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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 (一)採購整體：機關、採購單位及業務科室 

•       1.態度 

•   2.操守 

•   3.專業 

• (二)著重招標、決標的發包階段 

• (三)最有利標的運用 

• (四)選擇是權利也是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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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質/異質 採購 

異質 同質 

最有利標決標 最低標決標 

異質採購最低標決標 

採購 

決定決標方式之原則： 
依採購標的之異質情形評估之 



審計部最低標、異質採購最低標與最有利標決標方式之優缺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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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方式 優點 缺點 

最低標 

1.自由競爭。 
2.招決標程序作業簡便。 
3.節省公帑。 

1.廠商低價搶標。 
2.只考量價格，忽略廠商履約能
力與合理利潤，信譽優良廠商
參標意願低。 

異質採購
最低標 

1.藉由評分機制，淘汰部分資格
與規格未符標準之廠商，確保
採購品質。 

2.發揮與最低標決標相近之價格
競爭方式，降低決標金額節省
經費。 

1.異質性高低程度，不易訂定明
確規範。 

2.投標程序繁複，仍以最低標決
標，廠商投標意願較低。 

最有利標 

1.非以價格為唯一決標條件。 
2.多目標評選，可考量廠商實績
經驗、履約能力、技術能力及
管理能力等因素，選擇最優廠
商。 

1.資格審查及評選原因標準訂定
不易，容易引發爭議。 

2.招標作業冗長，易受限於評選
委員之主觀判斷。 

3.異、同質認定困難，價格評審
漫無標準。 



1.規格訂定錯誤態樣［01］ 

2.錯用決標方式案例（1）［02］ 

3.錯用決標方式案例（2）［03］ 

4.政府電子採購網資料查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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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招標相關作業不當： 

未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簽辦時未敘明： 

須採限制性招標之事實理由 

其法令依據、 

不採公告方式辦理之理由、 

邀標對象及其獲邀緣由 

部分案件於簽辦過程中未提及邀標對象，於簽准後
逕邀特定對象議、比價。 

應依細則第23條之1規定：其得以比價方式辦理者優
先以比價方式辦理。 

拒絕往來廠商名單之查詢［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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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採購策略之運用 

（一）請撥空加入「台北e大」會員，點閱下列
課程： 
 
1.最有利標極短篇 
2.開口契約極短篇 
3.評分及格最低標極短篇 

4.契約變更怎麼辦？極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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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標結果： 
 
1.不予開標：本法48條第1項 
2.流標：家數不足 
3.廢標：未進入底價 
4.保留決標：【切記尚未決標，故不可公佈底價】 

(1)低於底價8折(本法58條及細則79、
80條) 
(2)超底價決標(本法53條第2項) 
5.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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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開標次別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招標方式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日期 

投標廠商 標價 
優先減價後
之標價 

第1次比減價
格後之標價 

第2次比減價格後
之標價 

第3次比減價格
後之標價 

審標結果 

/流標原因 

/廢標原因 

一、本案投標廠商計   家，開標前合格投標廠商計   

家，審標結果   家符合招標文件規定，其餘   家不
合格。 

□二、             公司報價（減價後）新台幣（下同）              元整最低，且在底價             元
整以內，經主持人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宣布決標。 

□二、             公司報價新台幣（下同）              元整，在預算金額             元整以內，且為
最有利標，經主持人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宣布決標。 

□二、             公司為優勝廠商，報價（減價後）新台幣（下同）              元整，在底價             

元整以內，經主持人當場準用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宣布決標。 

□二、             公司為符合需要廠商，報價（減價後）新台幣（下同）              元整，在底
價             元整以內，經主持人當場參考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3款精神宣布決標。 

三、□投標廠商未達3家，經主持人當場宣布流標。 

四、□開標後經審標結果，無得為決標對象之廠商，經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五、其他： 

（機關全銜）       開標/議價/決標/流標/廢標紀錄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地點：    



58條執行程序-低於底價80%案件之執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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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態樣 機關執行程序 

一 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低標廠
商(以下簡稱最低標)，其總標價
在底價以下，但未低於底價之
百分之八十，該最低標主動表
示標價錯誤，要求不決標予該
廠商或不接受決標、拒不簽約。 

無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五十八條
之適用。不接受該最低標要求，照價決標。
如最低標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
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
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
如有押標金，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底價之百
分之八十，機關認為該總標價
無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
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
形。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
照價決標予最低標。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
或拒不簽約，處理方式同第一項。（註：臺
北市政府規定，剔除各廠商標價高於預算金額或明顯
錯誤者後，各有效標廠商總標價平均值與「預算金額
之80%｣相加後之平均值之80%，即判斷基準之80%） 

三 同前。但該最低標主動表示標
價錯誤，要求不決標予該廠商
或不接受決標、拒不簽約。 

無需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
不接受最低標要求，照價決標予最低標。
最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處理方
式同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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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低標之總標價低於
底價之百分之八十，
但在底價百分之七十
以上，機關認為顯不
合理，有降低品質、
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
其他特殊情形。 

