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地 □除草定型化契約(範本)
契約審閱權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經甲方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少為

7 日），乙方並應於簽約前將契約內容逐條向甲方說明。
甲方簽章：
乙方簽章：
立契約書人
消費者:

(以下簡稱甲方)

廠 商:

(以下簡稱乙方)

乙方登記證書字號或專業證照字號：

茲因甲方委託乙方辦理整地除草作業，甲方須出具土地所有權相關證
明文件，乙方應會同甲方到場估價，填妥作業估價單，並同時出示空
白定型化契約書，雙方同意根據估價單內容，訂立契約條款列明如下：

第一條 勞務作業名稱:
□整地 □單次除草 □定期除草
第二條 勞務施作地點:
冬山鄉

段

小段

地號

第三條 勞務施作面積:
公頃（每公頃=10,000 平方公尺）
第四條 勞務施作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定期除草簽約施作期間為一年含以上)

年 月 日止。

第五條 勞務作業總價:
計新台幣

元（含稅），詳如估價單。

第六條 付款方式:
一、簽約時預付定金新台幣
二、餘款新台幣

元。

元：

□於勞務作業完成經甲方確認後支付，乙方應簽發收據
給甲方。
□依契約期別（共_____期），每期於勞務作業完成經甲
方確認後支付________元，乙方應簽發收據給甲方。
三、其他（甲乙方共同約定之）：
第七條 乙方告知事項
乙方應告知甲方下列事項：
一、依宜蘭縣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第五款
及第五條規定：公私有土地未妥善管理，致雜草長度超
過六十公分者，或其他有礙環境觀瞻者，經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未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一萬
二千元以下罰鍰，並再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
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二、於山坡地保育條例之山坡地範圍內土地進行整地，須先
向宜蘭縣政府申請簡易水土保持或水土保持計畫，經審
核通過後始得進行整地作業。
第八條 甲方負責事項
甲方應負責下列事項：
一、甲方應出具土地所有權相關證明文件
二、甲方應明確告知乙方勞務作業施作範圍及相關注意事項。
三、施作範圍內之廢棄物或雜物由甲方自行清除或整理。
四、施作範圍若屬山坡地保育條例之山坡地範圍，甲方須先
向宜蘭縣政府申請簡易水土保持或水土保持計畫，經審
核通過後再通知乙方進行整地作業。
第九條 乙方負責事項
乙方應負責下列事項：
一、乙方應依本契約書、所附圖說文件及估價單施工，

其有違反致甲方或其他第三人任何損害，乙方應負
賠償責任。
二、乙方作業完成後應進行公共區域環境復原清潔，並將
施工期間內造成公共設施之損害予以修復。
三、乙方應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以避免發生損及他人生
命、身體、健康或財產之事故；如遇有緊急事故，乙
方應立即採取必要之措施，並儘速通知甲方。
四、乙方應遵守環境保護、勞工安全衛生等相關法規。
第十條 乙方執行業務作業規範
乙方執行業務應符合下列規範：
一、整地：
（一）乙方需詢問甲方確認施作範圍是否位在山坡地保育條
例之山坡地範圍，若屬山坡地範圍，須待甲方之簡易
水土保持或水土保持計畫取得宜蘭縣政府同意後始
得進行。
（二）非經申請不得有土方之移進或移出情況。
（三）未經特別約定，地面雜草採就地掩埋並進行整平處理。
二、除草（單次及定期）：
（一）乙方須採用人工、機械、生態…等友善環境方式進行
除草，不得使用除草劑或其他化學藥劑進行除草，以
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及藥物殘留。
（二）乙方完成除草作業後草莖高度應在 15 公分以下。
三、定期除草：
（一）乙方每年進行約定之定期除草作業，原則以每期期初
進行一次除草作業，但配合雜草之季節生長速度，可
於知會甲方後調配於夏季縮短，冬季延長除草期間，
避免雜草超過 60 公分。
（二）乙方除定期除草作業外，不得於標的土地上進行農作
物種植，興建設施…等非約定行為，一經發現則依相
關法規進行處理。
四、乙方之現場作業人員於工作期間嚴禁喝酒、吸食毒品或
其他危害工作安全之行為，若有違反情況，依相關法規
處理。
第十一條 違約之處理
甲乙雙方違約之處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乙方違約之處理：乙方應於約定時間內完成約定作
業，若未能於約定時間完成，甲方得請求個別按日以
契約總價，每逾期 1 日，課以契約總價千分之一之

