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宜蘭縣溪北地區三公所

「採購評選」防貪指引座談會資料

   壹、前言

    最有利標之精神，就是要讓機關能依招標文件所規定之

評審標準，就廠商投標標的之技術、品質、功能、商業條款

或價格等項目，作綜合評選，以擇定最佳決標對象。由於是

綜合評選之結果，所以得標者可以是一個分數高、產品品質

好、功能強而價格雖高但屬合理之廠商。一方面讓機關在既

定之預算規模下，買到最好之標的，把預算用得最有價值；

另一方面亦可鼓勵廠商從事非價格之競爭，避免惡性低價搶

標。依採購法可採最有利標之情形，大致可分為下列3類：一

、適用最有利標決標；二、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優勝廠商；三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公開取得3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及

企劃書，取最有利標之精神擇最符合需要者議價或比價。

    不過，在「政府採購法」參考「政府採購協定」（ Go

vernmentProcurement Agreement, GPA），引進廠商評選制

度後。由於機關辦理評選，必須成立評選委員會，其評選項

目、評選標準以及評定方法，均有相當程度之彈性，也給有

心之評選委員有可乘之機，進而與機關、廠商配合，介入政

府採購活動，因此，採購弊案有逐漸朝機關、評選委員以及

廠商之「集團犯罪化」發展之趨勢。

本次防貪指引會議歸納採購評選業務案例3件，藉由與會

相關人員的討論及外部專家學者之指導，腦力激盪後提出具

體可行的方法，並藉由本次會議剖析業務流程及各項資訊能

夠更透明化，使民眾及公務員對採購評選業務能更透徹瞭解

，以期能興利防弊促進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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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案例類型及防治措施

  案例一、機關主導型 

項次 標題 說            明
意見

表

(一) 類 型 機關首長洩漏評選委員名單及使代擬招標

文件廠商依招標文件參與投標，廠商得以

順利得標。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重上更二字第24號刑

事判決)

(二) 案情摘述 A為某學校校長，知悉縣政府教育局欲核

准辦理「校舍拆除整建暨游泳池新建工程

」，遂請B轉達C建築師稱如對該工程有意

願，將協助其得標，該名建築師需交付上

開工程設計監造費用百分之20工程回扣予

A。

嗣A於96年間，核定上開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工作招標案之校內評

審委員為家長會會長甲、教導主任乙及A

自己共3人，外聘評審委員為建築師丙、

丁2人，並委託B將該招標案之校外評審委

員名單洩漏予C建築師事務所，由C自行前

往拜訪校外評審委員即建築師丙、丁人；

A又同意代擬招標文件之C建築師事務所參

與本次招標，C建築師事務所因代擬招標

文件得以事先準備，且C已然知悉校外評

審委員為建築師丙、丁2人而獲得不公平

之優勢，因而於公開遴選時得標。

(三) 原因分析 (1) 承辦單位運用事前聯絡廠商主導標案

結果：

承辦單位事先內定得標廠商並收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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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利用機關內之評審委員，圖利特

定廠商得標。

(2) 評審程序流於形式衍生不法情事：

該學校評審委員遴選機制未臻完善，

且評審過程亦流於形式，致使承辦單

位主導評審結果，甚而衍生圖利特定

廠商等不法情事。

(四)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建築或

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

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

事者。

(五) 防治措施 (1) 慎選採購評審委員，宜優先遴派內部

適任人員擔任委員：

為發揮公務員服務理念與熱誠，導入

公務員專業、守法及熟稔採購評選作

業之特質，建請善用機關現職品德、

操守良好且具專業之公務員參與採購

評選案。

(2) 評選委員不得私下接觸與該採購案有

關之廠商：

評選委員應遵守採購人員倫理規則、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採購評選

委員會審議規則等規定，不得作為投

標廠商之分包商或擔任工作成員，亦

不得與所辦採購案有利益關係之廠商

私下接觸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其

有違反者，機關應不決標予該廠商。

(3) 加強辦理採購相關人員之法治教育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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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機關約聘僱人員辦理採購案

件，或採購評選委員因擔任政府採購

法之評選職務等，均屬刑法上認定之

公務員，如涉犯圖利、賄賂等違法行

為，皆可依刑法、貪污治罪條例等論

處，建議每年定期辦理或去參加相關

法治教育宣導，從教育面向著手，加

強相關人員正確法律認知。

(4) 評選作業前播放「保護採購評選委員

的小叮嚀」：

採購評選委員因擔任政府採購法之評

選職務，係屬刑事法上「授權公務員

」身分，為避免評選委員因不熟悉法

律相關規定，而誤觸法網，期盼透過

事前善意提醒，使評選委員對自身身

分及法律規範有所認識，以確保採購

公正及公平。

案例二、廠商主導型

項次 標題 說            明
意見

表

(一) 類型 投標廠商賄賂評選委員以取得標案。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重上更三字第39號刑

事判決)

(二) 案情摘述 某市政府於民國95年間辦理「該市新建統

包工程」招標案。依政府採購法、最有利

標評選辦法組成評選委員會。A、B、C及D

均經遴選獲聘為招標、審標及決標期間之

評選委員，甲建築師事務所之E得知工程

將招標訊息，認有利潤可圖，邀集乙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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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投標標案。E成為求順利得標，與原

即有意於此案銷售建材之丁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負責人F，共同謀議集資行賄標案評