限期(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合理之期限)通知最
低標提出說明，不得未經說明而逕行通知最低標提出擔保
（即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三十條所稱「差額
保證金」），並視情形為下列之處理： 
一 最低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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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標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
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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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最低標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尚非
完全合理，但如最低標繳納差額保證金，即可避免降低品
質不能誠信履約之疑慮者，通知最低標於五日內(或較長
期間內)提出差額保證金，繳妥後再行決標予該最低標。
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後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
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細則第五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金者，依招標文件之規定
不予發還。 

四 最低標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其說明尚非完全
合理且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差額保證金者，不決標予
該最低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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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低標之總標
價低於底價之
百分之七十，
機關認為顯不
合理，有降低
品質、不能誠
信履約之虞或
其他特殊情形。

限期(由機關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
合理之期限)通知最低標提出說明，並視情
形為下列之處理： 
 
一、最低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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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標
如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採購法第一
百零一條、第一百零二條，並得依其施行
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處理。有押標
金者，依招標文件之規定不予發還。 

 
二、最低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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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一：訂有底價之採購，機關如發現底價偏高造成最低標標
價偏低者，不適用採購法第58條之規定。 

•附註二：機關通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前，應予提出說明之機
會；廠商無自行擇定提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之權利。機關未通
知廠商提出差額保證金者，縱廠商主動提出差額保證金，機關
亦應拒絕。 

•附註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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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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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最低標與其他廠商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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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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會解釋函 

•1.  88.09.27   8814175 

• 二、 機關依本法第42條規定採資格、規格、價格分
段開標方式辦理採購，第一階段資格標只要有3家以
上符合本法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之合格廠商投標，即
可開標辦理廠商資格審查。後續階段之開標，得不受
3家以上合格廠商之限制(本法施行細則第44條第4項)

。 

三、 來函說明二所指依本法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辦
理者，為開標之要件，不視為「階段」。 

四、 來函說明三所述情形係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五
條之規定辦理，開標後審查結果，縱使合於招標文件
之廠商未達三家之情形，仍屬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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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會解釋函 

•2.  88.08.27   08072 

• 依政府採購法第13條「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
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應由其（主）會
計單位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及「機關主（會）計單
位會同監辦辦法」第3條規定意旨，監辦人員針對採
購負有監督之職責，本案採購委員會或興建委員會之
委員辦理之事務，將涉及採購案之資格、規格、商業
條款或評選等採購實質事項，如監辦人員為其委員，
恐將喪失客觀監督立場，故採購委員會或興建委員會
之委員不宜由監辦人員擔任。至有關底價之訂定，應
請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3條規定辦理，無需監辦
人員參與底價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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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會解釋函 

•3.  89.03.08   89004694 
• 來函所附之規格書雖不在洽詢範圍，惟查部分規定與本法規
定不符： 

（一）領標方式僅限「自行領取」一種，違反本法第29條第
1項之規定。 

（二）「資本額」及「實績」為「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
額採購認定標準」第五條規定之「特定資格」，必須為「特
殊或巨額」之採購始得訂定。依等標期推測，本案並非特殊
或巨額採購。 

（三）授權經銷證明及生產廠商所承諾負責維護證明，不符
合「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2條至第5

條規定。 

（四）廠商信用之證明，其期間違反「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
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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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會解釋函 

•4.  95.07.25   09500256920 

• 機關辦理採購，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開標後有2家
以上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僅餘一家廠商符合招標文
件規定者，得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發現有
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或第50條第1

項第7款「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處理：  

• 一、押標金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 二、投標文件為空白文件、無關文件或標封內空無一物
。  

• 三、資格、規格或價格文件未附或不符合規定。  

• 四、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或公告之底價。  

• 五、其他疑似刻意造成不合格標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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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策略之運用 
 
1.契約價金條件與契約價金給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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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價金案例分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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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價金案例分享2. 
 
第5條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勾選第一項總包價法
或建造費用百分比法之給付，於（四）協助完成
發包及「監造計畫書」後累計支付55％服務費，
也就是設計費用全部支付完畢，惟履約階段是否
會有不可預知的「契約變更」？另施工監造部分
，完成100％領取40％服務費，故完工至驗收合
格領照只剩下5％服務費，是否洽當？建請日後
有執行技術服務採購案應審慎評估給付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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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策略之運用 
 
2.聯合採購 
案例1：台北市各區公所聯合採購「災防砂包」 
案例2：台北市聯合醫院暨各區健康服務中心採
購「冰溫熱飲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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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策略之運用 
 
3.以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限制性招標辦
理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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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策略之運用 
 
4.以採購法第34條第3項於招標文件「公告底
價」之策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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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策略之運用 
 
5.以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1，就履約期間
數量不確定之採購以「開口契約」之策略方
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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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策略之運用 
 
5.以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4條之2，召開「審查
委員會」採評分方式審查，就總平均評分達
及格分數以上採最低標決標之「評分及格最
低標」之策略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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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採購法網站導覽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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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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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絕非萬能--『善用資源』 
 
對內：？ 
 
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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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年政府採購法修正說明 

本章節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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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服務勞務採購案終止契約停權
案例分享 

68 









跑馬拉松的名言： 

沒有奇蹟  只有「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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