地)
新建社會住宅委託專案管理(含監造)技術服務案」
(標案名稱)/
(標案案號)之開標權利，該代理人資料/代理專
用印章如下：

一、委託代理人

代理人姓名

職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簽

稱

章

二、本廠商授權投〈開〉標
專用章〈未委託代理專
用印章者請勿蓋章〉

委任人
廠商名稱：
印章：

中華民國

負責人姓名：

印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廠商負責人或代理人於參加開標時，應依下列規定出示身分證件及本授權書：
一、 投標廠商若由負責人攜帶公司印章及負責人印章親至開標地點，應出示身分證件，
本授權書則無須填寫出示。
二、 投標廠商若委由代理人出席參加開標，攜帶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或授權投標專用章，
則應完整填寫本授權書及身分證。
三、本授權書自簽發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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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標協議書
立共同投標協議書人（以下簡稱共同投標廠商）
（廠商名稱）
（以下簡稱第 1 成員）、
（廠商名稱）
（以下簡稱第 2 成員）
（成員數不得逾招標文件規定允許之家數）同意共同投標 （機關名稱） （以下簡稱機關）之 （
採購標的名稱） （案號
）並協議如下：
一、共同投標廠商同意由
（廠商名稱）
為代表廠商，並以代表廠商之負責人為代表人，
負責與機關意見之聯繫，任何由代表廠商具名代表共同投標廠商之行為，均視為共同投標廠商
全體之行為。機關對代表廠商之通知，與對共同投標廠商所有成員之通知具同等效力。
二、各成員之主辦項目：
第 1 成員：
、第 2 成員：
、
三、各成員所占契約金額比率：
第 1 成員：
﹪、第 2 成員：
﹪
四、各成員於得標後連帶負履行契約責任。
五、成員有破產或其他重大情事，致無法繼續共同履約者，同意將其契約之一切權利義務由其他成
員另覓之廠商或其他成員繼受。
六、共同投標廠商同意契約價金依下列方式請領：（請擇一勾選並填寫）
(1)由代表廠商檢具各成員分別出具之發票及相關文件向機關統一請領。
(2)由各成員分別出具之發票及其他文件向機關請領。各成員分別請領之項目及金額為：
第 1 成員：
、第 2 成員：
七、本協議書於得標後列入契約。協議書內容與契約規定不符者，以契約規定為準。協議書內容，
非經機關同意不得變更。
八、本協議書由各成員之負責人或其代理人共同簽署，分別加蓋廠商印信並經公證或認證後生效。
九、其他協議事項（無者免填）：
第 1 成員廠商名稱：
負責人（或其代理人）：
地址：

中

華

民

第 2 成員廠商名稱：
負責人（或其代理人）：
地址：

電話：

國

年

電話：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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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履約績效管理作業要點
年

月增(扣)分記點情形統計表

採購名稱：
點次

履約情形

點數/期間 增/扣分記點 備註

廠商履約績效良好

依契約約定之技術服務內容品質、技
術服務及工程進度管控、工程經費管
(一)
控、人力之專業職能及廠商之參與程
度履約，善盡管理責任履行契約。
(二)

(三)
三

(四)

完成履約之期程，於巨額採購案件提前
百分之二點五以上；於其他採購案件提
前百分之五以上。

期間一年

增二點

提出創意性、優良技術或符合新工法之
方案，且減省該項原契約價金金額達百
分之十以上。

期間二年

經相關機關(構)評獲公共工程品質及工
安相關成績為特優者。

增三點

經相關機關(構)評獲公共工程品質及工
安相關成績為優等者。
經相關機關(構)評獲公共工程品質及工
安相關成績為佳作或甲等者。
工程施工查核成績達八十五分以上，且
廠商當次查核經扣點未達五點。

(五)

增一點

工程施工查核成績達八十分以上未達八
十五分，且廠商當次查核經扣點未達五
點。

期間二年
增二點
期間二年
增一點
期間一年
增二點
期間二年
增一點
期間一年

廠商履約績效不良
(一)
四

違反政府採購法或契約相關規定，因可
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契約。

扣二點
期間二年

有下列情形之一且具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者：
(二)

1.機關額外支出費用達原契約價金百分
之五以上。

第 1 頁第 4 頁

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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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履約績效管理作業要點
年

月增(扣)分記點情形統計表

採購名稱：
點次

履約情形

點數/期間 增/扣分記點 備註

2.施工廠商或供應廠商向機關請求賠
償，造成機關損害。

期間一年

3.造成進度落後達百分之五以上。
(三)

未依機關通知協助機關解決糾紛或爭議
處理。
履約文件、成果或審查文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四)

1.未依約定或通知之期限內提送或辦
理。
2.提送之文件資料經機關認為有應修正
或補正，未依約定或通知之期限內改
善完成。
3.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機關審退
達二次以上。

(五)

未依約定或經機關核定之用人計畫辦
理。

(六)

無正當理由，未配合出席會議、會勘、
勘驗、查驗或訓練。

扣一點
期間一年

扣一點
期間一年

廠商辦理可行性研究、規劃、設計履約績效不良(除第四點規定外)
(一)

涉及侵害第三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合法
權益。

(二)

所擬定或採用之技術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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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事先
以書面向機關說明其必要性或未依審定
之結果辦理。

五

(三)

工程數量計算錯誤或項目漏列，其加帳
及減帳絕對值累計之金額，達工程決標
價金總額百分之十以上。

(四)

因規劃設計錯誤或不當，導致工程契約
價金增加或減少，分別累計，以金額較
第 2 頁第 4 頁

扣二點
期間二年

扣一點
期間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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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履約績效管理作業要點
年

月增(扣)分記點情形統計表

採購名稱：
點次

履約情形

點數/期間 增/扣分記點 備註

大者，達工程決標價金總額百分之十以
上或達查核金額以上。
(五)

預算金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者，工程預
算書工項細目編碼正確率及綱要編碼正
確率未達機關規定之年度目標值。

(六)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工程採購案無
法開標、決標。

廠商辦理監造履約績效不良(除第四點規定外)
(一)

施工廠商未依契約施工或施工品質有經
扣一點
驗收須拆除重作或辦理減價收受之缺
期間一年
失，且無法證明廠商已善盡監造之責任。
依約定事項辦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二)

1.辦理施工安全衛生、交通維持或環境
保護未善盡監督責任，致施工廠商遭
裁罰或勒令停工。
2.監造不實、管理不善或怠忽職守，致
發生契約罰款。

扣一點
期間一年

審查施工廠商估驗計價文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六

1.未於約定之期限內辦理審查。
(三)

2.審查未確實，經機關或專案管理廠商
審退達二次以上。

扣一點
期間一年

3.採購案件項目超估，金額逾該項目原
契約價金百分之五以上。
辦理送驗、抽驗、查驗、審查、審定或核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1.未依約定或通知之期限配合辦理。
(四)

2.未確實辦理，致有違失。

扣一點
期間一年

3.無正當理由，審退文件資料。
(五)

工程竣工後，未於期限內將竣工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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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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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委託技術服務履約績效管理作業要點
年

月增(扣)分記點情形統計表

採購名稱：
點次

履約情形

點數/期間 增/扣分記點 備註

工程結算明細表及契約規定之其他文件
資料送機關審核。

期間一年

有下列情形之一且具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者：
1.工程採購案無法初驗或驗收。
(六)

2.工程施工查核或督導成績列為丙等，
或經工程施工查核或督導所列之缺
失，未於規定或同意展期之期限內改
善完成。

扣一點
期間一年

廠商辦理專案管理履約績效不良(除第四點規定外)
審查、審定或核定之可行性研究、規劃、設計、監造或施工廠商文件資料，
有下列情形之一：
(一)

未依約定或通知之期限內辦理。
未確實辦理，致有違失。

扣一點
期間一年

無正當理由，審退文件資料。
(二)

七
(三)

各工作項目界面之協調及整合不善，或
品管事項、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環境
保護督導不周，致發生契約罰款。
未依約定辦理文件檔案管理、工程管
理、定期召開工程協調會及其他應辦理
或協助事項，致發生契約罰款。

扣一點
期間一年

有下列情形之一且具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者：
1.工程採購案無法初驗或驗收。
(四)

2.工程施工查核或督導成績列為丙等，
或經工程施工查核或督導所列之缺

扣一點
期間一年

失，未於規定或同意展期之期限內改
善完成。
註：機關應於每年六月及十二月進行廠商履約情形檢視，如發現廠商履約有良好或不良之情事，請依作業
規定確實辦理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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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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法
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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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不正 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未
確結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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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方式之合意，使廠商不為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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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利益，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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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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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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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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洩密之處罰 計或專案管理或代辦採購廠商 科或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
之人員，意圖為私人不法之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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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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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定之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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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強制洩密之 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未
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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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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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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法人之處罰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行業 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金。
務犯本法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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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項
為，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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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違背建築術 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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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使公務員登 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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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業務上文書 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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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信罪

貪污 第 2 條
治罪
條例 第 3 條

為他人處理事務，意圖為自已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或第三人不法之利益，或損害 科或併科 1 千元以下罰金。未
本人之利益，而為違背其任務 遂犯罰之。
之行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
產或其他利益者。
公務員犯本條例之罪者，依本
條例處斷。
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例之罪
者，亦依本條例處斷。

詳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10 條、第 12 條、
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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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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台幣 3 百萬元以
行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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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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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項及第 4 項 職務之行為，行求、期約或交 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
行賄罪
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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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未依法取得技師資格，擅自執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止，並
行技師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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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
稱
政府採
購法

相關條項
第 31 條

第 32 條

第 50 條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
標。
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 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
名義或證件投標。
發還者，並予追繳。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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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 廠商如有違反，機關得不發還
不發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 其所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金
保證金及其孳息之情形。
（請 及其孳息。
參照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規定）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 投標廠商有左列情形之一，經
標。
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
二、投標文件內容不符合招 之標應不予開標；於開標後發
標文件之規定。
現者，應不決標予該廠商。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
證件，或以偽造、變造 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
之文件投標。
決標、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
五、不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 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反不符公
文件內容有重大異常關 共 利 益 ， 並 經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聯者。
者，不在此限。
六、第 103 條第 1 項不得參 第 1 項不予開標或不予決標，
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行者，
之情形。
機關得宣布廢標。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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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 條

第 66 條

第 70 條

第 72 條

違反採購契約約定-廠商規 契約經訂定後，對廠商與機關
劃設計錯誤、監造不實或管 均發生拘束力，廠商如不遵
理不善，致機關遭受損害之 行，自應負契約責任（如逾期
責任。
罰款、違約金、不發還履保金、
損害賠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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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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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
稱
政府採
購法

技師法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第 101 條至 機關辦理採購，發現廠商有 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於 1
下列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 年或 3 年內，不得參加投標或
第 103 條
及理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 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未提出異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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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條第 1 領有技師證書而未領技師執 中央主管機關應命其停止，並
業執照、自行停止執業或未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
項、第 24
加入技師公會，擅自執行技 下之罰鍰；其不停止行為者，
條、第 52 條 師業務
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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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第 4 執業執照已逾有效期間未申 處新臺幣 1 萬 8 千元以上 9 萬
項、第 53 條 請換發，而繼續執行技師業 元以下罰鍰，中央主管機關並
應命其限期補辦申請；屆期未
務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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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記事項變更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項、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第 53 條第 2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項
者，得按次處罰。
第 12 條、 自行停止執業技師，未檢具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第 53 條第 2 執業執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或 再 次 違 反
請註銷執業執照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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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項、第 53 條 定辦理公共安全、預防災害 善 ， 屆 期 未 改 善 或 再 次 違 反
或搶救災害有關之技術事項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第2項
罰鍰；經處罰鍰後仍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第 15 條、 未具備及詳實記載業務登記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善，屆期未改善或再次違反
第 53 條第 2 簿
者，處 6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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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或申誡。
項、第 41 條 技師執業圖記
第 1 項第 1
款
第 16 條第 2 非技師本人或其監督下完成 申誡、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止
之工作為簽證；涉及現場作 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項至第 3
業者，技師未親自赴現場實
項、第 41 條
地查核。
第 1 項第 3
技師執行簽證，未提出簽證
款
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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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條、 委託人或其執業機構擅自變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
第 41 條第 1 更原定計畫及在計畫進行時 止業務之懲戒。
或完成後不接受警告，致有
項第 2 款
發生危險之虞時，受委託技
師未據實報告所在地主管機
關
8
附4-194

申誡、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止
第 18 條、 兼任公務員
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
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
第 19 條第 1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行 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止業
務、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
項第 1 款、 業務或招攬業務
證書。
第 41 條第 1
項第 5 款
第 19 條第 1 違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 申誡、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止
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之懲戒。
項第 2 款至 務
執行業務時，違反與業務有
第 6 款、
關之法令。
第 41 條第 1 辦理鑑定，提供違反專業或
項第 3 款 不實之報告或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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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外，承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
辦逾越執業執照登記之執業
第 41 條第 1
止業務之懲戒。
範圍
項第 2 款
第 21 條、 受停業處分之技師，於停業 廢止執業執照之懲戒
期間執行業務
第 41 條第 1
項第 4 款
第 22 條、第 執業期間不接受主管機關專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應 命 其 限 期 改
業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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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條第 1 拒絕或規避主管機關及中央 申誡或 2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檢查業務
項、第 41 條
止業務之懲戒。
或向其報告、提出證明文
第 1 項第 2 件、表冊及有關資料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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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
法

第 39 條、第 違反技師法第 16 條至第 18 1. 除依技師法規定處分外，應
41 條第 2 項 條、第 19 條第 1 項、第 20
付懲戒。
條、第 21 條或第 23 條第 1 2. 技師有第 39 條第 2 款或第 3
項所定之行為者。
款規定情事之一者，其懲
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行為，
戒，由技師懲戒委員會依第
經判刑確定者。
40 條規定，視情節輕重議定
違背技師公會章程、倫理規
之。
範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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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師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者，
上或受停止業務處分累計滿 應另受停止業務之處分；受停
項
5 年者
止業務處分累計滿 5 年者，應
廢止其執業執照。
違反不得充任建築師規定 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
第4條
其已充任建築師者，撤銷或廢
第 46 條第 1
止其建築師證書。
項第 5 款
違反建築師事務所設立及登 申誡或停止執行業務 2 月以上
第6條
記規定
2 年以下之懲戒。
第 46 條第 1
項第 2 款
開業後之事務所地址變更及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11 條
從業建築師與技術人員聘僱
第 46 條第 1
情形，未向直轄市、縣（市）
項第 1 款 主管機關分別登記
事務所遷移未向原登記之主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12 條
管機關申請核轉
第 46 條第 1
項第 1 款
自行停止執業建築師，未檢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第 13 條
具開業證書向原登記主管機
第 46 條第 1
關申請註銷開業證書
項第 1 款
違反設計規定
警告、申誡或停止業務 2 月以
第 17 條
上 2 年以下或撤銷開業証書之
第 46 條第 1
懲戒。
項第 4 款
違反監造規定
警告、申誡或停止業務 2 月以
第 18 條
上 2 年以下或撤銷開業証書之
第 46 條第 1
懲戒。
項第 4 款

未襄助辦理經主管機關指定 申誡或停止執行業務 2 月以上
第 24 條
之公共安全、社會福利及預 2 年以下之懲戒。
第 46 條第 1
防災害等有關建築事項
項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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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
術顧問
公司管
理條例

兼任或兼營職業
停止執行業務 2 月以上 2 年以
第 25 條
下，其不遵從而繼續執業者，
第 46 條第 1
應予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
項第 3 款
允諾他人假借其名義執行業 撤銷或廢止開業證書之懲戒。
第 26 條
務
第 46 條第 1
項第 5 款
因業務知悉他人之秘密而洩 申誡或停止執行業務 2 月以上
第 27 條
漏
2 年以下之懲戒。
第 46 條第 1
項第 2 款
未經領有開業證書、已撤銷 除勒令停業外，並處新臺幣 1
第 43 條
或廢止開業證書、未加入建 萬元以上 3 萬元以下之罰鍰；
築師公會或受停止執行業務 其不遵從而繼續執業者，得按
處分而擅自執業者
次連續處罰。
第 9 條之 1 違反第 9 條之 1 規定，開業 處新臺幣 6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
證書已逾有效期間未申請換 元以下罰鍰，並令其限期補辦
第 43 條之 1
發，而繼續執行建築師業務 申請；屆期不遵從而繼續執業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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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或申誡之懲戒。
業為建築師者，其有關業務
項
上所用之文件、圖說，未以
第 46 條第 1 中華民國文字為主
項第 1 款
第 45 條第 2 依本法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 建築師受申誡處分 3 次以上
或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累計 者，應另受停止執行業務時限
項
滿 5 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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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師擔任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1 款、 所置執業技師，未有 1 人具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7 年以上之工程實務經驗， 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期改
且其中 2 年以上須負責專案 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 1 個
工程業務。
月以上 1 年以下之停業處分，
未按登記營業範圍之各類科 且得廢止其許可及註銷登記
別，各置執業技師 1 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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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執行業務或代表公司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之股東，未有三分之一以上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2 款、 為該公司營業範圍之執業技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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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工程技術業務之經理人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或工程技術部門負責人，未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3 款、 由執業技師擔任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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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勒令其歇業，並得處新臺幣 50
項
證而營業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27 條第 1
項第 1 款
第 8 條第 1 未加入公會而營業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第 32 條第 1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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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32 條第 1 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項第 2 款 業技師，未於期限內，依法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申請或變更執（開）業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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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條
受聘於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組織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4 款、 業技師，非專任之繼續性從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業人員，或未僅在該公司執 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期改
行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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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條第 1 執業技師離職或受停止業務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及第 2 項 處分，未依規定報請主管機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第 32 條第 1 關備查。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3 款 前項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於違 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期改
反第 5 條規定期間，其已承 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警告
接業務未終止契約或委託辦 處分
理
第 15 條
未依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登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32 條第 1 記證之記載事項、董事、執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項第 4 款 行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東之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變更許可。
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期改
未換發登記證。
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警告
未依規定申請變更監察人或 處分
執業技師名冊。
第 16 條
將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 勒令其歇業，並得處新臺幣 50
第 27 條第 1 出租或出借與他人使用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項第 2 款、
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及註銷
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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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9 條第 1 規定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項第 5 款、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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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條第 3 受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指派之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
監督業務人員違反承接工程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第 29 條第 2 技術服務業務規定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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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項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27 條第 1
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許可及註銷
項第 3 款、
登記證，並通知公司登記主管
第2項
機關廢止其公司登記或部分登
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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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第 2 違反專業責任保險之退保及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項
契約變動之通知義務規定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第 29 條第 1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6 款、
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期改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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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及其執業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2 條
技師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10 萬元
第 29 條第 1
管機關檢查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7 款、
關得按次連續處罰並限期改
善；情節重大者，得予以 1 個
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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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編列研究發展及人才培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
第 23 條
育經費規定
再次違反者，處新臺幣 2 萬元
第 32 條第 1
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
項第 6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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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用、租用、冒用、偽造或 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 百萬元
第 28 條
變造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 以下罰鍰。
證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之執業技 依相關法令處罰執業技師。對
第 30 條
師執行業務，違反與業務有 該工程技術顧問公司亦處新臺
關法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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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條項

法

規

相關罰責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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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贈。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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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捐贈政治獻
項、第 29 條 款以外之個人、政黨、人民團 金者，按其捐贈之金額處 2
體及營利事業為限：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過新
第2項
一、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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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者以外 收受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至
25 條
對象之政治獻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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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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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9 條第 1 政治獻金之捐贈，不得行求或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之
項、第 29 條 期約不當利益。
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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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捐贈之
29 條第 2 項 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 1 萬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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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捐贈之
29 條第 2 項 贈總額，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
一、個人：新臺幣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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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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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同 一 擬 參 選 人 每 年 捐 贈 總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之
額，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
一、個人：新臺幣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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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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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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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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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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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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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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
14 條
力、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利
關係人之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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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
14 條
有關人員關說、請託或以其他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利
不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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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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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第 1 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 1.
項、第 16
依下列規定辦理：
條、第 18 條 一、民意代表，不得參與個人 2.
利益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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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處罰後再違反者，連續處
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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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法
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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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不正 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未
確結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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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方式之合意，使廠商不為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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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利益，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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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以
定之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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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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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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強制洩密之 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金。未
處罰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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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法人之處罰 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行業 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金。
第 122 條第 3 務犯本法之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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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
項
為，行求、期約或交付賄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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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背建築術 拆卸建築物時，違背建築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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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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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公務員登 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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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上文書 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
登載不實罪 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千元以下罰金。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金。

處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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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2 條
背信罪

貪污 第 2 條
治罪
條例 第 3 條

為他人處理事務，意圖為自已 處 5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或第三人不法之利益，或損害 科或併科 1 千元以下罰金。未
本人之利益，而為違背其任務 遂犯罰之。
之行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
產或其他利益者。
公務員犯本條例之罪者，依本
條例處斷。
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例之罪
者，亦依本條例處斷。

詳貪污治罪條例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10 條、第 12 條、
第 13 條、第 15 條、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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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台幣 3 百萬元以
行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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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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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或
項及第 4 項 職務之行為，行求、期約或交 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
行賄罪
付賄賂或其他不正利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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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業法
違反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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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
稱
政府採
購法

相關條項
第 31 條

第 32 條

第 50 條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一、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 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
標。
商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其所繳
二、投標廠商另行借用他人 納之押標金，不予發還，其已
名義或證件投標。
發還者，並予追繳。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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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廠商有招標文件規定之 廠商如有違反，機關得不發還
不發還其繳納之全部或部分 其所繳納之全部或部分保證金
保證金及其孳息之情形。
（請 及其孳息。
參照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
保作業辦法第 20 條規定）
一、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 投標廠商有左列情形之一，經
標。
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其所投
二、投標文件內容不符合招 之標應不予開標；於開標後發
標文件之規定。
現者，應不決標予該廠商。
三、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決標或簽約後發現得標廠商於
證件，或以偽造、變造 決標前有前項情形者，應撤銷
之文件投標。
決標、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
四、偽造或變造投標文件。 並得追償損失。但撤銷決標、
五、不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 終止契約或解除契約反不符公
文件內容有重大異常關 共 利 益 ， 並 經 上 級 機 關 核 准
聯者。
者，不在此限。
六、第 103 條第 1 項不得參 第 1 項不予開標或不予決標，
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致採購程序無法繼續進行者，
之情形。
機關得宣布廢標。
七、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
反法令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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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3 條

第 66 條

第 70 條

第 72 條

營造業
法

第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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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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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員違反第 37 條第 1 項、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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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名
稱
政府採
購法

營造業
法

相關條項

違反法規情形

相關責任規定

第 101 條至 機關辦理採購，發現廠商有 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於 1
下列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 年或 3 年內，不得參加投標或
第 103 條
及理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 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未提出異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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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木包工業違反越區營業規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第 11 條、
定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第 56 條
25
附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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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未依限辦理主管機關通知之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補正事項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第 19 條第 2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變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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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第 5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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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違反承攬造價限額、工程規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模範圍及承攬總額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第 26 條、 未依照工程圖樣及說明書製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作工地現場施工製造圖及施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第 56 條
工計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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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
以下罰鍰，並通知該營造業限
第 5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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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以 3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止
長技能及作業規範進行施工 執行營造業業務之處分。
第 53 條
操作或品質控管，情節重大
者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第 30 條第 1 違反工地主任設置規定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第 32 條第 1 一、依施工計畫書執行按圖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施工。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營
項、第 62 條
二、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造業業務之處分。
三、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 營造業工地主任經依前項規定
料等管理。
受警告處分 3 次者，予以 3 個
四、工地勞工安全衛生事項 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營造
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 業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行營
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行 造業業務處分期間累計滿 3 年
政事務。
者，廢止其工地主任執業證。
五、工地遇緊急異常狀況之 前項工地主任執業證自廢止之
通報。
日起 5 年內，其工地主任不得
重新申請執業證。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第 33 條第 1 違反技術士設置規定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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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 條、 土木包工業負責人違反應負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該土木包
責辦理之工作
工業 3 個月以上 2 年以下停業
第 63 條
處分。
第 37 條第 2 營造業負責人未盡告知定作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
下罰鍰。
項、第 59 條 人義務或適時處理
第 38 條、 營造業負責人未即時為必要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
之避免危險措施
下罰鍰。
第 59 條
第 39 條

營造業負責人或專任工程人 視其情形分別依法負其責任
員違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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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故不能執行業務之處置規定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第 56 條
第 41 條第 1 營造業工地主任違反工程主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項、第 62 條 管或主辦機關於勘驗、查驗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止執行營
或驗收工程應辦理事項之規 造業業務之處分。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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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2 條第 1 違反承攬工程手冊簽章證明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 3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分。
項、第 56 條 或註記規定
第 52 條

第 54 條

未經許可或經撤銷、廢止許 勒令其停業，並處新臺幣 1 百
可而經營營造業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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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他人之營造業登記證書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萬
或承攬工程手冊經營營造業 元以下罰鍰，並廢止其許可。
業務者。
自廢止許可之日起 5 年內，其
將營造業登記證書或承攬工 負責人不得重新申請營造業登
程手冊交由他人使用經營營 記。
造業業務者。
停業期間再行承攬工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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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許可後未領得營造業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
第 55 條
登記證或承攬工程手冊 以下罰鍰。
第 17 條第 1
而經營營造業業務者。 營造業有前項第 1 款或第 2 款
項
二、未加入公會而經營營造 情事者，並得勒令停業及通知
第 20 條
業業務者。
限期補辦手續，屆期不補辦而
三、未依第 17 條第 1 項規 繼 續 營 業 者 ， 得 按 次 連 續 處
定，申請複查或拒絕、 罰。有前項第 4 款情事，經主
妨礙或規避抽查者。 管機關通知限期補辦手續，屆
四、自行停業、受停業處分、期不辦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復業或歇業時，未依第
20 條規定辦理者。
第 56 條第 2 依本法受警告處分 3 次或於 營造業受警告處分 3 次者，予
5 年內受停業處分期間累計 以 3 個月以上 1 年以下停業處
項
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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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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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法規
法規

相關條項

法

規

相關罰責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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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贈。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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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捐贈政治獻
項、第 29 條 款以外之個人、政黨、人民團 金者，按其捐贈之金額處 2
體及營利事業為限：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得超過新
第2項
一、公營事業或政府持有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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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收受前條所定得捐贈者以外 收受第 7 條第 1 項第 7 款至
25 條
對象之政治獻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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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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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
不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第 9 條第 1 政治獻金之捐贈，不得行求或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之
項、第 29 條 期約不當利益。
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
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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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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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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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捐贈之
29 條第 2 項 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 1 萬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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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其捐贈之
29 條第 2 項 贈總額，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
一、個人：新臺幣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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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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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同 一 擬 參 選 人 每 年 捐 贈 總 捐贈政治獻金者，按其捐贈之
額，不得超過下列金額：
金額處 2 倍之罰鍰。但最高不
一、個人：新臺幣 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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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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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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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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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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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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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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
14 條
力、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利
關係人之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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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
14 條
有關人員關說、請託或以其他 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利
不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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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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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條第 1 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 1.
項、第 16
依下列規定辦理：
條、第 18 條 一、民意代表，不得參與個人 2.
利益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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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
處罰後再違反者，連續處
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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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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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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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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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年

（蓋章）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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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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年

（蓋章）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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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須知
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9 日府工品字第 1050300665 號令訂定並自 106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一、 本須知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十七點規
定訂定之。
二、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機關）
興辦之公共工程，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除另有規定或契約
另有約定者外，應將本須知列入招標文件辦理。民間機構參與公
共建設投資者，機關與民間機構於簽訂參與公共建設之投資契約
時，應約定民間機構準用前項規定。
三、機關或機關委託之專業管理廠商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機關委託之專業管理廠商應依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及
人員，並為其相關現場人員投保勞工保險。
（二）工程於規劃、設計階段，應要求規劃、設計廠商依加強公
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十三點及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提供安全衛生規劃設計資料，並
實施風險評估。相關經費依公共工程安全衛生項目編列參
考附表規定覈實編列，並納入招標文件及契約，據以執行。
（三）對同一工程對不同標的辦理採購時，其工程職業安全衛生
設施之保養維修事項，應於招標文件及契約規定據以執行，
並得由機關指定廠商負責主辦，所需費用由相關廠商共同
分攤。
（四）應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九點及本
須知第六點規定，視工程規模及性質，於招標文件及契約
明定廠商應辦事項。
（五）要求監造廠商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第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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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規定，明定安全衛生監督查核事項，並納入招標文件
及契約，據以執行。
（六）與監造廠商列席督導施工承攬廠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
十七條規定設置之協議組織，協商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等事項。但機關為原事業單位並參與共同作業時，應依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七）應視工程性質、規模指派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負責監
督查核工程安全衛生工作。
（八）督促監造廠商及施工承攬廠商依法投保勞工保險，並建立
進場抽查及查核管制機制。
（九）督促監造廠商及施工承攬廠商於開工前登錄設置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資料，並於工程訂約後十五日內檢具職業安全衛
生人員資料及相關報備文件，經機關核定後，依規定報請
勞動檢查機構備查；職業安全衛生人員異動或工程變更時，
亦同。
（十）配合主管機關及勞動檢查機構辦理各項職業安全衛生宣導、
觀摩、研習及相關教育工作。
（十一）督導及協助工程防災及重大事故處理。
（十二）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督導事項。
四、規劃、設計廠商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實施風險評估。
（二）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十三點規定
提供相關資料。
（三）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預防事項。
五、監造廠商應辦理事項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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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工前依法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及人員，並為其相關現
場人員投保勞工保險。
（二）督促施工承攬廠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設置
協議組織，列席該協議組織，監督施工承攬廠商安全衛生
自主管理執行情形，並保存紀錄。
（三）審查、轉陳施工承攬廠商職業安全衛生人員資料、相關報
備文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審
查送審文件。
（四）依工程程序及進度訂定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並納入監造
計畫內，於開工前報請機關核定，其內容依加強公共工程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十二點規定辦理。
（五）監督施工承攬廠商落實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監督
其提送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審查申請文件，並依規定實
施安全衛生查核。
（六）依監造計畫於施工中、驗收或使用前，分別執行安全衛生
抽查驗作業及安全衛生設施經費估驗，相關紀錄應提送機
關備查。從事勞動檢查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勞工有立即發生
危險之虞認定標準所規定之作業項目者，應列為查驗點。
（七）督導施工承攬廠商建立發生事故與災害時之緊急應變處置
計畫。
（八）其他提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六、施工承攬廠商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施工計畫研擬階段，應實施危害調查、評估，並規劃職業
安全防護設施及使用保養維護作業。
（二）工程規模達查核金額以上者，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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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規定訂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未達查核金額工程
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得納入施工計畫內辦理；施工承
攬廠商及分包商所雇勞工總人數在三十人以下者，得以安
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依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衛生管理作業要點第九點第四款規
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並參考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四
章規定，依工程性質將所列檢查項目表格化落實執行。相
關執行表單、紀錄應妥為保存，以備查核。
（四）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四條及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
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經監造廠商審查
並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備查後，公告實施。
（五）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組織及人
員，並辦理登錄及備查事宜。
（六）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應於工地執行職務，擬定、規劃及推動
自動檢查，辦理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管理事項，相
關文件紀錄應妥善保存並提送機關備查。
（七）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
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八）開工前應召開施工協調會，說明工作環境、危害風險因子
及因應對策，製作書面紀錄，填具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承諾
書(如附件一)。
（九）施工日誌應如實填列出工人數，記載當日發生之職業災害
傷病及虛驚事故資料。
（十）施工期間有勞動檢查機構檢查或工程發生災害事故時，應
立即通知監造單位及工程主辦機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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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進駐工地人員，應依其作業性質分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
防災變所必要之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十二）工區內禁止置放酒精性飲料及飲酒。
（十三）工區位於菸害防制法明定禁止吸菸之場所，或於密閉、
局限空間及有發生火災或爆炸之虞工作場所，禁止人員
吸菸。
（十四）工區應設置勞工休息區、用餐場所、公共廁所及飲用水
等設施。
（十五）其他提升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七、工程有共同承攬或同一工作場所有多項工程同時進行時，機關應
指定一主要施工承攬廠商設置協議組織，並由其負責全工作場所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責任及設置、保養維修安全衛生設施，不得拒
絕；受指定之施工承攬廠商若發生異動時，機關應重新指定之。
八、受指定之施工承攬廠商對其他廠商及協議組織成員，就施工安全
衛生事項有監督及管理之權限，所需費用以專款專用統籌支應為
原則。各標施工承攬廠商應協調安全衛生費用分攤比例，並報機
關備查。
拒不撥付分攤款之施工承攬廠商，機關得於計價款中扣除該費用，
逕行撥付予受指定廠商，並副知監造廠商。
九、不同機關分別辦理工程採購，並同時於同一工作場所進行作業時，
應由工程採購規模最大之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協調，共同指定一施
工承攬廠商依前二點規定辦理。無法協調時，由上級機關指定之。
十、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其施工承攬廠商及分包商所僱勞工總人數
達二百人以上或工程採購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施工承攬
廠商應依勞動部公布之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指引，建立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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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實施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十一、工程規模符合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第二條第四款規
定之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者，施工承攬廠商應依規定向勞動檢
查機構申請審查，審查合格後始得動工。
十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其內容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之事項
辦理。
（二）包括整體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以下簡稱整體計畫）及
分項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以下稱分項計畫）
，並應
於契約明定施工承攬廠商提報該二項計畫之期程。
（三）施工承攬廠商提報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應經監造廠商
審查通過後，提報機關核定。監造廠商審查時，認有須改
善或補正事項者，應一次通知施工承攬廠商辦理。除情形
特殊經機關同意者外，審查期程不得超過五日。
十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之緊急應變措施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災害事故發生時施工承攬廠商應立即依緊急災害事故通報
處理流程圖(如附件二)通知機關、監造廠商、勞動檢查機
構、警察機關及保險公司等，必要時並應通知消防機關。
（二）災害事故發生後，施工承攬廠商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
十七條規定，採取下列措施：
1.急救、搶救或防止災害擴大之緊急措施，以減少人員傷亡。
2.保持現場完整，不得移動或破壞現場，以利證據蒐集。
3.與災害事故有關之事物均應照相或錄影存證。
4.會同勞工代表實施調查、分析，將災害事故情形作成紀錄
妥善保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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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依工程特性訂定緊急應變救援方案，並依方案內容定期
演練。
（四）應於工區明顯處張貼緊急應變電話號碼表，其內容包含機
關、勞動檢查機構、警察機關、消防機關、 救護車、醫院、
瓦斯、自來水、電力等系統。
十四、災害事故發生時，監造廠商應立即向機關回報並督促施工承攬
廠商通報有關機關。機關於接獲施工承攬廠商或監造廠商通報
後，應立即填報緊急災害事故立即回報單(如附件三)送市長室、
副市長室、秘書長室及上級機關，並協調相關單位處理。
十五、機關及監造廠商應定期實施工地安全衛生設施項目之一般查驗
(如附件四)，委託監造者，機關每月至少督導一次，監造廠商
每週至少督導二次；自辦監造者，機關每週至少督導一次。危
險性較高之作業項目，監造廠商應於各作業施工前，實施查驗
點檢查(如附件五)。
前項查驗結果應記錄存檔，紀錄應送機關備查，作為懲罰性違
約金扣罰之依據。
十六、施工承攬廠商有違反本須知之情事，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依
下列規定扣罰懲罰性違約金：
（一）因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致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職業災害，除應限期改善外，每次扣
罰新臺幣十萬元。
（二）除前款規定外，經勞動檢查機構書面通知全面停工者，每
次扣罰新臺幣五萬元；部分停工者，每次扣罰新臺幣三萬
元。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應限期改善外，每次扣罰新臺幣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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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並得扣罰至改善完成為止：
1.因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致發生重大災害事故，造成
第三人生命安全、財產損失或嚴重阻斷交通車流。
2.因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致發生附件五查驗點檢查項
目不合格之情事。
3.勞動檢查機構檢查之缺失，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完
成。
4.未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且經勸導仍不改善者。
（四）有附件四一般性作業安全衛生查驗項目不合格之情事，而
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改善完成者，每次每項扣罰新臺幣五
千元，並得扣罰至改善完成為止；惟同一工區重複發生同
項缺失時，除應限期改善外，每次每項扣罰新臺幣五千元，
並得扣罰至改善完成為止。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禁止該人員繼續作業外，每人每次
扣罰新臺幣三千元：
1.工區中人員未依規定配戴安全帽。
2.工區中人員未依法投保勞工保險。
3.工區中人員未遵行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工區中人員未配合參加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
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六）提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或人員不符規定者，依下列規
定扣罰：
1.未依規定期限提報或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每逾期
一日扣罰新臺幣二千元。
2.未依規定期限遴派合格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擅自改派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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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安全衛生人員，機關應就其違規日數，每日扣罰新臺幣
二千元。
機關得自最近一期應付價金中扣除懲罰性違約金；其有不
足者，得通知施工承攬廠商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合併其
他懲罰性違約金扣罰總額合計，以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二
十為上限。
施工承攬廠商有違反本須知之情事，機關得視個案實際需求，
暫停給付工程估驗款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至改善完成。
十七、監造廠商有違反本須知之情事，應依下列規定計扣罰懲罰性違
約金：
（一）因監督不實，致發生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之職業災害，每次扣罰新臺幣五萬元。
（二）工程採購金額達查核金額以上者，未依規定及期限提報職
業安全衛生人員，每逾期一日扣罰監造契約價金總額千分
之一。
（三）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未能有效執行監督查驗，經機關通知限
期撤換，未於期限內撤換者，每逾期一日扣罰監造契約價
金總額千分之一。
（四）未依規定期限提報或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查核計畫及實
施方式，含初審及複審，每逾期一日扣罰監造契約價金總
額千分之一。
（五）各項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之監督、查驗及審查未依規定辦理
或無正當理由審查退件者，每次扣罰監造契約價金總額千
分之一。
（六）未依規定期限審查施工承攬廠商提報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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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每逾期一日扣罰新臺幣一
千元。
（七）未為其相關現場人員依法投保勞工保險者，除禁止其繼續
作業外，每人每次扣罰新臺幣三千元。
機關得自最近一期應付價金中扣除懲罰性違約金；其有不足者，
得通知監造廠商繳納或自保證金扣抵。合併其他懲罰性違約金
扣罰總額合計，以監造契約價金總額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十八、機關委託專業管理廠商、設計廠商、監造廠商或施工承攬廠商
有違反本須知之情事，除扣罰懲罰性違約金外，得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施工承攬廠商施工場所因設計不良或依設計圖說所規定之
安全衛生設施欠缺或不良，致發生重大職業災害，經檢查
機構通知停工，並經機關認定屬查驗不合格情節重大者，
機關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至第一百零三條規定處
理。
（二）機關發現監造廠商、施工承攬廠商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通知監造廠商、施工承攬廠商限期撤換，
且調離工地並副知勞動檢查機構處理：
1.未實際於工地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2.未能確實執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3.工程經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列為丙等，且其責任係可歸
責於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三）工程施工中經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有關機關督導、查核、
抽查或檢查，發現施工承攬廠商未依規定設置並保養維修
安全衛生設施時，施工承攬廠商應於接獲職業安全衛生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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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及建議後，於機關規定期限內以書面提報其改善事項
及方案，並改善完成。屆期未改善，機關得命部分停工至
改善完成為止，停工期間工期不予扣除。機關並得要求施
工承攬廠商撤換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或工地負責人。
（四）因職業安全衛生設施不足或管理不善，致發生災害或有危
害勞工安全之虞時，機關得函請當地勞動檢查機構實施勞
動檢查後依法處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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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承諾書
工程名稱
廠商名稱

日期

○年○月○日

本施工承攬廠商承諾遵守下列事項，若有違反，依規定辦理。
1、工程作業前施以勤前教育，並詳載於施工日誌備查。
2、做好機具及人員進場管制；人員未正確佩帶合格之安全帽、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危險性機
械或設備未具檢查合格證，不得進入工地。
3、職業安全衛生人員會實施巡視、定期檢查及作業環境測定等，並留備紀錄。
4、分包作業前具體告知有關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安全衛生應採取措施。
5、與分包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採取以下措施：
(1)設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及協調工作。
(2)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3)工作場所之巡視。
(4)下包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與協助。
(5)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6、高度 2 公尺以上之屋頂、鋼樑、開口部分、階梯、坡道、工作台等場所，設置合格之護欄、
護蓋或安全網等防護設備。
7、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8、勞工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處進行作業，有墜落之虞，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
台。
9、勞工於高度 2 公尺以上之處進行作業有，有墜落之虞，應確實監督其使用安全帶(帽)等必
要之防護具。
10、臨時用電應設置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且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11、使用符合國家標準規格之電氣器材及電線。
12、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應採取
防止絕緣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
13、露天開挖作業，垂直深度在 1.5 公尺以上者，應設置擋土支撐，經專業技師簽證者除外。
14、勞工於鄰近邊坡或構造物之工作場所作業，應設置防止邊坡或構造物倒塌、崩塌之設施。
15、5 公尺以上施工架之構築，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設計，並將計算書妥存備查。
16、施工架在垂直方向每 5.5 公尺以內，水平方向每 7.5 公尺以內與構造物妥接，或以斜撐
作適當而充分之支撐。
17、以可調鋼管支柱為模板支撐之支柱，高度超過 3.5 公尺時，於每 2 公尺內設足夠強度縱、
橫向水平繫條，妥善固定以防止支柱移動，並禁止以鋼筋替代插銷。
18、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鋼材、鐵件、鋁件及其他材料等易生職業災害者，採取彎曲尖端、
加蓋或加裝護套等設施。
19、其他。

說明：施工承攬廠商應於開工前填寫本承諾書，送監造廠商審查及機關備查。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主任技師

工地主任（負責人） 廠商負責人

(簽章)

(簽章)

(簽章)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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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緊急災害事故通報處理流程圖

緊急災害發生
施
工
承
攬
廠
商
權
責

工
程
主
辦
機
關
權
責

勞動檢查機構、警察
監造廠商
專案管理廠商

施工承攬廠商

險公司

工程主辦機關

市長室

機關、消防機關及保

副市長室

秘書長室

政風室

上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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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緊急災害事故立即回報單
(機關全銜)
傳送單位
事
由

編號：

市長室

副市長室

秘書長室

上級機關

時間
地點
上次回報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上次回報方式

發
生
經
過

發
生
原
因

明確原因(說明如下)

緊
急
應
變
措
施

(一)指揮單位：

(二)指揮人員：

(四)救援單位：

(五)預定完成處理時間：

研判可能原因(說明如下)

原因不明(調查中)

說明：

(三)連絡電話：
年

月

日

時

分

災
損
狀
況
提
報
人
員

提
報
主
管

批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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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一般性作業安全衛生查驗表
工程名稱

不合格數量

主辦機關

專案管理廠商

監造廠商

施工承攬廠商

地點

位置

項目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個
人
防
護
具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常駐工地。
依規定提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依 規 定 辦 理 職業 安 全衛 生 教 育 訓
練。
依規定設置安全告示牌。
設置緊急救援編組。
依規定成立協議組織，會議紀錄落實
執行。
施工安全圖說(如擋土支撐、施工架
及模板支撐等假設工程…)，並按圖
施作。
擋土支撐或施工構台及高度 5 公尺
以上施工架及模板支撐，應由主任技
師或專人妥為設計並建立按施工圖
說查核機制。
使用合梯，符合規定（堅固構造、不
得損傷或腐蝕、梯腳與地面之角度在
75 度內、梯腳間有繫材扣牢、安全之
梯面）。
使用之移動梯，符合規定(堅固構造、
不得損傷或腐蝕、寬度 30 公分以上、
採取防止滑溜或轉動之措施)。
護欄高度 90 公分以上，包含上、中
欄杆、腳趾板及杆柱。
施工承攬廠商辦理查驗、檢查作業。
工區內禁止置放酒精性飲料，且禁止
具有醉意之人員進行工作及在工作
時段（含午休及晚休）飲酒。
工區中人員依法投保勞工保險。
工區中人員依規定配戴安全帽。
銲接作業使用適當防護（護目鏡、手
套）。
高架作業配帶安全帶及安全母索。
破碎機具進行作業使用適當防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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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感
電
防
止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套、耳塞、護目鏡、口罩）。
停電活線作業前告知勞工並派專人
指揮。
分電盤應常保關閉，並設立警示標
語。
電氣器材之裝設與保養，非合格之電
器技術人員不得擔任。
為防止電氣災害，應備有不導電之滅
火設備。
電氣器材及線路，應符合國家標準規
格。
對於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應有相
當之絕緣耐力及耐熱性。
電氣作業人員戴用防護具（絕緣性安
全鞋、絕緣手套等）及活線作業器具。
接高壓電路作業有安全距離標示或
派員監視。
發電機接地功能正常。
入場電動機具設備通過漏電檢測。
對於導電性良好及臨時用電設備應
於各該電路設置高速型漏電斷路器
並應保持功能正常（額定感度電流
30mA，跳脫時間 0.1 秒以內），使用
電動工具應接於負載側，不得跳接。
分電盤線路之搭接，嚴禁跳過漏電斷
路器。
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
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
虞，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之設
施。
電線應架高，且避免浸水。
應以插座、插頭接用電源，避免裸線
插接。
營造工地周圍有高壓線路通過時，施
工前應裝設絕緣護套並作警告標示。
電氣設備裝置及線路，應依電業法規
規定施工。
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
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鋼架上作業使用
之交流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
置，並應保持功能正常（二次側電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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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火
災
防
護

吊
掛
作
業

物
料
機
具
管
理

全交
管通
制維
持
及
人
行
安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在 25V 以下）。
電焊機二次側有裝自動電擊防止裝
置，電源側仍須經漏電斷路器，以保
機體漏電時人員安全。
易燃易爆物 2 公尺內不得放置及使
用著引火物。
工區位於菸害防制法明定禁止吸菸
之場所，或於密閉、局限空間及有發
生火災或爆炸之虞工作場所，禁止人
員吸菸。
吊掛作業不得通過人員上方及人員
不得進入吊掛物下方。
不得使用吊車吊運人員。
吊車應有年度檢查合格證明、吊車操
作手應有訓練合格證、吊掛人員合格
證(一機三證)。
吊車應標示合格編號、吊升荷重、定
額速度。
吊掛設備應符合規定（鋼索、防滑舌
片、過捲揚、過負荷警報裝置）。
吊車不得非法拼裝。
分類堆置整齊，符合堆放地最大安全
負荷。
不影響照明，不阻礙交通或出入口。
不妨礙機械設備之操作。
不減少自動灑水器及警報器有效使
用，不妨礙消防器具之緊急使用。
高壓氣體容器應依規定儲存、搬運、
使用。
就近利用填方堆置於工程司同意之
適當地點。
材料堆置有塵土飛揚之虞者，已覆蓋
良好。
車輛、施工機具堆置停放整齊。
車輛、施工機具未作業時不得停放於
路邊，如因施工必要而須停放者，該
停放地點須經工程司同意，不得影響
人車通行，且於車輛、施工機具周邊
以紐澤西護欄、槽鋼或型鋼等安全護
欄圍設，並於夜間設置警示燈。
車輛、施工機具作業時，避免佔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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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全 道，如屬臨時必要須進出工地佔據公
管 路作業時，設置交通管制員或以交通
制 錐、連桿設漸變車道並加設警示燈，
維持交通安全。
施工交通安全管制、警示設施應適
當，現場依施工需要派置臨時交通指
揮人員。
覆蓋板應防滑、平順、密接，無凸角、
凹陷及過大之間隙。
工區周圍道路無坑洞，平整，無因施
工損壞路面，無顯著破裂、凹洞等情
形，並能維持車輛通行空間。
臨時行人通道之安全設施應適當，通
行空間足夠，通道平整無坑洞，供行
人出入之橫向踏板寬度足夠、平整穩
固且防滑。
應設置圍籬、防溢座、警示設施，並
加以清洗、維護。
除圍籬外其他阻隔設施(交通錐、紐
澤西護欄、拒馬、警示帶)已依規定
數量設置並排列整齊，並於夜間設置
警示燈。
施工承攬廠商之大型施工機具（如
挖土機、推土機、壓路機、吊車…等）
，
且非屬汽車範圍之動力機械者，應於
駕駛座旁或顯明處，噴漆標明所有者
及聯絡電話。
同時每一開挖段應以兩個施工段及
每一施工段不大於 100 公尺共計 200
公尺為限（人行道更新工程）。
寬 15 公尺以下之道路，除依核定之
交通維持計畫封閉施工工區外，不得
兩側同時開挖施工。
依核定之施工段順序分段或單元逐
段施工。
依規定設置施工所需相關標誌、標線
及告示。
夜間作業已依需要設置足夠之照明
設施。
尚待施工之孔洞、未植栽樹穴，已遮
蓋良好，並設置阻隔設施及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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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說明：
1、本表供機關及監造廠商定期督導查驗使用，由查驗人員及相關單位會同人員簽認，
並作為安全衛生費用扣罰之依據；施工承攬廠商之相關檢查表內容可參考本表格
訂定。
2、查驗缺失應由監造廠商列管追蹤至改善完成，非經監造廠商複驗合格，施工承攬
廠商不得進行後續施工，缺失經複驗合格後，應檢附改善資料送機關備查。
3、本表得依現場實際狀況修訂。
查驗單位

會同單位

查驗人員

會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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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查驗點檢查表
工程名稱

不合格數量

主辦機關

專案管理廠商

監造廠商

施工承攬廠商

地點

位置

項目
有
立
即
發
生
墜
落
危
險
之
虞

之 有
虞 立
即
發
生
感
電
危
險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於高差 2 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
及開口部分，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
護蓋、安全網或佩掛安全帶之防墜設
施。
於高差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
時，使用高空工作車，或以架設施工
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設置工作臺有
困難時，採取張掛安全網或佩掛安全
帶之設施。
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茅草、
塑膠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
作業時，於屋架上設置防止踏穿及寬
度 30 公分以上之踏板、裝設安全網
或佩掛安全帶。
於高差超過 1.5 公尺以上之場所作
業，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
高差超過二層樓或 7.5 公尺以上之
鋼構建築，張設安全網，且其下方具
有足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全網間未
具有障礙物。
使用移動式起重機吊掛平台從事貨
物、機械等之吊升，鋼索於負荷狀態
且非不得已情形下，使人員進入高度
2 公尺以上平台運搬貨物或駕駛車
輛機械，平台採取設置圍欄、人員使
用安全母索、安全帶等足以防止墜落
之設施。
對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於作業進行
中或通行時，有因接觸（含經由導電
體而接觸者）或接近致發生感電之虞
者，設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
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
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含水
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
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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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之 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
虞 機具，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
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
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
斷路器。
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
於鋼架等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
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
機（不含自動式焊接者），裝設自動
電擊防止裝置。
於架空電線或電氣機具電路之接近
場所從事工作物之裝設、解體、檢查、
修理、油漆等作業及其附屬性作業或
使用車輛系營建機械、移動式起重
機、高空工作車及其他有關作業時，
該作業使用之機械、車輛或勞工於作
業中或通行之際，有因接觸或接近該
電路引起感電之虞者，使勞工與帶電
體保持規定之接近界線距離，設置護
圍或於該電路四周裝置絕緣用防護
裝備或採取移開該電路之措施。
從事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
時，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
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其他類
似之器具，對高壓電路使用絕緣工作
台及其他裝備，或未使勞工之身體、
其使用中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
或接近有使勞工感電之虞之電路或
帶電體。
有 施工架之垂直方向 5.5 公尺、水平方
立 向 7.5 公尺內，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
即
發 接。
生 露天開挖場所開挖深度在 1.5 公尺
倒 以上，或有地面崩塌、土石飛落之虞
塌
、 時，設擋土支撐、反循環樁、連續壁、
崩 邊坡保護或張設防護網之設施。
塌 隧道、坑道作業有落磐或土石崩塌之
危
險 虞，設置支撐、岩栓或噴凝土之支持
之 構造及清除浮石；隧道、坑道進出口
虞 附近表土有崩塌或土石飛落，設置擋
土支撐、張設防護網、清除浮石或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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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立
即
發
生
火
災
、
爆
炸
危
險
之
虞

nm6

危
險
之
虞

項目

危
險
之
虞
jo6vu035

有
立
即
發
生
中
毒
、
缺
氧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坡保護之措施，進出口之地質惡劣
時，採鋼筋混凝土從事洞口之防護。
模板支撐支柱基礎之周邊易積水，導
致地盤軟弱，或軟弱地盤應強化承載
力。
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可燃性粉塵
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配管、儲槽、油
桶等容器，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明
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之虞之作業，
事先清除該等物質，並確認安全無
虞。
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或有可燃
性氣體滯留，而有火災、爆炸之作業
場所，於作業前測定前述蒸氣、氣體
之濃度；或其濃度爆炸下限值之 30%
以上時，即刻使勞工退避至安全場
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點火源之
機具。
對於存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
體或可燃性粉塵，致有引起火災、爆
炸之工作場所，有通風、換氣、除塵、
去除靜電等必要設施。
對於化學設備及其附屬設備之改善、
修理、清掃、拆卸等作業，有危險物
洩漏致危害作業勞工之虞，指定專人
依規定將閥或旋塞設置雙重關閉或
設置盲板。
對於設置熔融高熱物處理設備之建
築物及處理、廢棄高熱礦渣之場所，
設有良好排水設備及其他足以防止
蒸氣爆炸之必要措施。
局限空間作業場所，未使用純氧換
氣。
於曾裝儲有機溶劑或其混合物之儲
槽內部、通風不充分之室內作業場
所，或在未設有密閉設備、局部排氣
裝置或整體換氣裝置之儲槽等之作
業場所，供給作業勞工輸氣管面罩，
並使其確實佩戴使用。
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
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或丁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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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危 物質之特定化學管理設備時，設置適
險 當之溫度、壓力及流量之計測裝置及
之
虞 發生異常之自動警報裝置。
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
預防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及丁類
物質之特定化學管理設備，設遮斷原
料、材料、物料之供輸、設卸放製品
之裝置、設冷卻用水之裝置，或供輸
惰性氣體。
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危害預防
標準所稱之丙類第一種或丁類物質
時，設洩漏時能立即警報之器具及除
卻危害必要藥劑容器之設施。
在人孔、下水道、溝渠、污（蓄）水
池、坑道、隧道、水井、集水（液）
井、沈箱、儲槽、反應器、蒸餾塔、
生（消）化槽、穀倉、船艙、逆打工
法之地下層、筏基坑、溫泉業之硫磺
儲水桶及其他自然換氣不充分之工
作場所有下列情形之一時：
（一）空氣中氧氣濃度未滿 18%、硫
化氫濃度超過 10PPM 或一氧化
碳濃度超過 35PPM 時，應確實
佩戴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護
具、安全帶及安全索。
（二）確實佩戴空氣呼吸器等呼吸防
護具時，置備通風設備予以適
當換氣，或置備空氣中氧氣、
硫化氫、一氧化碳濃度之測定
儀器，並隨時測定保持氧氣濃
度在 18%以上、硫化氫濃度在
10PPM 以下及一氧化碳濃度在
35PPM 以下。
說明：
1、本表供機關及監造廠商定期督導查驗使用，由查驗人員及相關單位會同人員簽認，
並作為安全衛生費用扣罰之依據；施工承攬廠商之相關檢查表內容可參考本表格
訂定。
2、查驗缺失應由監造廠商列管追蹤至改善完成，非經監造廠商複驗合格，施工承攬
廠商不得進行後續施工，缺失經複驗合格後，應檢附改善資料送機關備查。
3、本表得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其他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情事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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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結果
合格

不合格

查驗單位

會同單位

查驗人員

會同人員

無此項

缺失情形/改善期限

附4-247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印花稅大額憑證繳款書開立申請書
管
理
代
號 憑 證 書 立 憑 證 名 稱 不動產地段、地號、門牌號碼、收據號 件
名 稱
流水號、檢查號 日
期
碼 、 工 程 ( 標 案 )
免填

數 憑

證

□承攬契據
□買賣契據

對方（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發單日期：

年

月

日

繳納日期：

年

月

日

金

額 稅 率 應 納 稅 額
□含稅
□未稅

負責人：

電

話：

行動電話：

申請人：
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蓋

章：

負責人：
電 話：

代理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蓋

章：

行動電話：
電
話：

□ 是□ 否 委託本（分）局代理 臺端經由網路開立印花稅稅單
中
華
民
國

委託人：
年

說明：
一、領取繳款書向代收稅款處繳納後，繳款書證明聯黏貼於憑證上，並加蓋騎縫章，以代替實貼印花稅票。
二、未依限繳納稅款致發生短漏貼印花稅票者，應依印花稅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處以漏貼稅額 5 倍至 15 倍罰鍰。
三、應納稅額尾數不足一元者免納。

繳款書郵寄地址：□同申請人地址

380260000D-641-501

1‰

□同代理人地址

蓋章：

月

日

□通訊地址：
□e-mail：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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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稅大額憑證總繳網路申請操作流程說明
106.06.16

☆帳號申請：
請至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網站（http://www.tytax.gov.tw）之左側選單熱門線上服務點選地方稅網路申報→進入地方稅網
路申報作業→點選印花稅帳號申請→勾選印花稅大額憑證總繳→填妥公司基本資料或申請人基本資料(Email 信箱係作為接收
系統發送密碼之用務必填寫正確)→確定申請→列印申請書→蓋公司大小章→傳真至所屬主管機關 ﹝傳真號碼：中壢分局
03-4519626 大溪分局 03-3804170 楊梅分局 03-4852345 蘆竹分局 03-3528670

總局 03-3365341﹞→電洽承辦人確認即可。

＊帳號申請資料經核准後將以 E-mail 發送密碼。
＊若為申報代理人，請先勾選委任代理人申報，填妥資料後須一併檢附「代理人身分證件影本」
。
＊相關範例可參考專業人士頁面中的參考文件。
☆ 大額憑證總繳網路開單流程：
1. 帳號登入：請至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網站（http://www.tytax.gov.tw）之左側選單熱門線上服務點選地方稅網路申報→
進入地方稅網路申報作業→點選娛樂印花申報業者→帳號登入。
※若忘記密碼請點選【忘記密碼】→輸入基本資料後系統將重發密碼至信箱。
2. 開單作業：點選左方印花稅→大額憑證總繳申請與查詢→點選右上角新增→登錄申請資料（有＊欄位為必填欄位）→點選
右上角存檔→勾選申請資料（編輯前方□內打 v）→確認資料及應納稅額無誤→確認送出→列印繳款書繳納。
〈繳款書已加
入密碼保護，密碼為登入系統之帳號〉
※確認送出之前仍可編輯或註銷申請資料，送出後僅能查看不能變更。
※若您操作上有任何問題，請洽承辦人將竭誠為您服務。

380260000D-641-501

1/1

.

