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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府採購招標爭議之申訴制度 

政府採購爭議招標爭議之申訴制度係屬不服異議之後續程序，因此廠商提

出申訴時，應先符合第三章所述之提出異議事項及理由之限制，相關內容，不

另贅述。茲僅就其他提出申訴之要件及不同之程序要求，以及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做成申訴審議判斷後，其效力及後續救濟問題等，分述如下： 

第一節 提出申訴之要件 

本節將敘述廠商提出申訴時所應符合之要件－須為公告金額以上採購、須

經異議前置程序、須符合申訴法定程式，包括受理申訴機關、形式、期限、費

用等等。如不符合上述要件者，即可能被認為申訴應不受理。 

第一項 申訴案件之限制 

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若有不服，或招標機關逾期

不為處理者，可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之規定，得於收

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申訴。是有關申訴案件之限制可分析如后： 

第一款 採購金額之限制 

廠商僅有對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不服其異議處理或招標機關逾期不為處理

時，始能提出申訴。目前主管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之公告金

額，不論工程、財物及勞務採購，均為新台幣一百萬元161。故僅新台幣一百萬

元以上之採購案件，始得提出申訴。惟機關逾期不為處理之案件，是否仍須達

                                                 
161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八年四月二日（八八）工程企字第八八０四四九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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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金額以上始得提起申訴？從採購法第七十六條之法條文字上看來似有模糊

空間。惟探究申訴制度設定公告金額以上門檻，藉由過濾小額案件以增進救濟

資源使用效益之設計用意，再對照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

機關逾期不為異議處理之採購案件，仍須達公告金額以上始得提起申訴162。 

另附帶一提者，除採購招標爭議外，廠商被機關認定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

零一條第一項第一至第十三款之情事，經通知為不良廠商者，亦可循異議、申

訴途徑尋求救濟。惟不良廠商之認定，因涉及廠商可能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

三條之規定，一或三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嚴重後

果，故不限於公告金額以上案件。 

第二款 需先經異議之程序，且對異議處理結果不服，或招標機關逾

越異議處理結果的法定期限而不為處理 

第一目 對異議處理結果不服 

異議為申訴之前置程序，未經異議程序而逕提申訴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即應移請招標機關為異議處理，且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一百零四條之一

規定：「廠商誤向非管轄之機關提出異議或申訴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

起之日。」應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收受申訴書之日視為提起異議日。 

至若對於因其他廠商提起異議，經招標機關撤銷或變更原採購決定之處理

結果表示不服之廠商，其仍不得逕為申訴，而仍應循異議程序就招標機關之採

購行為請求救濟163。此部分實務上如涉及招標機關撤銷原決標者，如本文第三

章所述，因廠商與機關間契約已生效，故其性質應屬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非

屬決標爭議而係私權爭執，廠商應改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 

另實務上經常發生申訴廠商於提出申訴時，主張其在異議程序中並未主張

之事項，例如申訴廠商原係針對「審標不合格之結果」提出異議及申訴，然在

申訴審議程序中，始進一步指摘係招標機關就「招標文件」之規格訂定不當，

                                                 
162 參見彭麗春，政府採購法上申訴制度之研究，第 31-32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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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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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此時，申訴廠商就招標文件之部份，因其未提出異議，

是該部分之主張應非申訴案件應審究之內容164，且其事後追加招標文件訂定不

當為申訴標的，早已逾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異議期間，申訴

會不應予以審議，並應就其對招標文件訂定不當之申訴，給予不受理之判斷。

然而，若申訴廠商在申訴程序所提出之事項，雖未在異議程序中提出，但如其

並未變更訴訟標的，而僅係補充或更正事實或法律上之陳述者，申訴會仍可就

該主張為實質之審查。如高雄市政府建設局「高雄市獎勵民間投資設置街道家

具」招標案165，申訴廠商認為第二次公開招標時，已將「資格」及「押標金」

作修正，惟開標時未按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審標，請求中止此一採購案，

並重新招標。然招標機關主張申訴廠商於提出異議事由中，僅稱該採購案第二

次公開招標時將「資格」及「評選標準」大幅修正，是有關「押標金」部分，

並未經法定異議程序，其申訴程序欠缺法定要件，應不予受理。申訴會參酌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六條：「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

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認為招標機關之抗辯並不成立，申訴會仍得就

此部分加以實質審查。此外，申訴主張之事實不能超過異議之範圍，如廠商申

訴主張之事項如超過異議範圍，申訴會並無審酌必要。但屬於同一事項有關違

反法令攻擊防禦方法之增加者，申訴廠商雖未主張，申訴會亦可逕為審酌166。 

另就申訴廠商對於採購爭議提起異議及申訴後，於申訴案件繫屬於申訴會

中，申訴廠商又接獲招標機關所發之沒收押標金及不良廠商之通知，此時申訴

廠商於未經異議之情形下，追加對於該沒收押標金及不良廠商通知之申訴，應

如何處理？以雲林縣西螺鎮農會「國產 15.1噸及 10.4噸大貨車（附冷藏設備）

各一輛」採購案167為例，本案事實為：申訴廠商於投標時，將標單首頁錯置，

以致標價錯置。後決標結果為 10.4噸大貨車由案外廠商得標，15.1噸大貨車則

因申訴廠商之投標價格原係對 10.4噸大貨車投標價格由申訴廠商得標。因雙方

對於申訴廠商是否得標有爭議，申訴廠商乃於先就該決標結果提出異議，於接

獲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後，申訴廠商乃再向申訴會提起申訴，然招標機關又

於廠商提出申訴後，通知因申訴廠商拒不簽約，將沒收押標金及刊登採購公報，

                                                 
164 實例請參見行政院衛生署台南慢性病防治院「微電腦控制高頻胸部攝影ｘ光機及設備」採

購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九七號。 
165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二三二號。 
166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記錄。 
167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四四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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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廠商乃於申訴之「補充理由狀」中請求招標機關不應沒收押標金及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嗣申訴會對沒收押標金及不良廠商之申訴仍予受理，並進一步認

為本件 15.1噸車採購，申訴廠商標單錯置，屬於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

規定，招標機關決標於申訴廠商，於法已有未洽。故申訴廠商原即無「得標」

可言，自無所謂「得標後無正當理由拒不簽約」之情事，招標機關不應通知申

訴廠商沒收押標金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按對於招標結果之申訴與對沒收押標

金及不良廠商之申訴應屬兩案，申訴會本應分案處理，惟此二者間牽涉同一事

實基礎，具有牽連關係，應可容許申訴廠商在前申訴案中為訴之追加。惟目前

政府採購之申訴制度，既以異議前置為必要，沒收押標金及不良廠商之通知於

未經異議之情形下，未有異議處理結果之情況下，廠商逕行提出申訴，申訴會

應不予受理為妥。矧申訴會基於紛爭解決一次性之考量，認為有必要在此一申

訴案中解決此一部分之問題，亦可如同申訴會部分審議判斷，採取在審議判斷

中並此表明關於招標機關後續是否可以將廠商刊登採購公報之法律見解之做

法，一樣可以達到此一目的，又可避免方便之門一開所引來之種種問題。 

另有關代辦採購案件中，應以何者為異議對象，已如第三章所述。惟實務

上曾發生廠商向代辦機構提出異議後，卻接獲洽辦機關之處理結果，此一處理

結果是否可視為異議處理結果之疑問。以中央信託局（購料處）代理內政部警

政署辦理「五‧五六步槍子彈」採購申訴案為例，履約期間內政部警政署認廠

商所交子彈驗收不合格，中央信託局（購料處）乃代理內政部警政署向申訴廠

商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九款為刊登不良廠商之通知，廠商向中央信託

局及內政部警政署提出異議後，接獲內政部警政署公函，廠商是否可對之提起

申訴？有論者以為本案不良廠商之通知既為中央信託局（購料處）所發，自應

以中央信託局（購料處）之異議處理結果作為提起申訴之客體。內政部警政署

之公函尚非第一百零二條所稱之「異議處理結果」，是申訴廠商對此提起申訴，

應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九款（現為第十款）之規定不予受理168。 

關於共同投標廠商提出異議申訴時，本即有個別行使異議之權利，如共同

投標廠商之一並未參與異議程序，其他共同投標廠商後續申訴程序之進行將影

響其權利或利益，參酌行政程序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未參與異議程序之共

                                                 
168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討論事項第二十六則，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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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投標廠商亦得為申訴之當事人169。 

第二目 經異議程序，招標機關逾越異議處理結果的法定期限而不為處理 

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七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招標機關應自

收受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將異議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提出

異議之廠商，廠商如不服異議之處理結果，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提出申訴。如申訴廠商並未收受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亦未俟異議處

理期限屆滿，即提出申訴170，應不予受理。但如在審議判斷前，招標機關已作

成維持原決定之處理結果，且廠商或機關並提出該異議處理結果於申訴會者，

依目前實務見解，視同廠商申訴程序之瑕疵已因招標機關做成異議處理結果而

補正，為合法申訴171。 

另異議處理結果應以其達到異議廠商始生效力，如異議處理結果於十五日

之處理期限內未達到異議廠商，則廠商無從知悉異議處理結果內涵，自亦無從

決定是否提出申訴，故此時應視同就廠商所提異議未為處理，開始計算申訴法

定期間。 

此處應再進一步說明者，廠商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後，雖招標機關有另發

公函予異議廠商，惟其並未就廠商之異議為處理者，例如廠商對決標結果異議，

招標機關卻回函說明該採購案已採限制性招標，其尚屬程序通知之性質，並非

異議處理結果172，故廠商可於機關異議處理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申

訴。然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八十九年度訴字第二八一九號判決見解173卻認為，

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所謂「招標機關逾前條第二項所定期限不為處理者」，應

                                                 
169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四五號，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大潭燃氣火力發電計畫主發電設備統包採購案」。但共同投標之個別廠商是否有個別申請

調解之權利？本文認為從民事訴訟中共同訴訟之觀點出發，其應共同申請始有實益。 
170 實例請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九００一五號，行政院海巡署海

洋巡防總局「八十九年度六十噸級巡邏艇建造工程」。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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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頁。 
172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二三五號，「台北縣泰山鄉明志國小

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設計暨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  
173 本案此部分見解嗣經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判字第二三０八號判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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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招標機關對廠商之異議不為處理者而言。如招標機關僅函復處理中、請示

中、釋示中，俟函復後再另行通知者，乃事實之通知，尚不對外發生准駁之法

律上效果，非該條規定之「異議處理結果」，不屬行政處分之性質，亦核與不為

處理之情形有別，不應課予廠商應於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二十日

期限174屆滿之日起十五日內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申訴之責。然本文認

為此種見解並不可採，蓋此時究應以何時間作為計算申訴期間之起點，判決中

並未交代。本文認為事實通知既非異議處理結果，則自應視同招標機關就廠商

所提異議未為處理，開始計算申訴法定期間，如廠商逾期未提，即屬失權。惟

如招標機關嗣後做成異議處理結果者，廠商如有不服者，則此時可重新起算申

訴法定期限，廠商於其接獲異議處理結果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申訴，均屬合

法。 

第三款 申訴案件同一性之認定及其處理 

因採購案之進行，乃是不斷隨時間之前進而持續進行，故廠商提出異議申

訴之案件背景及其請求事項，往往必須隨著採購案之進行程度加以變化。而申

訴案件是否具有同一性，更對申訴案件是否合法，以及其應如何處理具有決定

性之影響。此將牽涉申訴案件之收費問題，以及採購申訴委員會就該案件是否

應予受理之問題。蓋一申訴案即應繳納一次費用，且就廠商依法不得提出之請

求，申訴會不應受理審究。 

然而，申訴案件並非如同傳統之民事案件或行政救濟案件，已發展出一套

嚴謹之訴訟標的及訴之聲明之觀念，足以判斷案件是否同一。是以，就申訴案

件之同一性自應採取不同之標準，然而此標準為何，實務及學說都尚在摸索階

段，目前申訴案件個案數目似係視實質採購案件數、機關異議處理結果之內容，

以及採購申訴標的內容綜合決定之，謹將目前實務上曾發生過之爭議整理如

下，俾供參考： 

（一）申訴廠商因對於採購案第一次公告招標之投標文件異議處理結果不

服，向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惟嗣因該採購案第一次

招標因未滿三家而流標，招標機關另以原招標條件公告辦理第二次招標，並於

                                                 
174 此二十日之處理期限已於九十二年修正為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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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時不受三家合格廠商之限制，於是申訴廠商乃於就第一次公告招標之投標

