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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實務解析
暨政風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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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蘇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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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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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 
      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 
      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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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立法宗旨 



公平:差別待遇禁止與公平對待 

規格、規範之訂定以功能、效益為主(§26) 

廠商資格之訂定不得不當限制競爭(§37) 

利益迴避(§15)及請託關說(§16)均有具體規定 

圍標(§87)、綁標(§88)之界定及罰則(第七章) 

爭議處理(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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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資訊於工程會之資訊網站或政府採購 
     公報公布周知。可減少採購人員與廠 
     商勾結情形，廠商可評估參與政府採 
     購風險，減少履約不確定性。 

政府採購公報及招標資訊系統(§27) 

得公開採購預算(§27)、底價(§34) 

除特殊情形外底價應於決標後公開(§34) 

得要求機關澄清招標文件之疑義(§41) 

得要求廠商澄清投標文件之疑義(§51) 

得與廠商協商投標內容或招標規定(§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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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採購應遵循之原則 

第6條:辦理採購應遵循4原則 

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
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
待遇(差別待遇禁止原則)。 

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
得基於公共利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
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 (適正裁量原則) 。 

適正裁量：合法、可受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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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額.查核.公告.小額採購金額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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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金額 小額金額 公告金額 查核金額 巨額採購 

工程採購 10萬以下
（不含１０萬） 

100萬 5,000萬 2億 

財物採購 10萬以下
（不含１０萬） 

100萬 5,000萬 1億 

勞務採購 10萬以下
（不含１０萬） 

100萬 1,000萬 2,000萬 

採購金額認定標準(單位：新臺幣) 



預算金額、預計金額及預估需用金額 

細則§26條第1項  

預算金額：得用以支付得標廠商契約價金。 

預計金額：採購案預估決標金額。 

預估需用金額：預算案尚未經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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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金額認定 

分批採購：全部批數之預算總額。 

複數決標：全部項目或數量之預算總額 
         (標的不同個別計算)。 

後續擴充：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計入。 

單價決標：預估採購所需金額認定。 

租期不確定：每月租金48倍。 

預算未經立法程序：預估需用金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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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方式與決標方式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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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 

限
制
性
招
標 

議價 

比價 

公開
評選 

公開取得 

最低標 

最有利標 

準用最有利標 

參考最有利標精神 

招標方式 決標方式 

各級距
採購金
額均可 

適用未達
公告金額 



常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 
態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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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錯誤態樣種類 
苗栗縣政府106年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及改善建議 

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工程企字第10500111760號修正)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工程企字第10400338140號)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工程企字第09900250030號)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採購常見錯誤態樣(工程企字第
09600351690號) 

機關傳輸政府採購資訊錯誤行為態樣(工程企字第09400072390號)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常見誤解或錯誤態樣(工程企字
10400304570號修正) 

評分及格最低標錯誤行為態樣(工程企字第10500292300號)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工程企字第10000418530號) 

機關辦理文化創意採購缺失態樣(工程企字第09800389630號)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常見遲延付款缺失態樣(工程企字第10000398230號) 

建築工程規劃設計可能綁標行為態樣(工程企字第10400282600號) 

宣導參考資料/苗栗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06年稽核監督所見錯誤行為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doc
宣導參考資料/苗栗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06年稽核監督所見錯誤行為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doc
宣導參考資料/苗栗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06年稽核監督所見錯誤行為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doc
宣導參考資料/苗栗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06年稽核監督所見錯誤行為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doc
宣導參考資料/苗栗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106年稽核監督所見錯誤行為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doc


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採購稽核重點。 

留意各種採購錯誤行為態樣，避免缺
失重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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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常見問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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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常見問題解析 

分批採購與分別採購的不同 

廠商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 

不當技術規格妨礙競爭 

限制性招標應敘明各款符合情形 

底價訂定程序、洩漏底價刑責 

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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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採購與分批採購的不同 
項目 分別採購 分批採購 

定義 

符合施行細則第13條之要件，
分別辦理：1.不同標的。2.
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3.不
同需求條件。4.不同行業別
之採購。 

同一年度對同一標的或同一類似
標的(得由同一行業別之廠商提供
且由機關指定同一廠商提供者）
辦理二次以上採購者。 

核准 
權責 

除採最有利標決標原則者外， 
無辦理採購前應報准之程序。 

合併全部批數之預算總額為採購
金額，其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
報請其上級機關核准；在未達公
告金額者，應報請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核准。 

