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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工程的驗收程序代表著定作人受領工作之意思表示，一旦驗收
通過，即會發生受領工作之法律上效果，包括報酬請求權之時效開
始進行、逾期違約金之計算終止、保固期間之開始計算等效力。然
而，並非每項工作都可以順利進入驗收程序，當定作人與承攬人就
完工的認定不同或定作人有意拖延驗收程序時，對承攬人行使報酬
請求權即會產生妨礙，因此工作是否完成之認定必須要能兼顧承攬
人報酬請求權之產生及行使。在工作完成而無法進入驗收程序的情
形時，勢必要另有認定工作完成的時點，在英美法上係以實質完工
的理論來認定工作之完成及報酬請求權產生的時點。因此驗收程序
的縱使有所拖延，亦不會影響報酬請求權之發生。其次，在尚未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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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驗收程序即先行使用時，亦容易產生問題。在英美法上，雖然先
行占用本身不構成對工作之受領，但在工程已達實質完工階段，並
由定作人先行占有使用時，即應認為定作人已受領，並發生保固期
間開始起算等效力。此外，報酬請求權之產生與瑕疵擔保請求權之
關係為何，在實務上亦時有爭議。在工作已達實質完工但仍有瑕疵
之情況下，究應為工作不完成而不得請求報酬，抑或工作已完成而
僅得主張瑕疵擔保責任此點雖有爭議，但在瑕疵僅屬細微之情形
下，仍宜認為報酬請求權已發生，僅餘瑕疵擔保責任之問題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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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onstruction Work between
Completion, Acceptance and claim
for Payment
Nan-Hsun Chang ∗∗

Abstract
The procedures of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of a work,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of the acceptance of a work by the own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a construction project. Once the acceptance of
work has been made through these procedures, the legal effect of
recognition of the work, including the limitation period of compensation
claims and the running of warranties commence and the calculation of
liquidated damages ceases. However, not every work can smoothly enter
to the procedures of 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Contractors and owners
often dispute when the project is complete, which frequently result in
the withholding of formal acceptance by owner. Secondly, owners
sometimes take possession of the sites and use the work before
accepting the work, other important issues will be brought that whether
the owner accept the work and when the period of warranties comm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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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ummary,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letion of works and the entitlements of the contractors
under construction contracts. In exploring this issue,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definition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ompletion, including formal
completion and substantial completion and the legal effect of
completion of works at first. Determining the end of the contract
performance period often generates many disputes. The owner wants
everything done by the stated date while the contractor wants to get off
the job and get paid. A theory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between them is
substantial completion, which helps to determine the completion of
work and prevent the delay of payment by owners. Substantial
completion generally occurs when the owner receives what is has
bargained for and can occupy and use the project for its intended
purpose. Typically the contractor is entitled to recover the contract price
minus the cost of remedying minor defects at that time. Secondly,
acceptance of a 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generally limits the
owner’s ability to complain of obvious defects and reject the works.
Once a work has reached the stage of substantial completion and the
owner has declined to accept it,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by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e acceptance. In common law,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e
acceptance has evolved to help contractors avoid the harsh consequence
of the unreasonable withholding of formal acceptance. Generally final
acceptance requires final completion and final payment. However,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constructive” acceptance can occur where the
owner utilizes an area of the project and acts without objection to any of
the contractor’s performance. Lastly, the practical completion of the
works should not be certified in the event that there are patent defects in
the work. It is a basic principle of common law that when a contractor
undertakes to do work for a fixed sum, he is not due any payment until
the whole of the work has been completed. If he can not ge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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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ion of substantial completion, he will not be entitled of the
payment. The determination of completion is effec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defects.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pletion of work with
defects and non-completion is also be an interesting issue and deserved
to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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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法第 490 條規定，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
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由此可知，承
攬工作之完成為報酬請求權產生之前提，承攬工作是否完成之認
定，關係者報酬請求權之有無 1，是整個承攬契約中最重要的部分之
一。對於工作是否完成之認定一般係由定作人或其指定之人為之，
在實務的運作上，主要是由定作人透過驗收的程序來進行，但若工
程已達完工階段而定作人拒絕驗收，或定作人未經驗收而逕行使用
時，是否會影響到報酬請求權等等問題，均有待進一步釐清。
例如在 99 年台上字第 1549 號判決中，登山公司承攬台開公司
之工程，台開在工程完工後之驗收程序即長達 2 年的時間。對於此
種驗收遲延所造成之損害，依據目前實務之見解，不論定作人是否
有可歸責之事由，承攬人對定作人並無任何請求權基礎。在 97 年台
上字第 360 號判決中，最高法院即認為，驗收僅為定作人之協力義
務，而定作人違反協力義務並不負民法第 229 條之給付遲延責任。
然而，若驗收時程掌握在定作人手中，而定作人又得任意拖延，對
承攬人而言無異是一種損害，若承攬人無法主張任何權利，實有失
公允。此種驗收的期間過長是否構成受領遲延，甚或構成給付遲延
之問題，實值得探討。
其次，驗收程序除了確定報酬請求權之有無，尚有另外一項重
要的功能，即保固期間之起算。在定有保固條款之契約中，保固期
1

有學者採不同見解，認為契約成立時，承攬債權即已發生。其認為，報酬支付係
債務之履行，與債務之成立並無直接關聯。況且報酬後付僅為補充原則，當事人
尚可依約定先行支付報酬，交易上，定作人先行支付部分報酬者，似為常態，何
能謂報酬債權須待工作完成，始告發生。邱聰智（2008）
，
《新訂債法各論（中）
》
，
頁 107，台北：作者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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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通常係從驗收後開始起算。然而，若未經過驗收程序，定作人即
開始使用工作物時，保固期間的起算即會產生疑義。例如，在 96
年台上字第 632 號判決中，上訴人聯成豐營造公司承攬被上訴人交
通部公路總局「桃蒙風災 149 甲線內湖橋便道搶修工程」
，因為該工
程係草嶺地區對外之主要連絡道路，於驗收前，應被上訴人之要求
開放通車，卻在通車後受納莉颱風侵襲又被沖毀。由於該工程未經
驗收程序，其報酬請求權是否產生及保固期間如何計算即生問題。
更進一步者，因為該工程已經通車，綜合營造險之保險公司亦拒絕
理賠，因此產生求償無門之情形。
再者，若工作已完成但仍有些微瑕疵存在時，是否會影響報酬
請求權之成立，或僅是得主張瑕疵擔保請求權？此一問題涉及承攬
人完成工作之義務內容、報酬請求權及瑕疵擔保請求權之關係，本
文將一併討論之。

貳、承攬報酬請求權之發生
上述問題涉及完工、驗收與報酬請求權之關係，必須先釐清工
程契約中，承攬人之報酬請求權於何時發生，究竟是於驗收通過時
產生，或是於完工或竣工時產生？

一、完工
依民法第 490 條之規定，必須於工作完成時報酬請求權才發
生，因此報酬請求權之產生應取決於是否完成工作。然而，在工程
契約中，工作是否完成之認定通常有其困難。與一般商品的製作不
同，工程建設的成果很難認定工作已臻至完美的境界，亦即很難認
為工作已經完全符合契約所有的要求，因為即使是油漆未乾等細微
的問題，都有未符合契約約定事項之疑慮。若工作幾乎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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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細微部分尚待修補時，是否已構成工作完成，亦或尚未完成工
作而進入給付遲延狀態，進而必須等契約內所有的程序均結束，才
算完成工作，定作人與承攬人在認知上常有差異。而實務上常有定
作人以扣住尾款做為手段，迫使承攬人必須完成所有符合契約約定
事項，甚至超過契約約定之工作範圍後，才會給付報酬。定作人只
要認為有不滿意的地方，即會以工作未完成為由而拒絕給付尾款，
縱使承攬人已經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仍然無法取得相當的報酬。
在英美法上有所謂實質完工（substantial completion；practical
completion）及正式完工（final completion；complete completion）之
概念，即是為了解決此一問題而發展出來的概念。

（一）完工之定義
有謂實質完工的認定比定義來得簡單 2，因此如何定義實質完工
常有很大的困難，必須從英美之案例法中需求其精神及答案。
1.美國法
在美國法上，正式完工與實質完工有所不同，實質完工係指已
經完成契約之主要義務而言，若已達實質完工的程度，但尚有些微
瑕疵需要修補，必須等瑕疵修補完成後才能構成正式完工。而正式
完工則指完成契約所約定之所有義務，包括完成修補工作、文件交
付等義務而言 3。其實，早在美國普通法中即有所謂的實質履行原則
（substantial performance）存在，即在未完全依據契約條款履行，但
未履行部分僅屬細微時，認為並不構成債務之不履行。美國法院認
為，在營建契約中，雖然不允許承包商未按圖施工，但若施工的誤
2