文件異議結果提出申訴時，一併請求對招標機關以原招標條件辦理之第二次招

標，暫停採購程序175。其中有關招標機關以原招標條件辦理之第二次招標與第

一次招標是否視為同一採購案，或為截然不同之獨立標案？申訴廠商主張其係

對採購案之整體過程有不當限制競爭之情事而提出異議及申訴，非僅對系爭標

案之第一次開標申訴；而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八十八年十月二

十八日第六次委員會議決議176認為：「本件招標機關以原招標條件辦理之第二次

招標，其公告招標之案號與第一次招標之案號既相同，應認為係同一採購標案。

本案應就申訴廠商之請求為實體之審查」。在此案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是以

招標案號為判斷申訴案件是否同一之標準。 

（二）申訴廠商於採購案第一次公告時，即針對招標文件提出異議、申訴，

嗣候第一次公告因故流標，招標機關並辦理第二次流標，申訴廠商乃再度針對

第二次公告內容提起異議、申訴177。惟申訴廠商主張其先後所提之二次申訴，

事實上均為同一採購案號，乃請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併案審理並不再另外繳納審議費用。因本案與前述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六次委員會議決議之案例背景不盡相同，招

標機關對於申訴廠商之前後兩次異議，均有做出異議處理結果，廠商亦接對之

提起申訴，程序要件堪稱完備，故是否可援引前述決議認為係屬同一採購案，

而將兩申訴案件併為一案處理，引起爭議。本案經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九十年三月二十九日第三十七次委員會議作成決議認為：「（一）訴九

００壹０號及訴九００五九號申訴案中，申訴廠商所不服之機關異議處理結果

                                                 
175 本案背景係誠洲股份有限公司就中央信託局購料處（受內政部警政署委託）於八十八年九

月九日公告辦理之「機動無線電汰換更新」採購案，主張不當限制競爭，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不服中央信託局購料處八十八年十月六日之異議處理結果，而提起申

訴。惟該採購案於十月七日開標時，因未滿三家業已流標。然而中央信託局購料處於八十八

年九月九日公告之招標須知第 8.7款規定「第一次開標因未滿三家而流標者，第二次開標得

不受 8.3款所述三家合格廠商投標之限制」，並於八十八年十月七日公告訂於十月二十六日第

二次開標。 
176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八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六次委員會議記錄。 
177 本案係興松公司參加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辦理「北宜高速公路第二標（石碇－彭

山段）接續工程」招標案件，在八十九年十二月二日第一次公告時，興松公司即針對招標文

件內容提出異議、申訴，並繳納審議費三萬元（申訴案號：訴九００壹０號）。嗣候，興松

公司再度針對九十年一月四日以相同條件招標之第二次公告內容，提出異議、申訴（申訴案

號：訴九００五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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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應以二申訴案分別處理。（二）有關訴九００一０號申訴案是否收費問題，

類推適用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招標機關於預審會議開會

前自行撤銷或變更其處理結果，無再為處理之必要』之規定，得免予收費，故

本案應退還審議費新台幣三萬元。至於訴九００五九號申訴案件，則依新案受

理，申訴廠商應另行繳納審議費用。」 

（三）同一申訴廠商在一申訴案中，同時對兩採購案提出申訴178，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亦曾以一案加以處理。然嗣後廠商對於同

一機關同時公告、開標二個採購案之審標過程提出異議，該機關對該異議僅作

成一異議處理結果，廠商對之不服而提出申訴時，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第三十九次委員會議決議認為應為二申訴案件。 

（四）廠商對於招標機關辦理第一次招標之決標及第二次招標之廢標決定

提出異議，招標機關對該異議未處理，廠商提出申訴。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第四十二次委員會議認為收費標準應以申訴標的個數計算，本案

含二申訴標的，即「第一次招標決標程序有違失」及「建請重新辦理第三次招

標」。 

（五）同一申訴廠商就單一契約，受機關兩次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

不同款之通知，並提出兩次申訴，且兩者之事由具有牽連關係，且涉及法規競

合的問題179，如予兩次處分，兩次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計算其停權期間，恐有一

事兩罰之情形，是否宜併案處理，並以一處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且自刊登日

起計停權期間？本案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八十九年十

一月九日第三十次委員會議作成決議認為：「本案屬單一契約應否予兩次處分之

問題，由於本案申訴廠商之前行為與後行為具有牽連關係，前行為應為後行為

                                                 
178 本案係內政部營建署「台中市、豐原、太平、石岡臨時住宅防颱加固設施工程」、「南投市、

中興新村臨時住宅防颱加固設施工程」採購申訴案，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

議判斷書訴八九二二八號。 
179 本案係興松公司承攬「北宜高速公路第二標（石碇彭山段）工程」，主辦機關因其施工進度

嚴重落後，認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十一款之情形，而依規定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經興松公司依法於八十九年二月提出申訴，尚在受理中（案號：訴八九０三四）。而後，

招標機關於十月二日、以其進度落後經督促並限期改善仍未改善，已依約接管該工程，而依

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八款事由通知將刊登採購公報，興松公司復依法於十月十九日提出申

訴（案號：訴八九二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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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吸收，且二者復有法條（款次）競合情形，如予二次處分有違一事不兩罰之

原則，故應依其後行為以一申訴案處理，收取一次審議費用，且其違法事實成

立者，亦僅應以一處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六）三家廠商參與同一採購案，違反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經招標機

關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六款規定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行政院公共工

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四十三次委員會議認為應分為三案並分別收費。 

（七）多家廠商參與同一機關多件採購案，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

條，以同一案件被提起公訴，而招標機關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第二

款規定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七十

九次委員會議認為，就同一家申訴廠商，仍應以實質之採購案件數列計申訴件

數，而非僅一申訴案件。 

第二項 提出申訴的對象與形式 

第一款 申訴之受理機關 

第一目 中央及地方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之規定，廠商應「依其屬中央或地方辦理之採

購，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申訴。地方政府未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者，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

目前中央政府辦理之採購，廠商應向主管機關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設之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 

至地方政府辦理之採購，依法廠商本應直接向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不過目前除台北市政府成立採購申訴委員會

業於九十年一月一日起成立運作外，其餘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尚未設置採

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但均已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後段「地方政府未設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者，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之規定，委託行政院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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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處理有關採購申訴審議及採購履約調解案件180，故現階段

中央或地方機關之採購申訴案件，除台北市政府自行處理外181，均統一由主管

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處理。 

目前除台北市政府成立採購申訴委員會外，其餘地方政府有成立上之實質

困難，故均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處理。加以各機關及廠商均反映如地方政府成立

申訴審議委員會有球員兼裁判之嫌；另如統由中央主管機關設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亦可節省各地方政府經費，故工程會內部曾有刪除地方政府將設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及委託中央主管機關處理規定之修法意見，然此次修法仍維持原

狀。 

第二目 誤向該管申訴受理機關外之機關提出申訴 

由於政府採購法第八十六條明定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均得設

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日後若各地方政府均設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廠商

可能誤向其他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故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二條

第一項乃規定：「申訴之提起，以受理申訴之申訴會收到申訴書之日期為準，廠

商誤向非管轄之申訴會提起申訴者，以該非管轄申訴會收受之日，視為提起申

訴之日」以為救濟。 

然實務上所面臨之問題卻不止於此。其曾經發生過之實例有： 

（一）廠商直接向地方政府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而該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實際上並不存在。就此情形，工程會認為：「參照司法院二十年院解字

第四二二號『在合法期間向該非主管官署提起再訴願，經決定駁回者，應認為

再訴願已合法提起。⋯』及三十六年院解字第三六一０號『對於官署之處分，

於訴願法定期間內，向原處分官署聲明不服者，有遵守期限之效力。⋯』之意

                                                 
180 例如：台北市政府先前係於八十八年五月十日以府工三字第八八０二一三００號函、高雄

市政府於八十八年五月十八日高市府訴二字第一二三一０號函委託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處理有關採購申訴審議及採購履約調解案件。 
181 惟九十年一月一日前即已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受理之申訴及調解案，雖台北市政府採

購申訴委員會已成立運作，依台北市政府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府工三字第八九一一一九

三八００號函，仍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審理至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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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本件申訴廠商提出本申訴案，已遵守申訴法定期限182。」雖其誤向非管轄

之申訴機關表示不服，仍認為係合法之申訴。 

（二）廠商接獲異議處理結果後，並未向該管申訴機關提出申訴，而復向

招標機關再次聲明不服。此時是否得認為申訴廠商既針對異議處理結果提出不

服之意思表示，故其已提出合法申訴？按舊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明定

得視為申訴者係「誤向非管轄之申訴會提起申訴」，與訴願法得視為提起訴願之

範圍係以「受理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不同，從而申訴廠商若非像其他申訴會

提出不服之表示，是否仍得視為合法之申訴，容有疑義183。此外，參照行政程

序法第九十九條之規定：「對於行政處分之聲明不服，因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

知錯誤致向無管轄權之機關為之者」，才能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聲明不服
184，若招標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已有明白之救濟途徑教示，廠商仍向申訴會以

外之機關聲明不服，自不應認為廠商已提出合法之申訴。然對此一問題，再訴

願處理機關行政院認為：「申訴之提起，係廠商對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之救濟

程序，其在法定期間內，曾向招標機關為不服之聲明，或誤向非管轄之申訴機

關表示不符者，均應認為合法之申訴185⋯」。  

為解決前述問題，政府採購法九十一年修正時，乃參酌訴願法第十四條第

四項之規定增設第七十六條第二項：「廠商誤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外之

機關申訴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申訴之日」。以解決廠商提出申訴偶

有誤向原招標機關或其他機關表明不服之情形；並增設第七十六條第三項：「前

項收受申訴書之機關應於收受之次日起三日內將申訴書移送於該管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並通知申訴廠商。」使申訴案件儘速獲得處理，此一修正雖與行政

程序法之原則有若干杆格，惟其對廠商權益保障較為周到，仍值肯定。  

                                                 
182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訴八八０七九號審議判斷書。 
183 彭麗春，政府採購法異議及申訴期間計算爭議之評析，律師雜誌第二四九期，第 59頁。 
184 黃立教授意見。 
185 參見行政院八十九年三月九日台八十九訴０六九五六號再訴願決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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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 提出申訴之形式 

第一目 申訴書 

根據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廠

商申訴時應以「書面」為之。申訴書應記載之內容，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七條第

一項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三條均有明確規定。此外，為使招標機關可以進行

申訴答辯，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八條第一項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七條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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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十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陳述意見。 

第二目 申訴之代理 

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申訴之提出，廠商亦得

委任代理人為之，代理人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職

業、電話、住所或居所。且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有關訴訟代理人之「訴訟代理

權之範圍及代理權之限制」，於廠商申訴委任代理人之情形準用之。換言之，申

訴代理人就委任事件，有代廠商為一切申訴行為之權，但撤回廠商原申訴、不

服申訴審議判斷時提起行政訴訟及選任複申訴代理人，除已於委任書內表明已

受特別委任者外，否則不得為之。 

第三項 提出申訴之期限 

招標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應以書面通知廠商，廠商對於招標機關異議之

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之期限不為處理者，依政府

採購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廠商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異

議處理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提起申訴。按異議處理結果之通知，應以

通知到達異議廠商始生效力，即令招標機關已函覆異議結果，如異議廠商並未

到達異議廠商，則廠商無從知悉異議結果內涵，自亦無從決定是否提出申訴，

此時應視同就廠商所提出異議未為處理，依後述規定計算法定申訴期限。 

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明定「招標機關應自收受異議之次日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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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為適當之處置，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異議之廠商⋯」，第一百零二條亦

以招標機關收受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作為異議應處理完成之期限以計算提出申

訴之期限，如招標機關未遵政府採購法所規定之十五日處理期限內函覆其異議

處理結果，廠商即應於處理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提出申訴，也就是如廠

商未接獲異議處理期限之情形下，廠商提出異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應提出申

訴，否則申訴即屬於逾期。 

然而，若招標機關並未遵守十五日之處理期限，遲延作出異議處理結果，

則廠商之提起申訴期間之計算，自然較提出異議之次日起三十日之期限為長，

甚至可能發生原來應已逾越申訴期限之案件，又可以提出申訴之情況。 

第一款 提出申訴期限之計算 

第一目 起算日之計算 

在政府採購法九十一年之修正前，實務上發生爭議者，首為前述申訴期間

之起算日之計算，究應自「收受異議處理結果」、「二十日異議處理期限屆滿」

之當日起算或自次日起算。有關期間之起算，如同本文第三章所述，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八十八年十月七日第五次會議會議結論，認

為應自當日起算186，因此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所定廠商提出申訴之期限，係

自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當日起算。結果導致實務上甚多案件皆因此

一日之差，被認定已逾法定申訴期限，而不予受理187。 

嗣後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委員會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三十