附4-249
106100616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
發單日期：
繳納日期：

印花稅大額憑證繳款書開立申請書

填寫範例

不 動 產 地 段 、 地 號 、 門 牌 號
管 理 代 號 憑證書立
、 收 據 號 碼 、 工 程 ( 標 案 名
流水號、檢查號 日
期 憑證名稱 碼
稱 )
免填

106.6.28

稅率

應 納 稅 額

1

11,168,000 元(未稅)

1‰

11,168 元

負責人：○○○

電話：03-3000000
行動電話：

申請人：大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蓋章：

負責人：林大明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 8888 號
代理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o 是o否

中

民

國

明印

電話：03-3999999
電話：
行動電話：

委託本(分)局代理 臺端經由網路開立印花稅稅單

華

蓋章： 林大

身分證字號：H111111111

蓋章：

106

委託人：

年

日
日

憑 證 金 額

對方(公司)名稱：桃園市政府 ooo 局
統一編號：11111111
地址：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 9999 號

統一編號：22222222

月
月

件數

承攬契據 桃園市政府 ooo 局外牆整修工程

大明營造
股份有限
公司印

年
年

6

月

28

日

說明：
一、領取繳款書向代收稅款處繳納後，繳款書證明聯黏貼於憑證上，並加蓋騎縫章，以代替實貼印花稅票。
二、未依限繳納稅款致發生短漏貼印花稅票者，應依印花稅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處以漏貼稅額 5 倍至 15 倍罰鍰。
三、應納稅額尾數不足一元者免納。
繳款書郵寄地址：o 同申請人地址 o 同代理人地址 o 通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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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條約及協定
一、政府採購相關條約及協定
政府採購占政府預算支出比率很高，一般約占各國國內生產毛額
（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的10﹪～15﹪，也是國內消費市場的
主力，故政府採購程序與法規的透明化及市場開放議題，已成為國際貿易
的重要議題。
1.1 世界貿易組織（WTO）
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是現今最重要之國
際經貿組織，迄今共計有159個會員，WTO會員透過共識決或票決之方式，
決定WTO各協定規範之內容及對各會員之權利義務，將多邊貿易體系予以
法制化及組織化，各會員並據此制定與執行其國內之貿易法規；WTO為會
員間討論如何建置經貿規範之論壇，監督會員執行及遵守相關協定之規
範，並協助會員進行執行協定之技術合作。我國於1990年1月1日以「臺
灣、澎湖、金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之名稱向GATT（按WTO於1995年成
立後取代GATT）秘書處提出入會申請，並於2002年1月1日成為WTO第144個
會員。
1.1.1 政府採購協定（GPA）
GATT 時期之東京回合談判通過了一套規範政府採購的協定，而烏拉
圭回合談判下的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則進一步擴大規範範圍並包含了貨品與服務採購。政府採購協定之
規範涵蓋了不歧視原則與透明化等議題；然而該協定僅為一複邊協定
(Plurilateral Agreement)，並非單一承諾（single undertaking）之一
部分，因此僅拘束其締約國。
GPA屬於複邊協定，僅適用於簽署本協定之會員國:目前簽署者包括
美國、加拿大、歐盟、歐盟之28個會員國（希臘、義大利、愛爾蘭、荷
蘭、盧森堡、英國、奧地利、德國、芬蘭、葡萄牙、法國、瑞典、比利
時、西班牙、丹麥、塞浦路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利、拉脫維亞、立
陶宛、馬爾他、波蘭、斯洛伐克、斯洛維尼亞、保加利亞、羅馬尼亞、克
羅 埃 西 亞 ）、 挪 威 、 瑞 士 、 冰 島 、 日 本 、 以 色 列 、 韓 國 、 荷 屬 阿 魯 巴
(Aruba)、列支登斯敦大公國(Liechtenstein)、新加坡、香港(Hong Kong,
China) 、亞美尼亞(Armenia)及我國，計43個會員。
目前會員數目有限之原因包括：（1）非多邊協定；（2）涉及市場開
放，開發中國家為保護國內產業，不願加入；（3）規定繁瑣，部分國家
(例如紐澳)以有礙採購效率為由拒絕加入；
（4）須有國內立法配合。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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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會員國簽署 GPA 的意願，現有 GPA 會員國提出擴大會員之方法包括：(1)
透過 WTO 入會審查要求簽署，我國即是在此情形下被要求簽署；(2)透過
國際貸款或經援機會要求簽署；(3)推動研訂政府採購透明化協定；（4）
簡化 GPA 條文規定。
1.1.2 政府採購透明化工作小組（WGTGP）
鑑於 WTO 會員對於加入既有的政府採購協定無甚興趣，對於處理政府
採購相關議題有興趣的會員在 WTO 早期就已經體認到須另闢蹊徑。很明顯
地，這樣一個新的行動必須要能夠對於促進市場進入有助益；然而，會員
也體認到，想要吸引廣泛支持，該行動的野心也不能過大。在這些考量之
下，會員於 1996 年 12 月在新加坡部長會議上決議，就政府採購透明化展
開工作。
1996 年 12 月第 1 屆部長會議(新加坡部長會議)決議成立工作小組研
究政府採購透明化實際作業情形，包括與此有關之各國政策，並依研究結
果研擬適宜作為訂定一適當協定之事項。WGTGP 自 1997 年 5 月起召開多
次會議，聽取各國及國際組織(世銀、聯合國國際貿易法委員會)對政府採
購透明化內容之意見與作法，及彼此間之差異，並研究與 WTO 現有複邊
GPA 之差異。經過 6 年之討論，工作小組於 2003 年歸納政府採購透明化
協定需要處理之重要議題，包括：政府採購之定義及範圍、採購方式、國
內法規及程序之公告、採購公告資訊、投標及廠商資格審查程序資訊、等
標期、資格審查及決標資訊、廠商申訴救濟程序、採購文件保存、資訊技
術、語文、防制貪污、提供外國政府資訊、WTO 爭端解決程序、對開發中
國家之技術協助與特別及差別待遇。
有關政府採購透明化談判，係在政府採購透明化工作小組下進行。該
小組在性質上是多邊的（multilateral），亦即，WTO 全體會員均有派遣
代表參與。截至 2004 年 07 月 26 日為止，該小組已召開了 18 次會議。每
年該工作小組會對 WTO 總理事會提出一份報告；從 1997 年開始，已提出
7 次報告。
各國對該協定意見分歧，支持者(以現有複邊 GPA 會員為主)與反對者
(開發中及低度開發國家)壁壘分明。2001 年 11 月第四屆部長會議（杜哈
部長會議）決議如第五屆部長會議（坎昆部長會議）能對訂定本協定之諮
商模式達成清楚共識，再開始進行談判。政府採購透明化協定談判模式將
以 WGTGP 工作小組過去討論結果為基礎，考量會員間不同發展情形，特別
是對開發中國家之特殊與差別待遇。諮商範圍將限於透明化事項，不涉及
市場進入，亦不禁止會員對國內貨品及廠商之優惠。
美、加、歐盟等先進國家積極推動 WTO 政府採購透明化多邊協定，
WTO 秘書處也在全球舉辦多場研討會，以協助推動訂定本協定。然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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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會員認為沒有建立多邊協定的必要，許多非洲及低度開發會員自認缺乏
相關的技術能力以參與談判，故持反對立場。此外，以印度、馬來西亞等
為首的部分開發中會員，因憂慮政府採購資訊的透明化及開放，未來將引
發市場開放，故強烈反對展開談判。
由於 WTO 會員間對於新加坡議題（貿易與競爭、貿易與投資、貿易便
捷化及政府採購透明化四項）究應以套案方式一併納入談判項目，或針對
個別進展分開處理，意見嚴重分歧，2003 年 9 月坎昆部長會議於是就在
會員互不相讓之情況下破局。至 2004 年 5 至 6 月間，WTO 總理事會主席
及秘書長依會員間各次重要會議之討論結果，撰擬「七月套案（July
Package）
」文件，俾利採認必要談判事項並提供會員進一步談判之基礎。
「七月套案」已同意就其中「貿易便捷化」議題展開談判，至「貿易與投
資」
、「貿易與競爭」、「政府採購透明化」三議題，則自杜哈回合工作範圍
內剔除，且杜哈回合談判期間，不再為準備此類談判討論此等議題。
1.1.3 WTO 部長會議政府採購議題之討論情形
（一） WTO 第一屆（新加坡）部長會議（1996）
1. 新加坡議題（Singapore Issues）
1996 年，WTO 在新加坡舉辦的第一屆部長會議中，會員決定設置三個
新的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貿易與投資、競爭政策、與政府採購
透明化。會員並指示貨品理事會（Goods Council）檢視簡化貿易程序的
可能方法，亦即一般所稱之「貿易便捷化（trade facilitation）」。因為
針對這四個議題的工作是在新加坡部長會議開始，是以有時也被稱為「新
加坡議題」。
2. 政府採購透明化：邁向多邊規則
WTO 會員在 1996 年新加坡部長會議中，就政府採購透明化做了兩項
決 議 ： 成 立 政 府 採 購 透 明 化 多 邊 工 作 小 組 （ working group on
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由所有 WTO 會員參加；要
求該工作小組將工作重心放在會員政府採購實踐上的透明化之研究，該工
作 小 組 並 不 檢 視 對 於 當 地 供 應 者 所 提 供 的 優 惠 待 遇 （ preferential
treatment）。
該工作小組第一階段的工作，在於研究政府採購實踐上的透明化，並
考慮各會員的國家政策。而第二階段則是根據第一階段的研究，發展出未
來的透明化協定中可能包含的要素（elements）。
（二） WTO 第四屆（杜哈）部長會議（2001）
在 2001 年的部長會議中，會員並未決定立即開始政府採購透明化的
談判，但預計在 2003 年的坎昆部長會議中，以明示的共識決（explic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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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通過談判模式（modalities），並以該談判模式為基礎，在該
次部長會議後開始談判。會員並認為，談判將限於透明化議題，不包括市
場開放部分。
（三） WTO 第五屆（坎昆）部長會議（2003）
坎昆會議前夕，各國對於政府採購多邊協定及透明化議題仍有相當歧
見，包括政府採購範圍、門檻金額、機關層級、貪污、市場進入、談判模
式等議題均未能達成共識。我國曾與歐盟、日本、韓國、與瑞士就政府採
購之談判模式共同提案；然而，坎昆部長會議上，會員並未做出任何決
定，也未能如杜哈部長會議預期地以明示共識決通過談判模式，進而正式
進入談判階段。而在坎昆部長會議後，目前會員間仍就大多數的議題存有
極大的分歧，亦仍未能就談判模式達成共識。另外，低度開發國家（尤其
ACP 集團國家，African, Caribbean and Pacific Group of States）則
一再重申：應將政府採購透明化議題排除在杜哈發展議程之外。
最後，在由世貿組織總理事會主席與秘書長共同提出的「七月套案」
中，則明白表示：政府採購透明化議題被排除在杜哈發展議程之外，並在
整個杜哈發展議程中，將不會就此議題進行任何談判。
（四） WTO 第八屆（日內瓦）部長會議（2011）
GPA 會員國部長一致通過修正版 GPA(下稱 2012 年版 GPA)之相關決
議，包括 GPA 修正條文、市場開放之修正清單、未來工作計畫等。針對新
會員加入 GPA 進展案，主席敦促中國大陸應加速完成 GPA 諮商。中國大陸
表示該國已積極努力，且進一步提出修正採購清單，盼會員了解開發中國
家在加入 GPA 過程中，面臨相當多制度面之挑戰，非短期間內可以完成。
（五） WTO 第九屆（峇里島）部長會議（2013）
GPA 會員國部長共同發表部長宣言，期盼 2012 年版 GPA 最晚於 2014
年 3 月底前開始生效，並期盼紐西蘭及蒙特內哥羅可於 2014 年初完成加
入 GPA 的談判與程序，亦盼中國大陸開始針對其入會案與各國進行協商。
1.2 雙邊自由貿易協定（FTA）
我國面對國際上區域經濟整合的風潮，為了避免被邊陲化，與特定貿
易夥伴展開自由貿易協商、簽署區域或雙邊自由貿易協定（RTA 或 FTA）
是目前我國重要的經貿政策之一。一般而言，與他國洽簽 FTA 之原因可分
為經濟因素及政治因素。在經濟因素方面，藉由與他國簽署 FTA，可消除
彼此間的關稅、非關稅與相互投資障礙，享受自由化所帶來的利益及機
會。在政治因素方面，由於締約國間之經濟緊密結合，彼此不易發生爭
端，區域安全因此多了一重保障。
2001 年 11 月 8 日行政院核定成立「推動洽簽自由貿易協定策略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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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案小組」
，選定我國第一階段優先推動洽簽 FTA 之對象；另我中美洲
友邦國家（包括：哥斯大黎加、薩爾瓦多、瓜地馬拉、宏都拉斯、尼加拉
瓜等五國）皆表示有意願與我國簽署 FTA。整體而言，我國與中美洲友邦
國洽簽 FTA 如納入政府採購議題，雖然我國廠商較具有競爭力，然因雙方
經濟發展程度與產業結構不同，相對的市場規模有限，又因遙遠的地緣關
係，因此開放政府採購市場對雙方來說經濟效益並不大，故我國如能就政
府採購資訊和技術發展與其建立合作關係，應較有助於促進雙方實質關
係。此外，有關我國洽簽 FTA 最新進展，我國與巴拿馬簽署 FTA 於 2004
年 1 月 1 日生效、我國與瓜地馬拉簽署 FTA 於 2006 年 7 月 1 日生效、我
國與尼加拉瓜簽署 FTA 於 2008 年 1 月 1 日生效、我國與薩爾瓦多簽署
FTA 於 2008 年 3 月 1 日生效、我國與宏都拉斯簽署 FTA 於 2008 年 7 月 15
日生效，該等協定內容因上述原因並未包括政府採購議題。
臺紐於 2013 年 7 月 10 日簽署經濟合作協定(ANZTEC)，同年 12 月 1
日生效，相互開放中央行政機關政府採購市場。依該協定，雙方相互開放
重點如下：(1)適用機關：紐方開放工業部、文化部、商務部、國防部、
教育部、環境部、外貿部、法務部、財政部等 24 個中央機關；我國開放
適用世界貿易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之中央行政機關，包括經濟
部、文化部、國防部、教育部、環保署、法務部、財政部等 32 個中央機
關。(2)門檻金額：與 GPA 一般國家的門檻金額相同，貨品、服務採購為
13 萬特別提款權(新臺幣 600 萬元)，工程採購為 500 萬特別提款權(新臺
幣 2 億 3,088 萬元)。(3)貨品採購：除特別聲明不包括之項目外(例如國
防武器)，雙方互相開放各種貨品之採購。(4)服務採購：紐方開放的服務
項目，僅排除研究發展、公共健康、教育和社會福利之採購，紐方開放服
務項目較我國多；我國開放服務項目與 GPA 相同，包括法律服務、建築服
務、工程服務、資料處理服務、管理顧問服務等。(註：紐國專門職業人
員例如技師、建築師、律師等，仍應依我國法令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專業
證照，始得於我國提供法定許可業務；紐國已單向允許我國之亞太工程師
於紐國登記執業)(5)工程採購：雙方依聯合國中央貨品號列(CPC)第 51 章
所列建築、道路、橋梁等工程相互開放，並包括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之
案件。
臺星於 2013 年 11 月 7 日簽署經濟夥伴協定(ASTEP)，2014 年 4 月 19
日生效。臺星皆為 GPA 會員，除 GPA 相互開放之政府採購市場外，依該協
定雙方擴大開放政府採購市場，重點如下：(1)中央機關財物及服務門檻
金額調降至 10 萬特別提款權(新臺幣 461 萬元)；(2)我方增加開放新北市
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桃園縣政府(升格為直轄市政府後)之地
方政府；(3)星方增加對我國開放服務採購項目增加室內設計、綜合工
程、電腦維修、污水處理、廢棄物處理等 33 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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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 岸 經 濟 合 作 架 構 協 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並未包括政府採購議題。另依海峽兩岸服務貿易協議
（Cross-Strait Service Trade Agreement）第 3 條規定，本協議不適用
於公共採購，也就是說，服貿協議的內容不涉及政府採購，未就政府採購
特別規範，因此，陸資廠商可否參與政府採購，仍依我國現行法令規定。
因中國大陸尚未加入 GPA，且兩岸尚未簽署相互開放政府採購市場之條約
或協定，目前無論是否適用 GPA 之採購，機關均可於招標文件規定不允許
大陸地區廠商或其財物或勞務參與。
1.3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1980年代區域經濟整合趨勢的興盛，歐盟等原有之區域協定逐漸擴大
與加深，新的區域協定如北美自由貿易協定、澳紐緊密關係協定等亦相繼
簽訂或協商成立之中。亞太地區的國家體認到有必要成立一類似之區域論
壇，以解決共同關切之經貿議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於1989年成立，為亞太地區21個經濟體
(economies)高階政府官員間的諮商論壇。APEC採用自願性原則，具論壇
性質，所作的決議不具拘束力。同時APEC不是一個貿易區塊，而是一種開
放性區域協會：各會員體政府之間所達成貿易自由化的協議，都將適用於
其他非會員體。政府採購專家小組（Government Procurement Experts
Group, GPEG）為APEC「貿易與投資委員會」所屬論壇。
GPEG會議之討論重點，主要係由會員體採自願方式自我檢視其國內政
府採購制度是否符合GPEG所訂之六項不具拘束力原則（GPEG Non-Binding
Principles）
，及會員體提報其電子化採購（e-procurement）情形。該六
項不具拘束力原則為透明化（transparency）、預算最佳利用(value for
money)、公開且有效的競爭(open and effective competition)、公平處
理(fair dealing)、信賴與適當程序 (accountability and due process)
及不歧視(non-discrimination)。各會員體進行自我檢視時，將分別從
「自上次自我檢視後所作之改善(Improvements Implemented Since Last
Individual Action Plan) 」、「 目 前 採 行 的 措 施 （ Current Measures
Applied ）」 及 「 預 定 未 來 所 採 行 的 改 善 措 施 （ Further Improvements
Planned）
」三個角度，依據上述六項原則逐一檢視其政府採購制度。我國
已於2000年完成自我檢視。
2004年9月GEPG會議通過「透明化標準」
，各會員於例會中報告其執行
個別行動方案之不具拘束力原則，將納入「透明化標準」。「透明化標準」
係為實現1994年茂物宣言(Bogar Declaration)中政府採購市場自由化的
目標，並符合APEC在1995年大阪行動議程（Osaka Action Agenda）中宣
布的彈性原則，即考量各經濟體經濟發展程度和國情上的不同，在促進自
由化的過程中必須保持彈性。檢視內容包括法規、採購機會、採購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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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標條件和決標結果。亞太地區政府採購市場透明化之進行有賴於政府採
購透明化原則和不具拘束力原則之執行。此外，在APEC反貪污腐敗方面，
政府採購係APEC反貪污腐敗計畫中之重要相關事項，GPEG將注意其發展及
可能須配合推動之事項。
鑑於2007年以後APEC經濟體未積極派員出席GPEG會議，例如2010年3
月4日於日本廣島舉辦之會議，21個經濟體僅10個派員出席，爰APEC貿易
暨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CTI)主席Ms. Mary
Elizabeth 於2010年6月15日通知各經濟體解散GPEG，並將相關政府採購
議題提至CTI層級處理。

二、WTO政府採購協定介紹及我國參與情形
我 國 申 請 加 入 WTO 時 即 承 諾 簽 署 政 府 採 購 協 定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為履行此一入會承諾，我國於1995年3
月，向WTO正式提出擬開放政府採購市場之初始承諾開放清單，並經編定
為WTO之1995年3月17日第GPA/IC/SPEC/1 號文件，供各國政府與我國進行
諮商談判之用。此份清單係依據本協定附錄一的五個附件格式開列。至於
附錄二、附錄三、附錄四，為用以發布政府採購資訊之途徑，我國係以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招標資訊系統、政府採購公報及相關機關之政府公
報為指定途徑。上述五個附件之內容，諮商對手國對於我國原先提出之清
單，並不滿意，一再要求比照大多數締約國之模式，擴大開放範圍。案經
與諮商對手國歷經8年餘之諮商後，至2002年12月9日終於與美、日、歐盟
等28個締約國完成所有實質議題雙邊諮商，惟因大陸所提之政治議題干擾
而延宕我加入時程。
WTO/GPA委員會於2008年12月9日通過採認我國申請加入GPA案，行政
院於2008年12月25日通過我加入GPA案，12月26日送請立法院審議；立法
院院會於2009年5月15日二讀通過（條約案無需三讀）。總統於2009年6月8
日批准，我國於2009年6月15日向WTO秘書長遞交同意加入書；WTO秘書長
於2009年6月30日通知各會員，GPA於2009年7月15日對我國生效。
2.1 政府採購協定條文內容
GPA之主要內容包括兩大部分：第一大部分為協定條文本身，第二大
部分則為各締約國依據本協定所承諾開放之政府採購市場清單，及發布政
府採購資訊之刊物清單。政府採購協定之第一大部分，包括序文及二十二
條條文，其主要內容為：
2.1.1 適用對象及範圍
本協定適用於各締約國承諾開放之中央機關、中央以下機關(subcentral government entity)、其他機關(other entity)所辦理之工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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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及服務採購案，但以此等案件之預估契約值達到各締約國所承諾開放
之門檻金額以上者為限。以租賃、租購方式辦理者，亦包括在內。這些機
關辦理此等案件所適用之任何採購法律、規章、程序及實務，不得違反本
協定之規定。如果這些機關限定某些不適用本協定之事業機構，必須依照
一定規定辦理採購，則此等採購仍應符合國民待遇與不歧視原則。
中央以下機關，一般國家係以中央以下之次級政府機關為主。其他機
關，一般係以政府能控制或影響之事業機關為主，譬如港口、機場、水、
電、鐵道、都市交通等公用事業，但仍以談判議定者為準。
本 協 定 不 適 用 範 圍 包 括 ： (1) 購 買 或 租 賃 土 地 、 既 有 建 築
物 ， 或 其 他 不 動 產 或 其 上 之 權 利 ； (2) 為 商 業 販 售 或 轉 售 而 採
購，或為製造或提供可供商業販售或轉售之財物或服務之目的而
進 行 之 採 購 ； (3)公 共 僱 傭 契 約 ； (4)軍 隊 派 駐 ， 或 某 一 計 畫 締 約
國聯合執行之國際協定所要求之特定程序或條件。
2.1.2 適用案件、門檻金額、案件金額之計算
適用案件，分為工程、財物及服務三類。各締約國對於工程案件之適
用範圍，一致依據聯合國中央貨品分類第51章所標示之土木、建築工事為
準；對於財物案件之適用範圍，則是除了國防機關及少數警察機關有特別
列出適用或不適用本協定之財物項目外，其他適用機關未以正面表列方式
標示開放財物項目清單，爰其他適用機關之財物項目，除特別列舉排除項
目外，全部開放；對於服務案件之適用範圍，則是由各國分別列明開放之
服務項目，譬如顧問諮詢服務、建築服務、廣告服務等。
門檻金額，依各國相互談判議定者為準。就一般締約國而言，中央機
關之財物與服務案件，為13萬特別提款權；中央以下機關之財物與服務案
件，為20萬特別提款權；其他機關之財物與服務案件，為40萬特別提款
權；各機關之工程案件，為500萬特別提款權，惟中央以下機關及其他機關
於我國加入政府採購協定後第1年之門檻金額為1,500萬特別提款權（適用
至99年7月14日止），第2年之門檻金額為1,000萬特別提款權(適用至100年7
月14日止)。各國談判時，雖共同以國際貨幣基金制定之帳面幣值單位"特
別提款權"為基準，但在國內實際執行時，均會換算為各自之本國貨幣，並
通知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委員會。換算後以本國貨幣表示之門檻金額，
各國同意每兩年檢討調整一次。我國於民國102年至103年期間門檻金額
（ 如 第 2.3 節 ） 之 換 算 值 ， 依 2012 年 11 月 19 日 WTO 通 知 文 件
(GPA/W/314/Add.10)，採2010年11月至2012年10月匯率計算，特別提款權
換算新臺幣之換算值為46.1766。
適用案件，以開始招標時預估未來契約值達到所承諾開放之門檻金額
以上者為限。估算契約值時，應包括必須支付予廠商之各種費用，且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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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取巧之估算方式，譬如將一項採購需求分割為數案後以個案金額計
算，藉以規避本協定之適用。招標文件如列有選購條件，應以最大可能之
採購總值作為估算值。若將一項需求分次或分案辦理，應以一年為期推算
此等契約之總值，並以之作為衡量是否達到門檻金額之依據。如屬租賃、
租購案件，租期超過12個月者應另計殘值，未明訂租期者應以每月租金之
48倍計算。
2.1.3 國民待遇與不歧視原則
各締約國對待其他締約國之財物、服務(含工程服務)及提供此等財
物、服務之其他締約國廠商，不得較對待其本國之財物、服務及廠商為
差，亦不得對不同締約國之財物、服務及廠商，施予差別待遇。對於締約
國境內之廠商，不能以其外資參與程度之多寡，或其供應標的究係產自那
個締約國，而施予差別待遇。
2.1.4 招標方式
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三種：
（一）公開招標，係指經公告程序，邀請有興趣之廠商投標。
（二）選擇性招標，係指經公告程序，邀請廠商提供資格文件，以便對個
案先辦理資格審查，通過資格審查之廠商方可參加後續規格、價格
之競標；或對特定採購標的建立常年性候用廠商名單，以供爾後直
接邀請彼等投標之依據。選擇性招標之選商程序，應平等對待符合
邀標資格條件之廠商，盡量多邀請所有締約國之廠商參與投標。
（三）限制性招標，係指不經預先刊登公告程序，逕行邀請一家或二家以
上廠商投標，但以符合本協定第13條所列8項條件之一者為限。這
些條件，包括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方式辦理後無廠商投標、無
合格標、或有圍標情事；或供應源只有一個別無選擇；或基於無法
預見之緊急情況；或向原供應商採購替換用零配件；或因擴充既有
規模需顧及互通性之需要；或屬研究發展性質之試驗品、試驗性服
務；或不含於原先採購之額外財物或服務，必須洽原立約商採購
等。
2.1.5 招標公告與公開決標資訊
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方式辦理之案件，其在辦理之初，均應於締
約國所指定之刊物，刊登邀請投標或邀請提送資格文件之公告。招 標 公
告應包括採購財物或服務之性質與數量、任何選購項目之說明、
履約期間、投標之收件地址與最後收件日、廠商所應具備之參加
條 件 及 其 簡 要 說 明 、 載 明 該 採 購 適 用 本 協 定 等 。招標公告所用語文
如非WTO官方語文(英、法、西語)之一，應以其一加刊摘要公告。「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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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採購機關儘早於每一會計年度，預告未來之採購計畫（簡稱
「採購預告」）。
不論原招標方式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決標結果都
應於決標後72日內，在締約國指定之刊物公告。公告內容應含一定內容，
包括採購財物或勞務之說明、採購機關名稱與地址、得標廠商名稱與地
址、決標金額、決標日期、採用限制性招標之理由等。決標結果應於決標
後立即通知各投標廠商。若廠商要求以書面通知，則以書面通知。遇有保
護公共利益、合法商業利益，或為避免侵害公平競爭時，得不公開全部決
標資訊。
2.1.6 招標文件
招標文件應具備一定之內容，包括採購之財物或服務之性質與數量、
廠商參與之任何條件、決標之審查條件、採購機關如以電子化方式進行採
購之驗證與加密要求、開標日期、時間與地點、經授權出席開標之人員、
付款條件、投標方式、交付財物或提供服務之日期等。
決標前如招標機關修正採購公告或提供給參與廠商之招標文
件中所載條件或技術要求，或修改或重新發布公告或招標文件
時，應以書面傳送所有修正、修改或重新發布之公告或招標文
件。
訂定招標技術規格時，不能以獨特之技術規格妨礙國際貿易。在可行
情況下，所開列之技術規格應以財物或服務之性能為準，而不以描述性之
特徵為準，並採用國際或國家標準。招標條件若標示特定之商標、商名、
專利、設計、型號、產地、廠商，應允許同等者參與競標。對於可能與採
購案有利害關係之廠商，採購機關不應接受其所提供之有礙競爭之意見。
機關得擬定、採用或應用技術規格，以促進自然資源之保育或環
境保護。
2.1.7 廠商資格條件
資格審查之過程，不得對屬於不同國別之其他締約國廠商，或對本國
與其他締約國廠商，採用差別審查標準。招標時所訂定之廠商資格條件，
限與確定廠商履約能力有關者，且應根據廠商於採購機關國內外之商業活
動審查。各機關所採行之資格審查程序，應力求一致。得 排 除 廠 商 條 件
包 括 ： (1) 依 過 去 契 約 之 實 質 要 求 或 義 務 ， 履 約 時 有 重 大 或 持 續
的 瑕 疵 ； (2)法 院 最 終 判 決 嚴 重 犯 罪 或 其 他 嚴 重 罪 行 ； (3)違 反 專
業 行 為 ， 或 負 面 影 響 廠 商 商 業 誠 信 之 作 為 或 不 作 為 ； (4) 逃 漏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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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投標與履約之期限
公告邀標之後，應考量下列因素，適度給予廠商準備投標文件的
時間：(1)採購案之性質與複雜程度；(2)預估分包之程度；(3)如未採
用電子方式，自國內外地點以非電子方式傳送投標文件所需之時間。
不同之程序及狀況下，有不同之等標期下限。
一般狀況下，採 購 機 關 應 規 定 投 標 之等標期至少須有40天。符
合一定條件者，可縮短等標期，例如(1)網路招標公告、電子領標及電
子投標三種情形，各可縮短等標期5日（等標期至少為10日）；(2)採購
商業財物或服務，透過網路公告可縮短等標期為不得少於13日，另同
時使用電子投標為不得少於10日。至於履約期限，在滿足採購機關本
身合理需求之前提下，應考量廠商履約所需要之生產、供應及運送時
間。
2.1.9 投標、收標、開標、決標
投標以郵寄或專人遞送為原則，如允許以電報或傳真方式投標，應含審標所
需資料，並另外以信函或經過簽名之電報、傳真文件，予以確認。如 單 純 因 採 購
機關之不當處理，導致採購機關在等標期截止後始收到投標文件，採購
機 關 不 得 處 罰 廠 商 。 如採購機關給予某一廠商改正其非故意造成之形式上錯誤
之機會者，該採購機關亦應給予所有投標廠商相同之機會。決標方式得為最有利
標或最低標。如採購機關認為某一投標文件之價格非尋常的低於其他投標文件，
得向廠商查證其是否符合參加之條件且有能力履行契約之約定。
2.1.10 協商
採購機關得於已事先公告，或在無法決定最有利標之情況下，採取與
廠商協商(Negotiation)之措施，洽廠商更改投標內容，或由採購機關更
改原訂評選條件及技術規定後，書面通知所有符合協商條件之廠商據以重
新投遞或更改原報內容。結束協商程序後，應給予所有符合協商條件之廠
商，在一定期限內提報最終報價文件之機會。採取協商措施時，應對各廠
商之投標文件保密。
2.1.11 補償交易
採購機關不得以補償交易(Offset)作為投標廠商之資格條件，或作為
決標之要件。但開發中國家得於加入本協定時，與其他國家協商使用補償
交易之條件，惟僅得作為選擇廠商之資格條件，不得作為決標要件。補償
交易之內容，包括規定投標商承諾採購招標國家之國產品、技術移轉國內
廠商、前來投資、協助外銷等。
2.1.12 原產地之認定標準
各締約國對於一項財物或服務，是否產自其他締約國，其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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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其國內對於一般貿易行為所適用之認定標準相同。本協定未來將依據
世界貿易組織之原產地協定及服務業貿易之諮商結果，對上述政府採購財
物與服務之原產地認定原則，作必要之調整。(註：我國之認定標準，有
形商品之部分，財政部及經濟部已會銜發布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對
農礦產品、工業製品之認定基準有詳細規定。)
2.1.13 廠商申訴程序
廠商遇有採購機關違反本協定之規定時，可依一定程序及期限，向法
院或獨立之審議機關申訴。如果由獨立之審議機關審理申訴，除非其審理
程序符合一定程序，否則其判斷應得由法院再予審理。一定程序，包括當
事人可陳述意見、可由他人代理及陪同、可參與審理程序、審理程序可公
開進行、可傳喚證人、審議機關應以書面作成決定並標明其理由等。一定
期限，可規定廠商之申訴應於知情後不少於10天之一定期間內提出。為配
合此一制度，採購文件至少應保存3年。如 廠 商 依 締 約 國 國 內 法 ， 無 權
就違反協定之情形直接提出申訴者，任何未遵守締約國為執行本
協定所訂定之措施，廠商得提出申訴。
2.1.14 適用範圍之修正
締約國對於附錄一之附件之預定改正、機關於不同附件之移列、機關
之移除或其他修正，應通知委員會。提出修正之締約國應將以下事項包括
於通知中：(1)如欲以政府對該機關採購之控制或影響力已有效地排除為
由，行使權力將該機關自附錄一之附件中移除者，為其排除之證據；(2)
若為其他修正者，為本協定所載雙方協議適用範圍之改變所可能造成之效
果之資訊。
締約國於本協定下之權利可能受影響者，得通知委員會對該預定修正
提出異議。異議應於該通知向締約國分送日起 45 日內提出，且應說明異
議之理由。修正國與提出異議之締約國應盡力以諮商解決爭議。
預定之修正應於下列情形方得生效：(1)預定修正之通知向締約國分
送日起 45 日內，無締約國以書面向委員會提出異議；(2)所有異議國通知
委員會撤回其對預定修正之異議；(3)預定修正之通知向締約國分送日起
已屆 150 日，且修正國已以書面通知委員會其有意實施該修正（於本款情
形時，異議國得撤回實質同等適用範圍）
。
委員會採用仲裁程序以協助解決異議時，修正國或異議國得在預定修
正之通知向締約國分送日起120日內啟動仲裁程序。
2.1.15 電子競價
載明採購機關如使用電子競價進行採購時，應於電子競價開始前，提
供下列資訊予各投標廠商：(1)自動審查方式，包括根據招標文件所定審
查條件且將於競價時自動排序與重新排序之運算程式；(2)如依最有利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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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其投標書要件初步審查結果；(3)其他與進行競價相關之資訊。
2.1.16 國與國間之爭端解決
締約國如認為其他締約國未履行本協定之義務，以致其利益受損時，
可與該國政府交涉，並通知世界貿易組織所設置之爭端解決機構。後者可
成立裁決小組，依一定程序、期限審理後，作成建議或判斷，並授予當事
國於他方未採取改正措施時，予以相對報復之權利。
2.1.17 締約國提供資訊之義務
締約國應於指定之刊物，刊登與政府採購有關之法律、規定、司法判
決、行政命令、作業程序。年 度 採 購 統 計 資 料 報 告 應 於 報 告 期 間 末
了 之 「 2年 」 內 向 委 員 會 報 告 ， 並 依 國 際 分 類 標 準 統 計 資 料 ； 若
無法提供資料時，須提供估計值及估計方法；會員於官方網站公
布 統 計 資 料 ， 可 取 代 上 述 統 計 資 料 報 告 。締約國並得向其他締約國
索取與本協定有關之採購案件資料。
締約國應依請求，即時提供其他締約國用以判斷特定採購案
係以公平公正之方式辦理，且符合本協定規定之必要資訊，包括
得標者之特點與相對優點。締約國及其採購機關，不得向任何特
定廠商揭露可能妨害廠商間公平競爭之資訊。
2.1.18 安全及一般除外情況
為維護國家基本安全，而辦理之武器、彈藥、作戰物資採購，或與國
家安全或國防目的有密切關連之採購，得不適用本協定、不揭露購案資
訊。如基於維護公共道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人民與動植物之生命或
健康、智慧財產權、保障殘障組織、慈善機構或服刑人之製品或服務之需
要，亦可採取有別於本協定之必要處置。
2.1.19 對開發中國家之特別或差別待遇
各締約國為協助開發中國家之發展，特別是那些還在低度開發階段之
國家，應於制定政府採購法令、諮商開發中國家簽署本協定之條件、辦理
政府採購、執行開發中國家適用本協定之特別除外措施、提供技術支援及
資訊支援等方面，給予特別或差別待遇。鼓勵開發中國家申請加入GPA之
誘因，例如低度開發國家適用條約部分義務之過渡期為5年，其他開發中
國家為3年。
2.1.20 政府採購委員會
由各締約國代表所組成，互選主席，每年至少集會一次(一般都在三
次以上)，供各締約國討論與本協定有關之事務。委員會並得就特定事
項，組成工作小組研商處理。委 員 會 應 透 過 採 行 下 列 工 作 計 畫 進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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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來 之 工 作 ： (1)對 於 中 小 企 業 之 處 理 ； (2)統 計 資 料 之 彙 整 與 發
布 ； (3)對 於 永 續 採 購 之 處 理 ； (4)締 約 國 附 件 所 載 排 除 與 限 制 條
件 ； (5)國 際 採 購 之 安 全 標 準 。
2.1.21 生效日期及加入條件
本協定於1996年1月1日生效。協定生效後再加入之國家，自向WTO秘
書長提交加入文件後第30天對其生效。締約國必須是世界貿易組織之會
員。締約國如需變更原承諾開放之政府採購市場，應先通知政府採購委員
會，委員會並得決議該締約國應就變更事項，對其他締約國採取補償措
施。締約國應於本協定對其生效之前，確定其開放之機關所適用之本國法
律、規章、行政程序、規則、程序與實務，符合本協定之規定，如有修改
時應通知政府採購委員會。締約國不得對本協定之條文，提出保留條件。
締約國如不同意對特定之其他締約國相互適用本協定，可於加入當時聲明
之。
2.2 政府採購市場開放清單內容
政府採購協定之第二大部分，為各締約國依據本協定所承諾開放之政
府採購市場清單，及發布政府採購資訊之刊物清單，統稱為本協定之附
錄，並依其性質分為四個附錄，其主要內容分別為：
2.2.1 附錄一
詳列締約國承諾開放之政府採購市場清單。此清單又分為七個附件：
（一） 附件一為適用本協定之中央政府機關清單及門檻金額；
（二） 附件二為適用本協定之中央以下次一級政府機關清單及門檻
金額；
（三） 附件三為適用本協定之其他機關清單及門檻金額；
（四） 附件四為適用本協定之財物清單
（五） 附件五為適用本協定之服務清單；
（六） 附件六為適用本協定之工程服務清單；
（七） 附件七為總附註。
各締約國目前於附錄一所承諾開放之政府採購市場，基於締約國彼此
間並不完全滿意對方所開放之市場規模，故普遍於清單內附帶聲明，對特
定對手國保留不開放某些政府採購市場。此外，各締約國基於其本國特殊
情況，亦有於清單內附帶註明其對開放市場之特別除外項目。
2.2.2 附錄二
詳列締約國適用本協定之政府採購相關法律、規章、司法判決、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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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政規定、標準契約條款及程序之電子或平面媒體。
2.2.3 附錄三
詳列締約國刊登招標公告、常年合格廠商名單、決標公告之電子或平
面之媒體。
2.2.4 附錄四
詳列締約國刊登統計資料或其相關決標公告之網址。
2.3 我國市場開放情形
締約國政府採購市場開放之範圍，載明於市場開放清單，不是全面開
放:包括適用機關、適用標的、門檻金額、保留條件。我國之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公所即不在開放範圍。GPA 不適用轉售性質之採購，例如公營事業
採購之原物料；也不適用特別保留之採購，例如基於產業保護目的而排除
適用之部分電力及軌道運輸項目。
2.3.1 中央機關開放清單（附件一）
列明我國適用本協定之中央機關清單及門檻金額。這些機關包括總統
府、行政院、行政院所屬各部、會、局、處、署。我國針對這些機關所承
諾開放之門檻金額，財物與服務案件為 13 萬特別提款權(民國 102 年至
103 年期間，以下同，折合新臺幣 600 萬元)，工程案件為 500 萬特別提款
權(折合新臺幣 2 億 3,088 萬元)。
2.3.2 中央以下機關開放清單（附件二）
列明我國適用本協定之省、市機關清單及門檻金額。這些機關包括臺
灣省政府(精省後者)、臺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我國針對這些機關所承
諾開放之門檻金額，財物與服務案件為20萬特別提款權(折合新臺幣923萬
元)，工程案件為500萬特別提款權(折合新臺幣2億3,088萬元)。
2.3.3 其他機關開放清單（附件三）
列明我國適用本協定之其他機關清單及門檻金額。這些機關包括臺
電、中油、臺糖、中信局(併入臺灣銀行)、省自來水、臺鐵、榮民總醫
院、部分國立院校等機關。我國針對這些機關所承諾開放之門檻金額，財
物與服務案件為40萬特別提款權(折合新臺幣1,847萬元) ，工程案件為
500萬特別提款權(折合新臺幣2億3,088萬元)。
2.3.4 財物開放清單(附件四)
除國防部列明適用財物項目以外，其他中央機關、中央以下機關、其
他機關適用全部財物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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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服務開放清單（附件五）
列明我國適用本協定之服務項目清單。這些項目依據世界貿易組織及
聯合國之分類方式，包括法律、稅務、建築、工程技術、綜合工程技術、
都市規劃及景觀建築、資料處理、辦公室設備及電腦之維修、電腦相關服
務、租賃、廣告、市場研究及民意調查、管理顧問、技術測試及分析、與
採礦相關者、與科學及技術顧問相關者、設備維修、建物清潔、攝影、包
裝、與製造產品相關者、翻譯、會議、國際快遞、電子文件存送、語音存
送、資訊儲存及檢索、電子資料交換、加值傳真、編碼及通信協定轉換、
資訊處理、污水處理、廢棄物處理、衛生、排氣清潔、噪音防制、環境保
護、旅行社及旅遊經紀、航空器維修、鐵路運輸設備維修、陸路運輸設備
維修等項目。
2.3.6 工程服務開放清單（附件六）
列明我國適用本協定之工程項目。我國係比照各締約國之模式，聲明
以聯合國中央貨品分類第51章所標示之土木、建築工程項目為準。
2.3.7 總附註(附件七)
列明我國對承諾開放清單之保留條件。這些保留條件，大體上係基於
談判策略、工業政策、補充解釋之目的。譬如基於互惠原則對其他締約國
開放；涉及轉售目的之採購，不適用本協定；基於工業保護目的列出排除
適用之電力及軌道運輸項目。
2.3.8 GPA市場規模
102年已決標之適用GPA採購案共2,502件，決標金額約新臺幣2,983億
餘元；由外國廠商得標之件數247件（比率為9.87%）
，得標金額769億餘元
（比率為25.78%）。其中日本廠商得標之臺電公司「通霄電廠更新擴建計
畫所屬複循環發電機組設備及其廠房與相關設施統包採購」，單一個案金
額434億餘元，大幅提高外商得標金額比率。扣除該採購案後，外國廠商
得標金額比率降至13.14%。
依加入GPA前後統計資料分析，外國廠商得標情形並無因加入GPA而明
顯增加；如以GPA門檻金額以上案件計算，95年至97外國廠商年平均得標
金額比率為29.68%；99年至101年適用GPA採購案外國廠商年平均得標金額
比率為31.31%，變化不大。
分析外國廠商得標之採購案件多以財物類為主，採購金額較大者為進
口設備、機具、零配件，此等採購大多為我國廠商無法供應者，即使未適
用GPA，亦會向外國廠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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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對國內產業之影響
就我國開放市場規模而言，據估計我國依GPA每年大約開放新臺幣
3,000億元，折合103億美元政府採購市場，約占102年全部政府採購金額1
兆2,478億元的24%，且適用GPA案件仍多由我國廠商得標，所以對於以國內
市場為主的部分業者來說影響不大，且外國廠商爭取我政府採購案，於提
供相關服務業務或進行相關營建工程時，部分業務也需要分包給國內廠
商，並使用國內之人力資源。另外傳統產業如毛巾等產業，其競爭廠商大
多來自越南或大陸等非GPA締約國，所以不致影響國內廠商。
外國專業技術人員如於我國提供技師或建築師的服務，仍需一體適用
我國工程專業人員證照制度，包括須取得我國技師的執業執照或建築師的
開業證書，或必須經過相互認許始得在我國執業，故專業技術人士國內就
業市場所受衝擊並不大。另外，開放外國技術人員部分，因為勞委會訂有
配額管制，對國內技術人員之就業市場衝擊也有限。外國營造廠或工程技
術顧問公司於我國投標，亦須先取得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
本協定既以促成締約國間彼此相互開放政府採購市場為其主要目的，
我國產業目前在國內政府採購市場所受到之保護，以及在國外政府採購市
場所遭遇之不公平待遇，將隨著本協定之簽署而改觀。其所帶來之影響，
利與不利皆有，但並無絕對之利或絕對不利，端看國內廠商如何因應、利
用。即使是正面有利之影響，若國內廠商不去利用，效果無法顯現；即使
是負面不利之影響，若國內廠商妥為因應，亦可予以克服。這些可能的影
響，以下列幾項最具代表性：
2.4.1 打開外國政府採購市場
簽署政府採購協定之國家，皆對其他未締約國之財物、服務及廠商，
採取嚴厲之歧視、排拒措施，以致我國廠商無法參與彼等政府採購案件之
競標，甚至欲作為外國廠商之下游器材供應者或下包協力廠商，亦受到限
制。簽署本協定之後，我國財物、服務及廠商，將得以順利參與其他締約
國依據本協定所開放之案件。據WTO秘書處估計，各締約國因此相互開放
之政府採購市場，其總規模每年約在1.6兆美元。
2.4.2 引入更多外來競爭
簽署本協定之後，外國之財物、服務及工程營造廠商是否會大舉進入
我國政府採購市場，主要係以採購案件金額是否夠大、是否具有足夠之利
潤誘因、我國廠商競爭力是否夠強而定。財物案件，移動性較強，較容易
進入我國市場，參與競標。一般性質之服務案件，以及工程案件，涉及人
員、機具之國際間移動，進入我國市場有其先天上之障礙，不若財物案件
來得便捷。即便如此，只要我國潛在之市場有利可圖，外國競爭者甚至有
可能以來華投資設立據點，或與我國廠商合作之型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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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分析東京回合舊版政府採購協定締約國之統計資
料，採購金額排名前十大之締約國，彼等中央機關所採購之產品值，90﹪
以上仍係由本國供應源得標，顯見簽署舊版協定對本國產業之衝擊，尚屬
有限。
外來競爭者之加入，固然不利於我國廠商在現有國內市場之地位，但
對於刺激我國廠商提昇競爭力，引入新觀念、新技術、新工法、健全之管
理制度，卻有其正面功效。不具競爭力之廠商，將逐漸喪失原先享有之政
府採購市場。
2.4.3 減少對國內廠商之保護
本協定締約國之中，屬於已開發國家者，依規定不得就適用本協定之
案件採取保護國內廠商之措施，包括以補償交易作為投標廠商之資格條
件，或作為決標之要件。此一規定，旨在避免妨礙競爭，以回歸國際貿易
所依循之比較利益原則。由於我國年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已逾一萬美
元，超過國際間一般以一萬美元作為認定已開發國家之標準，故我國受到
此一規定之約束，應屬毋庸置疑。準此，我國機關目前依據國產化政策及
工業合作方案，在政府採購案件所採取之保護國內廠商措施，譬如規定外
國得標廠商將製造或組裝技術移轉予我國廠商、規定廠商使用一定比率或
一定項目之我國財物、規定在我國組裝成品、規定國內有產製或有承攬能
力時優先採用國產品或國內廠商、或規定國外廠商必須與國內廠商聯合承
攬，除已於市場開放清單聲明保留而被其他GPA會員接受者外，都將因違
反本協定之規定而無法任意施行於適用本協定之案件。
2.5 簽署政府採購協定對國內政府採購制度之影響
世貿組織會員國簽署政府採購協定之目的，旨在相互開放彼此之政府
採購市場，平等對待其他締約國之廠商，共同遵循一定之採購程序，公開
採購資訊，建立廠商申訴制度，並作為締約國之間相互溝通、諮商之管
道。我國為此制定政府採購法，以使各機關之採購作業能符合本協定之規
定，其造成之主要影響如下：
2.5.1 政府採購制度健全化
本協定將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限制性招標三種，明
確區分各種方式所應遵循之程序與條件。其自訂定技術規格與廠商資格、
刊登招標公告、以不公告招標方式辦理之條件、投標期限、投標、開標、
審標、協商，以迄評選得標廠商、公告決標結果、處理廠商申訴，皆有明
確之基本規定。
2.5.2 政府採購資訊透明化
適用本協定之案件，必須將一定內容之招標與決標公告，刊登於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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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媒體，昭告有興趣之廠商。以限制性招標方式辦理者，雖不必刊登
招標公告，卻仍要刊登決標公告，並說明以此方式辦理之理由，接受公
評，避免濫用。我國為此發行政府採購公報（民國99年1月4日發行電子
版，同年4月1日停刊紙本公報），建置網路招標資訊系統，作為發布政府
採購資訊之統一管道，方便廠商獲取採購資訊。
2.5.3 政府採購國際化
適用本協定之案件，除了符合特殊條件外，必須在平等互惠之原則
下，開放其他締約國之財物、服務及廠商參予競標。目前尚存之保護國內
廠商措施，以政府採購扶植國內產業發展，限制外國廠商參予競標之作
法，將無法施行於適用本協定之案件。外國競爭者的加入，將使得我國政
府採購趨於國際化。
2.5.4 廠商申訴制度化
依照本協定之規定，各締約國都須為適用本協定之案件，建立一定程
序之廠商申訴制度，俾廠商遇有採購機關違反本協定之規定，致有損其利
益時，得以向法院或獨立審議機關申訴。
2.6 2012年版政府採購協定
2.6.1 條文修正過程
WTO 成立前之 GATT 時期，於東京回合開始討論開放各國政府採購市
場之規範，於 1979 年各會員首度簽署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
，並於 1981 開始施行。烏拉圭回合談判
更擴大 GPA 適用範圍，同時包括貨品與服務採購，並於 1994 年通過現行
GPA。WTO 各項協定於 1996 年 1 月 1 日生效，現行 GPA 亦同時生效，該協
定僅為一複邊貿易協定，並非單一承諾之一部分，因此僅拘束其締約國。
依 1994 年版 GPA 第 24 條第 7 項規定，各會員應於協定生效三年後展
開談判，以改進本協定及在互惠基礎下儘可能擴大其適用範圍。經過多年
密集會議談判，各會員國積極展現政治意願及彈性，彼此折衝連橫，於
2006 年 12 月 8 日完成大部分條文修正，並於 2012 年 3 月 30 日採認 2012
年版 GPA。行政院於 2012 年 5 月 24 日第 3299 次會議通過 2012 年版
GPA，並於 5 月 28 日函請立法院審議；立法院於 2012 年 12 月 18 日第 8
屆第 2 會期第 13 次會議通過 2012 年版 GPA，由外交部報請行政院轉呈總
統頒發批准書；依 2012 年版 GPA 協議內容，三分之二以上的會員通知
WTO 秘書處接受 2012 年版 GPA 後 30 日，2012 年版 GPA 對該等接受的會員
生效。2012 年版 GPA 自 2014 年 4 月 6 日起，對列支登斯敦、挪威、加拿
大、美國、香港、歐盟、冰島、新加坡、以色列及我國共 10 個 GPA 會員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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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現我國積極推動加入 GPA 之決心，並與其他締約國分享政府採購
相關法制經驗，我國自 2002 年 2 月起多次派員參加 GPA 條文修正案之會
議，參與「政府採購協定修正非正式小組」（Informal Drafting Group
for the Revision of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2012
年版 GPA 之「招標期限」有相當大的鬆綁，部分內容為我國於 GPA 委員會
討論 2012 年版 GPA 時提出之修改建議，經各 GPA 會員同意後通過，例如
增訂網路刊登招標公告、電子領標、電子投標各得縮短 5 日等標期。
2.6.2 增加市場開放情形
依據WTO秘書處預估，2012年版GPA施行後，各締約國市場開放承諾範圍之
政府採購金額每年可增加800至1,000億美元；各締約國增加逾400個適用
機關，包括加拿大省級和特區政府等；我國將高雄縣政府併入高雄市政府
部分納為適用機關，依2010年原高雄縣政府之行政單位辦理採購統計，增
加適用GPA採購案件預估59件，金額約新臺幣30億元。另歐盟、日本、韓
國於附件六工程服務納入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惟歐盟係基於互惠
原則對其他締約國開放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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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協定（中譯文）
前言
本協定當事國（以下簡稱「締約國」），
咸認政府採購相關事宜，須建立有效之多邊架構，俾促成世界貿易更高度
之自由與擴展，並改善國際貿易行為之架構；
咸認政府採購方面，不得基於保護國內財物或服務或國內廠商之目的，擬
定、採用或適用相關措施，亦不得歧視或差別對待國外財物、服務或國外廠
商；
咸認政府採購之廉正與可預測性為有效管理公共資源、締約國經濟表現、
多邊貿易運作所不可或缺之一部分；
咸認本協定之執行程序應賦予充分彈性，以符合各締約國之特殊環境；
咸認各個開發中國家，尤其是低度開發國家之發展、財政和貿易需求等，
須一併列入考慮；
咸認政府採購措施透明化之重要性，以及根據聯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規
範，以透明且中立方式進行政府採購，以及避免利益衝突及貪污行為之重要
性；
咸認使用電子化方式進行適用本協定之採購之重要性，並鼓勵採用電子採
購；
咸欲鼓勵非本協定締約國之世界貿易組織會員均能接受、加入本協定；
已依照一九九四年四月十五日於馬爾喀什簽署之政府採購協定（以下稱
「一九九四協定」）第二十四條第七項第(b)、(c)款之規定，進行進一步協商以
達成上述目標；
茲由各方協議如下：
第一條 定義
為本協定之目的：
(a)

商業財物與服務，係指在商業市場上一般售出或提供販售，且通常
由非政府之買方、非為政府目的採購之財物與服務；

(b)

委員會係指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所設立之政府採購委員會；

(c)

工程服務係指依聯合國中央貨品分類（CPC）第五十一章，藉各種方
法以完成土木或建築工事為目的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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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國家包括簽署本協定之個別關稅領域。就簽署本協定之個別關稅領域
而言，在本協定內使用「國」一詞予以表示者，除另有規定外，視為
同時適用該關稅領域；

(e)

日係指日曆天；

(f)

電子競價係指運用包括電子化方式的重複過程，使廠商可提出最新報
價，或標案審查標準中可量化部分之新數值，以得到投標者的排名或
重新排名；

(g)

書面係指可閱讀、重製或之後可傳播之文字或數字，且可能包含以電
子格式傳送或儲存之資訊；

(h)

限制性招標係指採購機關與其選擇之廠商洽商之採購方式；

(i)

措施係指法律、規章、程序、行政規則或實務，或採購機關於適用本
協定之採購之任何行為；

(j)

常年合格廠商名單係指採購機關已認定符合該名單之參與條件，且採
購機關有意使用逾一次之名單；

(k)

採購公告係指採購機關發布，邀請有意之廠商申請參與及/或投標之
公告；

(l)

補償交易係指藉自製率、技術授權、投資要求、相對貿易或類似之要
求，以鼓勵當地發展或改善締約國收支帳狀況之條件和承諾；

(m) 公開招標程序係指所有有興趣之廠商均得投標之程序；
(n)

人係指自然人或法人；

(o)

採購機關係指締約國附錄一之附件一、二或三所載機關；

(p)

合格廠商係指採購機關認可，符合參加條件之廠商；

(q)

選擇性招標係指限採購機關邀請之合格廠商始得投標之採購方式；

(r)

除另有規定者外，服務亦包含工程服務；

(s)

標準係指經認可之單位核准，並供普遍及經常使用但不具強制性，就
財物、服務或相關製程與生產方法載明其規則、準則或特性所定之文
件。亦得包括或僅列出適用於財物、服務、製程或生產方法之專門術
語、符號、包裝、標誌或標示等規定；

(t)

廠商係指提供或能提供財物或服務之人或一組人；及

(u)

技術規格係指下述之招標規定：
(i)

載明擬採購財物或服務之特性，例如品質、性能、安全性
及大小，或生產或提供之程序與方法；或

(ii)

用於財物或服務上之術語、符號、包裝、標誌與標示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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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適用範圍
協定之適用
1.
2.

適用本協定採購之任何措施，不論相關採購是否全部或部分以電子化方式
進行。
為本協定之目的，適用本協定之採購係指基於政府目的之採購：
(a)

(b)

包括下列所述之財物、服務，或任何下列二者之結合：
(i)

各締約國註明於附錄一附件者；及

(ii)

非為商業販售或轉售而採購，或非為製造或提供可供商業
販售或轉售之財物或服務之目的而進行之採購；

以契約方式進行之採購，包括：購買；租賃；以及租購或分期付款購
買，不論有無附帶承購選擇權；

(c)

依第七條刊登公告時，按第六項至第八項估算之契約金額等於或高於
締約國附錄一附件所定之門檻；

3.

(d)

由採購機關所進行；及

(e)

非屬第三項或締約國於附錄一附件內所排除者。

除締約國於附錄一附件內另有規定者外，本協定不適用於：
(a)

購買或租賃土地、既有建築物，或其他不動產或其上之權利；

(b)

非契約之協議，或締約國以任何形式提供之協助，包括合作協定、補
助金、貸款、注資、保證與財務獎勵措施；

(c)

財務代理或存託服務之採購或收購、受管制金融機構之清算及管理服
務，或涉及公債發售、贖回、發行之服務，包括貸款或政府債券、票
券與其他證券；

(d)

公共僱傭契約；

(e)

下述性質之採購：
(i)

為提供國際援助之特定目的，包括開發援助；

(ii)

依照關於軍隊派駐，或關於某一計畫締約國聯合執行之國
際協定所要求之特定程序或條件；或

(iii)

依照國際組織之特殊程序或條件，或接受國際資助、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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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協助，其適用程序或條件異於本協定者。
4.

5.

各締約國應於附錄一之附件載明下述資訊：
(a)

於附件一載明採購行為受本協定規範之中央政府機關；

(b)

於附件二載明採購行為受本協定規範之中央以下次一級政府機關；

(c)

於附件三載明採購行為受本協定規範之所有其他機關；

(d)

於附件四載明適用本協定之財物採購；

(e)

於附件五載明適用本協定之服務採購，但不包括工程服務；

(f)

於附件六載明適用本協定之工程服務採購；及

(g)

於附件七載明任何總附註。

就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採購機關要求未納入締約國附錄一附件之人依照特
別規定進行採購時，該等規定應準用本協定第四條。

價值估算
6.

為確認是否為適用本協定之採購而進行價值估算時，採購機關：
(a)

不得為使一採購完全或部分規避本協定之適用，將一採購分為數個採
購，亦不得為此目的選擇或使用特定的估算方式；且

(b)

估算應包括採購期間內估計最大總值，不論是否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
廠商得標，並將下述各種形式之報酬列入考量，包括：

7.

(i)

溢價、費用、佣金與利息；及

(ii)

採購如提供各種選擇之可能性，則應計算各選項之總值。

如為單一採購需求簽訂數個契約，或將契約分為數個部分（以下稱「循環
性契約」），其估算契約最大總值之基礎如下：
(a)

前十二個月或採購機關前一會計年度內，同類財物或服務之循環性契
約價值，但儘可能按其後十二個月內預期之財物或服務的數量與金額
之變更予以調整；或

(b)

首次契約後之十二個月內或採購機關之會計年度內，同類財物或服務
之循環性契約之估算金額。

8.

租賃、租購或分期付款購買財物或服務之採購，或未列明總價之採購，其
價值估算基礎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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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為定期契約：
(i)

其契約期間為十二個月以下者，按契約期限內之最高預估
金額計算；或

(ii)

其契約期間超過十二個月者，按最高預估金額加估計之剩
餘價值計算；

(b)

如契約未定有期限，則以每月分期金額乘以四十八計算；及

(c)

如是否為定期契約有疑義時，應適用上述第(b)款。

第三條 安全及一般除外事項
1.

本協定之任何規定，不得解釋為禁止任何締約國，為保護其基本安全利
益，而針對採購武器、彈藥或戰爭物資，或對國家安全或國防目的所不可
或缺之採購，採取任何其認為必要之行動，或不公開任何資料。

2.

本協定內之任何規定，不得解釋為禁止任何締約國實施或執行下列措施。
但各締約國在相同狀況下，就各項措施之實施，均不得構成專斷及無理歧
視之手段，亦不得成為對國際貿易之變相限制：
(a)

維護公共道德、秩序或安全之必要措施；

(b)

維護人類與動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要措施；

(c)

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必要措施；或

(d)

與身心障礙者、慈善機構或受刑人之財物或服務有關之措施。

第四條 一般規定
不歧視待遇
1.

關於適用本協定之採購，各締約國與其採購機關對於其他締約國之財物與
服務以及其他供應任一締約國之財物或服務之其他締約國廠商，應立即且
無條件給予不低於下述之待遇：

2.

(a)

對國內財物、服務及廠商之待遇；及

(b)

對其他締約國之財物、服務及廠商之待遇。

對於任何涉及適用本協定採購之措施，締約國包括其採購機關，不得：
(a)

基於外國分支關係或外資所有權之程度，而對一本地設立之廠商，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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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較低於另一本地設立之廠商之待遇；或
(b)

基於所提供之財物或服務屬於其他締約國，而對一本地設立之廠商予
以歧視。

採用電子化方式
3.

以電子化方式進行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時，採購機關應：
(a)

確保該採購所使用之資訊科技系統與軟體，包括有關資訊之驗證與加
密之系統及軟體，能透過一般管道取得，且與其他一般管道可取得之
資訊科技系統與軟體確能相容並交互運作；及

(b)

維持確保申請參與及投標之廉正性機制，包括確認收件時間與防範不
正當使用。

採購行為
4.

採購機關應以下述透明中立之方式，進行適用本協定之採購：
(a)

符合本協定，使用例如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和限制性招標的方式；

(b)

避免利益衝突；及

(c)

防止貪污行為。

原產地規則
5.

