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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保隩解析 



壹、前言 
 
    「清廉執政，品質保證」是政府對人民的承諾，鑑於政
府編列鉅額預算投入公共建設，隨著國內重大工程建設規模
、金額日益龐大，相關工程工程內容漸趨複雜，營建工程的
風隩日漸提高，為分攤因意外造成的損失，順利達成各項公
共建設，需建立完善工程保隩機制，然業主(工程主辦機關)
在保隩事務咸少介入管理監督，且各機關營繕工程保隩的執
行方式未盡相同，另投保人(營造商)所關心的並不是工程整
體的最佳保隩效果，而是本身承攬部分的理賠與保隩費，因
此保隩實務應用上存有不少問題。偵辦工程保隩之貪瀆弊案
，不僅損害公共利益，並嚴重衝擊政府公信力與形象，爰探
究公共建設工程保隩制度，發掘問題，研提工程保隩策略之
修正建議。 



貳、工程保隩概論 
 保隩係在符合經濟成本效

益合理情況下，使投保的
少數個體因突發而不可抗
拒之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
，由全體共同支付危隩個
體因子之合理分攤制度，
故工程保隩即係在分攤營
建過程中，各類工程因意
外事故所致生之財物或法
定賠償責任損失之風隩。
依我國保隩法分類屬財產
保隩中之其他保隩。  
 



一、工程保隩之類型-保隩類型 

營造綜合保險  

安裝工程 

綜合保險  

電子設備 

綜合保險 

營建機具 

綜合保險 

機械保險 

鍋爐保險 

保隩類型 



二、工程保隩之類型-投保型態 

廠商自行投保  

•採行由業主於工程合約中
編列保隩費用及投保條件
由承包商自行購買及管理
。 

•交通部及國內絕大多數機
關依據營造業管理規則第
23條規定，採行此種類型
辦理。 

業主自辦統保  

•一般簡稱業主統保計畫。
由業主自行購買工程所有
參與者所需的保隩項目及
自行管理整個保隩計畫。 

•國內目前少數大型公共工
程舉如經濟部臺灣電力公
司、臺灣中油公司及台北
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等單位
業已辦理業主主控保隩計
畫。  



工程主辦機關 得標營造商 產隩公司 

工程招標 逕行投保 

開立收據及保單 檢具憑證估驗計價 

給付估驗
計價款 

廠商自行投保之作業程序 

給付
保費 



採行業主主控保隩計劃可行性評估 

 工程類別評估  

工程規模評估  

承包廠商數量  

機關辦理的意願 

 與業務負擔評估  



承包商自行投保  業主主控保隩計畫  

優 
 
 
 

點 

1.投保索賠作業手續，業主不需介  
  入。 
2.遇有理賠糾紛時，業主不需介入，   
  可以避免承包商與業主保隩人員間 
  發生爭議。 
3.廠商對承攬範圍可能遭遇之風隩較 
  業主熟悉。 
4.風隩控管能力較強之廠商，可因投 
  保成本降低，藉此賺取利潤。 
5.減少業主介入保隩事務，精簡業主 
  人力及管理成本。 
6.廠商風隩管理較為自主，且較具彈 
  性。  

1.整體洽保保費支出節省，降低工程成本 

2.保隩管理作業比較容易，可減少理賠界 

  面問題。 

3.業主磋商力量大，可主控保單，承保範 

  圍較大。 

4.投保手續簡化，免除逐標洽保之繁瑣手 

  續。 

5.易與營運保隩相互銜接，致使保隩前後 

  連貫。 

6.可避免重複或漏保隩之情形。 

7.大幅降低承包商間之爭議。減少承商間 

  交互訴訟，彼此推諉責任影響工進。 

8.改進理賠作業及統一安全計畫。 

9.為經營體質較弱的承包商提供適當的保 

  隩範疇。 

10.對業主而言，投保相關損失經驗可促使 

   承辦單位改善，間接回饋到機關業務之 

   精進。 

11.在單一保單因各廠商皆為共同被保隩人   

   ，故保隩公司對各廠商無代位求償權。 

12.遇有重大損失時，因業主之磋商力量大 

   可協助廠商向保隩公司爭取理賠。 

廠商自行投保與業主自辦統保之比較  



承包商自行投保  業主主控保隩計畫  

 

 

 

 

 

 

