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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府採購法異議申訴制度之概說 

第一節 政府採購法異議申訴制度之制訂緣起 

在我國申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 GATT）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

的談判過程中，政府採購始終是對手國所關切的重要議題之一，許多國家並以

我國必須簽署「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於一九九四年「烏拉圭回合」所

重新制定之「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簡稱

GPA），作為支持我國入會的條件之一。而我國一旦成為政府採購協定之簽署

國，就必須依照政府採購協定之相關規定辦理採購，而政府採購協定第二十條

第二項要求：「每一締約國應提供不歧視、及時、透明及有效之程序，使供應商

對其有或曾有利害關係，而與採購相關之涉嫌違反協定行為，提起異議」。第六

項要求：「6.異議應由法庭或者公正而獨立，對於採購結果無利害關係的審查機

構審理，而其成員在任職期間應確保其不受外界影響。審查機構如非法庭時，

應受司法審查之拘束或應提供以下之程序：(a)在表示意見或作成決定前參與人

得被聽取意見；(b)參與人得被代理及陪伴；(c)參與人應可出席所有之程序；(d)

程序得公開舉行；(e)意見或決定以書面為之並附具說明為意見或決定基礎的陳

述。(f)證人得被提出；(g)文件應對審查機構公開9。」因此，我國自有設置一獨

立、公正的機制處理政府採購申訴事件之必要。 

另一方面，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非但為我國最大的採購者，其每年採購工

程、產品及服務之總金額，更約佔我國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十三10，對於國內

經濟之發展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惟如此龐大之公帑，在以往僅係依循「審計

法」、「審計法施行細則」、「機關營繕工程暨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察條例」及其

他行政命令如國外採購辦法、軍事機關軍品採購辦法等審計法令辦理，採購糾

                                                 
9  參見政府採購協定中文譯文第二十條第二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pcc.gov.tw/；由於該譯文與原條文之內容未盡相同，因此自行翻譯。 
10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相關資料彙編，八十八年二月三版，第 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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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也層出不窮。按政府採購紛爭可粗略分為「決標前紛爭」之與「決標後之紛

爭」11，而在本法施行前，實務及學說見解大多認為政府採購行為係屬私經濟

行為，不得提起行政救濟，而應循民事程序解決。但廠商於招標、審標、決標

階段與機關並無契約關係，若對招標文件之規定或對審標、決標之過程、結果

有所爭議，除非在一定條件下得引用民法上締約上過失之規定12向法院請求救

濟外，亦尚難提起民事訴訟，導致廠商在此階段往往求助無門；即令廠商係於

決標、簽約後與機關發生爭議，因提起民事訴訟曠日費時，不符合政府採購時

效性之需求。廠商若要尋求仲裁，若無仲裁條款之約定，政府機關又往往不會

同意仲裁之請求。若由鄉鎮市公所調解委員會進行調解，其專業性又不高。雙

方自行和解則又因公務員擔心落入圖利之口實而不可得，故廠商往往只能用檢

舉、陳情、發黑函、找民代施壓等方式試圖解決爭議。在公平交易法於中華民

國八十年二月四日制定公布，次年施行後13，公平會在法律真空的情況下，也

相當程度的介入政府採購的處理14，但是該法究非專為政府採購所設計的制

                                                 
11 舉例而言，決標前的紛爭包括：招標文件之規定是否允當、招標技術規範是否為獨家規格、

廠商資格是否過嚴（招標爭議）、審標是否公正（審標爭議）、判定廠商是否合格的理由是否

充分（決標爭議）等；決標後的紛爭則包括：締約雙方對合約條款之解釋有所歧異，以致對

於合約執行及其結果是否符合合約規定之意見不一（履約及驗收爭議）等。 
12 民法債編於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增訂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將締約過失責任明文化，並自

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施行。而政府採購法在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公佈，依據同法第 114條規

定：「本法公布後一年施行。」時點上在民法實施之前。在民法修正施行前發生之締約過失

責任，無法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且採購過程中最易產生之爭議，如：決定投標資格、訂

定採購規範、招標文件之發售、公告採購事項等招標機關之措施，仍無法適用締約責任之規

定解決之。 
13 依據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九條（施行日期）：「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14 針對在八十八年五月廿七日政府採購法實施前所發生之公共工程招標或公共採購受託單位

指定廠牌或專利品案件，公平會訂有「公平會審理公共工程招標或公共採購受託單位指定廠

牌或專利品案件處理原則」。 

至政府採購法施行後。有關政府採購法施行後政府採購事項所涉及之公平法領域之相關問

題，依公平會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邀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就有關公平交易法與政

府採購法之適用與分工等相關問題，召開業務協商會議討論，決議內容除於會後多次與工程

會協調並獲該會同意確認外，該會並另於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第 375次委員會議中通過最終

之協調結果。   

依前述業務協商會議之決議，有關行政機關私法行為所引起之需求行為有無公平交易法之適

用疑義，及公平法與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問題，原則上循下列方式辦理：  

「一、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與政府採購有關之行為涉及競爭秩序，政府採購法已有規範者，

由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或相關權責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處理。至於得標廠商與其分包廠商間

所生違反競爭事件，政府採購法雖未規範，但涉及公平交易法規範者，由本會依公平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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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適用上有其界限。 

在前述之背景之下，為了公平有效處理招標、決標階段及履約過程中，各

機關與廠商所發生之爭議，另一方面亦能促使公共工程如期發包、開工和完工，

政府採購得以按計劃進度執行，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就先設立了爭議處理委員

會，處理相關問題，不過當時並無法源基礎。 

政府採購法施行後，在既有之各種爭議解決途徑之外，配合政府採購協定

之內容，正式設置了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用以處理採購申訴事件及履約爭議

調解案件。爭議處理制度之建立乃期望在採購糾紛擴大以前，以較有效率的方

式解決採購機關與廠商之間的爭議，以提高政府採購的執行效率，並減少廠商

與政府之間的不必要的糾紛。 

此處須附帶一提者，政府採購法之異議申訴制度雖係在前述背景下產生，

然依我國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目前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所處理之爭議卻非僅限

於政府採購招標爭議。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機關就辦理採購過

程中之不良廠商應給予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通知，而廠商就該不良廠商通

知，亦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而其異議及申訴之

處理，則係準用該法第六章招標爭議之異議申訴制度。由於採購決定與不良廠

商之通知在性質上截然不同，因此，本文擬將此兩者區分討論，不良廠商通知

之異議及申訴將於本文第五章另外討論。 

另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可知就依該法辦理

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劃之廠商申請及審核程序之爭議，亦可準用政府採購法

                                                                                                                                         
理。  

二、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前者，依公平法處理；

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跨越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後者，由當事人循政府採

購法途徑解決。但該法施行前已合致公平法之違法要件行為，本會仍得依公平法處罰；政

府採購爭議事件涉及競爭秩序之行為，發生在政府採購法施行後者，由當事人循政府採購

法途徑解決。   

三、準此，本會公研釋 090號解釋即應配合相應停止適用。惟因政府採購法施行前，政府

採購爭議事件仍有公平法之適用，故本會公研釋 090號解釋停止適用之時點，本會將另行

研酌。」   

以上參見競爭政策通訊第三卷第二期，二、消息報導，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

http://www.f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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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招標、審標或決標爭議之規定，提起異議及申訴。惟該部分因並非政府採

購過程所生之爭議，故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合先說明。 

第二節 政府採購法異議申訴制度之修正沿革 

如前所述，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廠商對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無論

循公法或私法救濟程序，均有可能無法滿足其需求，因此，為解決廠商就招標

爭議求助無門之狀況、促使政府採購如期完成，並符合政府採購協定第二十條

所要求快速而公正之措施，乃於政府採購法中創立異議及申訴制度。而依八十

七年五月一日制訂公布之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四條規定：「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

標、審標、決標、履約或驗收爭議，得依本章規定提出異議或申訴。但得標廠

商與機關間之私法爭議，已提付仲裁、申（聲）請調解或提起民事訴訟者，不

在此限。」可知此一制度設計之初，係將決標前紛爭之與決標後之紛爭均納入

異議、申訴制度之範圍。有論者認為本法異議申訴制度在整體法律體系中之定

位，依本法修正前之立法理由15，似為行政機關自我審查之性質，即行政機關

內部之監督規範，為行政機關辦理採購時之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換言之，

該等規定與政府採購契約之效力並無直接關聯，故縱使採購機關未依該等規定

辦理採購，亦不影響其與廠商締結之採購契約之效力，只生採購人員之行政責

任而已16。廠商與採購機關現行之權利義務關係不受變更，僅額外增加爭議處

理方法而已。即招標過程所生之爭議事項，其有民事法上之請求權基礎者，仍

得依民事法律規定，循和解、調解、仲裁或提起民事訴訟等方式，解決其爭議，

不受異議及申訴制度之影響。而履約及驗收事項，不但可異議、申訴，並可依

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九條申請調解，或依其他法令提起調解、仲裁或民事

訴訟。惟為避免救濟程序互相衝突並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已申請調解、提付

                                                 
15 本法第七十四條修正前之立法理由：「政府採購行為一向被認定係私經濟行為，廠商與機關

之間如有爭議，本應循民事程序解決，惟因廠商於招標、審標、決標階段，與機關並無契約

關係，難有可供訴訟提起之訴因，故為增加廠商之救濟與保護，並兼顧政府採購之時效性需

求，爰參酌政府採購協定第二十條之規定，訂定異議及申訴程序。至於履約及驗收之爭議，

本已有仲裁、調解或民事訴訟得以救濟，但為擴大本章適用範圍，故就屬於第七十五條之履

約或驗收爭議，亦得依本章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 
16 王珍玲，論政府採購法中異議及申訴制度，月旦法學雜誌第七十三期，民國九十年六月，第