為適用本協定採購之目的，締約國不得對自其他締約國進口或提供之財物
或服務，採取有別於在交易當時自同一締約國進口之相同財物或服務所適
用於一般貿易之原產地規則。

補償交易
6.

就適用本協定之採購，締約國及其採購機關，不得尋求、考慮、強制要求
或執行任何補償交易。

非屬採購特有之措施
7.

第一項與第二項不適用於下列事項：針對進口或涉及進口所課徵之關稅或
稅費；課徵上述關稅與稅費之方法；對於適用本協定採購之措施以外之其
他進口規定或手續，及影響服務貿易之措施。

第五條 開發中國家
1.

締約國於為加入本協定而進行協商以及實施本協定時，應特別考慮開發中
國家及低度開發國家（除非另有特定指明，以下統稱「開發中國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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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財政與貿易需求及情形，並認知各國之需求及情形各有不同。依本
協定規定並於受要求時，締約國應給予下述國家特殊、差別之待遇：

2.

(a)

低度開發國家；及

(b)

其他開發中國家，如該特殊與差別待遇符合其開發需要。

開發中國家加入本協定時，各締約國應對該國之財物、服務與廠商，立即
提供依其附錄一附件給予本協定其他締約國最有利之適用範圍，但不應違
反該締約國與該開發中國家為維持在本協定下適當且平衡之機會，所進行
之協商。

3.

根據其發展需求及於締約國同意時，開發中國家於過渡期內符合於附錄一
附件所載期程，得採用或維持一個以上之下列過渡性措施，並以不歧視其
他締約國之方式施行：
(a)

價格優惠計畫，惟該計畫須：
(i)

僅針對標案中使用來自採行財物或服務價格優惠之開發中
國家之財物或服務，或其他開發中國家之財物或服務提供
優惠，因該開發中國家需依據優惠協定對於來自其他開發
中國家之財物或服務提供國民待遇。如該其他開發中國家
為本協定締約國，此待遇應符合委員會所訂條件；及

(ii)

符合透明原則，且於採購公告內清楚說明優惠與於該採購
之適用情形；

(b)

補償交易，惟採購公告內須清楚載明該補償交易之所有要求、考量、
強制要求；

4.

(c)

特定機關或部門逐步適用；及

(d)

高於永久門檻之門檻。

為加入本協定而進行協商時，加入本協定之開發中國家對於施行本協定任
一特定義務之日期，締約國得同意延緩適用該義務，但不包括第四條第一
項第 (b) 款。施行日期應為：

5.

(a)

屬低度開發國家者，加入本協定後五年；及

(b)

就其他開發中國家，履行特定義務必要之期間，且不得超過三年。

任何開發中國家已就第四項所訂義務之施行日期進行協商者，應在其附錄
一之附件七中列出協議之施行日期、該施行日期之特定義務，以及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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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行日期內遵守之其他暫時義務。
6.

本協定對開發中國家生效後，委員會得依該開發中國家之要求：
(a)

展延依第三項採用或維持措施之過渡期間，或依第四項協議之施行日
期；或

(b)

就加入協定過程中無法預見的特殊情形，准許採用新的第三項過渡性
措施。

7.

曾就第三項或第六項之過渡性措施、第四項之施行日期，或第六項之展延
進行協商之開發中國家，應於過渡期間或施行日期前採取必要步驟，以確
保該期間屆滿時，該締約國對於本協定之遵守。相關開發中國家，應即時
通知委員會每一步驟。

8.

締約國應切實考量開發中國家就與該國加入或施行本協定有關之技術合作
與能力建構之要求。

9.

委員會得制定本條文之執行程序，此程序得包括針對第六項之要求進行表
決之規定。

10.

委員會應每五年檢討本條文之運作與有效性。

第六條 採購資訊
1.

各締約國應：
(a)

即時於經正式指定、廣泛散布且大眾隨時可得之電子或平面媒體公告
與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有關之任何法律、規定、司法裁判、一般適用之
行政規定、經法律或規章要求並納入公告或招標文件之標準契約條款
及程序，以及任何對於上述文件之更改；及

(b)
2.

於被要求時，向任何締約國提供解釋。

各締約國應列明：
(a)

於附錄二列出公告第一項資訊之電子或平面媒體；

(b)

於附錄三列出依第七條、第九條第七項與第十六條第二項進行公告之
電子或平面媒體；及

(c)

於附錄四列出締約國公告下列資訊之網址：
(i)

第十六條第五項之採購統計數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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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3.

第十六條第六項之決標公告。

列於附錄二、三或四之資訊如有任何更動，各締約國應立即通知委員會。

第七條 招標公告
採購公告
1.

就適用本協定之個別採購案，採購機關應於附錄三所載之適當平面或電子
媒體上刊登採購公告，但第十三條所定情形不在此限；相關媒體須廣為散
布，且此公告應維持至少在公告所指定截止期日前，能由民眾隨時取得。
公告應：
(a)

就附件一所載採購機關，須至少能在附錄三所載最短期間內免費透過
電子方式於單一網站取得；及

(b)

就附件二或三所載採購機關，如可經由電子化方式取得，至少應可透
過免費之電子入口網站連結取得。

本協定鼓勵締約國與其附件二或三所載採購機關，以免費電子方式透過單一網
站刊登公告。
2.

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採購公告應包括：
(a)

採購機關之名稱與地址，其他聯絡採購機關、取得採購相關文件所必
要之資訊，以及費用與付款方式（如有）；

(b)

採購案之說明，包括採購財物或服務之性質與數量，如不知其數量，
則為其估計數量；

(c)

就循環性契約，其後續採購財物或服務之採購公告時間（如可能）；

(d)

任何選購項目之說明；

(e)

財物或服務交付之時程表或契約之期間；

(f)

擬使用之採購方法及其是否涉及協商或電子競價；

(g)

在可適用情況下，提交申請參與採購案文件之收件地址與最後收件
日；

(h)

投標之收件地址與最後收件日；

(i)

投標或申請參與如得使用採購機關締約國官方語言以外之語言者，可
採何種語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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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廠商所應具備之參加條件及其簡要說明，包括要求廠商提供特定文件
或證明，但如採購公告同時，所有有興趣之廠商可取得之招標文件內
已包含此要求者，不在此限；

(k)

如依第九條規定，採購機關欲邀請有限家數的合格廠商投標時，在可
適用情況下，其選擇廠商的條件，與准予投標廠商之家數限制；及

(l)

載明該採購適用本協定。

摘要公告
3.

就每一採購，採購機關應於採購公告之同時，以一種世界貿易組織官方語
言且隨時可取得之方式發布摘要公告；摘要公告至少應含下列資訊：
(a)

採購標的；

(b)

投標之期限，或在可適用情況下，提出申請參與採購或列入常年合格
廠商名單之收件期限；及

(c)

索取採購案相關文件之地址。

採購預告
4.

本協定鼓勵採購機關儘早於每一會計年度，在附錄三所載適當平面或電子
媒體預告未來之採購計畫（以下簡稱「採購預告」），採購預告應包括採購
標的與預定發布採購公告之日。

5.

採購預告已盡可能包含採購機關依第二項所述之資訊，且載明有興趣之廠
商應向採購機關表達對該採購案之興趣者，附件二或三之採購機關得以採
購預告作為採購公告。

第八條 參與條件
1.

採購機關對於廠商參與採購所設之條件，應以確保廠商具備履行該採購之
法律與財務條件及商業與技術能力所必要者為限。

2.

擬定參與條件時，採購機關：
(a)

不得以參與採購之廠商曾與特定締約國之採購機關簽訂一個以上之契
約為條件；且

(b)
3.

得要求為符合採購條件所必須之相關經驗。

採購機關於審查廠商是否符合參與採購之條件時：
(a)

應根據廠商於採購機關國內外之商業活動，審查廠商之財務條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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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技術能力；及
(b)
4.

應根據採購機關事前明定於公告或招標文件中之條件進行審查。

當有證據時，締約國及其採購機關得排除有下列情形之一之廠商：
(a)

倒閉；

(b)

申報不實內容；

(c)

依過去契約之實質要求或義務，履約時有重大或持續的瑕疵；

(d)

法院最終判決嚴重犯罪或其他嚴重罪行；

(e)
(f)

違反專業行為，或負面影響廠商商業誠信之作為或不作為；或
逃漏稅。

第九條 廠商資格
登錄系統與資格審查程序
1.
2.

3.

締約國及其採購機關得設置廠商登錄系統，要求有興趣之廠商進行登錄並
提供特定資訊。
各締約國應確保：
(a)

各採購機關應盡力將資格審查程序之差異降至最低；且

(b)

採購機關設有登錄系統時，應盡力將各採購機關登錄系統之差異降
到最低。

締約國及其採購機關不得於目的或效果上，為形成其他締約國廠商參與採
購之不必要阻礙，而採用或應用登錄系統或資格審查程序。

選擇性招標
4.

採購機關欲使用選擇性招標程序者應：
(a)

於採購公告中至少包括第七條第二項第(a)、(b)、(f)、(g)、(j)、(k)、
(l)款之資訊，並邀請廠商提交申請參與文件；及

(b)

於投標期間開始前，依第十一條第三項第(b)款通知之合格廠商，至
少提供其第七條第二項第(c)、(d)、(e)、(h)、(i)款之資訊。

5.

採購機關應准許所有合格廠商參與某一特定採購，惟該機關於採購公告中
註明投標廠商之家數限制，以及遴選該家數廠商之條件者，不在此限。

6.

招標文件未於依第四項進行公告之日起供公開取得時，採購機關應確保所
有依第五項遴選之合格廠商，於同一時間皆可取得招標文件。

常年合格廠商名單
7.

採購機關設置常年合格廠商名單者，應公告邀請有興趣之廠商申請加入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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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該公告應刊登於附錄三所列適當媒體，且：

8.

9.

(a)

每年刊登公告；且

(b)

如採電子方式公告者，應能隨時取得。

第七項所定公告應包括：
(a)

可能使用該名單之財物或服務，或其類別之說明；

(b)

廠商欲列入該名單應具備之條件，以及採購機關查證廠商是否符合
條件之方法；

(c)

採購機關之名稱與地址，以及聯絡該機關與取得所有與名單相關文
件之其他必要資訊；

(d)

該名單之有效期與展延或終止之方式，如未提供有效期時，載明通
知終止使用該名單之方式；及

(e)

載明該名單得使用於適用本協定之採購。

縱有第七項規定，常年合格廠商名單之有效期為三年以下者，採購機關得
僅於該名單有效期開始時，僅進行第七項所定公告一次，惟該公告應：
(a)

載明有效期且不再進行進一步之公告；及

(b)

以電子方式發布，且能於有效期內隨時取得。

10.

採購機關應允許廠商隨時申請列入常年合格廠商名單，且應於合理之時間
內將所有合格廠商列入名單。

11.

如未列入常年合格廠商名單之廠商於第十一條第二項所定期間內申請參與
依據常年合格廠商名單進行之採購並提出所有必要文件，採購機關應審查
該申請。採購機關不得以無足夠時間審查申請為由，將廠商排除於採購案
之考慮外，但基於採購案之複雜性，機關無法於准予投標期間內完成審查
者，不在此限。

附件二及附件三所載機關
12.

如符合下列各款事項，附件二、三所載機關得以邀請廠商申請列入常年合
格廠商名單之公告，做為採購之公告：

13.

(a)

公告係依第七項為之，且內容包括第八項要求之資訊及盡可能包括
第七條第二項所要求且當時已可得之資訊，並載明該公告為採購之
公告，或未來僅列於常年合格廠商名單之廠商會收到與適用常年合
格廠商名單採購有關之通知；且

(b)

廠商向機關表達對於特定採購案之興趣者，機關應即時提供廠商充
足之資訊，包括第七條第二項所要求者（以可提供者為限），以使廠
商評估其參與採購之意向。

附件二或三所載採購機關有充足時間審查廠商是否具備參與條件時，得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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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已依第十項申請列入常年性合格名單之廠商投標。
與採購機關所作決定有關之資料
14.

針對廠商參與採購之請求或列入常年合格廠商名單之申請，採購機關應即
時通知廠商其對於該請求或申請之決定。

15.

採購機關如拒絕廠商參與採購之請求或列入常年合格廠商名單之申請、認
定廠商不再具備資格，或將廠商自常年合格廠商名單上除名，應迅速通知
該廠商，並依其要求，即時以書面解釋該決定之理由。

第十條 技術規格及招標文件
技術規格
1.

採購機關於目的或效果上，不得為製造國際貿易非必要障礙，擬定、採
用、應用任何技術規格或訂定任何審查是否符合規定之程序。

2.

於訂定採購財物或服務之技術規格時，採購機關應於適宜情形下：
(a)

指明性能或功能方面之技術規格，而非設計或敘述性之特性；且

(b)

根據國際標準訂定技術規格；如無國際標準，根據國家技術規定、
經認可之國家標準或建築規則。

3.

技術規格如採設計或敘述性之特性，採購機關應於適宜情形下，於招標文
件內載明如「或同等品」字樣，以便將可證明符合採購要求之同等財物或
服務納入考慮。

4.

採購機關不得訂定技術規格要求或提及特定商標或商號、專利、著作權、
設計、型式、特定來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充分精確或明白之
方式說明採購要求，且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例如「或同等品」字樣者，不
在此限。

5.

採購機關不得以足以排除競爭之方式，尋求或接受在特定採購中有商業利
益之人之建議，以擬定或採用任何採購案之技術規格。

6.

為茲明確，締約國及其採購機關，得依本條文規定，擬定、採用或應用技
術規格以促進自然資源之保育或環境保護。

招標文件
7.

採購機關應使廠商得取得招標文件，該文件應包括所有廠商備標與投標所
需之資訊。除非已載明於採購公告中，招標文件應包括下列資訊之完整說
明：
(a)

本採購案，包括欲採購之財物或服務之性質與數量。如不知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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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為估計之數量與應符合之要求，包括技術規格、合格證明、計
畫、圖說及說明資料；
(b)

廠商參與之任何條件，包括所有廠商應提供與參與條件有關之資訊
及文件；

(c)

採購機關決標之所有審查條件，除價格為唯一條件者外，應一併提
供各條件之相對重要性；

(d)

採購機關如以電子化方式進行採購，任何驗證與加密之要求或其他
與以電子方式提交資料有關之要求；

(e)

採購機關如辦理電子競價，與進行電子競標有關之規則，包括載明
與標案審查條件有關之項目；

(f)

如舉行公開開標，開標日期、時間與地點，及於適宜情形下，經授
權出席開標之人員；

(g)

任何其他條款或條件，包括付款條件與投標方式之相關限制，例如
以紙本或電子方式投標；及

(h)

交付財物或提供服務之日期。

8.

決定採購財物交付或服務提供之日期時，採購機關應考慮例如採購案之複
雜性，預期分包之程度，以及生產、出貨、自供應點運送與提供服務實際
所需時間等因素。

9.

採購公告或招標文件所定審查條件得包括價格與其他成本因素、品質、技
術水準、環境特性與交貨條款等。

10.

採購機關應即時：
(a)

提供招標文件，以確保有興趣之廠商有足夠時間投標；

(b)

依有興趣之廠商之要求，提供招標文件；及

(c)

回復有興趣或參加招標程序之廠商索取相關資訊之合理要求，但以
該資訊不致使該廠商相較於其他廠商處於優勢地位為限。

修正
11.

決標前，如招標機關修正採購公告或提供給參與廠商之招標文件中所載條
件或技術要求，或修改或重新發布公告或招標文件時，應以書面傳送所有
修正、修改或重新發布之公告或招標文件：
(a)

如機關於進行修正、修改或重新公告時，知悉所參與之廠商，應傳
送予所有該等廠商，如不知參與廠商，應以原本之發布方式進行；
及

(b)

在適宜情形下，於適當時間內傳送，以使廠商修改與重行遞送修正
後之投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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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等標期

一般規定
1.

採購機關應在符合本身合理需要之情形下，考量下列因素，給予廠商充足
時間準備與提出申請參與及投標：
(a)

採購案之性質與複雜程度；

(b)

預估分包之程度；及

(c)

如未採用電子方式，自國內外地點以非電子方式傳送投標文件所需
之時間。

此期限，包括任何期限之展期，須同時適用所有有意或參加之廠商。
截止期限
2.

使用選擇性招標之採購機關應規定申請參與，原則上於採購公告發布之日
起應不得少於二十五日。如因採購機關正式確認之緊急情況，導致相關期
限不可行，得縮短該期限，但不得少於十日。

3.

除第四項、第五項、第七項、第八項規定外，採購機關應規定投標之截止
日不得少於下列日期起四十日：

4.

(a)

於公開招標程序，自採購公告發布之日起；或

(b)

於選擇性招標程序，不論是否使用常年合格廠商名單，自採購機關
通知廠商受邀投標之日起。

於下列情形，採購機關得將第三項所定等標期，縮短為不少於十日：
(a)

採購機關於刊登採購公告至少四十日前，但不早於十二個月前，根
據第七條第四項發布採購預告，且採購預告包含：
(i)

採購案之說明；

(ii)

投標或提出申請參與之預估期限；

(iii) 載 明 有 興 趣 之 廠 商 應 對 機 關 表 明 其 對 此 一 購 案 有 興
趣；及
(iv)

向機關索取採購案相關文件之地址；及

(v)

盡可能提供第七條第二項所載採購公告之資料；

(b)

就循環性契約，採購機關在最初之採購公告中註明後續之公告將依
照本項規定訂定等標期；或

(c)

採購機關正式確認之緊急情況導致第三項所定等標期不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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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於下列各情形，採購機關得將第三項所定等標期各縮短五日：
(a)

以電子方式發布採購公告；

(b)

所有招標文件自採購公告發布之日起，以電子方式提供；及

(c)

機關接受以電子方式投標。

第五項與第四項合併適用時，於任何情形皆不得使依第三項所定之等標期
短於自採購公告發布日起十日。

7.

不論本條其他規定，採購機關購買商業財物或服務或二者之混合時，得將
第三項所定等標期縮短為不少於十三日，但以機關以電子方式同時發布採
購公告與招標文件者為限。且如機關又以電子方式接受商業財物或服務之
投標時，得將第三項所定期間縮短為不少於十日。

8.

附件二或三所載採購機關已選定所有或有限家數之合格廠商時，等標期得
由該採購機關與選定之廠商共同議定之。如無協議，該期間不得少於十
日。

第十二條
1.

2.

締約國得規定其採購機關於下列情形進行協商：
(a)

該機關於第七條第二項規定之採購公告中表明其有意進行協商；或

(b)

審查後發現依採購公告或招標文件中所載特定審查條件，並無明顯
之最有利廠商。

採購機關應：
(a)

確保依據採購公告或招標文件中所載審查條件淘汰參加協商之廠
商；及

(b)

當協商結束時，給予所有未淘汰廠商相同期限以重新投標或修改投
標內容。

第十三條
1.

協商

限制性招標

採購機關於下列情形，得使用限制性招標，並得選擇不適用第七條至第九
條、第十條（第七項至第十一項）、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與第
十五條，但以適用本條並非為避免廠商間之競爭，或對其他締約國之廠商
構成歧視，或保護國內廠商為限：
(a)

於下述情形：
(i)

無人投標，或無廠商申請參加；

(ii)

遞交之投標文件無符合招標文件基本要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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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無廠商符合參加之條件；或

(iv)

有圍標情事，

但以招標文件之要求無重大變動為限；
(b)

(c)

2.

如財物或服務僅得由特定廠商提供，且基於下述理由，無合理之其
他選擇或替代財物或服務存在時：
(i)

要求之標的為藝術品；

(ii)

涉及專利、著作權或其他專屬權之保護；或

(iii)

基於技術原因而無競爭存在；

由原來提供財物或服務之廠商提供不含於原先採購之額外財物或服
務，而更換提供該財物或服務之廠商將會：
(i)

因經濟或技術原因不可能達成，例如與原先採購之現有設
備、軟體、服務或裝置之交相替換或相互操作性等要求；
及

(ii)

造成採購機關之重大不便或大幅增加重複費用；

(d)

因機關無法預見之極緊急事故，致財物或服務無法經由公開或選擇
性招標及時獲得，而有確實之必要者；

(e)

自商品市場採購之財物；

(f)

如採購機關因委託他人進行研究、實驗、探索或原創性之發展，購
買根據該特定契約所開發出之原型或初次製造財物或服務。初次開
發出之財物或服務可能包括為納入實地測試結果並證明該財物或服
務之量產能符合可接受之品質標準而生產或提供之有限財物或服
務，但不包括為確定商業可行性或為回收研發成本而進行之財物量
產或提供服務；

(g)

於非經常性處分如清算、接管或破產的情形，在極短之時間內以極
為有利之條件進行之採購，但不包括向一般廠商所為之例行性採
購；或

(h)

由設計競賽中之優勝者得標且：
(i)

該競賽以符合本協定之原則之方式辦理，特別是與發布採
購公告有關之部分；及

(ii)

參賽者由獨立之評審團審查，以使優勝者獲得設計契約。

採購機關應就依第一項規定決標之各契約編製書面報告，該報告內容應包
括採購機關名稱、採購財物或服務之金額與種類，並說明其符合依據第一
項規定採用限制性招標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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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電子競價

採購機關欲使用電子競價進行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時，該機關應於電子競價
開始前，提供下列資訊予各投標廠商：
(a)

自動審查方式，包括根據招標文件所定審查條件且將於競價時自動
排序與重新排序之運算程式；

(b)

如依最有利標決標，其投標書要件初步審查之結果；及

(c)

其他與進行競價相關之資訊。

第十五條

投標文件之處理及決標

投標文件之處理
1.

採購機關應以公平、公正之採購程序收受、開啟及處理投標文件，並對投
標內容保密。

2.

如單純因採購機關之不當處理，導致採購機關在等標期截止後始收到投標
文件，採購機關不得處罰廠商。

3.

在開標至決標期間，如採購機關給予某一廠商改正其非故意造成之形式上
錯誤之機會者，該採購機關亦應給予所有投標廠商相同之機會。

決標
4.

凡列入決標考慮者，其投標文件應以書面為之，且應於開標當時，符合公
告與招標文件所定基本要求，而且是由符合參與條件之廠商所投標。

5.

6.

除採購機關為公共利益不予決標外，應決標予其認為有能力履行契約約
定，且符合公告及招標文件所載審查條件之下列投標廠商：
(a)

為最有利標；或

(b)

價格為唯一條件時，最低標。

如採購機關認為某一投標文件之價格非尋常的低於其他投標文件，得向廠
商查證其是否符合參加之條件且有能力履行契約之約定。

7.

採購機關不得為規避本協定之義務，而使用選擇權、取消採購或修改契
約。

第十六條

採購資訊透明化

提供予廠商之資訊
1.

採購機關應即時通知投標廠商關於決標之決定，如廠商要求時，應以書面
為之。依第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如廠商要求時，採購機關應向未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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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解釋其未選擇該廠商之原因，以及得標廠商之相對優點。
決標資訊之公告
2.

採購機關應於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決標後七十二日內，在本協定附錄三所載
適當平面或電子媒體上公告。機關如僅在電子媒體上公告，資訊應於合理
時間內可供隨時取得。公告應至少包括下列資訊：
(a)

採購之財物或服務之說明；

(b)

採購機關之名稱與地址；

(c)

得標者之名稱與地址；

(d)

得標金額或決標時列入考慮之最高及最低標；

(e)

決標日期；及

(f)

所使用之採購方式，及如依第十三條使用限制性招標者，說明使用
限制性招標之正當理由。

保存文件、報告與電子可追溯性
3.

採購機關應自決標日起保存下列資料至少三年：
(a)

與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有關之招標程序和決標之文件與報告，包括第
十三條所規定之報告；及

(b)

確保以電子方式辦理之適用本協定之採購，其數據可適當追溯。

統計資料之彙整與報告
4.

締約國應就其關於適用本協定之採購契約，彙整統計資料並向委員會報
告。每一報告應包括一年之資料，且於報告期間末了之二年內提交，並包
含下列資料：
(a)

就附件一所載採購機關：
(i)

所有該等機關適用本協定之契約之件數與總值；

(ii)

各機關適用本協定之契約之件數及總值，依國際公認之統
一分類制度按財物與服務之類別分列；及

(iii)

(b)
(c)
5.

各機關採限制性招標之方式，辦理適用本協定之
契約之件數與總值。
就附件二及三所載採購機關，適用本協定之契約之件數與總值，依
附件所載機關分列；及
如無法提供資料時，提供第(a)款及第(b)款所要求資料之估計，並說
明作出估計之方法。

締約國如於官方網站上依照第四項要求之方式公布統計資料，該締約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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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知委員會該網址，以及進入及使用該統計數據之必要指示之方式，取
代第四項所要求之報告。
6.

如締約國要求將決標有關公告，按照第二項之規定以電子方式公告，而大
眾得透過單一資料庫取得該公告，且該資料庫之格式允許對於適用本協定
之契約進行分析，該締約國得以通知委員會該網址，以及進入及使用該統
計數據之必要指示之方式，取代第四項所要求之報告。

第十七條

資訊公開

提供資訊予締約國
1.

締約國應依請求，即時提供其他締約國用以判斷特定採購案係以公平公正
之方式辦理，且符合本協定規定之必要資訊，包括得標者之特點與相對優
點。如揭露此類資訊有妨害未來競標之虞，除非經諮詢提供資訊之締約國
並取得其同意，否則取得資訊之締約國不得向任何廠商揭露。

不揭露資訊
2.

不論本協定其他規定，締約國及其採購機關，不得向任何特定廠商揭露可
能妨害廠商間公平競爭之資訊。

3.

本協定並未要求締約國及其採購機關、主管機關及審議機關，揭露會造成
下列情形之保密資訊：
(a)

妨礙法律之執行；

(b)

可能損害廠商間公平競爭；

(c)

影響特定人之合法商業利益，包括智慧財產權之保護；或

(d)

其他違反公共利益之情事。

第十八條
1.

國內審查程序

締約國應提供及時、有效、透明且無歧視之行政或司法審查程序使廠商得
對涉及或曾涉及其利益且為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有下列事項者得提出申
訴：
(a)

違反本協定；或

(b)

如廠商依締約國國內法，無權就違反協定之情形直接提出申訴者，
任何未遵守締約國為執行本協定所訂定之措施之情形。

申訴之程序規定應以書面列明，且得供一般人取得。
2.

如廠商之投訴係針對涉及或曾涉及其利益且為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有第一
項所述之違反本協定或未遵守措施情形者，採購機關之締約國應鼓勵該機
關與廠商以諮商方式解決爭議。該採購機關應對投訴事項予以公正且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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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考量，以不損及廠商正在進行中的採購案或未來採購案，或其依行政或
司法審查程序尋求改正措施之權利。
3.

各廠商應被允許有充足的時間準備與提出申訴，無論如何，不得少於廠商
得知或合理的可得知申訴事實起十日。

4.

締約國應設立或指派至少一個獨立於採購機關之公正行政或司法機關受理
與審查廠商就適用本協定之採購之申訴。

5.

如申訴係由第四項所定行政或司法機關以外之機構先行審議時，締約國應
確保廠商對該適用本協定之採購之初步決定，得向獨立於採購機關之公正
行政或司法機關提起上訴。

6.

締約國應確保非屬法院之審查機關之決定，應受司法審查或具備下列審查
程序：

7.

(a)

採購機關應以書面回覆申訴，且將一切相關文件向審查機關揭露；

(b)

程序之參與者（以下簡稱「參與者」）應有權於審查機關作成決定前
陳述意見；

(c)

參與者有權派遣代表或有人陪同；

(d)

參與者應可參與全部程序；

(e)

參與者有權要求程序公開進行，且得提出證人；及

(f)

審查機關應即時以書面作成決定或建議，且應包含其各項決定或建
議之理由。

締約國應採用或維持含有下列事項之程序：
(a)

快速臨時措施，俾保留廠商參加採購之機會。該臨時措施得使採購
程序暫停進行，但申訴程序得規定於決定是否適用此等措施時，得
就避免對包括公共利益在內之有關利益所生之不利後果列入考量，
且應以書面說明不採取此等措施之正當理由；及

(b)

如審查機關決定有第一項違反本協定或未遵守措施之情形存在，應
有改正措施或賠償所受損害，所受損害之賠償得限於備標之成本或
與申訴有關之成本，或兩者之總和。

第十九條

適用範圍之修正

預定修正之通知
1.

締約國對於附錄一之附件之預定改正、機關於不同附件之移列、機關之移
除或其他修正，應通知委員會(所述各項，以下簡稱「修正」)。提出修正
之締約國（以下簡稱「修正國」）應將以下事項包括於通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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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欲以政府對該機關採購之控制或影響力已有效地排除為由，行使
權力將該機關自附錄一之附件中移除者，為其排除之證據；或

(b)

若為其他修正者，為本協定所載雙方協議適用範圍之改變所可能造
成之效果之資訊。

通知之異議
2.

締約國於本協定下之權利可能因第一項所載預定修正通知而受影響者，得
通知委員會對該預定修正提出異議。異議應於該通知向締約國分送日起四
十五日內提出，且應說明異議之理由。

諮商
3.

修正國與提出異議之締約國（以下簡稱「異議國」）應盡力以諮商解決爭
議。在諮商時，修正國與異議國應就下列事項考量預定之修正：
(a)

就第一項第(a)款規定之通知，依第八項第(b)款所採標準，載明已有
效去除政府對採購機關適用本協定之採購之控制與影響力；及

(b)

就第一項第(b)款規定之通知，依第八項第(c)款所採與修正之補償性
調整程度有關之基準，以維持權利與義務之平衡及本協定中共同同
意適用範圍之對等程序。

修正之變更
4.

修正國與異議國以諮商解決異議，修正國並據以變更其預定修正時，修正
國應依第一項通知委員會，且該修正之變更應於符合本條規定時方得生
效。

修正之實施
5.

預定之修正應於下列情形方得生效：
(a)

第一項所定預定修正之通知向締約國分送日起四十五日內，無締約
國以書面向委員會提出異議；

(b)

所有異議國通知委員會撤回其對預定修正之異議；或

(c)

第一項所定預定修正之通知向締約國分送日起已屆一百五十日，且
修正國已以書面通知委員會其有意實施該修正。

實質同等適用範圍之撤回
6.

當修正係依第五項第(c)款生效時，異議國得撤回實質同等適用範圍。不論
第四條第一項第(b)款之規定，依本項規定之撤回得僅對修正國施行。異議
國至少應在撤回生效前 30 日，以書面通知委員會此撤回。依本項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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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應符合委員會依第八項第(c)款所採關於補償性調整程度之基準。
協助解決異議之仲裁程序
7.

委員會依據第八項採用仲裁程序以協助解決異議時，修正國或異議國得在
預定修正之通知向締約國分送日起一百二十日內啟動仲裁程序：

(a)

(b)

如無締約國在期限內啟動仲裁程序：
(i)

不論第五項第(c)款之規定，預定之修正應於第一項規定之預
定修正通知向締約國分送日起一百三十日生效，且修正國已
以書面通知委員會其有意實施該修正；及

(ii)

異議國不得依第六項撤回適用範圍。

如修正國或異議國已啟動仲裁程序：
(i)

不論第五項第(c)款之規定，預定之修正在仲裁程序結束前不
生效力。

(ii)

任何欲執行補償權利，或依第六項規定撤回實質同等適用範
圍之異議國，應參與仲裁程序；

(iii)

修正國依據第五項第(c)款之規定使該修正生效者，應遵循仲
裁程序之結果；及

(iv)

如修正國依據第五項第(c)款之規定使該修正生效時，如未遵
循仲裁程序之結果，異議國得依第六項規定撤回實質同等適
用範圍，但以該撤回符合仲裁程序結果者為限。

委員會職責
8.

委員會應通過下列事項：
(a)

有助解決第二項所定異議之仲裁程序；

(b)

載明機關適用本協定之採購，政府對其控制與影響力已有效去除之
認定基準；及

(c)

決定對依第一項第(b)款規定修正之補償性調整程度及第六項所定實
質同等適用範圍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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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諮商及爭端解決

1.

締約國對另一締約國就任何影響本協定運作事項所為之表示，應予以同理
心考量且給予充分的諮商機會。

2.

如締約國認為因下列情事，其依本協定直接或間接可得利益遭取消或減
損，或本協定目標之達成受到妨礙：
(a)

其他締約國未能履行其於本協定之義務；或

(b)

其他締約國採取任何措施，不論該措施是否牴觸本協定之規定，

締約國得訴諸「爭端解決規則及程序瞭解書」（以下簡稱「爭端解決瞭解書」）
之規定，以使該事件依共同滿意之方式解決。
3.

爭端解決瞭解書適用於本協定之任何諮商及爭端解決，但不論爭端解決瞭
解書第二十二條第三項之規定，除本協定外，任何基於該瞭解書附錄一所
列之協定而生之爭端，均不得導致依本協定所為之減讓或其他義務之暫
停，而本協定之爭端亦不得導致該瞭解書附錄一所列其他協定所為之減讓
或其他義務之暫停。

第二十一條 機構
政府採購委員會
1.

應設立由所有締約國之代表組成之政府採購委員會。委員會應自選其主
席，並視需要召開會議，但每年至少應集會一次，俾使締約國就與本協定
之運作或促進本協定目標有關之任何事項有諮商之機會，並執行締約國交
付之其他任務。

2.

委員會得設工作小組或其他附屬機構以執行委員會交付之任務。

3.

委員會應每年：
(a)

檢討本協定之執行與運作情形；及

(b)

依馬爾喀什設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以下簡稱「世界貿易組織協
定」）第四條第八項規定，將其活動及與本協定之執行及運作有關之
發展，通知世界貿易組織總理事會。

觀察員
4.

非本協定締約國之世界貿易組織會員國有權以書面通知方式，以觀察員身
分參加本委員會。任何世界貿易組織觀察員得以書面向委員會請求以觀察
員身分參加本委員會，且委員會得賦予其觀察員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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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最後規定
接受與生效
1.

就適用範圍已載明於本協定附錄一之附件，且於一九九四年四月十五日簽
署接受本協定，或於前述日期前以尚待批准之方式先行簽署本協定並嗣後
於一九九六年一月一日前批准之政府1 而言，本協定自一九九六年一月一
日起生效。

加入
2.

世界貿易組織會員國得依委員會決定所載、該會員國與締約國協議之條
件，加入本協定。加入之手續，於該政府向世界貿易組織秘書長提交一份
載明前述協議條件之文件時完成。本協定應於會員國提交加入文件後第三
十日對該會員國生效。

保留
3.

對本協定之任何規定，締約國不得有所保留。

國內立法
4.

各締約國應確保在不晚於本協定對其開始生效日前，其適用於其採購機關
之法律、規章、行政程序、規則、程序與實務均符合本協定之規定。

5.

各締約國與本協定有關之法律與規章及其施行如有變更，應通知委員會。

未來之協商及未來之工作計畫
6.

各締約國應盡力避免新增或繼續使用歧視性措施，而扭曲公開採購。

7.

本協定各締約國至遲應於二○一二年三月三十日通過之政府採購協定修正
議定書生效後第三年年底前，以及其後定期進行協商，俾在兼顧開發中國
家之需要下，改進本協定、逐步減少與去除歧視措施，並在互惠基礎上儘
可能擴大其適用範圍。

8.

(a)

為促進本協定之實施以及進行第七項所定之協商，委員會應透過
採行下列工作計畫進行未來之工作：
(i)

對於中小企業之處理；

(ii)

統計資料之彙整與發布；

(iii)

對於永續採購之處理；

1 為本協定之目的，「政府」視為包括歐洲聯盟之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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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v)

締約國附件所載排除與限制條件；及

(v)

國際採購之安全標準。

委員會：
(i)

得通過含有額外項目之工作計畫清單，該清單得定期檢
討與更新；及

(ii)

應決議第(a)款之特定工作計畫及依第(b)款第(i)目通過之
各工作計畫中應進行之工作。

9.

按照世界貿易組織協定附件 1A 之原產地規則協定內有關調和貨物原產地
規則工作計畫之結論，以及關於服務貿易之協商，締約國應於修訂第四條
第五項時，在適宜情形下，將該工作計畫及協商結果列入考量。

10.

委員會至遲應於政府採購協定修正議定書生效後第五年年底前，檢討第二
十條第二項第(b)款之適用性。

修正
11.

締約國得修正本協定。通過修正並將其送交締約國接受之決定應以共識決
作成。修正將依下列情形生效：
(a)

除第(b)款規定情形外，對接受之締約國而言，三分之二以上締約國
接受時，及對其後接受之締約國而言，於其接受時；

(b)

如委員會以共識決決議該修正不會改變締約國之權利和義務，對於
所有締約國而言，應於三分之二締約國接受時生效。

退出
12.

任一締約國均得退出本協定。此一退出，自世界貿易組織秘書長收到該締
約國退出之書面通知之日起，屆滿六十日始生效。任一締約國於此通知
時，得請求立即召開委員會會議。

13.

如本協定任一締約國停止其為世界貿易組織之會員，亦應停止其為本協定
之締約國，並自停止其為世界貿易組織之會員之日起生效。

特定締約國間排除適用本協定
14.

任何兩締約國之ㄧ，若於接受或加入本協定時，不同意本協定之相互適
用，則本協定不適用於該兩締約國之間。

附錄
15.

本協定之附錄為構成本協定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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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16. 本協定應由世界貿易組織秘書處提供服務。
保存
17.

本協定應存放於世界貿易組織秘書長之處。秘書長應即時提供本協定各締
約國本協定、依第十九條所為之修正、依第十一項所為之修正，依第二項
所為之加入通知，以及依第十二項或第十三項所為之退出之簽證副本。

登記
18.

本協定應依聯合國憲章第一○二條規定辦理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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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承諾開放清單*
（僅以英文版為準）
附件一
中央機關
門檻金額：13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6,000,000 元)..財物
13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6,000,000 元)..服務
5,00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230,880,000 元).工程服務

適用機關清單：
1. 總統府、2.行政院、3.內政部(包括中部辦公室及第二辦公室)、4. 財政部
(包括中部辦公室)、5.經濟部(包括中部辦公室)、6.教育部(包括中部辦公
室)、7.法務部(包括中部辦公室)、8.交通部(包括中部辦公室)、9.蒙藏委員
會、10. 僑務委員會、11.行政院主計總處(包括中部辦公室)、12.行政院衛生
署(包括中部辦公室)、13.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包括中部辦公室)、14.行政院新
聞局、15.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16.行政院大陸委員會、17.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包括中部辦公室)、18.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20.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1.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22.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23.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24.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25.行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附註 3)、26.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27.行政院消費者
保護會、28.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9.外交部(附註 2 及附註 4)、30.國防
部、31.國立故宮博物院、32.中央選舉委員會
*

僅以英文列示。 有關機關清單，依加入政府採購協定模式之相關文件。

對本附件一之附註：
1.所列中央政府機關包括各該機關組織法所涵蓋之行政單位，及依據 1998 年
10 月 28 日公布及 2000 年 12 月 6 日修訂之「臺灣省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暫行條例」移轉至中央政府之單位。
2.本協定不適用臺、澎、金、馬關稅領域之外交部有關駐外代表處、辦事處及
其他使館之工程採購。
3.自本協定生效起五年內，本協定不適用臺、澎、金、馬關稅領域之國家實驗
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之採購。
4.本協定不適用外交部為提供對外援助之直接目的所辦理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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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央以下機關
門檻金額：20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9,230,000 元) ..財物
20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9,230,000 元)...服務
5,00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230,880,000 元)工程服務

適用機關清單：
I.臺灣省政府（1.臺灣省政府秘書處、2.臺灣省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3.臺
灣省政府法規委員會）
II.臺北市政府（1.民政局、2.財政局、3.教育局、4.產業發展局、5.工務
局、6.交通局、7.社會局、8.勞工局、9.警察局、10.衛生局、11.環境保護
局、12.都市發展局、13.消防局、14.地政局、15.都市發展局、16.觀光傳播
局、17.兵役局、18.秘書處、19.主計處、20.人事處、21.政風處、22.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23.都市計畫委員會、24.訴願審議委員會、25.法規委員
會、26.捷運工程局、27.公務人員訓練處、28.信義區公所、29.松山區公
所、30.大安區公所、31.中山區公所、32.中正區公所、33.大同區公所、34.
萬華區公所、35.文山區公所、36.南港區公所、37.內湖區公所、38.士林區
公所、39.北投區公所）
III.高雄市政府（1.民政局、2.財政局、3.教育局、4.經濟發展局、5.工務
局、6.社會局、7.勞工局、8.警察局、9.衛生局、10.環境保護局、11.捷運
工程局、12.消防局、13.地政局、14.都市發展局、15.新聞局、16.兵役局、
17.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8.秘書處、19. 主計處、20.人事處、21.政風
處、22.鹽埕區公所、23.鼓山區公所、24.左營區公所、25.楠梓區公所、26.
三民區公所、27.新興區公所、28.前金區公所、29.苓雅區公所、30.前鎮區
公所、31.旗津區公所、32.小港區公所、33.海洋局、34.觀光局、35.文化
局、36.交通局 37.法制局、38.原住民事務委員會、39.客家事務委員會、40.
農業局、41.水利局、42.湖內區公所、43.茄萣區公所、44.永安區公所、45.
彌陀區公所、46.梓官區公所、47.六龜區公所、48.甲仙區公所、49.杉林區
公所、50.內門區公所、51.茂林區公所、52.桃源區公所、53.那瑪夏區公
所、54.鳳山區公所、55.岡山區公所、56.旗山區公所、57.美濃區公所、58.
林園區公所、59.大寮區公所、60.大樹區公所、61.仁武區公所、62.大社區
公所、63.鳥松區公所、64.橋頭區公所、65.燕巢區公所、66.田寮區公所、
67.阿蓮區公所、68.路竹區公所）
對本附件二之附註：
1.所列中央以下政府機關包括各該機關組織法所涵蓋之行政單位。
2.高雄市政府適用範圍包括 2010 年 12 月 25 日併入之原高雄縣政府行政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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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其他機關
門檻金額：40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18,470,000 元)..財物
40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18,470,000 元)..服務
5,000,000 特別提款權(民國 103 年折合新臺幣 230,880,000 元) ..工程服務

適用機關清單：
1.臺灣電力公司、2.臺灣中油公司、3.臺灣糖業公司、4.國立臺灣大學、5.國
立政治大學、6.國立臺灣師範大學、7.國立清華大學、8.國立中興大學、9.國
立成功大學、10.國立交通大學、11.國立中央大學、12.國立中山大學、13.國
立中正大學、14.國立空中大學、15.國立臺灣海洋大學、16.國立高雄師範大
學、17.國立彰化師範大學、18.國立東華大學、19.國立陽明大學、20.國立臺
灣科技大學、21.國立臺北藝術大學、22.國立臺灣體育大學、23.國立雲林科技
大學、24.國立屏東科技大學、25.國立臺灣藝術大學、26.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
學、27.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28.國立臺北教育大學、29.國立新竹教育大
學、30.國立臺中教育大學、31.國立嘉義大學、32.國立臺南大學、33.國立屏
東教育大學、34.國立東華大學(美崙校區)、35.國立臺東大學、36.國立臺北科
技大學、37.國立高雄應用科技大學、38.國立虎尾科技大學、39.國立臺北商業
技術學院、40.國立臺中科技大學、41.國立高雄海洋科技大學、42.國立宜蘭大
學、43.國立屏東商業技術學院、44.國立勤益科技大學、45.中央信託局（適用
於以該局自有預算辦理之採購）（併入臺灣銀行）（附註 1）、46.中央印製廠
（附註 2）、47.中央造幣廠、48.臺灣自來水公司、49.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
設醫院、50.國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51.臺北榮民總醫院、52.臺中榮民
總醫院、53.高雄榮民總醫院、54.臺灣鐵路管理局、55.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基隆港務分公司、56.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57.臺灣港務股
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58.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蓮港務分公司、59.
翡翠水庫管理局、60.臺北自來水事業處、61.中央警察大學、62.國立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
對本附件三之附註：
1.本協定適用中央信託局（併入臺灣銀行）代理附件一至附件三之機關辦理適
用本協定之採購。
2.本協定不適用中央印製廠有關印鈔機(凹版)(HS No.8443)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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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財物
1.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本協定適用附件一至附件三所列機關之全部財物採
購。
2.依據本協定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所認定之除外事項以外，本協定一般適用臺、
澎、金、馬關稅領域之國防部依「美國聯邦產品分類號列(FSC)」所列以下
項目之採購。
FSC 產品類別
2510 車輛駕駛艙、車身及車架結構組合件、2520 車輛用動力傳動組合件、
2540 車用裝璜及附件、2590 車輛雜項零件、2610 充氣內外胎(非航空器
用)、2910 引擎燃料系組合件(非航空器用)、2920 引擎電氣系組合件(非航
空器用)、2930 引擎冷卻系組合件(非航空器用)、2940 引擎空氣及滑油
濾、濾篩及清潔器(非航空器用)、2990 雜項引擎附件(非航空器用)、3020
齒輪、皮帶輪、鏈齒及傳送鏈條、3416 車床、3417 銑床、3510 清洗及乾
洗設備、4110 冷藏設備及附件、4230 去污及浸染裝備、4520 空氣加溫裝
備及家用熱水器、4940 雜項維護及修理工場特種裝備、5110 無動力有刃手
工具、5120 無動力無刃手工具、5305 螺釘、5306 螺栓、5307 螺桿、5310
螺帽及墊圈、5315 釘、鍵及銷、5320 鉚釘、5325 扣繫器材、5330 襯墊材
料、5335 金屬紗網、5340 雜項五金、5345 砂輪及磨石、5350 研磨材料、
5355 旋紐及指針、5360 彈簧、捲片、絲、5365 襯圈、襯片、襯柱、5410
預製活動建築物、5411 硬式護壁、5420 固定與浮動便橋、5430 儲藏用池
槽、5440 鷹架及水泥模板、5445 預製塔臺構架、5450 雜項預製構架、
5520 房具、5530 三夾板及美光版、5610 散裝建築用礦料、5620 建築用玻
璃、瓦、磚及成形石塊、5630 非金屬管料及導管、5640 牆板、建築用紙料
及隔熱材料、5650 屋頂及外壁材料、5660 柵籬、圍牆及門、5670 建築及
有關金屬材料、5680 雜項建築材料、6220 車輛電燈及裝具、6505 藥品、
培養液及藥用試劑、6510 外科包紮材料、6515 醫藥及外科用儀器、裝備及
用品、7030 資料處理軟體、7050 資料處理零件、7105 家庭傢俱、7110 辦
公用傢俱、7125 箱、櫥、櫃、架、7195 雜項傢俱及器具、7210 家用裝
璜、7220 地毯、7230 窗簾、帷、幕及遮陰裝具、7240 家用及商用容器、
7290 雜項家用及商用之裝璜及用具、7310 食物烹飪、烘烤及溫熱設備、
7320 廚房裝備及用具、7330 廚房手工具及炊具、7340 刀叉食用餐具、
7350 盛裝餐具、7360 成套、成組、烹飪及膳勤裝備及用品、7520 辦公室
用具及附件、7530 文具及紀錄表格、7910 地板打腊及吸塵裝備、7920 掃
帚、刷、拖把及海綿、7930 清洗及打光劑裝備、8105 袋囊、8110 桶罐、
9150 切削、潤滑、液壓用之滑油及油膏、9310 紙張及紙板、9320 橡膠製
成材料、9330 塑膠製成材料、9340 玻璃製成材料、9350 耐火材料、9390
雜項非金屬製成材料、9410 各種植物性原料、9420 動植物性及合成纖維、
9430 非食用雜項動物原料、9440 雜項農林原料、9450 除紡織品外之非金
屬性碎料、9610 礦石、9620 天然及合成礦產品、9630 附加金屬之材料及
合金、9640 鋼鐵毛坏及半成品、9650 非鐵金屬精煉及粗製品、9660 貴重
金屬原料、9670 鋼鐵碎料、9680 非鐵金屬碎料、9905 招牌及廣告、9910
珠寶、9915 古物收藏、9920 吸煙用具及火柴、9925 宗教設備、器具及用
品、9930 祭祀物品、殯葬設備及用品、9999 其他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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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服務
依照 MTN.GNS/W/120 文件所標示之服務項目總表，本附件包含下列服務項目：
GNS/W/120 中央貨品號列
1.A.a.
861**
1.A.b
1.A.c.
1.A.d.
1.A.e.
1.A.f.
1.A.g.
1.B.a.
1.B.b.
1.B.c.
1.B.d.
1.B.e.
1.D.b.
1.E.b.
1.E.d.
1.E.e.
1.F.a.
1.F.b.
1.F.c.
1.F.d.
1.F.e.
1.F.f.
1.F.h.
1.F.i.
1.F.m.
1.F.n.

服務名稱
法律服務（僅限依臺、澎、金、馬關稅領域法律
取得律師資格者）
862**
會計、審計及簿計服務
863**
租稅服務（不包括所得稅簽證服務）
8671
建築服務
8672
工程服務
8673
綜合工程服務
8674
都市規劃及景觀建築服務
841
與電腦硬體安裝有關之諮詢服務
842
軟體執行服務
843
資料處理服務
844
資料庫服務
845
包括電腦之辦公機器設備維修服務
849
其他電腦服務
82203**,82205** 附帶於居住及非居住建物與土地之銷售經紀服務
83104**
未附操作員之航空器有關之租賃(涉及航空權者
除外)
83106-83109
未附操作員之其他機器和設備有關之租賃
8320
與個人及家用產品有關之租賃
871**
廣告服務（僅限電視或廣播廣告）
864
市場研究與公眾意見調查服務
865
管理顧問服務
866**
與管理顧問相關之服務（仲裁及調解服務除外）
8676
技術檢定與分析服務
88110**,88120** 附帶於農、牧、林之顧問服務
88140**
883,5115
附帶於礦業之服務
884**,885
附帶於製造業之服務（CPC88442 出版及印刷除
外）
8675
與科技工程有關之顧問服務
633,8861-8866
設備維修服務（海運船隻、航空器或其他運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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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o.
1.F.p.
1.F.q.
1.F.t.
1.F.s.
2.B.
2.C.a.

874
875
876
87905
87909
7512**

備除外）
建築物清理服務
攝影服務
包裝服務
翻譯及傳譯服務
會議服務
國際快遞服務路地運送部分

7521**

語音電話業務

2.C.b.

7523**

分封交換式數據傳輸業務

2.C.c.

7523**

電路交換式數據傳輸業務

2.C.d.

7523**

電報交換業務

2.C.e.

7522

電報業務

2.C.f.

7521**, 7529**

傳真業務

2.C.g.

7522**, 7523**

出租電路業務

2.C.h.
2.C.i.
2.C.j.
2.C.k.
2.C.l.
2.C.m.
2.C.n.
2.C.o.

7523**
7523**
7523**
7523**
7523**
7523**
843**

電子文件存送服務
語音存送服務
資訊儲存、檢索服務
電子資料交換服務(EDI)
加值傳真(含存轉、存取）服務
編碼及通信協定轉換服務
資訊處理服務

75213*

行動電話業務

2.C.o.

7523**, 75213*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

2.C.o.

7523**

行動數據通信業務

2.C.o.

75291*

無線電叫人業務

2.D.a.

96112

錄影帶及電影之製作服務業

2.D.a.

96113

錄影帶及電影之行銷服務業

2.D.b.

96121

電影放映服務業

2.D.b.

96122

錄影帶放映服務業

6.A.

9401

污水處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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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6.C.
6.D.

7.A.
7.B.
9.A
9.A
9.B
11.C.a.
11.E.d.
11.F.d.