選委員於評選時評定乙公司為序位第一名

廠商，以順利取得標案。

因F與A舊識，即推由F先與A聯繫、接洽，

詢問標案相關事宜，A因而告知F：自己

、B均為標案評選委員等事實，E於F得知

標案評選委員部分名單之後，即與F共同

集資新臺幣1100萬元，授權F於決標前，

各以100萬元賄賂評選委員。嗣後A、B、C

均參加該市政府就標案召開之開標程序，

於廠商簡報、評選委員詢答程序之後，由

A、B、C及其他評選委員分別就評選項目

及評選內容評分，而該次評選結果丙股份

有限公司總分最高，列為序位第一名，乙

公司列第二名。

(三) 原因分析 (1) 為求得標，廠商易利用關係，施用不

正手段：

廠商間競爭激烈，部分廠商為獲得採

購案件，擬透過公務員或評選委員私

下請託關說，以達得標目的並於事後

給予金錢或不正利益。

(2) 評選委員為求私利，利用職務機會換

取金錢：

評選委員利用職務上機會，將公權力

或公務資訊交予廠商，使形成不公平

競爭，並讓自身陷入法網。

(四)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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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臺幣 6 千萬元以下罰金：一

、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

收募稅捐或公債者。二、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

交付者。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五) 防治措施 (1) 評選(審)委員名單宜採取原則公開，

例外不公開方式，落實公開透明程序

：

為達評選委員資訊公開透明目的，避

免外界質疑黑箱作業及委員名單外洩

爭議，工程會已於107年8月8日修正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

，定明採購評選委員會成立後，機關

應即將委員名單公開或不公開之相關

規定，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

。另請於評選前宣讀告知事項之程序

中提醒委員，只要有廠商電話打來，

無論委員是否接受，都應該做成紀錄

較保險。

(2) 評選委員評分力求客觀公正：

依據「採購評選程序精進措施」規定

，於招標文件預先公告委員名單之評

選案，招標文件可附記：「廠商於決

標前不得與委員就本採購有接洽、請

託、關說、行賄或施壓之情形。廠商

有上述情形之ㄧ者，適用政府採購法

第50條第1項第1款或第7款規定。」

如接獲委員通知廠商有上開情形，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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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可依政府採購法第16條及其施行細

則第17條規定作成紀錄，並經委員確

認後，依個案事實及上開招標文件規

定，就廠商所投之標不予開標、不予

決標。另請提醒辦理採購的工作小組

或承辦人員，把逐項討論列入評選標

準作業流程(SOP)裡。

(3) 內部控制-強化主計等單位在監辦角

色的功能：

監辦單位應加強注意採購程序之正確

性，包含開標、比價、議價、決標、

驗收，如本案開標時，限制性招標僅

1家廠商投標之情形，應適時提醒業

務單位依照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54

條第3項規定，應參考廠商之報價或

估價單重新簽陳底價。

案例三、仲介型

項次 標題 說            明
意見

表

(一) 類型 投標廠商藉由第三人引薦向評選委員賄賂

取得標案。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重上更(二)字第117

號刑事判決)

(二) 案情摘述 緣某縣之某鄉公所公墓納骨塔前因火災嚴

重受損，該公所為辦理相關重建工程，而

於民國93年間辦理「該鄉公墓公園納骨堂

內部設備及附屬工程統包工程」之採購案

。該鄉公所成立該採購案之評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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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甲、丙則分別以村長代表（乙）及家

屬代表（甲、丙）之身分，經該鄉公所聘

任為該採購案之評選委員，擔任該採購案

投標廠商之資格審查，及評選其中最優勝

廠商之公共事務。

嗣參與該標案之投標廠商丁有限公司負責

人A，為求該公司能順利得標，遂經由B介

紹引薦，於該鄉公所辦理工程案公開評選

之前1日，帶領該公司財務人員C，由B陪

同先至乙住處，由A介紹該公司產品後，

隨即向乙表示願支付新台幣（下同）10萬

元，作為乙評選時將丁公司評為第1序位

之代價，乙當場應允，C隨即依A指示交付

10萬元予乙收受。嗣乙旋又陪同C等人依

序前往丙、甲，由A介紹該公司產品後，

即分別向丙、甲表示願支付10萬元，作為

渠等於評選時將丁公司評為第1序位之代

價，C隨即依A之授權，當場各將10萬元分

別交予甲、丙收受。嗣甲、乙、丙，出席

工程標案評選時，評選丁公司為第1序位

廠商，經與其他評選委員之評選併計結果

，丁公司獲評為最優勝廠商，而以8700萬

元標得工程。

(三) 原因分析 評選委員不一定具有採購案專業：

評選委員之組成，經常為機關首長指定副

首長擔任評選會召集人、業務單位主管擔

任內聘委員或相關人員，對標案內容缺乏

專門採購知識，僅憑自身日常生活經驗評

斷評選項目內容之優劣，加上對評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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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半解，易陷入違法風險而不自知。

(四)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 6千萬元以下罰金：

1、 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

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2、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

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3、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

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五) 防治措施 (1) 於評選須知中要求內聘委員熟知評選

倫理規範，並加強廉政法紀案例宣導

：

基於保護公務人員立場，機關應於評

選前要求委員熟讀評選倫理規範，並

加強辦理廉政法紀宣導，時時提醒公

務員應有之廉潔操守，協助同仁熟識

廉政法規，避免踩越違法界線，以維

護公務安全。

(2) 提升採購人員及內聘委員採購評選專

業度，辦理採購實務訓練：

許多編制較小的機關具有採購證照人

數甚少，內聘委員如不熟悉採購程序

，極易陷入圖利罪等貪瀆風險，故如

有採購法及實務等相關訓練，應鼓勵

積極參與，以充實採購知識，避免觸

法。

(3) 辦理社會參與宣導，鼓勵吹哨者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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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

為防止請託、關說等情形發生，應利

用各式對外活動場合向廠商、民眾、

專家學者及志工宣導投訴檢舉管道，

如政風單位電話、廉政署檢舉信箱、

受理機關地址電話等資訊，以鼓勵檢

舉貪瀆不法，防杜不法勾結圖利之情

事。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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