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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本府公共工程因應近期南部砂石原物料短缺之處理對策」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1月28日(星期一) 上午10時30分 

貳、 會議地點：本府永華行政中心7樓東側會議室 

參、 主  持  人：蘇局長金安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詹景帆 

伍、 會議結論：  

一、 各機關履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如因近來南部地區砂石短缺情形，或其

它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契約當事人之事由，致廠商未能依契約所定期

限履行，影響進度網圖要徑作業之進行者，可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8年1月22日工程企字第1080100081號函及工程採購契約範本第7條第

3款規定之工期展延處理方式，由廠商檢具事證，以書面送監造單位審

查及機關核定申請展延工期。 

二、 廠商因上述情形需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者，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黃理事榮章建議應考慮： 
(1) 由於本次砂石短缺事件中央政府一例一修及空汙政策導致「砂石運載

能量大量缺貨，甚至缺貨越來大」，應在恢復正常供料前，在建工程

或尚未發包工程皆是用本次工期展延認定。 
(2) 工程屬性不同有，混凝土工項(建築結構、地下結構、防洪排水工程、

景觀工程、橋梁…等)、道路工程(瀝青混凝土、路基基礎碎石級配、

連鎖磚襯墊砂…)工期展延認定應寬鬆認定。 
(3) 一般混凝土供應為當日叫料當日供貨最多是隔日供貨，因此公共工程

應請監造單位如實確認混凝土供貨有延宕日期。 
(4) 可藉由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廠商排定進度澆置混凝土因混凝土廠延

宕供貨事實列入會議紀錄，亦可憑辦展延工期。 
請廠商於檢具相關事證及機關查核工期展延時，列為重要參考事項。如

有疑義或爭議，建議機關先行溝通協調或成立採購審查小組協助審查，

如仍有疑義或爭議，可循採購法第85條之1申請調解或仲裁。 

三、 有關在建工程之物價調整，除依個案工程採購契約物價調整規定辦理，

後續並將俟工程會訂定統一處理機制後據以辦理。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散會  (下午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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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說明
▪ 近期多方反映南部砂石供需失衡，預拌混凝土無
法正常供料及價格上漲，造成營建物價上漲或影
響工程進度執行。由政府機關提出原則，以利各
機關於個別工程之工地會議，據以處理衍生之工
期及物價影響問題，故本次工務局召開會議邀集
相關單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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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使用柴油車規定

二、現行契約工期展延處理方式

三、現行契約物價調整處理方式



▪ 工程會108年1月22日修正「工程採購契約範
本」，放寬廠商使用柴油車規定。對柴油車
輛之約定為「廠商使用之柴油車輛，應符合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 工程會表示機關履約中的採購案，如依修正
前範本訂定相關柴油車規範情形，機關可通
知廠商或依廠商的請求，依本次修正內容辦
理契約變更。
公共工程委員會-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https://www.pcc.gov.tw/cp.aspx?n=99E24DAAC84279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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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會108年1月22日函文全國各機關，因應
近來南部地區砂石短缺情形，各機關履約中
之政府採購案件，因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
契約當事人之事由，致廠商未能依契約所定
期限履行者，其得採行之處理方式。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年1月22日工程企字第108010008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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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本府公共工程因應近期南部砂石供需失衡
影響在建工程之處理對策

(一)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工程延期
▪ 第7條第3款第1目載明：「履約期限內，有下列
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度網圖
要徑作業之進行，而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
故發生或消滅後＿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7日）通知機關，並於＿日內（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45日）檢具
事證，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機關得審酌
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不計算逾
期違約金。… (1)發生第17條第5款不可抗力或
不可歸責契約當事人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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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本府公共工程因應近期南部砂石供需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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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工程延期
▪ 第7條第3款第1目載明：「履約期限內，有下列
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度網圖
要徑作業之進行，而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
故發生或消滅後＿日內（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未載明者，為7日）通知機關，並於＿日內（由
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45日）檢具
事證，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機關得審酌
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不計算逾
期違約金。… (10)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
經機關認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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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遲延履約
▪ 第17條第5款：「因下列天災或事變等不可抗力
或不可歸責於契約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依時履
約者，廠商得依第7條第3款規定，申請延長履
約期限；不能履約者，得免除契約責任： …11.
政府法令之新增或變更。12.我國或外國政府之
行為。13.其他經機關認定確屬不可抗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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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遲延履約
▪ 各機關履約中之政府採購案件，如因政府因素，
例如疏濬作業不及致影響砂石供應、環保政策變
更與補助方案而汰換老舊砂石車、預拌混凝土運
輸車輛致運能不足，而影響履約進度者，請依個
案契約約定及廠商之申請事由（事實及理由），
辦理延長履約期限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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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廠商需檢具相關事證，例如：
1.預定進度網圖(含要徑)

2.實際進度網圖(含要徑)及施工日誌

3.各機關依契約要求之相關書面文件 …等等

以書面送監造單位審查及機關核定申請展延工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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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會108年1月7日函文全國各機關，因應
近期營建物價變動情形，機關請於招標文件
妥適訂定工程款隨物價指數調整方式，以利
契約雙方公平合理分擔物價變動之風險。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年1月7日工程企字第107005018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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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物價指數調整
▪ 第5條第6款第1目所載之物價調整方式，依序按
個別項目指數、中分類項目指數與總指數之變動
調整工程款(中分類項目扣除已調整之個別項目，
及總指數項目扣除已調整之中分類項目與個別項
目)。