9402
9403
9404
9405
9409
812**,814**
Ex81**
64110**
642
7471
8868**
8868**
6112,8867

廢棄物處理服務
衛生及類似服務
其他
排氣清潔服務
噪音防制服務
其他環境保護服務
保險服務
銀行及投資服務
旅館服務
提供食物服務
旅行社及旅遊服務
民用航空器維修
鐵路運輸設備維修
公路運輸設備維修

對本附件五之附註：
1.標示“*”記號者，代表所述服務類別是一個開放範圍較大之號碼開放範圍之
一部分。標示“**”記號者，代表所述服務類別僅為 CPC 號碼所涵蓋服務範圍
之一部分。
2.電信服務案件之開放僅限於加值服務案件，且提供此等服務之電信設備係租
自公用電信傳輸網路。
3.下列項目不包含在內：
—研究發展；
—鑄幣；
—關於國防部不適用本協定之財物採購，其與此等採購有關之所有服務；
4.本清單所列之銀行及投資服務不包括：
—與證券或其他金融工具之發行、銷售、購買或移轉有關或與中央銀行服務
有關之金融服務採購。

附件六
工程服務
工程服務清單：
所有納入中央貨品分類第五十一章之服務。

54

附4-308

附件七
總附註
1.任一特定締約國所開列適用特定範圍之門檻金額較臺、澎、金、馬關稅領域
為高者，臺、澎、金、馬關稅領域對該締約國所開放該特定範圍之採購，適
用該較高之門檻金額。(本附註不適用參加本清單附件二所列機關於辦理財
物、服務及工程服務案之美國及以色列之廠商。)
2.除非本協定相關締約國已開放臺、澎、金、馬關稅領域之廠商及服務提供者
進入該國市場，臺、澎、金、馬關稅領域將不給予該締約國之廠商及服務提
供者享有本協定之利益。列入本協定附件五之服務及附件六之工程服務，僅
開放予對該等服務亦相對開放之締約國。
3.適用本協定之機關代理非適用本協定機關所辦理之採購，不適用本協定規
定。
4.一機關所決標之契約，非本協定所涵蓋者，不得解釋為本協定適用於該契約
所包含之任何財物或服務。
5.本協定不適用於下列採購：
—購置或租賃土地、既有建物或其他不動產或其附屬權利；
—購置、發展、製作或合製廣播節目及廣播時段之採購；
—僱傭採購。
6. 本協定不適用於下列情形：
—依國際協定共同辦理或聯合開發計畫所辦理之採購；
—依國際組織之特別程序所辦理之採購；
—以轉售或供生產銷售目的之財物或服務之採購；
—為執行農業援助及人口養育計畫之農產品採購；
—與下列電力、運輸之財物及服務（包括工程）有關之採購。
電力排除項目(財物部分)
HS 8402 水蒸汽及其他蒸汽鍋爐
HS 8404 鍋爐之輔助設施
HS 8410 水輪機及其調整器
HS 8501 電動機及發電機
HS 8502 發電機組
HS 8504 變壓變流器
HS 8532 電力電容器
HS 8535 斷電器及開關設備(逾 1000 volts）
HS 8536 斷電器及開關設備（不逾 1000 volts）
HS 8537 開關盤、配電盤
HS 8544 電線電纜（含光纖電纜）
HS 9028 電錶
 惟 HS 8402、8404、8410、8501(限 22000KW 以上之電動機及 50000KW 以上
上之發電機)、850164、8502、8504(限 1000KW~600000KW 之變壓器及變流
流器)及 8544(僅電信電纜部分)項之採購開放予美國、歐盟、日本、
士、、加拿大、挪威、冰島、香港、新加坡及以色列之財物及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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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 HS 8402、8404、8410、850164 及 8502 項之採購開放予韓國之財物
及廠商。
電力排除項目(服務及工程部分)
CPC 51340 輸電線路工程施工
CPC 51360 水力發電廠及變電所工程施工
CPC 51649 輸配電線路自動化系統施工
CPC 52262 水力發電廠工程監造
CPC 86724 輸配電工程及變電所設計服務
CPC 86725 發電廠工程設計服務
CPC 86726 輸配電線路自動化系統工程設計服務
CPC 86739 輸配電系統統包服務
 惟 CPC 51340、51360 及 51649 項之採購開放予韓國、歐盟、日本、美
國、瑞士、加拿大、挪威、冰島、香港、新加坡及以色列之服務提供
者。
 惟 CPC 52262 項之採購開放予韓國、歐盟、美國、瑞士、加拿大、挪
威、冰島、香港、新加坡及以色列之服務提供者。
 惟 CPC 86724、86725、86726 及 86739 項之採購開放予美國、加拿大、
韓國、歐盟、日本、瑞士、挪威、冰島、香港、新加坡及以色列之服務
提供者。

運輸排除項目
HS8601 鐵路機車
HS8603 自力推進之鐵路車道用客車、貨車
HS8605 非自力推進之鐵路車道用客車、貨車
HS8607 鐵路或電車道機車或運輸用之零件
HS8608 鐵路或電車軌道固定裝置及配件、機械式信號、安全或交通控制
設備
 惟 HS8608 之採購開放予美國、加拿大、歐盟、日本、瑞士、挪威、冰島、
香港、新加坡及以色列之財物及廠商。
 惟 HS8601、8603、8605 及 8607 項之採購開放予加拿大、歐盟、日本、挪
威、冰島、香港、新加坡及以色列之財物及廠商，且自臺、澎、金、馬關
稅領域加入 WTO 日起十年內可進行採購金額 50%以內之補償性目的措施。
7.臺、澎、金、馬關稅領域採購之涵蓋範圍不包括非契約性之協議或任何形式
之政府協助，包括但不限於合作協定、補助、貸款、保證、財務獎勵與政府
提供財物及服務予個人或非適用本協定之機關。
8.依本協定採購程序所提供之服務，包括工程服務，有關市場進入及國民待遇
之條件及資格，須以臺、澎、金、馬關稅領域按服務業貿易總協定所提出之
承諾表所要求者為依據。
9.本協定不適用有關國家安全而須排除適用之採購，包括為協助核物料防護、
核廢料管理或技術所辦理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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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依第六條締約國公告適用本協定之政府採購相關法律、規章、司法
判決、通用之行政規定、標準契約條款及程序之電子或平面媒體

臺、澎、金、馬關稅領域
政府公報
公共工程委員會(http://www.pcc.gov.tw/)
司法判決(http://www.judicial.gov.tw/)

附錄三
依第六條締約國刊登第七條、第九條第七項、第十六條第二項公告
之電子或平面之媒體

臺、澎、金、馬關稅領域
政府電子採購網(http:// web.pcc.gov.tw/)

附錄四
依第十六條第五項締約國刊登統計資料及依第十六條第六項刊登
相關決標公告之網址

臺、澎、金、馬關稅領域
政府電子採購網(http:// web.p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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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中譯文）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中華台北）與美國雙方代表就
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舉行多次雙邊諮商，其目的
旨在澄清（1）中華台北執行 GPA 規定之相關法規條文，及（2）中華台
北申請加入 GPA 之市場開放清單之修正內容。
在上述諮商基礎下，美國與中華台北達成下列協議。本協議所述措施，
除另特別敘明者外，將自中華台北加入 WTO 日起施行。雙方皆瞭解美國
最終接受中華台北加入 GPA 之條件，仍須俟美國檢視並接受中華台北所
提出最終且完整之市場開放清單附錄一為前提。
政府採購法令
1.中華台北應確保適用 GPA 之所有採購，其招標機關不會：（1）規定美
商加入當地工商業團體以作為其參與招標程序之條件；（2）在審標或
決標時不會考量廠商是否加入該等團體。該等採購決標後，中華台北
同意對於加入當地工商業團體之規定，及該等團體對於會員之規定，
須符合不歧視原則，且除了合理之會員費外，不得構成貿易障礙。本
項措施至遲將自 2001 年 12 月 31 日起施行。
2.中華台北確認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其他經主管機
關認定者）之適用，對於適用 GPA 之採購，應僅限於 GPA 第十五條及
第二十三條所准許之情形。
3.中華台北確認有關廠商資格之認定（包括財務、商業及技術能力）應
考量該廠商之全球業務經驗，且不以該廠商之前於中華台北之政府機
關、公立學校或公營事業所完成之合約或其他活動為限。本項措施將
自本協議簽署日（以下簡稱簽署日）起施行。
4.中華台北應確保其採購機關將就「採購契約要項」中之適當標準契約
條款納入適用 GPA 之所有採購契約。中華台北將於其 GPA 承諾生效日
前正式通知其採購機關本項規定，並同時將該通知之影本提供美國。
5.中華台北應確保其採購機關將就「採購契約要項」第二十點及第二十
四點納入適用 GPA 之所有採購。中華台北將於其 GPA 承諾生效日前正
式通知其採購機關本項要求，並同時將該通知之影本提供美國。
58

附4-312

6.中華台北應確保其採購機關不會要求廠商須以共同投標方式參與採
購，此外，中華台北亦保證其採購機關不會不合理拒絕任一美商所提
與其他美商、中華台北廠商或 GPA 締約國廠商以共同投標參與適用 GPA
之採購之要求，惟該等要求須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五條之規定，且
係依同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提出。如有採購機關拒絕任一美商以共同
投標參與之要求，中華台北保證該機關會立即提供該廠商其要求被拒
絕之詳細書面理由。
7.中華台北應確保對於適用 GPA 之採購，其採購機關訂定之任何保證金
規定，包括押標金及履約保證金，其額度符合國際慣例。中華台北之
採購機關尤其應訂定：
a)押標金不逾預算金額或預估採購金額之百分之五，且不逾新臺幣五
千萬元；
b)履約保證金不逾預算金額或預估採購金額之百分之十五。
本項措施自簽署日起施行。
8.中華台北確認適用 GPA 之採購，不會因廠商遭遇不可抗力致延誤或不
能履約之情形，而採行違約性終止契約、沒收履約保證金、或要求損
害賠償；惟如採購機關因不可抗力而要求權宜性終止契約，應與廠商
協商解決方案。所稱不可抗力，指廠商無法預見、無法避免且非關其
過失或疏忽，而為該廠商無法控制之事件、情況或情形。不可抗力事
件包括中華台北或採購機關之作為或不作為、戰爭、革命、火災、水
災、瘟疫、防疫及禁運。本項措施自簽署日起施行。
關於招標及決標之異議申訴程序
9.如美國廠商提起違反 GPA 之申訴，中華台北應在申訴審議程序完成
前，依 GPA 第二十條第七項之規定，採行合理必要之措施以保存商
機。
10.中華台北應確保對於適用 GPA 之採購，美商依法令向採購機關提出異
議，在採購機關尚未對異議有無理由作成決定並以書面通知該異議廠
商之前，採購機關不得決標，除非該機關：
a)認為基於重大不利情形之考量，包括公共利益，不能延後決標；及
b)以書面向該異議廠商說明造成機關必須在尚未對異議有無理由作成
決定前即先決標之重大不利情形。
決標後履約爭議之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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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華台北應確保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將受理任何參與適用 GPA 採購之
美商所提出與該等採購履約爭議有關之調解要求。中華台北應鼓勵採購
機關利用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調解程序及完全配合該等程序之進行。
本項措施自簽署日起施行。
關於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GPA 清單
12.依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GPA 清單（1999 年 7 月版）目前附件三之附註
六，中華台北確認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將依 GPA 規定對待美商辦理
採購。
13.為澄清現行申請加入 GPA 清單，中華台北同意於現行附件一之附註二
增加下列文字：
「及依據 1998 年 10 月 28 日公布及 2000 年 12 月 6 日
修訂之『臺灣省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移轉至中央政府
之機關」。
14.鑑於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GPA 清單附件一所列主要機關之附屬單位可能
未於該附件之附註二所述法律明確列舉，中華台北確認自本協議簽署
日起，該附註二適用後附之附屬單位清單。中華台北確認該清單之所
有單位將依 GPA 規定辦理採購。該清單於中華台北加入 GPA 前後如須
變更，中華台北同意通知美方。
15.中華台北同意中央警察大學將列入其最終 GPA 附錄一清單之附件三。
16.如有任何一方提出要求，中華台北及美國均同意進行雙邊諮商，以正
面及具建設性之方式解決任何一方對於執行本協議之關切。如中華台
北於 2003 年 6 月 30 日以前尚未完成加入 GPA 之程序，雙方同意協商
以決定須再諮商之議題。

程建人

卜睿哲

駐美國經濟文化代表處

美國在台協會

代表臺灣、澎湖、金門、馬祖

代表美國

個別關稅領域
日期：二○○一年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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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金門、馬祖關稅領域附件一機關之行政單位清單
1.總統府
 中央研究院
 國史館
2.行政院
3.內政部
 警政署
 營建署
 消防署
 建築研究所
 兒童局
4.財政部
 國庫署
 賦稅署
 國有財產局
 臺北市國稅局
 高雄市國稅局
 台灣省北區國稅局
 台灣省中區國稅局
 台灣省南區國稅局
 台北區支付處
 財稅資料中心
 關稅總局
 財稅人員訓練所
 金融局
 證券暨期貨管理委員會
 稅制委員會
5.經濟部
 工業局
 國際貿易局
 智慧財產局
 標準檢驗局
 能源委員會
 水資源局
 中小企業處
 加工出口區管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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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地質調查所
 水利處
 礦務局
 臺北水源特定區管理委員會
 國營事業委員會
 投資審議委員會
 貿易調查委員會
 專業人員研究中心
6.教育部
7.法務部
 各檢察署
 調查局
 行政執行署
 司法官訓練所
 矯正人員訓練所
8.交通部
 電信總局
 郵政總局
 民用航空局
 中央氣象局
 觀光局
 台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
 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高速鐵路工程局
 臺北市區地下鐵路工程處
 運輸研究所
 公路局
9.蒙藏委員會
10.僑務委員會
11.行政院主計處
 行政院主計處電子處理資料中心
12.行政院衛生署
 藥物食品檢驗局
 管制藥品管理局
 疾病管制局
 中醫藥委員會
 中央健康保險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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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幼衛生研究所
 家庭計畫研究所
 公共衛生研究所
13.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環境保護人員訓練所
14.行政院新聞局
15.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
 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地方行政研習中心
16.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17.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職業訓練局
 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18.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9.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20.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1.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22.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種苗改良繁殖場
 茶業改良場
 農業改良場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農業試驗所
 林業試驗所
 水產試驗所
 畜產試驗所
 家畜衛生試驗所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糧食管理處
 水土保持局
 林務局
23.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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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輻射偵測中心
24.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25.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科學技術資料中心
 精密儀器發展中心
 行政院同步輻射研究中心籌備處
 國家實驗動物繁殖及研究中心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毫微米元件實驗室
 國家太空計畫室籌備處
26. 公平交易委員會
27.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28. 公共工程委員會
29. 外交部
 領事事務局
 外交領事人員講習所
30. 國防部
陸軍總部
海軍總部
空軍總部
聯勤總部
軍管部
憲令部
總政戰部
聯督部
主計局
軍法局
採購局
史編局
通資局
軍醫局
軍務局
中山科學研究院
31. 國立故宮博物院
32. 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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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應配合辦理事項一覽表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本項措施 配 合 辦 理
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生效日期 單位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
領域（中華台北）與美國雙方代表
就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WTO 政府採購
協定（GPA）舉行多次雙邊諮商，
其目的旨在澄清（1）中華台北執
行 GPA 規定之相關法規條文，及
（2）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GPA 之市
場開放清單之修正內容。
在上述諮商基礎下，美國與中華台
北達成下列協議。本協議所述措
施，除另特別敘明者外，將自中華
台北加入WTO日起施行。雙方皆瞭
解美國最終接受中華台北加入GPA
之條件，仍須俟美國檢視並接受中
華台北所提出最終且完整之市場開
放清單附錄一為前提。
政府採購法令
1.中華台北應確保適用 GPA 之所
有採購，其招標機關不會：（1）
規定美商加入當地工商業團體以
作為其參與招標程序之條件；
（2）在審標或決標時不會考量
廠商是否加入該等團體。該等採
購決標後，中華台北同意對於加
入當地工商業團體之規定，及該
等團體對於會員之規定，須符合
不歧視原則，且除了合理之會員

公會會員資格

即日起。 GPA 適用
機關
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工程會）九十
年八月八日（九○）工程
企字第九○○二九七六○
號令修正之「投標廠商資
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
標準」，其第三條增訂之
第五項「第一項第三款加
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
明，除法令另有規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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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本項措施 配 合 辦 理
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生效日期 單位

費外，不得構成貿易障礙。本項 不得限制由特定區域之團
措施至遲將自 2001 年 12 月 31 體出具；投標廠商為外國
日起施行。

廠商者，得免附具。」，
機 關 辦 理 適 用 GPA 之 採
購，其招標文件不得規定
外國廠商投標時須附具加
入我國工業或商業團體之
證明；惟得標後之履約有
依法規須加入公會始得執
業者，應依該等法規辦
理，招標機關並應預先載
明於招標文件。

2.中華台北確認政府採購法第二十 限制性招標
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款（其他經主 按本項協議辦理。
管機關認定者）之適用，對於適

我 國 加 入 1.工程會
WTO 日。 2.GPA 適
用機關

用 GPA 之採購，應僅限於 GPA 第
十五條及第二十三條所准許之情
形。
3.中華台北確認有關廠商資格之認 廠商資格認定
本 協 議 簽 GPA 適用
機關
定（包括財務、商業及技術能 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 署日。
力）應考量該廠商之全球業務經 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驗，且不以該廠商之前於中華台 十四條規定辦理。
北之政府機關、公立學校或公營
事業所完成之合約或其他活動為
限。本項措施將自本協議簽署日
（以下簡稱簽署日）起施行。
4.中華台北應確保其採購機關將就 標準契約要項

我 國 簽 署 1.工程會

「採購契約要項」中之適當標準 機 關 辦 理 適 用 GPA 之 採 GPA 日。 2.GPA 適
契約條款納入適用 GPA 之所有採 購 ， 應 就 「 採 購 契 約 要
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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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本項措施 配 合 辦 理
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生效日期 單位

購契約。中華台北將於其 GPA 承 項」中之適當標準契約條
諾生效日前正式通知其採購機關 款納入該等採購契約。
本項規定，並同時將該通知之影
本提供美國。
5.中華台北應確保其採購機關將就 契約變更
我 國 簽 署 1.工程會
「採購契約要項」第二十點及第 機 關 辦 理 適 用 GPA 之 採 GPA 日。 2.GPA 適
二十四點納入適用 GPA 之所有採 購 ， 應 就 「 採 購 契 約 要
購。中華台北將於其 GPA 承諾生 項」之第二十點及第二十

用機關

效日前正式通知其採購機關本項 四點納入該等採購契約。
要求，並同時將該通知之影本提
供美國。
6.中華台北應確保其採購機關不會 共同投標

我 國 加 入 GPA 適 用

要求廠商須以共同投標方式參與 1.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五 WTO 日。 機關
採購，此外，中華台北亦保證其

條、第四十一條及「共

採購機關不會不合理拒絕任一美

同投標辦法」第四條規

商所提與其他美商、中華台北廠

定辦理。

商或 GPA 締約國廠商以共同投標
參與適用 GPA 之採購之要求，惟
該等要求須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二
十五條之規定，且係依同法第四
十一條之規定提出。如有採購機
關拒絕任一美商以共同投標參與
之要求，中華台北保證該機關會

2.機關辦理適用 GPA 之採
購，如拒絕美商以共同
投標參與之要求，應依
政府採購法第四十一條
規定，提供該廠商詳細
書面理由。

立即提供該廠商其要求被拒絕之
詳細書面理由。
7.中華台北應確保對於適用 GPA 之 押標金及履約保證金額度 本 協 議 簽 GPA 適用
機關
採購，其採購機關訂定之任何保 依「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
署日。
證金規定，包括押標金及履約保 擔保作業辦法」第九條及
證金，其額度符合國際慣例。中 第十五條規定辦理。
華台北之採購機關尤其應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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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本項措施 配 合 辦 理
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生效日期 單位

a)押標金不逾預算金額或預估
採購金額之百分之五，且不
逾新臺幣五千萬元；
b)履約保證金不逾預算金額或
預估採購金額之百分之十
五。
本項措施自簽署日起施行。
8.中華台北確認適用 GPA 之採購， 機關訂定適用 GPA 之採購 本 協 議 簽 GPA 適 用
不會因廠商遭遇不可抗力致延誤 契約應納入「採購契約範 署日。

機關

或不能履約之情形，而採行違約 本」中不可抗力之相關條
性終止契約、沒收履約保證金、 款。
或要求損害賠償；惟如採購機關
因不可抗力而要求權宜性終止契
約，應與廠商協商解決方案。所
稱不可抗力，指廠商無法預見、
無法避免且非關其過失或疏忽，
而為該廠商無法控制之事件、情
況或情形。不可抗力事件包括中
華台北或採購機關之作為或不作
為、戰爭、革命、火災、水災、
瘟疫、防疫及禁運。本項措施自
簽署日起施行。
關於招標及決標之異議申訴程序

申訴程序

我國加入

9.如美國廠商提起違反 GPA 之申 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二條 WTO 日。
訴，中華台北應在申訴審議程序 規定辦理。
完成前，依 GPA 第二十條第七項
之規定，採行合理必要之措施以
保存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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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本項措施 配 合 辦 理
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生效日期 單位

我 國 加 入 GPA 適 用
10.中華台北應確保對於適用 GPA 異議程序
之採購，美商依法令向採購機關
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四條 WTO 日。 機關
提出異議，在採購機關尚未對異
及本項協議辦理。
議有無理由作成決定並以書面通
知該異議廠商之前，採購機關不
得決標，除非該機關：
a)認為基於重大不利情形之考
量，包括公共利益，不能延
後決標；及
b)以書面向該異議廠商說明造
成機關必須在尚未對異議有
無理由作成決定前即先決標
之重大不利情形。
決標後履約爭議之調解

調解程序

11.中華台北應確保採購申訴審議 依政府採購法第六十九條
委 員 會 將 受 理 任 何 參 與 適 用 規定及「採購履約爭議調

本 協 議 簽 GPA 適 用
署日。

機關

GPA 採購之美商所提出與該等 解及收費規則」辦理，機
採 購 履 約 爭 議 有 關 之 調 解 要 關並應確實配合該等程序
求。中華台北應鼓勵採購機關 之進行。
利用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調
解程序及完全配合該等程序之
進行。本項措施自簽署日起施
行。
關於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GPA 清單

已納入我 GPA 清單。

12.依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GPA 清單
（1999 年 7 月版）目前附件三
之附註六，中華台北確認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將依 GPA 規
定對待美商辦理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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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 應 配 合 辦 理 事 項 本項措施 配 合 辦 理
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生效日期 單位

13. 為 澄 清 現 行 申 請 加 入 GPA 清 已納入我 GPA 清單。
單，中華台北同意於現行附件
一之附註二增加下列文字：「及
依據 1998 年 10 月 28 日公布及
2000 年 12 月 6 日修訂之『臺灣
省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
行條例』移轉至中央政府之機
關」。
14.鑑於中華台北申請加入 GPA 清 依本項協議辦理。
單附件一所列主要機關之附屬
單位可能未於該附件之附註二
所述法律明確列舉，中華台北
確認自本協議簽署日起，該附
註二適用後附之附屬單位清
單。中華台北確認該清單之所
有 單 位 將 依 GPA 規 定 辦 理 採
購。該清單於中華台北加入 GPA
前後如須變更，中華台北同意
通知美方。

負責雙邊
諮商之機
關

15.中華台北同意中央警察大學將 已納入我 GPA 清單。
列入其最終 GPA 附錄一清單之
附件三。
16.如有任何一方提出要求，中華 依本項協議辦理。
台北及美國均同意進行雙邊諮
商，以正面及具建設性之方式
解決任何一方對於執行本協議
之關切。如中華台北於 2003 年
6 月 30 日以前尚未完成加入
GPA 之程序，雙方同意協商以決
定須再諮商之議題。

負責雙邊
諮商之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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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與臺灣、澎湖、金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
經濟夥伴協定
第 12 章政府採購
第 12.1 條
1.

總則

締約雙方重申其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依二○一二年三月三十日
採認之政府採購協定修正議定書修正，以下簡稱「政府採購協定」）之權利
和義務，及進一步擴大在各締約方之政府採購市場雙邊貿易機會之意願。

2.

締約雙方均認同在規則化之國際貿易體系下，促進政府採購市場國際自由
化之共同意願。締約方對於政府採購協定第二十二條第六項至第十項之檢
視，及 於 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 與 其他適當國際論壇之採購事項將繼續合作。

3.

本章之任何規定不得解釋為減損締約方於政府採購協定下之權利和義務。

4.

依照政府採購協定第四條第七項，本章條款不影響第 3 章（貨品貿易）、第
8 章（跨境服務貿易）及第 9 章（投資）賦予之權利和義務。

第 12.2 條

政府採購協定條文之納入

1. 締約雙方對於所有適用之採購，應適用政府採購協定第一條第(a)款、第(c)
款、第(e)款至第(u)款、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一項第(a)款、第二項至
第七項、第六條第一項至第二項第(b)款、第三項、第七條至第十五條、第
十六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政府採購協定附註及附錄
二至附錄四之規定。為此目的，該等政府採購協定條文、附註和附錄為本
章之ㄧ部分，且準用之。
2. 配合第一項將政府採購協定納入之目的，下列名詞：
(a)

政府採購協定之協定係指本章；

(b)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錄一係指附件 12A；

(c)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錄二、三或四係指附件 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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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件一係指附件 12A 之承諾表 A；

(e)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件二係指附件 12A 之承諾表 B；

(f)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件三係指附件 12A 之承諾表 C；

(g)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件四係指附件 12A 之承諾表 D；

(h)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件五係指附件 12A 之承諾表 E；

(i)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件六係指附件 12A 之承諾表 F；

(j)

政府採購協定之附件七係指附件 12A 之承諾表 G；

(k)

其他締約方、任何締約方、委員會或締約他方係指締約他方；及

(l)

第七條第三項之世界貿易組織官方語言之ㄧ係指英語。

3. 如政府採購協定有修改或被另一協定取代，在適當情形下，締約雙方應於諮
商後修改本章。
第 12.3 條

適用範圍之修正

1. 締約方如擬對於附件 12A 之承諾表進行些微修改、修正或其他純屬形式或
些微性質之修正，應通知締約他方。該等修改或修正自通知他方日起三十
（30）日生效。締約他方無權要求補償性調整。
2. 締約方如擬修正附件 12A 之承諾表，屬該表所列任何機關之全部或部分之
業務、商業運作或功能由締約方政府分離出去，以組成或設立一法人企業
者，不論政府是否於該法人企業有任何股份或利益，應通知締約他方。移
除或修正該等機關之提議，自通知他方日起三十（30）日生效。締約他方
無權要求補償性調整。
3. 除第一項和第二項載明之理由外，締約方如擬提出修正，應通知締約他方並
提供適當的補償性調整，以維持相當於修正前之適用範圍，該等修正自通
知日起三十（30）日生效。
第 12.4 條

聯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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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締約方應指定一聯絡點，如附件 12C 所列，以促進締約雙方間任何適用本章
事宜之溝通。

附件 12A
新加坡
適用機關
新加坡
A：中央機關
新加坡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一所列全部機關適用該附件
之採購。
門檻金額
財物及服務（不含工程服務）：100,000 特別提款權；及
工程服務

：5,000,000 特別提款權

B：中央以下機關
新加坡不適用。
C：其他機關
新加坡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三所列全部機關適用該附件
之採購。
門檻金額
財物及服務（不含工程服務）：400,000 特別提款權；及
工程服務

：5,000,000 特別提款權

適用財物及服務
D：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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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適用新加坡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四所列之財物採購。
E：服務（工程服務除外）
本章參採 MTN.GNS/W/120 文件所作分類項目 (其餘項目除外)，適用於下列服
務項目：
中央貨品號列
6112

服務名稱
公路運輸設備維修
語音電話業務
分封交換式數據傳輸業務
電路交換式數據傳輸業務
電報交換業務
電報業務
傳真業務
出租電路業務
加值傳真(含存轉、存取）服務
編碼及通信協定轉換服務
行動電話業務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
行動數據通信業務
無線電叫人業務

641-643

旅館及餐廳(含餐飲)

74710

旅行社及旅遊服務

7472

導遊服務

7512

快遞服務

7523

電子文件存送服務

7523

語音存送服務

7523

資訊儲存、檢索服務

7523

電子資料交換服務

84100

與電腦硬體安裝有關之諮詢服務

842
843
844
845
849
862
865
866
8671

軟體執行服務
資料處理服務
資料庫服務
包括電腦之辦公機器設備維修服務
其他電腦服務
會計、審計及簿計服務
管理顧問服務
與管理顧問相關之服務（仲裁及調解服務除外）
建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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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2

工程服務

8673
8676
871
87201
874
87905
932
9401
9402
9403
9404
9405
9409
96112

綜合工程服務
技術檢定與分析服務
廣告服務（僅限電視或廣播廣告）
管理階層人員搜尋服務
建築物清理服務
翻譯及傳譯服務
獸醫服務
污水處理服務
廢棄物處理服務
衛生及類似服務
排氣清潔服務
噪音防制服務
其他環境保護服務
錄影帶及電影之製作服務業

96113

錄影帶及電影之行銷服務業

96121

電影放映服務業

96122

錄影帶放映服務業

96311

圖書館服務
生物科技服務
會議展覽服務
商業市場研究
室內設計服務，不含建築
與農、林、漁、礦有關之專業、諮詢及顧問服務，含
油田服務

新加坡附件 12A 承諾表 E 之附註：
1. 不適用中央貨品號列 9401 至 9405 及 9409 項目之有毒廢棄物管理。
2. 服務清單須依照附件 8B 所列之限制和條件。
F：工程服務
本章適用新加坡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六依照
MTN.GNS/W/120 文件所列工程服務。
新加坡附件 12A 承諾表 F 之附註：
工程服務清單須依照附件 8B 所列之限制和條件。
G：總附註
本章適用新加坡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七。

75

附4-329

中華臺北
承諾表 A：中央機關
中華臺北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一所列全部機關適用該附
件之採購。
門檻金額
財物

：100,000 特別提款權

服務

：100,000 特別提款權

工程服務：5,000,000 特別提款權
承諾表 B：中央以下機關
中華臺北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二所列全部機關適用該附
件之採購，以及下列機關：
－新北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
－桃園縣政府 (升格為直轄市之日起生效)
門檻金額
財物

：200,000 特別提款權

服務

：200,000 特別提款權

工程服務：5,000,000 特別提款權
承諾表 C：其他機關
中華臺北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三所列全部機關適用該附
件之採購。
門檻金額
財物

：400,000 特別提款權

服務

：400,000 特別提款權

工程服務：5,000,000 特別提款權
承諾表 D：財物
本章適用中華臺北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四所列之財物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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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
承諾表 E：服務（工程服務除外）
本章適用下列依照 MTN.GNS/W/120 文件所列之服務項目 (其餘項目除外)：
GNS/W/120
1.A.b
1.A.d.
1.A.e.
1.A.f.
1.A.g.
1.B.a.
1.B.b.
1.B.c.
1.B.d.
1.B.e.

服務名稱
會計、審計及簿計服務
建築服務
工程服務
綜合工程服務
都市規劃及景觀建築服務
與電腦硬體安裝有關之諮詢服務
軟體執行服務
資料處理服務
資料庫服務
包括電腦之辦公機器設備維修服務
其他電腦服務
廣告服務（僅限電視或廣播廣告）
管理顧問服務
與管理顧問相關之服務（仲裁及調解服務除外）
技術檢定與分析服務
附帶於農、牧、林之顧問服務

1.F.h.
1.F.m.
1.F.o.
1.F.t.
2.B.
2.C.a.

中央貨品號列
862**
8671
8672
8673
8674
84100
842
843
844
845
849
871**
865
866**
8676
88110**,88120**
88140**
883,5115
8675
874
87905
7512**
7521**

2.C.b.

7523**

分封交換式數據傳輸業務

2.C.c.

7523**

電路交換式數據傳輸業務

2.C.d

7523**

電報交換業務

2.C.e

7522

電報業務

2.C.f.

7521**, 7529**

傳真業務

2.C.g.

7522**, 7523**

出租電路業務

2.C.h.
2.C.i.
2.C.j.
2.C.k.

7523**
7523**
7523**
7523**

電子文件存送服務
語音存送服務
資訊儲存、檢索服務
電子資料交換服務(EDI)

1.F.a.
1.F.c.
1.F.d.
1.F.e.
1.F.f.

附帶於礦業之服務
與科技工程有關之顧問服務
建築物清理服務
翻譯及傳譯服務
國際快遞服務陸地運送部分
語音電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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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l.
2.C.m.
2.C.o.

7523**
7523**
75213*

加值傳真(含存轉、存取）服務
編碼及通信協定轉換服務
行動電話業務

2.C.o.

7523**, 75213*

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

2.C.o.

7523**

行動數據通信業務

2.C.o.

75291*

無線電叫人業務

2.D.a.

96112

錄影帶及電影之製作服務業

2.D.a.

96113

錄影帶及電影之行銷服務業

2.D.b.

96121

電影放映服務業

2.D.b.

96122

錄影帶放映服務業

6.A.
6.B.
6.C.
6.D.

9401
9402
9403

污水處理服務
廢棄物處理服務
衛生及類似服務
其他
排氣清潔服務
噪音防制服務
其他環境保護服務
旅館服務
提供食物服務
旅行社及旅遊服務
鐵路運輸設備維修
公路運輸設備維修
商業市場研究
會議服務（關於會議之會場服務）

9.A.
9.A.
9.B.
11.E.d.
11.F.d.

9404
9405
9409
64110**
642
7471
8868**
6112

附註：
不適用中央貨品號列 9401 至 9405 及 9409 項目之有毒廢棄物管理。
承諾表 F：工程服務
本章適用中華臺北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之附件六所列所有工程
服務。
承諾表 G：附註及總附註
1. 本章適用中華臺北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一所載附註及總附註，
但不包括總附註第 1 點、第 2 點及第 8 點。
2. 適用本章之服務將依照第 8 章(跨境服務貿易)之規定，而非依世界貿易組織
服務貿易總協定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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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B
新加坡
本章適用新加坡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二、三、四所載之內容。

中華臺北
本章適用中華臺北於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附錄二、三、四所載之內容。

附件 12C

依據第 12.4 條 (聯絡點)，聯絡點為：
(a) 新加坡為財政部，或其存續機關；及
(b) 中華臺北為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或其存續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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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西蘭與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
經濟合作協定
第 11 章

政府採購

第 1 條 宗旨
締約雙方咸認依照亞 太 經 合 會 之政府採購透明化、預算支用價值、公開且有
效的競爭、公平交易、信賴與正當程序及不歧視之不具拘束力原則辦理政府採
購之重要性，以促進締約雙方之廠商競標機會。
第 2 條 適用範圍
1. 本章適用任何以契約方式與政府採購有關之措施，包括購買、分期付款購
買、租購或租賃，不論有無附帶承購選擇權，以及興建－營運－移轉契約與公
共工程特許權契約：

2.

(a)

由載明於附件 3:I(適用機關、貨品及服務清單)之機關所辦理；

(b)

依第 10 條刊登招標公告時，按當時或合理時間之前估算之契約金
額，不低於附件 3:II(門檻金額)所載相關門檻金額換算之各貨幣價
值；及

(c)

適用附件 3:I(適用機關、貨品及服務清單)1所載其他條件。

本章不適用於：
(a)

同一締約方之一機關向另一機關採購貨品及服務，但以招標方式進行
者，應適用本章；

(b)

於採購締約方境外採購貨品及服務且於該締約方境外使用；

(c)

非契約之協議，或對於個人或政府機關任何形式之協助，包括合作協
定、贊助約定、補助金、貸款、補貼、注資、保證、財務獎勵措施與
政府提供貨品及服務；

(d)

下列採購：
(i)

為提供國際援助之特定目的，包括開發援助；

(ii)

依照關於軍隊派駐之國際協定所要求之特定程序或條件；

(iii) 依照一締約方所適用之國際協定之特定程序或條件共同辦理或
聯合開發計畫；或

1

為 臻明確 ，就 適用本 章之 採購， 本章 之規定 不應 迫使締 約方 允許以 不符 合第

12 章 (投資 )之 附件 4:I 及 4:II 之 清單 、第 13 章(跨境 服務貿易 )、 第 14 章 (商 務人士短
期 入境 )之附件 6 之方 式， 供應貨 品或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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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依照國際組織之特定程序或條件，或接受國際資助、貸款或其
他協助，其適用程序或條件異於本章者；
(e)

財務代理或存託服務之採購或收購、受管制金融機構之清算及管理服
務，或涉及公債發售、贖回、發行之服務，包括貸款或政府債券、票
券與其他證券；

(f) 聘僱政府員工及相關僱用措施；
(g) 機關代理非屬機關之組織所辦理之任何採購；
(h) 購買或租賃土地、既有建築物，或其他不動產或其上之權利；或
(i) 駐國外機關辦公室之新建、整修、裝修之貨品或服務採購。
3. 各締約方之機關於採購的任何階段，不得意圖規避本章義務而製作、設
計、組織或分割任一採購。
4. 為執行本章之目的估算採購契約金額時，機關應按整體採購期間估計最大
總值，包括契約所載選擇性採購項目、溢價、費用、佣金、利息或其他形式之
報酬。
第 3 條 定義
就本章之目的：
興建－營運－移轉契約及公共工程特許權契約係指主要目的為提供興建或整建
實體基礎建設、廠房、建築物、設施或其他公共工程之任何契約約定，且非為
商業販售或轉售，或非為製造或提供可供商業販售或轉售之貨品或服務之目
的，且基於廠商執行該契約約定之考量，機關給予廠商在一定期間內，暫時擁
有所有權或控制及營運的權利，並於契約期間內向政府、民眾或兩者就使用該
工程收費；
機關係指附件 3:I(適用機關、貨品及服務清單)所載機關；
政府採購或採購係指機關基於政府目的，獲取使用或取得貨品或服務或兼有二
者之程序，且非為商業販售或轉售，或非為用於製造或提供可供商業販售或轉
售之貨品或服務之目的；
政府採購措施係指法律、規章、程序、行政指導或實務，或採購機關關於適用
本章之採購之任何行為；
補償交易係指藉自製率、國內廠商、技術授權、技術移轉、投資、相對貿易或
類似之要求，以鼓勵當地發展或改善締約方收支帳狀況之條件或承諾；
公開招標係指所有有興趣之廠商均得投標之方式；
公告係指以廣泛散布且大眾隨時可得之電子或平面媒體散布資訊；
合格廠商係指經機關認定符合參加條件之廠商；
選擇性招標係指機關僅邀請合格廠商參與投標之採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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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除另有規定者外，包括工程服務；
廠商係指提供或能提供貨品或服務予機關之締約方自然人或企業；及
技術規格係指下列招標規定：
(a) 載明下列特性：
(i)

擬採購之貨品，例如品質、性能、安全性及大小，或生產之程
序與方法；或

(ii)

擬採購之服務，或提供之程序或方法；

(b)

用於貨品或服務之術語、符號、包裝、標誌與標示之規定；或

(c)

載明機關審查是否符合之程序。

第 4 條 本章除外事項
1. 本章之任何規定不得解釋為禁止締約方為保護其基本安全利益，而針對採
購武器、彈藥或戰爭物資，或對安全或國防目的所不可或缺之採購，採取任何
其認為必要之行動，或不公開任何資料。
2. 本章之任何規定，不得解釋為禁止締約方採行或維持下列措施，惟於相同
狀況下實施該措施之方式，不得構成締約方間專斷及無理之歧視，亦不得成為
對締約方間貿易之變相限制：

3.

(a)

維護公共道德、秩序或安全之必要措施；

(b)

維護人類或動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要措施；

(c)

保護智慧財產權之必要措施；或

(d)

與身心障礙者、慈善機構、非營利組織或受刑人之貨品或服務有關之
措施。

締約方瞭解第 2(b)款包括維護人類或動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要環境措施。

第 5 條 國民待遇及不歧視
1. 對於任何適用本章之採購之政府採購措施，各締約方對於他方之貨品、服
務及廠商，應給予不低於本國貨品、服務及廠商之待遇。
2.

對於任何適用本章之採購之政府採購措施，締約方不得允許其機關：
(a)

基於屬締約他方之外國分支關係或締約他方所有權之程度，而對一本
地設立之廠商給予較低於另一本地設立之廠商之待遇；或

(b)

基於廠商所提供之貨品或服務為締約方他方之貨品或服務，而歧視該
本地設立之廠商。

3. 締約方及其機關於任何採購階段，不得尋求、考慮、強制要求或執行補償
交易。
4.

不適用本條之措施包括針對進口或涉及進口所課徵之關稅或稅費、課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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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關稅與稅費之方法、其他進口規定、對於適用本章之採購之政府採購措施以
外之影響服務貿易之措施。
第 6 條 原產地規則
適用本章之採購，締約方不得對自締約他方進口或提供之貨品或服務，採取有
別於在交易當時於一般貿易程序中適用於自締約他方進口之相同貨品或服務之
原產地規則。
第 7 條 不揭露資訊
1. 締約方及其機關與審議機關，除法律另有規定者外，於未經提供資訊之廠
商書面授權，不得揭露可能損害特定廠商之合法商業利益或可能損害廠商間公
平競爭之秘密資訊。
2. 本章並未要求締約方及其機關與審議機關揭露會造成妨礙法律之執行，或
其他違反公共利益或隱私法規之秘密資訊。
第 8 條 採購資訊公告
締約方應依附件 3:III(單一入口網)所列之電子方式即時公告：
(a)

適用本章之採購之相關法律、規章、程序及行政指導；及

(b)

盡可能依原公告方式修正。

第 9 條 採購程序
除第 15 條規定者外，機關應透過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程序決標，所有有興趣
之廠商或機關依選擇性招標程序所邀請之廠商，均得投標。
第 10 條 招標公告
1. 除第 15 條規定者外，就適用本章之採購，機關應預先刊登招標公告，邀請
有興趣之廠商投標或申請符合參與採購條件。
2. 招標公告應以廣泛散布且不歧視有興趣廠商之方式公布。招標公告應免費刊
登於附件 3:III(單一入口網)所載明之單一電子入口網站，且能於招標期限內隨
時取得。
3. 招標公告內容應包括：
(a) 預定採購案之名稱；
(b) 參與本採購之廠商所應具備條件之摘要；
(c) 提交投標文件或申請參與採購案文件之期限；及
(d) 取得相關文件之聯絡方式。
4. 招標公告應於足夠時間前刊登，並依採購案件特性、情況及複雜度，提供合
理的時間讓有興趣之廠商於期限內取得全部招標文件、備標及投標，或依個案
之招標方式申請參與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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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締約雙方同意自刊登招標公告日至提交投標文件或申請參與採購案文件之最
後日期，不得少於 10 日。
第 11 條 參與條件
1. 機關要求廠商在被准許參與採購前需先登錄、取得資格或符合其他條件
者，各締約方應確保已公告邀請廠商申請登錄、取得資格或證明符合其他條
件。
2. 該公告應於足夠時間前為之，使有興趣之廠商準備及提出申請，並使機關
依申請文件審查及作出決定。
3. 參與採購之條件及其合格與否之審查，包括廠商之法律、商業、技術、財
務能力，應以確保廠商具備履行該採購契約之能力者為限。
4. 審查廠商之商業、技術與財務能力時，應以廠商於全球之商業活動為基礎。
5. 就特定採購，如有足夠時間使締約他方尚未登錄或取得資格而要求參與採
購之廠商，於投標期限內完成登錄或取得資格程序，機關應考慮讓該等廠商參
與。
6.

本章之任何規定不得禁止機關排除有下列情形之廠商參與採購：
(a) 破產、清算或無清償能力；
(b)

申報與採購相關之不實內容；

(c) 就過去契約之義務，履約時有重大的瑕疵；
(d)

法院最終判決嚴重犯罪或其他嚴重罪行；

(e) 違反專業行為，或負面影響廠商商業誠信之作為或不作為；或
(f) 逃漏稅。
第 12 條 登錄或合格廠商名單

1.
2.

機關得建立持續使用之已登錄或已合格參與採購廠商名單。

機關應每年刊登公告，或以能隨時取得之電子方式公告邀請有興趣之廠商
申請加入該名單。廠商名單之有效期為三年以下者，機關得於該名單有效期開
始時，僅公告一次，惟該公告應：
(a)

載明有效期間且不再進行進一步之公告；及

(b) 以電子方式發布，且能於有效期間內隨時取得。
3. 公告應包括：
(a)

可能使用該廠商名單之貨品或服務之名稱；及

(b)

摘要說明欲列入該廠商名單應具備之條件。

4. 機關應確保廠商得隨時申請列入廠商名單，且應於考量參與條件及審核所
需之合理時間內，將所有合格廠商列入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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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機關要求廠商應列入合格廠商名單方允許其投標者，先前未符合該要求或
條件之廠商提出申請時，機關應即時啟動廠商登錄或審查程序。機關應允許該
廠商投標，但以於招標期限內有足夠時間完成登錄或採購程序者為限。
6. 機關應通知合格廠商關於名單之終止或將自合格廠商名單除名，並依廠商之
要求，於合理時間內以書面說明該決定之理由。
第 13 條 技術規格
1.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機關不得為製造締約雙方間貿易非必要障礙而訂定、採
用或適用任何具有此一目的或效果之技術規格。
2.

機關訂定技術規格時，應於適宜情形下：
(a)

載明性能或功能要求，而非設計或敘述性之特性；及

(b)

於可適用情形下，根據國際標準訂定技術規格；或根據國內技術規
定、經認可之國內標準或建築規則。

3.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機關不得於訂定之技術規格要求或提及特定商標或商
號、專利、設計或型式、特定產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充分精確或明
白之方式說明採購要求，且已於招標文件內註明例如「或同等品」字樣者，不
在此限。
4. 各締約方應確保其機關不得以足以損害公平競爭之方式，尋求或接受在特
定採購中有商業利益之人之建議，以擬定或採用任何採購案之技術規格。
第 14 條 招標文件
1. 提供予廠商之招標文件應包括所有廠商備標及投標所需之資訊，包括基本要
求及決標之審查條件。
2. 機關未以電子方式直接提供廠商招標文件者，應依有興趣之廠商或資格合格
廠商之要求，即時提供之。
3. 機關應盡力即時回復廠商索取相關資訊或說明之合理要求，但以該資訊不致
使該廠商相較於其他廠商處於優勢地位為限。該等提供予一廠商之資訊或說
明，得即時提供予機關知悉之所有參與廠商。
4. 機關於決標前修正招標文件，且該修正可能影響廠商備標者，應公告或以書
面傳送所有修正之處：
(a) 如機關於修正招標文件時，知悉索取招標文件之廠商，應傳送予所有
該等廠商；於其他情形，應以機關傳送原先資訊之方式為之；及
(b) 在適宜情形下，於適當時間內傳送，以使廠商修改與重行遞送投標文
件。
第 15 條 公開或選擇性招標之例外

1.

機關於下列情形，得使用公開招標程序或選擇性招標程序以外之方式決
標，但以非為避免競爭或保護國內廠商之目的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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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下列情形：
(i) 無廠商投標，或無廠商申請參加；
(ii) 遞交之投標文件無符合招標文件基本要求者；
(iii) 無廠商符合參加之條件；或
(iv) 有圍標情事，
但以招標文件之要求無重大變動為限；

(b)

如貨品或服務僅得由一特定廠商提供，且基於下列理由，無合理之
其他選擇或替代貨品或服務存在時：
(i)

要求之標的為藝術品；

(ii) 涉及專利、著作權或其他專屬權之保護；或
(iii)基於技術原因而無競爭存在；
(c)

由原來提供貨品或服務之廠商提供不含於原先採購之額外貨品或服
務，而更換提供該額外貨品或服務之廠商將會：
(i)

因經濟或技術原因不可能達成，例如與原先採購之現有設備、
軟體、服務或裝置之交相替換或相互操作性等要求；及

(ii)

造成採購機關之重大不便或大幅增加重複成本；

(d)

因機關無法預見之極緊急事故，致貨品或服務無法經由公開或選擇
性招標及時獲得，而有確實之必要者；

(e)

自商品市場採購之貨品；

(f)

如採購機關因委託他人進行研究、實驗、探索或原創性之發展，購
買根據該特定契約所開發出之原型或初次開發出之貨品或服務。初
次開發出之貨品或服務可能包括為納入實地測試結果並證明該貨品
或服務之量產能符合可接受之品質標準而生產或提供之有限貨品或
服務，但不包括為確定商業可行性或為回收研發成本而進行之貨品
量產或服務提供；

(g)

於非經常性處分如清算、接管或破產的情形，在極短之時間內以極
為有利之條件進行之採購，但不包括向一般廠商所為之例行性採
購；或

(h)

由設計競賽中之優勝者得標且：
(i)

該競賽以符合本章原則之方式辦理，特別是與發布招標公告有
關之部分；及

(ii)

參賽者由獨立之評審團審查，以使優勝者獲得設計契約。

2.

締約雙方應確保機關依據第 1 項規定採公開或選擇性招標以外之程序時，
機關應製作書面紀錄或報告敘明其採取公開或選擇性招標以外程序之情形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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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理由。
第 16 條 決標
1. 締約雙方應確保其機關以公平、公正之採購程序收受、開標及審查投標文
件。
2. 凡列入決標考慮者，其投標文件應於開標當時，符合採購公告或招標文件
所定基本要求，且由符合參與條件之廠商所投標。
3. 除機關為公共利益不予決標外，應決標予其認為有能力履行契約之下列投
標廠商：
(a)

為預算最佳利用；

(b)

為最低標；或

(c)

為符合招標文件所定必要條件及評審標準之最有利標。

4. 機關不得為規避本章之要求，而取消適用本章之採購，或終止或修改契
約。
第 17 條 決標資訊
1.

機關應即時通知投標廠商關於其決標之決定。

2.
受未得標廠商要求時，機關應即時向其說明其未得標之原因，或得標廠商
之相對優點。
3.

適用本章之採購決標後，機關應即時公布至少包括下列資訊之決標公告：
(a)

得標者之名稱與地址；

(b)

採購之貨品或服務之名稱；及

(c)

決標金額。

第 18 條 確保採購作業清廉
各締約方應確保對於政府採購貪腐者有刑事或行政處罰，且締約方之機關就參
與採購者或對採購案具有影響者之任何潛在利益衝突，已訂有政策或處理程
序。
第 19 條 廠商之國內救濟程序
1. 廠商對於機關辦理之採購投訴有疑似違反本章之措施或政府採購措施，且
該投訴係針對涉及或曾涉及該等廠商利益之採購者，締約方應確保其機關對廠
商之投訴事項予以公正且及時之考量。於適當情況下，締約方得鼓勵廠商向機
關尋求澄清，以利該爭議之解決。
2. 廠商對於機關辦理之採購投訴有疑似違反本章之措施或政府採購措施，且該
投訴係針對涉及或曾涉及該廠商利益之採購者，締約方應提供締約他方廠商無
歧視、及時、透明且有效程序，由有權之行政或司法機關聽取或審查該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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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締約方之申訴機制資訊應向大眾公開。

4. 行政或司法機關如得對任何違反本章措施之措施或政府採購措施決定給予賠
償，該賠償得限於廠商於該採購案之合理備標成本。
第 20 條 電子通訊和聯絡點
1. 締約雙方應鼓勵其機關使用網路方式提供政府採購商機，並盡可能採用電
子領標及電子投標。
2. 廠商取得採購資訊之聯絡點應載明於附件 3:IV(聯絡點)或單一入口網站之資
訊。
3. 各締約方應鼓勵其機關儘早於每一會計年度，於網站公告可能之採購計
畫。
第 21 條 附件之修正
1. 締約方依第 22 章(制度性條款)第 2 條(聯合委員會職能)第 2(c)款之規定，
得於下列情形修改本章附件：
(a) 通知他方預定之修正；及
(b) 就適用範圍提供他方適當的補償性調整，以維持相當於修正前之適用
範圍。
2. 縱有第 1(b)款規定，締約方本章附件之修正，於下列情形將不提供補償性
調整予他方：
(a) 依第 22 章(制度性條款)第 2 條(聯合委員會職能)第 2(b)款之執行約
定，就機關適用範圍及／或電子入口網站及／或聯絡點之純屬形式性
質修改及些微修改；或
(b) 締約方對於一個或多個機關之控制或影響已因公司化、商業化或民營
化有效消除。
第 22 條 合作
締約雙方間必要時可召開會議，就下列事項進行諮商：
(m)

有關本章執行之任何事項；

(n)

政府採購議題之討論；

(o)

相互交換政府採購資訊；及

(p)

進一步政府採購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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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紐西蘭與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經濟合作協定第 11 章(政府採
購)之附件
附件 3:I 適用機關、貨品及服務清單
紐西蘭
A 節：適用機關清單
第 11 章(政府採購)適用於本節所列機關依照第 11 章(政府採購)第 2 條所預估之採購金
額等於或高於附件 3:II 所載門檻金額之採購：
1.

Crown Law Office

2.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3.

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4.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5.

Education Review Office

6.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Bureau

7.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8.

Land Information New Zealand

9.

Ministry for Primary Industries

10. Ministry for Culture and Heritage
11. Ministry of Defence
12.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13. Ministry of Education
14.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1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16. Ministry of Justice
17. Ministry of Māori Development
18. Ministry of Pacific Island Affairs
19.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20. Ministry of Women's Affairs
21. New Zealand Customs Service
22. Serious Fraud Office
23. 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
24. The Treas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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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上述中央政府機關包括其所屬之全部行政機關。
B 節：適用之貨品、服務及工程服務
貨品
除第 11 章(政府採購)及本附件另有規定外，第 11 章(政府採購)適用 A 節(適用機關清
單)所列機關之全部貨品採購。
服務
除下列情形、第 11 章(政府採購)及本附件另有規定外，第 11 章(政府採購)適用 A 節
(適用機關清單)所列機關之全部服務採購：
(a) 研究發展3之採購；
(b) 公共健康、教育和社會福利服務4之採購；及
(c) C 節(總附註)所列之採購。
工程服務
除第 11 章(政府採購)及本附件另有規定外，第 11 章(政府採購)適用 A 節(適用機關清
單)所列機關之全部工程採購5。

C 節：總附註
第 11 章(政府採購)不適用商業贊助約定。

3 如 世界貿 易組 織文件 MTN.GNS/W/120 (CPC 851-853)之定 義。
4 指 提供公 共服 務之採 購， 係載明 於世 界貿易 組織 文件 MTN.GNS/W/120 教 育服務 業業
別 (CPC 921、 922、923、 924 及 929) 和衛 生相關 及社會 服務 (公 共衛生 ： CPC 931，包 括
9311、 9312 及 9319；社會 福利： CPC 933 及 913)。
5

指 世界貿 易組 織文件 MTN.GNS/W/120 工 程及相關 工程服 務業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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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臺北
A 節：適用機關、貨品、服務及工程服務
第 11 章(政府採購)適用機關、貨品、服務及工程服務依 2012 年 4 月 2 日世界貿易組
織政府採購委員會第 GPA/113 號文件及其修正文件所載「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
別關稅領域最終附錄 I 清單」所列附件 1、4、5、6 及相關附註。

B 節：總附註
1. 機關所決標之契約，非第 11 章(政府採購)所涵蓋者，不得解釋為第
11 章(政府採購)適用於該契約所包含之任何貨品或服務。
2. 第 11 章(政府採購)不適用於下列情形：
—商業贊助約定；
—購置、發展、製作或合製廣播節目及廣播時段之採購；

—為執行農業援助及人口養育計畫之農產品採購；
—與下列電力計畫有關之貨品採購。
HS 8501 電動機及發電機
HS 8504 變壓變流器
HS 8532 電力電容器
HS 8535 斷電器及開關設備(逾 1000 volts)
HS 8536 斷電器及開關設備(不逾 1000 volts)
HS 8537 開關盤、配電盤
HS 8544 電線電纜(含光纖電纜)
HS 9028 電錶
惟 HS 8501(限 22000KW 以上之電動機及 50000KW 以上之發
電機)、850164、8504 (限 1000KW~600000KW 之變壓器及變
流器)及 8544(僅電信電纜部分)項之採購開放予紐西蘭之貨品
及廠商。
3. 第 11 章(政府採購)不適用有關國家安全而須排除適用之採購，包括為
協助核物料防護、核廢料管理或技術所辦理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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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II 門檻金額
貨品
：130,000 特別提款權
服務(不含工程服務)：130,000 特別提款權
工程服務
：5,000,000 特別提款權
門檻金額應依照下列規定分別換算為新臺幣及紐西蘭幣：
1. 各締約方應依照第 11 章(政府採購)所列門檻金額計算及公布其個別貨
幣金額。計算方式應根據國際貨幣基金於每月「國際金融統計」所公布
的換算率。
2. 個別新臺幣及紐西蘭幣與特別提款權之換算率，應以 1 月 1 日生效之前
一年 11 月 1 日往前推算之兩年期間之每日平均值。
3. 門檻金額換算之新臺幣及紐西蘭幣應每兩日曆年固定不變。中華臺北之
門檻金額若與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之特別提款權門檻金額相同
時，其換算之新臺幣金額應相同。
附件 3:III 單一入口網

紐西蘭
政府採購商機：http://www.gets.govt.nz
政府採購措施：http://www.procurement.govt.nz

中華臺北
政府採購商機：http://web.pcc.gov.tw
政府採購措施：http://www.pcc.gov.tw
附件 3:IV 聯絡點

紐西蘭
Ministry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olutions
33 Bowen Street, PO Box 1473
Wellington New Zealand
procurement@med.govt.nz

中華臺北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臺北市 110-10 信義區松仁路 3 號 9 樓
gpl@mail.pcc.gov.tw

92

附4-346

CPC 第五十一章
CPC
511
5111
5112
5113
5114
5115
5116
512
5121
5122
5123
5124
5125
5126
5127
5128
5129
513
5131
5132
5133
5134
5135
5136
5137

5139
5140
515
5151
5152

編

碼

51110
51120
51130
51140
51150
51160
51210
51220
51230
51240
51250
51260
51270
51280
51290
51310
51320
51330
51340
51350
51360
51370
51371
51372
51390
51400
51510
51520

工

營建工程分類表

程

類

別

基地工程
工址調查工程
拆除工程
基地整建及清理工程
開挖及土方工程
礦區整地工程
鷹架工程
建築工程
單雙棟式住宅建築物
多棟式住宅建築物
倉儲及工業建築物
商用建築物
公共娛樂建築物
旅館餐廳及相關建築物
教育用建築物
健身用建築物
其他用途建築物
土木工程
快速道路（不含高架快速道路），街道，馬路，鐵路及
機場跑道
橋樑，高架快速道路，隧道及地鐵
水道，港口，水壩及其他水工
長程管線，通訊及電線（電纜）
地區性管線及電纜；輔助性工程
採礦及製造之相關工程
運動休閒場所之相關工程
體育館及運動場
其他運動休閒設施（如游泳池、網球場及高爾夫球場）
其他土木工程
預鑄式組合及安裝工程
專業工程
基礎工程（含打樁）
鑽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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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3
5154
5155
5156
5159
516
5161
5162
5163
5164

5165
5166
5169

51530
51540
51550
51560
51590
51610
51620
51630
51641
51642
51643
51644
51649
51650
51660
51691
51699

517
5171
5172
5173
5174
5175
5176
5177
5178
5179
518

51710
51720
51730
51740
51750
51760
51770
51780
51790

5180

51800

屋頂及防水工程
混凝土工程
鋼筋之彎紮及組立（含焊接）
泥水工程
其他專業工程
安裝工程
暖氣，通風及空調工程
水管及排水設施舖設工程
瓦斯安裝工程
電氣工程
電線配接
火災警報工程
防盜系統工程
住宅天線工程
其他電氣工程
絕緣工程（電線，水，熱，聲）
圍籬及護欄工程
其他安裝工程
昇降梯及電扶梯工程
其他裝設工程
建築物裝修工程
玻璃裝配及窗戶玻璃裝設工程
粉刷工程
油漆工程
地板及牆面貼磚工程
其他鋪地板、牆面及壁紙工程
木材及金屬之加工及木作
室內裝潢工程
裝飾品裝潢工程
其他裝修工程
對建築物建造及拆除或土木工程有關之機具提供附操作
員之出租服務
對建築物建造及拆除或土木工程有關之機具提供附操作
員之出租服務

註: 本表譯自 CPC(中央貨品分類)第 51 章，僅供參考，如有疑義，請與原文對照並參閱其相關解釋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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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 (民國 99 年 12 月 24 日 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認定標準依關稅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所稱低度開發國家，指適用海關進口稅則第二
欄稅率之特定低度開發國家。
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基準分為下列三種：
一、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3 條
二、低度開發國家貨物之原產地認定。
三、與我國簽定貿易協定、協議之國家或地區貨物之
原產地認定。
進口貨物原產地由進口地關稅局認定之。原產地認定
有疑義時，進口地關稅局得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提供
產地證明文件或樣品。
前項所稱產地證明文件，包括交易文件、產製該貨物
之原物料或加工資料或其他相關資料。
納稅義務人未依第一項期限提供產地證明文件或樣
4 條
品，或所提供證明文件或樣品不足認定原產地，進口
地關稅局得請求其他機關協助認定。其他機關未能自
進口地關稅局請求協助日起二十日內提出明確書面意
見時，進口地關稅局應就現有查得資料認定貨物原產
地。
前項其他機關包括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及其他
相關機關。
原產地認定過程中，納稅義務人依關稅法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請求貨物主管機關或專業機構協助認定
者，應通知進口地關稅局，進口地關稅局接到通知
時，應將樣品及相關資料送相關機關或專業機構協助
4-1 條
認定。
進口地關稅局於接獲貨物主管機關或專業機構協助認
定之回覆後，應綜合其他查得之事證，認定該進口貨
物之原產地。
進口地關稅局應自貨物申報進口之日起二個月內，完
成原產地之認定。
4-2 條
前項認定期間，得因查核需要予以展延二個月，但以
一次為限，並應將展延事由通知納稅義務人。
二 章 一般貨物之原產地認定基準
非適用海關進口稅則第二欄稅率之進口貨物以下列國
5 條
家或地區為其原產地：

第 2 條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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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第 7 條

一、進行完全生產貨物之國家或地區。
二、貨物之加工、製造或原材料涉及二個或二個以上
國家或地區者，以使
該項貨物產生最終實質
轉型之國家或地區。
前條第一款所稱完全生產貨物如下：
一、自一國或地區內挖掘出之礦產品。
二、在一國或地區內收割或採集之植物產品。
三、在一國或地區內出生及養殖之活動物。
四、自一國或地區內活動物取得之產品。
五、在一國或地區內狩獵或漁撈取得之產品。
六、由在一國或地區註冊登記之船舶自海洋所獲取之
漁獵物及其他產品或以其為材料產製之產品。
七、自一國或地區之領海外具有開採權之海洋土壤或
下層挖掘出之產品。
八、在一國或地區內所收集且僅適用於原料之回收之
使用過之物品或於製造過程中所產生之賸餘物、
廢料。
九、在一國或地區內取材自第一款至第八款生產之物
品。
第五條之進口貨物，除特定貨物原產地認定基準由經
濟部及財政部視貨物特性另訂定公告者外，其實質轉
型，指下列情形：
一、原材料經加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物與原材料歸
屬之海關進口稅則前六位碼號列相異者。
二、貨物之加工或製造雖未造成前款稅則號列改變，
但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率超過百分之三十
五以上者。
前項第二款附加價值率之計算公式如下：
貨物出口價格（F.O.B.）－直、間接進口原料及零件
價格（C.I.F.）／貨物出口價格（F.O.B.）＝附加價值
率。
第一項貨物僅從事下列之作業者，不得認定為實質轉
型：
一、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保存作業。
二、貨物為上市或裝運所為之分類、分級、分裝、包
裝、加作記號或重貼標籤等作業。
三、貨物之組合或混合作業，未使組合或混合後之貨
物與被組合或混合貨物之特性造成重大差異者。
四、簡單之切割或簡易之接合、裝配或組裝等加工作
業。
五、簡單之乾燥、稀釋或濃縮作業，未改變貨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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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者。
第 三 章 低度開發國家原產地認定基準
自低度開發國家進口之貨物，符合下列規定者，認定
為該等國家之原產貨
物：
第 8 條
一、自該國完全生產之貨物。
二、貨物之生產涉及二個或二個以上國家者，其附加
價值率不低於百分之五十者。
第 9 條
前條第一款所稱完全生產貨物，適用第六條規定。

第 10 條

第 11 條

第 四 章
第 12 條

第 五 章
第 13 條

自低度開發國家進口貨物之附加價值率計算公式如
下：
貨物出口價格 (F.O.B.) –直、間接進口原材料及零
件價格 (C.I.F.) ／貨物出口價格 (F.O.B.) ＝附加價
值率在低度開發國家使用中華民國原產材料生產之貨
物，該中華民國原產材料於計算附加價值率時不列入
直、間接進口原材料及零件價格。
自低度開發國家進口之原產貨物，申請優惠關稅者，
進口時應檢具原產地
證明書，並應符合下列運輸規定：
一、自出口國直接運達中華民國。
二、為過境或暫時儲存倉庫之目的，須自另一國家轉
運者，該轉運貨物在轉運期間除卸貨、再裝貨
外，不得從事加工或其他作業。
前項原產地證明書應經出口國政府機關認證，其格式
由財政部訂定並公告之。
自由貿易協定之原產地認定基準
與我國簽定貿易協定、協議之國家或地區，其進口貨
物之原產地分別依各該協定、協議或其授權商定文件
所定原產地認定基準認定之。
前項授權商定之原產地認定基準，由財政部會同經濟
部公告之。
附則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一月十七日條正發布之第四條、第
四條之一、第四條之二修正條文，自發布日起三個月
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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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ਲ༜ѱᑫࡌޗՐӻૼہӃයೕჄ୍ܺਢȜ໒αӝऊȝ
ȩ!

ቩཀ!!ـ

ཀـӣᙟ!!
ؓޣᐒًԖϷؓᐒًًՏٮ
๏ሡϩǶ!

ය߃໘ࢤൔਜቩཀـӣᙟᇥܴ!