二及第三十三次會議改變前揭見解，有關政府採購法異議及申訴期間之計算，

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均不應自「公告日或邀標日起」、「接獲機關通知或機關

公告日起」、「知悉或可得而知悉之日起」、「決標日起」及「收受異議處理結果

或期限屆滿之日起」之當日起算，而應以次日為起算點。嗣為配合行政程序法

第四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於九十一年修正時明定：「廠

                                                 
186 該決議主要係針對異議期間所作結論，但亦可適用於申訴期間之起算。該次決議之討論，

請參見第三章提出異議期限之計算部分。 
187 例如「○○稅捐稽徵處物品搬運作業採購申訴案」，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訴八八０四四號審議判斷書。、「南投縣 BOO 垃圾焚化場興建營運計畫」，參見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訴八九一三一號審議判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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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提起申訴，

明定申訴期間之計算，始日不算入，此一爭議終於落幕。 

至於計算申訴是否逾越法定期間，應採到達主義，非以廠商提出申訴書付

郵之時間為廠商提出申訴之時間，而應以申訴會收受廠商申訴書之時間為準，

廠商誤向非管轄之機關申訴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申訴之日。訴願

法第十四條第三項：「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

書之日期為準。」亦可資參照。 

然目前申訴會所處理之某些案例，或基於某些事實不易認定，並不堅持以

申訴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計算廠商申訴期間是否逾期之標準，以免在程序上

即扼殺廠商救濟機會。以雲林縣西螺鎮農會「國產 15.1噸及 10.4噸大貨車（附

冷藏設備）各一輛」採購案188為例，申訴會認為：「招標機關八十九年六月二十

七日之異議處理結果於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十七時以限時掛號投遞，惟未舉

證該處理結果到達申訴廠商之時間，如以一般郵件合理遞送時程計算，該處理

結果得於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達到申訴廠商。申訴廠商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三日

向本會提出申訴（本會七月十四日收件），應可推論申訴廠商於法定期間十五日

內提出申訴。」似有意以廠商提出申訴書之時間為提出申訴之日期。  

第二目 在途期間 

提出申訴期限有無扣除在途期間之適用，因目前各地方政府除台北市外，

未均設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情況下，有加以討論之必要。如本文於第三章

已提及，有論者認為機關之採購行為往往涉及多數廠商之彼此競爭及公共利

益，因此招標爭議宜早日確定，與其他法域有所不同。且得提出異議、申訴之

廠商，除散布於國內各地之廠商，亦包括國外廠商，如申訴期間之計算允許主

張在途期間者，則機關之採購行為效力勢將無法快速確定，恐將影響採購之時

效、安定性跟穩定性189。 

然亦有反對意見認為，申訴制度既係行政救濟之一環，由行政機關權辦，

                                                 
188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四四號。 
189 參見駱忠誠，新修正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機制評析  (上)，營造天下第七十六期，民國九十一

年四月，第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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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行政救濟應採一致之期間計算方式，俾利民眾遵行之原則來看，申訴制度

應可參考訴願法第十六條190設立在途期間之規定191。 

就此一問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度停字第六八號裁定認為，申訴期

限應有「在途期間」之適用192。而行政院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目前則係

參酌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三條「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之規定，如申訴廠商

不在申訴會所在地居住者，計算法定期間，應依「訴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扣

除其在途期間。 

第二款 逾期提出之效力 

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前段規定：「申訴逾越法定期間或不合法定程式

者，不予受理。」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申訴事件⋯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提申訴會委員會議為不受理之決議：⋯二、申訴逾越法定期間

者。」是以，申訴之期間是為法定不變期間，如申訴逾期提出，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即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前段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二款

判斷申訴不受理。 

第四項 申訴費用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條第四項規定：「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辦理審議，得先

行向廠商收取審議費、鑑定費及其他必要費用；其收費標準及繳納方式，由主

管機關定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防止廠商濫行申訴及使用者付費之原

則，乃參酌仲裁法之收費標準，制訂「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193。依採購申

                                                 
190 訴願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訴願人不在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住居者，計算法定期間，應

扣除其在途期間。但有訴願代理人住居受理訴願機關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訴願行為

者，不在此限。（第二項）前項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191 參見彭麗春，政府採購法上申訴制度之研究，私立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八十八年十二月，第142-143頁 
192 此一判決經最高行政法院九十年裁字第八七三號裁定予以維持。 
193 參見彭麗春，政府採購法上申訴制度之研究，八十八年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第

14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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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審議收費辦法第三、四條規定，廠商提出申訴時，應繳納審議費，每一申訴

事件為新臺幣三萬元。廠商未於提出申請時繳納審議費，應屬政府採購法第七

十九條所稱「申訴不合法定程式」情形之一，惟其屬於可補正之情形，故應由

申訴會通知廠商限期補繳；逾期未繳納者，始得不受理其申訴。收費後，申訴

會方進行程序之審查194。程序審查時，若發現申訴事件有程序不合法而依法應

不受理之情形（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一至第十款），則依申訴審議辦法

第六條規定收取新台幣五千元。但屬招標機關於預審會開會前自行撤銷或變更

其處理結果，無再為處理之必要者，則不收費。 

然而，此種就採購申訴予以收費之作法，各界卻有不同意見。有論者以為，

申訴審議案件判斷結果比照訴願決定，考量目前訴願沒有收費之情形下，如審

議費之規定僅係為防止廠商濫行提起申訴，其必要性似可再作審酌195。然而，

在針對申訴審議案件是否應該收費所作的問卷調查中，受訪者中認為應收費的

占67.7%、不應收費的占30.1%﹔若應收費，則申訴審議收費標準，認為以一萬

元為合理者占30.8%、三萬元占28.6%，其中無填答占28.6%都是前一題認為申

訴審議收費不應收費196。 

目前的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第四條規定，每一申訴案件之審議費為新台

幣三萬元，並不以案件所涉及金額之大小作為決定收費多寡之標準，可說是在

不收費與爭議涉及之契約實體利益收費間作了折衷的選擇。政府採購法的招標

爭議申訴制度，乃是提供廠商一個特別的法律上救濟制度，而其審議判斷結果，

並不單單涉及廠商公法上之權益，也往往關係廠商契約上之實體權利甚鉅，故

仍與一般行政救濟有別，故法律自得明文規定收取審議費用，而無須比照訴願

                                                 
194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四十二次決議，申訴之申請於收費後方

進行程序審查。惟如屬移轉管轄，應不收費。此主要係為避免發生申訴會明知該案應不受理，

卻仍命廠商繳交審議費用，可能有失厚道， 
195 參見彭麗春，政府採購法上申訴制度之研究，八十八年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第

一四七頁。其理由如下，就程序面而言，申訴既然是一種行政救濟的途徑，而公法爭訟（訴

願、行政訴訟）原則上均不收費；就實質面來說，廠商因為機關違法行為，權益遭受損害，

尋求救濟，卻需先行繳納審議費，經審議結果若作成招標機關違法之判斷，廠商雖能依政府

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向機關請求償付投標、異議、申訴之必要費用，惟機關如不給

付或就數額有爭議，廠商亦僅能再提起民事訴訟以求解決；如審議費之規定僅係為防止廠商

濫行提起申訴，似可就其必要性再作審酌。 
196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採購爭議事件及修法事宜之研究」，

第 61-62頁，計劃主持人：陳振川，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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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不得收費。 

而就不良廠商之異議申訴案件，其性質則與招標爭議之異議申訴案件有

別，係屬針對屬於裁罰性行政處分之不良廠商通知加以救濟之途徑。如廠商未

聲明不服者，其處分確定後廠商將被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其一年或三年內均

不得參加全國各機關之政府採購投標，即使投標亦不得作為決標對象，甚至不

得成為政府採購案承包商之下包商，故其性質上應屬一般行政救濟之範圍，原

則上自應比照訴願不予收費之作法為是。縱然，依目前實務上運作之情形看來，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處理此類案件時，勢必須就廠商究竟有無政府採購法第

一百零一條所定各款情形之有無，作實質上之判斷，而該項實質上之判斷又往

往關係廠商契約上之權利甚鉅，例如是否廠商之給付確實不合乎契約之規定，

而具有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之情形等等，所花費的行政支出比起訴訟、仲裁、調

解等紛爭解決途徑亦不遑多讓。然而，政府既意欲就不良廠商特設此種公法上

之裁罰，就其所生爭議，自應以內部之行政費用加以支應，而不應轉向廠商收

費。是有關不良廠商的申訴，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係準用第六章

申訴的規定，但宜將收費部分排除在準用範圍之外197。 

另有論者建議，申訴審議費用改由申訴案件之無理由一方負擔198。本文認

為此種導入民事訴訟費用負擔精神之見解，應可採納。且如此亦與本辦法防止

廠商濫行申訴及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無所牴觸，亦可防止招標機關恣意認為廠

商之異議無理由。 

另依實務上見解，一件申訴案即應收取一次費用，而申訴案件個案數目應

視實質採購案件數、機關異議處理結果之內容，以及採購申訴標的內容綜合決

定之。若當事人對於申訴審議費用有所爭議，因政府採購法係規範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採購，建立政府採購制度所制定之行政法規，依該法

所設立之申訴審議制度，係就採購行為有無違反法令所設立之監督制度，是其

中有關申訴費用負擔係附屬申訴制度而存在，故該費用之負擔，係因公法上之

原因而發生，為可認定。從而，有關費用之爭議，應循行政救濟程序為之，非

                                                 
19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採購法修正之研究，計畫主持人：羅昌發、

黃立、黃鈺華，民國 90年 6月。 
198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成效評估及修法事宜之

研究」，第 99頁，計劃主持人：陳振川，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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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普通法院所得審判。因公法爭議申訴而產生之申訴費用，為屬因公法上原因，

其性質上非私權爭議，仍應循行政救程序解決199。 

第五項 申訴不合法之情形及其處理 

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申訴逾越法定期限或不合法定程式

者，不予受理。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應定期間命其補正200；逾期不補正者，

不予受理。」所謂不合法定程式應指政府採購法所設提出申訴應符合之程式，

本即包括向該關申訴受理機關提出申訴、申訴書之內容、申訴費用之繳納等等。

然而，實務上就申訴事件應不受理之情形，並不僅僅限於申訴逾越法定期限及

不合法定程式此兩種理由，而就「不合法定程式」作了更細部之區分。依採購

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規定，應為不受理之決議者，包括：「一、採購未達公告

金額者。但第二條第二項事件201，不在此限。二、申訴逾越法定期間者。三、

申訴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可補正而屆其未補正者。四、申訴事件不屬收

受申訴書之申訴會管轄而不能依第九條規定移送者。五、對於已經審議判斷或

已經撤回之申訴事件復為同一之申訴者。六、招標機關自行依申訴廠商之請求，

撤銷或變更其處理結果者。七、申訴廠商不適格者。八、採購履約爭議提出申

訴，未申請改行調解程序者。九、非屬政府採購事件者。十、其他不受理之情

事者。」 

上述應不受理之情形，第八款及第九款之「採購履約爭議提出申訴，未申

請改行調解程序者」、「非屬政府採購事件者」係於九十一年修正時新增。第八

款係配合新法限制履約爭議案件不得提出申訴之修正，而第九款非屬政府採購

案件者202，在舊法時期申訴會原係引用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九款「其

                                                 
199 參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九十年度國小抗字第一號民事裁定。 
200 此一期間目前工程會大多係限定為文到後七日或十日，惟此一期限關係人民訴訟權利之行

使，宜加以統一規定為妥。 
201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二條第二項：「廠商對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異議之處理結果

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日起二十日期限不為處理者，無論該事件是否逾公告金額，得於

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處理期限屆滿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申訴會申訴。」 
202 例如「三軍總醫院商店街統包案」，招標機關係提供場地「出租」，承租之申訴廠商須繳交

一定之租金，自行營運管理，自負盈虧，契約終止後並恢復原場地，屬單純之出租行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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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受理之情事者」判斷不受理，九十一年之修正始將之獨立成為一款。 

尚須進一步解釋者，乃第三款所謂「申訴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可補

正而屆期未補正者」、第七款所謂「申訴廠商不適格」，以及第九款所謂「其他

不受理之情事」，究係何指？實務上發生過之實例如下： 

（一）第三款所謂「申訴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可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者」，例如： 

