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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專技高考土木技師考試試題
類科：土木技師
科目：營建管理
甲、申論題部分
某公共工程的預算為 10 億元，假設其中鋼筋工項的預算單價為每噸 20,000 元。開標後，業主底
價為 9.5 億元，得標廠商決標價為 9 億元，且得標廠商鋼筋工項的投標單價為每噸 16,000 元。
若根據一般實務做法，請問該工程鋼筋工項的契約單價為多少？又假設該得標廠商並無政府採
購法第 58 條所稱部分標價偏低之情形，請問該工程鋼筋工項的契約單價，應如何訂定較為合
理？(25 分)
《考題難易》★★★★
【命中特區】
書名：營建管理 | 書編：V109
第七章第 PP-7-5 採購契約要項」第 30 條
【擬答】
一般實務做法為決標後調整契約個別項目之單價係依據「採購契約要項」第 30 條所載明：
「契
約總價曾經減價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未約定調整方式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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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工程鋼筋工項的契約單價計算如下：
9 億元/10 億元=0.9 (減價比率)
20,000*0.9=18,000(元/噸)
該工程鋼筋工項的契約單價為 18,000 元/噸
該工程鋼筋工項的契約單價合理訂定方式說明如下：
參考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11 條規定編列預算及底價：
「主管機關應設立採購資訊中心，
統一蒐集共通性商情及同等品分類之資訊，並建立工程材料、設備之價格資料庫，以供各
機關採購預算編列及底價訂定之參考。除應秘密之部分外，應無償提供廠商。」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已依上開規定建置「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請各機關於編列工程預算及訂
定工程底價時，多予參考。另機關實際編列預算時，仍應視使用目的之不同，並考量工程
規模、性質、施工品質要求、施工地點差異、工期長短、物價變動等情形，配合工程專業
判斷，予以彈性調整。
本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
「機關訂定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
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參考本法施行細則第 53 條規定：
「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
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定。但重複性採購或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得由承辦採購單位逕行簽報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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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單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訂定，須以合理性為前提，保留且
善用雙方協議之機制。…」
應避免發生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頒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序號十之(六)：
「不考
慮廠商單價是否合理而強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
技術服務廠商提出預估發包金額及其分析有誤：本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
「委託規劃、設
計、監造或管理之契約，應訂明廠商規劃設計錯誤、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致機關遭受損
害之責任。」
，如涉及承辦技師或建築師之責任，應依各該專門技術人員法規，提報各該
專技人員主管機關予以懲戒。
某公共工程有關物價調整處理之契約條款，為以下規定：「施作當月營建物價總指數比開標當
月總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超過 2.5%者，就漲跌幅超過 2.5%部分，於估驗完成後調整工程款；
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在 2.5%以內者，不予調整。」假設該工程施作當月(107 年 7 月)的總指數
為 106.26，開標當月(105 年 1 月)的總指數為 99.38。此外，施作當月之估驗總工程款為 250 萬
元，不予調整之費用(包括規費、承商管理費、保險費與利潤等)為 30 萬元，已付預付款之最高
額占契約總價百分比為 10%，營業稅率為 5%。請問施作當月(107 年 7 月)的物價調整金額應為
多少？(25 分)
《考題難易》★★★★
【擬答】
某公共工程已知條件(所用數值為假設值)
開標(105 年 1 月)當月之台灣地區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為 99.38。
107 年 7 月辦理估驗請款，當期估驗內容施工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為 106.26。
機關已付預付款為契約總價之百分之 10%。
營業稅率為 5%
某公共工程 107 年 7 月辦理估驗之工程款為 2,500,000 元，其中不予調整之費用
為 300,000 元，
當期估驗款之物價調整計算如下：
每期估驗款均以下列公式計算調整金額（計算至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
Ａ×(１－Ｅ)×(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2.5%)×F
其中
Ａ＝當期估驗款扣除其中之規費、規劃費、設計費、土地及權利費用、法律費用、
承商管理費、保險費、利潤、利息及稅雜費。＝2,500,000-300,000
Ｅ＝已付預付款之最高額佔契約總價之百分比＝10%
F＝(1+營業稅率)=1.05
指數增減率=[(106.26/99.38)-1] x 100% =6.9229%=0.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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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調整金額為：
Ａ×(１－Ｅ)×(指數增減率之絕對值－2.5%)×F