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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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或提起民事訴訟者，依本法第七十四條但書，則不得再提起異議及申訴。 

然而，決標後之履約、驗收事項既可申請調解、提付仲裁或民事訴訟，是

否有賦予其異議申訴權利之實益？再者，修正前之舊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同時

規定，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對採購爭議所為之審議判斷，依其性質得視同訴願

決定或調解方案。然何時視同訴願決定？何時視同調解方案？此於相關法令中

均未有明確規範，且由於此一作法，係政府採購法所獨有，故亦未有相關法令

規定可供參考，實務上亦有甚多窒礙難行之處。且廠商如依法進行後續救濟時，

亦可能引發行政法院或民事法院與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見解歧異之問題17，令

廠商莫所適從。因此，此一規定存有極大爭議，並在學界引起諸多批評。為避

免與民事救濟體系產生積極衝突18，解決此一模糊規定所造成法律適用之困

難，於九十一年二月六日修正時，大致上採取了德國的兩階段理論19，於第七

十四條將得提起異議及申訴之案件限於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之

爭議，而不及於履約或驗收階段之爭議，並將第八十三條之規定修正為「審議

判斷，視同訴願決定」。此一設計，固然於實務上就申訴審議判斷之定位與功能

重新釐清，並使個案審議判斷究屬訴願決定或調解方案之爭議消彌於無形，然

因異議申訴制度關係公法、私法的劃分，大陸法系國家救濟制度之更張，以及

政府採購協定之履行，意義重大，國內學術界政府採購之法律性質定性及其救

濟程序仍在繼續對話與討論中。 

                                                 
17 實例請參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三一號裁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政府

採購法修正前，對於廠商在採購履約階段，針對招標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解除採購合

約並沒收履約保證金之行為所提起之申訴，該審議判斷亦視同訴願決定，高等行政法院則持

不同意見。 
18 參考行政院提案說明：「一、政府採購行為一向被認定為『私經濟行為』，故已有契約關係

之履約或驗收爭議應循民事爭訟途徑解決，使救濟制度單純化；且本法設有調解制度，已足

可提供救濟管道。本條原規定履約或驗收之私法爭議，得由得標廠商自由選擇適用申訴程序

或仲裁、起訴，將造成救濟體系積極衝突，實有不宜。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台灣大學羅

昌發教授及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陳振川博士主持的二份研究報告均持相同見解。爰刪除

履約或驗收爭議得提出異議及申訴規定。二、關於履約或驗收爭議得提出異議、申訴規定及

第八十三條視同調解方案規定既經刪除，於本條但書規定『得標廠商與機關間之私法爭議，

已提付仲裁、申(聲)請調解或提起民事訴訟者，不在此限』已無實益。爰移列於第八十五條

之一第一項規範之。」 
19 參考黃立教授譯，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四篇政府採購條文，未出版；及羅昌發、黃立、

黃鈺華，「政府採購法檢討與修訂之研究」，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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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採購行為之法律性質 

政府採購行為20係指政府部門21為推行政務，達成特定之行政目的22，以一

定之對價23，而從事獲得行政活動所需資源之行為24。廣義言之，可包括自政府

                                                 
20 有關政府採購行為之定義，參周達麒，政府採購招標爭議廠商救濟機制之比較研究-以行政

體系內部之救濟機制為重心-，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九十二年一月，第 9-11

頁。張祥暉，論政府採購法之爭議處理機制，國防管理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八十八

年五月，第 5頁。 
21 政府採購法所規範之採購主體，實際上並非以行政法上之行政機關或其內部單位為限，採購

法第三條規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辦理採購，依本法之規

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第四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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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第五條規定：「機關採購得委託法人或團體代辦。  前項採購適用本

法之規定，該法人或團體並受委託機關之監督。」是以，在法律性質上僅具私法人甚或非法

人團體性質者，如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亦可能適用政府採購法。 
22 按政府部門非為自己所有、使用或消費之目的，辦理採購案件，不屬於政府採購之範疇，其

理由在於如政府為一定之營利行為而採購生產要素，須受市場競爭機制之拘束，為國際援助

之目的而採購援助物資之行為，係為履行國際義務或一定之外交目的，應不受政府採購法拘

束。參論WTO政府採購協定(GPA)之適用範圍與相關原則，趙文穎、林桓合著，經社法制論

叢第 20 期，八十六年七月。就前述營利行為而言，我國政府採購法就公營事業原係一律規

定應適用政府採購法，九十二年修正時，於第二十條增訂第十五項，規定：「公營事業為商

業性轉售或用於製造產品、提供服務以供轉售目的所為之採購，基於轉售對象、製程或供應

源之特性或實際需要，不適宜以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方式辦理者」得採限制性招標，已將

此一不合宜之規定略做修正。 
23 政府採購行為中，政府之對待給付並不限於金錢之給付，例如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台北捷運指南手冊」印製案，其雖未動支機關經費，然實係以機關原可收取之廠商權利

金及廣告收入抵付，二者之間確存有「對價關係」，應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參見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００六四一四號函。主張應以

金錢給付者為限者，參見趙文穎、林桓合著，經社法制論叢第 20期，八十六年七月。 
24 依政府採購法第二條規定，採購行為客體僅限於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

務之委任或僱傭等；工程、財物、勞務採購之定義及範圍則明定於第七條。應注意者，有關

「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其中補助研究部分，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補助對象之選定雖非政府採購法之適用範圍，惟規定接受機關補助之法人或團體，有須利用

補助款對外採購以供研究之用時，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並達公告金額以上者，

即應依第四條之規定，適用政府採購法。而民國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通過之科技基本

法第六條第三項排除此一規定，明定：「法人或團體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

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並達公告金額以上者，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但應受補助機

關之監督。其監督管理辦法，由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然就政府委辦或出資之科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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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需求、確定需求標的、編列預算、通過預算、招標、審標、決標、簽約、

契約融資、契約履行、驗收、結案⋯等程序25，其中有涉及行政機關內部作業，

無關乎與相對人間之法律關係，此處不作討論，此處僅就政府機關與相對人發

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探討政府採購行為之法律性質。由於政府採購係以行政主體

一方為當事人，與私人間成立法律行為，導致各界對於政府採購之法律性質眾

說紛紜，然政府採購紛爭解決機制之建立，與政府採購法律性質實為表裡，故

必先確立政府採購之法律性質，作為後續分析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機制定位、功

能與其效力之理論基礎。 

第一項 學說見解 

第一款 私法行為說 

主張此種見解者，率皆自私經濟行政（國庫行為）中之行政輔助之角度出

發，認為政府機關辦理採購，不問其階段為何，係立於私法主體地位從事私經

濟行政中之行政輔助行為26，應受私法之支配，故政府採購行為係屬私法行為。

私法行為說係屬政府採購法制定前之通說27，即令於政府採購法制定後，亦有

                                                                                                                                         
研究發展部分，因委託研究為政府採購法所稱「勞務採購」之一種，且不在科技基本法排除

之列，仍應適用政府採購法規定，就國內科學技術之研究發展而言，似有為德不卒之感。 
25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美國公共契約法制之研究，湯德宗，第 7-8頁。 
26 私經濟行政亦可稱為國庫行政，指國家非居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其統治權，而係處於與私

人相當之法律地位所為之私法行為。而依其行為之目的，可區分為三種不同的行為類型，即

「行政輔助行為」、「行政營利行為」與「私法形式的給付行政」。行政機關為滿足日常行政

事務所不可或缺之物質或人事上的需要，而與私人訂立私法契約之行為，例如：警察局需要

巡邏車，軍隊需要軍服軍鞋，公立醫院需要醫療器材，一般行政機關需要辦公用具，而與私

人訂立買賣或製作物供給契約；或從事公共工程建設，而與私人訂立承攬契約；或需要民房

充當辦公場所，而與私人訂立租賃或使用借貸契約等等，均屬行政輔助行為。參見吳庚，行

政法之理論與實用，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增訂五版，第 13-14頁；許宗力，基本權利對國庫行

為之限制，第 3-10頁；廖義男，國家賠償法，八十四年五月，第 33頁以下。 
27 持此說者，請參見廖義男，公共工程公開招標與議價法律問題之研究，公共建設與行政法理，

民國八十三年二月，第 177 頁；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民國八十一年一月，第 29 頁；吳

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增訂五版，第 12-13頁；許宗力，基本權利對

國庫行為之限制，第 3-10頁；王慧綾，國際經濟法上政府採購制度之發展及我國因應之道，

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二年六月，第 278-280 頁；李嵩茂，政府採

購招標爭議處理制度之研究，私立東吳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六年七月，第

99-106頁。 



政府採購法異議及申訴制度之研究 
 

 12 

不少學者仍大力主張政府採購行為之本質應屬私法性質28，在招標、決標、締

約至履約各階段，採購機關之地位與一般私人並無不同，僅因其執行政府預算

而受到較多之行政監督及限制而已，尚非居於公權力主體之地位行使其統治

權，而係屬與一般私人無異之地位與廠商訂立採購契約。 

而行政院所提出的政府採購法草案，顯亦認為政府採購係私法契約，並本

此原則擬定法案29。行政院版草案於其第四章意義及申訴下之說明中一再強調

「政府採購屬於私經濟行為」，契約訂立後固然屬於民事爭議，訂立前之招標、

決標爭議亦然，「惟因廠商於招標、決標階段，與機關並無契約關係，難有可提

供訴訟之訴因，故為增加廠商之救濟與保護，應兼顧政府採購之時效性需求，

爰參酌『政府採購協定』第二十條之規定，訂定異議及申訴制度」，依本條說明，

顯然政府採購之法律性質為私法爭議，僅為解決招標爭議求助無門之現象，方

訂定異議、申訴制度。而行政院版草案第六十五條更進一步規定：「對於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之審議結果，不得再提出申訴。但廠商仍得依爭議之性質依法循