1.未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三條所規定之格式書寫申訴書，例如申訴之請

求事項未具體載明。申訴廠商應具體載明其請求事項，如未具體載明，即屬不

合程式。惟此項情形，屬於可以補正，應通知補正後，未於限期內補正，始可

依判斷申訴不受理203。 

2.申訴廠商未依第七十六條提出申訴之要件，並未收受招標機關異議處理

結果，亦未俟異議處理期限屆滿，即提出申訴204。 

3.申訴廠商未對「特定」採購案件發生爭議：申訴書上應具體明確列出採

購案件中之爭議，如根本無特定採購案件之存在，例如台糖公司對於所屬養豬

單位，函示有關「豬隻飼養管理工作」勞務採購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申訴

廠商認有限定廠商資格之嫌，提出申訴，然申訴廠商並未對台糖公司辦理之「特

定」採購案件發生爭議，經通知補正後，迄未於限期內補正，即可判斷申訴不

受理205。 

4.申訴會於受理申訴後，通知申訴廠商補正招標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送達

                                                                                                                                         
非政府採購法第二條所稱之「採購」，申訴廠商就該出租行為不得提出申訴。又如高雄市政

府「徵求民間參與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紅橘線路網建設案」及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徵

求民間參與興建暨營運國道公路頭城蘇澳及蘇澳花蓮段」招標案，均係依據「獎勵民間參與

交通建設條例」辦理，申訴會見解認為其有關徵選投資廠商之程序，因該條例已設有規定，

無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餘地，從而其所生爭議亦無法依政府採購法異議、申訴程序處理。惟此

種見解似有違誤，請參見本文第三章之說明。  
203 實例請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六三、八九一九五號。 
204 實例請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九００一五號，行政院海巡署海

洋巡防總局「八十九年度六十噸級巡邏艇建造工程」。 
205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二六六號。 



政府採購法異議及申訴制度之研究 
 

 90 

日期等相關證明文件，申訴廠商如逾未補正206，此種情形亦屬本款之情形。然

有關法條之引用方式，申訴會原擬引用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及採購申訴規則

第十一條第三款為其論結不受理之理由，嗣後申訴會認為應判斷理由應改採政

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三條，論結部份則僅應引用政府採

購法第七十九條，刪除採購申訴規則第十一條第三款之部份。 

（二）第七款所謂「申訴廠商不適格」，例如提起異議及申訴之廠商根本

非權益受損者，當事人不適格，或者不符合廠商之概念。因廠商僅能以自己之

權益受損害為由提起異議、申訴，如自身之權益並未受損，則不得提起異議申

訴。例如申訴廠商主張得標廠商違反投標須知，決標應屬無效，並請求由符合

資格之次低標廠商得標，惟該標案之次低標廠商亦非申訴廠商，所以招標機關

採購結果，尚無致損害於申訴廠商情事，即可依本款規定不予受理207。再舉「台

灣省新竹農田水利會八九三０三００一號公務車租賃 089-113-073 號保管箱設

備」採購申訴案208為例，申訴廠商主張招標機關限制廠商資格，惟查申訴廠商

係「中華民國小客車租賃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並非小客車租賃業者，非

屬政府採購法第八條所稱之廠商，自亦非第七十五條所稱之廠商，顯非異議、

申訴事件適格之當事人，自應依採購申訴規則第十一條第七款不予受理。 

（三）第九款所謂「其他不受理之情事」，實務上發生過之實例如下： 

1.申訴廠商未對「特定」採購案件發生爭議：此種情形，申訴會有依第三

款不受理者，亦有依第九款不受理者。如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就「國產式支

承墊廠商之支承功能全承試驗設備」規定之規範補充說明中「廠商需自有材料

試驗及支承功能全程試驗設備之證明文件」乙節，就其中「支承功能全程試驗

設備」部分加註「且其能量應能滿足所供應本局盤式支承之試驗需求」等文字，

申訴廠商乃函文請求國工局就上開加註規定予以釋疑說明，嗣後並以上開加註

規定有損廠商權益提出異議及申訴，申訴會認其並非對國工局所辦理之具體特

定採購招標案件產生爭議，自無政府採購法異議及申訴之適用，而依第九款判

                                                 
206 實例請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三０二號。 
207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三六號，申訴會以該案核屬採購

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七款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不予受理。惟此一見解似不妥當，參見

本文第三章之討論。 
208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三一八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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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申訴不受理209。 

2.廠商未依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繳納審議費：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第

三條規定：「廠商提出申訴時，應繳納審議費。其未繳納者，由申訴會通知限期

補繳；逾期未補繳者，不受理其申請。」是以如廠商於通知補繳後，在限期內

仍不補繳，即可依第九款判斷申訴不受理。 

3.異議當事人不適格：此與第七款申訴廠商不適格之情形有間。按申訴制

度以異議前置為必要，申訴廠商如認機關違法損其權益，應直接向招標機關提

出異議，惟外國申訴廠商如在異議程序中，並未以自己之名義提出異議，而係

由其在我國之代理商（僅經授權代為投標及簽約，並未獲得異議代理之授權）

以代理商之名義提出，而所訴求者為招標機關未能接受申訴廠商就該採購標案

資格審查之請求表示不服，有異議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嗣後在申訴程序中，

外國申訴廠商縱授權其代理商代為提出申訴，申訴廠商仍屬未經異議而提申

訴，應不受理210。 

4.異議、申訴對象當事人不適格：申訴廠商之異議、申訴之對象應為招標

機關，然實務上有相當多之機關係將其採購事務委由中央信託局（購料處）或

其他之專業採購機關，如台北縣政府採購中心，而不自行辦理。惟此一類型在

新法增設第七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廠商誤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外之機

關申訴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申訴之日」後，應已不復見。 

5.申訴廠商未收受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亦未俟異議處理期限屆滿，即

提出申訴：例如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八十九年度六十噸級巡邏艇

建造工程」211，申訴廠商主張不服招標機關於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對契約規

定所為之解釋，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針對該解釋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並

於九十年一月十六日向申訴會提出申訴。按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第二項及第

                                                 
209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六四號。  
210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三０八號，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台中火力發電計畫第九、十號機分散式控制及資料收集系統」招標案；

本件異議係由巨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以該公司名義提出，而非以申訴廠商 Westinghouse 

Process Control Inc. 名義提出。 
211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九００一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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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條明定：「招標機關應自收受異議之日起二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廠商

對公告金額以上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招標機關逾前條第二項所定期限

不為處理者，得於收受異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十五日內，⋯申訴。」

經查申訴廠商未收受招標機關異議處理結果，亦未俟異議處理期限屆滿，即提

出申訴，即不合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所定提出申訴之要件。申訴會原認為本

件申訴核屬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九款規定之「其他不受理之情事」，嗣

後申訴會認為應改採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為其理由。 

6.申訴廠商之異議不符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招標機關之函覆非為異議處理

結果之通知：廠商提出申訴時，以機關有依本法規定將異議處理結果通知廠商

或機關對異議於法定期間內不為處理為前提要件，如無該前提要件，應不得提

起申訴，若竟提起，自非合法，應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九款規定不

予受理。例如「高雄市第十四期及第十五期市地重劃區既設污水管線工程」，申

訴廠商主張其在八十九年四月十日向招標機關所發之函件為「異議書」，但該採

購案於五月一日始公開招標，因此，申訴廠商四月十日之「異議」，實屬對招標

文件公告前之公開說明向招標機關提供意見，而非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第

一項提出之異議。從而招標機關於五月八日所為之函覆，並非異議處理結果之

通知212。故廠商之申訴不合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而應依採購申訴審議

規則第十一條第九款不予受理。 

7.申訴廠商以招標機關辦理採購違反民法為由提起異議、申訴：依申訴會

之見解，民法並非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故申訴廠商如以違反民法規定提

出異議及申訴，難謂合法，符合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九款不受理之規

定213。 

上述案例之所以會引用法條上之爭議與轉變，係因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之不受理審議判斷，初期皆僅引據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之各款作成不受

理之判斷，只有申訴逾越法定期間始一併引據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之規定。

惟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已就申訴逾越法定期間及申訴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有

所規定，捨政府採購法而引據其子法，法律適用順序顯有瑕疵，行政院公共工

                                                 
212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０一號。 
213 實例請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八０四

二、八九０七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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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九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五次會議，針對申訴

不受理審議判斷之處理原則，作通盤之檢討，並作成下列決議214：「（一）申訴

不受理審議判斷引用法條之原則如下：1.申訴逾期，申訴不合法定程式不可補

正，或申訴不合法定程式可以補正，經限期補正而逾期不補正（含未繳納審議

費）者，引用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九條規定不受理。2.非屬以上情形而應不受理

者，引用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各該規定不受理。（二）申訴不合法定程式，

通知申訴廠商限期補正之函文，應具體敘明不合法定程式之情形即應如何補

正，俾未來如須以逾期不補正而不受理時，有所依據。⋯」 

嗣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不受理之審議判斷，均依

循上述原則加以處理。 

第二節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對申訴之審議程序 

第一項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組成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設置，直接影響到申訴審議判斷之品質及解決採購

紛爭之成效，可說是整個異議申訴制度運作的核心。在行政院所提出的政府採

購法草案中，原來規定主管機關及省（市）政府設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然

而在立法院審議過程中，有立法委員認為地方機關利用其預算所進行之採購事

項，屬於地方自治範圍，故採購相關之申訴事件應由地方機關自行為之215。是

故，政府採購法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

為處理中央及地方機關採購之廠商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案件，分別設採購申訴

審議委員會。目前僅有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台北市已設置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高雄市及其餘縣（市）政府均尚未設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而係將該管申訴案件依第七十六條第一項後段「地方政府未設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者，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理。」以及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行政

                                                 
214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三十五次會議記錄。 
215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草案：立法院預算、財政、法制、司法、內政及

邊政五委員會聯席審查會議記錄彙編，第 335頁；羅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協定論析，

第 3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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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因業務上需要，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不相隸屬之行政機關執行

之」規定，將申訴及履約爭議調解業務委請主管機關處理。故現階段中央或地

方機關之採購申訴案件，除台北市外，均統一由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所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處理。 

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政府採購法施行之前，於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即先行設立「公共工程爭議處理委員會」，辦理公共工程契約爭議調處工

作，累積了兩年半的經驗，因此在「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八十八年五月二

十七日成立時，原來的幕僚人員已經駕輕就熟，而部分原聘爭議處理委員會之

委員亦轉任申訴委員，經驗傳承上十分順利，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運作很

快即上軌道，對於政府採購案件所生爭端事件，尤其重大公共工程爭議的解決，

已發揮實質上的功能216，且其成效已獲得各界廣泛之肯定。 

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台灣營建研究院所作之「公共工程委員會處

理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成效評估及修法事宜之研究」中，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在處理申訴、調解案件對於解決採購爭議是否有所助益所作的調查顯示，八成

以上的受訪者，持肯定之見解217；更有八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當採購招、決

                                                 
216 邱雅文，政府採購申訴及調解制度，台北律師公會在職進修叢刊創刊號，民國八十九年九

月，第 113頁。 
217問卷設計之題目為：您認為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在處理申訴、調解案件對於解決政府採購

爭議是否有所助益？ 

¨(1)非常有助益¨(2)有助益¨(3)無意見¨(4)沒有助益¨(3)非常沒有助益 

表 在處理申訴及調解案件對於解採購爭議是否有所助益 

        選項 

次數及百分比 

非常 

有助益 
有助益 無意見 

沒有 

助益 

非常沒有

助益 
無填答 合計 

次數 28 79 7 12 1 6 133 

百分比 21.1% 59.4% 5.3% 9.0% 0.8% 4.5% 100% 

表 身分別與在處理申訴及調解案件對於解採購爭議是否有所助益交叉分析表 

        選項 

身分別 

非常 

有助益 
有助益 無意見 

沒有 

助益 

非常沒有

助益 
無填答 合計 

次數 10 34 6 5 1 1 57 廠 

商 百分比 17.5% 59.6% 10.5% 8.8% 1.8% 1.8% 100.0% 

機 次數 6 27 1 0 0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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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過程發生爭議時，會直接向申訴審議委員會尋求救濟218；其最主要的理由為

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委員會有專家學者作判斷，而且快速有效。不過亦有

受訪者對於申訴審議委員會仍存有偏袒招標機關之疑慮，且招標機關未必遵守

審議判斷，對爭議廠商並無實益，而不會選擇直接向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219。 

                                                                                                                                         

 百分比 16.7% 75.0% 2.8% 0.0% 0.0% 5.6% 100.0% 

次數 11 12 0 0 0 0 23 學 

者 百分比 47.8% 52.2% 0.0% 0.0% 0.0% 0.0% 100.0% 

次數 1 6 0 7 0 3 17 律 

師 百分比 5.9% 35.3% 0.0% 41.2% 0.0% 17.6% 10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成效評估及修法

事宜之研究」，第 77-78頁，計劃主持人：陳振川，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218問卷設計之題目：當採購招、決標過程發生爭議時，您是否會直接向申訴審議委員會尋求救