3

Chris Hoar, What Does Practical Completion Actually Mean? CONSTRUCTION
NEWSLETTER, Sep/Oct, 6 (2009).
Thomas J. Kelleher (general editor), THOMAS J. KELLEHER, SMITH, CURRIE &
HANCOCK LLP’S COMMON SENSE CONSTRUCTION LAW, 287,(3rd ed.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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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僅為細微者，尚不構成可以拒絕給付報酬之債務不履行，僅能扣
除相關費用 4。在 Jacob & Youngs, Inc. v. Kent.一案中，原告 Jacob &
Youngs, Inc.為被告 Kent 興建房屋一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未付工程
款 3000 多元美金。被告主張，該工程契約中之配管規範規定：「所
有的鐵管均需是已鍍鋅且由 Reading 工廠所製造的標準迭焊管」
，但
被告發現若干配管的廠牌有誤，並非由 Reading 工廠所生產，因此
要求原告必須全部更換。原告則認為，配管工作已經完成，管線幾
乎已配置在建物中，若欲更換管線將必須花費大筆費用並破壞建物
之結構，因此拒絕更換並請求給付尾款。原審法院判決被告勝訴，
但判決被上訴法院駁回，並改判原告勝訴。上訴法院認為，配管品
牌的失誤並非承包商之故意行為或詐欺，Reading 所生產的鋼管與其
他廠牌的鋼管僅有名稱的差異，在品質上並無差異，因此認為承包
商已達實質履行之情況而得請求支付尾款 5。
由上可知，在承攬契約中，工作之完成與契約之履行係屬不同
的概念。在廣義的債務不履行下，以契約未被完全履行的程度大致
可分為三階段，一、為實質未履行，致工作未達依據契約目的可使
用的程度；二、為工作有嚴重瑕疵，雖可使用但仍影響契約目的之
達成，及三、工作僅餘微小瑕疵（minor defects），不影響契約之使
用目的，可構成實質完工。因此，實質完工並不表示已經完全履行
契約 6。美國建築師協會（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以下
簡稱 AIA）的工程契約範本（A201 Document）自 1976 年起，對於
完工即改採實質完工標準。目前實質完工的條文規定在 2007 年版
AIA-A201 的第 9.8.1 條中，係指，當工作物或指定部分，根據契約
文件之內容，已完成到足以使定作人能依契約目的占有或使用時，
4
5
6

John J. P. Krol, CONSTRUCTION CONTRACT LAW, 106 (1993).
Jacob & Youngs, Inc. v. Kent, N.Y. 239 (1921), reh’g denied 230 N.Y. 656 (1921).
Eric Franco Regjo, Minor Defect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344 CONSTRUCTION LAW JOURNAL 345, 25(5),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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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構成實質完工 7。因此，依據 AIA -A201 之條款，當定作人得以
占有或依契約目的使用工作物時，即使細微部分尚未完成，亦已構
成完工。而實際上實質完工之日期，則由定作人委託之監造人依據
第 9.8.4 條之規定核發證明確定，並做為付款的主要依據 8。由於通
常定作人會要求須達正式完工之階段才會付款，因此實質完工的認
定標準，顯然較有利於承攬人 9。
在實務上，許多法院會援引 AIA 的條款做為認定實質完工的標
準。但在不以占有使用為目的的契約中，亦有以設備是否能運作作
為認定標準。美國法院在認定是否構成實質完工時，通常會考慮以
下因素：一、工作物的瑕疵程度；二、瑕疵修補的容易性與否；三、
契約目的無法達成的程度及四、已完成之工作對定作人的利益及能
否使用等 10。
實質完工的概念雖然被美國法院所承認，但是在實務上判斷是
否已達實質完工的程度則易有爭議，因此許多工程契約開始將認定
實質完工之程序認定納入契約中。通常，工程契約會設定類似的程
序來確認是否已達實質履行，主要內容包括 11：1. 承攬人認為已達
實質完工階段時，應通知定作人並申請勘驗。2. 由定作人或其委任
之專業人員進行勘驗。3. 編寫缺失單（punch list）
。4. 承攬人出具
擔保、操作及維修說明或其他相關文件給定作人。5. 開始起算契約
7

Substantial Completion is the stag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when all required
occupancy permits have been issued and the Work or designated portion thereof is
sufficiently comple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Documents so that the Owner
can occupy or utilize the Work for its intended use.
8
Jonathan J. Sweet, SWEET ON CONSTURCTION INDUSTRY CONTRACTS:
MAJOR AIA DOCUMENTS, 628 (5th ed. 2009).
9
Id. at 657.
10
Barry B. Bramble & Michael T. Callahan, CONSTRUCTION DELAY CLAIMS,
2-19 (3rd ed.1999).
11
Id. at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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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之保固期間。6. 付款準備或計算應扣除費用。7. 承攬人交付工
作物並移轉所有權、利益、危險及保險等給定作人。8. 正式完工、
驗收及付款程序。9. 由專業人員核發確認實質完工日期之證明。
因此，在美國法上，若無特別約定，所謂的完工係指實質完工
而言。在工程契約中，其所約定之履行期間，係指至實質完工日為
止，而非指契約中所有驗收程序均完成之日 12。
2.英國法
在英國法上亦存在同樣的問題。在英國較常被業界引用之契約
範本，例如 JCT 之契約範本（Joint Contracts Tribunal）及 ICE
（Institution of Civil Engineers）之契約範本中，均是將實質完工與
否，交由擔任監造人之建築師或工程師來認定並核發證明。例如，
JCT 80 第 17.1 條即規定，當建築師認為工程已達實質完工之階段，
即應核發實質完工之證明，且完工證明內之日期，即為該工程依契
約之本旨已達實質完工之日 13。一旦核發實質完工證明，即會發生
逾期違約金終止計算、保險責任轉由定作人承擔、應給付部分工程
尾款及保固期間開始起算等效力 14。
然而不論哪個版本，對於何謂實質完工，契約範本中並未加以
定義，但亦不表示建築師或監造人得自由決定是否核發及認定完工
日期，若發生爭議時，實質完工與否，仍是交由仲裁人及法官加以

12
13

14

AIA Document A201-2007, 8.1.1, 8.1.3,.9.8.1.
“When in the opinion of the Architect Practical Completion of the Works is
achieved,… he shall forthwith issue a Certificate to that effect and Practical
Completion of the Works shall be deem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Contract to have
taken place on the day named in such Certificate”.
J. Roger Knowles, 200 CONSTRUCTUAL PROBLEMS AND THEIR SOLUTIONS,
303 (3rd ed.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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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 15。在 Jarvis and Sons v Westminster Corp.案中，法官 Salmon 即
謂：「所謂實質完工（practical completion）係指達成契約所有實質
目的的完工，亦即達到使定作人能依契約目的占有及使用工作物之
程度，若認為完工係指所有最後的細節，包括不重要及細微的部分
均須完成者，則逾期違約金條款無異是種懲罰且不可預期的條款。」
但是同案法官 Dilhorne 則有不同看法，提到：
「一般可能會認為，實
質完工係指只要大部分完工，但有少部分尚未完工之幾乎完工而
言，但其實實質完工並非指這個意思，實質完工仍必須達成契約所
約定之事項」16。
在 HW Neville (Sunblest Ltd) v William Press and Sons 一案中，法
院則採較為寬鬆之見解，認為：
「建築師得以發給實質完工證明之裁
量權，必須限制在承攬人已經履行了其義務，只是尚有非常細微的
工作（very minor de minimis work）尚未完成，但是，工作若有任何
明顯的瑕疵存在時，建築師即不能發給實質完工證明 17。」在 Emson
Eastern v EME Developments 一案中，法官更詳細地提到：「工程契
約與商品製造契約不同，建築物的建造本身不可能達到如商品般完
美的程度……建物要到達每一根螺絲或每一刷油漆都完全正確無誤
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實質完工的效果，是為了讓瑕疵修補期間開
始起算，而瑕疵修補期間並非讓承攬人完成未完的工作，而是修補
瑕疵，因此定作人可以不用經過其他協商程序即占有工作物。……
由於工作物不可能精準地完全符合圖說及規範，因此才以實質完工
取代完成的用語，但其實二者內涵並無不同」18。