民事程序解決」。顯見其所設計之異議、申訴制度，純為額外增加處理方法而已，

並不因此變更政府採購行為係屬私經濟行為之本質，廠商對申訴結果不滿者，

只能循民事途徑解決該爭議。 

然而，於政府採購法制訂之後，姑不論其引進視同訴願決定之異議、處理

機制本旨為何，是否有立法錯誤之情形。然不可否認者，政府進行招標、審標、

決標程序，已不再如同傳統之行政法學，認為國庫行政僅須受基本權利之約束，

而係應遵循整套的政府採購程序辦理，故其應受公法拘束之性質顯而可見，故

本文認為其為單純私法行為之見解應不可採。 

第二款 行政契約說 

此說認為公權力介入政府採購之程度相當深，凡事依法審查，且其查核之

                                                 
28 參見張祥暉，論政府採購法之爭議處理機制，國防管理學院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

十八年五月，第 9-12頁；張祥暉，政府採購法爭議處理機制之問題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五

十六期，第 129頁；王珍玲，論政府採購法中異議及申訴制度，月旦法學雜誌第七十三期，

民國九十年六月，第 121 頁。張祥暉，政府採購法修法後之問題探討 --以九十一年二月修頒

版本為核心，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四十七期，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29 參見行政院八十五年院定版政府採購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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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亦在審計法規中予以明定，實非私法契約所能比擬，故政府採購的法律性

質，應屬公法行為中的「行政契約」30。其主要論點為，應從主體說出發，區

分政府採購應歸屬於公法或私法領域，而以行政主體自任一方當事人之政府採

購，自歸屬於公法性質31；另一方面，行政契約為行政主體與行政主體或私人

間，為設定、變更或消滅公法上權利義務之雙方法律行為，以行政契約來規範

政府採購並無不合，且目前行政契約形式已完備，為使政府採購得受公法原理

原則之拘束，進而保障人民權益，又能兼顧依法行政原則與契約自由之特性，

以之界定「政府採購」之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也簡單清楚易操作。 

然而，就行政契約（公法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劃分，依民國（下同）九十

年一月一日施行之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五條：「公法上法律關係得以契約設

定、變更或消滅之。但依其性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者，不在此限。」，故其契

約標的係以「公法上法律關係」為限，顯係採契約標的說；最高法院六十一年

度台上字第一六七二號判決認：「公法上契約與私法上之契約，其主要之區別為

契約之內容與效力，是否均為公法所規定。茍契約之內容及效力，並無公法規

定，而全由當事人之意思訂定者，縱其一方為執行公務，仍屬於私法上契約之

範圍。」同持契約標的說。學者間通說32亦認，原則上應以契約標的為準，如

依契約標的仍無法判斷其法律性質時，則兼採契約目的加以衡量；換言之，若

是契約標的給付行為不易區分為私法或公法性質，或是光憑契約標的仍不能清

楚決定其契約的法律性質時，此時就必須就「契約的目的」及「契約整體特徵」

作判斷。然就政府採購契約而言，除部分少數契約，如公立機構之委託經營契

約33，或三軍採購軍用品或委製軍品契約34，其契約內容或目的或可能存有公法

                                                 
30 採此說者，有許宗力，雙方行政行為－以非正式協商協定與行政契約為中心，收錄於第五屆

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行政法學會，南京東南大學法律系共同印行，民國九十年

九月八日，第 15 頁；劉倩妏，政府採購之救濟制度–以政府採購之法律性質為中心，國立

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八十六年碩士論文，第 56-71頁；陳櫻琴，公共工程締約之法規範控制，

月旦法學雜誌第十八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第 22-28頁。 
31 參見劉倩妏，政府採購之救濟制度–以政府採購之法律性質為中心，第 26-55頁。 
32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七版，民國九十年八月，第 398頁以下；陳敏，行政法總

論，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初版，第 498至 492頁；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民國八十九年八月

修訂七版，第 352至 355頁。 
33 依據德國行政法學界之見解，行政主體委託私人經營管理公共機構（例如公立醫院、安養中

心等），雙方為此簽訂之契約為私法契約，蓋或認其性質上等同行政主體向私人採購勞務；

或認其並未直接變更或形成公法上之權利義務，或者與之有直接關連，其毋寧只是間接地有

助於公共任務之達成。而我國公共機構（尤以社會福利機構居多）的委託經營管理多涉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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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以致其定性有所爭議者外，其餘大部分之契約標的內容，並不存有公法

性質，而政府採購法之規定，大部分並非針對其締結契約之給付內容而設，而

係針對締約前之程序而設，故此說將所有政府採購案件均定性為公法契約並不

可採。 

第三款 二階段理論說 

此說認為在討論政府採購之法律性質時，得適用二階段理論35。其中招標

階段，機關所受之監督，係以行政監督之公法規範為主，採購決定為行政處分；

締約、履約乃至於驗收行為，則係以民事法律為權利義務關係為其依據，而屬

私法行為36。 

此說之提出主要係肇因於政府採購法草案於立法院審議時，立法委員變更

行政院版草案中僅招標爭議得異議申訴之設計，而將採購各階段之紛爭均納入

異議申訴之適用範圍，並採取與行政院草案不同的看法，認為政府採購亦有構

成公法上行為之可能37，而認為應依政府採購之公、私法性質區分申訴審議判

                                                                                                                                         
方自治事項及自治法規，因此較難期待有一致之認定，且契約所涉及之標的，可能只單純提

供人民具有財產價值之給付（如教育文化設施），可能涉及公權力之委託（如公害防治設施），

更有以特許作為契約標的者（如公路及市區客運路權之道路交通設施），因此，須進一步判

斷其規範定性，方能決定該契約之屬性。甚者，可以將政府給予補助、未給補助之委託經營

管理契約予以區分，前者之契約可認為代替核准補助處分之行政契約。參見陳愛娥，行政上

所運用契約之法律歸屬—實務對理論之挑戰，收錄於行政契約與新行政法，元照出版公司，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第 116至 117頁。 
34 有關軍事機關為採購軍品或委製軍品之契約屬性為何，採私法契約說者，請參閱李建良，三

軍委製行為法律性質與行為規範—兼論政府採購法與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問題，台灣本土法學

第十三期，民國八十九年八月，第 110頁；不同意見，林明鏘，評論「三軍委製協議書」，，

台灣本土法學第十三期，民國八十九年八月，第 113頁。 
35 二階段理論亦有譯為雙階理論。此一理論認為行政主體與受補助人間之法律關係可分為兩個

階段：在主管機關決定是否予以補助時為公法關係，於決定之後如何履行補助則為私法關係。 
36 採此說者，有周達麒，政府採購招標爭議廠商救濟機制之比較研究-以行政體系內部之救濟

機制為重心-，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二年，第 22頁；曹志仁，從

美國聯邦採購規則論我國政府採購法之爭議處理制度，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民國九十一年七月，第 28-30頁；林家祺，政府採購法救濟程序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一年一月，第 23-31頁；郭介恆，政府採購爭議與救濟，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五期，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彭麗春，政府採購法上申訴制度之研究，

私立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第 67-77頁。 
37 黃國鐘立委發言認為「採購決定之作成，或要不要某家廠商參與投標，甚至把特定廠商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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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之效力。因此行政院草案第六十五條認為採購爭議係屬私法性質，廠商若對

於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審議結果不服，僅得依爭議之性質依法循民事程序解

決，不得再循行政救濟管道提出申訴之規定，被大幅修正為本法修正前第八十

三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審議判斷依其性質，得視同訴願決定或調解方案，並附

記爭訟或異議之期限」，而其立法理由並言明「此規定係俾廠商就部分審議判斷

得提起再訴願及行政訴訟」。雖然立法者並未明確指出係依據二階段理論區分政

府採購行為之公、私法性質，不過其已明顯承認「政府採購並非單純之私法行

為，兼有公法與私法性質，依個案性質定其效力38，學說上的分類問題則交由最

高法院與行政法院去解決」。 

而本法九十二年之修正，將得提起異議、申訴者，限於關於招標、審標、

決標之爭議，並將採購申訴委員會所做成之審議判斷性質明訂為「視同訴願決

定」。其立法說明雖仍重申「私經濟行為」說，且主管機關並表示其為「避免掉

入政府採購行為定性爭議爭執漩渦，在處理申訴個案上，係將政府採購行為定

性與救濟程度切割開來分別處理39」，然外界仍多將此解讀為此係從「二階段說」

出發所致40。由於政府採購行為過去通說認係「私經濟行為」，審議判斷何以能

視同具公法性質之訴願決定？學界認為二階段理論已成為解釋政府採購行為性

                                                                                                                                         
黑名單，皆可能是公權力的行為」，陳瓊讚立委對此有不同意見，其認為拒絕廠商參與投標

應屬私權行為，無從視同訴願決定。黃國鐘立委乃進一步說明：「政府採購表面上看來和私

人採購相同，似乎可以任意決定投標的對象，甚至可以自由地列出拒絕往來戶。但政府採購

有它的特殊性：第一，這是國庫的行為，而國庫被視為一個法人，也受到憲法上平等原則的

拘束。在整個採購過程中，還是有可能作成公法的決定，而侵害到廠商的利益。此時救濟的

管道應循行政訴訟這條路，而非民事訴訟這條路。⋯本席原來的看法和陳委員相同，認為政

府的採購採購屬私經濟行為，並不適用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經過一兩個月的思索，本席還