濟？ 

¨1.會¨2.不會 

表 發生爭議是否會直接向申訴審議委員會尋求救濟 

      選項  

次數及百分比  
會  不會  合計  

次數  110 23 133 

百分比  82.7% 15.8% 100% 

表 身分別與發生爭議是否會直接向申訴審議委員會尋求救濟交叉分析表 

      選項  

身分別  
會  不會  合計  

次數  42 15 57 廠  

商  百分比  73.7% 26.3% 100% 

次數  31 3 36 機  

關  百分比  86.1% 8.3% 100% 

次數  23 0 23 學  

者  百分比  100.0% 0.0% 100% 

次數  14 3 17 律  

師  百分比  82.4% 17.6%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成效評估及修法

事宜之研究」，第 62-63頁，計劃主持人：陳振川，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21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成效評估及修法事宜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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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目前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幾乎受理全國政府採購

事件所生履約爭議之調解及採購申訴案件，工作負荷量過重，無法快速解決採

購爭議之問題，仍亟待解決。政府採購法九十一年修正時雖已將其編制提高為

委員七人至二十五人，且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十一條亦規定得視業

務需要，於申訴會委員外，另遴聘學者、專家為申訴會諮詢委員。然實務上廠

商申訴後，光等待排入申訴審議會議議程之案件即須需花上一段時間之等待，

實際上無法發揮阻止採購進行之功效。故除了紓減訟源外，或可考慮再適度增

加申訴會委員的名額，以利爭議快速解決。 

第二項 申訴審議委員公正性及迴避條款之問題 

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台灣營建研究院所作之「公共工程委員會處

理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成效評估及修法事宜之研究」中，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在處理申訴、調解案件時是否公平公正所作的調查顯示，六成以上的受訪者，

持肯定之見解220。 

                                                                                                                                         
究」，第 63-65頁，計劃主持人：陳振川，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220問卷設計之題目為：您認為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在處理申訴、調解案件時是否公平公正？ 

¨(1)是¨(2)否¨(3)無意見 

表 - 申訴會在處理申訴調解案件是否公平公正 

        選項 

次數及百分比 
是 否 無意見 合計 

次數 80 20 33 133 

百分比 60.2% 15.0% 24.8% 100% 

表 身分別與申訴會在處理申訴調解案件是否公平公正交叉分析表 

        選項 

身分別 
是 否 無意見 合計 

次數 29 14 14 57 廠 

商 百分比 50.9% 24.6% 24.6% 100.0% 

次數 23 2 11 36 機 

關 百分比 63.9% 5.6% 30.6% 100% 

學 次數 22 0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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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十三條第一項：「申訴會委員、諮詢委

員、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就採購申訴或履約爭議事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行迴避：一、該事件涉及本人、配偶、三等親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

屬之利益者。二、曾為該採購之承辦或兼辦人員。三、曾參與該事件之異議處

理者。四、本人或其配偶與機關、廠商或其負責人間現有或三年內曾有僱傭、

委任或代理關係者221。五、有其他情形足認其有不能公正執行職務之虞者。」

第二項規定：「前項人員應行迴避而未迴避者，當事人得申請其迴避或由主任委

員令其迴避。」惟當事人亦未申請迴避，主任委員亦未令其迴避時，以致發生

委員應迴避而未迴避而作成調解或審議判斷時，有見解認為，其調解結果受法

院審查時，法院應以之為由不予核定該調解結果222；審議判斷部分則可在行政

                                                                                                                                         

 百分比 95.7% 0.0% 4.3% 100.0% 

次數 6 4 7 17 律 

師 百分比 35.3% 23.5% 41.2% 100%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採購爭議事件成效評估及修法

事宜之研究」，第 75-76頁，計劃主持人：陳振川，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 
221 本款規定應迴避之範圍相較於其他法律之迴避規定，如訴願法第 55 條：「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或委員對於訴願事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審議」；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

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二、本人或其

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該

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法官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一、有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

第一款至第六款情形之一者。二、曾在中央或地方機關參與該訴訟事件之行政處分或訴願決

定者。三、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者。四、曾參與該訴訟事件相牽涉之公務

員懲戒事件議決者。五、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或更審前之原裁判者。六、曾參與該

訴訟事件再審前之裁判者。但其迴避以一次為限」；民事訴訟法第  32 條：「推事有左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一、推事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為該訴

訟事件當事人者。二、推事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八親等內之血親，或五親等內之姻親，或曾

有此親屬關係者。三、推事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偶，就該訴訟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

利人，共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者。四、推事現為或曾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之法定代

理人或家長、家屬者。五、推事於該訴訟事件，現為或曾為當事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者。

六、推事於該訴訟事件，曾為證人或鑑定人者。七、推事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更

審前之裁判或仲裁者。」等相較之下，應迴避之範圍更寬，以「台中縣大里市王朝危樓拆除

工程」為例，因招標機關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內服務於公共工程

委員會，或三年內曾有委任或代理關係之申訴委員、諮詢委員、執行秘書及工作人員均應迴

避，只由承辦本案之公務員負責記錄。 
222 參見張祥暉，論政府採購法之爭議處理機制，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八十八年碩士論文，

第 101-102，及 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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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中主張，或參照訴願法第九十七條之規定構成申請再審之理由，政府採購

法或採購申訴審議規則應將此明文納入申請再審之事由，以維護廠商之權益，

及制定爭議處理機制之意旨。 

第三項 申訴審議程序 

根據政府採購協定第二十項第六項的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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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政府採購法乃依政府採購協定之要求，設計「公

正而獨立，對於採購結果無利害關係的審查機構」以及相關之「審查程序」。資

分述我國政府採購法規定如后： 

（一）誤向非管轄之申訴會提出申訴時之移送：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六條及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均規定依其屬中央機關或地方機關辦理之採購，以書面分別

向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故有誤

向非管轄之申訴會提出申訴時，應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九條的規定，應即移

送有管轄權之申訴會辦理，並副知廠商及機關。至於計算申訴期間的基準時點，

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二條第一項後段的規定：「廠商誤向非管轄之申訴會提

起申訴者，以該非管轄申訴會收受之日，視為提起申訴之日。」 

（二）招標機關之陳述意見：為順利進行申訴審議程序，政府採購法第七

十八條第一項後段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七條第二項均規定機關應自收受申訴

書副本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陳述意見，並檢附相

關文件。對於招標機關接受申訴書副本未依規定期限向其陳述意見者，採購申

訴審議規則第八條規定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得予函催或逕為審議。 

（三）繳納申訴審議費用、程序審查及可命補正情事：廠商提出申訴時，

應繳納審議費。廠商未於提出申請時繳納審議費，由申訴會通知廠商限期補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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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後，申訴會方進行程序之審查。又，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條規定：「對於

申訴事件，應先為程序審查，其無不受理之情形者，再進而為實體審查。」「前

項程序審查，發現有程式不合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酌定相當期間通知廠商補

正。」 

（四）審查委員之指定與不予受理之事由：申訴事件由申訴會主任委員指

定委員一人審查，符合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一條各款規定者，應提申訴會委

員會議為不受理之決議。 

（五）預審委員之指定與實體審查程序：申訴事件經審查無不受理之情形

者，由申訴會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至三人為預審委員，進行實體審查。此外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八條規定：「預審委員應就申訴事件作成預審意見，載明

處理經過，並檢具相關卷證文件，提申訴會委員會議審議。」。一般而言，申訴

預審委員之意見，大多會獲委員會議決議支持，因此其扮演之角色相當重要。 

（六）諮詢委員之選任：由於政府採購種類繁多，事涉廣泛技術層面，故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四條規定：「申訴會於審議時得按事件需要，選任諮詢委

員一人至三人，以備諮詢。」 

（七）到場陳述意見：申訴會得依職權或申請，通知廠商、機關到指定場

所陳述意見。一般申訴當事人僅得在預審程序中向預審委員陳述意見，不過若

或申訴會允許，亦得在申訴委員會議中向全體委員陳述意見223，以影響委員會

議之決議。 

（八）鑑定及相關證據調查方式：按採購申訴程序本身即為行政程序之一

種，具有濃厚之職權主義色彩，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審議時，並不如同民事

案件受到辯論主義之拘束。政府採購法第八十條第三項明定：「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於審議時，得囑託具專門知識經驗之機關、學校、團體或人員鑑定，並得

通知相關人士說明，或請機關、廠商提供相關文件、資料。」採購申訴審議規

則第十六條第一項復規定：「申訴會於審議時，得囑託具專門知識經驗之機關、

學校、團體或人員鑑定，並得邀請學者、專家或相關人士到場說明，或請機關、

                                                 
223 「桃園縣政府北區 BOO垃圾焚化廠興建計畫及營運計畫」採購申訴案，即至申訴會委員會

議陳述意見。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二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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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提供相關文件、資料。」再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六條「行政機關應依職權

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故申訴案件利害關係人之主張，如有

助於事實真相之釐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自可依職權調查斟酌採納。 

舉例而言，某一標案，連同申訴廠商在內，共有四家廠商投標，後申訴廠

商所提出之實績係子公司之實績，無法計採，經招標機關判定技術文件不合格，

申訴廠商不服，提起異議及申訴，並質疑另一投標廠商投標廠商援引其兄弟（姊

妹）公司之實績，招標機關卻予以接受。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乃在預審會中，

邀請另一投標商以利害關係人之身分到場說明，引起申訴廠商之抗議，認為其

說明之範圍應有合理之限制，該投標商僅得就其所援引之實績，是否亦為其兄

弟公司之業績加以說明，其餘部分不得斟酌而作為審議判斷基礎。且採購申訴

審議規則中並無類似訴訟法上關於輔助人之規定，不宜由另一投標商「輔助」

招標機關進行申訴程序云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即認

為本案利害關係人之主張，如有助於事實真相之釐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自

可依職權調查斟酌採納224。 

另外，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對申訴廠商認為招標機關決標予得標廠商有重

大違反法令之情事，並指稱是否屬實有賴申訴會先為證據之調查，是否應依廠

商之懷疑進行調查乙案225，決議認為：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對於申訴廠商未超

越異議範圍內之申訴主張，基於適法性之控制，如有調查證據之必要，即應予

以調查；如調查所得證據，確如申訴廠商指稱機關有重大違反法令之情事，而

使廠商對於同一事項有關機關違反法令之攻擊防禦方法增加者，廠商尚非不得

據此補充其申訴理由226。 

（九）暫停採購程序之條件：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224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０八九號，「台灣鐵路管理局列車自

動防護系統」採購申訴案件。 
225 按政府採購法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例如申訴廠商異議及申訴事項未具體指明招標機關違法，惟以機關

不同意其查閱得標廠商投標文件，致無法提出具體、詳細機關違法事證（如申訴廠商懷疑得

標廠商設計之建蔽率不合現行規定，機關決標予該廠商係屬違法）為由，請求申訴會調查，

申訴會應否接受其請求？ 
226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三十次委員會議記錄，討論事項六之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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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採購申訴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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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為⋯前項之通知時，應考量公共利益、相關廠商利

益及其他有關情況。」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七條復規定：「預審委員審議申訴

事件，認為有必要者，經提報申訴會委員會議決議後，得通知招標機關暫停採

購程序。」此一規定大多適用於招標爭議之情形，蓋如招標程序未暫停，則招

標機關續行決標簽約，得標廠商履行契約，甚至履行完畢，即便申訴會最終做

出採購決定違法之決議，然要撤銷決標行為已有窒礙之處，之前所進行之異議

申訴程序並無法產生應有之實益，故有必要先暫停採購程序。然而在避免延宕

採購工程進度，以及保障申訴廠商權益之間，之間分寸如何拿捏，應有一套更

嚴謹之處理基準。目前申訴會為適當因應申訴廠商暫停採購程序之請求，係由

申訴會幕僚人員就個案先行審酌案情，認為有暫停採購程序之必要者，建請該

案預審委員提案，經委員會議決議通過後，再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知招標機關

暫停採購程序227。甚至，爭議中之採購案件如涉及已得標廠商（即利害關係人）

之簽約事項，經暫停之結果即有損及其契約權益之虞，為滿足正當法律程序之

要求，在未作成通知機關暫停前，通知已得標廠商參加申訴審議程序為意見陳

述228。若審議判斷認為廠商申訴有理由，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者，招標機關應

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續行採購程序。 

（十）以書面做成決定並載明決定之依據：即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判斷，應以書面附事實及理由，指明招標機

關原採購行為有無違反法令之處；其有違反者，並得建議招標機關處置之方式。」

不過，基於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文字結構問題：「審議判斷

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於審議判斷中建議招標機關處置方式，而招標機關不依建議辦理者，應於收

