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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招標

 00 
三家合格廠商之定義

Q :  甲公司日前參加一個標案，宣布開標時有0家廠商，結果審標

後有0家不合格，甲、乙公司是不合格標。但招標機關仍繼續

開標，結果是丙公司得標，這樣對嗎？怎樣才算0家合格？如

果開標前有0家，開標後有0家不合格，那還可不可開標？

A  0.   採購法第00條第0項所稱「0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係指依本

法施行細則第00條規定：0家以上廠商投標，而其所投之標

單符合下列條件：「依本法第00條規定方式送達投標文件」

（準時）及「無本法第00條第0、0項及第00條第0項規定不

予開標之情形」及「無本法第00條第0項不得參加投標之情

形」。凡符合本法施行細則第00條規定，又達0家以上之數

量，即為「0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須依招標文件規定開

標。

0.  簡言之，機關依招標文件所定時間開標時，開啟標封前須為

「形式審查」，審查內容為廠商所投之標封是否符合本法

施行細則第00條所定0項條件；啟封後則依招標文件規定為

審查，此為「實質審查」；只要通過形式審查之廠商超過

0家即應開標，即便後續實質審查後，合格廠商不足0家亦

不影響開標；至其開標程序則依正常程序辦理（0000.00.00.

【00】工程企字第0000000號函參照）。

0.  所以，本標案之採購機關於開標後審退兩家，僅餘兩家廠

商，基本上是沒有違反0家合格廠商的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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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團體保險招標適用採購法之疑問

Q :  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之團體保險招標是否適用採購法？

A  依規定，對於適用採購法的要件如下：

一、必須是財物、勞務或工程的採購。

二、 必須是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簡稱機關）辦理

的採購。

所以，只要是以機關為簽約主體的財物、勞務或工程採購，就

必須適用採購法。因此，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團體保險採購，

如果不是以機關名義辦理或簽約，原則上是不適用採購法的。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

0.   如果機關對員工團保有撥款補助，撥款金額超過公告金額

（新臺幣000萬元以上），且占採購金額的半數以上，則雖

然簽約或採購者是職工福利委員會，仍然要依採購法辦理，

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採購法第0條參照）。

0.  如果這項團保是機關對員工的福利照顧，由國庫預算支應。

那麼，不論金額多少，簽約主體是誰，都應視為委託採購，

適用採購法（採購法第0條參照）。

 00 
政府電子採購網電腦周邊的疑慮

Q :  如要看電腦週邊設備的標案，要看哪一類？

001-332.indd   4 2014/9/2   11:10:39 AM



1Part

5

第一篇　招標

A  0.   政府採購之標的，大別為工程、財物與勞務；電腦周邊應屬

財物採購，因此可去財物採購類查詢，或在其子項中可找

到。

0.  然而可能必須注意的是，政府採購的常用途徑，除了公開、

選擇與限制性招標外，對於常用或通用物品或勞務，另有以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之方式獲得採購標的，亦即，一機關就共

通需求之財物或勞務，與廠商簽訂契約，他機關得循此契約

逕行採購，免再經招標程序（採購法00條、共同供應契約實

施辦法參照）。

0.  就所知，電腦、周邊及耗材似早有共同供應契約，若然，則

在政府採購公告中將不會見到此類購案。因此，若想參與此

類購案，可能要注意徵求資訊周邊或耗材的廠商共同供應契

約招商公告。

 00 
國家採購有品質嗎？

Q :  請問政府機關採購如何要求具有品質管理制度的廠商，以保障

買方（政府機關）的抽樣具代表性？因為採購法規定不得要求

具有品質管理系統制度為選廠條件，但是當廠商無品質管理制

度，如何保障採購物品的品質穩定性？難道採購法的用意在保

證政府機關（買方）永遠是品質穩定性的輸家？

A  0.   問題主旨在於，為何在訂定廠商資格條件時，不得將具備品

質系統（例如ISO）等，訂定必要條件？

0.  基本上，通過或建置如ISO系統之廠商或商品，當然具備有

高品質、低不良率、一定之穩定性等優點；但反過來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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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如ISO系統的廠商或產品，未必是劣品。在如ISO系統