是認為有可能發生公法上的行為，所以其救濟管道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是提起訴願、再訴

願及行政訴訟」。黃國鐘立委力主採購行為之本質有公法及私法，故建議修改為審議判斷「依

其性質」，得視同訴願決定或調解方案。參見立法院第三屆第三會期預算、財政、法制、司

法、內政及邊政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議記錄，四月三十日，委 312-314頁。 
38 黃國鐘立委舉例認為決定採購何國的標、在招標文件上排除特定標的、將廠商列入黑名單、

因政策之變更或基於公共利益之要求而終止或解除契約均屬公法行為。參見立法院第三屆第

三會期預算、財政、法制、司法、內政及邊政委員會第二次聯席會議記錄，五月一日，委 213-214

頁。 
39 參見陳建宇，政府採購異議‧申訴‧調解實務，永然文化出版公司，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初版，

第 15頁。 
40 張祥暉，政府採購法修法後之問題探討 --以九十一年二月修頒版本為核心，臺灣本土法學雜

誌第四十七期，民國九十二年六月。曹志仁，從美國聯邦採購規則論我國政府採購法之爭議

處理制度，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一年七月，第 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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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有力學說，其所持之理由大抵為（一）採購程序中公權力介入甚多甚深；（二）

符合實務運作現況；（三）符合立法意旨；（四）符合人民權利保障目的；及（五）

符合世界各國趨勢41。 

然此說之缺點在於，二階段階理論原係針對經濟補助行為是否受基本權利

拘束之問題而提出，後來逐漸擴大適用範圍於整個給付行政領域。而政府採購

並非全屬給付行政42，而多係機關為取得推動業務所需人力及物資之行政補助

行為，與決定補助行為係直接執行國家任務，本質上顯有不同43。此外，直接

將招標爭議公法化，然若招標爭議與締約上過失同時發生時，廠商是否得提起

民事救濟？且如將政府採購分割成兩個不同的法律領域，而同一事件便有兩個

不同的法律救濟途徑，如果行政法院和普通法院對同一事件的法律見解不同，

反而是問題變得複雜，有礙法的安定性44。 

再者，二階段理論中決定是否給予人民補助，係屬「行政處分」，並得提

起訴願等行政救濟。惟所謂「採購決定」係指機關基於職權，就政府採購個別

案件上所為之單方行政決定，此是否合於訴願法第三條及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二

條第一項所稱之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之定義，良有探

究之必要。為判別政府採購之決定是否合乎「公法上具體事件」之概念，而應

                                                 
41 參見林鴻銘，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修正簡介，萬國法律第一二七期，民國九十二年二月，第

29頁。 
42 參見王慧綾，國際經濟法上政府採購制度之發展及我國因應之道，私立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

碩士論文，八十二年六月，第 283頁。張祥暉，政府採購法爭議處理機制之問題探討，月旦

法學雜誌第五十六期，第 119頁。 
43 科技基本法已將政府補助法人或團體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並達公告

金額以上者 (以下簡稱科研採購)排除於政府採購法適用範圍之外，而此時依民國九十二年十

二月五日公布之「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辦理採購監督管理辦法」第五條以下之規定，

政府補助法人或團體辦理科研採購，係以「補助契約」訂明雙方權利義務及違約責任。 

然參考瑞士補助法第 16條規定，補助行為之性質，應屬於公法行為，補助機關可視補助研

究之特性，決定以行政處分亦或行政契約為之，並分別適用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參見國家

科學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補助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辦理採購監督管理辦法草案研究

報告，計畫主持人：政治大學黃立教授、政治大學陳洸岳副教授、東吳大學林彩瑜副教授、

銘傳大學陳英鈐助理教授，民國九十二年八月。 
44 參見陳新民著，行政法學總論，八十六年五月修訂六版，第 33頁。張祥暉，政府採購法爭

議處理機制之問題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六期，第 1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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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採購決定有無公權力行使之性質。論者有謂，採購決定雖然是機關之單方

行政行為，但並非公權力之行使，本質上與一般私人或私法人之採購決定並無

不同45，甚難遽認性屬行政處分46，是否能套用此一理論。且如可以二階段說來

解釋採購行為，則僅須於採購法中明定異議申訴案件之處理準用訴願法相關規

定即可，何須疊床架屋，另設專責專業之申訴會47？是以此說有其內在之缺陷

及理論上之瑕疵，而遭致許多批評。 

第四款 特殊行為說或公私法併存說 

此說認為，前述各種學說，均係政府採購法制訂前之論說，在政府採購法

制訂之後，誠有重新加以檢視之必要。其認為私法行為說、公法行為說、及雙

階理論說，均有失率斷而不足採，而另主張「特殊行為說」或係「公私法併存

說」48，認為政府採購行為之法律性質，應分就個別事件予以理解，就該行為

之內容及外觀加以推求，藉以確定行政機關主觀上究欲採取公法行為或私法行

為作為手段。而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八年七月八

日（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０九三八二號函，似亦採取此一見解。該函表示：「⋯

招標、審標、決標、履約或驗收之爭議，究屬公法行為或私法行為，原則上依

個案性質認定。屬公法行為者，得續行再訴願及行政訴訟；屬私法行為者，得

提起民事訴訟或依照仲裁法以仲裁方式解決。」此說之主要理由可歸納如下： 

1.政府採購法實係兼有公法與私法性質，並具行政法、程序法、行政刑法

                                                 
45 參見張祥暉，政府採購法爭議處理機制之問題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六期，第 120頁。 
46 採此見解者，參見羅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協定論析，元照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九年

一月初版第一刷，第 326頁；林鴻銘，政府採購法之實用權益，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版，第 249-250 頁。張祥暉，政府採購法修法後之問題探討 --以九十一

年二月修頒版本為核心，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四十七期，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主張採購決定

為行政處分者，參見林家祺，政府採購法救濟程序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論文，民國九十一年一月，第 94-97頁。 
47 參見張祥暉，政府採購法修法後之問題探討--以九十一年二月修頒版本為核心，臺灣本土法

學雜誌第四十七期，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48 參見何應朋，政府採購法爭議處理程序之研究，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八十九年碩士論

文，第五十七至五十八頁；另陳重見、顏世翠，論政府採購法與行政程序法之競合（上）（下），

軍法專刊第四十九卷第二、三期，民國九十二年二、三月，亦採此說，惟其稱之為「公私法

併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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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實體法之特性，為其別樹一幟之特別且獨立之法域49。 

2.再者，政府採購係由招標、投標、審標、決標、履約、驗收等複雜程序

所組成，與其將政府採購視為單一行為而認定其為公法行為或私法行為，毋寧

就政府採購之各種行為分別認定其法律性質。 

3.判斷一種事項為公權力行使或私經濟活動，誠難有絕對周延之準則。應

分就個別事件予以理解，就該行為之內容及外觀加以推求，藉以確定行政機關

主觀上究欲採取公法行為或私法行為作為手段50。 

4.九十一年修正前之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審議判斷「依其性質」

視同訴願決定或調解方案，法條文字中之「依其性質」即可資為特殊行為說之

立論依據。 

本說最大缺點在於其所謂「依個別事件予以理解，就該行為之內容及外觀

加以推求，藉以確定行政機關主觀上究欲採取公法行為或私法行為作為手段」，

實際上仍未提出任何標準以供實務之運用51。況政府採購法九十一年修正後，

已明確區分招標、審標、決標階段及其後之履約、驗收階段，已無「依其性質」

之規定，故其應就個別政府採購行為之屬性，提出一套確切可能之判斷標準。 

第二項 實務見解 

在政府採購法施行之前，我國實務見解一向對於採購行為採私法行為說，

而均由普通法院加以審判。其重要者如下： 

1.最高法院十九年度上字第一八三八號判例，略謂：「（一）政府任何機關

與人民或商號發生私經濟關係，均應受私法之適用。」 

                                                 
49 參見唐國盛，政府採購法律應用篇，第 36頁。 
50 參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第 14-15頁。 
51 參見林家祺，政府採購法救濟程序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九十

一年一月，第 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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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法院二十年度上字第二二一二號判例，略謂：「訴願，為人民對於行