15

16

17
18

David Chappell, UNDERSTANDING JCT STANDARD BUILDING CONTRACTS,
104 (8th ed. 2007).
Jarvis and Sons v Westminster Corp., 118 New L.J. 590 (1968), 1 W.L.R. 1448,
CA(1969); 1 W.L.R. 637, HL(1970).
H W Nevill (Sunblest) Ltd v William Press and Son Ltd, 20 B.L.R. 78 (1981).
Emson Eastern v EME Developments, 55 B.L.R. 117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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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則認為，實質完工係指工作完成到足以使定作人占有或依
契約目的使用之程度，但非指所有契約責任完結及終了之時。因此，
只要工作完成到足以使定作人占有使用並無明顯瑕疵的情況，縱使
有未知或些微的瑕疵，並不會影響到完工的認定 19。
綜上所述，實質完工與正式完工不同，並非指所有契約義務均
已履行完成之狀態，而是工作完成至足以使定作人依契約之目的使
用或占有之情形，即可認為構成完工。

（二）實質完工之法律效果
在英美法上，若認定工作已達實質完工，通常會產生以下法律
效果：一、報酬請求權之發生；二、報酬請求權之時效開始起算；
三、終止計算逾期違約金（liquidated damages）
；四、瑕疵擔保期間
開始起算；五、運作及維修之義務轉移至定作人；六、定作人有權
占有工作物等。以下即就主要之法律效果加以說明：
1.報酬請求權之發生
一旦認定實質完工後，定作人即產生給付報酬之義務，定作人
僅得扣除完成缺失單之工作所需之費用，不能以瑕疵尚未修補完成
為由，拒絕給付尾款 20。
在舉證責任上，實質完工的認定有助於承攬人主張其報酬請求
權，因為承攬人只要證明已達實質完工之部分，即得主張報酬請求
權，定作人欲扣留尾款，即須舉證證明承攬人之工作物有瑕疵或未
完工，才能扣除相關款項。若承攬人無法舉證證明其已實質完工，
其報酬請求權即無從發生。但主張實質完工不一定能請求全部的契
19

20

Thomas Thompson, Practical Completion in Building Contracts: a Legal Definition?
301 CONSTRUCTION LAW JOURNAL 302, 20(6), (2004).
Barry B. Bramble & Michael T. Callahan, supra note 10, at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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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價金，因為既有待修補的瑕疵存在，定作人即得扣除修補費用後
給付 21。
2.報酬請求權之時效開始起算
此外，報酬請求權之時效（statute of limitation; statute of repose
periods）亦從實質完工後開始起算，而非從受領工作物或給付尾款
後開始起算。在無特別約定之情形下，報酬請求權於實質完工時產
生，其請求權之時效亦自此時開始起算。然而，若契約另有約定給
付報酬之時間者，則應以約定為準。但若因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由
未依約定期間給付者，即屬違約，時效則從應給付時起開始起算 22。
有學者亦認為，工程契約雖常有約定最後尾款應於驗收通過後
給付，但是，不論是驗收時、驗收合格時或結算時，因其僅涉及工
作瑕疵或報酬金額之確定而已，為避免定作人故意不辦理驗收或爭
議承攬報酬額，以採工作完成時開始起算時效為當 23。
3.逾期違約金之終止
關於逾期違約金之計算 24，若無特別約定，亦僅計算至實質完
工日為止，尚不包括完成修補工作之期間 25。逾期違約金之主要目
的在於填補遲延完工時定作人無法如期使用工作物所造成之損害，
21

22

23
24

25

Id. at 2-21；Frank O. Brown, Construction Law ,63 MERCER LAW REVIEW 107
(Fall 2011)
在英國法上，依據英國消滅時效法（Limitation Act 1980）之規定，時效係指提
起 訴 訟 之 時 效 。 報酬 請 求 權 之訴 訟 時 效 係 從得 起 訴 請 求時 起 算 。 Richard
Wilmot-Smith QC, CONSTRUCTION CONTRACTS, 286 (2nd ed. 2010).
林誠二（2002）
，
《民法債編各論（中）
》
，頁 131，台北：瑞興圖書。
在英美法上，逾期違約金（liquidated damages）
，係損害賠償總額之預定，非懲
罰性賠償金。Jonathan Hosie, The Assessment of Damages for Delay in Construction
Contracts: Liquidated and Unliquidated Damages, 214 CONSTRUCTION LAW
JOURNAL 214, 10(3), (1994).
Rivera Constr. Co., ASBCA No. 29319, 88-2 B.C.A.(CCH) 20, 750(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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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已達實質完工階段，其損害即告終了或減少，逾期違約金亦
應停止計算。定作人若欲主張應計算至正式完工或驗收通過時，定
作人即必須證明損害仍然存在 26。
然而，定作人若以契約約定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正式完工日
時，此類約定並非完全無效力 27。例如在 Reliance Insurance Co. v.
Utah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一案中，契約約定逾期違約金應計
算至工作全部完成之日。承攬人以道路業以通車為由，主張逾期違
約金應計算至通車日，至於剩餘路邊的植栽工作雖未完成，但不影
響已經構成實質完工的認定。但定作人則主張應計算至所有工作完
成之日。法院認為，契約計算逾期違約金的基礎，並非未通車所造
成之損失，而是契約管理及檢驗之成本，因此認為仍得以所有工作
完成之日做為計算逾期違約金之終止日 28。為了避免爭議，最好的
方式亦是在契約中即以實質完工為分界點，以不同基礎訂定實質完
工前之逾期違約金及實質完工後至正式完工日之逾期違約金 29。
其次，逾期違約金計算至實質完工日，係指承攬人完工之日，
若契約經終止後，工作另由他人完成者，則逾期違約金僅算至契約
終止之日 30。在 British Glanzstoff 一案中，承攬人因破產而被定作
人終止契約。契約終止後由定作人另覓承攬人完成工作，而工作於
遲延了 6 星期才完成。法官認為，當契約已經終止，工作已由他人
接手時，承攬人就之後之工作已無干預之能力，故定作人不得向原
26

27
28
29
30

William Schwartzkopf & John J. McNamara , CALCULATING CONSTUCTION
DEMAGES, 263 (2nd ed. 2001).
Barry B. Bramble & Michael T. Callahan, supra note 10, at 2-21.
Reliance Ins. Co. v. Utah Dep't of Transp., 858 P.2d 1363, 1370 (Utah 1993).
William Schwartzkopf & John J. McNamara, supra note 26, at 264.
Daniel Brawn, Extensions of Time and Liquidated Damages in Construction
Contracts in England and Wales, 75 INTERNALTIONAL JOURNAL OF LAW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88, 4(1),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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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人請求逾期違約金 31。
4.瑕疵擔保期間之起算
工程契約內之一般保固條款，通常會約定於正式驗收通過後才
開始計算保固期間。但是若是法定的瑕疵擔保期間，則其消滅時效
的起算點則是實質完工時 32。
5.其他效力
實質完工亦對契約之終止亦有所影響，給付遲延通常是終止契約
之事由之一，有些法院認為，若工作已達實質完工之程度，僅餘修補
工作清單上之工作未完成時，即不得以給付遲延為由終止契約 33，僅
能主張減少報酬或請求損害賠償 34。

二、驗收
（一）驗收之法律性質
民法第 490 條第 1 項雖然規定，承攬人於工作完成後取得報酬
請求權，惟在工程契約中，通常是以驗收程序來確定工作是否完成，
並以驗收合格做為給付報酬之條件，於驗收不合格之情況下，即會
要求限期改善後給付或於不改善時扣除自行改善費用後給付。因此
驗收是否合格及是否有進行驗收程序，均會影響報酬請求權之行使。

31

32
33
34

British Glanzstoff Manufacturing Co Ltd v. General Accident Assurance Corp Ltd
(1913) AC 143.
Barry B. Bramble & Michael T. Callahan, supra note 10, at 2-21.
Wray v. Young, 122 Wash. 330, 210 p.794 (1922).
Eric Franco Regjo, supra note 6, at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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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程契約中，對於驗收之程序均有相關約定 35。我國政府
採購法及工程契約採購範本亦有相關規定。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所
頒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15 條之規定，驗收程序包含：1、廠商
之竣工通知；2、機構會同監造單位或工程司及廠商確定是否竣工；
3、確定竣工後，機關即應於一定期間內辦理初驗及驗收。此外，該
契約範本中對於試運轉及查驗之費用、先行使用應先辦理分段驗收
等亦有所規範。
然而，驗收之定義及其法律性質為何，契約條款及相關法規並
無一明確之定義。依據我國實務之見解，驗收係指定作人於承攬人
完成工作後，檢視承攬人完成之工作是否具有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
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之行為 36。然而，若認
為驗收係指確認工作是否有瑕疵之程序，則驗收合格即會產生認定
工作無瑕疵而有免除承攬人瑕疵擔保責任之疑慮。因此必須進一步
探討驗收之法律性質及其法律效果。
1.查驗
在英美法上，驗收包括了查驗（inspection）之過程與決定是否
受領（acceptance）之意思表示。查驗是賦與定作人審查工作是否符
合契約要求之權利，因此檢驗並非定作人之義務，而是權利。查驗
本身並不代表定作人已經受領，雖然查驗本身係定作人之權利，用
以確保工作之完成符合契約之約定，但並不表示查驗通過即有默示

