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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序 

「政府採購法實用」一書於2019年7月再版以來，受到讀者歡迎已

銷售完畢。因再版前新法剛公布，諸多配合的子法尚未修正，本次三

版修訂，除針對不周延處，並配合新修正的採購法子法及工程會函釋

加以增修，希望能提供讀者最新且實用的知識。 

三版仍由李組長金松兄作主要的增訂修補工作，因而主要功勞應

歸給李組長。李組長具有豐富的政府採購相關實務經驗，並於中正大

學法學博士班就讀，使本書除政府採購法理論探討外，並貼近實務具

有可操作性，對於從事政府採購業務的公務員與民間業者的疑難雜

症，都能得到一定的指引。閱讀本書如有疑義，本人與李組長都樂意

與大家討論！ 

本人目前任職中正大學法學院教授兼院長，也兼任台灣法學基金

會董事長，許秀如秘書盡職負責，分擔絕大部分法學院行政事務，碩

士生謝旻汝與鄒宜玶協助資料蒐集和庶務處理；基金會承蒙全體董事

支持，張瑋儀律師協助執行期刊編務及研究計畫，愛妻文珍擔任基金

會執行長處理會務，因有他們的協助使我在院務和會務都無後顧之

憂，而能有餘力持續創作，謹表示本人由衷的謝忱。元照出版公司長

期支持法學院、基金會與本人出版期刊、書籍和論文，也一併表示感

謝。 

謝哲勝 
謹序於中正大學法學院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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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序 

時光荏苒，本書自2017年1月初版至今，已過了5年，這段時間採

購法於2019年大幅度修正，本書也在2019年修訂二版，然二版修訂稿

完成時，適巧採購法修正，為使本書內容符合新法規定，乃抽回重

修，但因時間匆促，故重修仍有疏漏之處，且新法剛公布，諸多配合

的子法尚未修正，本次三版修訂乃修正疏漏之處，並配合新修正的採

購法子法及工程會函釋，修訂本書相關內容，並且增加部分採購實務

案例，使本書更符合當今採購法規定及操作實務需求。 

近年因就讀法律學系博士班，公私兩忙，幸賴恩師謝哲勝教授的

指導，以及妻子的支持，才能順利完成第三版的出版，另外，元照出

版公司協助本書的出版，亦一併感謝。而個人知識經驗有限，書中內

容若有誤謬之處，尚祈各位先進不吝與作者聯繫提供寶貴意見。 

李金松 
謹序於彰化草蝶居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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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序 

政府採購指機關為了從事日常的政務活動或滿足公共服務的目

的，利用公款交易工程、財物和服務的行為，政府採購的效率與品質

與政府施政的品質息息相關，可見其重要性。 

政府採購如此重要，採購人員因而責任重大，必須遵循政府採購

法等法令，知法才能循法，本書名為政府採購法實用，即希望可以作

為採購人員和廠商的工具書，認真研讀當可避免觸法的風險，並有助

於形成廉能政府。本書是「工程契約理論與實務─兼論政府採購

法」的姊妹作，本書探討政府採購法，偏向訂約前的法律規範，至於

訂約後的民事關係，則需參考工程契約理論與實務一書，結合兩書的

內容，則大致可以包括政府採購訂約前與訂約後的全部法律規範。 

本書先由李主任大致完成，再由我調整潤飾，因而主要功勞應歸

給李主任。近一年以來，因擔任台灣法學基金會董事長，並從事研究

工作，因此，十分忙碌。會務推動大多仰仗台灣法學基金會各董事，

研究工作多虧博士生呂坤宗、林琮達和碩士生林喆睿協助資料蒐集和

庶務處理，讓本人可兼顧研究工作，愛妻文珍料理內外，並照顧三

子，並成為我創作最大的後盾，謹表示本人由衷的謝忱。 

本書探討政府採購法理論與實務，尤側重於實務，希望能有助於

採購人員與廠商對於政府採購法的瞭解，以減少政府採購的弊端與糾

紛。政府採購相關問題很多，作者們學植有限，若有論述不周之處，

敬請各界先進匡正指教。 

謝哲勝 
謹序於台灣法學基金會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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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序 