採購 
程序 

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
辦理。 

除應合併全部批數之預算總額為
採購金額外，均依政府採購法及
其相關子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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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辦理分批採購、分別採購？ 
有分批辦理之必要，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應
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或
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機關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預算書已
標示分批辦理者，得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辦法之適用，分批辦理未
達公告金額但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依採購標的、施工或供應地區、需求條件或行
業廠商之專業項目經評估為不同者，得分別辦
理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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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投
標廠商之基本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 

例如：「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
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
」第2條至5條規定，土木包工業承攬限額為
600萬元，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限額為2,250
萬元，乙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限額為7,500萬
元，甲等綜合營造業承攬限額為其資本額之
十倍，專業營造業承攬限額為其資本額之十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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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 



§ 36: 

機關辦理採購，得依實際需要，規定投標廠商之基
本資格。 

特殊或巨額之採購，須由具有相當經驗、實績、人
力、財力、設備等之廠商始能擔任者，得另規定投
標廠商之特定資格。 

第1項基本資格、第2項特定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
之範圍及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 

§ 37: 

機關訂定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
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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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資格規定為何？ 



善用政府採購法選擇優良廠商決標 
-確保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 

105.8.23工程企字第10500267800號函 

機關依資格認定標準第2條第2款訂定與履約能
力有關之基本資格時，得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
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廠商應附具之證明
文件或物品：二、廠商具有如期履約能力之證
明。如迄投標日止正履行中之所有契約尚未完
成部分之總量說明、此等契約有逾期履約情形
者之清單、逾期情形及逾期責任之說明、律師
所出具之迄投標日止廠商涉及賠償責任之訴訟
中案件之清單及說明或廠商如得標則是否確可
如期履約及如何能如期履約之說明等。 21 



投標廠商正履行中之契約如已有逾期情形，
其再得標其他採購案，易增加再度發生有延
誤履約期限之風險；就投標當時縱非經機關
依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
公報之廠商，機關為確保得標廠商具備履行
契約所必須之能力，仍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
需要，依前揭規定，將「廠商具有如期履約
能力之證明」訂為基本資格條件；如投標廠
商正履約中之契約有延誤履約期限之情形（
該逾期係可歸責於廠商者），機關得視個案
情形斟酌認定該廠商不符合履約能力之基本
資格。 22 



最有利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決標者，得依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5條第6款規定，
將廠商過去履約績效如履約紀錄、經驗、
實績、法令之遵守、使用者評價等情形納
入評選項目，多元審查廠商履約能力。 

非屬特殊或巨額採購，不得訂定投標廠商
之特定資格(廠商應附資格文件，不得增列
法規所無之規定，例如：規定所無或過嚴
之條件）。 

根據政府採購法§36、 §56、 §10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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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態樣 

限非屬法規規定之團體會員方可投標，
例如：某某旅行協會會員 

限特定地區公會之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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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訂定 

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廠牌時，應
註明「或同等品」字樣。 

機關訂定之技術規格無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
，且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必
須於招標文件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廠牌時，應
註明「或同等品」字樣。 

政府採購法第26條執行注意事項第8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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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訂定 

廠商於使用同等品前，應向機關提出並
完成審查，方得使用。 

廠商應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
益、標準或特性比較表等相關資料。 

政府採購法第26條執行注意事項第10、11、
1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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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之規定為何? 
§ 26：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
招標文件。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 

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標示之擬
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質、性能、安全、尺
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
法及評估之程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 

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
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
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
諸如「或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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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技術規格，涉及廠商能否投標或得標，
若訂定不當，極易流於綁標。為杜絕不
法人員藉不當之技術規格妨礙競爭，甚
或謀取不法利益，爰明定招標文件規格
之訂定方式，且不得限制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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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之訂定限制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 

招標文件所定供不特定廠商競標之技術規
格，應以達成機關於功能、效益或特性等
需求所必須者為限。 

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
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有無限
制競爭，應以有無逾機關所必須者認定之
，而不以符合該規格之廠商家數多寡作為
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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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者，廠
商提出時機及辦理方式 