གᖴہࡌǶҁਢϩ 311&Ϸ
411&ٿᅿόӕᑈБਢ่݀Ǵ߯а୷ྗ
ᑈ 411&Бਢၨڀ໒วਏǴࡺаԜ
БਢՉࡌᑐኳᔕϷπำीᅱࢬ
ำೕჄǶ!
ལǶςଛӝ 218 ԃ 4 Д 3 Вޗᅽࡼ
ሡϷҁਢჹύᚱѤೀޗՐ
ӻۓՏวঅ҅ҁਢޗՐӻϦ܄
ࡼҞǶ၁ـчѠൔਜ
Q/:2.Q/:5 ǵ Q/213 Ϸ ѳ ቧ ࢤ ൔ  ਜ
Q/:7.:9Ƕ!
5/!чѠϷѳቧࢤ୷Ӧϐᑈ 411&Б གᖴہࡌǶ!
ਢǴჴଶًՏࣣ҂ၲۓݤډଶً 2/ чѠϷѳቧࢤ୷ӦۓݤଶًՏ
ՏೕۓǴЪ҂คምᛖًՏǴፎ
ኧࣣςх֖คምᛖًՏǶ!
3/ ѳቧࢤ୷ӦًؓϷᐒًଶًՏࣣ
অ҅Ƕ!
಄ӝۓݤଶًՏኧǶ!
4/ чѠ୷Ӧًؓၲ 85&ًۓݤ
ՏኧǴ߯Ӣ୷ӦឦߏࠠǴόճӦ
ΠቫଶًଛीǶঃऩाၲډ
ًۓݤՏኧೕۓǴ߾ሡቚ໒ࡩӦ
ΠቫǴஒගଯᑫࡌԋҁǶ!
5/ ҁਢය҃໘ࢤൔஒୖྣҁԛ
่ፕಃ 3 ᗺǴගрޗՐӻۚՐ

Βǵہܴণ!
2/!ଞჹٿਢ୷ӦᑈຑБਢϷന གᖴہࡌǶҁਢ߯ࣁϦԖβӦǴ٩
εᑫࡌೕኳǴࡌᔈӆՉຑёၲ Ȩѱीฝݤਲ༜ѱࡼՉಒ߾ȩಃ 49
നεਏϐБਢǶ!
చೕۓǴ411&ᑈςࢂനε໒วໆᡏǶ
ऩӆፓଯ୷ӦᑈǴᒤѱीฝβ
Ӧ٬Ҕᆅڋाᗺᡂ׳ำׇǴӆଜϒග
ଯǶ!
3/!ٿਢჴଶًՏࣣ҂ၲۓݤଶًՏ གᖴہࡌǶҁਢය҃໘ࢤൔஒୖ
ኧ Ǵࡌ ᔈаၲ  ݤډзೕࣁۓ ྣҁԛ่ፕಃ 3 ᗺǴගрޗՐӻ
ीǶќԵໆ҂ٰޗՐӻԖ 41&ࣁ১ ۚՐؓޣᐒًԖϷؓᐒًًՏٮ
༈ЊǴӭаᐒًࣁЬाҬ೯πڀǴ ๏ሡϩǶ!
ᔈຑًؓᐒՏКٯǶ!
4/!ٿਢ୷Ӧϩപࡕϐ୯ٛᆅԖβӦ གᖴہࡌǶ!
ࢂցԖયΕຑጄൎǴऩԖયΕຑ 2/ чѠϷѳቧࢤ୷Ӧ֡ࣁ୯Ԗౢ
ጄൎǴࡌஒβӦԖᓭኘҔ܈ค
Ϸ୯ٛࡹݯբᏯֽӅԖϐβ
ᓭኘҔӈΕ୍ຑҞǶ!
ӦǴோ୯ٛࡹݯբᏯֽᆅԖϩ
ࣁׯӦǴځೀϩϷճҔᔈᒥൻȨ୯
ैԴᙑࡌׯచٯȩೕጄǴջځ
ᔈࣁԖᓭኘҔ܈ચҔǴځԏᔈ
ӣкߎ୷ׯǶ!
3/ чѠϷѳቧࢤ୷ٿӦ୯Ԗ
ౢǵ୯ٛࡹݯբᏯֽᆶਲ༜ѱ
ࡹ۬Ӆӕڐࡕ،Ǵਲ༜ѱค
ᓭኘҔ୯βӦϩǴ୯ٛࡹ
ݯբᏯֽᆅԖϐ 203 βӦෳໆϩ
പࡕҗ୯ٛќՉೀϩ܈ճҔǶࡺ
୯ٛβӦኩόӈΕҁਢຑǴோ
ଛӝѱ۬ಃΒޗݢӻሡाǴё
ܭҁਢಃΒ໘ࢤӆஒϐયΕຑǶ!
5/!ౢࠔۓՏаȨߙሌషۚȩࣁཷۺǴ ལǴᒥྣᒤǶҁਢஒځཀـӈΕය
ᔈံкᇥܴߙԃϷԴԃΓϐҬ೯ǵ ҃໘ࢤൔϣϩᇥܴǶ!
πբӦᗺǵғࢲᐒૈሡǴаຑ
ΕՐޗՐӻϐཀᜫǴ٠ଞჹό
ӕဂჹܭՐӻሡᔈԖ܌ৡ౦Ǵ
ࡌޗՐӻࡼೕჄᔈаόӕ
ဂሡࣁीԵໆǶ!
6/!ᔠຎѳቧࢤ୷Ӧᎃ߈ΖቺϦოឦ༮ གᖴہࡰᏤǶ!
ൾࡼǴЪឦύᚱၨୃໂӦǴ ځ2/ ѳቧࢤ୷Ӧᎃ߈ϐΖቺϦოܭी
୍ຑϐચߎҞᔈᆶчѠԖ
೯ዬ)ਢ*ᔕᔠᡂࣁ׳Ϧ༜ҔӦ
܌ৡ౦ǴࡌᔈፓચߎԏΕຑ
Ǵோ೯ᔠϦჴࡼϷϦოᎂ౽ǵ
ୖኧǶ!
Ϧ༜໒៘යำ҂ۓǴ٩ѱՉ

1

2

൘ǵġ

ਔ໔Ǻ218 ԃ 4 Д 33 В)ࢃයѤ*Πϱ 3 ਔ!

ມǵġ

ӦᗺǺՐӻวೀ 212 ࠻!

ୖǵġ

ЬΓǺഋЬҺઝਜྻฏ)ж*!

စǵġ

ቩཀـӣᙟᇥܴǺ!
ቩཀ!!ـ

ཀـӣᙟ!!

ǵ݅ہ၍ர!
2/!ҁਢ٩ൔਜ। 29!ѱीฝݤਲ
༜ѱࡼՉಒ߾ಃ 49 చޗՐӻ٬Ҕ
ޣǴځᑈளଜϒගଯԿ୷ྗᑈ
ϐ 2/6 ७ೕۓǴՉຑ໒วኳᔕ
БਢǶோ٩ҁਢ୷Ӧచҹ҇ܭ໔ᑫ
ࡌᔈёၲډᕴᑈ 511&аǴፎೕ
ჄൂՏӆՉᔠຎҁਢ୷Ӧᑈࢂց
ёӆගଯǴБૈ٬βӦ໒วၲډന
εਏǴаቚуޗՐӻЊኧǶ!
3/!όӕᑈБਢӧπำࡼբයำᔈ
Ԗ܌ৡձǴчѠϷѳቧࢤ୷Ӧ
ຑᅿπำीᅱࢬำБਢǴ
ᔈӆံкόӕᑈБਢΠޑπำ
ीᅱࢬำǶ!
4/!όӕဂ)ߙԃΓǵԴԃΓ*ჹܭՐ
ӻሡϷϦ܄ࡼ)ӵϦૼߏ܈
ྣύЈ*ೕჄᔈԖ܌ৡ౦Ǵࡌޗ
ՐӻࡼೕჄᔈаόӕဂሡࣁ
ीԵໆǶ!

གᖴہࡌǶҁਢ୷ӦࣁϦԖӦǴ٩
Ȩѱीฝݤਲ༜ѱࡼՉಒ߾ȩಃ 49
చೕۓǴᑫࡌޗӻ୷Ӧϐᑈёፓϲࣁ
ۓݤᑈϐ 2/6 ७ǴோԜೕۓόள
Ҕ࣬ᜢᑈዛᓰϷᑈ౽ᙯǴջ 411&
ᑈςࢂനε໒วໆᡏǶঃऩӆፓଯ୷
ӦᑈǴᒤѱीฝβӦ٬Ҕᆅڋ
ाᗺᡂ׳ำׇǴӆଜϒගଯ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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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ቩཀ!!ـ

ཀـӣᙟ!!

Ϸόౢሽচ߾Ǵ୷Ӧᎃ߈༮
ൾࡼ܊ځሽ܈ચߎዴჴᔈၨค༮
ൾࡼࣁޣեǶ!
3/ ோѳቧࢤ୷ӦࣁಃΒޗݢӻᓯഢ୷
ӦǴځ໒วᑫࡌයำ҂ۓǴ߃ᔈ
ܭಃޗݢӻֹԋࡕǴӆଛӝၮ
ᆘጕۯ՜ጕೕჄϷ೯ᔠǵϦოᎂ౽
բӆՉ໒วǴۛਔ༮ൾࡼ
ӢનஒόӆǶࡺҁਢϝኩ٩߈ᎃ
ϐύᚱဦ୷ӦຑՉբࣁѳቧ
ࢤ୷ӦϐሽНྗǴՉ࣬ᜢ୍
ຑǴࡌࡕុϝᔈଛӝಃΒޗݢ
ӻයำǴፓሽୖኧаྗ׳ዴຑ
ѳቧࢤ୷Ӧ୍Ƕ!
7/!ٿਢ୷Ӧ୍ϐԾᓭࣣόڀ୍ གᖴہࡌǶ!
ёՉ܄ǴࡌᔠຎԖคёૈቚу໒ 2/ чѠϷѳቧࢤ୷ӦᆉࡕԾᓭ
วໆᡏගଯޗՐӻЊኧǴаቚу
֡ե ܭ211&ǴόڀၗёՉ܄Ǵ
ચߎԏΕԶගଯ୍ёՉ܄Ƕ!
ோ٩୯วȨႴᓰ҇໔ᑫᒤޗՐ
ӻՉౣϐࣴزȩ)215/14*ࣴز
၂ᆉ่݀ϷࡌǴޗӻឦޗᅽճ
ࡼ܄፦ǴၗԾᓭեᜤаڀԖ
୍ёՉ܄Ƕ!
3/ ҁ ਢ  ୷ ٿӦ ֡ ς а  ۓ ݤ ᑈ 
)311&*уी 2/6 ७)411&*Չࡌᑐ
ኴӦ݈य़ᑈϷ୍ຑǴࡕុѸ
ၸीᡂ׳ำׇБளӆቚуޗӻ
ᑈǵኴӦ݈य़ᑈϷ୍ચߎԏ
ΕǶோҁਢ୷ٿӦឦಃΒޗݢӻᓯ
ഢ୷ӦǴځౣᆶಃݢԖ܌
႖ǴନЊኧǵኴӦ݈ѦǴᡏޗ
ӻࡼࠔ፦ϷᆶڬᜐᕉნϐፓکǴ
ҭࣁಃΒޗݢӻϐख़ᗺǶ!
ΟǵЬৢྍঢ়!!
2/!ٿਢ୷ӦឦಃΒޗݢՐӻǴჹ ܭལǴᒥྣᒤǶҁਢஒځཀـӈΕය
ᑫࡌໆᡏࢂցၲനεϯǴӚࣚԖό ҃໘ࢤൔϣϩᇥܴǶ!
ӕ࣮ݤǴࡌё௦ϩය໒วБԄբ
ᑫࡌǴ٠ຑ໒วයำǴа෧ᇸ
୍ॄᏼǶ!
3/!ԵໆޗՐӻՐЊჹຝϷૈΚ ལǶҁਢ୷ٿӦ֡ՏύᚱᓪӦǴ
৮ቹៜ۫⬏ܕચϷચߎǴٿਢ ځચߎНྗǵΚዴჴόӵύᚱОً
୍ચߎࣣаѱሽբࣁຑǴ৮ၨࣁ ઠਡЈӦ٫Ƕோࣁଛѱ۬Ӛޗӻ୷
ᢀǴࡌᔈаගଯрચࣁЬा ӦຑྗǴҁਢϝኩаᎃ߈ಃޗݢ
ԵໆǶ!
ӻύᚱဦϐચߎНྗǵрચࣁЬ

ा୍ຑ٩ᏵǴ٬ҁਢ୷ٿӦϐ୍
ຑளаӧ࣬ӕϐୖኧНྗΠϕ࣬К
ၨຑǶ!
4/!ਲ༜ѱಃޗݢՐӻςԖ 5-111 ལǴགᖴہࡌǶ!
ЊǴࡌಃΒޗݢՐӻᔈԵໆ
୍ॄᏼૈΚϷჴሞሡǴᔈᆶચߎ
ံຠࡹ࣬ϕଛӝǶ!
5/!ٿਢޗՐӻࣣೕۓሡၲऐ߯ኧ ལǴགᖴہࡌǶ!
J>2/36Ǵᔠຎٿਢࡌނեኴቫӭа
εޜ໔ࣁೕჄǴՐӻྗቫλڳኧ
ࠠ ܊К ٯၨଯஒ ග ଯ႖໔ᕅख़
ໆǴ༈Ѹቹៜࡌᑐ่ᄬǶࡌࡕܭ
ុπำܕਔǴᔈݙཀࡌ่ނᄬ
ीϩǶ!
Ѥǵᔼࡌਜय़ཀـ.
.чѠ!
!
2/ ൔਜಃ 4 ।ՋୁβӦǾǾጄൎх ལǶςঅ҅ҁਢчѠ୷Ӧൔਜ
ࡴύᚱѠࢤ 539 Ӧဦ 6 β Q/4Ƕ!
ӦǴࢂցᔈࣁ 4 βӦǶ!
3/ ൔਜಃ 7 ।ԖᜢޗՐӻᑫᒤी ལǶςঅ҅ҁਢчѠ୷Ӧൔਜ
ฝڐշӦБࡹ۬ڗளβӦΌǴ҂ Q/7Ƕ!
௶ܴёߏයચҔޑೕۓǴፎঅ҅ࣁ
ȨӵԖόىǴନёԵໆคᓭኘҔ୯
ԖߚϦҔβӦѦǴឦԖᓭኘҔϐ୯
ԖߚϦҔβӦǴӦБࡹ۬ளӃՉ٩
ำׇᒤԖᓭኘҔ܈٩Րӻݤಃ 32
చೕࢳۓᆅᐒᜢᒤߏයચҔǶȩ
!
4/ ൔਜಃ 22 ।ǴՐӻ ߯ݤ211 ԃ 23 ལǶςঅ҅ҁਢчѠ୷Ӧൔਜ
Д 41 ВϦѲǴፎঅ҅Ƕ!
Q/22Ƕ!
5/ ൔਜಃ 22 ।অ҅ϣϤǵΎϐঅ ལǶςঅ҅ҁਢчѠ୷Ӧൔਜ
҅చЎԛԖᇤǴፎঅ҅Ƕ!
Q/22Ƕ!
6/ ൔਜಃ 23 ।Ȩύѧ࣬ᜢޗՐӻ ལǶςঅ҅ҁਢчѠ୷Ӧൔਜ
ݤзೕ༼ۓ߄ȩፎቚӈȨՐӻံ Q/23Ƕ!
ຠჹຝ܌ۓளϷౢྗȩ
)217/16/42*ǵȨ୯ৎՐӻϷѱ׳
ཥύЈచٯȩ)218/13/25*ǵ
Ȩঅ
ᙄՐӻສීճ৲ϷᙁܰঅᙄՐӻ
Ҕံຠᒤݤȩ)217/17/18*ǵȨՐӻ
ૈ܄ຑჴࡼᒤݤȩ)217/19/21*ǵ
Ȩ คምᛖՐ ӻी ୷ ྗϷዛᓰᒤ
ݤȩ)217/14/34*ǵȨՐӻ࣬ᜢၗૻ
ᇆ  ᆅ  Ϸ ዛ ᓰ ᒤ  ݤȩ
)217/17/3:*ǵȨચࡂ୍ܺ٣ዛᓰ
Ϸᇡۓᒤݤȩ)217/17/33*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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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25

ቩཀ!!ـ

ཀـӣᙟ!!

ቩཀ!!ـ

ཀـӣᙟ!!

7/ ൔਜಃ 36 ।߄ 22Ǵਲ༜ѱಃݢ
ޗՐӻ 21 ೀ୷Ӧ܌ӈЊኧϷಃ
85 ।௶ܴύᚱ 2 ဦ୷Ӧග ٮ2-123
ЊՐӻൂϡǴᆶਲ༜ѱࡹ۬Дග
ൔҁೀ୷ӦᑫࡌЊኧόӕǴࡌ
ፎܴǶ!
8/ ൔਜಃ 43 ।ȐΒȑࡕុύᚱޗ
ӻᓯഢ୷ӦᒧࡌǴ߃ࡌё
ܭȨᐒၮઠᡏ໒วȩ
ǵ
Ȩύ
ᚱǵϣᚱѱύЈڬᜐӦȩ
Ǵோҁ
ਢѳቧࢤ୷Ӧය߃ൔਜಃ 85 ।Ǵ
ගрอǵύǵߏයϐ໒วՏԛׇ
҂ගϷ໒ΒೀǴࡌፎᇥܴǶ!

ҁਢൔਜಃޗݢՐӻ୷Ӧ࣬ᜢ
ၗૻǴ߯җ୍ࣽ٩ಃԛπբ
)217 ԃ 23 Д 25 В*่ፕࡰҢ ܭ217 ԃ
23 Д 32 ВගٮǴբࣁҁਢਲ༜ѱޗ
ՐӻᑫᒤཷݩϐၗٰྍǶ!

ԏΕϷԋҁኧǶќаѳቧࢤ୷Ӧ
ᆉ ኧ ॶ Ծ ᓭ  2: ʘ ǵ OQW ࣁ
.3:4-447-623 ӣᑫࡌԋҁॶǴ
٠ჹྣൔೕჄᑈ 411ʘǴᕴኴ
Ӧ݈य़ᑈ 48-373 ѳБϦЁǴڳࡌ
ԋҁ՟Яό಄தǴϷӧԾᓭ
2:ʘΠǴϣൔၿ 1/97ʘ՟Яၸ
ଯǴࡌᇙբߎࢬໆ߄Ϸуமዴ
ᇡ 3 ୷Ӧ୍ຑीᆉϣǶ!
25/ ୍ୖኧۓԖᑼၗచҹ 2/1:6
ʘϷשа 6 εሌՉѳ֡ 3/74
ʘǴࡌᙶమۓԜ 3 ᅿᑼၗճ
ϐচӢǹิਈୖኧۓǴࡌӛิ
୍ЬᆅᐒᜢዴᇡǶ!

҅Ƕঅ҅ࡕчѠ୷ӦϐԾᓭঅ҅
ࣁ 77/92&ǵѳቧࢤ୷ӦԾᓭ߾অ҅
ࣁ 73/24&Ƕќঅ҅ࡕൔςߕߎ
ࢬໆ߄ୖٮǶ!

གᖴࡌǶҁਢчѠ୷Ӧൔਜύᚱ
ޗӻᓯഢ୷Ӧࡌςঅ҅Ϸံ
кϣǶ၁ـൔਜಃΟകಃΐ
Q/94.Q/97Ƕ!
ќѳቧࢤ୷Ӧൔਜϐύᚱޗӻ
ׇ߯ଞჹಃΒޗݢՐӻԖᓯ
ഢӦࣁϩጄൎǴࡺ҂ӈΕᑫࡌύϐύ
ᑫࡅϷύᚱ 2 ဦ୷ӦǶ!
9/ ҁਢϩപࡕय़ᑈࣁ 5-685/13 ʤǴோ ལǶᇤॶϩςঅ҅Ƕ!
ኳᔕБਢϐ୷Ӧय़ᑈࣁ 6-828/5:
ʤǴࡌፎᔠຎᇥܴǶ!
:/ ќཥࡌޗՐӻࡌ٩٩Րӻ ૈ܄ལǴᒥྣᒤǶҁਢஒځཀـӈΕය
ຑჴࡼᒤݤҙᒤཥࡌՐӻૈ܄ຑ ҃໘ࢤൔϣϩᇥܴǶ!
ǴаගϲۚՐࠔ፦Ƕ!
21/ ࡌܭीࡼπ໘ࢤ௦Ҕ CJNȐࡌ ལǴᒥྣᒤǶҁਢஒځཀـӈΕය
ᑐၗૻኳࠠȑೌמǴаගܹޗՐ ҃໘ࢤൔϣϩᇥܴǶ!
ӻࠔ፦Ǵ٠Եໆԏᔼၮᆅ܌ሡ
CJN ၗૻǴаග׳ٮ٫ޑࡼഢᆢ
ៈ୍ܺǶ!
22/ ፎ٩ᏵՉࡹଣȨϼӀႝ 3 ԃ ལǴᒥྣᒤǶҁਢஒځཀـӈΕය
ीฝȩаཱུεϯϼӀႝǴӵ ҃໘ࢤൔϣϩᇥܴǶ!
ӢࡺคݤǴፎޗܭՐӻࡂഗ
ፎ ੮  ϼ  ૈഢ ᆅ ၰϷ୷০
ࡼǶࡌҁံշϐޗՐӻᑫࡌ
ਢǴᔈ٩Րӻૈ܄ຑჴࡼᒤݤҙ
ᒤཥࡌՐӻૈ܄ຑǴаගϲۚՐ
ࠔ፦Ƕ!
23/ ࡌࣴϐϦКǴόەၸ ལǴᒥྣᒤǶҁਢޗӻࡌᑐय़ᑈ߯
ଯǶ!
٩ࡌᑐೌמೕ߾ೕۓᔠຑǴࡕុ
ஒܭය҃໘ࢤ٩ය߃ቩཀـᔠፓ
ࡌᑐଛǵѳय़ीϣǴ٠ख़ཥ
၂ᆉࡌᑐኴӦ݈ϷϦय़ᑈǶ!
24/ ୍ёՉ܄ຑۓᇥܴ҂ܴዴ ལǶҁਢޔௗπำҔςׯаύᚱ
Ϸ҂аीᆉԄᇶշǴӵޔௗπำ ဦޗӻྗ)Ӧቫ :6-51: ϡ0ڳǵӦ
ҔᇥܴୖԵਲ༜ѱճᡂඤӅӕ Πቫ 221-128 ϡ0*ڳՉ၂ᆉǴќځд
ॄᏼҔගӈྗǴ҂ᇥܴ௦Ֆࡌ ୍ຑୖኧҭଛӝਲ༜ѱࡹ۬ޗ
ഢભǴठᜤаᆉ୍ຑ Րӻᑼၗ୍ೕჄϐ࣬ᜢୖኧࡌ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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ལǶ٩ਲ༜ѱࡹ۬ޗՐӻᑼၗ୍
ೕჄࡌǴҁਢ୷ٿӦϐᑼၗճϷש
ςϩձঅ҅ࣁ 2/1&Ϸ 2/6&Ƕќ܊
ࡂิᆶӦሽิ߾ϩձ٩࣬ᜢೕۓϷਲ
༜ѱޗՐӻᑼၗ୍ೕჄࡌǴิ
ϩձа 3&ǵ2&ՉीᆉǶ!
ལǶҁਢය߃໘ࢤዴᇡ୷ٿӦޗӻ
ϐࡌᑐଛǵϦϷϦࡼሡࡕǴ
ஒܭΠ໘ࢤՉࡌᑐीϷय़ᑈϐঅ
҅Ǵӕਔଛӝ䝙୍҅ຑϣǴύѧ
ᑼၗճ৲ံշϷߚԾᓭ܄ǴஒયΕ
Π໘ࢤຑϣǶځύᑼၗճ৲;ᑫࡌ
යᑼၗճ৲ံշǴԾಃᑼၗኘଆ
നӭ 5 ԃǴ௦ჴЍჴбǶߚԾᓭ܄;
٩୍ଷीᆉǴคݤԾᓭϩϒаံ
շǴံշීϩ 31 ԃයѳ֡ኘбǶ!
ལǶ!
)2* ҁਢчѠϷѳቧࢤ୷Ӧ୍
ёՉ܄ϩǴ௦ޔௗᑫࡌϷۓӦ
БԄǴਲ༜ѱޗՐӻᔼၮය
ᅈ 61 ԃ֡҂ૈӣԏ໒วԋҁǴࡺ
ҁਢᇡࣁᔈڀԖᔼԏΕϐ
ߕឦࡼǴаගଯ୍ёՉ܄Ǵ٬
ޗՐӻૈа҉ុБԄᔼǴБૈ
෧ᇸࡹ۬ࡹॄᏼǶ!
)3* ςঅ҅чѠ୷Ӧൔਜ Q/7 Ў
ӷǶ!
)4* ςঅ҅чѠ୷Ӧൔਜύᚱ
ޗӻᓯഢ୷Ӧࡌϣ
Q/94.Q/97Ƕ!

26/ ӦБࡹ۬ᑫᒤޗՐӻள٩࣬ᜢ
ೕۓӛύѧҙፎံշᑼၗճ৲Ϸߚ
Ծᓭ܄ǴૈԖਏံىीฝ୍
લαǴࡌયΕ୍ёՉ܄ຑǶ!

27/ Ўӷঅ҅Ǻ!
)2* ൔਜಃ 3 ।ीฝҞޑΒϐಃ 3
ՉȨҁࡺᜤаอਔ໔ϣӣԏᑫࡌԋ
ҁȩ
Ǵፎܴঅ҅Ƕ!
)3* ൔਜಃ 7 ।നࡕ 2 ࢤಃ 3 ՉȨᓬ
ӃДҔᑜѱ܌ԖβӦȩǴፎঅ҅
ȨДȩࣁȨၮȩ
Ƕ!
)4* ൔਜಃ 43 ।Ǵ߃ࡌёܭܭ
Ȩᐒၮઠᡏ໒วȩ
Ǵӭ
ঁȨܭȩӷǶ!

ϖǵᔼࡌਜय़ཀـ.
.ѳቧࢤ!
!
2/ ൔਜಃ 7 ।ԖᜢޗՐӻᑫᒤी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7
ฝڐշӦБࡹ۬ڗளβӦΌǴ҂ ЎӷǶ!
௶ܴёߏයચҔޑೕۓǴፎঅ҅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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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26

ቩཀ!!ـ

ཀـӣᙟ!!

ȨӵԖόىǴନёԵໆคᓭኘҔ୯
ԖߚϦҔβӦѦǴឦԖᓭኘҔϐ୯
ԖߚϦҔβӦǴӦБࡹ۬ளӃՉ٩
ำׇᒤԖᓭኘҔ܈٩Րӻݤಃ 32
చೕࢳۓᆅᐒᜢᒤߏයચҔǶȩ
!
3/ ൔਜಃ 22 ।ǴՐӻ ߯ݤ211 ԃ 23
Д 41 ВϦѲǴፎঅ҅Ƕ!
4/ ൔਜಃ 22 ।অ҅ϣϤǵΎϐঅ
҅చЎԛԖᇤǴፎঅ҅Ƕ!
5/ ൔਜಃ 23 ।Ȩύѧ࣬ᜢޗՐӻ
ݤзೕ༼ۓ߄ȩፎቚӈȨՐӻံ
ຠჹຝ܌ۓளϷౢྗȩ
)217/16/42*ǵȨ୯ৎՐӻϷѱ׳
ཥύЈచٯȩ)218/13/25*ǵ
Ȩঅ
ᙄՐӻສීճ৲ϷᙁܰঅᙄՐӻ
Ҕံຠᒤݤȩ)217/17/18*ǵȨՐӻ
ૈ܄ຑჴࡼᒤݤȩ)217/19/21*ǵ
Ȩ ค ም ᛖ Ր ӻी ୷ ྗϷዛᓰᒤ
ݤȩ)217/14/34*ǵȨՐӻ࣬ᜢၗૻ
ᇆ  ᆅ  Ϸ ዛ ᓰ ᒤ  ݤȩ
)217/17/3:*ǵȨચࡂ୍ܺ٣ዛᓰ
Ϸᇡۓᒤݤȩ)217/17/33*Ƕ!
6/ ൔਜಃ 36 ।߄ 22Ǵਲ༜ѱಃݢ
ޗՐӻ 21 ೀ୷Ӧ܌ӈЊኧϷಃಃ
85 ।௶ܴύᚱ 2 ဦ୷Ӧග ٮ2-123
ЊՐӻൂϡǴᆶਲ༜ѱࡹ۬Дග
ൔҁೀ୷ӦᑫࡌЊኧόӕǴࡌ
ፎܴǶ!
7/ ൔਜಃ 3: ।Ϸಃ 89 ।ҁीฝ୷
Ӧय़ᑈࣁ 8-264/44 ʤǴΞൔਜಃ
85 । ߄ 4:  ܌ӈ ѳ ቧ ࢤ य़ ᑈ ࣁ
8-424/9: ʤǴऩ߯ឦӕ༧୷ӦǴ
ፎܴځय़ᑈǶΞൔਜಃ 91 ।ǵ
ಃ 92 ।୷Ӧय़ᑈࣁ 8-424/99 ʤǴ
ࡌፎᔠຎዴۓǶ!
8/ ൔਜಃ 89 ।ϩപচ߾Ȑȑ߯௶
ܴࡌȨчѠȩٿೀ୷Ӧϐϩപ
চ߾ǴࡌଞҁीฝȨѳቧࢤȩ
୷Ӧϩപচ߾ံкᇥܴǶ!
9/ ൔਜಃ 94 ।კ 54ǴҢࣁ୯ౢ
୷ Ӧ  ϩ Ǵ ࢂցᔈ ࣁ Ȩ୯ٛ୷
Ӧȩǻ!
:/ ൔਜಃ 91.94 ।ኳᔕ௦Бਢ 3 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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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2
Ўӷ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2
ЎӷǶ!
ལǶςঅ҅ҁਢчѠ୷Ӧൔਜ
Q/23Ƕ!

ҁਢൔਜಃޗݢՐӻ୷Ӧ࣬ᜢ
ၗૻǴ߯җ୍ࣽ٩ಃԛπբ
)217 ԃ 23 Д 25 В*่ፕࡰҢ ܭ217 ԃ
23 Д 32 ВගٮǴբࣁҁਢਲ༜ѱޗ
ՐӻᑫᒤཷݩϐၗٰྍǶ!
ལǶѳቧࢤ୷Ӧϩപࡕय़ᑈࣁ
8-264/44 ʤǴϩϣࣁᇤǴςঅ
҅ѳቧࢤ୷Ӧൔਜ Q/89ǵQ/95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95
Ўӷ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96
კ 55Ƕ!
ལǶᇤϩςঅ҅ѳቧࢤ୷Ӧൔ

ቩཀ!!ـ

ཀـӣᙟ!!

ྗᑈ 411ʘǴᑫࡌቫኧࣁӦ 23
ቫኴǵӦΠ 4 ቫኴǴோൔਜಃ 99
। ҁ ୷Ӧϐ ࡌᑐೕ Ⴤ ҭ௦ᑈ
411ʘᆉǴᑫࡌቫኧࣁӦ 24 ቫ
ኴǵӦΠ 3 ቫǴࡌፎᇥܴǶ!
21/ ൔਜಃ :6 ।߄ 58ȨѠ୷Ӧޗ
ՐൂϡೕჄБਢ߄ȩࢂցᇤᙄǴ
ࢂցᔈࣁȨѳቧ୷Ӧȩ
Ǵќಃ :7 ।
Βǵ໒วБԄຑಃ 3 ࢤȨҁਢύ
ᚱ  Ѡ ࢤ୯Ԗ βӦ ȩࢂցҭᇤ
ᙄǴࡌፎܴǶ!
22/ ќཥࡌޗՐӻࡌ٩٩Րӻ܄
ૈຑჴࡼᒤݤҙᒤཥࡌՐӻૈ܄
ຑǴаගϲۚՐࠔ፦Ƕ!
23/ ࡌܭीࡼπ໘ࢤ௦Ҕ CJNȐࡌ
ᑐၗૻኳࠠȑೌמǴаගܹޗՐ
ӻࠔ፦Ǵ٠Եໆԏᔼၮᆅ܌ሡ
CJN ၗૻǴаග׳ٮ٫ޑࡼഢᆢ
ៈ୍ܺǶ!
24/ ፎ٩ᏵՉࡹଣȨϼӀႝ 3 ԃ
ीฝȩаཱུεϯϼӀႝǴӵ
ӢࡺคݤǴፎޗܭՐӻࡂഗ
ፎ ੮ ϼ ૈ ഢᆅ ၰϷ୷০
ࡼǶࡌҁံշϐޗՐӻᑫࡌ
ਢǴᔈ٩Րӻૈ܄ຑჴࡼᒤݤҙ
ᒤཥࡌՐӻૈ܄ຑǴаගϲۚՐ
ࠔ፦Ƕ!
25/ ࡌࣴϐϦКǴόەၸ
ଯǶ!

ਜ Q/97.98 Ўӷ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12
߄ 5: Ϸ Q/213 ЎӷǶ!

ལǴᒥྣᒤǶҁਢஒځཀـӈΕය
҃໘ࢤൔϣϩᇥܴǶ!
ལǴᒥྣᒤǶҁਢஒځཀـӈΕය
҃໘ࢤൔϣϩᇥܴǶ!

ལǴᒥྣᒤǶҁਢஒځཀـӈΕය
҃໘ࢤൔϣϩᇥܴǶ!

ལǴᒥྣᒤǶҁਢޗӻࡌᑐय़ᑈ߯
٩ࡌᑐೌמೕ߾ೕۓᔠຑǴࡕុ
ஒܭය҃໘ࢤ٩ය߃ቩཀـᔠፓ
ࡌᑐଛǵѳय़ीϣǴ٠ख़ཥ
၂ᆉࡌᑐኴӦ݈ϷϦय़ᑈǶ!
ལǶҁਢޔௗπำҔςׯаύᚱ
ဦޗӻྗ)Ӧቫ :6-51: ϡ0ڳǵӦ
Πቫ 221-128 ϡ0*ڳՉ၂ᆉǴќځд
୍ຑୖኧҭଛӝਲ༜ѱࡹ۬ޗ
Րӻᑼၗ୍ೕჄϐ࣬ᜢୖኧࡌঅ
҅Ƕঅ҅ࡕчѠ୷ӦϐԾᓭঅ҅
ࣁ 77/92&ǵѳቧࢤ୷ӦԾᓭ߾অ҅
ࣁ 73/24&Ƕќঅ҅ࡕൔςߕཞ
߄Ϸߎࢬໆ߄բୖǶ!

26/ ୍ёՉ܄ຑۓᇥܴ҂ܴዴ
Ϸ҂аीᆉԄᇶշǴӵޔௗπำ
ҔᇥܴୖԵਲ༜ѱճᡂඤӅӕ
ॄᏼҔගӈྗǴ҂ᇥܴ௦Ֆࡌ
ഢભǴठᜤаᆉ୍ຑ
ԏΕϷԋҁኧǶќаѳቧࢤ୷Ӧ
ᆉ ኧ ॶ Ծ ᓭ  2: ʘ ǵ OQW ࣁ
.3:4-447-623 ӣᑫࡌԋҁॶǴ
٠ჹྣൔೕჄᑈ 411ʘǴᕴኴ
Ӧ݈य़ᑈ 48-373 ѳБϦЁǴڳࡌ
ԋҁ՟Яό಄தǴϷӧԾ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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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2:ʘΠǴϣൔၿ 1/97ʘ՟Яၸ
ଯǴࡌᇙբߎࢬໆ߄Ϸуமዴ
ᇡ 3 ୷Ӧ୍ຑीᆉϣǶ!
27/ ୍ୖኧۓԖᑼၗచҹ 2/1:6
ʘϷשа 6 εሌՉѳ֡ 3/74
ʘǴࡌᙶమۓԜ 3 ᅿᑼၗճ
ϐচӢǹิਈୖኧۓǴࡌӛิ
୍ЬᆅᐒᜢዴᇡǶ!
28/ ӦБࡹ۬ᑫᒤޗՐӻள٩࣬ᜢ
ೕۓӛύѧҙፎံշᑼၗճ৲Ϸߚ
Ծᓭ܄ǴૈԖਏံىीฝ୍
લαǴࡌયΕ୍ёՉ܄ຑǶ!

29/ Ўӷঅ҅Ǻ!
)2* ൔਜಃ 3 ।ीฝҞޑΒϐಃ 3 Չ
Ȩ ҁࡺᜤ аอਔ໔ϣӣԏᑫࡌԋ
ҁȩ
Ǵፎܴঅ҅Ƕ!
)3* ൔਜಃ 6 ।ಃ 2 ࢤȨ଼ӄԿՐӻ
ચ୧ѱȩǴӭΑঁȨԿȩӷǶ!
)4* ൔਜಃ 7 ।നࡕ 2 ࢤಃ 3 ՉȨᓬ
Ӄ Д Ҕᑜѱ܌ԖβӦȩǴፎঅ҅
ȨДȩࣁȨၮȩǶ!

Ϥǵ୍ࣽਜय़ཀ!!ـ
2/ ٩୍ܺሡᇥܴਜǴπբҞ;)Β*
ѱ  ё Չ  ܄ϩ  02/ ό  ౢ ѱ 
0)2*ચၛҬܰϷ୍ܺѱ
ϩǴൔਜύ҂ኗቪ୍ܺѱ
ϩǴፎᇥܴǶ!
3/ Ԗ ᜢ  ୍ ё Չ  ܄ຑ  ύ Ծ ᓭ 
)TMS*ǵృॶॶ)OQW*Ϸϣൔၿ
)JSS*ࢂցԖीᆉᒱᇤǴ൩໒วࡋف
όڀ୍ёՉ܄ǴፎᇥܴǶ!

ལǶ٩ਲ༜ѱࡹ۬ޗՐӻᑼၗ୍
ೕჄࡌǴҁਢ୷ٿӦϐᑼၗճϷש
ςϩձঅ҅ࣁ 2/1&Ϸ 2/6&Ƕќ܊
ࡂิᆶӦሽิ߾ϩձ٩࣬ᜢೕۓϷਲ
༜ѱޗՐӻᑼၗ୍ೕჄࡌǴิ
ϩձа 3&ǵ2&ՉीᆉǶ!
ལǶҁਢය߃໘ࢤዴᇡ୷ٿӦޗӻ
ϐࡌᑐଛǵϦϷϦࡼሡࡕǴ
ஒܭΠ໘ࢤՉࡌᑐीϷय़ᑈϐঅ
҅Ǵӕਔଛӝ䝙୍҅ຑϣǴύѧ
ᑼၗճ৲ံշϷߚԾᓭ܄ǴஒયΕ
Π໘ࢤຑϣǶځύᑼၗճ৲;ᑫࡌ
යᑼၗճ৲ံշǴԾಃᑼၗኘଆ
നӭ 5 ԃǴ௦ჴЍჴбǶߚԾᓭ܄;
٩୍ଷीᆉǴคݤԾᓭϩϒаံ
շǴံշීϩ 31 ԃයѳ֡ኘбǶ!
ལǶ!
)2* ҁਢчѠϷѳቧࢤ୷Ӧ୍
ёՉ܄ϩǴ௦ޔௗᑫࡌϷۓӦ
БԄǴਲ༜ѱޗՐӻᔼၮය
ᅈ 61 ԃ֡҂ૈӣԏ໒วԋҁǴࡺ
ҁਢᇡࣁᔈڀԖᔼԏΕϐ
ߕឦࡼǴаගଯ୍ёՉ܄Ǵ٬
ޗՐӻૈа҉ុБԄᔼǴБૈ
෧ᇸࡹ۬ࡹॄᏼǶ!
)3*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6 Ў
ӷǶ!
)4*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7 Ў
ӷǶ!
ལǶςံкҁਢҔόѱϩ
Ǵ၁ـчѠ୷Ӧൔਜ Q/76.Q78
Ϸѳቧࢤ୷Ӧൔਜ Q/6:.Q/73Ƕ!

ལǶҁਢ୷ٿӦ࣬ᜢ୍ୖኧ٩ѱ
۬ޗՐӻᑼၗ୍ೕჄࡌϣঅ
҅Ǵঅ҅ࡕϣፎ၁Ȩಃϖക!୍ё
Չ܄ຑϷϩȩ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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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4/ ፎዴᇡѳቧࢤೕჄ୷Ӧय़ᑈǴ٠ܭ
ൔਜϣኗቪठǴӵ। 3:ǵ। 85ǵ
। 89ǵ। 91 Ϸ। 92ǴኗቪԖό
ӕǶ!
5/ ѳቧࢤൔਜಃ 89 ।ϩപচ߾Ȑȑ
߯௶ܴࡌȨчѠȩٿೀ୷Ӧϐ
ϩപচ߾ǴࡌଞჹҁीฝȨѳቧ
ࢤȩ୷Ӧϩപচ߾ံкᇥܴǶ!
6/ Ԗᜢ। 77 ЇҔਲ༜ѱୱीฝ)
ਢ*ǴԵໆਲ༜ѱ҅ӧࣴᔕਲ༜୯β
ीฝ)ۘ҂ֹԋ*Ǵࡌൔਜόा
ӆЇҔਲ༜ѱୱीฝ)ਢ*Ƕ!

ལǶѳቧࢤ୷Ӧϩപࡕय़ᑈࣁ
8-264/44 ʤǴϩϣࣁᇤǴςঅ
҅ѳቧࢤ୷Ӧൔਜ Q/89ǵQ/95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93
ЎӷǶ!

ൔਜЇҔਢϣǴᗨीฝۘ҂ֹԋ
Ϸ҅ԄϦǴϝڀԖᡏीჄБӛϐୖ
Ե܄Ǵќਲ༜ѱୱीฝਢۘ҂Ϧ
Ǵటᕕှ࣬ᜢՏीჄჹύᚱว
ϐࡰᏤǴӃаਲ༜ѱୱीฝࣁୖ
ԵǶ!
7/ ϣ ࡹᔼࡌ ଞჹ ൔ ਜගٮཀ ལǴᒥྣᒤǶ!
ـǴ٠аႝηແҹගٮঅ҅ϣǴ
ፎୖ᎙অ҅Ƕ)ߕҹ 2ǵ3*!
8/ ൔਜύЎӷϷӜຒҔݤᇤᙄǴ ལǶ!
অ҅ᙶమϩ;!
)2* ѳቧࢤ!
!
y । 2Ǵ҇ܭ୯ 214 ԃԋҥȨՐӻว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 ЎӷǶ!
ೀȩ
Ǵ214 ԃᇤᙄǴᔈঅ҅ࣁ 215 ԃǶ!
y । 2ǴޗՐӻӅी 5 ίЊǴፎ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 ЎӷǶ!
ҔݤǴঅ҅ࣁ 5-111 Њ!
y । 6Ǵ
Ȩ଼ӄԿՐӻચၛѱȩ
ǴԿӷ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6 ЎӷǶ!
ឦᙧӷǴፎմନǶ!
y । 7ǴᓬӃДҔᑜѱ܌ԖβӦǴДӷ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7 ЎӷǶ!
ᇤᙄǴፎঅ҅ࣁၮǶ!
y । :Ǵጓӈ 43/47 ሹϡǴ43/47 ሹፎ ਲ༜ѱࡹ۬ጓӈ215 ԃϷ 217 Րӻ୷ߎ
অ҅ࣁ 56/3 ሹǶ!
Ӆी 56/3 ሹϡǴЬाբࣁԾᒤᑫࡌޗ
ՐӻǶൔਜQ/: ߯ࡰ218 ԃࡋ
ѱวֽԃࡋጓӈ 43/47 ሹϡᒤ
ޗՐӻᑫࡌπำǶ!
y । 22ǴՐӻݤϦѲВࣁ 211 ԃ 23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2 ЎӷǶ!
Д 41 ВǴፎঅ҅Ƕ!
y । 22Ǵঅ҅ϣޑϤǵΎϐঅ҅చ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2
ЎԛԖᇤǴፎঅ҅Ƕ!
ЎӷǶ!
y । 23Ǵ߄ 3ǴϦวѲВፎҔ ςঅ҅чѠ୷Ӧൔਜ Q/23 ߄ 3 Ў
ݤǴ٬Ҕ҇୯ԃДВǶ!
ӷǶ!
y । 28Ǵ߄ 5ǴϦวѲВፎҔ ςঅ҅чѠ୷Ӧൔਜ Q/29 ߄ 5 Ў
ݤǴ٬Ҕ҇୯ԃДВǶ!
ӷǶ!
y । 35Ǵёᑫࡌ 5 ίЊǴፎҔݤǴ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35 Ўӷ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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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অ҅ࣁ 5-111 Њ!
y । 36Ǵ߄ 21ǴΜೀ୷Ӧϩ୷ӦӦ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36 ЎӷǶ!
ဦςӝٳǴፎ׳ཥၗǶ)၁ߕҹ 4*!
y । 36Ǵёග ٮ5-159 ЊǴፎኧ ಃޗݢՐӻӅी 5-111 Њࣁࡹ
ӷǴঅ҅ࣁ 5-111 ЊǶ!
ҞЊኧǴൔਜ Q/36 ಃޗݢՐ
ӻ໒วϣ߯ᔈаჴሞೕჄЊኧࣁྗǶ!
y । 38Ǵ߄ 23Ǵٚ҇ӭфૈύЈǴፎ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39 ЎӷǶ!
ӜᆀǴঅ҅ࣁѱ҇ࢲύЈǶ!
y । 3:ǴܿξܿၡǴܿӷᇤᙄǴፎঅ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41 ЎӷǶ!
҅ࣁύǶ!
y । 45ǴԾΚᆒ۸Ϥ୯ӻǴΚӷᇤ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46 ЎӷǶ!
ᙄǴፎঅ҅ࣁҥǶ!
y । 51ǴໜܱٚǴໜӷᇤᙄǴፎঅ҅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52 ЎӷǶ!
ࣁᓪǶ!
y । 6:Ǵ༼ӵ߄ 46Ǵ߄ 46 ᇤᙄǴ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75 ЎӷǶ!
ፎঅ҅ࣁ߄ 41Ƕ!
y । 73Ǵଯၲ 5 ԋ 2 നപǴപӷᇤᙄǴ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78 ЎӷǶ!
ፎঅ҅Ƕ!
y । 83Ǵ߄ 49Ǵഗᔼӈࣁύߏය ഗᔼय़ᑈቶεЪۘࡑᡂ׳ѱ׳
ޗՐӻǴႣЊኧࣁ 611 ЊǴፎ ཥǴޗӻ୷Ӧय़ᑈࡑǴࡺኩόᆉ
׳ཥၗǶ!
ᑫࡌЊኧǶ!
y । 94Ǵკ 54Ǵ୯ౢ୷ӦࡰӛᒱᇤǴ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96 კ 55Ƕ!
ፎঅ҅Ƕ!
y । 99Ǵ߄ 57ǴኴቫೕჄύӦΠ 3 ቫ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97.98 Ў
ᆶ। 92 ߄ 55 ೕჄӦΠቫቫԛό ӷǶ!
ӕǴፎዴᇡࡕঅ҅Ƕ!
y । :6Ǵ߄ 58Ǵ߄ӜᆀѠ୷ӦǴፎ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11 ߄ 5:
অ҅ࣁѳቧࢤ୷Ӧ!
Ϸ Q/212 ЎӷǶ!
y । :7ǴӅऊ 5 ίЊǴፎҔݤǴ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13 ЎӷǶ!
অ҅ࣁ 5-111 ЊǶ!
y । 217ǴϦำǴϦӷᇤᙄǴፎঅ҅ 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23 ЎӷǶ!
ࣁπǶ!
)3* чѠ!
!
y । 2Ǵ҇ܭ୯ 214 ԃԋҥȨՐӻว ςঅ҅чѠ୷Ӧൔਜ Q/2 ЎӷǶ!
ೀȩ
Ǵ214 ԃᇤᙄǴᔈঅ҅ࣁ 215 ԃǶ!
y । 2ǴޗՐӻӅी 5 ίЊǴፎ ςঅ҅чѠ୷Ӧൔਜ Q/2 ЎӷǶ!
ҔݤǴঅ҅ࣁ 5-111 ЊǶ!
y । 4Ǵ6 βӦǴ6 ᇤᙄǴፎঅ҅ ςঅ҅чѠ୷Ӧൔਜ Q/4 ЎӷǶ!
ࣁ 4 Ƕ!
y । 7ǴᓬӃДҔᑜѱ܌ԖβӦǴДӷ ςঅ҅чѠ୷Ӧൔਜ Q/7 ЎӷǶ!
ᇤᙄǴፎঅ҅ࣁၮǶ!
y । :Ǵጓӈ 43/47 ሹϡǴ43/47 ሹፎ ਲ༜ѱࡹ۬ጓӈ215 ԃϷ 217 Րӻ୷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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অ҅ࣁ 56/3 ሹǶ!

Ӆी 56/3 ሹϡǴЬाբࣁԾᒤᑫࡌޗ
ՐӻǶൔਜQ/: ߯ࡰ218 ԃࡋ
ѱวֽԃࡋጓӈ 43/47 ሹϡᒤ
ޗՐӻᑫࡌπำǶ!
y । 22ǴՐӻݤϦѲВࣁ 211 ԃ 23 ςঅ҅чѠ୷Ӧൔਜ Q/22 ЎӷǶ!
Д 41 ВǴፎঅ҅Ƕ!
y । 22Ǵঅ҅ϣޑϤǵΎϐঅ҅చ ςঅ҅чѠ୷Ӧൔਜ Q/22 ЎӷǶ!
ЎԛԖᇤǴፎঅ҅Ƕ!
y । 23Ǵ߄ 3ǴϦวѲВፎҔ ςঅ҅чѠ୷Ӧൔਜ Q/23 ߄ 3 Ў
ݤǴ٬Ҕ҇୯ԃДВǶ!
ӷǶ!
y । 28Ǵ߄ 5ǴϦวѲВፎҔ ςঅ҅чѠ୷Ӧൔਜ Q/29 ߄ 5 Ў
ݤǴ٬Ҕ҇୯ԃДВǶ!
ӷǶ!
y । 35Ǵёᑫࡌ 5 ίЊǴፎҔݤǴ ςঅ҅чѠ୷Ӧൔਜ Q/37 ЎӷǶ!
অ҅ࣁ 5-111 ЊǶ!
y । 36Ǵ߄ 21ǴΜೀ୷Ӧϩ୷ӦӦ ςঅ҅чѠ୷Ӧൔਜ Q/38 ߄ 21
ဦςӝٳǴፎ׳ཥၗǶ)၁ߕҹ 4*! ЎӷǶ!
y । 36Ǵёග ٮ5-159 ЊǴፎኧ ਲ༜ѱࡹ۬ጓӈ215 ԃϷ 217 Րӻ୷ߎ
ӷǴঅ҅ࣁ 5-111 ЊǶ!
Ӆी 56/3 ሹϡǴЬाբࣁԾᒤᑫࡌޗ
ՐӻǶൔਜQ/: ߯ࡰ218 ԃࡋ
ѱวֽԃࡋጓӈ 43/47 ሹϡᒤ
ޗՐӻᑫࡌπำǶ!
y । 38Ǵ߄ 23Ǵٚ҇ӭфૈύЈǴፎ ςঅ҅чѠ୷Ӧൔਜ Q/3: ߄ 23
ӜᆀǴঅ҅ࣁѱ҇ࢲύЈǶ! ЎӷǶ!
y । 43Ǵ߃ࡌёܭܭǴӭӷܭǴ чѠ୷Ӧൔਜচ Q/43 ύᚱޗӻ
ፎմନǶ!
ᓯഢ୷Ӧࡌϣςӄय़অ҅Ǵ၁
ـൔਜ Q/93.Q/96Ƕ!
y । 45ǴǵβӦឦЎӷᇥܴග чѠ୷Ӧϩപচ߾ϷϩപБਢϣ
Ϸᕴय़ᑈǴ҂ගϷϩപࡕय़ᑈǴፎ ၩܭൔਜಃѤകಃβӦ໒ว
ံкᇥܴǶ!
БਢຑǴ၁ـൔਜ Q/97.Q/98Ƕ!
y । 71Ǵ༼ӵ߄ 46Ǵ߄ 46 ᇤᙄǴ ςঅ҅чѠ୷Ӧൔਜ Q/79Ƕ!
ፎঅ҅ࣁ߄ 45Ƕ!
y । 92ǴUzqfB/C/D ፎঅ҅ࣁ܊ǵ чѠ Q/:6.Q/:: ࣬ᜢკय़ᇥܴϷ
Β܊ǵΟ܊Ǵᗉխᆶ BǵC ෂӜᆀష კӜςԖ߄ҢύЎࠠ܊ӜᆀǶ!
ౄǶ!
y । :1ǴӅऊ 5 ίЊǴፎҔݤǴ ςঅ҅чѠ୷Ӧൔਜ Q/215Ƕ!
অ҅ࣁ 5-111 ЊǶ!
y । 211ǴϦำǴϦӷᇤᙄǴፎঅ҅ ςঅ҅чѠ୷Ӧൔਜ Q/225Ƕ!
ࣁπǶ!
Ύǵ่ፕ!
2/ Եໆٿਢ୷ӦڬᜐᕉნаեஏࡋՐ ལǶ!
ӻࣁЬाวǴࡺࡌೕჄൂՏё
а 411&ᑈຑǴᗉխԋࡌނ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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ॐǴ٠ёග׳ٮε໒ޜܫ໔҇ٮ
٬ҔǶќಃΒޗݢՐӻᑈϷ
ଶًՏໆᡏೕჄǴࢂցԖձܭಃ
ޗݢՐӻаȨໆȩࣁҞǴ
୍ࣽᔈӭуԵໆǶ!
3/ ಃޗݢՐӻԵໆрચჹຝӭа
ᐒًࣁЬाҬ೯πڀǴࣣаᅈى
ЊᐒًࣁीೕጄǴோಃޗݢ
ՐӻൂΓࠠ܊КٯၨଯǴЪԵໆ
ًؓՏрચόଯǴϩ୷Ӧ௦Ҭ
೯ቹៜຑൔکҬ೯ֽڐፓஒ
ϩۓݤଶًՏፓࣁᐒًଶًՏǴ
а಄ӝࡌᑐೌמೕ߾ۓݤଶًՏϐ
ೕጄǴ၀բٮݤಃΒޗݢՐӻೕ
ჄୖԵǴ٠аᐒًЊًՏǴ٠
ӭᐒًՏࣁচ߾Ƕ!
4/ ፎ୍ൂՏ༼ҁೀಃޗݢՐ
ӻ୍ૼہਢ࣬ᜢ୍ୖኧǴٮೕ
ჄൂՏୖԵϷፓٿਢ୍ຑǶ!
5/ ҁԛය߃໘ࢤൔਜঅ҅ࡕ೯ၸǴ
ፎೕჄൂՏୖྣӚہǵϣࡹᔼ
ࡌϷ୍ൂՏཀـঅ҅Ǵ ܭ218
ԃ 5 Д 27 В)֖*ᔠଌঅ҅ࡕൔ
ਜϒᐒᜢቩǶ!
6/ ҁਢ٩Ȩਲ༜ѱࡹ୍۬ܺೌמૼہ
ቬऊᕮਏᆅբाᗺȩಃΒచಃ
ී໒αࠨऊЪηਢ֡҂ၲϦߎ
ᚐǴё௨ନቬऊᕮਏᆅǶ!

ལǶ!

ܭය߃໘ࢤൔਜঅ҅ය໔ǴೕჄൂՏ
ςԏൂ୍ډՏග࣬ٮᜢޗՐӻ
୍ୖኧǴٮҁਢ୍অ҅ϐୖԵǶ!
ལǴᒥྣᒤǶ!

ལǶᒥྣᒤǶ!

13

附5-30

附5-31

附5-32

附5-33

附5-34

Ȩਲ༜ѱᑫࡌޗՐӻૼہӃයೕჄ୍ܺਢȜ໒αӝऊȝȩ!
ය҃໘ࢤൔਜቩཀـӣᙟᇥܴ!
൘ǵġਔ໔Ǻ218 ԃ : Д 38 В)ࢃයѤ*Πϱ 2 ਔ 41 ϩ!
ມǵġӦᗺǺՐӻวೀ 212 ࠻!
ୖǵġЬΓǺഋୋᕴπำљ݊ߏ!
စǵġቩཀـӣᙟᇥܴǺ!
!

ቩཀ!!!ـ

ཀـӣᙟ!!

ǵ৪ہྼ!!ؼ
2/ ਲ༜ѱࡹ۬ӃයޑಃޗݢՐӻӅ 21 གᖴہࡌǶ 218 ԃ 21 Д 6 В
ೀ୷ӦǴࡌஒځᑫࡌයำયΕԵໆǴڀᡏ πբǴҁਢᆶ୍ൂՏࣴύᚱ
ಃΒޗݢՐӻׇӵΠǺа
ຑׇǶ!
чѠϷᅽቺࢤࣁอයᓬӃ໒ว୷
ӦǵࠄѠࣁύය໒ว୷Ӧǵѳቧࢤ
ࣁߏය໒ว୷ӦǴ٠অ҅ҁਢൔ
ਜǶ၁ـчѠ୷ӦϷѳቧࢤൔਜ
ಃΟക!ಃΐ!ȨύᚱޗՐӻᓯ
ഢ୷Ӧࡌȩ
Ƕ!
3/ ҁਢ໒วБԄନΑࡹ۬ԾՉᑫࡌаѦǴᔈӆ གᖴہࡌǶ!
2/ ٩ՐӻݤϷ࣬ᜢݤзǴޗӻ໒ว
ံкځд໒วБਢǶ!
БԄх֖ޔௗᑫࡌǵӝࡌϩࡂǵ
ۓӦǵߦୖ CPU ϷߕීԄ
୧БԄǴࣉԜҁਢܭൔਜ
ಃϖകՉ໒วБԄϩᇥܴǶ!
3/ ҁਢϩࡕǴҗܭчѠǵѳ
ቧࢤ߯୯ౢ٩ՐӻݤኘҔϒਲ
༜ѱբޗӻ໒วϐ୯ԖβӦǴӢ
ԜӝࡌϩࡂǵۓӦ)Ҕ
ѱԖߚϦҔβӦ*ϷߕීԄ୧
БԄܭՉݤзۘόёՉڀ܈ᅪ
ቾǴࡺόࡌ௦ҔǶ!
4/ ܍Ǵҁਢၱܭൔਜಃϖകଞ
ჹޔௗᑫࡌǵߦୖӦٿᅿ໒
วБԄՉ୍ຑϩǴຑ
ࡕࡌ௦ޔௗᑫࡌБԄᑫࡌч
ѠǵѳቧࢤޗӻǶ!
4/ ҁਢύԖᜢ୍ёՉ܄Бय़ǴٯӵӦሽิ གᖴہࡌǶ٩βӦิݤಃ 31 చ
Ϸ࣬ᜢิ෧խϩǴᔈ൩ݤೕय़рᇥܴǶ! ϦԖβӦࡪ୷ҁิа 2&ीᆉǴோӆ
٩Րӻݤಃ 33 చೕۓǴ٠ୖԵȨ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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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чѱᑫᒤޗՐӻϷϦрચΓ෧
խӦሽิϷิࡂ܊ԾݯచٯȩǴҁਢ
ܭ୍ຑਔǴӦሽิа෧խ 21 ԃ
БԄीᆉǶ࣬ᜢϣፎୖ᎙অ҅ࡕൔ
ਜಃϖക!ಃΟ!ȨΟǵᔼၮԋҁ
ຑȩǶ!

Βǵہ
ྍঢ়!
2/ чѠࢤаόӕဂჹܭՐӻሡϷϦ ܄ҁਢчѠ BǵC ෂҞ࠼ဂ߯аޗ
ࡼೕჄᔈԖ܌ৡ౦ǴࡌӧϦӅࡼӵѴ Րӻࣁࠠ܊ᓬӃीϷೕჄǴԖᜢ
วۓՏϷϦ܄ࡼೕჄԖ܌ৡ
ٽ༜ଛӆፓǶ!
౦ǴΏӢ୷ӦελϷࡌᑐीǴ
٠ሡ಄ӝ௲܌ֽػගޜ໔ሡǴठԖ
ෂձϐৡ౦ǴᗨԖৡ౦ࣣࣁӕޗ
ǴЪߚᔼճѴٽ༜߯ჹѦ໒ܫ٬
ҔǴۘჹޗՐӻϐՐЊቹៜόεǶ!
3/ ଞჹٿਢύගډ҂ٰޗՐӻύ ޑ41&১༈ ҁਢчѠϷѳቧࢤ୷ٿӦൔਜ
܌ග 41&১༈Њ߯ࣁՐӻݤಃ 5 చೕ
ЊǴፎගр࣬ᜢኧᏵ܈ၗᇥܴځሡǶ!
ۓԿϿග ٮ41&аКрચϒᔮ
ޗ܈১༈ޣǶ!
Οǵہܴণ!
2/ ࡌஒಃޗݢՐӻύᚱဦᑫࡌֹԋ ҁਢчѠϷѳቧࢤ୷ٿӦൔਜ
ࡕ܌ԋٮޑሡቹៜǴયΕຑԵໆჴሞሡ ܭಃΟകಃΐȨύᚱޗՐӻᓯ
ഢ୷Ӧࡌȩ߯аયΕύᚱ 2 ဦ
Ƕ!
ޗՐӻਢՉຑǶ!
3/ ٿਢჴଶًՏςၲډዴߥЊᐒًՏ ལǶςံкᇥܴܭчѠൔਜ
ሡǴჹًًؓܭՏ҂௶ܴࡕុ٬ҔᆅБ Q/211 Ϸѳቧࢤൔਜ Q/::Ƕ!
ԄǴፎගрᇥܴǶ!
4/ ᔠຎчѠ୷ӦҞ߃ࡌᑐೕჄࠠᄊǴԖ ལǴགᖴہࡌǶ!
ࡌᑐ่ᄬӼӄᅪቾǴࡌࡌុࡕܭᑐी
ਔǴᔈܭၲ࣬ډᜢሡ٠ᔈݙཀࡌ่ނᄬ
ीϩǶ!
5/ ࣁᗉխВࡕ୷ڙӦӦ፦ቹៜډᑫࡌԋҁǴ ٿҁਢς୷ܭӦวݩϐᕉნ௵ག
ਢ୷ӦӦ፦చҹᔈуΕ߃ᇥܴǴ٠ࡌܭᑐ ϩǴ߃၌ҁਢ୷Ӧࣣࣁੋ
໒ว໘ࢤ၁уຑǴӕਔᔈયΕऐകǶ! Ϸ࣬ᜢӦ፦ᒪၞǵӦΠНံݙǵࢲ
ᘐቫϷξᆶӦྖӦ፦௵གǶ၁
ـчѠൔਜ Q/48ǵѳቧࢤൔਜ
Q/45Ƕ!
Ѥǵ݅ہ၍ர!
2/ ፎೕჄൂՏගٮനεϢࡌय़ᑈϷኴቫኧǴࣴ ٩Ȩѱीฝݤਲ༜ѱࡼՉಒ߾ȩಃ
ځдࡌᑐ܈ѱीฝ࣬ᜢݤзύԖᜢ 49 చ Ϧ Ԗ β Ӧ  ٮբ   ޗՐ ӻ ٬ Ҕ
ዛᓰ܈խीय़ᑈೕۓǴаբࣁࡕុೕჄ ޣǴځᑈளଜϒගଯԿᑈ 2/6
७Ǵѱीฝᡂ׳ำޣׇளӆଜϒ
2

ቩཀ!!!ـ

ཀـӣᙟ!!