35

36

例如 FIDIC 之相關規定，參見蔡子琪（2009）
，
〈驗收〉
，古嘉諄等主編，
《工程
法律實務研究（五）－營建工程契約條款之比較分析》
，頁 351-429，台北：寰
瀛法律事務所。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92 年度重訴字第 1234 號民事判決；李惠貞（2008）
，
〈工程
驗收〉
，古嘉諄等主編，
《工程法律實務研析（四）》
，頁 107，台北：寰瀛法律事
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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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領之意思 37 。關於查驗的標準條款，在美國承包商協會（The
Associated General Contractors of America，以下簡稱 AGC）所出版
的標準條款 AGC 200 第 3.7 段及 AIA-A201 第 12 條均有標準條款之
規定。在美國聯邦政府的採購案中，主要規定是在聯邦政府採購規
則（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以下簡稱 FAR）第 52.246-12 條
中。
FAR 明文規定，定作人有權在受領前的任何合理時間內進行查
驗，以確保承攬人完全符合契約之要求。該條中明白規定，查驗僅
為定作人之利益而設，並不代表定作人有受領工作物之意思或默
示。因此，縱使政府查驗通過，亦不代表免除承攬人的債務不履行
責任。AGC 200 第 3.7 條中則規定，定作人應負責進行檢驗及支付
相關費用，但承攬人應負責通過檢驗並取得核准，若驗未通過，則
承攬人須負責更正並負擔重新檢驗之費用。
查驗雖非定作人之義務，但若定作人未依契約規定進行查驗
時，可能會造成失權的效果，例如若經合理查驗即可發現之瑕疵，
定作人未進行查驗即受領時，即可能會被認定已經默示承認該瑕
疵 38。
依據 FAR 之規定查驗後，定作人可依查驗結果做出不同的決
定：1、查驗合格並受領工作；2、查驗不合格，拒絕受領工作並要
求修補瑕疵及 3、以違反契約約定為由終止契約 39。若承攬人未於
瑕疵修補期間內更正，定作人亦得：1、以違約為由終止契約並另行
發包；2、以承攬人之費用自行修補或交由第三人修補；及 3、減少
有瑕疵部分之契約價金後受領 40。
37
38
39
40

Thomas J. Kelleher (general editor), supra note 3, at 271.
Id. at 274.
FAR §§ 46.407(a) and 52.246-2(f).
FAR §§ 52.249-8; 52.249-10; 52.246-2(h); 52.246-4(e); 52.246-12(g); 52.246-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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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領
FAR 第 46.101 將「受領」定義為「政府機關或其代理人表示承
受既存特定工作物所有權或核准特定工作，做為一部或全部契約之
履行之行為」
。而受領所發生之法律效果，FAR 第 52.246-12（i）條
即規定「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在完工及查驗完後，定作人即應盡可
能立即地接受工作。除了潛在瑕疵、詐欺、相當於詐欺之重大錯誤
或政府在保固及擔保責任下之權利外，受領應為最終且概括之承
受」
。換言之，除了其所規定之特定情形外，受領具有承認工作並免
除承攬人表面及明顯瑕疵之擔保責任之意 41。因此，單純的付款行
為本身、定作人的訪查或檢驗或單純收受或占有工作物等，均不能
視為已有受領之意思 42。

3.擬制受領
雖然驗收程序須經定作人之一定作為才能完成，但若工作已完
成而定作人仍不為驗收者，美國實務即認為政府機關之不作為若經
過相當時間後，仍可能會發生受領之效力，此即所謂的擬制受領
（constructive acceptance）之概念 43。在 Tranco Industrial Tires, Inc.,
一案中 44，政府因未就燃料槽的油漆工程進行驗收長達 3 個月，而
被認為構成擬制受領。在該案中，政府對於油漆樣本的最後查驗過
程長達 3 個月還未結束，雖然其主張因負責該查驗工作的政府官員
換人，但上訴機構認為人員調動僅需 2 個星期，無法合理化其長達
3 個月的延誤。政府機關應於合理期間內完成驗收程序，而 3 個月

41

42

43
44

52.246-4(d); 52.246-12(f).
Robert Frank Cushman & John D. Carter, PROVING AND PRICING
CONSTRUCTION CLAIMS, 271 (3rd 2001).
Thomas J. Kelleher (general editor), supra note 3, at 284.

Id. at 283.
ASBCA No. 26305, 83-2 BCA 1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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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超過合理期間，因此認為已構成擬制受領，而發生受領之效力。

（二）驗收合格之法律效果
驗收合格既發生受領工作之效果，因此亦會伴隨發生以下法律
效果，包括：
1.報酬請求權之時效開始起算
依據民法第 490 條之規定，工作完成時報酬請求權即產生，但
是一般工程契約中均會約定於驗收合格日後承攬人才得請求給付尾
款及保留款。因此實務上即認為驗收合格為報酬請求權之停止條件。
2.工作及報酬危險移轉
依據民法第 508 條之規定，工作物之危險負擔自受領時移轉給
定作人，因此工作經定作人受領後，倘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
事由致毀損滅失者，承攬人仍得請求給付工程款，定作人不得要求
重作。惟本條造成危險負擔移轉之受領，是否即指驗收合格之日，
或以點交或實際交付工作物之日為準，實務則有不同見解 45。
3.保固期間開始起算
依據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16 條第 1 項之規定，保固期係自驗收
合格日之日起算一定期間。因此，驗收合格後承攬人之保固責任亦
開始起算。

（三）小結
由此可知，驗收僅是定作人之受領行為，並以此做為請求權消
滅時效及保固期間之起算點，但並非報酬請求權發生之要件。因此

45

李惠貞，同前註 36，頁 1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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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人是否有進行驗收程序，並不會影響報酬請求權之有無。於定
作人拒絕受領之情形下，我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15 條中，對於因
可歸責於機關之驗收延誤，僅規定不計逾期違約金並賠償廠商因此
產生之費用，但對於是否會產生受領之效力則未為處理。因此，對
於工作已完成，但逾越合理期間之驗收遲延，宜解釋為已發生擬制
受領之效力，藉以終結承攬人之相關責任。

三、定作人拒不驗收之問題
綜上所述，於工作完成時，即工作達實質完工階段時，承攬人
之報酬請求權即產生，定作人即應配合辦理驗收。若定作人蓄意阻
礙驗收程序之進行時，實務見解認為，驗收合格為報酬請求權發生
之停止條件，一旦定作人故意阻礙驗收程序的進行，即可認為定作
人違反誠信原則並類推適用民法第 101 條之規定，視為條件成就。
最高法院即認為：
「在上述車測中心第一次之檢測方式有重大存
疑之情況下，依社會通念，上訴人無故拒絕被上訴人請求就系爭車
輛重做測試，自有違誠信原則。其此項不作為可認係以不正當行為
阻止系爭車輛驗收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應視
為系爭車輛已通過抽測驗收程序 46。」最高法院 94 台上字第 1861
號判決亦採相同之見解，其謂：
「按因法律行為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
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
民法第 101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預期不確定事實之發生，
以該事實發生時為債務之清償期者，倘債務人以不正當行為阻止該
事實之發生，應有同一法律上之理由，得類推適用民法該項之規定，
應視為清償期已屆至 47。」
46
47

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2098 號判決。
最高法院 94 台上字第 1861 號判決：
「…上訴人既於其委任之建築師出具『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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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以民法第 101 條規定解決定作人拒不辦理驗收之問題
固不失為一解決方法，但是民法第 101 條之要件必須是定作人以不
正當之行為阻止驗收程序之進行之情形，因此必須要定作人有不正
當之行為存在為要件。然而，定作人不辦理驗收有時並非故意阻撓，
而係就完工與否的認定不同，此時適用第 101 條即有困難。在無法
適用民法第 101 條之情形下，承攬人在定作人拒絕驗收之情形下是
否仍得主張其報酬請求權，仍有疑義。
此外，在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布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15 條第
2 項中雖有規定，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事由，延誤辦理初驗或驗收，
該延誤期間不計逾期違約金，廠商因此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
擔。但此一約定仍然無法解決承攬人得否行使報酬請求權之問題。
依據美國法院之見解，在工作已達實質完工階段，而機關長達
一段時間未辦理驗收之情形下，例如 3 個月，即可視為擬制受領而
發生受領效力，此一見解或可提供參考。