投標階段：於招標文件規定廠商於投標文
件內預先提出者。其經審查非同等品者，
為不合格之廠商。 

履約階段：於招標文件規定得標廠商得於
使用同等品前向機關提出，及機關審查同
等品所需時間。經審查為同等品者，方得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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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等品如何確認？ 
廠商提出同等品時，應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
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比較表等相關資料，以供
機關審查。其經審查為同等品者，方得使用。 

所提同等品其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不低於招
標文件所要求，並得予以檢驗或測試。 

其價格如較契約所載原要求或提及者為低，應自契
約價金中扣除；至於與同等品有關之稅捐、利潤或
管理費等相關項目，如係另列一式計價者，依同等
品金額與原契約金額之比率扣減之。其價格如較契
約所載為高，應以原契約價金為準，不得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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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應敘明各款符合情形 

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辦理
限制性招標，應由需求、使用或承辦採
購單位，就個案敘明符合各款之情形，
供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細則§ 23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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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金額計算方式 

招標文件含有選購或後續擴充項目者，
應將預估選購或擴充項目所需金額計入
採購金額。 

採購金額應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
條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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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訂定 

訂定底價，應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資
料等文件。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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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 

§ 46 

細則§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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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底價時機 
施行細則§ 54條： 

公開招標採分段開標者，其底價應於第
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限制性招標之比價，其底價應於辦理比
價之開標前定之。 

限制性招標之議價，訂定底價前應先參
考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 

依本法第49條採公開取得三家以上廠商
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其底價應於進
行比價或議價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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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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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3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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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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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態樣 

無市場行情、政府機關決標資料及分析。 

限制性招標之議價，訂定底價前未先參考
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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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價於決標前(公告前)，應予保密。 

例如：保留決標時，開標當場不得宣
佈底價，且開標紀錄不得載明底價。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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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底價有何刑責？ 

違反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3項前段「底價
於開標後決標前，仍應保密」之規定，
涉有刑法第132條第1項公務員洩漏或交
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同條第2項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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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底價陳判、開標及保留決標階段
洩漏底價 
先就開標結果製作紀錄後，分別由承辦
開標人員、主持開標人員及監辦開標人
員(無者免)完成簽認，確認審標結果後
，再由主持開標人員依紀錄宣讀開(決)
標結果。 

屬保留決標或廢標者，尚屬未決標階段
，無需填列底價，且不得宣讀底價；屬
決標者，主持開標人員得不宣讀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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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底價陳判、開標及保留決標階段
洩漏底價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擔
任主持開標人員，並儘可能指定熟稔政
府採購法令之採購單位專責人員擔任主
持開標人員。 

主持開標人員如非由採購單位專責人員
擔任者，宜由採購單位人員協助主持開
標人員辦理開、決標作業程序，以避免
前揭洩密行為態樣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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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
執行程序 
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時，
應依政府採購法第58條及「依政府採購法
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
件之執行程序」規定辦理。 

政府採購法第58條 

政府採購法第58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
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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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標價偏低廠商提出說明 
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之事項，可
包括： 

1、標價為何偏低 

2、以該標價承作，為何不會有降低品質、不
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並據以
作為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理之依據。廠商
提出之說明，與完成招標標的之事項無關
者，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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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標價偏低廠商提出說明 

機關限期通知廠商提出說明，其所訂期
限及認定廠商說明是否合理之程序，應
迅速合理，避免最低價與其他廠商串通
瓜分利益，藉不提出說明或提出不合理
之說明等情形，使機關不決標予該廠商
，改決標予其他標價較高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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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70%，可否
要求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 
最低價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
認為該說明合理，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差
額保證金，照價決標予最低標。 
最低價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
其提出之說明經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或尚非
完全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
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不通知最低標提出
差額保證金，逕不決標予該最低標，該最
低標表示願意提出差額保證金者，機關應
予拒絕。 45 



97.3.4工程企字第09700077920號 

貴校辦理當日往返之「96學年度7年級校外教學
活動」，得否指定旅遊地點之疑義。 

來函所述指定旅遊地點為「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屬廠商經營之遊樂區，該案如係屬公告金額以上之
採購，違反政府採購法第26條規定，本會96年2月8
日工程企字第09600054830號書函已有說明。教學
活動為當日往返者，亦同。 

至於上開教學活動，如遊樂區部分已由機關依政府
採購法規定向該遊樂區廠商完成採購，並於招標文
件敘 明投標廠商報價無需涵蓋遊樂區部分者，則
招標文件 載明旅遊地點，尚無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26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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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教學活動，得否指定旅遊地點之疑義 