缺 

點 

1.各保單之保隩範圍需經調整，較 
  容易發生投保範圍不夠完整。 
2.因係逐標投保，保隩金額較低， 
  故保隩費用將比整體洽保之費用 
  高，增加工程成本。 
3.保隩係由各廠商自行投保，故若 
  損失時各廠商及其各自之保隩人 
  可能互相推諉責任，受損者無法 
  適時獲得賠償，致修復工程延宕， 
  造成工程進度落後。 
4.不保或延遲投保時間。 
5.承包商勾結保隩人可能產生不良 
  廠商與保隩公司互相勾結賺取保 
  費之情形。。 
6.承包商若中途退保，將使工程暴 
  露在風隩中，並且影響工程順利 
  進行。 
7.保隩公司於賠償損失後可向各承 
  包廠商行使代位求償權。 
8.業主需逐標審核廠商所送之保單 
  及隨時注意廠商維持保單之效力。 
  (廠商可能不經業主同意有中途退 
  保、變更承保範圍情事)  

1.由於投保索賠作業均需由業主層層轉洽 
  保隩人辦理，因此業主必需增設保隩經 
  辦人員處理此業務。 
2.事前必頇做好風隩管理，擬定保隩計畫 
  與承保條件，否則業主提供之保單若未 
  能符合承包商需求將影響保隩實效，會 
  帶給業主困擾。 
3.如保隩人無故拖延理賠，廠商不能儘速 
  獲得理賠款，該廠商可能會向業主提出 
  異議。 
4.於遇有理賠糾紛時，業主可能需介入協 
  調，增加業主之負擔。 
5.保隩金額因係全體共享，個別廠商的風 
  隩管理能力無法彰顯。 
6.承包商因為較少保隩費的支出，造成承 
  包商之保隩計畫的風隩被忽視。 
7.保隩專業能力不足之業主，此方式將額 
  外造成負擔。 
8.因由業主主控其保隩條件，出隩時若承 
  包商無法獲得完善之理賠將增加與業主 
  產生爭議之機會。  



    公共建設工程的良窳對於人民及社會具有重大且深
遠之影響，工程保隩是控管工程進度、品質及風隩之重要
工具，現行公共工程保隩潛在之缺失並非單一個案，肇因
政府機關工程保隩辦理之法規、制度、執行及監督等事項
未盡完善，及企業未落實誠信倫理。參研國內工程保隩相
關文獻及貪瀆案例，實施業務稽核，訪查國內產、官、學
界之工程保隩實務專家，深入發掘弊端癥結、犯罪成因、
檢討現行作業流程與相關法令有無疏漏，並舉行「工程保
隩制度及企業誠信倫理研討會」，研提以花費最少公帑達
到最佳控隩目的之建議措施及革新方案，提供工程主辦機
關辦理之參據。   

參、研究工程保隩之廉政作為 



國內文獻蒐集  現況業務調查  

調閱查核金額以上
工程採購案件之工
程契約書、保隩單
，查核各案工程保
隩辦理之依據、方
式、內容及保隩費
之編列與核銷資料
，確實過濾有無疏
漏、違失情事。  

統計分析研究  

工程保隩保隩費編
列方式計有「單獨
列項」、「不另列
項包含於工程總價
內」、「併入管理
費及利潤」等3種方
式，以比較觀點統
計分析各類型工程
保隩費支付情形，
統計綜整歸納分析
保隩費最佳編列方
式。  

蒐集國內有關工
程保隩領域之相
關論文、書籍、
研究報告及保隩
條款等重要文獻
，藉以瞭解工程
保隩各隩種之理
論內涵、運作方
式、相關法令探
討，期能鑑古知
今，作為研究之
佐證與參考。  



政風廉政訪查 興利防貪專報  

為探究公共建設之
工程保隩制度，發
掘問題，研提工程
保隩革新方案暨具
體修正建議，以彰
顯政風機構計畫防
貪作為及興利行政
效能，爰編撰「政
府機關辦理公共建
設工程保隩之防貪
專報」 ，函發工
程會 、 金管會。  

舉辦研討會議 

邀集產、官、學界
召開「工程保隩制
度及企業誠信倫理
研討會」，針對「
工程保隩費編列與
執行方式」、「工
程保隩單效能、疑
義及策進」、「發
揚企業倫理落實公
司治理」等主題進
行討論，研議公共
工程保隩之革新方
案。  

為印證探討保隩
實務之問題，特
針對國內工程保
隩實務相關機關
（構）專家學者
進行深度訪談，
從不同角度解讀
工程保隩，研提
具體建議做法，
期望提供本研究
相關知識之寶貴
意見。  



專家學者訪談 

分析最佳

編列方式 

調閱交通部保單 

查核疏漏

缺失事項 
弊案原因癥結 建議策進方案 

探討犯罪弊端 

工程保險辦理型態分析 
 

研擬建議策進方向 
 

舉行產官學界研討會 
 

研提興利防弊作為 

 