並非公司行號設立之必要條件時，一律要求投標廠商須具有

品質系統，反而造成違反採購法第00條第0項揭示之「禁止

不當限制競爭」之立法意旨。

0. 至於如何保障品質穩定性，基本上，可以搭配幾種方式：

　⑴ 規格設計時，以國家或國際標準為依歸。

　⑵ 在履約過程中，在合約中置入履約督導要求，自原料至製

程及半成品均加以檢驗，但這相對會提高採購成本。

　⑶ 訂定驗收方式時，依需要要求檢附第三公正（信）機構之

各類證明，並嚴予查證。

　⑷於契約中訂定保固要求，當然這也會提高成本。

0.  對於特重品質之採購，還可以採用不以價格為決標條件之最

有利標決標。

0.  基本上，政府採購與私人採購都有「一分錢一分貨」的原理

存在，因此，政府採購在兼顧興利與防弊的同時，不論是

「以最低價買到最差的標的」或是「以高價買到超高品質的

標的」，都不是最佳選項。個人以為，應該是「如何以最值

得的價錢買到符合需求的標的」才是政府採購應採的衡平標

準。

 00 
未達公告金額與規格限制問題

Q :  0.   採購法第00條第0項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

訂定招標文件時，不得限制競爭（如品質、性能、安全、尺

寸、符號、術語、包裝、標誌、標示、生產程序、方法及評

估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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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未達公告金額並沒有訂定。

0. 某組織是人民團體，不是政府機關。

問題0： 接受政府補助購買推廣車，補助金額屬未達公告金

額，訂定招標文件時，該組織可以指定購買的品牌

嗎？

問題0： 如果政府補助款再加上本身的配合款（非公家經費）

已超過公告金額，訂定招標文件時，還可以指定購買

的品牌嗎？

問題0： 公告上網是必要的。補助款為00萬元，規定要購置0人

座以上推廣車，其實0人座以上的車， 00萬可能還不

夠，所以，加上配合款，想買好一點的推廣車。如果

不能指定品牌，訂定規格，規格定出來要符合0種廠

牌，那就買不到心目中想要的品牌。用哪一種方法制

定規格，才能將指定品牌形成0種廠牌裡頭最便宜的，

而不讓另外0家質疑綁標？

問題0： 採購法第00條是針對公告金額以上適用，本購案雖然

是公告金額以上，但補助款不到公告金額，依採購法

第0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其補助金額占

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

適用本法之規定；於本案是否適用？

A  0.   採購法第0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

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

上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機關之監督」。

0. 依前揭規定，其要件如下：

　⑴ 須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

　⑵ 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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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

　⑷ 前揭要件須同時成立，始有適用採購法。

0.  本案受補助金額為新臺幣00萬元，未達公告金額。故無須適

用採購法辦理採購。

0. 既無須適用採購法，則指名採購不構成採購法所稱限制競爭

（綁標）之情形。

0. 辦購建議：

　⑴  所謂不適用採購法，不僅不受採購法第00條規定之限制，

亦無須依採購法招標規定辦理，例如公開招標。其直接洽

購之效果雖等同限制性招標之結果，但非屬採購法之限制

性招標。

　⑵ 採購單位非屬機關，受補助金額未達公告金額，故可直接

向適合之廠商洽購，無綁標之虞。

 00 
政府採購未達公告金額招標問題二則

Q :  0.   公告金額以下工程採購，可否在第一次公開招標時，未達三

家，逕採限制性招標呢？其所依據法律條文？

0.  公開招標方式與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之公告有一樣

嗎？均可採用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0條辦

理嗎？

A  0.  基本上，本問題的答案是可以的，但有前提：

　⑴  其招標方式必須是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

法】第0條第0項第0款規定「依本法第00條之規定，將公

開徵求廠商提供書面報價或企劃書之公告，公開於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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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資訊網路或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以取得0家以上廠

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

辦理的。

　⑵ 簡言之，是以「公開取得0家以上廠商報價單或企劃書，

擇符合需要者辦理比價或議價」辦理的。此時可依同辦法

第0條規定，在「第一次公告結果，未能取得0家以上廠商

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改採限制性招標」辦理。

　⑶ 招標方式若依同辦法第0條第0項規定，「於公告或招標文

件中訂明開標時間地點，並於開標後當場審查，逕行辦理

決標」辦理；此時係以公開招標規定方式辦理的，即不適

用同辦法第0條之規定。

0.  【公開招標方式】與【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是不一

樣的。前者係參照公開招標方式辦理，不僅底標係於開標前

訂定，同時也無法知道廠商的報價，而且也必須適用採購監

辦程序，所以容易因參標廠商報價過高、不能進入底價而

流、廢標。但後者不適用公開開標程序，故無須監辦（同辦

法第0條第0項後段參照），且因底價訂定也因已參考廠商之

報價或企劃書而不致於乖離商情而導致流、廢標。至於二者

孰能適用【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0條辦

理？依該條文內容來看，當為後者無疑。

 00 
廠商投標資格問題

Q :  廠商基本資格卻需要有國際證照，（目前臺灣約000幾人考

取）是否有不當限制競爭而涉嫌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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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由於題意較為簡單，因此，本回答假設：您要參加一個招標