證明書』、
『完工證明書』並取得使用執照後，發出拒絕承認系爭工程完工之存
證信函，並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依工程合約給付第十三期以後之工程款及追
加工程款之存證信函後，再次明白表示拒絕承認系爭工程完工之意思，是被上
訴人上開請求上訴人依工程合約付款之存證信函，可認其已依工程合約提出估
驗計價及全部工程驗收之意思表示，上訴人又拒絕承認系爭工程完工，當認已
拒絕被上訴人日後估驗計價及工程驗收之要求，依此情形，應認上訴人顯係以
不當之行為阻止上揭付款及交屋手續之條件成就，類推適用民法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項之規定，應視為工程合約所定十三期以後之工程款、追加工程款之付款
條件，於八十六年六月十日已成就，各該工程款共計八百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七
十二元之清償期於該日屆至，加上工程合約第五條所定之五日寬限期間，上訴
人自同年月十六日起負給付第十三期以後及追加工程工程款之遲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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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作人先行使用之問題
其次，通常在驗收合格後，定作人才會取得占有工作物之權利。
然而，有些情況是定作人，尤其是政府機關，有提早占有及使用工
作物壓力，於驗收前即先占有及使用工作物，此時將會使雙方之法
律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9 條之規定，若機
關辦理採購，有部分先行使用之必要者，應先就該部分辦理驗收或
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並就該部分支付價金及起算保固期間。然而，
很多先行使用之狀況，契約所約定者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9
條之規定並不相同，此時即會產生爭議。以某電廠循環冷卻水、反
應器廠房冷卻水、汽機廠房冷卻水等進出水暗渠及電纜管道工程爭
議為例，該案中廠商主張：為配合渠道通水運轉，於民國 99 年 6
月 1 日通過業主查驗並運轉使用在案，一號機循環水進出水暗渠先
行使用請求起算保固期，依據工程承攬契約第十九條規定：
『…。工
程如有一部分竣工，甲方認為有必要時得先行局部查驗後運轉使
用，甲方已先行使用者，如有不屬於乙方施工不良或品質欠佳所造
成之損失概由甲方負責。』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9 條：『有部
分先行使用之必要或以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應先就該部
分辦理驗收或分段查驗工驗收之用，並得就該部分支付價金即起算
保固期間』請求起算保固期。機關則主張：本項係因配合 P28 CWS
系統通水，故先請品質組查驗，並會同電廠人員勘驗完成後進行通
水測試，當時係因工程契約第十九條「……工程如有一部分竣工，
甲方認為有必要時得先行局部查驗後運轉使用……」規定「辦理查
驗」(非以分項工程驗收)以供總驗收之依據，而承商也依約提出相
關檢驗表會同品質組等相關單位查驗完成，當時積極配合並無異
議。而依工程契約第二十一條規定，驗收合格後始起算保固期，而
一號機循環水進出水暗渠部分係以「檢驗方式」辦理查驗，與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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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二十一條規定不符，且本項爭議參酌工程會採購契約範本第 15
條(八)之內容，認為只有辦理驗收部分，才能起算保固期，故無法
依廠商所請起算保固期。故機關對保固之主張與施行細則第 99 條規
定並不相符，此時如何認定保固期間之起算即成問題。
依據我國民法第 508 條之規定，工作物危險負擔自受領時移轉
給定作人，因此先行使用是否會影響到危險負擔之移轉與定作人是
否受領有關。我國實務上，多數見解仍認為，應以驗收通過做為受
領之表示，因此未經驗收即占有及使用，並不會移轉危險責任 48。
然而，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第 632 號判決則有不同見解。在該案中，
承攬人於民國 90 年 8 月 24 日與定作人訂立「桃芝風災 149 甲線 33
ｋ＋155 內湖橋便道搶修工程契約」
（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承攬該工
程（下稱系爭工程）
，於 90 年 8 月 24 日開工，同年 9 月 11 日完工，
惟因系爭工程為草嶺地區對外之主要連絡道路，於驗收前，應定作
人之要求而開放通車，卻於 90 年 9 月 17 日受納莉颱風侵襲又遭沖
毀，承攬人於 90 年 11 月 6 日再度修復完工，並於 91 年 1 月 31 日
經定作人驗收通過。承攬人於上開風災後，即通報定作人並向保險
公司申請理賠，然保險公司以工程已通車使用，依營造綜合保險基
本條款第 3 條約定，保險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
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於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
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者為準。倘承保工程之一
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為由，而
拒絕理賠。承攬人因索賠無門，爰依民法第 508 條條第 1 項後段規
定向定作人請求給付該工程之報酬。定作人則以已於契約中要求承
攬人就天災所造成之損失投保營造綜合保險為由拒絕給付。高等法
院維持承攬人敗訴之判決，其理由主要是認為：衡諸商場上投標之
一般經驗，各廠商於投標前亦應就工程狀況評估自身所能承擔風險

48

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第 942 號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 999 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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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慎選保險公司投保營造綜合保險，故廠商投標總價係包含
契約要求之全部風險。承攬人於投標系爭工程前若慮及未來提前完
工，先行開放通車，在驗收完成前所生一切損失非保險公司理賠範
圍時，自應衡量本身經濟能力，審慎評估決定是否參與投標抑或向
保險公司辦理加保，以分散風險。系爭工程於驗收合格前已先行通
車，於同年月 17 日遭納莉颱風侵襲沖毀，是以本件事故係發生於系
爭契約約定之完工期限內。又因本件係屬契約詳細價目表內列有營
造綜合保險項目部分之工程，揆諸系爭契約第十項第(四)款之約
定，定作人依約無庸給付任何補償。是系爭工程於完工期限之前，
遇有天災，依約應由承攬人負危險負擔責任。然而，最高法院則認
為，系爭工程於完成驗收前已先行啟用，並使承攬人因而喪失保險
利益而無從向該保險公司申請理賠。衡諸常情，若非定作人指示先
行啟用，承攬人當無於驗收前即率爾決定啟用，致喪失保險利益而
自負風險之理。果爾，承攬人主張定作人放任通車在前，嗣又完全
不負風險責任，置誠信原則於不顧乙節，是否全無可採？攸關上訴
人得否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前揭工程款，即非無再進一步推求之必
要。因此，最高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而駁回高等法院之判決。
由上述最高法院之見解可知，當工作物尚未完工或驗收之前，
若定作人提前占有工作物，例如指示通車等情形，縱使還在完工期
限內，危險是否已經移轉恐有討論之餘地。最高法院雖未明白指出，
但實已以違反誠信原則為由，反對高等法院以風險發生在契約履約
期限內應由承攬人承擔之見解 49。

49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1 年度上易字第 41 號民事判決亦認為：
「被上訴人於完
工期限之前，要求上訴人日夜趕工，加班完成宿舍工程，以配合開學學生之進
住，而引起火災既為學生抽煙所致，在被上訴人拒絕依法及請求辦理驗收情形，
其所發生之被上訴人使用人之過失，卻將責任歸予上訴人，並於訴訟上主張抵
銷，被上訴人行使債權履行債務，顯違誠實信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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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法上，單純地占有或使用工作物，並不表示即有受領之
意思表示，FAR 第 52.236-11（a）條即規定：
「政府機關有權占有或
使用已經完成或部分完成之工作物」但是「政府的使用或占不得視
為對契約內之工作所為之受領意思表示」
。由於單純地占有或使用工
作物不發生受領效力，危險亦不會產生移轉，故 FAR 第 52.236-11
（b）條亦規定，政府機關先行占有及使用工作物時，僅就其占有及
使用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50，換言之，危險責任仍由承攬人負
擔 51。
不過，為了緩和政府先行使用對承攬人所造成之不利，實務在
舉證責任上則採較有利於承攬人之方式，即一旦承攬人證明政府已
有占有及使用之事實存在時，對於因此所造成之損害或遲延，政府
均應舉證證明與其占有及使用無因果關係，否則即應負責 52。
此外，FAR 對於驗收前即先行使用之情形，雖然規定不得視為
受領，其主要原因不外乎，若工程尚未完工，定作人即已介入，將
對工作之完成有所影響，因此定作人必須為造成之損害及遲延負
責，然因尚未達完工階段，承攬人仍須完成其工作，亦不宜認定已
為受領而排除承攬人之危險負擔。但若是工作已達實質完工階段，
且實際上亦由定作人占有使用時，除了修補工作外，承攬人已無其
他工作義務存在，對已完成工作之干涉程度已減少或消失，此時若
將風險移轉至定作人身上，亦無不妥。
事實上，一旦實質完工後，工作物即處於定作人得占有使用的