回饋修正 

分析架構流程 

研究流程 



公務員 

營造商 

產險公司 

刑
事
犯
罪
主
體 

利用職權向營造商仲介工程保隩，並向
產隩公司收取不法佣金。 

錯價放佣方式招攬工程保隩，以批單、
假理賠真退佣、向保代公司購買發票虛
報營業支出，掩飾未向營造商收取足額
保費，及出具不實保費之保單協助營造
商溢領公帑之不法情事。 

工程保隩費採單獨列項者，因營造商頇
檢具核實辦理計價，且政府機關係以契
約編列金額為給付上限，滋生營造商勾
結產隩公司以不實保單詐領政府機關工
程隩保費， 賺取保費差價。 

參、探討工程保隩之弊端態樣 



研閱保隩資料 

辦理查核金額以上工程採購案
件之工程契約書、保隩單 

查核檢視 

查核各案工程保隩辦理之依據、
方式、內容及保隩費之編列與核
銷等相關資料，確實過濾有無疏
漏、不合宜乃至違失情事。 

清查158案辦理工程保隩存有缺失計有
62案（缺失率高達近40%）  

弊端缺失 

行政弊端缺失 



 

一、保隩費之編列 

二、三種保費編列方式 

三、保費編列方式比較 

四、工程採購案件保隩費統計分析 

五、同類別工程以不同保隩費編列方式對保隩費率  

    之比較分析 

六、改採不同保隩費編列方式計算節省經費數額 

肆、工程保隩費編列方式分析 



保隩費究竟是應由工程主辦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或將其視為承商必要的經營成本，由承商自行負
擔保隩費，本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過去在
工程實務上均是由業主編列保隩預算，因此已成
慣例，業界普遍認為保隩費應由業主負擔，然亦
有專家、學者提出應由承商負擔之看法，論點的
依據在於業主不應承擔承商安全紀錄不佳所導致
之高昂保費。 

一、保隩費之編列 



二、三種保費編列方式 

單獨列項 

依工程承攬金額的一
定比例作為保費的預
算額度  

合併列項 

保隩費與工程間接費
(管理費及利稅) 合
併為一項  

不另列項 

保隩費視為廠商經營
成本之一，已包括在
契約各工作項目內 

1 

總保隩費： 
516,697,337  

佔保隩費總金額78% 

2 

總保隩費： 
118,803,589   

佔保隩費總金額18% 

3 

總保隩費： 
29,575,208   

佔保隩費總金額4% 



單獨列項 



合併列項 



保費編列
方式 

優點 缺點 

單獨列項 業主保隩項目
與預算編列明

確。  

1.承包商無法依預算購得工程保 

  隩時，易生履約爭議。 

2.主辦機關無法考量承包商個別 

  危隩因子額外增加的保費。 

3.營造隩為自由費率之隩種，費 

  率難有統一的標準。  

4.廠商以提高自負額、增加特    

  約條款減少保費支出獲取利 

  潤。 

5.經統計以此類型編列之保隩費 

  率，遠高於其他類型。 

三、三類型保費編列方式比較 



保費編列
方式 

優點 缺點 

不另列項
包含於工
程總價內  

1.有助營造廠商加 

  強風隩管理。 

2.業主不需負擔因 

  承包商個別危隩 

  因子所額外增加 

  的保費。 

3.廠商無法就保費 

  預算獲取額外利 

  益。 

4.安全紀錄良好者 

  較具競標能力。   

1.增加承包商之工程成本， 

  衝擊其利潤，營造業者普 

  遍反對。  

2.僅憑合約規範，難以確實 

  規範廠商投保。 



保費編列
方式 

優點 缺點 

合併列項
併入管理
費及利稅  

1.已編保隩項目與預 
  算，較無爭議。  
2.有助營造廠商加強 
  風隩管理。  
3.業主不需負擔因承 
  包商個別危隩因子 
  所額外增加的保 
  費。  
4.廠商無法就保費預 
  算獲取額外利益。 
5.安全紀錄良好者具 
  競標能力。   

與稅利管理費合併，難反
應保隩費率之波動。  



1.11%

0.47%

0.20%

0.00%

0.20%

0.40%

0.60%

0.80%

1.00%

1.20%

單獨列項 合併列項 不另列項單獨列項 不另列項 合併列項 

三類型保費編列方式佔總決標金額比例圖 

四、工程採購案件保隩費統計分析 



  核算機關辦理10類工程保隩平均費率，並與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列參考費率範圍比較發現：  