案，但關於投標資格部分，限定投標廠商須具有某項國際證

照，且此項證照在國際間甚難考取，所以您想了解，這是不

是所謂「綁標」？

0.  有關政府採購案投標資格之限制，採購法主要規定在第00、

00條（請自行參閱），其要旨為「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

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

0.  承上，前揭規定之要義，在於：招標機關所訂的投標資格，

必須以完成履約所必須者為限；亦即，不論寬緊嚴弛，悉依

履約能力為考量基準，捨此之外，即有構成不當限制競爭之

嫌。

0. 試舉一例：

　⑴  假設某工程非常重要，而且耗資甚鉅，因此要求「須具備

甲級營造商資格」。此時，不論全台甲級營造商有多少

家，都不構成不當限制競爭，必要時，甚至在符合採購

法第00條第0項各款規定下，尚可以限制性招標，不經公

告，直接邀請合格廠商前來議、比價。

　⑵ 反之，若招標機關求好心切，認為營造商規模愈大，品質

愈有保障，因此凡是工程採購，均要求「須具備甲級營造

商資格」。縱使無綁標之故意，仍屬不當限制競爭。

0.  綜上，您可檢視一下採購標的的需求，再比對招標文件中的

資格規定，如果採購需求小於資格規定，那麼，可能就不能

認為有限制競爭的問題；反之，則有。至於如何求證呢，當

是依採購法第00條及00條第0項規定，在等標期前0/0，但不

得少於00日提出異議，請求機關說明訂定該項資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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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公會證明的必要性？

Q :  請問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

明是否為投標商必要的基本資格？因主管機關要求刪除投標須

知中所列的這項規定，認為會有不當限制競爭的問題產生，可

是本案為財物採購案件且金額不低，難道不應列入資格審查的

基本條件嗎？

A  0.   採購法對投標資格主要規定於第00、00條，簡單的說，就是

「以確認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為限」。因此，凡

是與履約能力無關的條件，都有可能被認為是「不當限制競

爭」。

0.  辦理採購在訂定投標廠商資格時，並非不能要求廠商檢附公

會會員證，例如，辦理旅遊採購時，要求投標廠商（旅行

社）須加入職業公會，以獲得公會之旅遊保障、確保參加旅

遊的人之權益，就是相當正當的要求。

0.  反之，不問採購目的，一概要求檢具公會會員證，就會有不

當限制競爭的問題，因為工業團體法及商業團體法的立法目

的在行政管理，與廠商履約能力並無必然關係。例如，已經

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並完成公司登記及營利事業登記之廠

商，可能因公會的入會審查造成空窗期，但不能因此認為該

廠商不是合法廠商；如一樣具有履約能力，當然也應該是合

格廠商。因此，得否要求公會會員證，其檢驗標準應建立在

「履約能力」上，不應一概而論。

0.  另就問題所述，本案為財物採購，且金額不低，則應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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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子法【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00 
政府採購招標資訊之取得 

Q :  北桃竹苗等地區的政府採購招標案，有關於攝影部分的相關資

訊，如：活動以及展覽的攝影等相關訊息，撥打電話到政府機

關相關採購單位詢問，回答卻說請上網查閱，但是我並未查到

有關資訊，請問應如何查知？

A  0.  可以申請一個免費的工程會（www.pcc.gov.tw）的廠商帳

號，然後運用搜尋引擎查閱勞務採購部分的資訊。

0. 政府採購只以採購標的三大項（工程、財物及勞務）及 招

標金額為主要的區分類別。

0. 如果沒有相關資訊，顯然是尚無購案，請經常上網查詢或瀏

覽，若有您要的購案，除限制性招標外，依規定都須刊登於

電子採購網。

 00 
採購法之疑問三則

Q :  0.   第00條第0項：機關辦理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得就資

格、規格與價格採取分段開標。其中資格、規格與價格採取

分段開標。這段話的解釋與分段開標的是什麼意思？

0. 第00條：機關辦理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禁止

規定者外，得採行下列措施之一，並應載明於招標文件中︰

　一、 要求投標廠商採購國內貨品比率、技術移轉、投資、協

001-332.indd   12 2014/9/2   11:10:52 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