50

51

52

John Cibinic, Ralph C. Nash & James F. Nagle, ADMINISTRATION OF
GOVERNMENT CONTRACTS, 841 (4th ed, 2006).
關於危險責任之規定，依據 FAR §52.236-7 之規定，於全部工作完工並經政府機
關受領前，承攬人應就送交之材料及已履行之工作負責。除非該部分完成之工
作已經政府機關受領。
John Cibinic, Ralph C. Nash & James F. Nagle, supra note 50, at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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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定作人即取得占有的權利，縱使尚未驗收亦同。當然經過驗
收程序後再占有使用是最不會產生爭議的方式。但若在工程已實質
完工後但驗收之前提早占有使用，且不為任何保留之表示時，既已
享有工作物之利益，其危險自應一併移轉至定作人身上，往後產生
的風險亦應由定作人承擔，與是否完成驗收無關。此點亦是綜合營
造險將「啟用」及「接管」視為與驗收相同效果之原因，因為承擔
風險之主體已經變更。53

五、遲延驗收之損害賠償責任
若因可歸責於定作人之事由而遲延辦理驗收時，對承攬人所造
成之損害，定作人是否應負賠償責任，主要涉及定作人之受領義務
及定作人之協力義務。

（一）定作人之受領義務
就定作人之受領義務而言，除了民法第 512 條之特殊受領義務
外，實務及通說多不認為承攬定作人有受領工作之一般義務，而認
為承攬契約之定作人，因未如買賣契約第 367 條買受人有受領標的
物義務之規定，並無一般的受領義務 54。因此驗收遲延僅能構成受
領遲延，尚不構成給付遲延，亦不得就遲延所生之損害請求損害賠
償。

53

54

因此，若定作人能預期有提早占有工作物之需求時，最好的方式當然是在契約
中就提前占有工作物加以約定，並約定應經保險人同意。在 AIA-201-2007 第 9.9.1
條中即有類似規定。
劉春堂（2009）
，
《民法債編各論（中）
》
，頁 95，台北：作者自版；邱聰智，同
註 1，頁 114；楊芳賢（2002）
，
〈承攬〉
，黃立主編，
《民法債編各論（上）
》
，頁
648，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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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作人之協力義務
對於驗收是否為定作人之協力義務，實務多採肯定見解，但對
於協力義務之違反則認為不得主張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責任 55。
依據最高法院之見解，驗收僅屬定作人之協力義務，為不真正義務，
驗收遲延並不構成給付遲延。在 97 年台上字第 360 號判決中，最高
法院即謂：按民法第 235 條及第 507 條第 1 項規定，債務人之給付
兼需債權人之行為，或承攬人之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而不
為其行為之「協力行為」
，原則上僅係對己義務或不真正義務，並非
具有債務人或定作人給付義務之性質。於此情形，債權人或定作人
祇係權利之不行使而受領遲延，除有民法第 240 條之適用，債務人
或承攬人得請求賠償提出及保管給付物之必要費用，或承攬人具有
完成工作之利益，並經當事人另以契約特別約定，使定作人負擔應
為特定行為之法律上義務外，殊不負任何之賠償責任 56。因此，除
了依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15 條另有約定外，依據實務之見解，因遲
延驗收所生之損害，定作人並不負賠償責任。如此一來，若定作人
55

56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6 年度上更字第 18 號判決：
「惟依修正前民法債編第 507
條規定，工作需定作人之行為始能完成者，定作人不為協力時，除契約特別約
定定作人對於承攬人負有必要協力之義務外，僅生承攬人得否依該條規定解除
契約之問題，不構成定作人給付遲延之責任。是建忠電機主張中華電信遲延驗
收違反其協力之義務，應負給付遲延之責任云云，即非可採。」最高法院 72 年
台上字第 1579 號判例；最高法院 89 年台上字第 903 號判決；最高法院 94 年台
上字第 1 號判決等亦採相同見解。
97 年台上字第 360 號判決：
「……查金豐公司請求台灣大學給付遲延開工、停工
及遲延驗收之人事薪資、電梯維修費一千零九十二萬四千零四十五元本息損
害，與停工期間、遲延驗收致履約保證金、工程週轉金之利息補貼八百五十萬
五千九百七十二元部分，依系爭工程合約所載，兩造並未特別約定遲延開工、
停工及遲延驗收台灣大學應負賠償責任，且系爭工程之遲延開工、停工及遲延
驗收於台灣大學而言，僅係對金豐公司之給付兼需台灣大學之協力行為而不行
為而已，台灣大學就該工作並不負民法第 229 條之給付遲延責任，且金豐公司
因遲延開工、停工及遲延驗收所請求給付之上揭損害及補貼，並非以民法第 240
條為據，依上說明，台灣大學亦不負該受領遲延之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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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驗收，其所產生之損害，承攬人即無求償之餘地。
學說上亦有認為工作之受領交付因須定作人之協力，係屬定作人
協力義務之一環，因此受領延誤應可構成定作人協定義務之違反 57。
然而，對於定作人協力義務之違反是否亦可構成給付遲延而得請求
損害賠償，學者則有認為，承攬人亦得逕依民法第 231 條以下之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 58，或類推適用民法第 231 條之規定由定作人賠償
因遲延而生之損害 59。
事實上，驗收是否應視為定作人之協定義務仍有待商榷。我國
民法第 507 條之協力義務，應僅限於承攬人之工作，需定作人之行
為始能完成者，定作人才有協力義務，如定作人之指示、通知開工、
提供工作場所、排除居民抗爭、供給材料、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或
是協助申請取得該建造執照之義務等 60。但是，承攬報酬請求權之
發生在於工作之完成，與是否有進行驗收並無關係，若定作人拒絕
驗收，並不會影響報酬請求權之有無，故不宜認為驗收係定作人之
協力義務。若定作人拒不驗收長達一段時間時，宜認為已產生擬制
受領之效力，承攬人於定作人拒絕支付尾款之情形下，自可依據民
法第 231 條以下之規定，請求給付遲延之損害賠償。

57
58

59
60

邱聰智，同前註 1，頁 114。
邱聰智，同前註 1，頁 113；劉志鵬（2008）
，
〈定作人之協力行為〉
，古嘉諄等
主編，
《工程法律實務研析（二）
》
，頁 5，台北：寰瀛法律事務所。
楊芳賢，同前註 54，頁 657。
姚志明（2010），〈營建工程承攬契約定作人協力義務之性質－評最高法院九十
九年台上字第一○九六號民事判決〉
，
《月旦裁判時報》
，6 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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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承攬人報酬請求權與定作人請求權之關係
然而，雖然承攬人已達實質完工階段並申報驗收時，定作人常
會以工作物有瑕疵為由而拒絕給付尾款，此一主張涉及承攬人之報
酬請求權與定作人之完成工作請求權及瑕疵修補請求權之關係，即
二者是否有同時履行抗辯之適用？

一、完成工作請求權與報酬請求權之關係
我國法上，承攬報酬採後付主義，承攬人須於工作完成後，始
得請求報酬。雖然承攬契約係屬雙務契約，定作人有請求承攬人完
成一定工作之權利，然而此項請求權與承攬報酬請求權並無同時履
行抗辯之關係存在，故承攬人不得以定作人未提出報酬為理由，而
拒絕工作之著手或續行，承攬人負有先完成工作之義務 61。
在工作無須交付之情形，依民法第 505 條第 1 項後段故採後付
主義，但是在工作須交付時，工作完成後，其工作之交付請求權與
報酬請求權是否有同時履行抗辯存在，則有不同見解。實務雖採否
定見解 62，但亦有學說認為，工作已經完成後，工作之交付與報酬
之給付，處於同時履行之關係，承攬人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 63。
然而，並非所有的工程契約，均會等到工作完成後才付款，通
61
62