一談到政府機關辦理採購的公務員，有些人常會有刻板的印象，

認為採購人員操守不佳！在筆者多年從事廉政工作的觀察，雖然還是

有少數操守不佳的採購人員，但這些畢竟只是少數，絕大多數採購人

員都是奉公守法的。然而在當今的社會、政治乃至媒體氛圍，造成採

購人員動輒得究甚至遭受司法調查，以致在人民心中形成錯誤的假

象，而辦理政府採購業務又屬於高度法律風險的職務，如此也使得公

務員視從事政府採購業務為畏途！然而，這樣的結果終將不利於政府

運作及民眾福祉。 

因此，筆者長久以來有個想法，政府採購法的書除了談政府採購

法外，是否也應該一併介紹採購人員在辦理採購業務時，所可能遭遇

的廉政法律風險，並且將不同法律領域事項結合，以促成採購人員與

從事司法工作人員相互間的溝通、瞭解，既避免採購人員誤觸法網，

也防止司法人員誤判俾保障採購人員的人權。就是因為這些想法，才

有這本書的問市，希望藉由筆者微薄的力量，能夠協助採購人員、司

法人員更適切的認事用法，避免違法並促進廉能政治的發展，並對整

體採購制度、環境的建立，以及社會上人與人間的相互尊重，能產生

些微的化學變化。 

李金松 
謹序於彰化草蝶居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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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府採購法的意義 

及法律性質 

壹、政府採購法的意義 

§1（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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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制定本法。 

政府為日常政務的推動，或為人民提供給付行政，每年均需編列龐大

預算辦理採購，例如辦公廳舍的興建、公共設施的營造、辦公用品的購

置，以及勞務的採購，這些採購已非僅是政府推動政務的後勤支援，對於

部分參與政府採購的民間企業，甚至已成為其營業收入重要來源。民國88

年間，鑑於政府經濟活動規模日益龐大，財物購置與營建工程的支出占政

府預算的大部分，然而此等採購活動的規範係依審計法為母法，實際則以

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來執行，但各單位為便宜行

事，均自行訂定實施辦法等行政命令，由於缺乏統一的採購法，以致令出

多門，各自為政，徒增加廠商的困擾與糾紛，並影響政府採購的效率與威

信。再審計法及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係以防弊為

主，造成行政權與審計權混淆，且審計權干預並凌駕行政權之上，權責不

分互相推諉，必須儘速加以釐清。又當時法規對採購倫理亦無規範，以致

重大採購貪瀆、洩密事件層出不窮。況政府為參與國際經濟事務申請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諮商過程中，各國以我國當

時政府採購法規及制度不夠健全、開放為由，認為我國在簽署該組織的政

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下稱GPA）之前，需

先完成與其配合的政府採購立法，以符合國際社會的標準。 

因此，為解決政府採購無效率的現象，及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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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需要，並達到建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的政府採購作業制度。

提升採購效率，配合政府施政及經濟發展需要。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

使廠商能公平參與。引入外國優良措施，改善現有制度的缺失，創新政

府採購作業。落實分層負責、權責分明的採購行政的目標，參酌國外採

購法制及GPA的精神並考量我國經濟環境、採購活動的狀況，訂定政府採

購法（下稱採購法）。採購法第1條即揭櫫其立法目的，同時也表明採購法

為政府辦理採購時應適用的基本法。而採購法設計最根本的主軸即在於

「程序透明」，從招標前的公開閱覽、招標、決標、簽約到履約，無不強

調程序面的公開、透明。 

貳、政府採購的法律性質 

我國法制係採法律二元論的制度，將法律區分為公法與私法，在具體

個案的適用上，亦需區分究屬公法事件或私法事件，屬公法事件者，需適

用公法及公法法理；反之若屬私法事件，即需適用私法及私法法理。又當

發生爭訟時，區分公法或私法事件，除了爭訟程序不同外，審判權歸屬亦

不同，分屬行政法院或普通法院管轄。在採購法立法前，若將採購爭議以

是否已締約區分，可分為締約前的「招標爭議」以及締約後的「履約爭

議」兩大類。有關履約爭議，可依仲裁及民事訴訟程序解決；至於招標爭

議，諸如招標、審標、決標的爭議，因不認為是「行政處分」，亦非屬民

法上的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廠商自無法藉由爭訟程序尋求救濟1。 

為解決上述救濟無門的窘境，對於政府採購行為的性質，通說依雙階

理論，認為招標、審標及決標階段係「公法事件」，履約及驗收階段則為

「私法事件」。此從採購法第74條修正時，將原條文中得提起異議及申訴

的事項刪除「履約」及「驗收」，但仍保留「招標、審標、決標」的文

字，可知有意將政府採購行為區分為訂約前的招標、審標、決標行為及訂

約後的履約、驗收行為。亦即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的爭

議，係屬公法上的爭議，政府為招標、審標、決標行為均係執行公權力的

行為，係行政處分，而許其依行政訴訟法規定救濟；訂約後的履約、驗收

                                                        
1  林家祺，政府採購法之開拓線，2014年2月初版，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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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屬私法事件，依調解或仲裁程序解決2。 