政處分不服之救濟方法，若國家經營私經濟事業，與私人間發生私法關係，顯

屬民事事件，因此而有爭執，當然受法院之裁判。」 

3. 行政法院二十七年裁二二號判例：「人民向公務機關承包工程因而發生

爭執，乃屬私法關係，應依民事訴訟程序以求解決。」52 

4.最高法院六十一年台上字第一六七二號判例，略謂：「公法上契約與私法

上之契約，其主要區別為契約之內容與效力，是否均為公法所規定。苟契約之

內容及效力，並無公法規定，而全由當事人之意思訂定者，縱其一方為執行公

務，仍屬於私法上之契約。」 

5.最高法院八十年度台上字第五二五號民事判決：「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

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令及

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

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如國家機關立於

私法主體之地位，從事一般行政之補助行為，如購置行政業務所需之物品或處

理行政業務相關之物品，自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生國家賠償法適用之問題。」 

而政府採購法於八十八年公布後，實務上對於政府採購行為性質之見解，

大多仍沿襲行政法學界之一貫見解，認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

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係屬私經濟行政

中之輔助行政，應受私法之支配，故政府採購行為應為私法行為之性質，屬私

權關係，即便採學者所主張之雙階理論，驗收係屬履約階段，仍為私權關係。

對於前段招標階段之行為性質，有判決明確表示仍應採私法行為說，僅得依政

府採購法所額外增加爭議處理機制提異議及申訴，而不得循行政救濟管道提訴

願。至後半段之採購契約之性質原則上屬民事契約，非屬行政契約之範疇，更

係實務上通說之見解53。實例如下： 

                                                 
52 另行政法院三十一年判十五號，三十九年判六號及四十七年判四十三號，皆與之同旨，可資

參照。 
53 另可參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四八六號裁定：「至警察局與民間拖吊業者，依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簽訂違規車輛拖吊之契約，約定警察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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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務部九十年三月十二日(90) 法律字 002106 號函就關於行政機關依行

政程序法第十六條、第一百三十八條暨政府採購法 (勞務採購) 程序與得標廠

商簽訂之契約是否屬「行政契約」等疑義表示：「： (一) 查關於行政契約，依

行政程序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公法上法律關係除其性

質或法規規定不得締約外，得以契約設定、變更或消滅之。復依本法第十六條

第一項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一部分，委託民間或個人辦理。」其

所謂「權限委託」係指涉及公權力行使之權限移轉，如不涉及公權力之行使，

則不另屬之。準此，行政機關依上揭規定將其權限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

而雙方訂定契約者，該契約應屬行政契約。(二) 次查，本法之規範範圍，係以

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之行為為限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條第一項及行政院

函送立法院該法草案總說明參、立法原則參照。) ，而「政府採購法」則係以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

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私經濟行政為適用範圍 (該法第二條、第三條及其立法說

明參) ，有關等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及其子法之規定判斷之，似不生行

                                                                                                                                         
有支付拖吊業者每輛拖吊費之義務，拖吊業者則負有聽從警員指示拖吊之義務，如僅依此拖

吊契約之「標的」— — 拖吊行為及給付價金— — 來看，拖吊行為當為公權力之行為，所以此

拖吊契約或可被認為行政契約。然而，如依此拖吊「契約之目的」及「契約之整體特徵」來

看，此契約乃警察機關限於人手及設備不足，而和民間業者締結協助拖吊之契約。此時民間

業者是居於行政機關「助手」之地位，並非獲得授權執行公權力（拖吊權力），只能在警察

開立罰單並指揮下實施拖吊違規車輛之行為，但不能擁有獨立決定拖吊私人車輛的公權力，

即締約雙方（警察局與民間業者）間並未因契約使公法關係產生、變動及消滅，此際，核其

性質應屬私法性質之國庫行政行為，而有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參看該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

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但是如果警察

局授權由拖吊業者自行決定並執行拖吊任務，則拖吊業成為公權力之受託人時，此協議即為

行政契約（參閱陳新民著行政法學總論八十九年八月修訂七版，頁一五一至一五四、頁三五

三至三五五、頁四五五；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八十九年九月增訂六版頁一七四至一七

七、頁三九六至三九七、頁四一四至四一五）。本件乃原告與被告因訂立委託契約辦理純粹

事務性或技術性之工作而生之爭訟，並未直接對外影響人民權利義務，亦即僅係屬政府採購

法所規定之國庫行政即私經濟行為之私法契約權利義務履行上所生之爭議，殆無疑義。」以

及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 ?一九三號裁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與原告訂定之

契約，係承作電桿塗裝警示工程之承攬契約，就該契約之標的與目的而言，核屬私法上之承

攬契約，是兩造因該契約而生爭執，應屬民事爭訟範疇。行政機關為推行行政事務需要物資

或勞務支援，常以私法行為取得，例如營造或租用辦公廳舍、採購公務用品、僱用臨時人員

均屬此類國庫行政之私法形態之輔助行為，是無論其主體為行政機關本身或其所屬之公營事

業，該形態行為無疑均為私法上行為，僅生私法上之效果，要難以行政訴訟而為爭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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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程序法之適用問題54。」 

2.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一三一號裁定：「本件原告參與招標被

告辦理之「ＰＣ８９０６７Ｐ避雷針等三項」採購招標案，因交付之標的物無

法獲得招標機關即被告之驗收通過，經被告解除契約及沒收押標金，並將原告

列入不良廠商，原告乃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向被告提出異議，被告於同年八

月七日函復原告異議處理結果，原告不服，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規定提出

申訴，申訴決定就該部分決定無理由，原告猶不甘服，遂提起行政訴訟。查政

府機關辦理採購，係立於私法主體地位從事私經濟行政中之行政輔助行為，應

受私法之支配，故政府採購行為應為私法行為之性質，屬私權關係。即便學者

所主張之雙階理論，驗收係屬履約階段，仍為私權關係。本件被告以原告於履

約時所交付之避雷針等，與契約所附型錄不符，無法達到契約所約定之六十三

公尺以上之標準，經協調仍無法補正，被告乃依約通知解除契約並沒收履約保

證金，顯係基於私經濟關係所為之意思表示，非屬行政處分，從而兩造之爭議，

應循民事程序解決，非屬行政訴訟之範疇。原告提起行政訴訟，難謂合法，應

予駁回。至審議判斷書所為教示「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無理由部分，

申訴廠商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等語。經查，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審議判斷依其性質，得

視同訴願決定或調解方案，並附記爭訟或異議之期限。」如前所述，政府採購

法之性質，於驗收履約階段，係屬私法關係之性質，是該部分審議判斷即非視

同訴願決定，而得提起行政訴訟，併此敘明。」  

3.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簡字第三九六八號裁定：「一、⋯政府採購

行為之性質，依通說及實務見解，向來認為政府機關辦理採購，係立於私法主

體地位從事私經濟行政中之行政輔助行為，應受私法之支配，故政府採購行為

應為私法行為（參閱王珍玲，論政府採購法中異議及申訴制度，月旦法學雜誌

第七十三期第一二０頁、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九十年八月增訂七版第

十二、十三頁、改制前行政法院二十七年裁字第二十二號判例）。至政府採購法

中異議及申訴之性質，依同法第七十四條之立法理由：「政府採購行為一向被認

定係私經濟行為，廠商與機關之間如有爭議，本應循民事程序解決，惟因廠商

於招標、審標、決標階段，與機關並無契約關係，難有可供訴訟提起之訴因，

                                                 
54 有關政府採購法與行政程序法有無競合可能，請參考陳重見、顏世翠，論政府採購法與行政

程序法之競合（上）（下），軍法專刊第四十九卷第二、三期，民國九十二年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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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為增加廠商之救濟與保護，並兼顧政府採購之時效性需求，爰參酌政府採購

協定第二十條之規定，訂定異議及申訴程序。至於履約及驗收之爭議，本已有

仲裁、調解或民事訴訟得以救濟，但為擴大本章適用範圍，故就屬於第七十五

條之履約或驗收之爭議，亦得依本章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觀之，政府採購

法中異議及申訴之性質，似為行政機關自我審查之性質，即行政機關內部之監

督規範，為行政機關辦理採購時之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換言之，該等規定

與政府採購契約之效力並無直接關聯，故縱使採購機關未依該等規定辦理採

購，亦不影響其與廠商締結之採購契約之效力，只生採購人員之行政責任而已。

依此見解異議及申訴制度一方面可達到行政監督之目的，另一方面廠商與採購

機關現行之權利義務關係亦不受變更，僅額外增加爭議處理方法而已。即招標

過程所生之爭議事項，其有民事法上之請求權基礎者，仍得依民事法律規定，

循和解、調解、仲裁或提民事訴訟等方式，行使其救濟程序，不受異議及申訴

制度之影響。… 三、按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四條之立法理由認為政府採購行為一

向被認定係私經濟行為，廠商與機關之間如有爭議，本應循民事程序解決，惟

因廠商於招標、審標、決標階段，與機關並無契約關係，難有可供訴訟提起之

訴因，故為增加廠商之救濟與保護，並兼顧政府採購之時效性需求，爰參酌政

府採購協定第二十條之規定，訂定異議及申訴程序。故本件兩造因招標及審標

所生之爭議，揆諸首揭法律規定及行政院衛生署南區醫院九十年度採購醫療用

材料聯合招標投標須知第十項之規定，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提出異議及申

訴，以為救濟。從而，本件原告對被告不予發還其押標金之行為，若有不服自

應循異議及申訴之途徑救濟，乃原告竟對上開被告行為向行政院衛生署提起訴

願，依法自有未合。四、綜上所述，本件係屬政府採購招標、審標所引起之爭

議事件，原告若有不服自應循異議及申訴管道以求救濟，非屬行政救濟範圍，

自非本院所得審判事項，訴願決定機關行政院衛生署依訴願法第七十七條第八

款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於法並無違誤，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即屬於法不

合，應予駁回。」  

第三項 外國法制 

在探討政府採購行為性質時，外國法制對於我國解決此一爭議，應具有高

度之價值。我國政府採購法及其爭議處理機制制度之制訂本係基於政府採購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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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要求，其並規範了救濟程序之正當程序(due process)，以為各締約國制訂內