63

89 年臺上字第 237 號判決。
最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2705 號判例：
「承攬人完成之工作，依工作之性質，有
須交付者，有不須交付者，大凡工作之為有形的結果者，原則上承攬人於完成
工作後，更須將完成物交付於定作人，且承攬人此項交付完成物之義務，與定
作人給付報酬之義務，並非當然同時履行，承攬人非得於定作人未為給付報酬
前，遽行拒絕交付完成物。」
史尚寬（1981）
，
《債法各論》
，頁 306，台北：作者自版；林誠二，同註 23，頁
126；邱聰智，同前註 1，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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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有分期給付估驗款等約定，此一約定是否變更了民法承攬編之
報酬後付主義，或只是預付款性質，均涉及到在履約期間內是否得
主張同時履行抗辯之問題。

（一）估驗付款之法律問題
在工程契約中，由於承攬報酬金額過於龐大，鮮少有承攬人於
完成工作後，定作人才一次給付工程款之情形。在工程實務的運作
上，通常定作人會分期給付估驗款，即約定工作至一定程度時，先
付部分款項，至工作完成驗收後，再付尾款之情形。在此種分期給
付估驗款之約定中，若定作人未給付估驗款時，承攬人是否得主張
同時履行抗辯而拒絕繼續施作？
最高法院在 99 年臺上字第 145 號判決中即認為，係爭契約第六
條第一款記載：開工後乙方（即被上訴人）依工程款明細表於每月
七日或二十二日為申請估驗工程款初驗作業日，但每項請款達兩戶
（含）以上，甲方（即上訴人）于估驗計價審核無誤後，開立自作
業日起十五天期票支付乙方等語，僅係兩造約定按工程完成之數量
分期估驗付款，並非將係爭工程分為數部分，就各部分約定報酬。
故各期估驗款之給付與各期施作項目，並非立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
係，不發生同時履行抗辯問題。因此，在定作人未依約給付估驗款
之情形，承攬人仍需繼續工作，並無停止工作之同時履行抗辯權，
且由於工作尚未完成，亦無法向定作人主張承攬報酬請求權。
此外，一般重大工程契約中常有特約「按工程進度付款」，通
常漸次按工程進度估驗付款，並約定有一定比率之保留款，此種性
質之估驗款之付款額度的比例與實際工作的比例並不一定相當，故
性質類似分期付款，必待整體工程完工，辦理結算後才知應付報酬
之全部額度。故其報酬債務乃一次發生，而非分次產生，各分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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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亦無民法第 126 條 5 年短期時效之適用 64。

（二）估驗付款與分部給付之區別
與估驗付款不同的是分部給付之情形。分部給付可使承攬人在
工作未完成時，亦例外地享有部分之報酬請求權。第 505 第 2 項即
規定，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每部交付
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此一規定係指，當工作內容係屬可分而可
分別交付之情形，可就分部交付部分享有報酬請求權。然而，分部
交付與分期估驗付款有別，實務上常有所混淆。在 87 年臺上字第
2467 號判決中，高等法院即認為，依工程合約第四條第三、六款規
定：
「付款方法：承包工程費在六百萬元以上未滿六千萬元者，按工
程進度每百分之十，乙方（即被上訴人）得申請估驗一次。…經甲
方（即上訴人）核實給付該期內完成之工程款百分之九十，其餘俟
全部工程完工並經正式驗收合格後一次付清」
，固為民法第五百零五
條第二項規定「工作係分部交付，而報酬係就各部分定之者，應於
每部分交付時，給付該部分之報酬」之情形…」
。很顯然地，系爭工
程合約之付款方式約定，如前所述，並非報酬請求權之給付約定，
而是報酬之先付而己。
分部給付之各期款項與估驗款之各期款項在法律上之性質並不
相同，前者於完成部分工作時報酬請求權即產生，因此請求權之消
滅時效即開始起算，之後即使拒絕施工，亦不會影響已經產生的報
酬請求權。但是，就估驗款而言，因為只是報酬之先付，而非獨立
之請求權，故無消滅時效開始起算之問題，亦無法以未付款為由而
拒絕工作。

64

林誠二，同前註 23，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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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瑕疵修補請求權與報酬請求權之關係
若是工作有瑕疵時，其報酬請求權是否會受影響？定作人可否
以工作有瑕疵而拒絕給付報酬或尾款？對於定作人之瑕疵修補請求
權與承攬人之報酬請求權是否有同時履行抗辯之存在，在實務及學
說上有採不同之見解者：

（一）否定說
最高法院有認為，工作是否完成與工作物是否有瑕疵係屬二回
事，工作完成時定作人即產生給付報酬之義務，定作人縱嗣後發見
工作物有瑕疵，亦僅得於第 498 條所定法定期間內請求修補、解除
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或損害賠償，而不得拒付報酬 65。

（二）肯定說
然最高法院亦有採肯定之見解，認為由民法第 492 條之規定可
知，承攬人負有完成無瑕疵工作之義務，若所完成之工作具有瑕疵，
則難認屬已完成工作。採肯定說者認為，承攬人依據承攬契約除了
負有完成一定工作之義務外，依據第 492 條之規定，亦負有給付無
瑕疵工作之義務。若承攬人完成之工作有瑕疵，由於承攬人並未履
行其完成工作，並使工作具備約定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
適於使用之瑕疵之主給付義務，因此定作人在受領時發現工作瑕疵
時得拒絕受領，且承攬人請求定作人給付報酬時，在定作人瑕疵修
補請求權之限度內，定作人所負之報酬給付義務與承攬人修補瑕
疵，係屬於同時履行之關係 66。
65

66

73 臺上字第 2814 號判決、76 臺上字第 1079 號判決、81 年臺上字第 2736 號判
決、82 年臺上字第 1440 號判決、89 年臺上字第 2068 號判決等。
84 年臺上字第 2249 號判決、94 年臺上字第 93 號判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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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者之通說，亦採肯定見解，認為承攬契約與買賣契約不
同，買賣之出賣人交付之標的物有瑕疵時，買受人無從主張同時履
行抗辯，以拒絕出賣人請求價金之給付。但是在承攬之情形，定作
人依民法第 493 條第 1 項規定，得請求承攬人修補瑕疵，有別於特
定物買受人依法根本無從除去瑕疵之情形，因此承攬難以適用買賣
之原則。其次，在工作物有瑕疵之情形下，承攬人根本尚未完成約
定之工作，依據承攬無結果即無報酬之原則，承攬人請求給付報酬
應受定作人瑕疵修補請求權之限制。再者，認為二者無同時履行抗
辯時，將難以促使承攬人修補，不足以適當保護定作人 67。再者，
德國通說亦採肯定見解，認為承攬人之瑕疵修補義務具有履行請求
權之性質，二者目的同一，其區別僅在承攬人已提出一次之給付，
但承攬人仍須再提出另一次給付。瑕疵修補義務性質上既為履行請
求權，為承攬人之主給付義務，故與定作人之報酬給付義亦有對價
關係，在承攬人未為瑕疵修補前，定作人得拒絕酬金之給付 68。
若採學者及德國通說，認為承攬人有給付無瑕疵工作之義務，
在瑕疵僅有細微的情況下，即會產生工作未完成而無報酬請求權之
結論。在英美法上則認為，實質完工與否之認定與瑕疵之認定係屬
二回事，不因工作物有瑕疵即非屬實質完工 69。其認為，承攬契約
中 完 成 工 作 之 義 務 與 修 補 瑕 疵 之 義 務 （ defects liability period
obligations）是二項不同的義務，而是否產生報酬請求權取決定是否
履行完成工作之義務，亦即是否達實質完工之階段，與修補義務無
關 70。
67
68

69
70

楊芳賢，同前註 54，頁 595-596。
王澤鑑（2009）
，
《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六）
》
，頁 127，台北：作者自版；楊淑
文（1999）
，
《新型契約與消費者保護法》
，頁 24-25，台北：作者自版。
F.A. Gray, Inc. v. Weiss, 519 A. 2d 716 (Me.1986)
Philip Harris, The Entitlement of the Payee Under a Construction Contract to Raise
Defects as a Lawful Ground for Non-payment, 133 CONSTRUCTION LAW
JOURNAL 140, 27(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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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工作有瑕疵是否即為工作未完成而不能主張報酬請求
權，應再以瑕疵之程度予以細分。若工作一旦有瑕疵即認為未完成
工作，在瑕疵僅屬細微之情形，報酬請求權與瑕疵修補請求權即非
同時履行抗辯之問題，而是根本無報酬請求權之問題，此一結論將
對已經完成工作但僅有些微瑕疵須修補之承攬人實屬不公。因此，
若認為瑕疵修補義務亦屬主給付義務，在未完成修補前不得主張報
酬請求權者，亦應指工作之瑕疵非屬細微而構成未完成之情形者。
若瑕疵僅屬細微，則僅得就修補費用部分行使同時履行抗辯，不得
主張未完工而拒付報酬。