參、政府採購措施作為政策工具 

一、補償交易及國內廠商優先決標 

§43（採購得採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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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投標廠商採購國內貨品比率、技術移轉、投資、協助外銷或

其他類似條件，作為採購評選之項目，其比率不得逾3分之1。 

 外國廠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第52條規定之決標原則者，得

以該標價優先決標予國內廠商。 

採購法立法目的與政策工具 

採購法第1條明定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

公開的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除此之外的政策

目標本非採購法的立法目的，但因整體政府採購金額龐大，若能以政府採

購作為政策工具，將對政策的推動產生引導的功能。因此，採購法第22條

第1項第12款向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族群採購可採限制性招標；以及採購法第

43、44、96、97條及第98條即於採購法中融入相關政策手段以期達成政策

目標。 

補償交易 

論者有謂「補償交易」「是指一國政府藉由本國產品、技術授權、投

資要求、相對貿易或類似的要求，以鼓勵當地發展或改善一國收支平衡的

措施。」3採購法第43條第1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得於招標文件中載明要

求投標廠商採購國內貨品比率、技術移轉、投資、協助外銷或其他類似條

件，作為採購評選的項目，其比率不得逾3分之1。此一規定即屬補償交

                                                        
2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625號裁定、最高

行政法院93年2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3年度訴更字第34號判

決、板橋地方法院93年度建字第22號判決。 
3  黃鈺華主編，政府採購法解讀──逐條釋義，元照，2003年7月2版，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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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又有稱為工業互惠條款。此一作法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目的在於藉

由政府採購附加獲取技術移轉、投資、協助外銷，以提高產業水準及促進

經濟發展。而這裡的補償交易及後述的國內廠商優先決標的措施，均必須

在與我國締結的條約或協定無禁止規定時始得採行。 

機關依採購法第43條第1款訂定採購評選項目的比率，依採購法施行細

則（下稱施行細則）第45條規定「機關依本法第43條第1款訂定採購評選項

目之比率，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以金額計算比率者，招標文件所定評

選項目之標價金額占總標價之比率，不得逾3分之1。以評分計算比率

者，招標文件所定評選項目之分數占各項目滿分合計總分數之比率，不得

逾3分之1。」準此，機關依上開規定辦理採購訂定採購評選項目，分金

額、評分兩種，並均不得逾3分之1。例如將「工業合作」作為採購的評選

項目，具體作法如下：依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第56條及最有利標

評選辦法規定採最有利標決標，將「工業合作」列為評選項目，並訂定其

評審標準及配分。上開配分（例如30分）占全部評選項目滿分合計總分

數（例如100分）之比率，不得逾3分之1。上開評審標準（例如承諾執行

額度為100%時，則該項配分可得滿分30分），由依採購法第94條規定成立

的採購評選委員會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第1款規定訂定，並開

放由廠商自行提報承諾執行額度供評審，如此即無執行額度比率是否以3分

之1為上限的問題4。 

國內廠商優先決標 

採購法第43條第2款規定外國廠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採購法第52

條規定的決標原則者，得以該標價優先決標予國內廠商。例如不適用GPA

的工程採購案，即得依採購法第43條規定優先採購國產品5。此一國內廠

商優先決標的規定只適用在採最低標決標的採購，而不適用在最有利標。

至於其優先決標的程序，依施行細則第46條規定，應依各該廠商標價排

序，自最低標價起，依次洽減1次，以最先減至外國廠商標價以下者決標；

前述洽減的國內廠商標價有2家以上相同者，應同時洽減1次，優先決標予

減至外國廠商標價以下的最低標。而何謂「外國廠商」？係依國內廠商標

價優惠實施辦法第3條認定。 

                                                        
4  工程會89工程企字第89012348號函。 
5  工程會工程企字第100000871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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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價優惠 