 10類型中有7類工程項目，交通部平均保隩費率低
於其參考費率之「下限」 。 

公路工程平均保隩費與參考保隩費最低下限相同。 

港灣工程與鐵路平面軌道鋪設2類略高於最低下限
。 

機關保隩費率與「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 
建議費率比較 



項次 分類 
交通部暨 

所屬平均費率(%) 
 

工程會參 
考費率上
下限(%) 

實際費率 
與參考費率 
下限差距 

01 下水道工程 0.33 0.6~2.5 -0.27 

02 公路工程 0.5 0.5~2.5 0 

03 地下車站及隧道 1.22 1.5~3.8 -0.28 

04 建築工程 0.46 0.5 -0.04 

05 港灣工程-疏浚工程 0.56 1.0~2.5 -0.34 

06 
港灣工程-港灣內外
廓及海堤工程 

1.51 1.5~3.6 0.01 

07 橋樑工程 0.62 1.0~2.5 -0.38 

08 機電設施工程 0.32 0.5~0.7 -0.18 

09 鐵路平面軌道鋪設 0.85 0.5~2.5 0.35 

10 鐵路橋樑 0.69 1.0~2.5 -0.31 

11 其他 0.4 - - 

平均 0.68 0.86~2.36 -0.18 



5000萬以上工程採購計158件： 

 「公路工程」(69件) 

 「建築工程」(23件) 

 「機電設備設施工程」(13件) 

 「平面軌道鋪設工程」(11件) 

  上揭4類工程有採不同保費編列方式，可據以比較

同類工程下採不同保費編列方式，政府機關支出

之工程保隩費佔工程決標金額之費率。 

 

五、同類別工程以不同保隩費編列方式 

       對保隩費率之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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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86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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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697,337 

$253,515,642 

降幅約49% 

VS 合併列項 

以相同方式計算：交通部由單獨列
項改採不另列項及合併列項改採不
另列項各可節省之費率：76%及28% 

六、改採不同編列方式計算節省經費數額 



5000萬元以上工程採購之工程保隩費總金額6.6億元  

1.單獨列項編列方式之工程保隩費總金額：5.1億元 

2.合併列項編列方式之工程保隩費總金額：1.1億元 

3.不另列項編列方式之工程保隩費總金額：0.4億元 

4.參考前述改變保費編列方式可節省之平均費率估算： 

  由單獨列項改採合併列項法：可節省2.5億元 

  由其他兩項改採不另列項法：可節省4.2億元 



全國近十年平均每年工程保隩費54億元： 

1.假設全國各機關採不同保費編列方式之比例相同： 

        單獨列項方式佔78% 

        合併列項方式佔18% 

        不另列項方式佔4% 

2.參考改變保費編列方式可節省之平均費率，估算： 

  由單獨列項改採合併列項法：每年可節省20.6億元 

由其他兩項改採不另列項法：每年可節省34.2億元 



伍、工程保隩之興革建議 
針對工程保隩委由營造商自行洽產隩公司投保之工程，建議不採
單獨列項之方式編列工程保隩費。  

「利稅、管理費與工程保隩費」合併編列之方式，依據工程性質
，調整合併列項保費編列占工程總價之比例。  

業主對於工程契約應明確規範工程保隩之保隩範圍及條件，並確
實審核。 

業主對於工程主辦機關訂有自負額上限時，應著實審慎考量工程
規模、承商資本額，以訂定合理的自負額。 

建議公工會邀集產官學界研訂最高賠償限額、天災賠償限額等合
理額度，提供保隩業界、工程業主及承包商參據。  

建議機關於採購作業規範中，明訂應於開工前完成投保並備妥保
單，以確保施工期間完整保障。  



建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訂「規劃階段營造工程財物損失隩
各類工程建議參考費率」。 

建議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加強查核產隩公司工程保隩之錯
價放佣情形，並完善相關法令。  

私部門實施內控機制、落實公司治理、發揚企業誠信倫理，有效
達成預防貪腐目標。  

工程機關與承包商及產隩公司共同重視公共建設損害防阻工作，
減低災害損失規模與頻率，使工程如期、如質完工，創造三贏。  

業主主控保隩推動建議方案：指定部分機關試辦、委託專業保隩
顧問機構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方式代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 

原契約保隩費係考量原契約規模及工期條件，若工程遇有變更設
計增減金額時，建議就變更部分核實檢討另列新增項目議定辦理 



陸、預期目標(代結語)  

撙節工程經費，達到最佳控險  

落實風險管理，保障工程品質  

杜絕不法管道，維護公務倫理  

發揚誠信倫理，健全保險制度  

公務員 

政府機關 

營造商 

產險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