三、減價驗收與瑕疵擔保請求權
對於工作物有瑕疵之處理方式，除了依據民法第 493 條定期限
請求承攬人修補瑕疵或向定作人請求修補費用，或依第 494 條解除
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外，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亦有減價驗收之相關規
定。政府採購法中之減價驗收與民法上瑕疵擔保請求權之減少報
酬，在性質上是否有所不同？二者有何差異？承攬人在物價高漲的
情況下可否請求減價驗收而免除修補義務？均值得進一步討論。

（一）減價驗收之法律性質
依據民法承攬關於瑕疵擔保之規定，於工作有瑕疵時，即不具
備約定之品質、或有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之使用
時，定作人得限期要求承攬人修補，於承攬人不為修補或無法修補
時，定作人得採取的手段有三，一、以承攬人之費用自行修補；二、
減少報酬及三、解除契約。其中減少報酬請求權，其性質與政府採
購法所規定之減價驗收相同。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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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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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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即認為：
「依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2 項、
同法施行細則第 98 條第 2 項、系爭工程契約書第 4 條第 1 項約定，
被上訴人於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時，得減價收受，此減價收受之權
利，與民法第 359 條、第 494 規定同其性質，應屬形成權 71。」
雖然二項規定性質相同，但其實仍有不同之處：一、瑕疵擔保
請求權之減少報酬適用於不具備約定之品質、價值減少或滅失、或
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之使用等三種情況，但減價驗收在通常效用或契
約預定效用有所減少的情況下即不得適用；二、定作人行使報酬減
少請求權前，應先要求承攬人修補瑕疵，即承攬人有請求修補之權
利。必須是承攬人不於期限內修補、拒絕修補或瑕疵不能修補時，
定作人才得減少報酬 ；但是減價驗收於驗收結果不符契約時即得為
之，不以修補為必要 72，三、減價驗收應於驗收時行使權利，驗收
通過後即不得再為之，故無除斥期間之問題。而減少報酬請求權，
於驗收後仍有適用之餘地。其除斥期間雖有爭議，但實務見解認為
應於瑕疵發見後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73。因此二者實為不同之形成
權。
此外，減價驗收之表示，隱含有承認表面或明顯瑕疵之意思，
同時亦會產生免除瑕疵修補義務之效力，因此政府採購法規定，僅
71
72

73

最高法院 100 年台上字第 1936 號判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8812062 號函釋則採取不同見解，函釋內容
謂：
「前揭不符合契約規定之情形如已於契約載明得逕行扣款、罰款後收受，免
辦理退貨或換貨，尚不違反本法第七十二條之規定。如契約無此規定，應依同
條第一項規定通知廠商限期退貨或換貨，廠商未依限辦理時再適用同條第二項
減價收受之規定。」
詹森林（2012），
〈臺灣民事財產法若干重要實務發展之回顧－承攬之物之瑕疵
擔保與不完全給付、給付不當得利無法律上原因之舉證責任、消費性定型化契
約之審閱期間及過失所致純粹經濟損失之侵權責任〉
，
《月旦法學雜誌》
，200 期，
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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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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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情況下，政府機關才有採減價驗收之裁量權。換言之，若工作之
瑕疵係屬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減少時，政府機關並無採減價
驗收之裁量權，僅得依據民法規定行使減少報酬請求權。

（二）減價驗收是否為承攬人之請求權？
雖然政府採購法規定定作人「得」採取減價驗收，但是，減價
驗收係屬政府機關之權力，或承攬人亦享有請求減價驗收之權利？
高等法院有不同看法。有認為，減價驗收係屬政府機關之權利，承
攬人不得主張之，縱使將採購法之條文納入契約中亦同，其認為：
「雖
依該契約第 4 條第 1 項約定：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
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
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者，得於必要時減
價收受。……』
，惟此僅係在工作雖不符契約約定，惟不妨礙安全及
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情況下，賦予臺北
縣環保局得選擇減價驗收而已，非謂德合公司具有請求減價驗收之
權利。故若臺北縣環保局不選擇減價驗收，仍得依系爭契約第 12
條第 5 項之約定，要求德合公司改正瑕疵，如未依限改正者，臺北
縣環保局亦得依同條第 6 項之約定，自行或使第三人改善，而向德
合公司請求償還改善必要之費用」 74。
但亦有法院認為，若符合採購法減價驗收之規定，但政府機關
無故不減價驗收時，仍不得請求修補瑕疵，雖然未直接承認承攬人
有減價驗收之請求權，但其意亦不遠矣。高等法院認為：
「本院審酌
上訴人（承攬人）已證明其施作橋面伸縮縫按裝部分，經初驗結果，
其外觀及尺寸丈量與詳圖 ST3、斷面圖 A/1 相符，且其下方保麗龍
過大之缺失已經改善，不影響鋼筋保護層，雖上訴人施作此部分 16
74

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建上易字第 51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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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不足約定長度 17 公尺，及伸縮縫平整精度不合設計規定，惟
自 91 年 3 月 15 日系爭工程完竣起迄今已經當地居民使用近 8 年，
足證伸縮縫按裝長度及平整度不足之處，並未妨礙該橋樑之安全及
使用需求，亦無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雖上訴人未證明
應減價之數額，且事隔距今約 8 年，證明顯有重大困難，此工項之
費用復未經鑑定，再參以上訴人施作此部分工程長度 16 公尺、每公
尺單價 24,765 元，原工程款 396,240 元（24,765×16=396,240）
，而
上訴人曾於工程會調解時，表明願由被上訴人（定作人）以 198,120
元減價收受等情，及前揭一切情況，爰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規定，認被上訴人就橋面伸縮縫按裝部分，應以 198,120
元減價收受為妥適。 75」法院並免除承攬人修補之義務。
在承攬契約中，於工作有瑕疵時，承攬人僅有請求修補之權利，
於承攬人不為修補、拒絕修補或不能修補時，則定作人即取得選擇
請求修補費用、減少價金或解除契約之權利，因此，減少價金請求
權係屬定作人之選擇權，並非承攬人之權利。惟若在未妨礙安全及
使用需求，亦無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情形下，以減少
價金即可彌補損害，但重新施作須花費龐大費用，且定作人不主張
減少價金而請求修補費用時，本文認為，若以損害承攬人為其主要
目的者，亦得依據民法第 148 條之誠信原則限制定作人權利之行使。

75

台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建上更(二)字第 1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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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一般而言，工程的驗收程序代表著定作人受領工作之意思表
示，因此，一旦驗收通過，即會發生工作受領之法律上效果，包括
報酬請求權之時效開始進行、逾期違約金之計算終止、保固期間之
開始計算等效力。然而，並非每項工作都可以順利進入驗收程序，
當定作人與承攬人就完工的認定不同或定作人有意拖延驗收程序
時，即有可能產生受領遲延之情形。由於報酬請求權之產生並非在
於工作之受領，而是工作之完成，因此，工作一旦完成，即應認為
報酬請求權已產生，不以須經驗收通過為必要。若工作已經完成，
但在未經驗收程序前定作人即未予保留地提前占有或使用工作物，
並有效排除承攬人之干涉時，即應視為受領工作之意思表示，因而
發生受領之法律效果。
其次，工程契約之性質與買賣或一般製造契約不同，幾乎不可
能要求承攬人的工作完完全全、毫無瑕疵地符合契約上所有的規範
及圖說，因此契約是否完全地履行與債務不履行應為不同的判斷。
縱使工作物有瑕疵存在，但瑕疵若不影響契約之使用目的或不妨礙
定作人之使用時，即應認定工作已經完成，報酬請求權已經產生，
定作人僅得扣除瑕疵修補所需費用，不得拒絕給付報酬。本文認為
承攬人並無給付無瑕疵工作之義務，因此報酬請求權之產生應視工
作是否完成，而非是否無瑕疵。因此，工作已達實質完工的階段，
報酬請求權即產生，定作人僅得主張瑕疵擔保請求權，不得行使同
時履行抗辯而拒絕給付工程款。
最後，實質完工的認定雖然係交由專業之監造人來認定，但實
質完工的認定不僅是事實認定的問題，同時亦是法律適用之問題。
英美法上對於實質完工之認定，法院多數認為，係以工作完成的程
度須足以使定作人得以占有或依契約之目的使用來判斷。此一判斷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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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或許可以用以借鏡，並協助解決驗收拖延或驗收前使用等所產
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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