▪ 個別項目及中分類項目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
載明者，個別項目為預拌混凝土、鋼筋、鋼板、
型鋼及瀝青混凝土；中分類項目為依營造工程物
價指數所列中分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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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物價指數調整
▪ 個別項目(例如預拌混凝土)

▪ 中分類項目(例如砂石及級配類)

▪ 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

查詢總指數：行政院主計處「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
https://www.dgbas.gov.tw/ct.asp?xItem=767&ctNode=3091
各中類及個別項目指數：營造工程物價指數(CCI)計算平台
https://www.stat.gov.tw/CCI/

類別 漲跌幅 調整依據

個別項目 10%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之個別項目

中分類項目 5%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不含個別項目之中

分類指數

總指數 2.5%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不含個別項目及中
分類項目之總指數

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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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物價指數調整
▪ 第5條第7款第1目：「調整公式：（由機關於招
標時載明；未載明者，依工程會97年7月1日發
布之「機關已訂約施工中工程因應營建物價變動
之物價調整補貼原則計算範例」… ，公開於工
程會全球資訊網>政府採購>工程款物價指數調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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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款物價指數調整
https://www.pcc.gov.tw/Content_List.aspx?n=D2FCCC341B146E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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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行工程採購契約之物價調整方式
▪ 適用物價指數調整之契約

▪ 第5條第6款第2目：「廠商於投標時提出「投標
標價不適用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數調整條款聲明
書」者， …；行政院如有訂頒物價指數調整措
施，亦不適用。」

▪ 現行契約未訂物價調整規定，訂約廠商要求辦理
工程款物價調整 ???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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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01.28「台南市公共工程因應近期南部砂石供需失衡影響

在建工程之處理對策」會議 

發言人: 台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理事:黃榮章 

壹、前因說明 

一、本會自 107.11月起會員相繼反映，預拌混凝土廠商通知混

凝土漲價約 15-20%及供料需 2周前訂貨，甚至 2周後無法

準時出貨的窘境，本會收集會員反映資料於 107.12.20發文

中央政府公共工程委員會處理。 

二、中央政府於 108/01/04至108/01/18相繼邀各公會處理，「砂 

石短缺造成預拌混凝土價格上漲乙事」經會議討論近期南部

砂石供需失衡，原因如下： 
1. 高屏溪流域疏濬發包作業較遲。 

2. 砂石業運輸車輛因環保政策與補助方案而大量太舊制運能不

足(老車淘汰約 70%、新車採溝要補足些約 5-10 年、新車又不

願意到河川載運)。 

3. 公共工程與民間工程發包量明顯增加。 

4. 預拌混凝土廠商無法正常供料「因砂石運輸、環保、工時成本

漲價等因素」而有價格上漲之壓力。 

三、108/01/18 座談會 台灣區綜合營造同業公會申明： 

1. 「疏濬採石」屬國家防洪防災重大工作，應將空污法及一例一

休新法排除在外，加速防災作業。 

2. 自 107.7.24 修改公共工程採購契約範本起，針對「砂石及混

凝土及運輸機具或營建機具物價」等之漲價，物價指數調整方

式，應採取個別項目物價指數調整補貼廠商。 

3. 107.08.03空污法修正實施起，若造成有關混凝土澆置工項工

期延宕，應給予展延工期。 

4. 刪除公共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工地管理 2 .5 項等條文。 

 



貳、處理對策建議: 

一、議針對在建工程及尚未發包等公共工程部分 

1. 工程會已於 108.01.22 修正採購契約  附錄 2  工地管

理…2 人員及機具管制  2.5 「廠商使用之柴油車輛，

應符合空氣汙染物排放標準」請台南市政府盡速修正採

購契約，已發包工程盡速協助辦理變更合約條款。 

 

 

 

2. 針對「工期展延」認定，工程會於 108.01.22 工企字第

1080100081 號，說明處理方式但其認定雖「採個案處

理」，但府內採購機關認定寬、鬆無一定標準造成廠商

與採購機關更多疑義及爭議，建議如下: 

(1). 「工期展延」認定起始日「應」從 107.11開始認定。 

(2). 由於本次砂石短缺事件中央政府一例一修及空汙政策導

致「砂石運載能量大量缺貨，甚至缺貨越來大」，應再恢復

正常供料前，在建工程或尚未發包工程皆是用本次工期展

延認定。 

(3). 工程屬性不同有，混凝土工項(建築結構、地下結構、防

洪排水工程、景觀工程、橋梁…等)、道路工程(瀝青混凝

土、路基基礎碎石級配、連鎖磚襯墊砂…)工期展延認定應

寬鬆認定。 

108.01.22修正 

107.07.24修正 



(4). 一般混凝土供應為當日叫料當日供貨最多是隔日供貨，

因此公共工程應請監造單位如實確認混凝土供貨有延宕日

期。 

(5). 可藉由工作協調及工程會議，廠商排定進度澆置混凝土

因混凝土廠延宕供貨事實列入會議紀錄，亦可憑辦展延工

期。 

3. 針對「營建物價物價」波動，建議自 107.7.24修改公共工程

採購契約範本起，針對「砂石及混凝土及運輸機具或營建機具

物價、瀝青混凝土等」等之漲價，物價指數調整方式，應採取

個別項目物價指數調整補貼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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