國法之基本要求及參考，惟各締約國應自行考量各國國內固有法制體系，以求

將政府採購協定之規範與內國體制互相融合。其中，英美等海洋法系國家以及

日本，本無公私法之區分，故其就政府採購行為之定性及其爭議處理機制之設

計，並無如同我國一般遭遇公私法二元分立之困境，故此處暫不論之。就同樣

身為大陸法系之一員，並採取公私法二元分立制度，對於我國學術討論具有高

度參考價值之德國與法國，茲分別說明其就政府採購行為性質之認定及採購爭

議解決方式如下。 

第一款 德國法55 

有關營繕與辦公物品採購，就契約內容屬性，德國向來界定為私法契約。

這類契約，屬行政私法之範疇，並不承認所謂之「雙階理論」，亦即不區分決定

發包與誰之行為與接續的締結契約行為，而是概括以一個締結契約視之56。傳

統德國見解以為，政府採購之投標者並不享有主觀公權利，但歐盟之有關指令

卻要求對投標者提供免於採購者恣意之保護，可謂承認投標者之主觀公權利。

依此，德國之政府採購法於一九九八年五月修正通過，並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一

日起生效。其立法體例係編入「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以下簡稱為「德國競爭

限制法」）（Kartellgesetz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簡稱

「GWB」）之第四篇「公務發包」（Vierter Teil. Vergabe öffentlicher Aufträge）第

九十七條至第一百二十九條中。 

其中，第一章規定「採購程序」（Erster Abschnitt. Vergabeverfahren）， 第

九十七條57開宗明義明定辦理採購之原則，包括：機關於不違反本法 (營業競爭

                                                 
55 有關德國法之介紹，參見 Balz, Ulrich著、劉華美譯，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有關政府採

購規範之發展 German Act Against Restraints on Competition：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gulations，公平交易季刊第十卷第一期，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另感謝黃立教授

提 供 德 國 營 業 競 爭 限 制 防 止 法 之 註 釋 書 Kartellgesetz Gesetz gegen 

Wettbewerbsbeschränkungen Kommentar, von Dr. Rainer Bechtold, 2.,voellig neu bearbeitete 

Auflage.，並提供中文翻譯意見。 
56 參見黃錦堂，行政契約法主要適用問題之研究，收錄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契約與新

行政法，元照出版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初版，，第 48 頁。其註釋 94中說明德國 Stober

與 Bull兩位教授之教科書有不同見解，認為二階段說仍局部存在。 
57 GWB§ 97 Allgemeine Grundsä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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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防止法) 之範圍內，依公平競爭、透明公開之程序，辦理採購（德國競爭

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機關在採購程序中，應平等對待廠商。但本法明文

規定或許可為差別待遇者，不在此限（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二項）；對

於中小企業利益之適當考量，採購機關應優先以專業分工或分批方式辦理採購
58（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三項）；機關應向專業、有履約能力、且可信

賴之廠商採購，對承攬人之其他或特別資格要求，須有聯邦法律或邦法之明文

規定方得為之（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四項）；決標，應本於最有利之條

件59（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五項）；聯邦政府得以須經參議院同意之法

規命令，訂定機關採購時應遵守之程序規定，特別是有關公告、採購之進行與

方式、廠商投標之選擇與審核條件，以及有關投標、締約與採購程序之其他問

題（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六項）；以及廠商得請求主辦機關遵守採購程

序之規定（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七項）。另本法第一章尚繼續對其採購

                                                                                                                                         

(1) Öffentliche Auftraggeber beschaffen Waren, Bau- und Dienstleistungen nach Maßgabe der 

folgenden Vorschriften im Wettbewerb und im Wege transparenter Vergabeverfahren. 

(2) Die Teilnehmer an einem Vergabeverfahren sind gleich zu behandeln, es sei denn, eine 

Benachteiligung ist auf Grund dieses Gesetzes ausdrücklich geboten oder gestattet. 

(3) Mittelständische Interessen sind vornehmlich durch Teilung der Aufträge in Fach- und Teillose 

angemessen zu berücksichtigen. 

(4) Aufträge werden an fachkundige, leistungsfähige und zuverlässige Unternehmen vergeben; 

andere oder weitergehende Anforderungen dürfen an Auftragnehmer nur gestellt werden, 

wenn dies durch Bundes- oder Landesgesetz vorgesehen ist. 

(5) Der Zuschlag wird auf das wirtschaftlichste Angebot erteilt. 

(6) Die Bundesregierung wird ermächtigt, durch Rechtsverordnung mit Zustimmung des 

Bundesrates nähere Bestimmungen über das bei der Vergabe einzuhaltende Verfahren zu 

treffen, insbesondere über die Bekanntmachung, den Ablauf und die Arten der Vergabe, über 

die Auswahl und Prüfung der Unternehmen und Angebote, über den Abschluß des Vertrages 

und sonstige Fragen des Vergabeverfahrens. 

(7) Die Unternehmen haben Anspruch darauf, daß der Auftraggeber die Bestimmungen über das 

Vergabeverfahren einhält. 
58 此一規定可能有與政府採購協定第 2.3 條：「機關不應使用評價方法的選擇，或者任何採購

要件的分割，以圖避免本協定之適用。」牴觸之疑慮。參考我國政府採購法第 14條規定：「機

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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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情形應該是第 2項規定之有分批辦理之必要的情形。  
59 有利之標準Das Kriterium der Wirtschaftlichkeit，參酌 Bechtold，Kartellgesetz §97 Rz.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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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 （機關） （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八條60）、政府採購（之客體）（德國競

爭限制法第九十九條61）、本法適用範圍（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條62）、以及採

購方式（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條零一條63）等等做了規範，整體而言，此部分

之規定與我國之採購法並無太大差別。 

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競爭限制法於第二章第一百零二條到第一百二十四條

所設之「審議程序」（Zweiter Abschnitt.Nachpruefungsverfahren ），由此程序使

得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七項所規範之廠商得請求主辦機關遵守採購程

序規定乙事能獲得實現。茲就其相關規定簡介如下： 

1. 採購稽察小組之稽查： 

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64採購稽察小組 ( Vergabepruefstelle )，

其係由聯邦及各邦設置，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法定主管機關( Fach – und 

Rechtsaufsichtsbehoerden )亦得設置。採購稽察小組得依聲請或本於職權，稽察

該法第九十八條第一款至第三款所稱之機關是否確實遵守本法之規定；並得命

令執行採購程序之機關，撤銷違法行為，另為適法之處置；為採購機關及廠商

就本法之適用提供諮詢，並於必要時調解爭議（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零三條

                                                 
60 See GWB§ 98 Auftraggeber 
61 See GWB § 99 Öffentliche Aufträge 
62 See GWB § 100 Anwendungsbereich 
63 See GWB § 101 Arten der Vergabe  
64 GWB § 103 Vergabeprüfstellen 

(1) Der Bund und die Länder können Vergabeprüfstellen einrichten, denen die Überprüfung der 

Einhaltung der von Auftraggebern im Sinne des § 98 Nr. 1 bis 3 anzuwendenden 

Vergabebestimmungen obliegt. Sie können auch bei den Fach- und Rechtsaufsichtsbehörden 

angesiedelt werden. 

(2) Die Vergabeprüfstelle prüft auf Antrag oder von Amts wegen die Einhaltung der von den 

Auftraggebern im Sinne des § 98 Nr. 1 bis 3 anzuwendenden Vergabevorschriften. Sie kann 

die das Vergabeverfahren durchführende Stelle verpflichten, rechtswidrige Maßnahmen 

aufzuheben und rechtmäßige Maßnahmen zu treffen, diese Stellen und Unternehmen bei der 

Anwendung der Vergabevorschriften beraten und streitschlichtend tätig werden. 

(3) Gegen eine Entscheidung der Vergabeprüfstelle kann zur Wahrung von Rechten aus § 97 Abs. 7 

nur die Vergabekammer angerufen werden. Die Prüfung durch die Vergabeprüfstelle ist nicht 

Voraussetzung für die Anrufung der Vergabek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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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為伸張防衛第九十七條第七項之權利，廠商不服採購稽察小組稽察之

決定時，僅得向採購審議庭( Vergabekammer )提出審議申訴。向採購稽察小組

就採購程序所為之異議聲請，並非向採購審議庭申訴之先決條件（德國競爭限

制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二項）。 

2. 採購審議庭之申訴審議： 

申訴之審議係由採購審議庭( Vergabekammer )負責。聯邦採購審議庭審理

聯邦所負責之採購事項，各邦採購審議庭審理各邦負責之採購事項（德國競爭

限制法第一百零四條65第一項）。行使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九十七條第七項之權利

及其他於採購程序中對機關之作為或不作為請求權，除向採購稽察小組為之

外，僅得向採購審議庭及抗告法院（Beschwerdegericht）為之（德國競爭限制

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二項前段）。前述權利之行使，不妨礙一般民事法院關於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管轄權及卡特爾署之職權（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二項

後段）。 

採購審議庭僅得依聲請開始審議程序（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零七條66第

                                                 
65 GWB § 104 Vergabekammern 

(1) Die Nachprüfung der Vergabe öffentlicher Aufträge nehmen die Vergabekammern des Bundes 

für die dem Bund zuzurechnenden Aufträge, die Vergabekammern der Länder für die diesen 

zuzurechnenden Aufträge wahr. 