受判斷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並由上級機關於收受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廠商說明理由。」因此若僅依據第一項

規定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依法必須另為適法之處置。有招

標機關認為，若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審議判斷中建議招標機關處置方式者，

其反而有維持原違法處分的機會。然本文認為此時機關仍應適用第八十五條第

                                                 
227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二十五次委員會議記錄，討論事項二之

決議。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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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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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另為適法之處置。 

第四項 審議完成期限 

政府採購法第七十八條後段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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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未能在期限內完成審議，其效力如何？又

縱如在期限內完成審議，但以書面通知「送達」廠商及機關時已逾本條規定之

期限時，效力是否受影響？論者有以為採購申訴旨在透過委員會之審議判斷，

早日確定招標機關之採購行為是否違反法令，如已違法，則促使招標機關及早

變更或撤銷其違法法令之採購行為，避免廠商之損害及政府之損失擴大；如未

違法，則還招標機關公道，並使採購行為及早順利完成。從而採購申訴本應依

期完成審議，惟特殊或巨額採購，案情有時並不易釐清，如有逾期完成審議者，

當不意外。且本法亦未就逾期完成審議有何法效性之規範，因此學者有認為第

七十八條第二項「完成審議期間」似非「法定不變期間」，而應視為「訓示期間」，

較為妥洽者229。 

然而本文認為政府採購法第六章所設之期間，包括提出異議期間、申訴期

間、機關異議處理期間均係法定期間，如廠商遲誤該等期間則發生失權效果，

若認僅第七十八條第二項「完成審議期間」應視為「訓示期間」，並無拘束申訴

會之效果，顯與政府採購爭議宜及早確定之立法精神背道而馳。況申訴亦屬機

關內省程序之一環，縱事實上有時不易遵守審議期限之規定，亦可透過增加委

員數量及工作人員員額之方式以解決之，此種唯獨主管機關可無庸受期限規範

之見解，恐有疑義。再者，申訴審議判斷既係視同訴願決定，而訴願法第八十

五條第一項亦有訴願決定作成期間之限制，亦即訴願之決定，自收受訴願書之

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決定之，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不得超過二個月。未遵守

該等訴願決定作成期間之限制者，依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如提起

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即得向高

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故依相同之法理，本文認為應於採購法第七十八條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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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頁。 



第四章   政府採購招標爭議之申訴制度 

 103 

第二項增設申訴會未遵守申訴審議期間時，即未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四十日

內完成審議，或延長四十日後仍未作成決定者，即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

訴訟之規定。 

第三節 申訴請求事項、判斷書主文及建議事項記載

方式 

第一項 申訴請求事項 

申訴請求事項應係針對特定特定採購爭議提出具體明確之請求事項，如未

具體載明其請求事項，即屬不合程式，經限期補正後仍不補正者，即應依政府

採購法第七十九條不予受理。實務上部分申訴廠商在請求欄僅載明：「請 貴會

予合法且適當之審議判斷」、「請求作公平公正之裁決」或甚至是未敘明其請求

事項，而在事實與理由欄敘明請求為合法且適當之審議判斷。對於後者，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容許以廠商於預審會時口頭陳述內容作為廠商之申訴請求

事項230，或在預審會時確認廠商之請求範圍之方式為補正231。 

然就申訴請求事項應如何撰寫，政府採購法未設任何規定，因此實務上廠

商提出申訴時，其申訴請求事項之撰寫往往五花八門。廠商之請求往往需結合

其申訴之事實及理由觀察，甚至廠商於申訴之事實及理由中，亦往往會提出申

訴請由事項欄所未列之種種要求，其型態眾多，造成實務上相當多之困擾。由

於廠商申訴請求事項五花八門，申訴會就有關申訴案件之申訴事項之審議曾作

成決議，審議判斷對於申訴案件違法法令之具體指摘，應逐項回應。茲就廠商

所提之特殊申訴請求及申訴會之處理，試舉數例如下： 

                                                 
230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三０六號，「增強文建會網站經營互

動性與活潑化」採購申訴案件。 
231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二五九號，行政院衛生署嘉南療養院

「血清免疫檢驗試劑乙批」採購申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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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某一標案，連同申訴廠商在內，共有四家廠商投標，後申訴廠商所提出

之實績係子公司之實績，無法計採，經招標機關判定技術文件不合格，申訴廠

商不服，提起異議及申訴，請求招標機關撤銷對申訴廠商技術文件判定不合格

之決定，惟在理由中，針對另一投標廠商援引其兄弟（姊妹）公司之實績，招

標機關卻予以接受之做法提出「異議」，行政院公共工程採購申訴委員會之審議

判斷認為，此係申訴人質疑利害關係人之業績證明，並非本案審究範圍，故不

予審理232。 

2.申訴廠商於請求中請求「借調招標機關○年○月○日所投招標廠商之完

整標單資料及開標之現場會議記錄或錄音帶。233」然此應係調查證據之請求，

而非申訴之請求事項，故無須於審議判斷中予以回應。 

3.申訴廠商在事實及理由中，主張辦理招標之公務員違背公務員服務法之

規定，並主張對招標機關之違法行為而造成之損失，保留法律求償權。行政院

公共工程採購申訴委員會之審議判斷認為，此二部分皆非本案審究範圍234。此

一見解值得贊同，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本非得提起異議、申訴之理由，且所謂

保留法律求償權，既未具體表明其請求權範圍及其請求數額，自不能認為已成

為異議、申訴之客體。 

4.有關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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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非屬申訴會之

權責範圍，故廠商不得在申訴中請求招標機關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

支出之必要費用，而應於申訴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為違法後，另循其他救濟

途徑向招標機關請求235。若申訴廠商於請求事項表明請求此部分之費用，申訴

                                                 
232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０八九號，「台灣鐵路管理局列車自

動防護系統」採購申訴案件。 
233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０六六號，「台中縣衛生局醫療器

材」採購申訴案件。 
234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三０六號，「增強文建會網站經營互

動性與活潑化」採購申訴案件。 
235 有關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費用，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一百零六條原規定：

「廠商依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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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爭議者，得循民事程序解決。」然其基於「行政訴訟法已增設『給付之訴』，

有關申訴廠商依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向招標機關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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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應不予審理236，諭知不受理。 

5.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二條第二項及第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雖分設有：「採購

申訴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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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廠

商提出異議或申訴者，招標機關評估其事由，認其異議或申訴有理由者，應自

行撤銷、變更原處理結果，或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之規定，然該等規定並未

賦予廠商得併同請求招標機關暫停採購程序之權利，惟實務上申訴廠商為確保

自身權益，常於申訴時併同請求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未為申訴審議判斷前，

迅即通知招標機關暫停後續採購程序。如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認無通知暫停之

必要者，則實務上均於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理由欄內併予指明此部分係屬申訴

會法定職權，且依審議結果，認無暫停採購程序之必要。 

就申訴請求事項撰寫之問題，本文認為，從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

「廠商對於機關辦理採購，認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以下合稱

法令)」、第八十二條第一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判斷，應以書面附事實

及理由，指明招標機關原採購行為有無違反法令之處；其有違反者，並得建議

招標機關處置之方式。」以及第八十五條第一、二項「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

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審議判

斷中建議招標機關處置方式，而招標機關不依建議辦理者，應於收受判斷之次

日起十五日內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並由上級機關於收受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

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廠商說明理由。」規定觀之，異議及申訴制度功能

旨在確認原採購行為有無違反法令，如有，則招標機關不得為之。然其後續處

理乃係由招標機關依法處理，原則非廠商所能請求，申訴會亦只能給予建議，

且建議處置方式如該機關另有考量者，亦得報請上級機關核定後即不接受。換

言之，廠商異議及申訴請求事項應以確認原採購行為違法或命招標機關不得續

為原違法採購行為之方式撰寫。然就招標機關應如何變更採購行為乙事則應非

廠商所能置喙，故撰寫時不應將之納入。廠商於提出異議時應以此種原則撰寫

異議書狀，至於提出申訴時，則不妨僅以「撤銷原異議處理決定」為其申訴之

請求。 

                                                                                                                                         
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應循行政訴訟或民事訴訟途徑解決，涉及司法審判權劃分，不宜於本

細則訂定」之理由，已經刪除。按此部分費用既係以公法上請求權規定，應可循行政訴訟解

決。 
236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八０四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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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請求事項提出後，亦可允許申訴廠商作必要之變更。例如：申訴廠商

因驗收不合規定而遭招標機關解除契約並欲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廠商提起

之異議及申訴其請求內容為「請重新審議招標機關與申訴廠商解除契約乙案，

並請依據契約內容及申訴廠商所提供之規格辦理驗收。」237嗣經預審會預審委

員行使闡明權，並說明申訴審議範圍，申訴廠商乃變更申訴之請求僅限於刊登

不良廠商之部分，其餘部分撤回。 

第二項 判斷書主文及建議事項之記載方式 

申訴會作成之審議判斷，如申訴廠商之申訴有理由時，其效力範圍原則上

應以申訴廠商之請求事項為準。惟申訴廠商之請求事項因其型態眾多，以及採

購案件進行程度影響，往往亦滋生審議判斷發生拘束力之事項為何之問題。 

例如內政部警政署「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購置警用九０手槍槍套

組」採購案，由 A廠商得標，同時參與投標之 B廠商提出異議及申訴，請求「請

警政署宣布本標案決標無效，另行公告招標」，並經申訴會審議判斷 B廠商：「申

訴有理由」。惟招標機關於接獲前開審議判斷時，早與 A 廠商簽約並在履約當

中，故招標機關並未依上開審議判斷結果，就該標案另行處置238。嗣後招標機

關與 A廠商產生履約爭議，招標機關表示欲解除契約及沒收押標金，A廠商乃

提起異議及申訴，申訴會於處理該申訴時，即發生招標機關與 A廠商之契約效

力是否受 B廠商申訴審議判斷結果效力拘束之疑問。後申訴會決議認為 A廠商

之申訴處理應不受他案申訴審議判斷結果之拘束239。 

前述問題尚牽涉申訴申請書之「請求事項」如何記載，以及申訴有理由時，

申訴審議判斷書之主文及其建議事項應如何記載之問題。茲簡介各界意見如次： 

                                                 
237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九０二五０號，「電控透氣翻轉床」採購

申訴案。 
238 此種情形，該廠商只能依據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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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若其有其他損害，並不妨礙其依據其他法律依據訴訟程

序提出請求。 
239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八十九年九月十八日第二十七次會議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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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論者認為申訴案件依法之請求為「撤銷原異議處理決定」240，至

申訴有理由時，主文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指明招標機關

原採購行為有無違反法令，並具體指明違反法令之處241； 

（二）亦有學者認為招標機關違法情事、審議判斷所依據之條文、建議事

項只需於判斷理由中敘明，此時主文應記載為：「申訴有理由。原決標行為及異

議決定應予撤銷，由行政機關（招標機關）另為適法之處置」242。 

（三）亦有論者提出相反之建議：（1）依政府採購法有關提起申訴要件之

規定，申訴之標的是在於「確認」原採購行為是否有違反法令「並」侵害申訴

人權利或利益之處，並非「請求」命招標機關為一定之行為（例如命招標機關

撤銷決標），或「請求」宣告原採購行為因為違反法令及損害申訴人權益致生之

效果（例如宣告決標無效）。（2）因此，申訴申請書之「請求事項」應記載為：

「請求確認○○○採購案關於○○○違反法令並損害申訴人權利（利益）。」如

申訴申請書請求事項記載不明確者，預審委員應行使闡明權命申訴人更正。如

申訴書請求事項包括請求宣告違法效果或命招標機關為一定行為者，均應改為

申請「建議事項」。（3）從而，審議判斷主文亦應改為：「原採購行為關於○○

○違反法令並損害申訴人之權利（利益）。」（全部有理由時），或：「申訴駁回」

（全部無理由時），或：「原採購行為關於○○○違反法令並損害申訴人權利（利

益），其餘申訴事項駁回。」（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時）。如認為申訴人權益

受有損害係提起異議、申訴之權利保護要件，而非應受判斷確認之標的者，則

上述主文內之「並損害申訴人權利（利益）」之部分應刪去。（4）原實務上主文

記載：「申訴有理由」或「申訴無理由」，就申請事項包括請求招標機關為一定

行為或宣告一定效果之情形，易滋令人誤會此等請求均有理由，事實上，此等

「建議事項」之請求，應由本會依本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後段八十五條第二項

予以斟酌並於主文欄之外另列「建議事項欄」，載明本會建議之處置方式。本會

                                                 
240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九年三月三十日「研商申訴案件請求事項之實質意涵」會