 ( 2,500,000  300,000)  (1  0.1)  (0.0692  0.025)  1.05  91,892
故當期(107 年 7 月)估驗款之物價調整金額為補償 91,892 元
假設鋼筋工一個人一天(8 小時)平均可完成 0.8 噸鋼筋的組立，某建築工程標準樓層的鋼筋組立
數量共為 100 噸，而負責鋼筋組立的小包有 15 個鋼筋工。請問每一標準樓層的鋼筋組立時間為
幾天？工率的定義為何？本工程鋼筋工的工率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擬答】
每一標準樓層組立時間為：
100 噸/(15 人×0.8 噸/天) ＝8.33(天)
工率可定義為每個人工在單位時間(天)完成的施工數量(噸)﹔亦可定義為完成單
位施工數量(噸)所需人工數(工)
本工程鋼筋工之工率為：
工率＝0.8 噸/工＝1.25 工/噸
公共工程之施工日報表(施工日誌)由施工廠商填寫，監工日報表(監造報表)則應由工程採購之監
造單位填寫。除工程名稱與廠商名稱等一般資訊欄位之外，請分別列出施工日報表與監工日報
表的主要填寫內容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擬答】
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說明如下：
公共工程施工日誌除工程名稱與承攬廠商名稱外填寫內容：
表報編號
本日天氣：上午：下午：
填表日期
核定工期
累計工期
剩餘工期
工期展延天數
開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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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日期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概況(含約定之重要施工項目及完成數量等)：如施工項目、單
位、契約數量、本日完成數量、累計完成數量
-1 備註：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
工地材料管理概況(含約定之重要材料使用狀況及數量等)：如材料名稱、單位、設計數量、
本日使用數量、累計使用數量
-1 備註
工地人員及機具管理(含約定之出工人數及機具使用情形及數量)：如工別、本日人數、累
計人數、機具名稱、本日使用數量、累計使用數量
本日施工項目是否有須依「營造業專業工程特定施工項目應置之技術士種類、比率或人數
標準表」規定應設置技術士之專業工程：□有 □無（此項如勾選”有”，則應填寫後附「公
共工程施工日誌之技術士簽章表」）
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如
施工前檢查事項：
實施勤前教育(含工地預防災變及危害告知)：□有 □□無
確認新進勞工是否提報勞工保險(或其他商業保險)資料及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紀錄：

□有 □無 □無新進勞工
檢查勞工個人防護具：□有 □無
其他事項
施工取樣試驗紀錄
通知協力廠商辦理事項
重要事項記錄：
簽章：
【工地主任】
公共工程監造日報表：
表報編號：
本日天氣：上午：下午：
填報日期
契約工期
開工日期
預定完工日期
實際完工日期
契約變更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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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展延天數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契約金額
變更後契約：
工程進行情況(含約定之重要施工項目及數量)
監督依照設計圖說施工(含約定之檢驗停留點及施工抽查等情形)
查核材料規格及品質(含約定之檢驗停留點、材料設備管制及檢(試)驗等抽驗情形)
督導工地職業安全衛生事項：
施工廠商施工前檢查事項辦理情形：□完成 □未完成
其他工地安全衛生督導事項
其他約定監造事項(含重要事項紀錄、主辦機關指示及通知廠商辦理事項等)：
監造單位簽章：
註：
監造報告表原則應包含上述欄位；惟若上述欄位之內容業詳載於廠商填報之施工日誌，
並按時陳報監造單位核備者，則監造報表之該等欄位可載明參詳施工日誌。
本表原則應按日填寫，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若屬委外監造之工程，則一律按日
填寫。未達查核金額或工期為九十日曆天以下之工程，得由機關統一訂定內部稽查程序
及監造報告表之填報方式與周期。
本監造報告表格式僅供參考，各機關亦得依契約約定事項，自行增訂之。
契約工期如有修正，應填修正後之契約工期，含展延工期及不計工期天數；如有依契約
變更設計，預定進度及實際進度應填變更設計後計算之進度。
公共工程屬建築物者，仍應依本表辦理。惟該工程之監造人(建築師)，應另依內政部九
十六年六月六日台內營字第○九六○八○二九五○號令頒之「建築物(監督、查核)報告表」
填報(頻率按該表註 2 辦理)。

祝金榜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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