遲延違約金，違約金總額以本契約總價百分之十為
限，並應賠償甲方所生之損害。但因甲方之因素或不
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遲延者，不在此限，應由甲
乙雙方另定時間繼續完成。
二、甲方違約之處理：甲方未依約定付款時，經乙方書
面定相當期間催告履行，仍不履行付款者，乙方得
請求個別按日以契約總價，每逾期 1 日，課以契約
總價千分之一之遲延違約金，違約金總額以本契約
總價百分之十為限。
第十二條 契約解除
甲乙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本契約：
一、乙方簽約後，無正當理由遲未依第四條約定期限
進場施工，經甲方書面催告逾 15 日仍未進場者，
甲方得以書面解除本契約。
二、甲方無正當理由遲未交付場地，致乙方無法進場
施作，經乙方書面催告逾 15 日仍未交付者，乙方
得以書面解除本契約。
第十三條 契約終止之事由
甲乙雙方契約終止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甲方之終止權：
(一)本契約工程未完成前，甲方得以書面終止契約，
但應賠償乙方因契約終止而產生之損害。
(二)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能依第四條規定施
工期間完成工作，經甲方書面催告逾 15 日仍無
法完成者，甲方得以書面終止本契約。
二、乙方之終止權：
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致乙方無法繼續施作者，
經乙方書面催告逾 15 日仍未改善者，乙方得以書
面終止本契約。
第十四條 契約終止後之處理
契約終止後甲乙雙方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結算：
一、非可歸責於甲、乙雙方部分：
已施作之勞務經雙方驗收同意者依估價單內項
目及單價結算。
二、可歸責於甲方部分：
已施作之工程經雙方驗收同意者，依估價單內
項目及單價結算，甲方並應賠償乙方因契約終止
而產生之損害。

三、可歸責於乙方部分：
已施作之工程經雙方驗收同意者，依估價單內
項目及單價結算，乙方並應賠償甲方因契約終止
而產生之損害。
第十五條 爭議處理
管轄法院：就本契約所生之爭執，雙方同意以_________地方法院
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惟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及民事訴訟法有關
法院管轄之規定。
第十六條 附件效力及契約分存
本契約併同估價單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並自簽約日起生效。
第十七條 未盡事宜之處置
本契約有未盡事宜者，依政府相關法令規章及平等互惠與誠實信用
原則協議之。

立委任契約書人
甲

方：

統一編號或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乙

方：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整地除草估價單
台照
□整地
項目

年

月

日

幣別：新台幣
地號
面 積 單
價 金 額
（位置） （公頃） （元/公頃） （元）

備

註

挖土機
作業費

依整地面積由廠商自行
決定挖土機型式

挖土機
載運費

含來回二趟載運費
合 計

□單次除草
項目

地號
面 積 單
價
總金額
（位置） （公頃） （元/公頃） （元）

幣別：新台幣
備

註

單次除草

□定期除草（每年 4 次）
項目

地號
面 積 每期單價
總金額
（位置） （公頃） （元/公頃） （元）

定期除草
（4 次）

定期除草
（6 次）

備

註

定期除草簽約施作期間
為一年含以上

□定期除草（每年 6 次）
項目

幣別：新台幣

地號
面 積 每期單價
總金額
（位置） （公頃） （元/公頃） （元）

幣別：新台幣
備

註

定期除草簽約施作期間
為一年含以上

備註：以上之價格包含工資、機具設備、油料、稅金及利潤等相關費用。
廠商名稱（姓名）：
（蓋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電
話：
地
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