議結論 
241 羅昌發教授、王文宇教授之意見，請參考前註。 
242 劉宗德教授、郭介恆教授之意見，惟郭教授認為主文應僅指明原異議處理決定撤銷，由原

異議機關另為適法處置即可，請參考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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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之處置方式，自不受申訴人所提「建議事項」之限制。243 

前述各說各有所長，皆具參考價值。目前實務上亦深感困擾244，往往因預

審委員個人之見解而有不同之記載方式，有僅記明為「申訴有理由者」者，亦

有採取詳列其判斷標的、違法之情形、效果及建議者，例如：「本採購案原為公

開招標，中途兩度變更為選擇性招標，未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在招標文件公開載明限制投標資格之理由及其必要性，於法未合。惟基於

公共利益，建議無須重行辦理招標。」245從申訴制度為行政救濟一環之角度觀

之，例如行政訴訟、再訴願決定等，在訴有理由之情形，主文之記載表明將其

前階段之決定撤銷之方式即可，即「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246。惟正如前述，

申訴人之申訴申請書所列之請求事項可能發生逸出申訴會之權責範圍之情形，

為釐清申訴案件之法律關係，避免再生爭議，申訴審議判斷之主文自應力求明

確，就其違反法令之情形予以指明，以避免另起爭議。而此判斷確定後，其法

律效果即原採購行為違法，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不過誠如前面所舉因

異議、申訴程序進行時間經過，以致招標機關於接獲前開審議判斷時，早與其

他廠商簽約並在履約當中，要求招標機關依審議判斷結果，宣布決標無效，另

為重新招標等處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實有疑慮，因此在此種情形，申訴會

應在主文中建議其無須重新辦理招標為宜，或者於修法時，給予一較為寬鬆之

運作空間。 

至於申訴在程序上即應不受理或實體上並無理由之部分，申訴會早期之申

訴審議判斷多記載為「申訴不受理」或「申訴無理由」，後申訴會改變見解，就

實體上無理由之部分改記載為「申訴駁回」。然如廠商請求事項如有部分因屬私

權性質者，例如請求退還履約保證金，則實務上則僅於申訴審議判斷書理由欄

指明非屬申訴審議範圍，故不予處理，而未於主文記載此部分不予受理，俾免

申訴廠商不服，向高等行政法院起訴，復遭以「非關公法爭訟事件」而被程序

                                                 
243 申訴審議委員邱雅文律師提請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八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會議討論之意見。 
24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十九次委員會議曾就申訴有理由時，主文應

如何記載之問題，決議主文記載為「申訴有理由」，但嗣後並未貫徹。 
245 參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大潭燃氣火力發電計畫主發電設備統包

採購案」申訴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四五號。 
246 自九十年度下半年度所見之申訴審議判斷，主文多採此方式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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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駁回247。 

第四節 申訴審議判斷之性質及其效力與後續救濟 

第一項 審議判斷之性質 

第一款 修正前之狀況 

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三條第一項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十九條原規

定：「審議判斷依其性質，得視同訴願決定或調解方案⋯」、「申訴會完成審議時，

須指明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或調解方案及其理由」，以提供當事人進一步救濟

之機會。按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三條之立法內容在立法時即引起極大之爭

議，在實務執行上，也引起極大之困擾。彼時實務上最重要者闕為如何區別「視

同訴願決定」及「視同調解方案」之各種情形。就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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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非針

對修正前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三條而為之解釋，但其仍可顯示主管機關對類似問

題之見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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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

避免地，此一問題仍舊回到採購爭議究屬公法或私法的問題，屬公法行為者，

該審議判斷即可視同訴願決定，屬私法行為者，該審議判斷即可視同調解方案。

但是如何依個案性質認定招標、審標、決標、履約或驗收之爭議，究屬公法行

為或私法行為？標準在那裡？因此，當時即有學者248提出以採購進行之程度區

分何種情形視同訴願決定、何種情形視同調解方案，雖然未必完全符合理論，

但至少較為明確可行。在此原則下，若屬於招標、審標、決標事項等爭議，其

審議判斷應視同訴願決定；若屬於決標以後之事項（包括訂約、履約、驗收），

則其審議判斷宜視同調解方案。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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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頁。 
248 以下說明，請參見羅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析論，第三四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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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亦係依上述區分原則認定申訴審議判斷之性

質，惟審議判斷並非終局裁判，廠商仍得依法向其他機關表示不服，而後續司

法判決亦可能採取不同之認定，且視同審議判斷者，與視同調解方案者，其後

續救濟程序不同，一旦性質認定錯誤249，遭其後之司法救濟裁判之糾正，則廠

商後續救濟程序將需重新為之，且可能因遲誤時效而有失權問題，故實務上之

問題仍未獲全面之解決。 

第二款 現行審議判斷之性質 

如同本論文第二章中所主張者，政府採購行為之法律性質，於政府採購法

正式制定後，即應改採公私法併存說，但得以二階段說之方式明確劃分救濟途

徑，即原則上招標、審標、決標事項等爭議，事屬公法爭議，其應循公法救濟

途徑，即異議、申訴制度加以解決；至於決標後之履約、驗收爭議，則應為私

法爭議，應循民事救濟途徑解決。為解決前述區別審議判斷性質之困難，政府

採購法於九十一年修正時，除於第七十四條得提出異議、申訴的情形排除履約

與驗收中的私權爭議部分，並同時就審議判斷賦予單一的效力，於第八十三條

明確規定：「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如此設計，使相關救濟程序較為明確

而單純可行250。 

第二項 審議判斷之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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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例如：當時對於廠商針對招標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解除採購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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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文認為此部分應屬履約爭議。參見

內政部警政署「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購置警用九０手槍（五九０四型）槍套組」採

購申訴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五九號。 
250 修正理由依行政院提案立法說明：「一、第七十四條既已修正有關申訴之情形，不包括履約

或驗收之爭議，則可使審議判斷賦予單一效力，使其視同訴願決定，爰刪除視同調解方案規

定，使相關救濟程序較為明確、單純可行。另有關之附記，於訴願法第九十條至第九十二條

已有完整及詳細之規定，故刪除第一項後段之「附記爭訟或異議之期限」等字。二、現行條

文第一項後段關於視同調解方案之規定既經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已無規定必要，爰予刪

除。三、現行條文第一項關於附記爭訟或異議之期限既經刪除，現行條文第三項爰配合予以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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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此種情況，因審議判斷係視同訴願決定，依

訴願法第九十五條規定：「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

力」，故招標機關於此情形，應依審議判斷另為適法之處置，縱有不服之處，仍

應接受，且沒有救濟程序251，蓋「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

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

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提

起撤銷訴訟者，以主張受行政處分侵害之人民為限，下級機關並無對上級行政

機關之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之餘地252。至於適法處置之方式，則應視個案情

形由招標機關定之253，而訴願法第九十六條規定「原行政處分經撤銷後，原行

政處分機關須重為處分者應依訴願決定意旨為之，並將處理情形以書面告知受

理訴願機關」亦應有所適用。 

惟若審議判斷除指明招標機關有無違法之外，更進一步依照政府採購法第

八十二條第一項後段之規定建議招標機關處置方式時，政府採購法就此設有例

外之規定。於政府採購法修正前，招標機關僅需報請上級機關核定，並由上級

機關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廠商說明理由，即得不依採購申訴審議委

                                                 
251 參見游麗慧、蘇明通合著，政府採購法實務 Q&A，第 354頁。 
252 實例參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二號裁定：「本件原告起訴請求判決撤銷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九十）工程訴字第九? ?四四七九二號採購申訴審議

判斷決定，其陳訴意旨略謂：��原告辦理「九十年度員警制服及行政人員西裝一批」採購案
爰有被告宏志有限公司（下稱被告）參與投標，茲因被告所附投標文件不符投標須知第七條

第五款規定「廠商資格信用」需具備自招標公告日起算無退票證明，於審查資格時被認定為

不合格廠商，不得參加投標評選。被告不服原告上開之決定，進而於九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提

出異議，業經原告以九十年七月十二日（九?）中市警後字第四九六七五號書函回覆在案，

被告不服，再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申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此作成「原異議

處理結果撤銷」之判斷，原告不服上開判斷決定，爰依行政訴訟法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

以正法令之適用。：：等語。經查本件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為九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九

十）工程訴字第九? ?四四七九二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認定「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並附

記「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核該審議判斷依其性質視同訴願決定，而原告係為行政處

分之機關，並非人民，原告之異議處理結果既係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撤銷，依訴願法

第九十六條規定意旨，為行政機關之原告即須受上開政府採購法及行政一體之原則之拘束，

其對申訴審議判斷不服，提起行政訴訟，核與首揭行政訴訟法第四條之規定不符，其起訴為

不合法，應予駁回。」 
253 然招標機關究應如何處理，涉及申訴審議判斷之拘束力如何，請參見本章第五節第二項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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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之建議辦理。九十一年政府採購法修正時，將招標機關及其上級機關不依

建議辦理之處理期限明定為各十五日。當上級機關核定後，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即不再過問該採購案之處置方式，而由招標機關自行依法為之。然而應注意

者，乃該審議判斷如業已指明原採購決定違法，仍應有第一項規定之適用，非

謂招標機關及其上級機關即得藉此不作適法之處置。 

第三項 申訴審議判斷之後續救濟 

第一款 行政訴訟 

依申訴審議規則第二十二條：「審議判斷書應附記如不服審議判斷，得於

審議判斷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審議判斷

書未依前項規定為附記或附記錯誤者，準用訴願法第九十一條及第九十二條規

定。可知申訴審議書上應指明後續救濟程序。然在廠商申訴全部有理由之情形，

招標機關需接受該審議判斷，因此並不需附記爭訟期限，僅附記：「本審議判斷

視同訴願決定。」而屬申訴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者，則另附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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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向○○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54 

惟因台北、台中與高雄等地皆有高等行政法院，各有不同之管轄權，申訴

會先前就視同訴願決定之申訴審議判斷，除指明申訴廠商應向何地之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外，尚附記該高等行政法院之詳細地址，惟後為避免法院地

址有任何變動致發生告示錯誤之情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九十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五次會議乃決議審議判斷之附記部分，爾後高

等行政法院之地址不再列入。 

目前行政訴訟有撤銷、給付、確認等各種類型，不過，依照行政訴訟法第

四條規定，不服訴願決定所提起者為撤銷訴訟。因此，申訴人不服審議判斷（申

訴無理由），應於審議判斷送達二個月內提起撤銷訴訟（訴願法第九十條參照），

並以採購招標機關為被告（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參照）。 

                                                 
254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二十五次委員會議記錄，討論事項三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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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身為利害關係人之相關廠商不服審議判斷，是否可依行政訴訟法第四

條第三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以申訴會所屬機關為被告，向行政法院

提出撤銷之訴？有論者認為，有利於申訴人之審議判斷不同於訴願決定，並不

直接撤銷或變更招標機關之行為或決定，至多僅是「建議」而已，最後之行為

或決定仍讓諸招標機關，招標機關亦可能不按建議行事。因此，若利害關係人

逕以申訴會所屬機關為撤銷訴訟之被告，似不盡妥適255。然而，亦有論者認為

審議判斷已指明「違法」之處，即令招標機關在報請上級機關核定後，可不依

申訴會之建議辦理，卻仍應「另為適法之處置」，而非可繼續違法之狀態。換言

之，招標機關必須在審議判斷所作建議之外，另尋適法處置之途，因此審議判

斷解釋上自屬「變更」原決定；而為加快救濟之速度，相關廠商或可不待招標

機關依建議變更原處分，即權宜逕以申訴會所屬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一

併解決各當事人間之紛爭256。 

目前實務上案例確有利害關係人不待招標機關依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

審議判斷結果重作適法處置，或者於招標機關重作適法處置撤銷原決標後，依

行政訴訟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其或係以主管機

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為被告機關，請求撤銷申訴審議判斷，或係以採購申訴

審議委員會及招標機關為共同被告機關，請求撤銷申訴審議判斷及機關撤銷原

決標之決定。而就上述情形，高等行政法院均已其屬公法爭訟事件而加以受理，

並為實體審查。但亦有類似案情之利害關係人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法院亦以

之為私權爭議加以受理257。惟本文認為此等爭議牽涉二不同之標的，一為屬於

異議申訴標的之「原採購行為適法性」，一為招標機關事後撤銷決標之適法性。

如為前者，則應屬公法爭議，應允利害關係人對之提出行政訴訟。至招標機關

撤銷決標，究其實質，乃係解除契約之意思表示，係屬私法行為，廠商如對之

有所爭議，應循私法管道尋求救濟為是。 

                                                 
255 參見郭介恆，政府採購爭議與救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五期，第 91-92 頁。另採購案如