ගଯǴோόளຬၸ୷ྗᑈϐΒ७Ƕ
ϦԖβӦόளҔ࣬ᜢᑈዛ
ᓰϷᑈ౽ᙯϐೕۓज़ڋǶ!
ҁਢ୷ٿӦ໒วໆᡏаѱीฝՐ
ӻβӦۓݤᑈ 311&Ǵѱीฝ
ᡂ׳ำׇǴջനε໒วໆᡏࣁᑈ
511&Ǵόளӆቚу࣬ᜢዛᓰᑈǶ!
3/ ٿਢჴଶًՏаЊ ًؓଶًՏࣁ གᖴہࡌǶҁਢଶًՏೕჄ߯а
ЬǴӢٿਢ֡ԖߏྣࡼሡǴԖೖ ᅈۓݤىଶًՏࣁᓬӃǴӕਔԵໆӦ
࠼ǵ࣮ៈΓӢનǴჴሞሡёૈεܭ Πቫ໒ࡩ୍ຑǴࡌࡕុᔼၮ
ਔǴаᅈىՐЊ܍ચሡࣁᓬӃǴ҂
ӧीًՏኧǴࡌᔈӆຑᇥܴǶ!
рચϩӆՉញрٮ๏ڬᜐӦ܈
ᖏਔଶً҇٬ҔǶԜѦǴύᚱύ
ξܿၡݮጕԖ 5 ೀޗՐӻ୷ӦǴᔈ
ӝ࣬ᜢൂՏ٠ଛӝၮᆘጕ
ගঀӦ҇٬ҔεၮᒡǶ!
ϖǵᔼࡌਜय़ཀ!ـ
2/ ൔਜ࠾य़Ȩය߃໘ࢤൔਜȩᇤᙄǴፎঅ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य़Ƕ!
҅Ƕ!
ी٩ᏵǶ!

3/ ൔਜಃ 74 ।܌ӈϐᔮޗ܈১༈ يޣགᖴࡰ҅Ƕςঅ҅чѠൔਜ Q/7:
ϩǴፎ٩Րӻݤಃ 5 చೕۓϐ 23 ීచӈǶ! Ϸѳቧࢤൔਜ Q/79Ƕ!
4/ ൔਜಃ 8: ।ଞჹύᚱ 5 ೀ୷Ӧϐ ׇགᖴہࡌǶ 218 ԃ 21 Д 6 В
ᆶȨਲ༜ѱᑫࡌύᚱѠࢤ 256ǵ262ǵ264 πբǴҁਢᆶ୍ൂՏࣴύᚱ
ӦဦȐࠄѠཥȑᄤᅽቺࢤ 214 Ӧဦ ޗಃΒޗݢՐӻׇӵΠǺа
чѠϷᅽቺࢤࣁอයᓬӃ໒ว୷
ՐӻȩૼہӃයೕჄ୍ܺਢȩϐࡌ
ӦǵࠄѠࣁύය໒ว୷Ӧǵѳቧࢤ
ׇόӕǴፎਲ༜ѱࡹ۬ࣴǶ!
ࣁߏය໒ว୷ӦǴ٠অ҅ҁਢൔ
ਜǶ၁ـчѠ୷ӦϷѳቧࢤൔਜ
ಃΟകಃΐȨύᚱޗՐӻᓯഢ
୷Ӧࡌȩ
Ƕ!
5/ ୍ୖኧۓϷϩ่݀՟όӝϷӸӧҟ ལǶςख़ཥᔠѳቧࢤޗӻीฝϐ
࣯ӵΠॊǴࡌख़ཥᔠຎୖኧۓϷ୍ी ཞ߄ǵߎࢬໆ߄Ϸ࣬ᜢ୍ଷ
ୖኧϣǶख़ཥᔠຎࡕǴаޔௗ
ᆉϣǶ!
ᑫ ࡌ Б Ԅ ໒ ว ϐ Ծ ᓭ  )TMS* ࣁ
)2* ୍ϩ่݀Ծᓭ҂ၲ 211&ՠృॶࣁ
85/1:& ǵ ృ  ॶ )OQW* ࣁ ॄ ॶ
҅Ǵӵѳቧࢤ୷ӦԾᓭ)TMS*85/51&Ǵՠ ).:99-1:7-459 ϡ*Ƕ!
ృॶ)OQW*ࣁ 51-941-325 ϡǶ!
)3* ѳቧࢤ୷Ӧൔಃ 246 ।ߦୖשࣁ ལǶ!
5/27&Ǵՠ 25: ।ࣁ 3/56&ǴፎዴᇡǶќᔈ 2/ ҁਢ௦ߦୖ CPU БԄ໒วϐש
٩ΠԄीᆉǺש>ᑼၗКٯ
ዴᇡ၀שࢂۓցӝǶ!
51&Øᑼၗճ 3/1&ɠԾԖၗҁК
 ٯ71&Øၗߎൔၿ 9/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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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ᔼճ٣܌ளิ 31&*>5/27&Ƕ
চൔਜ 25: ।ᇤॶϩςঅ҅Ƕ!
3/ ќၗΓၗߎൔၿ߯ୖԵ
ࡹߦୖљ࣬ᜢࣴزϷਢٯϐ
ࡌ 9&23&ु܌ǹᑼၗճ߾ୖ
Ե 218 ԃ 7 ДϖεሌՉၗҁ܄Ѝ
рສීճ 2/944&Ǵӆуी॥ᓀ
ፓࣁ 3/1&ǴаԜᆉߦୖ CPU
ϐשᔈឦӝǶ!
)4* ѳቧࢤ୷ӦӦሽิᇥܴ߯аϦӦሽ+91& ལǶচൔᇤҔدԖβӦҙൔӦሽ
ीᆉǴோϦԖβӦ՟аϦӦሽࣁҙൔӦ ीᆉǴςঅ҅ፎ၁ـൔਜ Q/264Ƕ!
ሽǴፎዴᇡǶ!
6/ ӦሽิϷิࡂ܊Ѝр߯ᛦΕѱȐѰЋрѓ ལǶ!
Ћȑ
Ǵѱ۬ჴ፦คᚐѦॄᏼǴࡌҗЍр 2/ Ӧሽิǵ֡ิࡂ܊ឦӦБิǴҗ
ӦБࡹ۬٩ݤቻԏǴோ٩ȨՐӻ
ύ௨ନǴׯፎѱᔈஒޗՐӻ܌ᛦયϐ
ݤȩϷȨਲ༜ѱޗՐӻᑫᒤᆶ
όౢԖิኘΕՐӻ୷ߎǶ!
ϦрચΓрચࡂ܊෧խӦሽิ
Ϸิࡂ܊Ծݯచٯȩ٦Ԗ 21 ԃխ
ቻᓬඁǶ!
3/ ҁਢޗӻᑫᒤය໔ϐӦሽิǵ܊
ࡂิЍрᗨᛦΕѱǴฅ൩Ӛձ
ޗӻीฝϐ୍ᢀᗺǴϝᔈӈࣁ
ᑫࡌᔼၮ୍ЍрǴБள٬Ӛ
ձीฝϐཞϷ୍ຑ಄ӝჴ
ሞݩރǶԶᛦΕѱϐิࡂ܊ǵ
ӦሽิኘΕՐӻ୷ߎ٣ەϷځਏ
Ǵࡌᔈќҗѱ۬ᡏޗӻࡹ
ϷࡹԏЍࡋفຑϐǶ!
7/ ࡌᔈ٩Րӻૈ܄ຑჴࡼᒤݤҙᒤཥࡌՐ ལǶςܭҁਢൔਜಃѤക!ಃѤ
!ࡌᑐೕჄी!ཥቚȨ6/!Րӻ܄
ӻૈ܄ຑǴаගϲۚՐࠔ፦Ƕ!
ૈচ߾ȩǴ၁ـчѠൔਜ
Q/219ǵѳቧࢤൔਜ Q/218Ƕ!
8/ ޗՐӻӃයೕჄीฝਜගϷȨ೯Ҕȩคም ལǶςঅ҅ҁਢࡌᑐނคምᛖࡼ
ᛖीǴՉݤೕ٠คȨ೯ҔीȩೕጄǴ ीೕጄϷคምᛖᕉნीচ߾Ǵ၁
ࡌ٩ՉȨࡌᑐނคምᛖࡼीೕጄȩ ـчѠൔਜ Q/:8ǵ21:ǵѳቧࢤ
ൔਜ Q/:8ǵ216Ƕ!
ϷȨคምᛖՐӻीೕጄϷዛᓰᒤݤȩᒤǴ
аคምᛖՐӻϐׯ๓Ϸ϶๓ᕉნǶ!
9/ ࡌܭीࡼπ໘ࢤ௦Ҕ CJNȐࡌᑐၗૻኳ ལǶςӈΕҁਢܕЎҹ٠অ҅ܭ
ࠠȑೌמǴаගܹޗՐӻࠔ፦Ǵ٠Եໆԏ чѠ୷Ӧൔਜ Q/246ǴϷѳቧࢤ
ᔼၮᆅ܌ሡ CJN ၗૻǴаග׳ٮ٫ޑ ୷Ӧൔਜ Q/244Ƕ!
ࡼഢᆢៈ୍ܺǶ!

ቩཀ!!!ـ

ཀـӣᙟ!!

:/ ፎ٩ᏵՉࡹଣȨϼӀႝ 3 ԃीฝȩа ལǶ!
ཱུεϯϼӀႝǴӵӢࡺคݤǴፎ
ޗܭՐӻࡂഗፎ੮ϼૈഢᆅၰϷ୷
০ࡼǴࣴ܈ஒࡂഗрચϒቷǶ!
21/ ࡌࣴϐϦКǴόەၸଯǶ!

22/ ԖᜢࡌᑐೕჄीࡌཀـ၁ӟߕ߄Ƕ!

аਲ༜ѱಃޗݢՐӻਢٯǴϷҁ
ਢᜪӕԜीБԄǴࣣܭեኴቫ
ޗᅽϷϦࡼǴӕਔԵໆϦࡼ
ϐࡕុрΕϷᆅሡǴࣣा
ᐱҥрΕαǵኴఊϷႝఊǴோԜஒ
ගଯϦКϷᆢᆅԋҁǶ!
ལǶςံкܭчѠൔਜ Q/231Ƕ!

чѠ୷Ӧ!
)2* ೯ҔคምᛖीǺ!
҂࣬ـᜢ೯Ҕࠠ܊ीკय़Ǵࡌᛤᇙ೯Ҕ
ࠠ܊ी࣬ᜢკय़Ƕ!
གᖴہࡌǶҁਢ၌୷ӦϣԴ
)3* ૈ෧ᅹᆶᆘϯǺ!
y Q/:6ǴΟǵࡌᑐଛϷೕჄ)*ӄෂଛǴ ᐋ҂ӈΕਲ༜ѱၭวֽࣔԴ
ȨǾԴᐋଛӝཥीඳᢀܭϒߥ੮ȩ
Ǵࡌ ᐋߥӸమн)၁ـൔਜ Q/3:*ǴࣁԵ
ໆ୷ӦឦߏࠠϷݩǴόճӦΠቫ
ԜࢤЎӷࡕБံкᇥܴЎӷǺ٠੮ϐ
ًၰጕीǴࡌԖԴᐋԛۓ
ނғߏޜ໔Ƕ!
ܭ໒ࡩೱុᏛѦǴගଯӸࢲǶς
ံкܭчѠൔਜ Q/::Ƕ!
y ҂࣬ـᜢ֣ڱϷታᎩ܈ၗྍӣԏޜ໔ǴፎԵ ལǶςঅ҅чѠൔਜ Q/225ǵ
ѳቧࢤൔਜ Q/224Ƕ!
ໆ࣬ᜢीǶ!
y Q219Ǵ٩ 3127 ԃހඵችࡌᑐຑЋнǴ ځལǶςঅ҅чѠൔਜ Q/227ǵ
ࡰހȨຠЈߡճࡰȩςࣁׯȨඵችബ ѳቧࢤൔਜ Q/226Ƕ!
ཥࡰȩǴፎ٩നཥހԛඵችࡌᑐຑЋн
ೕۓঅ҅Ƕ!
y ୷Ӧϣ௨НǴᔈ௦ߘǵԦН)ߘ܈ǵᚇ௨Нǵ ལ  Ƕ ς ံ к  ܭч  Ѡ ൔ  ਜ
ԦН*ϩࢬБԄᒤǶঃԾԦНೀ Q/225Ǵ٠অ҅ܭӦय़ቫीკ၁ൔ
ࡼǴ௨ܫϐԦНǴᔈӃԦНೀࡼִ๓ ਜ Q/235Ƕ!
ೀǴ಄ӝՉࡹଣᕉߥനཥႧѲϐȨࢬܫ
НྗȩࡕǴۈளࢬܫǶԦНೀࡼǴ
ᔈٳᔠ࣬ᜢᏓॣǵૌٛݯଛӝࡼǶ
ӢЊኧςၲҔԦНΠНၰߐᘖǴԦ
ԦНೀࡼϐଛՏǴࣁᗉխቚу҂ٰ
ᔼᆅܜНҔϷᆅᆢៈጕǴࡌፎᓬӃԵ
ໆࡌᑐނѦҔӦǴԦНೕჄᔈଛӝ҂ٰҙፎ
ௗΕϦӅԦНΠНၰય௨٣ەǴ٠ሡԵໆႣ

4

5

附5-37

ቩཀ!!!ـ

ཀـӣᙟ!
!

ࣁ੮Ϫඤય௨ௗᆅ܌ሡϐԦ௨Ҕᆅ
ጕǴаխ़ғΒԛࡼπǶ!

ǴࢬܫН፦ќ಄ӝ၀ᆅۓڋϐН፦
ྗϷڗளય௨ӕཀǴБё௨ܫ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Ȩಃϖ!ीკᇥȩǶ!

y ᐒًڵၰᆶًؓڵၰ௹όӕǴࡌᐒًଶ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Ȩಃϖ!ीკᇥȩǶ!
ًՏύܭӦΠ࠻ 2 ቫǶ!
y ӚӦΠ࠻ޜ໔҂࣬ـᜢᐒޜ܊໔Ǵ࣬ᜢკᇥ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Ȩಃϖ!ीკᇥȩǶ!
ፎԵໆႣ੮࣬ᜢᐒޜ܊໔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5* ѦϦӅ୍ܺޜ໔Ǻ!
y BǵC ෂຉفቶ੮ᆶჹӛ୷Ӧӝٳ Ȩಃϖ!ीკᇥȩǶ!
ीǴோ C ෂΕαًၰӧ 3 ෂࡌނύ໔ǴፎԵ
ໆΓًϩၰǶ!
y B ෂྼᲹ௲࠻ࡌ௦Б҅ޜ໔Ǵᗉխ௦Ҕ M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Ȩಃϖ!ीკᇥȩǶ!
ࠠޜ໔ǴБߡ௲Ꮲ٬ҔǴ!
y B ෂߏྣᏵᗺΕαόܴᡉǴЪᎎय़ࣁڳ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Ǵࡌ௦Ҕ೯ҔคምᛖीǴ೯ၡѳ٠ Ȩಃϖ!ीკᇥȩǶ!
ՅறҢమཱ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6* ࡌᑐނඳᢀࠠՅறǺ!
ࡌᑐ ނB ෂ 421 ௦ྗቫीǹC ෂ 421 Ȩಃϖ!ीკᇥȩǶ!
௦ྗቫीǴோ࣬ᜢҥय़ϷຎӚቫ໒ื
ՏόठǴፎᙶమǶ!
ལǶ٩ѱ۬Րӻวೀჴሞวхᑫ
)7* πำሡጓӈǺ!
ҁਢႣ 217-465!ϡ0ڳඤᆉ 43-936 ࡌϐޗӻਢ)ٯӵύၡΒဦǵύᚱ
ϡ0N3ǴX3 ୷Ӧ B ෂӦ 24 ቫӦΠ 3 ቫǵ ဦ  * Ǵ  ځπ ำ   ۘ ᔈ х ֖ ᆘ ࡌ
ᑐǵඵችࡌᑐǵऐകϷৎॿഢ
F2 ୷Ӧ C ෂӦ 21 ቫӦΠ 4 ቫǴ٩Ьीᕴ
࣬ᜢԋҁǴӢԜঃаȨЬीᕴೀ 219
ೀ 219 ԃӅӕ܄ྗύ;ᒳโషᏉβᄬՐ ԃࡋӅӕ܄Ҕጓӈྗ߄ȩྗຑ
ӻᆶஎް 24ɴ27 ቫѳБϦЁ 37-141 ϡ Ǵ৮եҁਢπำԋҁǶᆶ୍
0N3ǹ28 ቫа 38-291 ϡ0N3ǴᒳମᄬՐ ൂՏፕࡕǴࡌҁਢୖԵਲ༜ѱಃ
ӻᆶஎް 24ɴ27 ቫѳБϦЁ 41-231 ϡ ޗݢӻਢٯຑᔼԋҁǶ!
0N3ǹ28 ቫа 43-511 ϡ0N3Ǵ܌ӈൂሽ
ѳ֡ᔼൂሽीᆉǴࡌፎϝ٩ЬीᕴೀӅ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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ཀـӣᙟ!!

ལǶςঅ҅ҁਢคምᛖीࠠ܊
კǴ၁ѳቧࢤൔਜ Q/22:Ƕ!
)2* ೯Ҕคምᛖी;!
y ҁਢคምᛖ೯ҔࠠൂϡǴࡺᔈคም
ᛖ࠻ϣѦ೯ၡǵคምᛖܹफ़ఊǵคምᛖኴ
ఊǴ࣬ᜢрΕαǵ௹ڵᔈ಄ӝݤೕೕۓ
ीǶ!
y ӦΠ࠻ᔈೕჄคምᛖًؓଶًՏǴ٠ᔠค ལǶςख़ཥᔠຎϷঅ҅ҁਢ୷Ӧଶ
ًՏೕჄϷीǴࣣа಄ӝۓݤଶً
ምᛖଶًՏኧໆࢂցىǻ!
Տ)х֖คምᛖًՏ*ৢԛǶ၁ـѳቧ
ࢤൔਜ Q/:2ǵQ/::ǵQ/239.241Ƕ!
y ࡌታ܊ǵ൵ϷѠрΕαߐᘖଯࡋ 4 ལǶςঅ҅ҁਢࡌᑐނคምᛖࡼ
ϦϩаΠǴ٠բ௹܈ف۱ೀǴࢂ܈ᆶೱ ीೕጄǴ၁ѳቧࢤൔਜ Q/218Ƕ!

ѳቧࢤ୷Ӧ!
!

y ٩୷ӦచҹǴԦНऩёҙௗϦӅԦНΠНၰ ལǶςຏܴܭчѠൔਜ Q/225Ƕ!
௨ܫǴᔈᓬӃӛӦࡹ۬ᆅൂՏᒤય௨
ௗᆅ࣬ᜢ٣ەǶ!
y ೀࡕԦНࢬܫǴऩੋϷၭНၡམ௨٣ ལǶςຏܴܭчѠൔਜ Q/225Ƕ!

)4* ۚՐϣޜ໔Ǻ!
y Ӛቫଛ҂ـ೯Ҕࠠ܊ीǴ!

ቩཀ!!!ـ
܄ྗᔠǶ!

ௗޜ໔ѳǶ!
y ࡌ൵ޜ໔ӦڳەԵໆٛЗྖॹǶ! ལǶςঅ҅ҁਢࡌᑐނคምᛖࡼ
ीೕጄǴ၁ѳቧࢤൔਜ Q/218Ƕ!
ལǴགᖴہࡌǶ!
)3* ૈ෧ᅹᆶᆘϯ;!
y ҁਢ ܭ6Gǵ8G ೕჄࡂഗ༜Ǵᔈִ๓Եໆ
ࡂഗᙟβᆘϯٛНǵ௨Нǵٛਥࡼᆶ่ᄬ
܍ၩख़ໆीǶ!
y Q/223.239 Ӛቫѳय़კޜ୍ܺޔࠟޑ໔҂ ལǶςঅ҅ҁਢൔਜಃѤകࡌᑐ
ी໒ืǴᔈܭೕჄीύ௦Ծฅ೯॥ǵԾ ຑϷೕჄीȨಃϖ!ीკᇥȩ
Ƕ!
ฅ௦Ӏࣁ٫Ƕ!
y ϦӅୱҥय़ࠠ௦εय़࣒ዟीǴᔈִ๓ ལǶςঅ҅ҁਢൔਜಃѤകࡌᑐ
ԵໆВྣໆϷޜፓૈǴԵቾቚу ຑϷೕჄीȨಃϖ!ीკᇥȩ
Ƕ!
ుࡋ܈уΕ݈Ƕ!
y Q216Ǵ٩ 3127 ԃހඵችࡌᑐຑЋнǴ ځལǴགᖴہࡰǶςঅ҅ܭѳቧ
ࡰހȨຠЈߡճࡰȩςࣁׯȨඵችബ ࢤൔਜ Q/226!
ཥࡰȩǴፎ٩നཥހԛඵችࡌᑐຑЋн
ೕۓঅ҅Ƕ!
y ୷Ӧϣ௨НǴᔈ௦ߘǵԦН)ߘ܈ǵᚇ௨Нǵ ལǶςံкᇥܴܭѳቧࢤൔਜ
ԦН*ϩࢬБԄᒤǶঃԾԦНೀ Q/224!
ࡼǴ௨ܫϐԦНǴᔈӃԦНೀࡼִ๓
ೀǴ಄ӝՉࡹଣᕉߥനཥႧѲϐȨࢬܫ
НྗȩࡕǴۈளࢬܫǶԦНೀࡼǴ
ᔈٳᔠ࣬ᜢᏓॣǵૌٛݯଛӝࡼǶ
ӢЊኧςၲҔԦНΠНၰߐᘖǴԦ
ԦНೀࡼϐଛՏǴࣁᗉխቚ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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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38

ቩཀ!!!ـ

ཀـӣᙟ!
!

ᔼᆅܜНҔϷᆅᆢៈጕǴࡌፎᓬӃԵ
ໆࡌᑐނѦҔӦǴԦНೕჄᔈଛӝ҂ٰҙፎ
ௗΕϦӅԦНΠНၰય௨٣ەǴ٠ሡԵໆႣ
ࣁ੮Ϫඤય௨ௗᆅ܌ሡϐԦ௨Ҕᆅ
ጕǴаխ़ғΒԛࡼπǶ!
y ٩୷ӦచҹǴԦНऩёҙௗϦӅԦНΠНၰ ལǶςံкᇥܴܭѳቧࢤൔਜ
௨ܫǴᔈᓬӃӛӦࡹ۬ᆅൂՏᒤય௨ Q/224Ƕ!
ௗᆅ࣬ᜢ٣ەǶ!
y ೀࡕԦНࢬܫǴऩੋϷၭНၡམ௨٣ ལǶςံкᇥܴܭѳቧࢤൔਜ
ǴࢬܫН፦ќ಄ӝ၀ᆅۓڋϐН፦ Q/224Ƕ!
ྗϷڗளય௨ӕཀǴБё௨ܫǶ!
ལǶςঅ҅ҁਢคምᛖीϷՐӻ
)4* ۚՐϣޜ໔;!
y Q/219.Q/221 ံкൂϡϣЬा೯ၰޑቨࡋ ൂϡࠠ܊ीკǴ၁ـѳቧࢤൔਜ
ຏǴ٠а࣪ޜ໔ࣁԵໆӼ௨ৎڀǶ! Q/22:.Q/233Ƕ!
y Q/229 ྗࠠ܊൵ค೯॥௦ӀǴሡԵໆ ёճҔޜፓഢ௨р࠻Н
ϷޜǴၲډ೯॥ඤਏ݀Ǵаߥ
൵܌೯॥ඤǶ!
൵ଳᔿǶ!
y ံкӚൂϡπբѠՏǴ٠ࢱՊᐒǵ ལǶςঅ҅ҁਢՐӻൂϡࠠ܊ी
კǴ၁ـѳቧࢤൔਜ Q/231.Q/233Ƕ!
ޜፓ࠻Ѧᐒ࣬ᜢഢǶ!
y Q/222Ȩ)3*ፁ௦ҔଳᔸϩᚆǴ٬ፁӦ݈ ལǴགᖴہࡰǶςঅ҅ѳቧࢤ
ᝊଳᔿႣٛྖॹǶȩঅ҅ЎӷȨᝊȩࣁ ൔਜ Q/229 ЎӷǶ!
ȨߥȩǶ!
ལǶςঅ҅ҁਢൔਜಃѤക!ࡌ
)5* ѦϦӅ୍ܺޜ໔;!
y Q/223.229 Ӛቫѳय़კޜ୍ܺޔࠟޑ໔ᔈ ᑐຑϷೕჄीϐȨಃϖ!ी
Եໆғጕ໒ߐБӛϷ໒αελǴፎ٩ კᇥȩǶ!
ݤೕᔠǶ!
y Q/222 ӕǴՐৎεߐрΕαᔈԵໆ಄ӝ ལǶςঅ҅ҁਢൔਜ Q/229 Ϸಃ
Ѥക!ࡌᑐຑϷೕჄीϐȨಃϖ
ғӼӄϐృቨǶ!
!ीკᇥȩǶ!
y Q/228Q/229 ӦΠ࠻ଶًՏᔈᔠࡌᑐ מལǶςঅ҅ҁਢൔਜಃѤക!ࡌ
ᑐຑϷೕჄीϐȨಃϖ!ी
ೌೕ߾ಃ 71 చǵಃ 72 చϷಃ 73 చǶ!
კᇥȩǶ!
y Q/223 ᔈԵໆۚ҇рΕϐߡճ܄Ǵࡌ ޗལǶςঅ҅ҁਢൔਜಃѤക!ࡌ
ᑐຑϷೕჄीϐȨಃϖ!ी
εрΕαϩय़ၰၡБӛǶ!
კᇥȩǶ!
ལǶςঅ҅ҁਢൔਜಃѤക!ࡌ
)6* ࡌᑐނඳᢀࠠՅற;!
y Q/22:.Q/233 ຎኳᔕკҥय़ϩപᆶѳय़ ᑐຑϷೕჄीϐȨಃϖ!ी
კᇥȩǶ!
კόठǴፎᙶమ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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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y ᔈπբѠϷځഢǴ٠Եໆ҂ٰ٬Ҕ ལǶςঅ҅ҁਢൔਜಃѤക!ࡌ
ۚޣՐਔ٬Ҕϐᗦஏ܄Ϸҥय़ᡏऍᢀǶ! ᑐຑϷೕჄीϐȨಃϖ!ी
კᇥȩǶ!
ལǶ٩ѱ۬Րӻวೀჴሞวхᑫ
)7* πำሡጓӈǺ!
y Q/24: ҁਢа ڳ217-465 ϡᆉሽǴᑫ ࡌϐޗӻਢ)ٯӵύၡΒဦǵύᚱ
ဦ*Ǵځπำۘᔈх֖ᆘࡌ
ࡌ ᕴ ኴ Ӧ ݈ य़ ᑈ ࣁ 49-256/23n3!
ᑐǵඵችࡌᑐǵऐകϷৎॿഢ
)22-649/:1!*ڳǴҁीฝޔௗπำҔऊ
࣬ᜢԋҁǴঃׯаȨЬीᕴೀ 219
23/38!ሹϡǶҁਢѳ֡ൂՏኴӦ݈ԯѳБ ԃࡋӅӕ܄Ҕጓӈྗ߄ȩྗຑ
ሽࣁ 43-283/196 ϡǴፎ٩ՉࡹଣЬीᕴ Ǵ৮եҁਢπำԋҁǶᆶ୍
ೀ 219 ԃࡋӅӕ܄Ҕጓӈྗ߄ᔠǶ! ൂՏፕࡕǴࡌҁਢୖԵਲ༜ಃ
ޗݢӻਢٯຑᔼԋҁǶ!
Ϥǵ
୍ൂՏਜय़ཀ!ـ
чѠ୷Ӧ!
ӣᙟ!
Ҟ!
।ኧ! ᇥܴ!
2/ યΕڬᜐᏢਠ !
Րஎғሡ!

3/ ڬᜐᎃٚೖፋ! !

4/ ୷Ӧ!܄ۓ

!

5/ კ 2!

Q4!

6/ ΒǵᡏՐӻ Q6!
ࡹǴϣࡹ
215/:/26!
7/ ߙԃғࢲՐӻ! Q6!

8/ ΟǵޗՐӻ Q7!
ᑫᒤीฝǴϣ
ࡹ 217/4/7!
9/ )Β*҉ុᔼ Q9!
Ϧᔼ)!*ޗ
:/ ߄ 2!

Q9!

ལǶςཥቚчѠൔਜಃΟക!
ङඳၗϩϐಃ!୷Ӧว
ݩȨϖǵεଣਠᏢғஎްݩȩ
Ǵ၁ـൔਜ Q/47Ƕ!
ལǶςཥቚ୷Ӧ܌ӧٚߏǵڬᜐᎃ
!
ٚۚ҇ǵ҇ࡹֽǵ௲ֽػǵֽޗϐ
ཀᜫፓǶ၁ـчѠ୷Ӧൔਜ
Q/58Ƕ!
ፎ٩ڬᜐᕉნϷϦ ལǶ!
Ӆࡌुុࡕۓೕ
ჄБਢ!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Q/4Ƕ!
ख़ፄፎ!ڗ
!

Β ǵ  ᡏ Ր ӻ ࡹ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Q/6
 Ǵ # Չ ࡹ ଣ ЎӷǶ!
#215/:/26!
၀߯ឦޗՐӻ࣬ᜢࡹϷीฝ
ፎӆዴ!ۓ
ϩǴࡺ࣬ᜢϣ܈ӜຒΏЇҔচी
ฝǴߚឦᇤǴࡌᆢচਢǶ!
ΟǵޗՐӻᑫᒤ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Q/7!
ी ฝ Ǵ # Չ ࡹ ଣ ЎӷǶ!
#217/4/7!
) Β * ҉ ុ  ᔼ  ޗ၀߯ឦޗՐӻ࣬ᜢࡹϷीฝ
ϩǴࡺ࣬ᜢϣ܈ӜຒΏЇҔচी
Ƕ!
ฝǴߚឦᇤǴࡌᆢচਢǶ!
অ҅ࣁ 21 ೀޗӻЊ ၀߯ឦޗՐӻ࣬ᜢࡹϷीฝ
ϩǴࡺ࣬ᜢϣ܈ӜຒΏЇҔচी
ኧ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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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39

ቩཀ!!!ـ
21/ 5/)ᐱԴǵيም Q:!
*๏ϒၨଯ
ύᠸᐒ!
22/ კ 5!

Q3:!

23/ კ 6!

Q41!

24/ )Β*ԴΓᅽճ Q52!
ᐒᄬ!

25/ კ 28!

Q54!

26/ คࡐε࠻ϣ Q55!
ڳኧ!

27/ εޜ໔!

Q56!

28/ ඳᐩဦ!

Q57!

29/ კ 31!

Q58!

2:/ ਲ༜ѱଆ߃!

Q94!

ཀـӣᙟ!
!

ቩཀ!!!ـ

ฝǴߚឦᇤǴࡌᆢচਢǶ!
41&խܜᠸǴ௦ຑᗺ ၀߯ឦޗՐӻ࣬ᜢࡹϷीฝ
ϩǴࡺ࣬ᜢϣ܈ӜຒΏЇҔচी
!ڋ
ฝǴߚឦᇤǴࡌᆢচਢǶ!

34/ კ 65!

ལǶς׳ཥчѠ୷Ӧൔਜ
Q/3:Ƕ!
ԴᐋՏፎ٩ ݩལ  Ƕ ς অ ҅ ч  Ѡ ୷ Ӧ ൔ  ਜ
Q/41Ƕ!
Ң!
યΕύᚱ 2 ဦ୷Ӧ ҁਢҞ߯ଞჹਲ༜ѱǵύᚱጄൎ
ϣϐԴΓᅽճᐒᄬݩीǴԖ
ВྣύЈ!
ᜢගϷ
ȨયΕύᚱ 2 ဦ୷ӦВྣύЈȩ
ΌǴឦೕჄύբǴۘ҂ᑫࡌֹԋ
௴ҔǴЪߩೕჄύࡼคڗݤளӄय़
܄ၗǴΏᆢচਢǶ!
Ңύᚱ 2 ဦ୷Ӧ ҁਢҞ߯ଞჹਲ༜ѱǵύᚱጄൎ
ϣϐԴΓᅽճᐒᄬᒤݩीዬ
ВྣύЈ!
ᗺբǴԖᜢගϷȨયΕύᚱ 2 ဦ୷
ӦВྣύЈȩΌǴឦೕჄύբǴ
ۘ҂ᑫࡌֹԋ௴ҔǴЪߩೕჄύࡼ
คڗݤளӄय़܄ၗǴΏᆢচਢǶ!
၀߯аೖፋБԄፓ୷Ӧڬᜐ࣬
ፎۓ܄ۓໆ!
ᜢൂՏϷ҇ǴჹܭҁਢϦ܄ࡼ
ޜ໔ೕჄϐཀـǴΏൔਜϣ߯Ї
ॊೖፋჹ၉Ƕ!
၀߯аೖፋБԄፓ୷Ӧڬᜐ࣬
ፎۓ܄ۓໆ!
ᜢൂՏϷ҇ǴჹܭҁਢϦ܄ࡼ
ޜ໔ೕჄϐཀـǴΏൔਜϣ߯Ї
ॊೖፋჹ၉Ƕ!
ၗٰྍϷჹᔈБ ςуຏၗٰྍϷ҂ٰՐӻ໒วϐ
ჹᔈࡌǴፎـঅ҅ࡕൔ Q/63ǶǶ!
ਢ!
ςቚуჹᔈࡌᇥܴǴፎـঅ҅ࡕൔ
ቚуᇥܴ!
 Q/63Ƕ!
ׯਲ༜ѱࡹ#۬#ଆ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Q/98
ЎӷǶ!
߃!

36/ ޗӻ!

Q:3!

37/ ԴᐋՏ!

Q:6!

٩ݩঅ҅!

35/ ೭္Ԗฯᡏ !ޑQ:3!

38/ ໒ޜܫ໔ଛ! Q:6!

3:/

41/

42/

લ D ෂ!

32/ კ 64!

Q:1!

অ҅ࣁ B4 ελ!

33/ ߄ 64!

Q:1!

၁ـҁਢчѠൔਜಃΟക!Ȩಃ
ϖ!ीკᇥȩǶ!
ᆶ Q211 ߄ 66 คჹ ςঅ҅ҁਢчѠൔਜ Q/:5 Ϸಃ
Οക!Ȩಃϖ!ीკᇥȩǶ!
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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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ཀـӣᙟ!!

ፎගٮཥޑӄኳ ၁ـҁਢчѠൔਜಃΟക!Ȩಃ
ϖ!ीკᇥȩǶ!
ᔕკ!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ཀࡰ@!
Q/:7Ƕ!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ޗ#Ր#ӻ!
Q/:7Ƕ!
  ݩՏ  ୷ ܭӦ ύ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Q/::Ƕ!
ѧǴፎ٩ჴೕჄ!
ፎ ય Ε   ݩԵ ໆ ལǶགᖴہࡌǶ!

)௨Нၰ*!
ፎયΕ҇ୁٿӻଯ ལǶགᖴہࡌǶ!
ࡋԵໆ!
Ҭ೯ጕଛ! Q:7! X3 Εαࢂցᆶᎃෂ чѠ୷ӦܿୁࣁύξܿၡΟࢤ 442
εኴًၰΕαၸ߈! ࡅࣁ 9N ीฝၰၡǵ୷Ӧٿ༧βӦа
Ϙቺຉϐ 21N ीฝၰၡ) ݩ5N*࣬
႖Ƕᅟࡕ୷ܭӦ໒วਔǴٳӕڐշी
ฝၰၡϐ໒៘Ǵோ C ෂ୷ӦаϘቺ
ຉբࣁрΕα೯ՉϐၰၡǴ٠Եໆڬ
ᜐӭࣁՐӻࡅၰǴࡺ B ෂаύξܿ
ၡΟࢤ 442 ࡅࣁрΕၨ٫Ƕ!
Q:7! F2 ΕαёցׯԿќ ҁਢ߯Եໆѱीฝ໒៘ቨࡋǵၰ
ၡݩϷ೯ՉӼӄǴी୷ӦҬ೯
ୁ!
ጕǶ!
ଶًՏ!
Q:7! ଶًՏፎયΕڬᜐ ҁਢ୷Ӧڬᜐଶًݩ၁ـൔਜ
Q/45ǶҁਢࡌࡕុᔼၮਔǴаᅈى
ᎃٚଶًሡ!
ՐЊ܍ચሡࣁᓬӃǴ҂рચϩӆ
Չញрٮ๏ڬᜐӦ܈ᖏਔଶً҇
٬ҔǶԜѦǴύᚱύξܿၡݮጕ
Ԗ 5 ೀޗՐӻ୷ӦǴᔈӝ࣬ᜢൂ
Տ٠ଛӝၮᆘጕගঀӦ҇
٬ҔεၮᒡǴа෧ϿدΓၮڀ٬
ҔໆǶ!
ᆘࡌᑐക!
Q215! ࢂցׯаߎભೕ ᆘࡌᑐຑࡋڋϩࣁѤᅿભ)ӝ
ભǵልભǵሌભǵߎભ*Ǵୖଜಃ
Ⴤ!
ޗݢՐӻᆘࡌᑐࣣाሌભа
)х֖ߎભ*ǴࡌಃΒޗݢՐ
ӻୖྣಃݢྗȐሌભȑǴёԖਏ
ᅈىᆘࡌᑐೕጄǶ!
ལǴགᖴࡰ҅Ƕςঅ҅ҁਢчѠ
ࠠ܊ઠ ޗQ21:! ++ࢂࡰ@!
ൔਜ Q/228Ƕ!
ՐӻᕴЊኧऊ
++&!

39/ ໆᡏᓸॐག!

ҁਢ୷ྗᑈ 411&ኳᔕБਢࡌᑐೕ
Ⴤीࣁ 3 ෂǶ!

31/ ߄ 62 ᑫࡌቫ Q98!
ኧ!

Q:2!

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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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40

ቩཀ!!!ـ

ཀـӣᙟ!
!

ቩཀ!!!ـ

Q222 ቚ у ၁ ಒ Ё κ ) ֖ ལǶςঅ҅ҁਢคምᛖीϷՐӻ
.224! وၰ໔ຯǵᆅၰ໔ ൂϡࠠ܊ीკǴ၁ـчѠൔਜ
Q/232.235Ƕ!
ՏǵคምᛖЁκ*!
45/ ೯Ҕࠠ܊ी! Q225! ቚуѳय़კϷጄ ٯལǶςঅ҅คምᛖीϷՐӻൂϡ
ࠠ܊ीკǴ၁ـчѠൔਜ
ᇥܴ!
Q/231.234Ƕ!
46/ კ 83!
Q226! ቚуӄՏҢཀ ལǶςቚу୷ӦӄଛკǴ၁ـ
чѠൔਜ Q/:6Ƕ!
კ!
44/ კ 7:.82!

ቚу୷Ӧڬᜐࡼ! ལǶςቚу୷ӦӄଛკǴ၁ـ
чѠൔਜ Q/:6Ƕ!
ቚу၁ಒЁκ)֖ ལ  Ƕ ς অ ҅ ч  Ѡ ൔ  ਜ
وၰ໔ຯǵᆅၰ໔ Q/231.234Ƕ!
ՏǵคምᛖЁκ*!
ࡽԖᐋЕՏᒱᇤ ࣁԵໆ୷ӦឦߏࠠϷݩǴόճӦ
ΠቫًၰጕीǴࡌԖԴᐋ
)όࡌ౽*!
ԛۓܭ໒ࡩೱុᏛѦǴගଯӸࢲ
Ƕ!
ࡽ Ԗ Н ၰ ೀ  ) ᙟ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ᇂ܈ऍϯ*!
კᇥȩǶ!
ݮНၰࢂցሡឲЕ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ᘀ@!
კᇥȩǶ!
ᎃࢂୁ܊ցሡਭ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ऍϯ!
კᇥȩǶ!
୍ܺਡ໒α҂Ң!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୷Ӧᆘᙟࢂցӝ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
კᇥȩǶ!
ᆶ Q232 კ 89 ًၰ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ό಄!
კᇥȩǶ!
ًၰՏቚуࡌ ҁਢ߯ԵໆၰၡቨࡋǵݩǴ೯Չ
ӼӄϷ୷ӦރीًၰጕǶ!
Бਢ!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ߏྣᏵᗺǵԎᓻύ ҁਢ 218 ԃ 21 Д 6 Вπբ
ቚу໒α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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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კ 84!

ཀـӣᙟ!!

Јǵᙴᕍບ܌Ϸ ፕ่݀ǴҁਢឦޗՐӻӃයೕჄ໘
႟୧֡ ࢤǴԖᜢϦ܄ϷϦӅޜ໔֡
൵܌ΌǴஒયΕࡕុπำೕჄޜ
ᐱҥ൵܌Ƕ!
໔ଛϣᒤǶ!
Ь Ε α ό ܴ ዴ )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ୱԾܴ܄ό*ىǴቚ ࡌᑐຑϷೕჄीȨಃϖ!ी
уЇᏤځ܈дࡼ! კᇥȩǶ٠ࡌᔈࡌុࡕܭᑐಒ
ीਔǴቚуࡰسࡰЇ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ቚуკٯᇥܴ!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Q227! ቚуӄՏҢཀ ལǶςቚу୷ӦӄଛკǴ၁ـ
чѠൔਜ Q/:6Ƕ!
კ!
୍ܺਡ໒α҂Ң! ལǶςঅ҅ҁਢчѠൔਜಃѤ
ക!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ቚ у ၁ ಒ Ё κ ) ֖ ལǶςঅ҅ҁਢчѠൔਜಃѤ
وၰ໔ຯǵᆅၰ໔ ക!ࡌᑐຑϷೕჄीȨಃϖ!
ՏǵคምᛖЁκ*! ीკᇥȩǶ!
ᆶ Q232 კ 8: ًၰ ལǶςঅ҅ҁਢчѠൔਜಃѤ
ക!ࡌᑐຑϷೕჄीȨಃϖ!
ό಄!
ीკᇥȩǶ!
ޜӦ੮ࢂցׯԿ ལǶςঅ҅ҁਢчѠൔਜಃѤ
ക!ࡌᑐຑϷೕჄीȨಃϖ!
Бᆶᎃ܊႖!
ीკᇥȩǶ!
εΕαࢂցຯЬ ལǶςঅ҅ҁਢчѠൔਜಃѤ
ക!ࡌᑐຑϷೕჄीȨಃϖ!
ाၰၡၸᇻ!
ीკᇥȩǶ!
ًၰԋҬ೯ፂᔐ! ལǶςঅ҅ҁਢчѠൔਜಃѤ
ക!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ၰᆶ୍ܺਡख़᠄ ལǶςঅ҅ҁਢчѠൔਜಃѤ
ക!ࡌᑐຑϷೕჄीȨಃϖ!
όӝ!
ीკᇥȩǶ!
ࢲύЈᆶޗ௲ ལǶςঅ҅ҁਢчѠൔਜಃѤ
࠻όճܭჹѦ໒ ܫക!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ҔϷࡕុᆅ!
ҁਢ
218 ԃ 21 Д 6 Вπբ
ѱ҇ࢲύЈǵޗ
ፕ่݀ǴҁਢឦޗՐӻӃයೕჄ໘
௲࠻Ϸ႟୧
ࢤǴԖᜢϦ܄ϷϦӅޜ໔֡
֡ᐱҥ൵
൵܌ΌǴஒયΕࡕុπำೕჄޜ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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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41

ቩཀ!!!ـ

ཀـӣᙟ!
!

ѱ҇ࢲύЈϩࣁ
3 ೀࢂց಄ӝ҇ࡹ
ֽሡ!

୍ܺୁٿਡϐ٬Ҕ
܄Ϸᆅ!
ቚуਭኧ!

໒ޜܫ໔Ң!

ቚу໒αҢ!

ቚуკٯᇥܴ!

48/ კ 85ǵ86!

Q228 ቚуӄՏҢཀ
ǵ229! კ!

໔ଛϣᒤǶ!
ҁਢ߯٩୍ൂՏ ܭ218 ԃ 6 Д 26
Вගޗٮᅽࡼ༼ၗՉ
ೕჄǴځѱ҇ࢲύЈ߯җ҇ࡹֽ
218 ԃ 5 Д 4 В)ਲ҇Ծಃ 2181117524
ဦ*ڄϦࣉڄаܭҁਢчѠǵѳቧ
ࢤ୷Ӧѱ҇ࢲύЈϷ࣬ᜢ
ሡᇥܴ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ལǶςঅ҅ҁ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ལǶςቚу୷ӦӄଛკǴ၁ـ
чѠൔਜ Q/:6Ƕ!

୍ܺਡ໒α҂Ң!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ቚ у ၁ ಒ Ё κ ) ֖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وၰ໔ຯǵᆅၰ໔ ࡌᑐຑϷೕჄीȨಃϖ!ी
ՏǵคምᛖЁκ*! კᇥȩǶ!
ቚуਭኧǵ෧Ͽ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ฯ⬏य़!
კᇥȩǶ!
ቚу໒αҢǵ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ᇥܴୁޜқೀϐ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Ҕ!
Ѵٽ༜ϣ൵܌ኧໆ ҁਢ 218 ԃ 21 Д 6 Вπբ
ᔠϷቚуᐾࢱ ፕ่݀ǴҁਢឦޗՐӻӃයೕჄ໘
ࢤǴԖᜢϦ܄ϷϦӅޜ໔֡
ഢ!
൵܈܌ᐾࢱഢΌǴஒયΕ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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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49/ კ 87ǵ88!

ཀـӣᙟ!!

πำೕჄޜ໔ଛϣᒤǶ!
Ѵٽ༜ᒤϦ࠻ቚ Ջҁਢ 218 ԃ 21 Д 6 Вπբ
ፕ่݀ǴҁਢឦޗՐӻӃයೕჄ
൵!܌
໘ࢤǴԖᜢϦ܄ϷϦӅޜ໔֡
൵܌ΌǴஒયΕࡕុπำೕჄ
ޜ໔ଛϣᒤ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ቚуკٯᇥܴ!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Q22: C/D ༧ࢂࡰ@!
ࡌᑐຑϷೕჄीȨಃϖ!ी
ǵ231!
კᇥȩǶ!
ቚ у ၁ ಒ Ё κ ) ֖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ࡷޜǵوၰ໔ຯǵ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คምᛖЁκ*!
ᔠ B/C ෂ࣬ჹՏ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ᗉխ॥Нୢᚒ!
კᇥȩǶ!
ፎ٩ᚑՅձό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Տ!

კ 88 ፎቚуӄՏ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Ңཀკ!
კᇥȩǶ
4:/ კ 89 ǵ 8: ǵ Q232! ᔠؓᐒϩၰѸा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91ǵ92!
!܄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ଶًՏፎયΕڬᜐ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ᎃٚଶًሡ!
კᇥȩǶ
୍ܺਡ໒α҂Ң!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კ 8: ᐒًҔ୍ܺਡ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คႝఊ!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ፎᔠ୍ܺਡᆶً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ၰ໔ጕፂँ!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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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42

ቩཀ!!!ـ

ཀـӣᙟ!
!

คምᛖًՏ!

ቩཀ!!!ـ

ཀـӣᙟ!!

58/ ߄ 88 җύѧ Q257! অ ҅ ࣁ # җ  ޗᅽ 
ග!ٮ
ᆅൂՏጓӈ#!

ቷຑᒧϷीᒤݤȩ)217/14/42 অ
ु*ϐȨߕ߄ѤǵπำਢᆅȐ֖
ᅱȑࡌ୍ܺೌמҔԭϩКज़
ୖԵ߄ȩঅ҅Ƕ!
ལǶςঅ҅Ǵፎୖـঅ҅ࡕൔਜ
Q/262Ƕ!
ལǶҁਢޗӻϐิࡂ܊٩ȨՐӻݤȩ
ϷȨਲ༜ѱޗՐӻᑫᒤᆶϦрચ
Γрચࡂ܊෧խӦሽิϷิࡂ܊Ծ
ݯచٯȩள෧խനӭ 21 ԃǶջܭ෧
խය่ࡕ״ϝሡቻԏิࡂ܊Ƕӆ
Ȩਲ༜ѱิࡂ܊ቻԏԾݯచٯȩޗ
ӻิࣁ 2/3&Ǵࡺࡌߥ੮၀Ўӷϣ
Ƕ!
ལǶҁਢޗӻϐิࡂ܊٩ȨՐӻݤȩ
ϷȨਲ༜ѱޗՐӻᑫᒤᆶϦрચ
Γрચࡂ܊෧խӦሽิϷิࡂ܊Ծ
ݯచٯȩள෧խനӭ 21 ԃǶջܭ෧
խය่ࡕ״ϝሡቻԏิࡂ܊Ǵࡺࡌ
ߥ੮၀ЎӷϣǶ!
٩Ȩਲ༜ѱޗՐӻᑫᒤᆶϦрચ
Γрચࡂ܊෧խӦሽิϷิࡂ܊Ծ
ݯచٯȩಃ 7 చǴҁਢ௦ޔௗᑫࡌޣǴ
ځӦሽิԾޗՐӻᑫᒤᐒᜢᑫᒤ
ीฝਡۓǴ٠ڗள܈ચҔβӦϐВ
ଆ෧խǹิࡂ܊ԾޗՐӻᑫᒤᐒᜢ
ᑫᒤीฝਡۓǴ٠ڗள٬Ҕྣϐ
Вଆ෧խǶ!
ќऩ௦ߦୖ CPU ໒วޣǴ߾٩Ȩਲ༜
ѱޗՐӻᑫᒤᆶϦрચΓрચ
ࡂ܊෧խӦሽิϷิࡂ܊Ծݯచٯȩ
ಃ 21 చǴӦሽิϷิࡂ܊Ծҁ۬ਡ
ᔼၮϐВଆ෧խǶ࣬ᜢϣςঅ
҅Ǵፎୖـঅ҅ࡕൔਜ Q/264Ƕ!
ལǶςঅ҅Ǵፎୖـঅ҅ࡕൔਜ
Q/267Ƕ!

59/ ඩᒃ࿌ᎃЊ!

Q272! ፎڗ٠ፓ!

ལǶςঅ҅чѠൔਜ Q/281Ƕ!

5:/ ߕҹ 4!

!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ᆉ!

კᇥȩǶ
Pqujpo!D ࢂࡰ@!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51/ კ 93ǵ94!

56/ ิ፟!
!ิࡂ܊

Q253! մ ନ # ќ ิ ࡂ ܊
Ǿ//ิ 2/3&Ƕ#!

Ӧሽิ!

Q253! խቻ!

ፎຏܴؓᐒًঁձ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ኧໆ!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Q233! ቚуӄՏҢཀ ལǶςቚу୷ӦӄଛკǴ၁ـ
чѠൔਜ Q/:6Ƕ!
კ!
ᆶݩό಄!

Q253! നӭ 21 ԃǶ!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ᆶѳय़კό಄!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52/ კ 95ǵ96!

୍ܺਡ໒α҂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Ң!
კᇥȩǶ
Q234! ቚуӄՏҢཀ ལǶςቚу୷ӦӄଛკǴ၁ـ
чѠൔਜ Q/:6Ƕ!
კ!
ᆶѳय़კό಄!

57/ ߄ 81!

Q254! ෧խ 21 ԃޑଆᆉਔ
໔ࢂ@!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

53/ კ 97!

୍ܺਡ໒α҂ ལǶςঅ҅чѠൔਜಃѤക!
Ң!
ࡌᑐຑϷೕჄीȨಃϖ!ी
კᇥȩǶ
Q235! ࡋයำፎ٩ਢ ལ  Ƕ ς অ ҅ ч  Ѡ ୷ Ӧ ൔ  ਜ
Q/244Ƕ!
ᆅ QDN ೕჄ!
ፎຏܴᅱයำ!
3134 ࢂࡰ@!

54/ ᔼၮය໔߾ࣁ Q245! 61 ԃ!
58 ԃ!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Q/244Ƕ!
ལǶςঅ҅чѠ୷Ӧൔਜ
Q/244Ƕ!
ལǶᔼၮය໔ςঅ҅ࣁ 61 ԃǴፎ
ୖـঅ҅ࡕൔਜ Q/254Ƕ!

55/ πำਢᆅ! Q251! ፎ٩ QDN)֖ᅱྣ* ལǶ௦ѱ۬ޔௗᑫࡌБԄϐਢᆅ
 QDN Ҕς٩Ȩᐒᜢ୍ܺೌמૼہ
16

!

ፎঅ҅ࣁਢᆅ! ལǶςঅ҅чѠൔਜ Q/278Ƕ!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ፎ٬Ҕനཥހҁ!

Q7ǵ8! ຑᒧҞଛϩ߄ፎ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٩ᐒᜢሡ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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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43

ቩཀ!!!ـ

ཀـӣᙟ!
!

Q:!

ዛᓰፎ٩ 21 ೀޗӻ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অ҅!
ࠨऊਜୋ߄ᒱᇤ!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Q2!

ሡᇥܴਜύϦᔼ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Րӻঅ҅ࣁޗՐ
ӻ!
࣬ᜢྣݩТፎ٩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Q4!

ݩঅ҅!
Q6!
Q23!
ѳቧࢤ୷Ӧ!
!
Ҟ!

߄ 4 ࠠ܊ϷଛКፎ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٩ 21 ೀޗӻঅ҅!
ࡌҔፎᇙ߄ᇥ ལǴς٩ 21 ೀޗӻጄٯঅ҅ᇥܴǴ
ፎ၁ߕـҹ 5Ƕ!
ܴ!
ӣᙟ!

।ኧ! ᇥܴ!

2/ ኳᔕკᆶ Q9: ࠾य़! Q22:.Q234 კ 83.87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य़Ƕ!
კ 58 ࣬಄!
ό಄!
3/ ය߃໘ࢤൔ ࠾य़! ය#҃#໘ࢤൔਜ!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य़Ƕ!
ਜ!
4/ ҁ୷ӦчѠ Q94!
ཥ୷Ӧ!

ᔈࣁ#ѳቧࢤ୷Ӧ#!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99
ЎӷǶ!

5/ ਲ༜ѱࡹଆ߃! Q94!

ਲ༜ѱࡹ#۬#ଆ߃!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99
ЎӷǶ!
ᑫࡌቫኧፎӆຑ! ལ  Ƕ ς অ ҅ ѳ ቧ ࢤ ୷ Ӧ ൔ  ਜ
Q/:3Ƕ!
ޗӻࠠ܊य़ᑈፎ٩ ਲ༜ѱޗՐӻಃ ݢ21 ೀ୷
Ӧࠠ܊ೕჄǴ2 ࠠ܊ऊ 21 Կ 23 ڳǵ3
21 ೀޗӻঅ҅!
ࠠ܊ऊ 28 Կ 33 ڳǵ4 ࠠ܊ऊ 32 Կ
43 ڳǴຎӚਢࠠ܊ीԖ܌ፓڳ
ࠠ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5
ፎঅ҅ࣁࡹЊ!
ЎӷǶ!
၁ـѳቧࢤൔਜ Q/242 ҢǶ!
ၮҔܭՖೀ@!
ଯًؓܭऊ 3/4:#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
ЎӷǶ!
७#!

6/ ߄ 5:!

Q98!

7/ ߄ 62!

Q9:!

8/ კ 58!

Q9:!

9/ კ 59!

Q:1!

:/ ଯ  ً ؓ ܭऊ Q:5!
3/4: ᶆ!
21/ )Ѥ*໒ޜܫ໔ Q:5!
ଛ!

ፓ௨!ހ

ལǶςፓѳቧࢤ୷Ӧൔਜ
Q/211 ௨ހԄǶ!

22/ ೱௗঁޜ໔!

ೱௗঁ#Γ#ޜ໔!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213 Ўӷ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Q:7!

23/   ) ࠠ ܊՞  ޗQ217! ፎ༤ΕჴሞኧᏵ!
18

ቩཀ!!!ـ

ཀـӣᙟ!!
Q/227 Ўӷ!

ՐӻᕴЊኧ
ऊ++&*!

Q218! ፎྣჴሞሡ !ۓुལǶ!
25/ კ 73.75 લಒ Q219 ፎуΕঁձޜ໔Ё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ࡌᑐຑϷೕჄीϐಃѤ!ࡌᑐ
Ёκ!
.221! κ!
ೕჄीȨϖǵՐӻൂϡޜ໔ሡȩǶ!
ལǶςံкܭѳቧࢤൔਜ Q/22:Ƕ!
26/ ೯Ҕࠠ܊ी! Q222! લѳय़კ!
24/ ࠠ܊ሡ!

27/ კ 76 คڬᜐ Q223! ፎуΕڬᜐᕉნ!
ᕉნ!
ቚуЁκҢ!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Ȩಃϖ!ीკਜȩǶ!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Ȩಃϖ!ीკਜȩǶ

୍ܺਡ҂Ң໒α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
Ȩಃϖ!ीკਜȩǶ
28/ კ 77!

Q224! Ңޜ໔Ӝᆀ!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Ȩಃϖ!ीკਜȩǶ

ቚуკٯᇥܴ!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Ȩಃϖ!ीკਜȩǶ

29/ კ 79GH Ёκ Q226! Πቫ֡ࣁ 961Ǵፎ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9:1!
2:/ Pqujpo!D!

ᇥܴ!

Ȩಃϖ!ीკਜȩǶ

Q228! ፎᇥܴ Pqujpo!D ࣁ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Ֆ!
Ȩಃϖ!ीკਜǶ
คምᛖᐒًՏᚆܺ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ਡၸᇻ!
Ȩಃϖ!ीკਜȩǶ

31/ კ 81!

Q228! ᐒًଶًϩً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ՏࣁࢊՏǴፎԌନ Ȩಃϖ!ीკਜȩǶ
ࡕीᆉ٠Ңኧໆ!
ჹѦ໒ܫᆅ!

32/ კ 76.82!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Ȩಃϖ!ीკਜȩǶ

Q223 ୍ܺਡрΕα҂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229! Ң!
Ȩಃϖ!ीკਜȩǶ
კ 82 ًၰጕၸ ܭ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ፄᚇ!
Ȩಃϖ!ीკਜȩǶ

33/ კ 78.7:!

Q225

Οࠠ܊ύԖࢊՏǴ ལǶςঅ҅ѳቧࢤൔਜಃѤക

.227! ፎᔠ Q221 ྗკ Ȩಃϖ!ीკਜȩǶ
ࢊ໔ຯ!
34/ კ 83.86!

Q22: ፎҢ୷Ӧጄൎ!
.233!

ལǶ၁ـѳቧࢤ୷Ӧൔਜ Q/:7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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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44

ቩཀ!!!ـ
35/ Ⴃයำ!

ཀـӣᙟ!
!

36/ 嘸ԖᓭኘҔ嘹Ϸ Q263! 嘸#ค#ᓭኘҔ嘹Ϸ嘸 ལǶ٩Ȩ୯ैԴᙑߎ୷ࡌׯԏ
ЍߥᆅϷၮҔᒤݤȩᆶȨӚભࡹ۬ᐒ
ચҔ嘹!
嘸ચҔ嘹!
ᜢϕ࣬ኘҔϦԖόౢϐԖᓭᆶค
ᓭჄϩচ߾ȩǴҁਢ୯ٛׯβӦ
ឦᅿ୷ߎӈᆅβӦǴឦԖᓭኘҔ
ޣǴࡺᆢЎӷϣ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37/ ১༈Њ!
Q273! ፎঅ҅ࣁࡹЊ!
Q/284 ЎӷǶ!
38/ ඩ ᒃ ࿌ ᎃ Њ Q273! คԜᜪձǴፎঅ҅!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ચ
ჹຝᜪձǴ၁ـൔਜ Q/284Ƕ!
21&!
39/ ύᝩሡৎ! Q274! ፎયΕࡹЊ 41& Ԝύᝩৎ୍ܺჹຝᆶՐӻݤಃ 5
చ܌ӈࡹЊԖ܌ৡ౦ǴǴࡌᆢ
ϣ!
চਢǴόϒঅ҅Ƕ!
ལǶςঅ҅ѳቧࢤ୷Ӧൔਜ
3:/ ચ ය ೕ Ⴤ . ১ Q275! ፎঅ҅ࣁࡹЊ!
Q/286 ЎӷǶ!
༈Њ!
41/ !