(2) Rechte aus § 97 Abs. 7 sowie sonstige Ansprüche gegen öffentliche Auftraggeber, die auf die 

Vornahme oder das Unterlassen einer Handlung in einem Vergabeverfahren gerichtet sind, 

können außer vor den Vergabeprüfstellen nur vor den Vergabekammern und dem 

Beschwerdegericht geltend gemacht werden. Die Zuständigkeit der ordentlichen Gerichte für 

die Geltendmachung von Schadensersatzansprüchen und die Befugnisse der Kartellbehörden 

bleiben unberührt. 
66 GWB § 107 Einleitung, Antrag 

(1) Die Vergabekammer leitet ein Nachprüfungsverfahren nur auf Antrag ein. 

(2) Antragsbefugt ist jedes Unternehmen, das ein Interesse am Auftrag hat und eine Verletzung in 

seinen Rechten nach § 97 Abs. 7 durch Nichtbeachtung von Vergabevorschriften geltend 

macht. Dabei ist darzulegen, daß dem Unternehmen durch die behauptete Verletzung der 

Vergabevorschriften ein Schaden entstanden ist oder zu entstehen droht. 

(3) Der Antrag ist unzulässig, soweit der Antragsteller den gerügten Verstoß gegen 

Vergabevorschriften bereits im Vergabeverfahren erkannt und gegenüber dem Auftraggeber 

nicht unverzüglich gerügt hat. Der Antrag ist außerdem unzulässig, soweit Verstöße ge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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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廠商主張其為利害關係人而機關辦理採購違反採購法令，致損害其依第

九十七條第七項之權利者，得聲請審議。廠商聲請審議時，應指明機關違反採

購法令、致其受有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

項）。聲請人若於採購程序進行中，已知招標機關違反採購法令情事，而未立即

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者，不得向採購審議庭聲請審議。已於招標機關公告可得

而知之違反採購法令情事，於公告中所載截止投標日止前，未向招標機關提出

異議者，亦同（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三項）。 

採購審議庭基於職權探查事實真相，提供卷宗閱覽，並在收受聲請書五週

內，以經言詞辯論後做成決定（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零八條至第一百一十三

條）。採購審議庭應就聲請廠商之權利是否受有損害作成審議判斷，並採取適當

措施，排除該權利之侵害，並防止其相關利益受損。採購審議庭不受聲請內容

之限制（Sie is an die Anträge nicht gebunden），而得決定促使招標機關為適法之

處置（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四條67第一項）。已作成之決標不得被撤銷。

審議程序因決標、採購程序之取消（Aufhebung）或停止，或因其他情事而結束

者，採購審議庭依當事人之請求，確認是否有權利侵害之事實。於此情形不適

用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項）。採

購審議庭所為之審議判斷（Entscheidung），應以行政處分（Verwaltungsakt）為

之。強制執行應依據聯邦或各邦之行政強制法，並得向高權主體為之。第六十

                                                                                                                                         
Vergabevorschriften, die aufgrund der Bekanntmachung erkennbar sind, nicht spätestens bis 

zum Ablauf der in der Bekanntmachung benannten Frist zur Angebotsabgabe oder zur 

Bewerbung gegenüber dem Auftraggeber gerügt werden. 
67 § 114 Entscheidung der Vergabekammer 

(1) Die Vergabekammer entscheidet, ob der Antragsteller in seinen Rechten verletzt ist und trifft die 

geeigneten Maßnahmen, um eine Rechtsverletzung zu beseitigen und eine Schädigung der 

betroffenen Interessen zu verhindern. Sie ist an die Anträge nicht gebunden und kann auch 

unabhängig davon auf die Rechtmäßigkeit des Vergabeverfahrens einwirken. 

(2) Ein bereits erteilter Zuschlag kann nicht aufgehoben werden. Hat sich das 

Nachprüfungsverfahren durch Erteilung des Zuschlags, durch Aufhebung oder durch 

Einstellung des Vergabeverfahrens oder in sonstiger Weise erledigt, stellt die Vergabekammer 

auf Antrag eines Beteiligten fest, ob eine Rechtsverletzung vorgelegen hat. § 113 Abs. 1 gilt in 

diesem Fall nicht. 

(3) Die Entscheidung der Vergabekammer ergeht durch Verwaltungsakt. Die Vollstreckung richtet 

sich, auch gegen einen Hoheitsträger, nach den Verwaltungsvollstreckungsgesetzen des 

Bundes und der Länder. § 61 gilt  entsprech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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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之規定，準用之（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三項）。 

3. 向邦高等法院抗告： 

參加採購審議庭審議程序之當事人，不服採購審議庭之判斷，得提起即時

抗告（sofortigen Beschwerde）（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六條68第一項）。立

即抗告專屬採購審議庭所在地之邦高等法院管轄（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

六條第三項）。即時抗告應於採購審議庭之判斷送達後兩週內提出；在採購審議

庭逾期不決定，而依第一百一十六條第二項之規定，視為駁回審議聲請之情形，

則應在視為駁回審議聲請後兩週內，提起即時抗告（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

十七條69第一項）。提起即時抗告，應同時敘明抗告之理由。抗告理由應載明下

                                                 
68 GWB § 116 Zulässigkeit, Zuständigkeit 

(1) Gegen Entscheidungen der Vergabekammer ist die sofortige Beschwerde zulässig. Sie steht den 

am Verfahren vor der Vergabekammer Beteiligten zu. 

(2) Die sofortige Beschwerde ist auch zulässig, wenn die Vergabekammer über einen Antrag auf 

Nachprüfung nicht innerhalb der Frist des § 113 Abs. 1 entschieden hat; in diesem Fall gilt der 

Antrag als abgelehnt. 

(3) Über die sofortige Beschwerde entscheidet ausschließlich das für den Sitz der Vergabekammer 

zuständige Oberlandesgericht. Bei den Oberlandesgerichten wird ein Vergabesenat gebildet. 

(4) Rechtssachen nach den Absätzen 1 und 2 können von den Landesregierungen durch 

Rechtsverordnung anderen Oberlandesgerichten oder dem Obersten Landesgericht 

zugewiesen werden. Die Landesregierungen können die Ermächtigung auf die 

Landesjustizverwaltungen übertragen. 
69 GWB § 117 Frist, Form 

(1) Die sofortige Beschwerde ist binnen einer Notfrist von zwei Wochen, die mit der Zustellung der 

Entscheidung, im Fall des § 116 Abs. 2 mit dem Ablauf der Frist beginnt, schriftlich bei dem 

Beschwerdegericht einzulegen. 

(2) Die sofortige Beschwerde ist zugleich mit ihrer Einlegung zu begründen. Die  

Beschwerdebegründung muß enthalten: 

1. die Erklärung, inwieweit die Entscheidung der Vergabekammer angefochten und eine 

abweichende Entscheidung beantragt wird, 

2. die Angabe der Tatsachen und Beweismittel, auf die sich die Beschwerde stützt. 

(3) Die Beschwerdeschrift muß durch einen bei einem deutschen Gericht zugelassenen 

Rechtsanwalt unterzeichnet sein. Dies gilt  nicht für Beschwerden von juristischen Personen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4) Mit der Einlegung der Beschwerde sind die anderen Beteiligten des Verfahrens vor der 

Vergabekammer vom Beschwerdeführer durch Übermittlung einer Ausfertigung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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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事項：一、請求撤銷採購審議庭判斷之範圍及請求另為裁判之聲明。二、陳

述為抗告基礎之事實及證據（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項）。法院認

為抗告有理由者，應廢棄採購審議庭之判斷，而自為裁定，或命採購審議庭依

抗告法院之法律見解，重為判斷。抗告法院應依聲請，確認抗告廠商之權利是

否受招標機關之侵害（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二十三條70）。 

4. 確定審議判斷之拘束力及提付聯邦最高法院裁判之義務： 

抗告廠商因招標機關的違法行為提起損害賠償，並已在採購審議庭進行程

序者，一般民事法院應受採購審議庭之確定判斷及邦高等法院所為裁判之拘

束，或在依第二項規定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再抗告情形所為裁判之拘束（德國

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二十四條71第一項）。邦高等法院就採購事項所為之裁判，不

同於他邦高等法院或聯邦最高法院所為之裁判者，案件繫屬法院應向該案移送

聯邦最高法院。聯邦最高法院取代邦高等法院而為裁判（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

百二十四條第二項）。 

由前述規定可知，德國法就採購之招標過程，亦肯認其具有公法行為之性

質，近乎「二階段說」。如招標機關於決標前有違反採購法令之行為者，係透過

採購稽察小組之稽查，以及廠商向採購審議庭請求申訴審議，確保廠商請求主

                                                                                                                                         
Beschwerdeschrift zu unterrichten. 

70 GWB § 123 Beschwerdeentscheidung 

Hält das Gericht die Beschwerde für begründet, so hebt es die Entscheidung der Vergabekammer 

auf. In diesem Fall entscheidet das Gericht in der Sache selbst oder spricht die Verpflichtung der 

Vergabekammer aus,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Rechtsauffassung des Gerichts über die Sache 

erneut zu entscheiden. Auf Antrag stellt es fest, ob das Unternehmen, das die Nachprüfung 

beantragt hat, durch den Auftraggeber in seinen Rechten verletzt ist. § 114 Abs. 2 gilt entsprechend. 
71 GWB § 124 Bindungswirkung und Vorlagepflicht 

(1) Wird wegen eines Verstoßes gegen Vergabevorschriften Schadensersatz begehrt und hat ein 

Verfahren vor der Vergabekammer stattgefunden, ist das ordentliche Gericht an die 

bestandskräftige Entscheidung der Vergabekammer und die Entscheidung des 

Oberlandesgerichts sowie gegebenenfalls des nach Absatz 2 angerufenen Bundesgerichtshofs 

über die Beschwerde gebunden. 