工程企字第8815298號函 

未達公告金額採購得不適用§26。 

惟應審酌其正當性，以免違反採購法第6條第1
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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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可否指定廠牌？ 



103.4.24工程企字第10300135870號函 

機關辦理採購，其訂定底價及廠商報價
超底價之減價程序，請依規定謹慎處理
，避免發生爭議。 

邇來有廠商於減價時，因機關人員建議照底
價減價，而書明以底價承作，惟決標後廠商 
認為底價金額偏低不合理，被機關人員誤導
減價，而提出異議、申訴。 

為避免發生類似爭議，請各機關依本法第46 
條第1項規定訂定合理底價，依本法第34條 
第3項規定於決標前對底價保密，並於廠商
減價過程勿主動建議廠商減至底價。 

48 

廠商減價過程勿主動建議廠商減至底價 



88.07.19日工程企字第8808912號函 

貴府函詢辦理公有公營及公有民營學校午餐之採購及各級
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代辦學生文具、服裝等採購案，是否
適用政府採購法疑義。  

公立學校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採購，如係以學校名義辦
理招標，並作為簽約主體，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以下簡
稱本法）；如係以員生消費合作社或家長會名義辦理，
不適用本法 。 

法人或團體（如前揭合作社、家長會及私立學校）接受
機關補助辦理採購，適用本法第4條之規定；機關委託
法人或團體代辦採購，適用本法第5條之規定；公立學
校以補助之預算辦理採購，適用本法規定。 

機關食材委託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者，其委辦應適用本
法之規定。 

僱用廚工如係依機關人事法規辦理，不適用本法；如係
由員工消費合作社僱用自不適用本法。 49 



學校辦理校外教學，可否於招標文件內
容載明由廠商負擔參加帶隊老師費用? 

§6 公共利益？公平合理？差別對待？ 

教職員工之費用應該由服務學校或主管機
關相關經費核實支應。避免廠商將隨行人
員費用納入額外給付事項，造成可能影響
活動品質或學生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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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教國署國字第1030011923號函 



分別辦理採購之案例  

辦理三項豬隻疾病疫苗採購案，標的不同，
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得分別辦理招標
(88.9.15工程會8813738) 

鄉立托兒所16所20班分散於各村落，擬由各
托兒所依統一餐點表自行辦理採購，合於採
購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稱之依不同供應地區
所分別辦理者(88.9.14工程會8813485)  

採購圖書之作業方式，每一種圖書之需求，
可視為一個採購，得視需要分別辦理。其將
數種圖書彙整後向同一供應商一次採購者，
視為一個採購 (88.7.16工程會88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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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台端函詢辦理中央機關補助相
關商港建設採購疑義案 

旨揭疑義，來函所指各項工程如屬依不同標
的或不同施工地區分別辦理者，非屬政府採
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四條所定意圖規
避本法適用之分批，本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
已有明定。惟於梧棲鎮轄區內以同一補助款
辦理已可預知之同性質工程，為避免化整為
零，違反本法第十四條規定，宜併案招標或
採複數決標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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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3.20工程企字第90007893號函  



續上頁 

另查來函附件所列二十三項建設中有十
一件之預算金額在九十萬元至一百萬元
之間，比例偏高，有無規避公告金額以
上採購規定之意圖，請招標機關、補助
機關、上級機關予以檢討。 

呼氣酒精測試器、分析儀年度校正及檢
驗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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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16-苗警106年決標案件-上課.xlsx
107.03.16-苗警106年決標案件-上課.xlsx


不當分批 vs.分項複數決標 

分批（出於善意？或圖利？） 

鄉內路燈維護案，認一家廠商承攬，可能分
身乏術，影響用路人安全，分為4案辦理， 
招標結果，4案均同一廠商得標。 

辦綠化採購案，研析植栽與盆花屬不同行業
廠商專業項目為由，分別辦理，決標結果，
卻由同一廠商得標。 

合併辦理卻造成限制競爭？ 

某國小辦理教具採購，為免除分批疑慮，爰
將鋼琴、教學CD、圖書等數十項性質迥異之
採購品項併為一標，由於同時能供應所有品
項之廠商為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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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性運用→分項複數決標 

採購人員難為 
   -大家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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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