§44（優先決標予國內廠商的情形） 

Ⅰ 機關辦理特定之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禁止規定者

外，得對國內產製加值達百分之50之財物或國內供應之工程、勞

務，於外國廠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第52條規定之決標原則

時，以高於該標價一定比率以內之價格，優先決標予國內廠商。 

Ⅱ 前項措施之採行，以合於就業或產業發展政策者為限，且一定比率

不得逾百分之3，優惠期限不得逾5年；其適用範圍、優惠比率及實

施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國內產製加工的國內廠商之優先決標 

採購法第44條規定與採購法第43條第2款相同，均為保護本國產業的規

定，規定機關辦理特定的採購，若國內產製加值達50%的財物或國內供應

之工程、勞務，在與外國產製或供應之標的一同競爭時，開標時當外國廠

商為最低標，而其標價符合採購法第52條規定的決標原則，在合於就業或

產業發展政策前提下，機關可以高於該標價一定比率以內的價格，優先決

標給國內廠商。此一國內廠商優先決標的規定同樣只適用在採最低標決標

的採購。由於上開優先決標給國內廠商的規定，同樣有對外國廠商差別待

遇的情形，因此，與採購法第43條規定相同，若與我國締結的條約或協定

另有禁止規定，則不得為差別待遇，例如GPA就禁止此差別待遇6；又對於

不受條約或協定約束的採購，國外作法亦有採優惠措施，惟此時仍宜一併

考量機關本身的利益是否因採購成本提高而受損，以決定是否要採取此一

措施。為規範此一優惠價差的適用範圍、優惠比率及實施辦法，工程會已

訂定國內廠商標價優惠實施辦法（下稱優惠實施辦法）。 

適用範圍 

適用採購法第44條標價優惠的範圍，必須屬於「特定之採購」及「合

於就業或產業發展政策者」。依優惠實施辦法第2條及第4條規定，所稱

「特定之採購」，係「指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招標文件載明採

                                                        
6  張祥暉、景宗德、王子文、郭寶蓮、張清凱，政府採購法問答集，2014年9月2版，

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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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府採購法實用 

 

購標的中屬於本法第44條第2項適用範圍之項目，並附記依同條第1項規定

得以較高標價優先決標予國內廠商者。」而採購法第44條第2項所稱適用範

圍，指「經主管機關會同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擇定，並公告於政府採購

公報之工程、財物或勞務項目。」 

經依前述規定公告的工程、財物或勞務項目，擇定的機關應定期檢

討。其於優惠期限截止日前有不符合我國所締結的條約或協定、國內產製

加值未達50%或不合於就業或產業發展政策者，由主管機關於政府採購公

報公告註銷之。 

優惠比率及優惠期限 

採購法第44條第2項規定，標價優惠的比率不得逾3%，優惠期限不得

逾5年。而依優惠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公告採購法第44條第2項的適用範圍

的項目，其公告，應一併載明優惠比率與優惠期限的起始日及截止日。 

實施辦法 

招標及投標 

優惠實施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機關辦理特定採購，應於招標文件中

載明招標標的得適用標價優惠之項目，並規定各投標廠商均應於投標文件

內就該等項目載明其標價。又依同辦法第6條規定，機關並應於招標文件中

規定欲適用採購法第44條第1項優惠措施的國內廠商，其投標文件應記載標

價內屬於招標文件所載標價優惠的項目、國內產製加值達50%或供應的事

實、數量及價格，以供審查；且前述國內產製加值達50%或供應的事實，

屬財物者，應證明確屬國內產製加值達50%；屬工程或勞務者，應證明確

屬國內供應。 

標價優惠金額 

優惠實施辦法第5條第2、3項規定，外國廠商為最低標，且其標價符合

採購法第52條第1項最低標的決標原則者，國內廠商得適用的標價優惠，以

該外國廠商依招標文件中載明得適用標價優惠的項目之標價乘以優惠比率

計算之。但國內廠商該等項目之標價未逾該外國廠商相同項目的標價者，

不適用此一規定。且國內廠商的財物，屬於招標文件所載適用範圍的項

目，其國內產製加值須達該項價格的50%；工程或勞務，須為國內供應。 

決 標 

優惠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機關辦理特定採購，外國廠商為最低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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