42/ !

43/ ߕҹ 4!

ቩཀ!!!ـ

Q235! ፎયΕӚകҙፎ ལ  Ƕ ς অ ҅ ѳ ቧ ࢤ ୷ Ӧ ൔ  ਜ
Q/246Ƕ!
բයำ!
ࡋයำፎ٩ਢ ལ  Ƕ ς অ ҅ ѳ ቧ ࢤ ୷ Ӧ ൔ  ਜ
Q/246Ƕ!
ᆅ QDN ೕჄ!

ځд! ڬᜐᎃٚۚ҇ཀ ـལǶςཥቚ୷Ӧ܌ӧٚߏǵڬᜐᎃ
ٚۚ҇ǵ҇ࡹֽǵ௲ֽػǵֽޗϐ
ፓ!
ཀᜫፓǶ၁ـѳቧࢤ୷Ӧൔਜ
Q/56Ƕ!
ځд! ፎયΕᏢғચၛሡ ལǶςཥቚܭѳቧࢤൔਜಃΟക
ϩǴ٠ගрӝ ϐಃ!୷ӦวݩȨϖǵε
ଣ ਠ Ꮲ ғ எ ް   ݩȩǴ ၁  ـൔ  ਜ
ϩଛЊኧ!
Q/44Ƕ!
!
ፎঅ҅ࣁਢᆅ!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ፎ٬Ҕനཥހҁ!
Q7ǵ8! ຑᒧҞଛϩ߄ፎ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٩ᐒᜢሡঅ҅!
Q:!
ዛᓰፎ٩ 21 ೀޗӻ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

অ҅!
Q2!

ࠨऊਜୋ߄ᒱᇤ!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ሡᇥܴਜύϦᔼ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Րӻঅ҅ࣁޗՐ
ӻ!

Q4!

࣬ᜢྣݩТፎ٩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ݩঅ҅!
20

Q6!
Q23!

ཀـӣᙟ!!

߄ 4 ࠠ܊ϷଛКፎ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٩ 21 ೀޗӻঅ҅!
ࡌҔፎᇙ߄ᇥ ལǴς٩ 21 ೀޗӻጄٯঅ҅ᇥܴǴ
ፎ၁ߕـҹ 4Ƕ!
ܴ!

Ύǵ่ፕ!
!

ቩཀ!ـ
!

ཀـӣᙟ!!

)*!ፎ୍ൂՏࡕගޗٮӻҔӦӅ 42 ೀ୷ ςঅ҅ҁਢчѠϷѳቧࢤൔਜ
Ӧၗ๏ೕჄൂՏ׳ཥ٬ҔǶ!
ಃΒകϐȨಃϖ!ਲ༜ѱޗՐӻ
ᑫᒤཷݩȩ
Ƕ!
)Β*!ҁਢଛӝύᚱဦޗՐӻࡌϷၮ ལǶςঅ҅ҁਢчѠϷѳቧࢤൔ
ᆘጕۯ՜ጕीฝǴፎೕჄൂՏԵໆ໒วයำᆶ ਜಃΟകϐȨಃΐ!ύᚱޗӻ
ୱѳᑽᜢ߯Ǵ٠ሡԵໆӢᔈύᚱဦֹπࡕǴҁ ᓯഢ୷Ӧࡌȩ
Ƕ!
ਢೕჄۓՏϷٮሡᡂϯǴ٠ႣբೕჄǶ!
)Ο*!ፎೕჄൂՏቚуຑ่ӝεଣਠϐஎް ལǶςঅ҅ҁਢчѠϷѳቧࢤൔ
ሡϐፕॊǶ!
ਜಃΟകϐಃ!୷Ӧวݩ
ȨϖǵεଣਠᏢғஎްݩȩ
Ƕ!
)Ѥ*!ҁਢϐࡌᑐࠠᄊёӭуԵໆቚуၨӭϡϯ ལǴགᖴہࡌǶ!
ޑፕॊǴӵӅۚǵӅҔғࢲՐӻࠠᄊǴѺઇ
εኴۚՐᜢ߯ǵቚуϕǶ!
)ϖ*!ፎ୍ൂՏගٮಃݢςֹԋϐޗӻൂϡ ལǴགᖴہࡌǶ!
ѳय़ǴٮೕჄൂՏୖԵǴፎೕჄൂՏӆፓঅ҅
ൂϡѳय़ीǶ!
)Ϥ*!ӦΠ࠻໒วፎԵໆѱቩϩǴଏᕭǵ ལǴᒥྣᒤǶ၁ـчѠϷѳቧ
य़ᑈϷًՏኧໆᔈ಄ӝ࣬ᜢݤೕाǶ!
ࢤൔਜȨಃѤക!ࡌᑐຑϷೕჄ
ीȩ
Ƕ!
)Ύ*!ޗՐӻؓǵᐒًೕჄᔈຎᡏЊኧሡ ལǴᒥྣᒤǶ၁ـчѠൔਜ
ፓǴፎܭҬ೯ቹៜຑύ௶ܴǶ!
Q/211 Ϸѳቧࢤൔਜ Q/::Ƕ!
)Ζ*!ϦࡼϷҁ۬ޗӻᑫᒤࡋၗፎ ٳςঅ҅ҁਢчѠϷѳቧࢤൔਜ
׳ཥԿϞԃ 21 ДǶ!
ಃΒകϐȨಃϖ!ਲ༜ѱޗՐӻ
ᑫᒤཷݩȩ
Ƕ!
)ΐ*!ܕЎҹፎ٬ҔനཥހҁǴ٠ፎୖԵҁೀ ལǴςঅ҅Ǵፎ၁ߕـҹ 5Ƕ!
ςՉ ޑQDN ਢࢎᄬǴऩԖਸሡፎ௶ܴܭ
ीฝሡਜύǴќຑᒧޕ௦ׇՏݤፎঅ҅Ƕ!
)Μ*!ፎೕჄൂՏ൩ٿਢ୷Ӧගрόӕᑈຑ ٩Ȩѱीฝݤਲ༜ѱࡼՉಒ߾ȩಃ
БਢǵനεϢࡌय़ᑈॶϷኴቫኧǴӆҗѱ۬ࣴ 49 చ Ϧ Ԗ β Ӧ  ٮբ   ޗՐ ӻ ٬ Ҕ
ჴሞՉБਢǶ!
ޣǴځᑈளଜϒගଯԿᑈ 2/6
७Ǵѱीฝᡂ׳ำޣׇளӆଜϒ
ගଯǴோόளຬၸ୷ྗᑈϐΒ७Ƕ
ϦԖβӦόளҔ࣬ᜢᑈዛ
ᓰϷᑈ౽ᙯϐೕۓज़ڋǶ!
ҁਢ୷ٿӦ໒วໆᡏаѱीฝՐ
ӻβӦۓݤᑈ 311&Ǵѱी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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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45

ቩཀ!!!ـ

ཀـӣᙟ!
!

ᡂ׳ำׇǴջനε໒วໆᡏࣁᑈ
511&Ǵόளӆቚу࣬ᜢዛᓰᑈǶ!
)Μ*!ፎયΕऐകǴќ่ᄬѦቩϐሡӣ ལǶ!
ᘜݤೕೕۓǶ!
)ΜΒ*!ҁਢፎೕჄൂՏ൩ᆶہǵᔼࡌϷ ལǴᒥྣᒤǶ!
୍ൂՏ࣬ᜢཀ ܭـ218 ԃ 22 Д 3 Вঅ҅
ֹԋӆගଌࡕǴ٠ӆՉє໒ಃ 3 ԛࡕය҃ൔቩ
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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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46

附5-47

附5-48

附5-49

附5-50

附5-51

附5-52

附5-53

附5-54

附5-55

附5-56

附5-57

附5-58

附5-59

附5-60

附5-61

Ȩਲ༜ѱᑫࡌޗՐӻૼہӃයೕჄ୍ܺਢȜ໒αӝऊȝ
ȩ!
ය҃໘ࢤൔਜಃ 3 ԛቩཀـӣᙟᇥܴ!
൘ǵġਔ໔Ǻ218 ԃ 22 Д 32 В)ࢃයΟ*Πϱ 2 ਔ 41 ϩ!
ມǵġӦᗺǺՐӻวೀ 212 ࠻!
ୖǵġЬΓǺഋୋᕴπำљ݊ߏ!
စǵġቩཀـӣᙟᇥܴǺ!
ቩཀ!!!ـ

ཀـӣᙟ!
!

ǵ৪ہྼ!ؼ
!
2/ ϦߐᑫࡌޗՐӻঋ៝ԵໆޗϦ གᖴہࡌǶ!
Ǵၟ҇໔ၗᔼၮаԋҁճᏤ 2/ ҁीฝೕჄၸำۘୖଜ୯ϣѦޗӻࡌ
ᑐीਢٯǴӧᆕӝԵໆ୷Ӧచҹǵޗ
ӛόӕǴፎೕჄൂՏܭೕჄीǴၢ
ӻۓՏϷሡࡕǴΚӧޜ໔ೕჄी
ಥཷۺӧኦӦଛૈࢲ׳ϯ
ගрԖձ҇໔ࡌਢϐीϣǴх
ᡫࢲǴӧҥय़ԖബཥཀӛǶ!
֖ޗϕޜ໔ǵҥᡏ໒ޜܫ໔Ǵோ
ޗӻࡌᑐۘԵໆᐒᜢࡹሡϷ
୍ॄᏼǴӢԜܭीϝԖש૱ϐೀǶ!
3/ ҁਢࡌᑐीςঅ҅ϣϷ࣬ᜢკҢ
ፎ၁ـൔȨಃϖക!ಃϖ!ीკ
ᇥȩ
Ƕ!
3/ ӧ୍ϩБԄǴӵ CPU ܈୍ൔ߄ གᖴہࡌǶҁीฝ࣬ᜢ໒วБԄϷ
ᡏೕჄҁਢǴፎೕჄൂՏܴ׳ዴᇥܴǶ! ୍ёՉ܄ϩςঅֹ҅ԋ)၁ಃϤക໒ว
БԄϷ୍ϩ*ǶҁीฝϩࡕǴч
Ѡǵѳቧࢤޗӻࡌ௦ѱ۬ޔௗᑫࡌߦ܈
ୖ CPU ኳԄ໒วǴோ֡ޣٿόڀ୍ёՉ
܄ǴࡺঃаቚޗᅽࣸࣁࡋفϐǴҁी
ฝࡌ௦ޔௗᑫࡌБԄǶ!
4/ Ҟ QDN ीฝຑᔈᏤΕ CJNǴፎೕჄ གᖴہࡌǶҁਢ QDN ܕЎҹςયΕ
CJN բϣǴፎୖـൔਜߕҹѤ࣬ᜢ
ൂՏуமᇥܴǶ!
ЎҹǶ!
Βǵ
ہܴণ!
2/ ӦፓၗύǴᏢਠՐஎሡፓၗ གᖴہࡌǶ!
ࣁ 217 ԃǴҞӢϿηϯᏢਠܕғ෧ 2/ҁीฝࡌ҂ٰޗՐӻܕચਔǴё٩
ਔӚᏢਠჴሞஎްલᚐǴаਢБԄ
ϿǴፎೕჄൂՏ׳уߥӺຑǹќଞჹ
ගٮۓКٮٯᏢғஎް٬ҔǴᔈёҥ
ოӦߕ߈҂ٰεࠠՉࣁ܈εࠠπቷ
ջϸᔈϿηϯރᄊǶќ܍ચᏢғёаޗ
ǴᔈયΕຑԵໆჴሞሡǶ!
୍ܺਔኧඤ܊ڗચǴё෧ᇸᏢғॄᏼ
ѦǴҭёफ़ե୍ܺޗΓΚຏǶ!
3/ҁीฝςཥቚύᚱࡕઠᓪӦख़εࡌ
วϩ)၁ـȨಃΟക!!Ο
ȩ*Ǵ٠ӆՉᔠຎӦวङඳϷύ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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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2 ဦޗՐӻϐቹៜǴቚঅȨಃΟക!ΐ
!ύᚱޗՐӻᓯഢ୷Ӧࡌȩ
ϣǶ!
ຏǺᏢғஎްݩ၁ـȨಃΟക!ȩ
ǵᏢғ
எްࡌ၁ـȨಃѤക!Β!Β!)Ο*ȩ
ǵ
Ȩಃ
Ύക!Ο!!)Β*ȩǶ!

3/ ፎೕჄൂՏೖ҂ٰຼᜐวǴԵໆຼ གᖴہࡌǶҁीฝୖଜ 218/21/2Ȩᙌ
ᙯࡕઠѱࡹࡌᇥܴȩᙁൔϷ࣬ᜢၗ
ᜐҬ೯ୢᚒǴ٠ගрࡕុࡌǶ!
ǴཥቚύᚱࡕઠᓪӦख़εࡌว
ϩ)၁ـȨಃΟക!!Οȩ*Ǵ٠ӆ
ՉᔠຎӦวङඳϷύᚱ 2 ဦޗՐӻ
ϐቹៜǴቚঅȨಃѤക!Β!ύᚱޗ
Րӻᓯഢ୷ӦࡌȩϣǶ!
4/ ҞύᚱဦЊኧεऊࣁঁٚޑೕ གᖴہࡌǶ!
ኳǴೕჄൂՏᔈаٚࣁጄൎǴՉϦ 2/ ӢӚޗᅽϷϦࡼࣣԖόӕ
ྗຑǴӵֽޗᒃηᓔ߯аȨғ
ࡼ୍ܺጄൎϷሡຑԵໆǶ!
ࢲ୮ᒃηᓔȩࣁࡹҞǴӕਔሡԵ
ໆӚࡼೕኳελૈ܌ග୍ܺٮϐጄ
ൎǶԶҁीฝςଞჹಃΒޗݢՐӻ୷
ӦڬᜐޗᅽճࡼՉሡፓ)၁
ـȨಃΟക!Ѥ!ڬᜐӦၗྍೖፋᆶ
ፓȩ*ǴӕਔયΕύᚱဦςೕჄ
ϐޗᅽǵϦࡼϣǶ!
3/ ோᑫࡌޗᅽǵϦࡼሡाЍ
рޑǴЪЬᆅᐒᜢຑϐѸा
܄ǴаϷୖࡌҔޜុࡕ܈໔٬Ҕચߎ
ϷᆅϐӚጓӈǶҁीฝςୖ
ଜӧӦᎃٚཀـೕჄӚਢ୷Ӧวۓ
ՏǴோޗᅽϷϦࡼҞϝаӚൂՏ
٩Չࡹբำׇᛝ܌ගൔࡼ
ҞǴբࣁҁीฝϦ܄ࡼҞೕჄϐ
٩Ᏽ)၁ـȨಃΟക!Ѥ!ΎǵϦ܄
ࡼሡᆕȩ*Ƕ!
5/ ᆘࡌᑐǵඵችࡌᛰǵऐകǵՐӻ ܄གᖴہࡌǶҁीฝ߯ୖଜਲ༜ѱಃ
ૈຑӚᅿകǴፎೕჄൂՏϩ٠ ޗݢՐӻࣣाᆘࡌᑐၲሌભаǵඵ
ችࡌᑐၲӝભаǵ٠ڗளऐകа
ගрӚભǶ!
Ϸᒤ嘸Րӻૈ܄ຑჴࡼᒤݤ嘹Ǵբࣁ
ҁीฝࡌᑐࠔ፦ाǶځӚകຑҞ
ϣǴ၁ـൔȨಃϖക!ಃѤ!ϖǵϦ
Ӆޜ໔ሡȩ
Ǵ٠ཥቚӚകҞǴ
၁ـൔȨಃϖക!ಃѤ!Ϥǵࡌᑐᡏ
ीฝচ߾ȩ
Ƕ!
6/ ҁਢ୍ԾᓭၨեǴፎаޗᅽճय़ གᖴہࡌǶ!
2

ቩཀ!!!ـ

ཀـӣᙟ!
!

ӛԵໆǴӃՉᆉࡕុՉਔ܌ሡҔ 2/ ϩຑࡕǴчѠǵѳቧࢤ୷Ӧค
ፕ௦ѱ۬ޔௗᑫࡌ ୖߦ܈CPU ܕ໒
ϷගрӢᔈБԄǶ!
วǴ֡όڀ୍ёՉ܄Ƕோ୷ٿӦ௦ޔ
ௗᑫࡌਔǴӧύѧߚԾᓭ܄ံշΠ
ϐԾᓭϩձၲ 84/87&Ϸ 88/81&Ǵ൩
ϦӅၗϷޗճڀۘࡋفਏ
ϷёՉ܄Ƕ!
3/ ோ٩ҁीฝ௵གࡋϩ่݀ϷࡌǴࣁ
ගଯीฝԾᓭǴफ़եѱ୍۬ॄᏼǴ
ࡌᔈБय़ܭය߃໘ࢤᝄᑫࡌԋ
ҁѦǴќБय़ᔈܭᔼၮයࡋ٩ѱሽ
НྗፓᅍચߎǶ࣬ᜢᑫࡌीฝԋ
ҁǵԏ୍ຑϣǴፎ၁ـൔ
ਜಃϤക࣬ᜢϣǶ!
Οǵ
ہྍঢ়!
2/ ፎံкᇥܴࢲ๎ߕ߈ޑޗଛࡼǶ! གᖴہࡌǶҁीฝࡌၸޗՐӻ
܌ගޑٮϦࡼϷޜࢲޗ໔Ǵ֎Ї
ڬᜐۚ҇۳ޗՐӻ໒ޜܫ໔ࢲǴߦ
ཥࡌޗӻޗᆶࡽԖ҇ۚޗϐᑼӝǴ
ќҭೕჄ۫⬏ޜ໔ǴයᙖҗϦӅǵ
ࢲբࣁࢲ๎ߕ߈ޗϐଛࡼǶ
࣬ᜢϣςቚঅܭൔਜಃΟകಃΟǵѤ
ǴаϷಃΎക!ಃѤ!୍ܺޗϷՅ
ୖᆶीฝǶ!
3/ ໒วࢂׇցаᚆύᚱဦၨᇻ୷Ӧ໒ གᖴہࡌǶҁीฝςӄय़ӆՉᔠຎᓪ
ۈǴऩҬ೯Бय़ςႫکǴࢂցᝩុ໒วǴ ӦวݩϷ҂ٰࡌीฝǴ٠Եໆ
ಃΒޗݢՐӻ୷Ӧᆶύᚱ 2 ဦϐᝡӝǴ
ፎံкᇥܴǶ!
ࡌаຯύᚱ 2 ဦ୷ӦၨᇻϐчѠᆶᅽ
ቺࢤ୷ӦբࣁอයᓬӃ୷ӦǴќᎃ߈
ύᚱ 2 ဦϐࠄѠǵѳቧࢤ୷Ӧ߾ࣁύǵ
ߏය୷ӦǶ࣬ᜢϣςቚঅܭȨಃѤ
ക!ಃΒ!ύᚱޗՐӻᓯഢ୷Ӧ
ࡌȩϣǶ!
4/ ࡕុஒахБԄวхǴፎೕჄൂՏु གᖴہࡌǶҁीฝчѠǵѳቧࢤ୷
ុࡕۓՉྗ߾Ǵќᅱࠔ፦Бय़ፎу Ӧࡕុᔕ٩௦ᖼݤӃՉܕቻᒧਢᆅ
ቷǴՉೕჄीǵхܕϷπำᅱ
மፕॊǶ!
πբǶࡕុᅱ୍ܺҞϷࠔ፦Ǵ
ςܴुܭਢᆅਢܕЎҹǴ࣬ᜢፎ၁
ـൔਜߕҹѤ!Ȩीฝሡᇥܴਜȩϣ
ȨມǵπբҞϷϣȩϐȨΟǵхբ
໘ࢤȩϣǶ!
5/ ૈ܄ܭຑύǴ่ᄬीᆉፎஒኴᕅ གᖴہࡰᏤǶҁीฝޗӻեኴቫೕჄբ
ࣁޗᅽǵ⬏۫܈ࢲޗޜ໔٬ҔǴ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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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ܭ٬Ҕय़ᑈǵ௦Ӏǵ႖໔ሡǴዴჴёૈ
Ԗ่ᄬ১ቫϐᅪቾǶҁਢςቚঅࡕុࡌᑐ
ᔈஒኴᕅय़բࣁ่ᄬᕅीǴ٠યΕ่
ᄬीᆉǴаᗉխԖȨՐӻૈ܄ຑჴࡼᒤ
ݤȩۓ܌ကϐȨமࡋόೱុ܄.১ቫȩ)ࡰ
၀ቫமࡋᆶ၀ቫीቫΚϐКॶեځܭ
ቫКॶ 91&ݩރ*ޣЎӷϣǶፎ၁ـ
Ȩಃϖക!ಃѤ!ࡌᑐीᄬགྷȩϐȨϤǵ
ࡌᑐी࣬ᜢচ߾!)Ο*Րӻૈ܄ीচ
߾ȩǶ!

ቩཀ!!!ـ

ཀـӣᙟ!
!

Ѥǵ݅ہ၍ர!
2/ ፎೕჄൂՏୖଜύᚱဦᑈǴ٠ય གᖴہࡌǶ!
2/ ၌ύᚱ 2 ဦ୷Ӧय़ᑈऊी 8-597
ΕԵໆፓҁਢኴቫኧϷᑈǶ!
ڳǴ٠аࡌጨ 71&ǵᑈ 3:9&Ǵೕ
Ⴤ 3 ቯ 8 ෂӦ 31 ቫǵӦΠ 3 ቫࡌᑐ)၁
ـಃΒക!ಃϖ!ਲ༜ѱޗՐӻᑫ
ᒤཷ*ݩǶ!
3/ ҁीฝ٩ύᚱ)ᓪӦ*ѱीฝβ
Ӧ٬ҔϩाᗺϷਲ༜ѱࡼՉಒ߾ಃ
49 చǴϩձຑՐӻᑈ 311&)ݤ
*ǵ411&)ݤ 2/6 ७*Ϸ 511&)ݤ 3
७*Οᅿόӕࡌᑐय़ᑈǶа୷ྗᑈ
411&БਢࣁٯǴчѠёೕჄ B ෂӦ
23 ቫӦΠ 5 ቫǵC ෂӦ 9 ቫӦΠ 4
ቫǴѳቧࢤ߾ёೕჄӦ 23 ቫӦΠ 4
ቫǶ࣬ᜢϣፎ၁ـൔਜȨಃϖക!ࡌ
ᑐຑϷೕჄी!ಃΒ໒วໆᡏೕ
Ⴤȩ
Ƕ!
ལǶ!
3/ ፎೕჄൂՏᙶమࡌᑐᔼࡌൂሽǶ!
2/ ҁीฝᔼࡌൂሽ߯ᇆಃޗݢӻჴ
ሞཥࡌπำวхਢࡕٯǴӆୖԵ߈ය
)218/18*วхϐླྀఘဦ୷ӦϷѳ
ᙼဦ୷ӦਢٯǴаȨਲ༜ѱѱ׳
ཥ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Ϸ
ߎᚐ୷ྗȩϐȨߕҹΟǵᔼࡌൂሽ୷ྗȩ
ᒳโషᏉβᄬࣁྗǴᆉҁਢᔼ
πำҔǴ٠ќуीᆘࡌᑐǵඵችࡌ
ᑐǵගଯऐૈΚ࣬ᜢࡼǵഢᆶϦ
Ӆ᛬ೌҔǶ!
3/ ќޔௗᑫࡌϐਢᆅ)֖ᅱ*Ҕ
߾٩ՉࡹଣϦӅπำہु܌ϐȨᐒ
ᜢ୍ܺೌמૼہቷຑᒧϷीᒤݤȩ
)217/14/42 অु*ಃ 3: చྗीᆉǶ

ߦୖ CPUQ ߾٩Ȩਲ༜ѱࡌᑐނπำ
ሽྗȩϷȨਲ༜ѱࡌᑐৣϦࡌᑐৣ
ၿߎྗ߄ȩीᆉϐǶ࣬ᜢϣፎ၁ـ
ൔਜȨಃϤക!໒วБԄϷ୍ϩ
ಃΟ!ԋҁϷԏຑȩ
Ƕ!
ལǶаᑈ 411&ࣁٯǴчѠ୷Ӧҗܭ
4/ ӦΠኴቫኧፎӆዴᇡǶ!
ឦߏࠠǴӦΠቫًၰϷଶًೕჄόܰǴ
ঃаᅈىЊଶًՏࣁྗǴ ځB ෂᔈ
ೕჄ໒ࡩӦΠ 5 ቫǵC ෂ߾ࣁӦΠ 4 ቫǹ
ќѳቧࢤҗܭᖏၡय़ቨϷ୷Ӧރచҹ
٫ǴೕჄ໒ࡩӦΠ 3 ቫջёᅈىଶًሡ
Ƕ࣬ᜢϣፎ၁ـൔਜȨಃϖക!ಃΒ
!໒วໆᡏೕჄȩ*Ƕ!
5/ ચߎुۓፎӆᙶమǴ٠યΕԵໆଶً ལǶ!
2/ ҁਢчѠϷѳቧࢤޗӻચߎǴ߯җό
ՏϷᆅځдҔǶ!
ౢሽৣᇆڬᜐჴሞચߎਢٯǴ٠
ୖԵύᚱ 2 ဦચߎНྗᆕӝຑ܌
ளǶځύ১༈Њ)ࡹЊ*ચߎ߯аѱሽ
9 שीϐǴ٠җࡹ۬ќՉံշ 3 ԋચ
ߎǴځჴሞᛦбચߎࣁѱሽ 7 )שᓬඁ
91&෧ံշ 31&*Ƕঅ҅ᇥܴፎ၁ـൔ
ਜȨಃϤക໒วБԄϷ୍ϩ!ಃΟ
!ԋҁϷԏຑ!ѤǵᔼၮԏΕຑ
ȩϐȨ)*ޗՐӻચߎȩǵȨ)Ύ*
ચߎᓬඁȩ
Ƕ!
3/ ଶًՏચߎϷᆅςঅ҅ޗӻՐЊ
ᆶᎃٚՐЊϐચҔКϷҔৡ౦Ƕঅ
҅ϣፎ၁ـൔਜȨಃϤക໒วБԄ
Ϸ୍ϩ!ಃΟ!ԋҁϷԏຑ!
ѤǵᔼၮԏΕຑȩϐȨ)Ο*ଶًՏચ
ߎϷమዅȩ
Ƕ!
6/ ፎӆዴᇡߦୖύीҔǴᔈߚҗѱ۬ ལǶߦୖ CPU ኳԄ߯٩ߦୖݤϷࡼځՉ
ಒ߾ǴᒤܕϦ໒ᅩ҇໔ၗΓՉ
ॄᏼǶ!
໒วǴӢԜନӃයೕჄǵӦሽิǴ࣬
ᜢ໒วҔӭҗ҇໔ၗΓЍбǴջࡌᑐ
ीǵᅱҭӕǶߦୖ CPU ࡌᑐी
Ҕᇥܴፎ၁ـൔਜȨಃϤക໒วБԄϷ
୍ϩ!ಃΟ!ԋҁϷԏຑȩ
Ƕ!
7/ ፎܭᔼࡌԋҁύયΕ 2  ٯ2 ҶӢનԵໆǶ! ལǶ!
2/ ᔼࡌԋҁڙӚᜪᔼπำނሽݢቹ
ៜǴҁीฝϐᔼࡌԋҁ߯аȨਲ༜ѱ
ѱ׳ཥճᡂඤीฝගӈӅӕॄᏼ
ҞϷߎᚐ୷ྗȩϐȨߕҹΟǵᔼࡌൂሽ

4

5

բ่ᄬᕅीǶ!

附5-64

ቩཀ!!!ـ

ཀـӣᙟ!
!
୷ྗȩࣁ୷ྗᆉ)ނሽ୷ྗВࣁ 217
ԃ 9 Д*Ǵ٠٩၀୷ྗु܌БԄࡪȨѠ
Ӧᔼπำނሽࡰኧᕴࡰኧȩᡂ
ϣፓᔼൂሽǶीᆉࡕǴҁਢς
ፓᅍᔼൂሽऊ 2/8366&Ƕ!
3/ ుزȨѠӦᔼπำނሽࡰኧᕴࡰ
ኧȩीԋҽǴۘх֖മ୍ᜪǵπၗᜪ
ҞǴځёϸᔈख़εമπࡹፓӵ
2  ٯ2 Ҷ܌ԋޑᔼԋҁቹៜǶ!

ϖǵՐӻ໒วࣽཀ!ـ
2/ ಃ 261 ।ڳᑫࡌԋҁǴਢᆅ֖ᅱ ལǶߦୖ CPU ϐࡌᑐीᅱҔς٩
 5191 Ǵќߦୖ 5111 ֖ीᅱǴ ٩Ȩਲ༜ѱࡌᑐނπำሽྗȩीᆉࡌ
ޔௗᑫࡌҔᔈࣁࡌҔीᆉǴԶߚ ҔǴ٠ࡪȨਲ༜ѱࡌᑐৣϦࡌᑐৣ
ၿߎྗ߄ȩीᆉၿߎǶፎ၁ـൔਜȨಃ
ᔼࡌҔፎᙶమǴќߦୖаࡌᑐৣϦ
Ϥക໒วБԄϷ୍ϩ!ಃΟ!ԋҁϷ
ၿߎीᆉǴᕴπำคݤղ᠐Ǵќी ԏຑȩϐȨΒǵᑫࡌԋҁຑȩǶ!
ᅱᔈК QDN ଯǴҞࠅࣁ࣬үǴፎ
অ҅Ƕ!
ལǶς٩ࡌঅׯҁीฝӦय़ቫѳय़
3/ ًၰѳѠ҂ଏᕭǴፎঅ҅Ƕ!
კǴፎ၁ـൔȨಃϖക!ಃϖ!ीკ
ᇥ!Ӧय़ቫѳय़კȩ
Ƕ!
ལǶςঅ҅Ǵፎ၁ـൔȨಃϖക!ಃϖ
4/ ፎᛤᎃӦӦკǶ!
!ीკᇥ!୷ӦଛკȩǶ!
Ϥǵᔼࡌਜय़ཀ!!ـ
2/ ൔਜಃ 5 । 9/ཀـӣൺឯύȨ٠অ҅ གᖴࡰ҅ǶԖᜢচቩཀـȨࡌܭी
ܭчѠ୷Ӧൔਜ!Q/246ǴϷѳቧࢤ ࡼπ໘ࢤ௦Ҕ CJN ೌמȩǴςঅ҅ܭ
୷Ӧൔਜ!Q/244Ƕȩ।ኧࢂցԖᇤǴ ҁीฝܕЎҹϷȨಃϖക!ಃϤ!Ⴃ
යำȩǶ!
ࡌፎܴ҅׳Ƕ!
གᖴࡰ҅Ƕҁਢש ࣁۓ2/6&Ǵᇤ
3/ ύᚱчѠཥ୷Ӧ!
)2* ಃ 254.255 ।ඔॊѱ۬ޔௗᑫࡌ שϩςঅ҅Ƕ!
௦ 2/6&Ǵோ 269 ।ޔௗᑫࡌש
ևࣁ 2/54&ǴፎዴᇡǶ!
)3* ಃ 256 ।ගϷࡌשނᙑϷූॶஒቹ གᖴࡰ҅Ƕς٩ՉࡹଣϦӅπำࣴૼہ
ៜ୍ຑǴோݩΠ୍ी زϐȨ҇໔ୖᆶϦӅࡌ୍ຑኳԄೕ
Ⴤȩ):1/23*Ǵ٠٩ߦୖࡼݤՉಒ߾ۓကϐ
ᆉόયΕ၀)ӵ :1 ԃՉࡹଣπำ
ԾᓭૈΚ)Ծᓭ*մନשᙑϷූॶҞ٠
ૼہϐ҇໔ୖᆶϦӅࡌ୍ຑ
অ҅ीᆉБԄǶፎ၁ـঅ҅ࡕൔਜȨಃ
ኳԄೕჄಃ JJ.69 ।ջᇥܴԾᓭ Ϥക!ಃΒ!୍ຑҞϷୖኧଷȩ
Ƕ!
ीᆉό֖שᙑᆶճ৲*Ǵፎуமᇥ
ܴӵՖၮҔϷቹៜǶ!
)4* ಃ 256.257 ।ඔॊЬीᕴೀϦѲၗ གᖴࡰ҅Ƕҁीฝќ၌҇୯ 92 ԃԿ 218
6

ቩཀ!!!ـ

ཀـӣᙟ!
!

߈ 21 ԃᔼނሽѳ֡ԃቚࣁ ԃᔼπำނሽࡰኧᐒႝഢᜪѳ֡ԃቚ
1/12&Ǵோа၀ၗۓϐख़ԋҁ ࣁ 2/:6&ǶԶᗨ߈ 21 ԃᔼނሽԃቚ
61
ԃᅍࣁ 3&ǴပৡࣗεǴፎዴᇡǶ!  1/12&ǴோԵໆҁਢޗӻᔼၮයၲ
ԃǴࡺׯаߏයᡂॶࣁྗǴ٠অ҅
ᅍࣁ 3&Ƕፎ၁ـঅ҅ࡕൔਜȨಃϤക!
ಃΒ!୍ຑҞϷୖኧଷȩ ϐ
ȨΒǵ୍ϩୖኧଷȩǶ!
)5* ಃ 257 ।ᇥܴЬीᕴೀ߈ 21 ԃ܊ચ གᖴࡰ҅Ƕচൔਜ܌ၩϐચߎᅍ߯
ނሽࡰኧԃѳ֡ᅍࣁ 1/66&Ǵோ ٩Ȩਲ༜ѱϦᔼ)*ޗՐӻၗ୍Ծᓭ
܄ϩᆶᑼၗೕჄਢᕴ่ൔਜȩ
ୖۓኧϝ௦ 4 ԃᅍ 5/74&ࢂց
)218/14*܌ၩǴࡺुࣁ 4 ԃ 5/74&Ƕோ
ၸܭᢀǴፎዴᇡ٠уமᇥܴǶ!
ҁीฝ၌ނޣሽ܊ચᜪࡰኧǴځ
҇୯ 81 ԃԿ 218 ԃ܊ચᜪࡰኧԃѳ֡ᅍ
 ऊ 2/57& Ǵ ࡺ ҁ ԛ অ ҅ ࣁ  4 ԃ
5/49&)2/57+4 ԃ*Ƕፎ၁ـঅ҅ࡕൔਜ
ȨಃϤക!ಃΒ!୍ຑҞϷୖኧଷ
ȩϐȨΒǵ୍ϩୖኧଷȩǶ!
)6* ಃ 257 ।а߈ԃӦሽፓ௦ 4 གᖴࡰ҅Ƕ!
ԃ 25/28&ǴՠҭԖගϷ 213 ԃε൯ 2/ ҁਢќ၌ᇆ୷ӦጄൎڬᜐβӦ҇
୯ 91 ԃԿ 218 ԃϐϦӦሽၗǴ၀
ፓϲࡕǴӦሽςᖿܭᛙۓǴϝ௦ 4
38 ԃ໔ϐϦӦሽԃѳ֡ᅍऊࣁ
ԃ 25/28&ᅍ൯Ǵ՟ၴதǴќѳ֡
4/:6&ǴฅԵໆ߈යӦሽςևΠঅᖿ
Ӧచ ܭٯ217 ԃ 5 Дςঅ҅ಃ 25
༈Ǵࡺҁԛፓঅ҅ࣁӦሽԃቚࣁ
చǴϦӦሽҗ 4 ԃፓ 2 ԛׯ
4/6&Ƕ!
ࣁ 3 ԃፓ 2 ԛǴோፓ໔ϝ 3/ Ӧሽፓᓎς٩অ҅ࡕϐѳ֡Ӧ
చٯಃ 25 చǺ
ȨೕۓӦሽࡕǴΒԃख़
а 4 ԃࣁ୷ᘵǴፎዴᇡ٠уமᇥܴǶ!
ཥೕۓӦሽԛǶȩ
Ǵ٠অ҅ҁਢӦሽ
ࣁ 3 ԃፓᅍ 8/1&Ƕፎ၁ـঅ҅ࡕൔ
ਜȨಃϤക!ಃΒ!୍ຑҞϷ
ୖኧଷȩϐȨΒǵ୍ϩୖኧଷ
ȩ
Ƕ!
)7* ಃ 261.262 ।ނᆅҔϷߥᓀ གᖴࡰ҅Ƕલᅅϩςঅ҅ံкǶፎ၁ـ
ҔӈܴൂڳሽǴோ҂ᇥܴჹ অ҅ࡕൔਜȨಃϤകಃΟ!ԋҁϷԏ
ຑȩϐȨΟǵᔼၮԋҁຑȩ
Ƕ!
ᔈीᆉڳኧࣁՖǴፎံሸǶ!
)8* ಃ 262 ।҂ӈܴࡂ܊ॶीᆉ܌ჹ གᖴࡰ҅Ƕҁਢิࡂ܊ς٩Ȩਲ༜ѱࡂ܊
ǵ
Ȩਲ༜ѱᙁϯຑ܊ۓ
ᔈϐൂሽ)ᔈݙཀӦϷӦΠቫǵ٬ ิቻԏԾݯచٯȩ
Ȩਲ༜
ҔᜪձϷࢂցԖѺשೕ*ۓǴЪೕჄ ࡂྗሽϷࡂ܊ॶբाᗺȩǵ
ѱࡂ܊ྗൂሽ߄ȩ
ǵ
Ȩਲ༜ѱࡂ܊ຉၰ
٬ҔҞόࡰՐӻϩǴۘх֖
ભፓ߄.ύᚱȩྗঅ҅ံкǶፎ
۫ᎎϷଶًǴோ҂ܴӈ܌ჹᔈϐ ၁ـঅ҅ࡕൔਜȨಃϤക!ಃΟ!ԋҁ
ิࣁՖǶ!
ϷԏຑȩϐȨΟǵᔼၮԋҁຑȩ
Ƕ!
)9* ಃ 266.267 ।ᆅԏΕӈܴ གᖴࡰ҅Ƕલᅅϩςঅ҅ံкǶፎ၁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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ཀـӣᙟ!
!

ൂڳሽǴோ҂ᇥܴჹᔈीᆉڳኧࣁ অ҅ࡕൔਜȨಃϤക!ಃΟ!ԋҁϷԏ
Ֆ Ǵ ठ ᜤ а ዴ ᇡ  ܌ी ᆉ ϐ Д ԏ Ε ຑȩϐȨΟǵᔼၮԋҁຑȩǶ!
44:-935 ϡࢂց҅ዴǴፎံሸǶ!
):* ಃ 267 ।рચۓᆶՉςᔼၮ གᖴࡰᏤǶ!
ϐޗՐӻჴሞݩރԖပৡǴፎу 2/ ҁਢрચ߯٩Ȩਲ༜ѱϦᔼ)*ޗ
Րӻၗ୍Ծᓭ܄ϩᆶᑼၗೕჄ
மᇥܴᆉ୷ᘵࣁՖ@!
ਢᕴ่ൔਜȩ)218/14*ϐϣǴ၀ೕ
Ⴤൔ࣬ᜢ୍ୖኧϣࣁਲ༜ѱࡹ
۬ຑᡏޗӻ୍ϐठ܄ྗǴࡺ
ҁਢ٩ൻϐǶ!
3/ ޗӻϐٮሡ܈ሽచҹ٩ӦԶ౦ǴԶ
ਲ༜ѱۘคჴሞཥࡌᔼၮϐޗӻਢٯ
ёୖԵ٩ൻǶோ٩ਲ༜ѱՐӻวೀ༼
ၗૻǴႣीܴܭԃ߃рચᔼၮϐύၡ
Βဦ҇၌ୢࡋཱུଯǴЪ߈ԃਲ༜ѱҙ
ፎચߎံຠኧុԋߏǴࡺႣ҂ٰཥ
ࡌޗӻϐрચۘឦᢀǴࡺȨਲ༜ѱ
Ϧᔼ)*ޗՐӻၗ୍Ծᓭ܄ϩ
ᆶᑼၗೕჄਢᕴ่ൔਜȩۓϐрચ
ኧॶᔈ಄ӝ҂ٰႣයǶ!
)21* ಃ 267 ।ચߎᓬඁ߄ഢຏගϷ གᖴࡰ҅Ƕচൔਜᒱᇤϩςঅ҅Ǵ٠
Њચߎৡ౦ϐ 31&ߎᚐஒҗύѧ ံкҁਢߚԾᓭ܄ံշϣǶፎ၁
ـঅ҅ࡕൔਜȨಃϤക!ಃΟ!Ѥǵᔼ
ගံٮշᆶՉߚԾᓭ܄ံ
ၮԏΕຑȩϐȨ)Ύ*ચߎᓬඁȩǵ
Ȩ)Ζ*
շ)ံշ࠼ᡏߚЊᆶ১༈Њચ
ߚԾᓭ܄ံշȩǶ!
ߎပৡǴ߯ံىीฝߚԾᓭ܄*
ϣ఼όӕǴፎፓǶ!
)22* ಃ 26:.275 ।୍ीᆉᆶҁԾՉ གᖴࡰ҅Ƕ!
٩ԏЍϷୖۓኧཷౣᆉϣ 2/ ςঅ୍҅၂ᆉኳࠠϷԾᓭीᆉБ
ԄǴঅ҅ࡕҁਢ OQW ࣁॄॶਔǴځኧ
ԖပৡǴࣁᗉխ߯Ӣჹᆉϣ
ӷऊܭᑫࡌය໔ԋҁॶ+ߚԾᓭ
Ϸ ୖ ኧ  ) ۓඔॊ ҂ᅰ ֹ  *Ԗ ᇤ
ǴачѠ୷Ӧ)ᑈ 411&*ࣁٯǴ
ှǴࡌံሸԾᓭीᆉ߄Ǵঈճ
၀ ਢ ϐ ృ  ॶ )OQW* ࣁ .397-13:-372
ዴᇡӚԃࡋߎࢬໆ)ߕҹߎࢬ
ϡǵԾᓭ)TMS*ࣁ 84/87&ǴջߚԾᓭ
ໆ߄ၸܭኳጋЪ҂ϩಒ*Ϸी
ࣁ 37/35&Ǵ߾ᑫࡌය໔ԋҁϐॶ+
ߚ Ծ ᓭ  > .2-217-5:8-526+37/35&>
ᆉၸำǶќԾᓭᆶ OQW Ϸ JSS Ԗ
.3:1-455-:33 ϡǴऊܭృॶ)OQW*
ۓჹᔈᜢ߯)ӵᙁൂٰᇥǴ௨ନ
ኧॶǶፎ၁ـঅ҅ࡕൔਜȨಃϤക!ಃ
ਸݩΠǴOQW ࣁॄॶਔǴځኧӷऊ
Ѥ!୍ёՉ܄ຑȩǶ!
ܭᑫࡌය໔ԋҁॶ+ߚԾᓭ
3/ ཞ߄ǵߎࢬໆ߄ςፓঅ҅Ǵፎ၁
Ǵଷᑫᒤԋҁ 2-168-534-773
ـঅ҅ࡕൔਜߕҹΟǶ!
ϡ ,  ਢ ᆅ   Ҕ 4:-648-821 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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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2-1:7-:72-483 ϡǴϩ 4 ԃѳ֡Ѝ
р  ש  2/6& Π Ǵ  ॶ ࣁ
2-175-968-233 ϡ + ߚ Ծ ᓭ 
36/:2&>386-:15-591 ϡǴջ OQW ऊ
ࣁ.386-:15-591 ϡ*Ǵीᆉ่݀ϝԖ
ҟ࣯ǴϝፎᙶమǶ!
གᖴࡰ҅Ƕς٩Չࡹଣ 217!ԃ 4!Д 7!В
ଣᆵࡌӷಃ 21711158:7!ဦڄਡۓϐȨޗ
Րӻᑫᒤीฝȩ-ံкߚԾᓭ܄ံշ
࣬ᜢᇥܴϷीᆉϣǶፎ၁ـঅ҅ࡕൔ
ਜȨಃϤക!ಃΟ!ѤǵᔼၮԏΕຑȩ
ӻᑫࡌीฝȩߚԾᓭ܄ံշς ϐȨ)Ζ*ߚԾᓭ܄ံշȩ
Ƕ!
ૈံىीฝεϩߚԾᓭ܄Ǵ
ࡌуமᇥܴ٠٩ߚԾᓭ܄ံ
շϦԄ၂ᆉीฝႣૈሦளံշී
ߎᚐǶ!
)24* ಃ 274.275 ।௵གࡋϩᔈ൩ёૈ གᖴࡰ҅Ƕҁਢચߎፓӵॊӣᙟᇥ
วғ໔॥ᓀϩǴோચߎ 4 ܴǴςୖଜ҇୯ 81 ԃԿ 218 ԃ܊ચᜪࡰኧ
ԃፓᅍ 5/74&ςၸܭᢀǴፓ ԃѳ֡ᅍऊ 2/57&Ǵঅ҅ࣁ 4 ԃ
5/49&)2/57+4 ԃ*Ǵ٠অ҅௵གࡋϩϣ
ଯԿ 6/74&Ϸ 7/74&ᆉ՟ߚឦӝ
Ƕፎ၁ـঅ҅ࡕൔਜȨಃϤകಃϖ!
ǴჹᔈрચҭӕǴፓफ़ࣁ 81& ௵ག܄ϩᆶ॥ᓀᆅȩ!
Ϸ 71&ҭ՟ߚឦӝǶ!
ལǶѳቧࢤ୷Ӧς٩ӈঅ҅ཀـ
4/ ύᚱѳቧࢤ୷Ӧ!
ѳቧࢤൔᆶчѠࢤൔኗቪϣ অֹ҅ԋǶ!
)23* ಃ 273 ।ϩ௦ѱ۬ޔௗᑫࡌၨڀ
ёՉ܄Ǵ٠ගϷᗨคֹݤӄԾᓭǴ
ՠаϦӅၗϷޗᅽճࡋفςڀ
ഢёՉ܄Ǵோ҂ගϷҞȨޗՐ

Ϸۓᡄᒠ࣬՟ǴҭፎୖԵ໒ࡌፓ
Ƕ!
5/ ԖᜢࡌᑐೕჄीࡌཀـ၁ӟߕ߄Ƕ! ལǶ!
чѠ୷Ӧ!
)2* ೯ҔคምᛖीǺคཀـǶ!
ལ!

)3* ૈ෧ᅹᆶᆘϯǺคཀـǶ!

ལǶςঅ҅ҁीฝӦΠቫѳय़კ࣬ᜢ
x ԛཀـύ;ӚӦΠ࠻ޜ໔҂࣬ـᜢ ᐒ܊Ϸଛႝ࠻ޜ໔Ǵ၁ـൔȨಃϖക!ಃ
ϖ!ीკᇥ!BǵC ෂӦΠቫѳय़კȩ
Ƕ!
ᐒޜ܊໔Ǵ࣬ᜢკᇥፎԵໆႣ੮࣬ᜢ
ᐒޜ܊໔Ƕ!
ӣᙟᇥܴ;ςঅ҅чѠൔਜಃѤ
കȨಃϖीკᇥȩǴோ
Q23923: ϝ҂࣬ـᜢᐒޜ܊໔Ǵፎ
ᇥܴǶ!

)4* ۚՐϣޜ໔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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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x ᐒًڵၰᆶًؓڵၰ௹όӕǴࡌ ལǶҁीฝӦΠቫ֡а 2Ǻ9 ௹ीǴ
ёؓٮǵᐒًӅҔǴ٠ςҢܭҁਢӦΠ
ᐒًڵၰᆶًؓڵၰϩձǶ!
ቫѳय़კǶ၁ـൔȨಃϖക!ಃϖ!
ीკᇥ!B ෂӦΠԿѤቫѳय़კǵC ෂӦ
ΠԿΟቫѳय़კȩǶ!
ལǶчѠ୷ӦܿǵՋୁٿβӦҗϘቺ
)5* ѦϦӅ୍ܺޜ໔Ǻ!
x ԛཀـύ;BǵC ෂຉفቶ੮ᆶ ຉ 22 ࡅ 5 ϩ႖Ǵ၀ीฝၰၡቨࡋࣁ
ჹӛ୷ӦӝٳीǴோ C ෂΕαًၰ 21nǴோ҂໒៘ֹԋݩ 5nǶԶՋ୷Ӧ
аϘቺຉ 22 ࡅ 5 բࣁً፶೯ՉၰၡǴ
ӧ 3 ෂࡌނύ໔ǴፎԵໆΓًϩၰǶ!
ࡺҁਢஒًၰрΕα୷ܭӦϐՋч
ӣᙟᇥܴ;ςঅ҅чѠൔਜಃѤ ୁǴаफ़եΓًጕϐυᘋǶҁीฝςঅ
കȨಃϖीკᇥȩǴோ Q235 ҅ൔӦय़ቫѳय़კǴ၁ـൔȨಃϖക!
ϝ҂ـΓًϩၰ࣬ᜢीᇥܴǴፎံ ಃϖ!ीკᇥ!B ෂϷ C ෂӦय़ቫѳय़
კȩǶ!
кᇥܴǶ!
x ԛཀـύ;B ෂߏྣᏵᗺΕαόܴ
ᡉǴЪᎎय़ࣁڳीǴࡌ௦Ҕ೯
ҔคምᛖीǴ೯ၡѳ٠ՅறҢ
మཱǶ!
ӣᙟᇥܴ;ςঅ҅чѠൔਜಃѤ
കȨಃϖीკᇥȩǴோ Q235

ལǶҁीฝςঅ҅ߏྣᏵᗺܭՋ୷
Ӧ C ෂࡌᑐǴ٠অ҅คምᛖጕǺཥቚ C
୷ӦᖏਔଶًϐᗉًǴёҗԜΠً
ၸ໒ޜܫ໔ޗډεǴΕྣߏډᏵᗺ
ޜ໔Ƕ၁ـൔȨಃϖക!ಃϖ!ीკ
ᇥ!B ෂϷ C ෂӦय़ቫѳय़კȩǶ!

ᎎय़ϝࣁڳी҂ـ೯Ҕคምᛖ
ी࣬ᜢीᇥܴǴፎံкᇥܴǶ!
ལǶчѠࡌᑐѦᢀҥय़ी߯ађڂ
)6* ࡌᑐނඳᢀࠠՅறǺ!
x ԛཀـύ;ࡌᑐ ނB ෂ 421 ௦ྗ ੁᅐਔයբԔৎථޑȨངϐფȩ
ቫीǹC ෂ 421 ௦ྗቫीǴ )Mjt{u!Mjfcftusbvn!Op/4*วགྷǴҾკᡣ
ࡌᑐևрܴߝǵᇸࣦޑགڙǴ٠఼ჹ
ோ࣬ᜢҥय़ϷຎӚቫ໒ืՏό
ΓᆶৎޑȨངȩ
ǶӢԜǴձ௦ॣڀ಄ᜩ
ठǴፎᙶమǶ!
གޑ໒ืБԄǴճҔԾҗҥय़ޑଛǴа
ӣᙟᇥܴ;ςঅ҅чѠൔਜಃѤ όख़ፄ௨ӈืޑඳǴቚуࢲዃόք݈ޑଛ
ക Ȩ ಃ ϖ   ी კ ᇥ ȩ   Ǵ ோ ǴँઇȨӝՐӻȩሼϯࡽޑԋӑ
Q241Q243 ҥ य़ ໒ ื ϝ ࣁ ᒱ Տ  ຝǴஒຎޑቹៜᙯඤԋЈགڙǴ٬ࡌ
ᑐૈ׳ނᑼΕΕڬᎁᕉნǶፎ၁ـൔȨಃ
ीǴፎံкᇥܴǶ!
ϖക!ಃϖ!ѤǵࡌᑐѦᢀीȩǶ!
ལǶ!
)7* πำሡጓӈǺ!
x ԛཀـύ;ҁਢႣ 217-465! 2/ ҁਢᔼൂሽ߯ᇆಃޗݢӻჴሞ
ཥࡌπำวхਢࡕٯǴӆୖԵ߈ය
ϡ0ڳඤᆉ 43-936 ϡ0N3ǴX3 ୷Ӧ B
)218/18*วхϐླྀఘဦ୷ӦϷѳ
ෂӦ 24 ቫӦΠ 3 ቫǵF2 ୷Ӧ C ෂ
ᙼဦ୷ӦਢٯǴׯаȨਲ༜ѱѱ
Ӧ 21 ቫӦΠ 4 ቫǴ٩Ьीᕴೀ 219
׳ཥ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
ԃӅӕ܄ྗύ;ᒳโషᏉβᄬՐ
Ϸߎᚐ୷ྗȩϐȨߕҹΟǵᔼࡌൂሽ୷
ӻᆶஎް 24ɴ27 ቫѳБϦЁ 37-141
ྗȩᒳโషᏉβᄬࣁྗǴᆉҁ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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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ᔼπำҔǴ٠ќуीᆘࡌᑐǵඵች
ࡌᑐǵගଯऐૈΚ࣬ᜢࡼǵഢᆶ
ϦӅ᛬ೌҔǶ!
Ё 41-231 ϡ0N3ǹ28 ቫа 43-511
3/ Ȩਲ༜ѱѱ׳ཥճᡂඤीฝගӈ
ϡ0N3Ǵ܌ӈൂሽѳ֡ᔼൂሽी
ӅӕॄᏼҞϷߎᚐ୷ྗȩ߯ࣁՉਲ
ᆉǴࡌፎϝ٩ЬीᕴೀӅӕ܄ྗᔠ
༜ޗӻჴሞπำวхਢٯᔼπำ
Ƕ!
ҔຑྗǴ಄ӝਲ༜ӧӦᔼπำՉ
ӣᙟᇥܴ;!٩ѱ۬Րӻวೀჴሞ
Ǵ٠ᆶਲ༜ѱޗՐӻЬᆅᐒᜢፕ
ዴᇡࡕǴࡌ௦၀ྗຑϐǶ!
วхᑫࡌϐޗӻਢ)ٯӵύၡΒဦǵ
ύᚱဦ*Ǵځπำۘᔈх֖
ᆘࡌᑐǵඵችࡌᑐǵऐകϷৎॿ
ϡ0N3ǹ28 ቫа 38-291 ϡ0N3Ǵᒳ
ମᄬՐӻᆶஎް 24ɴ27 ቫѳБϦ

ഢ࣬ᜢԋҁǴঃׯаȨЬीᕴೀ
219 ԃࡋӅӕ܄Ҕጓӈྗ߄ȩ
ྗຑǴ৮եҁਢπำԋҁǶᆶ
୍ൂՏፕࡕǴࡌҁਢୖԵਲ༜
ಃޗݢӻਢٯຑᔼԋҁǶЬी
ᕴೀ܌ӈൂሽςԵໆచҹ୷
ྗǴঃԖځдǴளਢࣴǵᇥܴी
ӈǶࡌፎϝ٩ЬीᕴೀӅӕ܄ྗᔠ
Ƕ!
ѳቧࢤ୷Ӧ!
!
)2* ೯Ҕคምᛖी;!
x ҁԛঅ҅ཥቚคምᛖ೯Ҕࠠൂ
ϡǴՠคምᛖൂΓࠠ܊܊Ǵൔਜ
Q228 ගрȨନࠠ܊ѦǴ٩Ᏽό
ӕ٬ҔޣሡǴёԵໆۓКٯ
ϐ೯Ҕࠠ܊Ƕȩ
ǴፎံкΒࠠ܊ǵΟ
ࠠ܊คምᛖൂϡǴ಄ӝԜޗՐӻϐ
ۓՏǶ!

ལǶςཥቚҁीฝคምᛖΒǵΟൂࠠ܊
ϡ)၁ـൔਜಃϖക!ಃѤ!Ѥǵ)Ѥ*
คምᛖࠠ܊ी-Ϸಃϖ!ǵ)Ѥ*ǵ
)ϖ*ǵ)Ϥ*คምᛖǵΒǵΟࠠ܊კ*Ǵа
Ϸቚঅคምᛖࠠ܊ೕჄ ܭ4ǵ5 եኴቫǴ٠
ೕჄीᆙ࡚௱ᜤѳѠǴа಄ӝคምᛖ
ғǶ!

x ፎӧ Q236238 ѳय़კύҢค ལǶҁीฝςঅׯՐӻኴቫѳय़ೕჄǴ
ምᛖൂϡ܊ϐՏǴሡԵໆคምᛖϦ ஒคምᛖࠠ܊ύ ܭ4ǵ5 եኴቫՏ
Ǵ٠ೕჄᆙ࡚௱ᜤѳѠǴа಄ӝคምᛖ
ӅୱϐೕჄϷғጕǶ!!
ғǴаϷܭѳय़კҢՉຯᚆϐ
ᔠǶ၁ـൔȨಃϖക!ಃϖ!ྗቫ
4.5 ኴѳय़კȩ
Ƕ!
ལǶ!
)3* ૈ෧ᅹᆶᆘϯ;คཀـǶ!
ལǶ!

)4* !ۚՐϣޜ໔;คཀـǶ!

ལǶςঅ҅ൔȨಃϖക!ಃϖ!Ӧय़
)5* ѦϦӅ୍ܺޜ໔Ǻ!
Ƕ!
x Q/234 ᔈԵໆۚ҇рΕϐߡճ܄Ǵࢊ ቫѳय़კ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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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ጕ 3 ᆶࢊጕ B ໔ϐ୍ܺਡǴࡌޗ
εрΕαӕځд୍ܺਡᚈӛ
рΕαǶ!
ལǶςཥቚܭൔȨಃϖക!ಃϖ!
)6* ࡌᑐނඳᢀࠠՅற;!
Ƕ!
x Q/22:Q/233 ࡌံкຎკኳᔕ ीკᇥȩ
Ջࠄӛҥय़Ƕ!
ལǶ!
)7* πำሡጓӈ;!
x  ԛ ཀ  ـύ ;Q/24: ҁ ਢ а   ڳ2/ ҁਢᔼൂሽ߯ᇆಃޗݢӻჴሞ
ཥࡌπำวхਢࡕٯǴӆୖԵ߈ය
217-465 ϡᆉሽǴᑫࡌᕴኴӦ݈
)218/18*วхϐླྀఘဦ୷ӦϷѳ
य़ ᑈ ࣁ 49-256/23n3! )22-649/:1!
ᙼဦ୷ӦਢٯǴׯаȨਲ༜ѱѱ
*ڳǴҁीฝޔௗπำҔऊ 23/38!
׳ཥ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
ሹϡǶҁਢѳ֡ൂՏኴӦ݈ԯѳБ
Ϸߎᚐ୷ྗȩϐȨߕҹΟǵᔼࡌൂሽ୷
ሽࣁ 43-283/196 ϡǴፎ٩Չࡹଣ
ྗȩᒳโషᏉβᄬࣁྗǴᆉҁਢ
ᔼπำҔǴ٠ќуीᆘࡌᑐǵඵች
Ьीᕴೀ 219 ԃࡋӅӕ܄Ҕጓӈ
ࡌᑐǵගଯऐૈΚ࣬ᜢࡼǵഢᆶ
ྗ߄ᔠǶ!
ϦӅ᛬ೌҔǶ!
ӣᙟᇥܴ;!٩ѱ۬Րӻวೀჴሞ
3/ Ȩਲ༜ѱѱ׳ཥճᡂඤीฝගӈ
วхᑫࡌϐޗӻਢ)ٯӵύၡΒဦǵ
ӅӕॄᏼҞϷߎᚐ୷ྗȩ߯ࣁՉਲ
ύᚱဦ*Ǵځπำۘᔈх֖
༜ޗӻჴሞπำวхਢٯᔼπำ
ᆘࡌᑐǵඵችࡌᑐǵऐകϷৎॿ
ҔຑྗǴ಄ӝਲ༜ӧӦᔼπำՉ
Ǵ٠ᆶਲ༜ѱޗՐӻЬᆅᐒᜢፕ
ഢ࣬ᜢԋҁǴঃׯаȨЬीᕴೀ
ዴᇡࡕǴࡌ௦၀ྗຑϐǶ!
219 ԃࡋӅӕ܄Ҕጓӈྗ߄ȩ

ቩཀ!!!ـ

ཀـӣᙟ!
!

3/ ѳቧࢤಃϖ/: ፎᔠϼૈǶ!