(2) Will ein Oberlandesgericht von einer Entscheidung eines anderen Oberlandesgerichts oder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abweichen, so legt es die Sache dem Bundesgerichtshof vor. Der 

Bundesgerichtshof entscheidet anstelle des Oberlandesgerichts. Die Vorlagepflicht gilt nicht 

im Verfahren nach § 118 Abs. 1 Satz 3 und nach §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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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機關遵守採購程序規定之公法上權利能夠實現。在此一採購進程中，主辦機

關之作為雖應遵守採購程序，然其之採購中之決定及決標等行為並非如同「二

階段說」之見解構成「行政處分」；構成行政處分者，乃「採購審議庭之審議判

斷」。而就構成行政處分之審議判斷，廠商得對之向法院提出及時抗告及再抗

告。此處之抗告，翻譯時有時亦做「訴願」解釋72，故其就採購爭議雖非明顯

採取「二階段說」，但亦極為類似，承認在招標階段具有公法性質，並依循公法

救濟途徑進行救濟。 

第二款 法國法73 

同樣具有悠久二元訴訟制度之法國，為省卻法院判斷契約屬性之負擔，立

法者在某些情形下明文就契約之屬性予以規定，其方式包括：1.直接將某種契

約直接定性為行政契約或私法契約；以及 2.規定某種契約所引起的爭議由行政

法院管轄或普通法院管轄。而法國法定行政契約中，與我國政府採購法規範範

圍較為相關，且最重要者首為「公共工程契約」，早在一七九九年的行政區域劃

分法第四條第三項即規定，所有因公共工程契約之履行及契約條款之疑義所引

發之疑義，由總督府之諮議會（即地方行政法院之前身）受理管轄。第二種法

定行政契約類型是有關「公用公產之占用契約」，即公有財產中直接供公眾使用

或提供為實現某特定公共服務事項之公用公產之相關租用74、使用或委託管理

契約等。該等契約亦自一九三八年成為法定之行政契約。而某些契約，依法國

判例所建立之判斷準則看來，具有較強之行政性，本應屬行政契約者，但立法

者將之劃歸為私法契約者，如部隊之伙食外包、公有非供公用財產之占用、買

賣及租賃等，以及不具公務人員資格之雇用或聘任人員之僱傭等。 

而以上契約類型，在我國政府採購法下，公共工程契約屬「工程定作」範

圍；公用財產之占用契約如係以委託經營管理方式，則屬「勞務委任」範圍；

部隊伙食外包則亦可能係「財務買受、定製」或「勞務委任」範圍，然依上述

介紹可知，法國法有時將之定位為「行政契約」，有時卻將之定位為「私法契約」，

                                                 
72 參見劉幸義，德華法律經濟辭典，貝克圖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慕尼黑，第 56-57頁。 
73 參見陳淳文，公法契約與私法契約之劃分－法國法制概述，收錄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

政契約與新行政法，元照出版公司，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初版，第 133-164頁。 
74 惟依我國法制，機關財物(不動產)招租(出租)行為無政府採購法之適用，參見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訴 8812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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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採購行為及其契約之性質，似不宜遽以一概而論。 

第四項 本文見解 

在政府採購法制定之前，一般咸認政府採購行為屬於「國庫行為」中之「行

政輔助行為」，惟經政府採購法經立法院審議修正並通過公布後，對於採購行為

法律性質認定自不宜昧於立法者之意思，而以單純之私法性質視之。蓋政府採

購法有許多之規定與公共利益相關，具有濃厚之公益色彩，且亦有許多規定同

時具有為避免主辦機關恣意之寓意，故其顯非私法行為；而行政契約說及二階

段說亦均有其理論上便宜解釋之處，前者多數政府採購契約之標的或目的並非

具有公法性質；後者，採購決定依我國體制雖可成為異議申訴及後續行政訴訟

客體，然此係以立法手段規定，並非其本質使然，其並不具「行政處分」之性

質，蓋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三條所稱「視同」，與「視為」或「以⋯論」同義，是

對於不同的法律事實，由法律擬制其有相同之效果，在立法技術上稱為「擬制

性法條」。如以此反過來解釋採購決定為行政處分，顯有循環論證之虞。似本文

認為似以第四說較能確切描繪政府採購行為之法律屬性。 

然採購行為之本質雖非得以二階段說來解釋，而係間雜公私法之相關規

定。然其實務運作上卻不妨引用二階段說之精神，解決第四說特殊行為說或公

私法併存說之窘境。亦即，吾人可參考二階段說，將政府採購招標、審標、決

標等訂約前之爭議與決標後契約爭議，分成二階段來處理。論者雖有認為此將

一個行為割裂適用不同之救濟程序之虞，惟現行政府採購法已採取此等立法模

式，實務運作上尚屬順暢。 

而就政府採購前階段之招標、審標、決標等訂約前之爭議，係偏向「所有

政府所能夠主導或影響的公法或私法上組織」行為合法性之控制，如涉及有無

違反政府採購法者，則將該部分認定屬公法爭議，並救濟途徑導向行政爭訟75，

應為可行；又設若發生締約前之採購行為違反法令之問題，廠商得依政府採購

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之必要費用76，但究應

                                                 
75 因此傳統就公營事業之行為一律解為私法行為之見解，應有所修正。 
76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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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民事訴訟或公法途徑請求，目前亦有爭議。本文認為，此係政府採購法所規

定之公法上請求權，亦應循公法管道請求之。至如涉及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

一有關締約上過失之賠償責任者，因其責任成立要件不同，仍應允其向普通法

院起訴請求賠償，不宜全然定性為公法爭議，而導致廠商損失此部分之救濟權

利。而就招標爭議定性為公法爭議乙事，論者有謂，如認為採購爭議屬公法事

件，不啻承認機關於採購作業中所為之決定為公法行為，則執行政府採購行為

之公務員如有疏失時，廠商即有依國家賠償法申請國家賠償之可能性77。然由

國家賠償法第六條：「國家損害賠償，本法及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律。」可知政府採購法有特別規定時即排除國家賠償法之適用。而

自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三項合併觀之，可知經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以審議判斷確認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時，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償付其準備

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已就公務員執行採購違反法令所引發之

賠償責任範圍予以明訂，廠商自不得依國家賠償法申請國家賠償，故應無此疑

慮78。 

另依照二階段理論說，於締約後之採購行為性質，應全然為私法契約，並

無例外。然本文認為，採購機關與廠商間所訂定之政府採購契約原則上固屬私

法契約，然採購契約之定性，仍應依照行政契約及私法契約區別之理論，依契

約之標的及目的認定其屬性，而不宜逕就所有依政府採購所締結之契約均認定

屬於私法契約，應有行政契約存在之空間。然基於賦予廠商救濟途徑之立場，

就依政府採購法簽訂之契約，無論其性質為何，均應許其以政府採購法所設履

約爭議調解方式以解決履約爭議。 

                                                                                                                                         
為適法之處置。」該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

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77 參見王珍妮，論政府採購法中異議及申訴制度，月旦法學雜誌第 73期，第 127頁。 
78 惟於不良廠商通知經確認違法之場合，解釋上應可能有國家賠償之可能性，參見本文第五章

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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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政府採購法異議申訴制度之特色 

第一項 「選擇」及「非排他性」之爭議處理機制 

政府採購法第六章所定之爭議處理機制，原則上係屬「選擇」及「非排他

性」之爭議處理機制，其僅為解決爭議的一種方法，而非謂政府採購爭議均應

依政府採購法之爭議處理制度解決。例外是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通

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廠商得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提出

異議及申訴，其異議及申訴之處理，則準用第六章之規定。若廠商未依法提出

異議及申訴，則對於機關所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決定，將失去救濟機會79。有

時如涉及對廠商履約是否合乎契約規定時，如重大遲延與展延工期等，須同時

也提出調解申請，而可獲致雙贏之解決之方案。 

第二項 專業而快速之爭議處理機制 

政府採購法對於異議、申訴制度相關規定，學者認為有如下特點80： 

1.解決投訴無門的情形：在政府採購法實施之前，投標廠商在投標過程中，

若受到招標機關的歧視待遇或不當處置，基本上較欠缺法定的正式管道可以獲

得救濟。 

2.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的成員具有專業性：由相關的專業人士，如法律及

工程專業之教授及實務界人士進行審議，比較能夠建立權威且正確的判斷意見。 

3.救濟有即時性：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二條第二項的規定，採購申訴審

                                                 
79 就刊登採購公報乙事，雖僅得藉由異議申訴聲明不服，而不得提起訴願。然廠商認主辦機關

就不良廠商認定有誤以致誤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引發廠商權益受損乙事，是否得請求賠償，

請參見本文第五章之討論。 
80 參見羅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協定論析，第 325-3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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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委員會於完成審議前，必要時得通知招標機關暫停採購程序。該規定對於確

保投標廠商的利益十分重要，避免在廠商獲得救濟時，採購程序已經完成而無

救濟的實際利益。不過由於廠商提起申訴與申訴會實際處理時，存有相當時差，

在此期間可能不當得標之廠商可能已經履約，此一規定常常無法落實，實務上

曾出現之案例屈指可數。 

4.救濟快速：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八條的規定，廠商提出申訴，應同時繕具

副本送招標機關。機關應自收受申訴書副本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陳述意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四

十日內完成審議，並將判斷以書面通知廠商及機關，必要時得延長四十日。這

種快速的救濟是其他法律制度所少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