4/ ѳቧࢤಃϖ/22/)2*คምᛖࠠ܊ፎу
ޜୢЁκǴQ227ǵ229 ቚуЎӷᇥܴǴ
٠ᔠ࣬ᜢݤೕǶ!

5/ ѳቧࢤಃϖ/22/)5*୍ܺਡٛОߐᔈ
රᗉᜤБӛ໒௴Ǵፎ܌ܭԖѳय़კύঅ
҅Ƕ!

ᒥྣᒤǶ!
চቩཀـǺፎ٩ᏵՉࡹଣȨϼӀႝ 3
ԃीฝȩаཱུεϯϼӀႝǴӵ
ӢࡺคݤǴፎޗܭՐӻࡂഗፎ੮
ϼૈഢᆅၰϷ୷০ࡼǴࣴ܈ஒࡂ
ഗрચϒቷǶ!
ҁीฝࣁៜᔈӆғૈྍࡹϷۯ
ុϼӀႝ 3 ԃीฝǴཥቚȨಃϖക!
ಃѤ!Ύǵ)Ο*ϼӀႝीᄬགྷȩǶ!
ལǶҁीฝςཥቚคምᛖࠠ܊ीკϐ
ҢЁκǴ٠٩࣬ᜢคምᛖݤೕՉी
)၁ـൔਜಃϖക!ಃѤ!Ѥǵ)Ѥ*คም
ᛖࠠ܊ी-Ϸಃϖ!ǵ)Ѥ*ǵ)ϖ*ǵ
)Ϥ*คምᛖǵΒǵΟࠠ܊კ*Ƕ!
ལǶςঅ҅ൔȨಃϖക!ಃϖ!Ӛቫ
ѳय़კȩ
Ƕ!

ӈǶࡌፎϝ٩ЬीᕴೀӅӕ܄ྗᔠ
Ƕ!
Ύǵ
ǵ୍ൂՏਜय़ཀ!ـ
ᒥྣᒤǶ!
ൔਜύӣᙟ߄ϩ!
2/ ѳቧࢤಃΟ/2 ፎ௶ܴύᚱဦቹៜ চቩཀـǺࡌஒಃޗݢՐӻύᚱ
ဦᑫࡌֹԋࡕ܌ԋٮޑሡቹៜǴયΕ
ຑǶ!
ຑԵໆჴሞሡǶ!
ҁीฝςӄय़ӆՉᔠຎᓪӦวݩ
Ϸ҂ٰࡌीฝǴ٠ԵໆಃΒޗݢՐӻ
୷Ӧᆶύᚱ 2 ဦϐᝡӝୢᚒǴቚঅȨಃѤ
ക!ಃΒ!ύᚱޗՐӻᓯഢ୷Ӧ
ࡌȩϣǶ!

6/ ѠࢤಃΟ/2 ፎ௶ܴύᚱဦቹៜ ᒥྣᒤǶ!
চቩཀـǺࡌஒಃޗݢՐӻύᚱ
ຑǶ!
ဦᑫࡌֹԋࡕ܌ԋٮޑሡቹៜǴયΕ
ຑԵໆჴሞሡǶ!
ҁीฝςӄय़ӆՉᔠຎᓪӦวݩ
Ϸ҂ٰࡌीฝǴ٠ԵໆಃΒޗݢՐӻ
୷Ӧᆶύᚱ 2 ဦϐᝡӝୢᚒǴቚঅȨಃѤ
ക!ಃΒ!ύᚱޗՐӻᓯഢ୷Ӧ
ࡌȩϣǶ!
7/ Ѡࢤಃϖ/: ፎᔠϼૈǶ! ᒥྣᒤǶ!
চቩཀـǺፎ٩ᏵՉࡹଣȨϼӀႝ 3
ԃीฝȩаཱུεϯϼӀႝǴӵ
ӢࡺคݤǴፎޗܭՐӻࡂഗፎ੮
ϼૈഢᆅၰϷ୷০ࡼǴࣴ܈ஒࡂ
ഗрચϒቷǶ!
ҁीฝࣁៜᔈӆғૈྍࡹϷۯ
ុϼӀႝ 3 ԃीฝǴཥቚȨಃϖക!
ಃѤ!Ύǵ)Ο*ϼӀႝीᄬགྷȩ
Ƕ!
8/ Ѡࢤϖ/22)4*คምᛖࠠ܊ፎуޜ໔ ལǶҁीฝςཥቚคምᛖࠠ܊ीკϐ
ЁκǴቚуЎӷᇥܴǴ٠ᔠ࣬ᜢݤೕǶ! ҢЁκǴ٠٩࣬ᜢคምᛖݤೕՉ
ीǴ၁ـൔȨಃϖക!ಃϖ!ǵ)Ѥ*ǵ
)ϖ*ǵ)Ϥ*คምᛖǵΒǵΟࠠ܊კȩǶ!
9/ ѠࢤಃϤ/24.25 ҂યΕύᚱဦǶ! ᒥྣᒤǶ!
চቩཀـǺQ/52ǵკ 28 યΕύᚱ 2 ဦ୷
ӦВྣύЈ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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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ຑǴ৮եҁਢπำԋҁǶ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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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ཀـӣᙟ!
!
ҁीฝςܭൔȨಃΟക!ಃΟ!ǵϦ
Ӆ୍ܺࡼዬᗺȩཥቚύᚱ 2 ဦϦ
܄ࡼҞǶ!
ᒥྣᒤǶ!

Ԗᜢѳቧࢤ୷ӦҽǺ!
2/ ӄЎύҽЎӷϯǴፎঅ҅Ƕ!

3/ ӄЎύፎံкᇥܴ୷ӦϦოᎂရයำ ᒥྣᒤǶςܭঅ҅ࡕൔȨಃѤക!ಃΒ
!Βǵ)Ѥ* ߏයޑǺѳቧࢤ୷Ӧȩ
ϷፐᚒǶ!
ཥቚϦოჹѳቧࢤ୷Ӧ໒วϐቹៜፐᚒǶ!
4/ ӄЎύ୷Ӧፓύξܿၡ 5 ࢤၰၡܗቨ ᒥྣᒤǶςܭൔȨಃѤക!ಃΒ!Βǵ
πำǴፎаፐᚒ௶ܴࡕុ໒วाҹǶ! )Ѥ* ߏයޑǺѳቧࢤ୷Ӧȩཥቚύ
ξܿၡѤࢤၰၡჹѳቧࢤ୷Ӧ໒วϐቹៜ
ፐᚒǶ!
5/ ಃ 5.: ।ᒵϩፎуமҢ٠ᇥܴǶ! ᒥྣᒤǶςܭൔȨಃΒക!ಃ!࣬
ᜢՐӻࡹϷीฝȩቚঅᄔᒵᇥܴǶ!
6/ ಃ : । 218 ԃࡋޗՐӻीჄጓӈ ᒥྣᒤǶςቚঅൔȨಃΒക!ಃ!
ϖǵਲ༜ѱࡹ۬ѱวֽ 218 ԃࡋࡼࡹ
43/37 ሹϡǴፎঅ҅ࣁ 56/3 ሹǶ!
ीฝȩϣǶ!
7/ ಃ :: ।ፎံкᇥܴԾՉًࡌሡǶ! ᒥྣᒤǶςቚঅൔȨಃϖക!ಃѤ!
Οǵ)Β*!5/ԾՉًચၛઠೕჄȩϣ
Ƕ!
8/ ಃ 22: ।คምᛖࠠ܊ፎуޜ໔ЁκǶ! ᒥྣᒤǶςཥቚҁीฝคምᛖΒǵΟ܊
ࠠൂϡǴ٠ቚуҢޜ໔Ёκ)၁ـൔਜ
ಃϖക!ಃϖ!ǵ)Ѥ*ǵ)ϖ*ǵ)Ϥ*ค
ምᛖǵΒǵΟࠠ܊კ*Ƕ!
9/ ಃ 232 । 3 ࠠ܊ፎӆᔠຎޜ໔ελϷଛ ᒥྣᒤǶςঅ҅ҁीฝΒൂࠠ܊ϡǴ၁
ـൔਜȨಃϖക!ಃϖ!ྗΒࠠ܊܊
Ƕ!
კȩǶ!
:/ ಃ 234.241 ।კय़ፎа B4 ࣁЬǴፎ ᒥྣᒤǶςঅ҅ҁीฝȨಃϖക!ಃϖ!
ीკᇥȩ
Ƕ!
2 ঁკय़Ƕ!
21/ ಃ 234.241 ।ӦΠଶًًၰѳѠ҂ ᒥྣᒤǶςঅ҅ҁीฝȨಃϖക!ಃϖ!
ीკᇥ!Ӧय़ቫѳय़კȩǶ!
ଏᕭǴፎঅ҅Ƕ!
22/ ಃ 234.241 ।ӄଛკፎᛤᎃӦ ᒥྣᒤǶςঅ҅ҁीฝȨಃϖക!ಃϖ!
ीკᇥ!୷ӦଛკȩǶ!
ӦკǶ!
23/ ಃ 234.241 । 2ǵ3 ኴፎયΕ൵܌ೕჄǶ! ᒥྣᒤǶςঅ҅ҁीฝȨಃϖക!ಃϖ!
ीკᇥ!Ӧय़ቫϷΒቫѳय़კȩǶ!
24/ ಃ 234.241 ।ፎख़ཥᔠຎѱ҇ࢲύ ᒥྣᒤǶςፓ҅ҁीฝϦ܄ՏǴ၁
ـȨಃϖക!ಃϖ!ीკᇥ!Ӧय़ቫϷΒ
Јޜ໔ 2ǵ3 ኴೕჄελϷҔǶ!
ቫѳय़კȩ
Ƕ!
25/ ಃ 235 ।ፎ௶ܴ 3 ኴНѳቹय़ᑈࢂց ལǶ٩ҁीฝࡌጨ߯аࡌᑐനεНѳ
ቹय़ᑈीᆉǴዴᇡѳय़ीკკᔞค
಄ӝࡌጨǶ!
ᇤǴ಄ӝࡌۓݤጨೕۓ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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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235 ।ፎᔠ 3 ኴѳѠϦӅޜୢݤೕ ལǶୖଜᆵчѱޗՐӻਢٯϷᆵύ
ѱǵଯѱࣁႴᓰՅࡌᑐǴаѠύѱࣁ
ϣόीय़ᑈೕۓǶ!
ٯǴܭѱीฝݤᆵύѱࡼՉԾݯచٯಃ
61 చܴዴೕጄΓπӦዬǵࢎوޜ൴ϦӅ
ࡼόीᑈኴӦ݈य़ᑈǶ!
ҁਢ 3 ኴѳѠϦӅޜୢۘ҂ीΕᑈኴӦ
݈य़ᑈǴࡌࣁቚуޗՐӻ໒܄ܫҬࢬ
ޜ໔ϷՅࡌᑐǴԖᜢȨѳѠϦӅޜୢȩ
ǴҞਲ༜ѱࡌᑐᆅԾݯచٯϷ
ѱीฝۘ҂Ԗ࣬ᜢೕጄǴԖࡑុࡕܭਲ༜
ѱѱीቩہࣴϐǶ!
27/ ಃ 236 ।ϣୁࡷޜຯᚆऊ 7NǴፎᔠ ᒥྣᒤǶςঅ҅ҁीฝྗቫϐޜ໔ଛ
БԄǴஒϩ܊໔ፓࣁޗϦӅޜ
ڬᜐࠠ܊Ӽ௨ϐدஏ܄Ƕ!
໔Ǵа෧Ͽۚ࠻໔υᘋϷدஏ܄ୢᚒǶፎ
၁ـൔਜȨಃϖക!ಃϖ!ीკᇥ!
ྗቫѳय़კȩ
Ƕ!
28/ ಃ 236 ।ѳቧࢤѳय़ፎӆᔠϣᕉ ᒥྣᒤǶҁीฝࣁၢಥՐӻεኴ
ीኬԄǴࣁჴ፬ޗӻޗޑӭϡҬࢬǵϕ
ޜރ໔Ӽ௨ϐӝ܄ەǶ!
ᐒૈǴձୖଜӝଣޜ໔ࠠᄊǴ௦Ȩͣȩ
ӷࠠ൴ࠠԄीǴҾკ༟ѳቧࢤޗӻ
ࣁೀкᅈ္ǵѦϕޗޑৎޜ໔Ƕ
ԜीࠠԄёܭـᆵчѱεӕܴউ୯λ
ϦӻਢǶ࣬ᜢीᇥܴፎ၁ـൔਜȨಃ
ϖക!ಃϖ!ѤǵࡌᑐѦᢀीȩ
Ƕ!
29/ ಃ 238 ।ࡂഗϦӅޜୢፎख़ཥᔠǶ! ᒥྣᒤǶςঅ҅ҁीฝྗቫѳय़კ
ीೕჄǴ၁ـȨಃϖക!ಃϖ!ीკᇥ!
ྗቫ 9.23 ኴკȩ
Ƕ!
2:/ ಃ 261 ।ᕴҔፎуΕᅱǵीǵQDN ᒥྣᒤǶ!
2/ ҁਢᔼԋҁׯаȨਲ༜ѱѱ׳ཥ
ϷϦӅ᛬ೌҔǶ!
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Ϸߎᚐ
୷ྗȩϐȨߕҹΟǵᔼࡌൂሽ୷ྗȩᒳ
โషᏉβᄬࣁྗǴ٠уीᆘࡌᑐǵ
ඵችࡌᑐǵගଯऐૈΚ࣬ᜢࡼǵ
ഢᆶϦӅ᛬ೌҔӅ 21&Ƕ!
3/ ќਢᆅ QDN Ҕ߾٩Ȩᐒᜢמૼہ
ೌ୍ܺቷຑᒧϷीᒤݤȩϐȨߕ߄
ѤǵπำਢᆅȐ֖ᅱȑ୍ܺೌמ
ࡌҔԭϩКज़ୖԵ߄ȩᆉǴ٠
ϩᆉೕჄीᆶπำᅱҔǶፎ
၁ـൔਜȨಃϤക!ಃΟ!Βǵᑫࡌ
ԋҁຑȩ
Ƕ!
31/ ಃ 261 ।ፎೕჄൂՏගٮᚈчӦ ᒥྣᒤǶςံкᚈчᑫࡌԋҁ߄Ǵፎ၁
ـൔਜȨಃϤക!ಃΟ!Βǵᑫࡌԋ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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ຑȩϐ߄ 7.9ǵ߄ 7.:Ƕ!

ڳᑫࡌԋҁǶ!

32/ ಃ 267 । ࡹ  Њ ચ ߎ  ࣁ ۓѱ ሽ ȹ ᒥྣᒤǶςঅ҅ᇤϣǶፎ၁ـൔ
71&#Ǵፎঅ҅ࣁ 91&Ǵҁ۬ࡹЊચߎ ਜȨಃϤക!ಃΟѤǵᔼၮԏΕຑȩϐ
Ƕ!
ᆶЊચߎৡᚐ 31ʘҽǴҗࡹ Ȩ)Ύ*ચߎᓬඁȩ
ЊӚచҹϐᆅᐒᜢံىǴࡺચߎࣣа
91&ीᆉǶࡹЊϐᓬඁచҹҗځдޗ
ᅽᐒᜢጓӈႣᆉЍᔈǶ!
33/ ಃ 282 ।ࡕុஒԋҥϐՉࡹݤΓȐ୍ܺ ᒥྣᒤǶςঅ҅ፎـൔਜȨಃΎക!ಃ
ΒϖǵᆅኳԄᄬགྷȩǶ!
ύЈȑБԄᒤፎঅ҅Ƕ!
34/ ಃ 286 ।ፎմନࡹЊԖᜢȹനߏચ ᒥྣᒤǶςঅ҅ൔȨಃΎക!ಃΟ!
Βǵ!)Β*ચයೕჄȩǶ!
යࣁ 23 ԃȹЎӷǶ!
35/ ߕҹύीฝӜᆀᒱᇤǴፎख़ཥᔠຎӄ ལǴᒥྣᒤǶ!
অ҅Ƕ!
36/ ߕҹ 4 ߎࢬໆ߄ፎҔ B4 ܫεӈӑǴ ལǴᒥྣᒤǶ୍࣬ᜢӜຒϷीᆉᇥ
ܴፎ၁ـൔਜȨಃϤക!ಃΒ୍ຑ
٠уΕҔຒᇥܴϷीᆉБԄᇥܴǶ!
ҞϷୖኧଷȩϷȨಃΟ!ԋҁϷԏ
ຑȩǶߎࢬໆ߄ςঅ҅၁ൔਜߕҹ
ΟǶ!
37/ ߕ 5.3 ।մନΜǵȹ໒วࣽǴǴϷǴ ᒥྣᒤǶςঅ҅ൔߕҹѤǵޕǶ!
($523(ǴЎӷǶ!
38/ ߕ 5.78 ।ࠨऊύ٣ࡺߥᓀԾбᚐ ᒥྣᒤ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
ਢᆅࠨऊ!Ȑϖȑ٣ࡺϐԾॄᚐ
ज़ፎӆፓǶ!
ज़ࣁ 261-111 ϡǶ!
39/ ߕ 5.243 ।ीฝሡᇥܴਜፎયΕ୷ ᒥྣᒤǶςཥቚೖፋइᒵܭҁीฝȨߕ
ӦፓၗǵೖፋइᒵϷࡽԖᆘϯ ҹѤǵीฝሡᇥܴਜ!ߕҹ 2/Ӧሡ
ፓȩǴќѳቧࢤ୷Ӧۘ҂ᆘऍϯπ
ݩǶ!
ำǶ!
ལǶςঅ҅ҁीฝߕҹѤǵीฝሡᇥ
3:/ ߕ 5.247 ।კ 3 ख़ፄǶ!
ܴᇥਜ!კ 3!୷ӦڬᜐβӦݩკǶ!
ལǶςঅ҅ҁीฝߕҹѤǵीฝሡᇥ
41/ ߕ 5.249 ।ፎঅ҅ȹ3/чѠȹǶ!
ܴᇥਜ!ಃ 8 ।Ƕ!
ལǶςঅ҅ҁीฝߕҹѤǵीฝሡᇥ
42/ ߕ 5.249 ।߄ 5 ᒱᇤǶ!
ܴᇥਜ!ಃ 8 ।!ӚൂՏޗᅽճࡼሡ
Бਢ߄Ƕ!
43/ ߕ 5.255ǵ259 ।ҁਢ٠คӼՐӻǴ ᒥྣᒤǶςմନҁीฝߕҹѤǵीฝሡ
ᇥܴਜ!Ѥǵ!)ΜѤ*ӼՐӻൻᕉᔮ
ፎঅ҅Ƕ!
วࡹᆶ୍ຑচ߾Ƕ!
44/ ߕ 5.256 ।ᆶ Q:3 ।όӕǴፎঅ҅Ƕ! ལǶςঅ҅ȨߕҹѤȩीฝሡਜȨϖǵ
ࡌނሽȩϐᕴኴӦ݈य़ᑈࣁ 21-:91/:9
3
)ڳऊ 47-411/88n *Ǵᆶൔਜ!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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ᑈ 411&ࡌᑐय़ᑈᔠ߄࣬ӕǶ!
ᒥྣᒤǶςቚуπำႣᆉ߄ୖٮǴፎ၁
45/ ߕ 5.256 ।ቚуπำႣᆉ߄Ƕ!
ـൔਜȨߕҹѤȩीฝሡᇥܴਜϐ
Ȩߕҹ 4/ȩ!
ལǶςঅ҅ߕҹѤǵीฝሡᇥܴਜ!ಃ
46/ ߕ 5.264 ।ȐΜѤȑϣޜқǶ!
32 ।Ƕ!
ᒥྣᒤǶςঅ҅ҁीฝȨಃϖക!ಃϖ!
ԖᜢѠࢤ୷ӦҽǺ!!
Ƕ!
2/ ӄЎύࡌᑐკय़ፎа B4 ࣁЬǴନӦय़ቫ ीკᇥȩ
ѦǴځᎩፎ 2 ঁკय़Ƕ!
ᒥྣᒤǶ!
3/ ӄЎύҽЎӷϯǴፎঅ҅Ƕ!
4/ ӄЎύ୷ӦፓȨᡂ׳ύᚱȐᓪӦȑ ᒥྣᒤǶԖᜢीฝၰၡ໒៘ჹ୷Ӧ໒ว
ѱीฝȐಃ 2 ԛ೯ዬᔠȑ
ȩύੋ҇Ӧ ϐቹៜፐᚒǴςቚঅܭൔȨಃѤക!
ቻԏܗቨයำǴፎаፐᚒ௶ܴࡕុᒤ ಃΒ!ΒǵύᚱޗՐӻᓯഢ୷ӦۓՏ
ࡌȩ
Ƕ!
ᆶҁਢ໒วයำ܈ϩ໘ࢤ໒วБԄࡌ
Ƕ!
ᒥྣᒤǶςঅ҅ൔȨಃΟക!ಃ!
5/ ಃ 41 ।კ 6 ᐋЕ 3 ՏፎፓǶ!
ΒǵβӦ٬ҔݩȩϷȨკ 4.3!୷Ӧϣβ
Ӧݩკȩ
Ƕ!
6/ ಃ 45 ।ٚߏϸᔈଶًୢᚒǴፎᇥܴӢᔈ ལǶୖଜȨᆵчѱεᓪࡄϦӅՐӻȩؓ
ًрચࣁ 1/5 ৢ0ЊϐਢٯǴջߚ܌Ԗޗ
ࡼǶ!
ӻՐЊ܍ચًًؓՏǶԶҁीฝ٩ٚߏ
Ϸ࣬ᜢൂՏཀـǴೕჄЊًؓՏǴନ
ޗٮӻՐЊ٬ҔǴҭёϩ໒ڬٮܫᜐᎃ
ٚ٬ҔǶፎ၁ـൔਜȨಃϖക!ಃѤ!
ǵ!)Β*чѠ୷ӦीᄬགྷȩϷȨΟǵ!
)Ο*Ҭ೯ጕଛȩ
Ƕ!
7/ ಃ 56.5: ।ፎቚуೖୢࡕೀࡼᇥܴ ལǶҁीฝၸڬᜐӦၗྍೖፋᆶፓ
ΑှӦБวݩᆶሡǴ٠ᘜϖε
ፕॊǶ!
ᜪϦޜ໔ሡǴхู֖ٽǵԴΓǵ১༈ǵ
يምǵۚ҇Ƕќ ܭ218/4/3 ӕ࣬ᜢൂՏǴ
є໒ޗᅽࡼǴᇥܴፓ่݀ϷӦБ
܌ሡϦ܄ࡼǴ٠٩ࡕӚൂՏ܌ගሡ
բࣁҁਢޗᅽϷϦޜ໔ϐ٩ᏵǴڀᡏ
ӣᔈӦБೖፋཀـǶ࣬ᜢϣςቚঅൔ
ȨಃΟക!ಃѤ!ڬᜐӦၗྍೖፋᆶፓ
ȩ
Ƕ!
8/ ಃ :6 ।ፎᔠѱीჄԖᜢ୷ٿӦύ ᒥྣᒤǶςӄय़ᔠຎٿਢ୷Ӧڬᜐၰၡ
ၰၡ໒วයำǴ٠યΕ໒วයځำԵໆ س໒៘ϷܗቨፐᚒǴঅुܭൔȨಃѤ
ȐፎቚуԖѱीฝӜᆀǵՉය ക!ಃΒ!ΒǵύᚱޗՐӻᓯഢ୷Ӧ
ۓՏࡌȩ
Ƕ!
ำǴ٠уຏஒ٩ीჄයำፓȑ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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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7.22: ।ፎቚу୷Ӧ܄ीᇥܴ ᒥྣᒤǶчѠ୷ӦҗϘቺຉ 22 ࡅ 5
ࡅϩࣁܿǵՋ୷ӦǴЪ୷ٿӦ֡ឦߏࠠǴ
Ϸޜ໔ଛКǶ!
Զҁीฝᆕӝຑ୷ӦރǵᖏၡచҹϷ
໒วۓՏࡕǴගр୷ӦीᄬགྷϷ࣬ᜢࡌ
ᑐଛБԄǶ࣬ᜢঅ҅ϣፎـൔਜȨಃ
ϖക!ಃѤ!ǵ!)Β*чѠ୷Ӧीᄬ
གྷȩᆶȨΟǵࡌᑐೕჄᆶଛᄬགྷȩ
ǴаϷ
Ȩಃϖ!ࡌᑐीკᇥȩ!
:/ ಃ 235 ।ѱ҇ࢲύЈϩപԋ 3 ೀࢂց ᒥྣᒤǶςঅ҅ҁीฝӦय़ቫϦ܄
ࡼՏǴ၁ـȨಃϖക!ಃϖ!ीკᇥ!
಄ӝ҇ࡹֽǶ!
Ӧय़ቫѳय़კȩ
Ƕ!
21/ ಃ 235 ।ፎᇥܴᙴᕍບ܌ϐڀᡏሡ ᒥྣᒤǶςմନҁीฝӦय़ቫᙴᕍບ܌
Ǵ၁ـȨಃϖക!ಃϖ!ीკᇥ!Ӧ
܈մନǶ!
य़ቫѳय़კȩ
Ƕ!
22/ ಃ 235 ।ፎᇥܴ 2 ႟୧ޜ໔ϷѴ ٽᒥྣᒤǶςཥቚҁीฝӦय़ቫᖏਔଶً
ीǴ၁ـȨಃϖക!ಃϖ!ीკᇥ!Ӧ
༜ௗଌϐଶًೕჄǶ!
य़ቫѳय़კȩ
Ƕ!
23/ ಃ 259 ।ᕴҔፎуΕᅱǵीǵ ᒥྣᒤǶ!
2/ ҁਢᔼԋҁׯаȨਲ༜ѱѱ׳ཥ
QDN ϷϦӅ᛬ೌҔǶ!
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Ϸߎᚐ
୷ྗȩϐȨߕҹΟǵᔼࡌൂሽ୷ྗȩᒳ
โషᏉβᄬࣁྗǴ٠уीᆘࡌᑐǵ
ඵችࡌᑐǵගଯऐૈΚ࣬ᜢࡼǵ
ഢᆶϦӅ᛬ೌҔӅ 21&Ƕ!
3/ ќਢᆅ QDN Ҕ߾٩Ȩᐒᜢמૼہ
ೌ୍ܺቷຑᒧϷीᒤݤȩϐȨߕ߄
ѤǵπำਢᆅȐ֖ᅱȑ୍ܺೌמ
ࡌҔԭϩКज़ୖԵ߄ȩᆉǴ٠
ϩᆉೕჄीᆶπำᅱҔǶፎ
၁ـൔਜȨಃϤക!ಃΟ!Βǵᑫࡌ
ԋҁຑȩǶ!
24/ ಃ 259 ।ፎೕჄൂՏගٮᚈчӦ ᒥྣᒤǶςံкᚈчᑫࡌԋҁ߄Ǵፎ၁
ـൔਜȨಃϤക!ಃΟ!Βǵᑫࡌԋҁ
ڳᑫࡌԋҁǶ!
ຑȩϐ߄ 7.9ǵ߄ 7.:Ƕ!
25/ ಃ 265 । ࡹ  Њ ચ ߎ  ࣁ ۓѱ ሽ ȹ ᒥྣᒤǶςঅ҅ᇤϣǶፎ၁ـൔ
71&#Ǵፎঅ҅ࣁ 91&Ǵҁ۬ࡹЊચߎ ਜȨಃϤക!ಃΟѤǵᔼၮԏΕຑȩϐ
Ƕ!
ᆶ 2 Њચߎৡᚐ 31ʘҽǴҗࡹ Ȩ)Ύ*ચߎᓬඁȩ

ቩཀ!!!ـ

ཀـӣᙟ!
!

୍ύЈȑБԄᒤፎঅ҅Ƕ!

26/ ಃ 279 ।ࡕុஒԋҥϐՉࡹݤΓȐܺ ᒥྣᒤǶςঅुܭൔȨಃΎക!ಃΒ!
ϖǵᆅኳԄᄬགྷȩǶ!

27/ ߕҹύीฝӜᆀᒱᇤǴፎख़ཥᔠຎӄ ལǴᒥྣᒤǶ!
অ҅Ƕ!
ᒥྣᒤǶςቚуπำႣᆉ߄ୖٮǴፎ၁
28/ ߕҹቚуπำႣᆉ߄Ƕ!
ـൔਜȨߕҹѤȩीฝሡᇥܴਜϐ
Ȩߕҹ 4/ȩ!
29/ ߕҹ 4 ߎࢬໆ߄ፎҔ B4 ܫεӈӑǴ ལǴᒥྣᒤǶ୍࣬ᜢӜຒϷीᆉᇥ
ܴፎ၁ـൔਜȨಃϤക!ಃΒ୍ຑ
٠уΕҔຒᇥܴϷीᆉБԄᇥܴǶ!
ҞϷୖኧଷȩϷȨಃΟ!ԋҁϷԏ
ຑȩǶߎࢬໆ߄ςঅ҅၁ൔਜߕҹ
ΟǶ!
2:/ ߕ 5.78 ।ࠨऊύ٣ࡺߥᓀԾбᚐ ᒥྣᒤ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
ਢᆅࠨऊ!Ȑϖȑ٣ࡺϐԾॄᚐ
ज़ፎӆፓǶ!
ज़ࣁ 261-111 ϡǶ!
31/ ߕ 5.244 ।ीฝሡᇥܴਜፎયΕ୷ ᒥྣᒤǶςঅु୷ӦᆘϯܭݩȨߕҹ
Ǵ٠
ӦፓၗǵೖፋइᒵϷࡽԖᆘϯ Ѥǵीฝሡᇥܴਜ!Οǵ୷ӦՏȩ
ཥቚೖፋइᒵܭȨߕҹѤǵीฝሡᇥܴ
ݩǶ!
ਜ!ߕҹ 2/Ӧሡፓȩ
Ƕ!
ལǶςঅ҅ȨߕҹѤǵीฝሡᇥܴਜ!
32/ ߕ 5.248 ।კ 3 ᐋЕՏᒱᇤǶ!
Q/6!კ 3!୷ӦϣβӦݩკȩ
Ƕ!
33/ ߕ 5.24: ।߄ 4 ЊኧଛКፎ٩Њኧᕴ ᒥྣᒤǶςፓࠠ܊ЊኧଛКǶፎ၁ൔ
ਜߕҹѤǵीฝሡᇥܴਜǴq/9 ߄ 4
ໆঅ҅Ƕ!
ޗՐӻ߃ຑࠠ܊ϷଛК!
34/ ߕ 5.24: ।߄ 4 ܿՋୁ୷Ӧፎᇥܴ٠ ᒥྣᒤǶ!
2/ ςፓࠠ܊ЊኧଛКǶፎ၁ൔਜߕҹ
уຏՏǶ!
ѤǵीฝሡᇥܴਜǴq/9 ߄ 4 ޗՐ
ӻ߃ຑࠠ܊ϷଛКǶ!
3/ ܿǵՋୁ୷ӦՏςঅ҅ံкǴፎ၁ـ
ൔਜߕҹѤǵीฝሡᇥܴਜǴq/6
კ 3!ύᚱчѠ୷ӦጄൎҢཀკǶ!
35/ ߕ 5.24: ।ፎᔠѴٽ༜ޜ໔Ϸ ᒥྣᒤǶҁीฝ߯٩௲)ֽػਲ௲Ѵӷಃ!
2181147373!ဦڄ*ڄҢѴٽ༜ೕჄሡೕ
ௗଌǶ!
ჄǴޜځ໔ሡ၁ـȨߕҹѤǵीฝ
ሡᇥܴਜ!ߕҹ 3/Ѵٽ༜ሡਜȩ
Ƕ!
36/ ߕ 5.257 ।ᆶ Q:2 ।όӕǴፎঅ҅Ƕ! ལǶςঅ҅ȨߕҹѤȩीฝሡਜȨϖǵ
ࡌނሽȩϐᕴኴӦ݈य़ᑈࣁ 21-2:9/14
3
)ڳऊ 44-823/61n *Ǵᆶൔਜ!߄ 6.6 
ᑈ 411&ࡌᑐय़ᑈᔠ߄࣬ӕǶ!
Ζǵ
ǵ่ፕ!
2/ ፎ٩ҁ۬ࡹǵڬᜐၮࡼϷ୷Ӧ ҁीฝୖଜ 218/21/2Ȩᙌᙯࡕઠѱࡹࡌ
ᇥܴȩᙁൔϷ࣬ᜢၗǴཥቚύᚱࡕઠ
చҹǴуமፕॊࣗӦ໒วׇǶ!
ᓪӦख़εࡌวϩ)၁ـȨಃΟ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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ЊӚచҹϐᆅᐒᜢံىǴࡺચߎࣣ
а 91ʘीᆉǶࡹЊϐᓬඁచҹҗځ
дޗᅽᐒᜢጓӈႣᆉЍᔈǶ!

附5-71

ቩཀ!!!ـ

ཀـӣᙟ!
!

3/ ፎፓڬᜐӵϦ༜ǵҬ೯ǵ୯҇ၮ
ύЈϷᡏػ༜ख़εࡌǴયΕൔ
ਜϩ୷Ӧ໒วచҹǶ!

4/ ፎ௶ܴ٠ගٮόӕᑈຑБਢǴ
ࡕុӆҗҁೀࣴዴۓǶ!

5/ ፎஒӚᅿകҙፎȐӵऐǵᆘࡌᑐǵ
ඵችࡌᑐϷՐӻૈ܄ຑȑયΕፕ
ॊǶ!
6/ ፎуமፕॊϣࡹȨޗՐӻᑫᒤी
ฝᑼၗճ ৲Ϸߚ Ծᓭ ܄ҙ ፎံ
շȩჹ୍ϐᔅշǶ!

!Οȩ*Ǵ٠ӆՉᔠຎӦวङඳ
Ϸύᚱ 2 ဦޗՐӻϐቹៜǴቚঅȨಃѤ
ക!ಃΒ!ύᚱޗՐӻᓯഢ୷Ӧ
ࡌȩϣǶ!
ҁीฝςܭൔཥቚύᚱࡕઠᓪӦख़
εࡌวϩ)၁ـȨಃΟക!ಃ!Ο
ȩ*Ǵ٠ӆՉᔠຎ୷Ӧ໒วచҹϷፐᚒǴ
ቚঅȨಃѤക!ಃΒ!ύᚱޗՐӻᓯ
ഢ୷Ӧࡌȩ
Ƕ!
ҁीฝ߯٩ѱीฝβӦ٬ҔϩाᗺϷ
ਲ༜ѱࡼՉಒ߾ಃ 49 చຑΟᅿ)ᑈ
311&ǵ411&ǵ511&*όӕᑈБਢǴ٠٩
218/4/3: ය߃໘ࢤቩ่ፕಃ 2 ᗺࡰ
ҢǴа 411&ᑈБਢຑǴՉࡌᑐೕჄ
ኳᔕǶ!
ςံкӚകຑҞϣǴ၁ـൔȨಃ
Ѥക!ಃѤ!ѤǵϦӅޜ໔ሡȩ
Ǵ٠ཥቚ
ӚകҞǴ၁ـൔȨಃѤക!ಃ
Ο!ϖǵࡌᑐᡏीฝচ߾ȩǶ!
ᒥྣᒤǶςܭ୍ຑቚуံкߚԾ
ᓭ܄ံշ࣬ᜢϣǴፎ၁ـȨಃϤ
ക!ಃΟ!Ѥǵ)Ζ*ߚԾᓭ܄ံշȩǶ!

ቩཀ!!!ـ

ཀـӣᙟ!
!

ӆፓǶ!
:/ ൂϡѳय़ೕჄፎӆᔠǴ٠ஒπբ
ѠᆶѠϒаϩǶќൂय़௦Ӏ
ीǴϩ܊໔ፎӆፓǴ٠ᇥܴπբ
Ѡ࣬ᜢഢϐଛȐࢱՊᐒǵᠴՊ
ࢎϷґථᆅၡȑ
Ƕ!

ᒥྣᒤǶςख़ཥᔠϷঅ҅ཥቚҁीฝ
ൂࠠ܊ϡკǴ၁ـൔȨಃϖക!ಃѤ!
Ѥǵ!)Β*Րӻൂϡीচ߾ȩϷȨಃϖക!
ǵՐӻൂϡѳय़კȩ
Ƕ!

21/ ҁਢፎ٩ቩཀ ܭـ218 ԃ 23 Д 31 ལǴᒥྣᒤǶ!
Вঅֹ҅ԋ٠ගଌǴऩၻࠨऊೕۓ
ϐঅ҅ԛኧǴុ٩ࠨऊೕۓᒤᆦීǶ!
!

7/ ፎܕܭЎҹύયΕݩϩǵी ᒥྣᒤǶςံкঅ҅ܕЎҹϣǴય
Ε୷ӦϷڬᜐݩᇥܴǴࡌᑐೕჄፐᚒǵ
Ϸଛྗ߾Ƕ!
ࡌᑐीϷଛྗ߾ϣǶፎୖـൔ
ਜߕҹѤϐीฝሡਜϐȨ)Β*୷ӦϷ
ڬᜐݩȩǵ
ȨѤǵࡌᑐೕჄीፐᚒϷሡ
ȩǶ!
8/ ѳय़ೕჄሡᗉխࡌᑐ่ނᄬౢғ೬১ ལǶҁीฝς߃Եໆࡌᑐ่ᄬӼӄǴ
٠ܭՐӻૈ܄ीচ߾ύံкࡌࡕុᔈ
ቫǶ!
ஒኴᕅय़բࣁ่ᄬᕅीǴ٠યΕ่ᄬ
ीᆉǴаᗉխԖȨՐӻૈ܄ຑჴࡼᒤݤȩ
ۓ܌ကϐȨமࡋόೱុ܄.১ቫȩ)ࡰ၀ቫ
மࡋᆶ၀ቫीቫΚϐКॶեځܭቫ
Кॶ 91&*ޣϐݩރǶፎ၁ـൔਜȨಃϖ
ക!ಃѤ!Ϥǵ!)Ο*Րӻૈ܄ीচ
߾ȩǶ!
9/ ፎܭሡᇥܴਜ௶ܴ٩Ȩਲ༜ѱѱ ᒥྣᒤǶςঅ҅٠ᇥᇥܴǶፎ၁ـൔ
׳ཥ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 ਜߕҹѤ!ीฝሡਜϐ q/25Ȩ൘ǵ!ϖǵ
Ƕ!
Ϸߎᚐ୷ྗȩጓӈᔼࡌൂሽǴ٠ຏܴ ࡌނሽȩ
ࡕុՉଛӝीᑈϷኴቫ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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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72

附5-73

附5-74

Ȩਲ༜ѱᑫࡌޗՐӻૼہӃයೕჄ୍ܺਢȜ໒αӝऊȝ
ȩ!
ය҃໘ࢤൔਜቩཀـӣᙟᇥܴ!

ቩཀ!ـ
!
7.27!

લ ᕴ  Ҕ ܴ ஒ܌ԖҔуᕴ!
ಒ߄!

ལǶςঅ҅ܭൔਜ Q/7.27Ƕ!

7.37!

ଶًՏኧ!

ལǶςঅ҅ܭൔਜ Q/7.37Ƕ!

൘ǵġวЎВයǺ219 ԃ 2 Д 22 В!
ມǵġวЎӷဦǺਲՐೕӷಃ!2191111875!ဦ!

ߕ
5.36!

စǵġቩཀـӣᙟᇥܴǺ!
ቩཀ!ـ
!
чѠࢤ୍ࣽཀ!!ـ
।ԛ!
!
ୢᚒ!
!
6.7/8! ଶًՏኧ!
6.21!

߄ 6.9!

ཀـӣᙟ!
!
ᇥܴ!
!

ཀـӣᙟ!
ལǶςঅ҅ܭൔਜ
Q/6.7ǵ6.8Ƕ!
ӦΠ࠻य़ᑈ࣬
ӕǴኧໆόӕ@!
  ޗᙴ ᕍ ࠻  ޑሡ ལǶςঅ҅ܭൔਜ Q/6.21Ƕ!
ൂՏࢂ@!

6.2:!

3 ࠠ܊य़ᑈ!

29 ڳᔈࣁ 6:/6 ѳ ལǶςঅ҅ܭൔਜ Q/6.2:Ƕ!

ߕ
5.56!
ߕ
5.5:!
ߕ
5.65!

ལǶςঅ҅ܭൔਜ Q/6.44Ƕ!

ҁ ी ฝ ѳ ቧ ᔈࣁѠࢤ!
ࢤ!

ལǶςঅ҅ܭൔਜ Q/6.55Ƕ!
ѳय़!
ᆶ 6.56 όӕ!
ལǶςঅ҅ܭൔਜ Q/6.34ǵ6.56ǵ
6.56!!!!ႝఊኧၸӭ! ፎਡჴ!
)6.34/ ᙴៈ࠻!
คሡൂՏǴፎঅ 6.64Ƕ!
64*!
҅!
6.55!

ߏྣᏵᗺ!
6.61!

ߕ
5.65!

ׯǺԶҗΌБжࣁ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ගрҙፎޣǴ ܌ځᆅࠨऊǺಃϤచ!ΟǴ၁ ߕـ5.65Ƕ!
ሡೕǵ᠘ࣚϷ
ቩҗ#Ό#Б
ॄᏼǶ!
ಃΎచǵ! уΕǺԾ،ԛВ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ଆ Կ ֹ ԋ ҁ ࠨ ऊ ᆅࠨऊǺಃΎచ!Ǵ၁ ߕـ5.65Ƕ!
࣬ᜢऊۓ٣В
ЗǶ!

คሡൂՏǴፎঅ
҅!

ᐒ  ܊ ኴ ఊ )Ѱୁ*ӵՖрΕ!
໔!

ᆶߕ 5.38 όӕ!

ҘБ!

БϦЁ!
6.44!

ᆶ 6.7 όӕ!

ལǶςঅ҅ൔߕҹѤǵޕǺϤǵ
ΎǴ၁ ߕـ5.4Ƕ!
6/ӼՐӻ! ፎմନǴҁीฝค ལǶςմନൔߕҹѤǵຑᒧޕǺܺ
Ր ӻ ൻ ᕉ  ᔮ ว ୍ࡌਜϣᆶᇙբচ߾߄!6/ӼՐ
 ࡹ  ᆶ  ୍ ຑ ӻǴ၁ ߕـ5.36Ƕ!
ౣ!
!
ፎуΕऐക! ལǶςཥቚܭൔߕҹѤǵຑᒧޕǺ
୍ܺࡌਜϣᆶᇙբচ߾߄!6/ऐ
കǴ၁ ߕـ5.36Ƕ!
Ҕ!
ಃΟచಃ 3 ༤Ε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Οచ!ΒǵीሽБԄǴ၁ߕـ
πำሽ!
5.56Ƕ!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Ѥ*!
уΕऐക!
ᆅࠨऊǺಃϖచ!!ȐѤȑǴ၁ߕـ
5.5:Ƕ!
ಃϤచ!
уΕ#ิਈϷೕ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Ϥచ!ΟǴ၁ ߕـ5.65Ƕ!
#!

ߕ 5.4! ᕴߎᚐ!

ୖǵġٰЎᇥܴǺѠՋϦљ ܭ218 ԃ 23 Д 31 Вගଌය҃໘ࢤൔਜ)অ
҅ಃ 3 *ހՐӻวೀቩςঅֹ҅ԋǴோ୍ൂՏቩຎࡕԖཥቚ
অ҅ཀ)ـ၁ߕҹ*ǴӢߚឦࠨऊೕۓϐ҂٩යज़҅ׯǵྵ܈҅ׯ๊ܔ
౪όૈ҅ׯǴ҅ׯ܈ኧၻ 3 ԛаϝ҂ૈޣ҅ׯǴࡺคၻයၴऊǴፎ
ᘕϦљ ܭ219 ԃ 2 Д 29 Вঅֹ҅ԋ٠ගଌǶ!

ཀـӣᙟ!
!

໔!

ߕ
5.6:!

ಃΖచѤǵ! ፎ٩ጄҁঅ҅!

ལǶςঅ҅ܭൔਜ Q/6.62ǵ63Ƕ!

ߕ
5.73!

ಃ Ζ చ Ϥ ǵ ڗБ༧Ǵ ࣁׯ21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Ζచ!Ϥ!)Ϥ*Ǵ၁ ߕـ5.73Ƕ!
)Ϥ*!
В!
ಃ Ζ చ Ϥ ǵ մନ#ȐҗҘБ ܭ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ΜΒ*!
ܕЎҹၩܴǴค ᆅࠨऊǺಃΖచ!Ϥ!)ΜΒ*Ǵ၁ߕـ
5.74Ƕ!
ޣխ༤ȑ#!

)ѓୁ*Ҕࢂ@!

6.62/6 ኴ ఊ ໔   ޜҔࢂ@!
3!
໔!

ߕ
5.74!

ᐒ  ܊ ኴ ఊ ӵՖрΕ!
໔!
ལǶςঅ҅ܭൔਜ Q/6.67 Կ Q/6.69Ƕ!

)ѓୁ*ӵՖрΕ!
6.67/6 ኴఊ໔!
8/69! ኴ ఊ ໔   ޜҔࢂ@!

ߕ
1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Ζచ!ѤǴ၁ ߕـ5.6:Ƕ!

ལǶςঅ҅ܭൔਜ Q/6.61Ƕ!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Ζచ!ΜΖ!)Ο*Ǵ၁ߕـ

ಃ Ζ చ Μ уΕ#26 В#!
2

附5-75

ቩཀ!ـ
!

ཀـӣᙟ!
!

ቩཀ!ـ
!

5.75Ƕ!

5.75!

Ζǵ)Ο*!

ߕ
5.75!

ಃΖచΜΐ! ፎ٩ጄҁঅ҅!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Ζచ!ΜΐǴ၁ ߕـ5.75Ƕ!
ጄ ҁ ύ ) ϖ * অ ҅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ࣁǺΌБᔈࡰࢴҁ ᆅࠨऊǺಃΖచ!Ϥ!)ϖ*!၁ ߕـ5.77Ƕ!
ਢीฝЬΓ)ள
җڐӕीฝЬ
Γж*ഉӕਢ
ୖу#ᆶҘБ
ࡰۓϐख़ा
#)  ਢ   ӵ Ӣ
ፎଷ܈Ԗځдό
ૈՉᙍ୍ϐ
ǴᔈӼ௨жΓ

ߕ
5.93!

ಃ 3 చߕҹ 2! ፎ٩ጄҁঅ҅!

ߕ
5.95!

ߕҹ 2!

ߕ
5.97!

ߕҹ 3!

ߕ
5.9:!

ߕҹ 4!

ߕ

ϦᔼՐӻ!

5.246!
ߕ
߄ 2!
5.24:!

٠೯ޕᐒᜢǴΌБ
ሡ٣Ӄаਜय़
ҘБӕཀǴ٠ࡰۓ
ϐжΓ
Չځӄᙍ
ೢ*ǴϷࡰࢴΓ

߄ 3!

ڐշᇙբ
ᒵǴග࣬ٮᜢೌמ
ᒌ၌ǵीϩǵ
ኗቪཥᆪዺǴ٠ᔈ
ЬගрԖշܭ
ҁਢϐౣ܈ё
ૈ़ғϐፐᚒᆶ
࣬ᜢϐ୍ܺǶ!
ߕ
5.79!

ಃΜచ!

ߕ

ಃΜΒచ!

5.81!
ߕ
5.83!
ߕ
5.87!

ፎ ٩ π ำ  ጄ ҁ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ΜచǴ၁ ߕـ5.81Ƕ!
অ҅!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ፎ٩ጄҁঅ҅!
ᆅࠨऊǺಃΜΒచǴ၁ ߕـ5.81Ƕ!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ΜΟచ!ΐǴ၁ ߕـ5.83Ƕ!

ಃ Μ Ο చ ፎ٩ጄҁঅ҅!
ΐǵ!

ಃ Μ Ύ చ ஒ#೯ޕ#ׯ#ٰЎ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ΜΎచ!ѤǴ၁ ߕـ5.88Ƕ!
Ѥǵ!
#!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 Μ Ύ చ ༤Ε#7#ঁД!
ᆅࠨऊǺಃΜΎచ!ΜǴ၁ ߕـ5.89Ƕ!
3

ཀـӣᙟ!
!

Μǵ!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 3 చߕҹǴ၁ ߕـ5.93Ƕ!

όሡԜ߄Ǵፎմ ལǶςմନ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 4 చߕҹ 2Ƕ!
ନ!
όሡԜ߄Ǵፎմ ལǶςմନ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 4 చߕҹ 3Ƕ!
ନ!
όሡԜ߄Ǵፎմ ལǶςմନ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 4 చߕҹ 4Ƕ!
ନ!
অ ҅ ࣁ #   ޗ# Ր ལǶςմନൔߕҹѤǵीฝሡᇥܴ
ਜǺ൘!Ǵ၁ ߕـ5.239Ƕ!
ӻ!
ፎܭ#ࡌᑐߕނឦ ལǶςཥቚܭൔߕҹѤǵीฝሡᇥ
ଶ ً  ޜ໔   চ ܴਜǺ൘!Ο!߄ 2Ǵ၁ ߕـ5.243Ƕ!
߾#ύǴуΕ#٩
ѱीฝݤਲ༜ѱ
ࡼՉಒ߾Ǵޗٮ
Րӻ٬Ҕளගଯ
ᑈྗᑈ 2/6 ७ी
ϐǶ#!
ৎ่ᄬᆶ 6.21 ལǶςঅ҅ܭൔߕҹѤǵीฝሡᇥ
ܴਜǺ൘!Ѥ!߄ 3Ǵ၁ ߕـ5.243Ƕ!
όӕ!
ལǶςঅ҅ܭൔߕҹѤǵीฝሡᇥ
ܴਜǺ൘!Ѥ!߄ 4Ǵ၁ ߕـ5.244Ƕ!

ߕ
߄ 4!
5.251!

य़ᑈᆶ 7.3 όӕ!

ߕ
)Ο*!
5.25:!

ፎմନǴҁीฝค ལǶςմନܭൔߕҹѤǵीฝሡᇥ
Ր ӻ ൻ ᕉ  ᔮ ว ܴਜǺມ!!)Ο*Ƕ!
ࡹᆶ୍ຑ
ౣ!
Д 6 Вᆶߕ 5.72 ीฝሡᇥܴਜࣁхπำ໘ࢤǴᔈܭ
Д 6 ВගൔДπբൔǴќϦӅπำਢ
Д 8 Вόӕ!
ᆅࠨऊឦਢᆅϐπբǴܭД 8 В
ගрДπբൔǴаٿቬऊπբ
Ҟόӕឦ܄Ƕ!

ߕ
)Ο*3/!
5.268!

ѳቧࢤ୍ࣽཀ!ـ
।ԛ!
! ୢᚒ!
!

ᇥܴ!!
ཀـӣᙟ!
29 ڳᔈࣁ 6:/6 ѳ ལǶςঅ҅ܭൔਜ Q/6.28ǵ6.29Ƕ!
БϦЁ!
ལǶςঅ҅ܭൔਜ Q/6.53 Կ Q/6.61Ƕ!
6.536 ႝఊኧၸӭ! ፎਡჴ!
1!
6.28/2 3 ࠠ܊य़ᑈ!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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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

ཀـӣᙟ!
!
ལǶςঅ҅ܭൔਜ Q/7.3Ƕ!

7.3!

߄ 7.2!

7.25!

લ ᕴ  Ҕ ܴ ஒ܌ԖҔуᕴ!
ಒ߄!

ߕ
5.37!

6/ӼՐӻ! ፎմନǴҁीฝค ལǶςঅ҅ൔߕҹѤǵຑᒧޕǺܺ
Ր ӻ ൻ ᕉ  ᔮ ว ୍ࡌਜϣᆶᇙբচ߾߄!6/ӼՐ
 ࡹ  ᆶ  ୍ ຑ ӻǴ၁ ߕـ5.37Ƕ!
ౣ!
!
ፎуΕऐക! ལǶςཥቚܭൔߕҹѤǵຑᒧޕǺ
୍ܺࡌਜϣᆶᇙբচ߾߄!6/ऐ
കǴ၁ ߕـ5.37Ƕ!
Ҕ!
ಃΟచಃ 3 ༤Ε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Οచ!ΒǵीሽБԄǴ၁ߕـ
πำሽ!
5.57Ƕ!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Ѥ*!
уΕऐക!
ᆅࠨऊǺಃϖచ!!)Ѥ*Ǵ၁ ߕـ5.61Ƕ!

ߕ
5.57!
ߕ
5.61!
ߕ
5.66!

ಃϤచ!
ҘБ!

ᑈᔈࣁ 511&!

ቩཀ!ـ
!

ལǶςঅ҅ܭൔਜ Q/7.28Ƕ!

Γж*ഉӕਢ
ୖу#ᆶҘБ
ࡰۓϐख़ा
#)  ਢ   ӵ Ӣ
ፎଷ܈Ԗځдό
ૈՉᙍ୍ϐ
ǴᔈӼ௨жΓ
٠೯ޕᐒᜢǴΌБ
ሡ٣Ӄаਜय़
ҘБӕཀǴ٠ࡰۓ
ϐжΓ

уΕ#ิਈϷೕ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Ϥచ!ΟǴ၁ ߕـ5.66Ƕ!
#!
ׯǺԶҗΌБжࣁ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ගрҙፎޣǴ ܌ځᆅࠨऊǺಃϤచ!ΟǴ၁ ߕـ5.66Ƕ!

Չځӄᙍ
ೢ*ǴϷࡰࢴΓ
ڐշᇙբ
ᒵǴග࣬ٮᜢೌמ
ᒌ၌ǵीϩǵ

ሡೕǵ᠘ࣚϷ
ቩҗ#Ό#Б

ኗቪཥᆪዺǴ٠ᔈ
ЬගрԖշܭ

ॄᏼǶ!

ߕ
5.71!
ߕ
5.74!
ߕ
5.75!

ಃΎచǵ! уΕǺԾ،ԛВ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ଆ Կ ֹ ԋ ҁ ࠨ ऊ ᆅࠨऊǺಃΎచ!Ǵ၁ ߕـ5.66Ƕ!
࣬ᜢऊۓ٣В
ЗǶ!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ΖచѤǵ! ፎ٩ጄҁঅ҅!
ᆅࠨऊǺಃΖచ!ѤǴ၁ ߕـ5.71Ƕ!
ಃ Ζ చ Ϥ ǵ ڗБ༧Ǵ ࣁׯ21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Ζచ!Ϥ!)Ϥ*Ǵ၁ ߕـ5.74Ƕ!
)Ϥ*!
В!
ಃ Ζ చ Ϥ ǵ մନ#ȐҗҘБ ܭ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ΜΒ*!
ܕЎҹၩܴǴค ᆅࠨऊǺಃΖచ!Ϥ!)ΜΒ*Ǵ၁ߕـ
5.75Ƕ!
ޣխ༤ȑ#!

ߕ
5.76!

ಃ Ζ చ Μ уΕ#26 В#!
Ζǵ)Ο*!

ߕ

ಃΖచΜΐ! ፎ٩ጄҁঅ҅!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Ζచ!ΜΖ!)Ο*Ǵ၁ߕـ
5.76Ƕ!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Ζచ!ΜΐǴ၁ ߕـ5.77Ƕ!
5

ཀـӣᙟ!
!

ጄ ҁ ύ ) ϖ * অ ҅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ࣁǺΌБᔈࡰࢴҁ ᆅࠨऊǺಃΖచ!ΜΐǴ၁ ߕـ5.78Ƕ!
ਢीฝЬΓ)ள
җڐӕीฝЬ

5.76!

ҁਢϐౣ܈ё
ૈ़ғϐፐᚒᆶ
࣬ᜢϐ୍ܺǶ!
ፎ ٩ π ำ  ጄ ҁ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ΜచǴ၁ ߕـ5.82Ƕ!
অ҅!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ፎ٩ጄҁঅ҅!
ᆅࠨऊǺಃΜΒచǴ၁ ߕـ5.82Ƕ!

ߕ
5.81!

ಃΜచ!

ߕ
5.82!

ಃΜΒచ!

ߕ

ಃ Μ Ο చ ፎ٩ጄҁঅ҅!

5.84!

ΐǵ!

ߕ
5.89!

ಃ Μ Ύ చ ஒ#೯ޕ#ׯ#ٰЎ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ΜΎచ!ѤǴ၁ ߕـ5.89Ƕ!
Ѥǵ!
#!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 Μ Ύ చ ༤Ε#7#ঁД!
ᆅࠨऊǺಃΜΎచ!ΜǴ၁ ߕـ5.8:Ƕ!
Μǵ!

ߕ
5.94!

ಃ 3 చߕҹ 2! ፎ٩ጄҁঅ҅!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ΜΟచ!ΐǴ၁ ߕـ5.84Ƕ!

ལǶςঅ҅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 3 చߕҹǴ၁ ߕـ5.94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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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ཀ!ـ
!
ߕ
5.96!

ߕҹ 2!

ߕ
5.98!

ߕҹ 3!

ߕ
5.:1!

ߕҹ 4!

ཀـӣᙟ!
!

όሡԜ߄Ǵፎմ ལǶςմନ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 4 చߕҹ 2Ƕ!
ନ!
όሡԜ߄Ǵፎմ ལǶςմନ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 4 చߕҹ 3Ƕ!
ନ!

ߕ
ϦᔼՐӻ!
5.247!

όሡԜ߄Ǵፎմ ལǶςմନൔߕҹѤǵϦӅπำਢ
ᆅࠨऊǺಃ 4 చߕҹ 4Ƕ!
ନ!
অ ҅ ࣁ #   ޗ# Ր ལǶςঅ҅ൔߕҹѤǵीฝሡᇥܴ
ਜǺ൘!Ǵ၁ ߕـ5.23:Ƕ!
ӻ!

ߕ
߄ 2!
5.24:!

ፎܭ#ࡌᑐߕނឦ ལǶςཥቚൔߕҹѤǵीฝሡᇥܴ
ଶ ً  ޜ໔   চ ਜǺ൘!Ο!߄ 2Ǵ၁ ߕـ5.243Ƕ!
߾#ύǴуΕ#٩
ѱीฝݤਲ༜ѱ
ࡼՉಒ߾Ǵޗٮ
Րӻ٬Ҕளගଯ
ᑈྗᑈ 2/6 ७ी
ϐǶ#!
ལǶςঅ҅ൔߕҹѤǵीฝሡᇥܴ
ਜǺ൘!Ѥ!߄ 3Ǵ၁ ߕـ5.244Ƕ!

ߕ
߄ 4!
5.251!

य़ᑈᆶ 7.2 όӕ!

ߕ
)Ο*!
5.261!

ፎմନǴҁीฝค ལǶςմନൔߕҹѤǵीฝሡᇥܴ
Ր ӻ ൻ ᕉ  ᔮ ว ਜǺມ!!)Ο*Ǵ၁ ߕـ5.24:Ƕ!
ࡹᆶ୍ຑ
ౣ!

ߕ
)Ο*3/!
5.269!

Д 6 Вᆶߕ 5.72 ीฝሡᇥܴਜࣁхπำ໘ࢤǴᔈܭ
Д 6 ВගൔДπբൔǴќϦӅπำਢ
Д 8 Вόӕ!
ᆅࠨऊឦਢᆅϐπբǴܭД 8 В
ගрДπբൔǴаٿቬऊπբ
Ҟόӕឦ܄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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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5-78

一房型模擬圖

附6-1

一房型模擬圖

附6-2

二房型模擬圖

附6-3

二房型模擬圖

附6-4

二房型模擬圖

附6-5

三房型模擬圖

附6-6

三房型模擬圖

附6-7

三房型模擬圖

附6-8

三房型模擬圖

附6-9

規劃平面圖

地面層平面圖

附6-10

規劃平面圖

二層平面圖

附6-11

規劃平面圖

標準層(3-4 樓)平面圖

附6-12

規劃平面圖

標準層(5-6 樓)平面圖

附6-13

規劃平面圖

標準層(7 樓)平面圖

附6-14

規劃平面圖

標準層(8-12 樓)平面圖

附6-15

規劃平面圖

地下一層平面圖

附6-16

規劃平面圖

地下二層平面圖

附6-17

建築模擬圖

附6-18

建築模擬圖

附6-19

建築模擬圖

附6-20

建築模擬圖

附6-21

建築模擬圖

附6-22

景觀模擬圖

附6-23

開放空間模擬圖

附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