由 A廠商得標，而同時參與得標之 B廠商提出異議及申訴，請求「請招標機關宣布本標案決

標無效，另行公告招標」，並經申訴會審議判斷 B廠商：「申訴有理由」時，招標機關與 A廠

商之契約效力是否受 B廠商申訴審議判斷結果效力拘束？申訴會決議認為A廠商之申訴處理

應不受他案申訴審議判斷結果之拘束。  
256 參見吳梓生，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之性質及效力，律師雜誌第 249期，第 51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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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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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應注意者，「官署之行政處分經人民依行政爭訟之手段救濟，而經受理

訴願之官署就實體上審查而告確定，或經行政法院就實體上判決確定者，即兼

有形式上及實質上之確定力。當事人對於同一事項既不得再爭執，而為該處分

之官署及其監督官署，亦不能復予變更」，此有行政法院四十五年判字第六十號

判例、行政法院五十年判字第三九一號判例可稽。因此一旦經行政爭訟確定之

公法關係，當事人即應受其拘束，不得再為爭執。故得標廠商如對招標機關撤

銷決標之行為有所爭議者，其於提起民事救濟前，自應先依公法救濟途徑確認

該採購案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之情形。 

第二款 申請再審 

訴願法第九十七條規定：「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參加人或

其他利害關係人得對於確定訴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願人、

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已依行政訴訟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

不在此限：一、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二、決定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三、

決定機關之組織不合法者。四、依法令應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五、參與決

定之委員關於該訴願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六、訴願之代理人，關於該

訴願有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於決定者。七、為決定基礎之證物，係偽造或

變造者。八、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為決定基礎之證言、鑑定為虛偽陳述者。

九、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一○、發

見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前項聲請再審，應於三十日內提起。前

項期間，自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知

悉時起算。」而政府採購法之申訴審議判斷既明定視同訴願決定，則廠商、利

害關係人及招標機關是否可能對於「確定審議判斷」，依此一規定提起再審？就

此一問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委員會第一百零二次會議決議係採

否定說。其主要理由係認所有法律制度，均需明文依據，而本法僅訂立申訴制

度，並無再審之相關規定，且規定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僅是法律效果準用

訴願法之規定，並未將訴願法所有程序通通適用、準用或類推適用，是應無再

審制度類推適用之餘地。且機關本不得提起行政訴訟，但如可適用訴願法申請

再審，可能導致將來機關不服申訴審議判斷時即以再審途徑尋求救濟。 

本文認為再審制度於各個訴訟程序領域均有設置，且既允許廠商及利害關

係人對審議判斷續提行政訴訟，應亦可容許其對之申請再審，以免對於重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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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之審議判斷失卻更正機會。且針對已確定訴願決定之再審制度及針對未確定

訴願決定之行政訴訟制度，兩者要件及目的不同，故即使允機關提起再審，亦

應無廣開機關救濟大門之疑慮。且就申訴期限之在途期間，行政法院及申訴會

見解已認同得適用或類推適用訴願法規定而肯認之，如否定再審之可能，理論

上並不一貫，故此部分宜於申訴審議規則修法時增列之。 

第五節 招標機關對申訴之處理 

第一項 審議判斷尚未做成前 

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廠商提出異議或申訴者，招標機

關評估其事由，認其異議或申訴有理由者，應自行撤銷、變更原處理結果，或

暫停採購程序之進行。但為應緊急情況或公共利益之必要，或其事由無影響採

購之虞者，不在此限。」如招標機關依廠商之申訴，而為前述處理者，招標機

關應將其結果即時通知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與我國不同者，德國法上一旦廠商向採購審議庭提出申訴者，將自動產生

禁止招標機關決標之效果，此效果持續到採購審議庭作成最後決定以及二個星

期之即時抗告期限屆滿為止（德國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項258）。後續

對於邦高等法院之即時抗告有雖有延遲採購審議庭判斷生效之效果，然此一延

遲效果於抗告期間屆滿二週後失其效力。但採購審議庭駁回審議聲請者，抗告

法院亦得依抗告人之請求，延長延遲效果直至抗告法院作成裁判（德國競爭限

制法第一百一十八條第一項259）。 

                                                 
258 GWB§ 115 Abs. 1 “Nach Zustellung eines Antrags auf Nachprüfung an den Auftraggeber darf 

dieser vor einer Entscheidung der Vergabekammer und dem Ablauf derBeschwerdefrist nach § 117 

Abs. 1 den Zuschlag nicht erteilen.”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一項：「聲請審

議書於送達招標機關後，招標機關非俟採購審議庭作成審議判斷，及依第一百一十七條所規

定之抗告期間經過後，不得決標。」 
259  GWB § 118 Abs.1 “Die sofortige Beschwerde hat aufschiebende Wirkung gegenüber der 

Entscheidung der Vergabekammer. Die aufschiebende Wirkung entfällt zwei Wochen nach Ablauf 

der Beschwerdefrist. Hat die Vergabekammer den Antrag auf Nachprüfung abgelehnt, so kann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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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相對於前述所規定暫停採購程序，採購審議庭亦得基於各種利

益衡量而許可採購機關作成決標決定，然採購機關於獲得採購審議機關之許可

決標決定後，仍須再等兩個月始能公布決標，而邦高等法院可基於當事人之聲

請再為禁止決標之裁判，或依採購機關之聲請，准許採購機關立即決標（德國

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260、第一百二十一條261）。 

                                                                                                                                         
Beschwerdegericht auf Antrag des Beschwer deführers die aufschiebende Wirkung bis zur 

Entscheidung über die Beschwerde verlängern.” 
260 GWB§ 115 Abs. 2 “Die Vergabekammer kann dem Auftraggeber auf seinen Antrag gestatten, den 

Zuschlag nach Ablauf von zwei Wochen seit Bekanntgabe dieser Entscheidung zu erteilen, wen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aller möglicherweise geschädigten Interessen sowie des Interesses der 

Allgemeinheit an einem raschen Abschluß des Vergabeverfahrens die nachteiligen Folgen einer 

Verzögerung der Vergabe bis zum Abschluß der Nachprüfung die damit verbundenen Vorteile 

überwiegen. Das Beschwerdegericht kann auf Antrag das Verbot des Zuschlags nach Absatz 1 wie 

derherstellen; § 114 Abs. 2 Satz 1 bleibt unberührt. Wenn die Vergabekammer den Zuschlag nicht 

gestattet, kann das Beschwerdegericht auf Antrag des Auftraggebers unter den Voraussetzungen des 

Satzes 1 den sofortigen Zuschlag gestatten. Für das Verfahren vor dem Beschwerdegericht gilt § 

121 Abs. 2 Satz 1 und 2 entsprechend. Eine sofortige Beschwerde nach § 116 Abs. 1 ist gegen 

Entscheidungen der Vergabekammer nach diesem Absatz nicht zulässig.”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

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採購審議庭於考量所有可能被損害的利益及採購程序應儘

速終結之公共利益後，若認遲延採購至審議程序終結後之不利益，大於其相關利益，得依招

標機關之聲請，許可其於審議判斷公告兩週後決標。抗告法院得依聲請，廢棄採購審議庭依

前段規定所為之決標許可；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項第一句之規定，不因此失其效力。採購審

議庭若不許可招標機關決標，抗告法院得依招標機關之聲請，於審酌本項規定之要件後，為

立即決標之許可。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一句及第二句之規定，準用於抗告法院之程序進

行。就採購審議庭依本項規定所作之判斷，不得依第一百一十六條第一項提出即時抗告。」 

GWB§ 115 Abs. 3 “Sind Rechte des Antragstellers aus § 97 Abs. 7 im Vergabeverfahren auf 

andere Weise als durch den drohenden Zuschlag gefährdet, kann die Kammer auf besonderen 

Antrag mit weiteren vorläufigen Maßnahmen in das Vergabeverfahren eingreifen. Sie legt dabei 

den Beurteilungsmaßstab des Absatzes 2 Satz 1 zugrunde. Diese Entscheidung ist nicht selbständig 

anfechtbar.”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若於採購程序中，聲請人

依第九十七條第七項所享有之權利，因決標以外之其他方式受有損害者，採購審議庭得依特

別之聲請，以其他暫行措施干預採購程序之進行。採購審議庭在為有關暫行措施之決定時，

應斟酌考量本條第二項第一句之規定。就採購審議庭依本項規定所為之判斷，不得單獨請求

撤銷之。」 
261 GWB § 121Vorabentscheidung über den Zuschlag 

(1) Auf Antrag des Auftraggebers  kann das Gericht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Erfolgsaussichten 

der sofortigen Beschwerde den weiteren Fortgang des Vergabeverfahrens und den Zuschlag 

gestatten. Das Gericht kann den Zuschlag auch gestatten, wen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aller 

möglicherweise geschädigten Interessen sowie des Interesses der Allgemeinheit an ei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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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德國法上一旦廠商向採購審議庭提出申訴者，將自動產生禁止招標機

關決標之效果，為防止廠商濫用此一制度，故其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262，當廠

                                                                                                                                         
raschen Abschluß des  Vergabeverfahrens die nachteiligen Folgen einer Verzögerung der Vergabe 

bis zur Entscheidung über die Beschwerde die damit verbundenen Vorteile überwiegen. 

(2) Der Antrag ist schriftlich zu stellen und gleichzeitig zu begründen. Die zur Begründung des 

Antrags vorzutragenden Tatsachen sowie der Grund für die Eilbedürftigkeit sind glaubhaft zu 

machen. Bis zur Entscheidung über den Antrag kann das Verfahren über die Beschwerde 

ausgesetzt werden. 

(3) Die Entscheidung ist unverzüglich längstens  innerhalb von fünf Wochen nach Eingang des 

Antrags zu treffen und zu begründen; bei besonderen tatsächlichen oder rechtlichen 

Schwierigkeiten kann der Vorsitzende im Ausnahmefall die Frist durch begründete Mitteilung an 

die Beteiligten um den erforderlichen Zeitraum verlängern. Die Entscheidung kann ohne 

mündliche Verhandlung ergehen. Ihre Begründung erläutert Rechtmäßigkeit oder 

Rechtswidrigkeit des Vergabeverfahrens. § 120 findet Anwendung. 

(4) Gegen eine Entscheidung nach dieser Vorschrift ist ein Rechtsmittel nichtzulässig.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關於決標之先行裁判」：「抗告法院於審酌即

時抗告之勝訴機會後，得依招標機關之聲請，為續行採購及決標程序的許可。抗告法院於審

酌所有可能受損之利益及儘速終結採購程序之公共利益後，若認延遲採購程序至判決作成之

不利益大於利益，得為決標之許可（第一項）。前項聲請應以書面為之並同時敘明理由。聲

請理由中陳述之事實及急迫之理由必須釋明glaubhaft machen。抗告法院在作成是否允許續

行採購及決標程序之決定前，得暫停抗告程序之進行（第二項）。抗告法院應儘速，至遲於

接獲抗告後五週內作成裁判，並敘明理由。若因特殊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而未能於五週內

作成裁定者，抗告法院得具明理由，通知當事人必要期限之延長。抗告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

逕為裁判。抗告法院應於裁判理由中，指明採購程序之合法或違法性。第一百二十條之規定，

準用之（第三項）。就抗告法院依本條規定所為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第四項）。」 
262 GWB § 125 Schadensersatz bei Rechtsmißbrauch 

(1) Erweist sich der Antrag nach § 107 oder die sofortige Beschwerde nach § 116als von Anfang an 

ungerechtfertigt, ist der Antragsteller oder der Beschwerdeführer verpflichtet, dem Gegner und 

den Beteiligten den Schaden zu ersetzen, der ihnen durch den Mißbrauch des Antrags- oder 

Beschwerderechts entstanden ist. 

(2) Ein Mißbrauch ist es insbesondere , 

1. die Aussetzung oder die weitere Aussetzung des Vergabeverfahrens durch vorsätzlich oder 

grob fahrlässig vorgetragene falsche Angaben zu erwirken;  

2. die Überprüfung mit dem Ziel zu beantragen, das Vergabeverfahren zu behindern oder 

Konkurrenten zu schädigen; 

3. einen Antrag in der Absicht zu stellen, ihn später gegen Geld oder andere Vorteile 

zurückzunehmen. 

(3) Erweisen sich die von der Vergabekammer entsprechend einem besonderen Antrag nach § 115 

Abs. 3 getroffenen vorläufigen Maßnahmen als von Anfang an ungerechtfertigt, hat der 

Antragsteller dem Auftraggeber den aus der Vollziehung der angeordneten Maßnah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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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向採購審議庭提出審查申請或向邦高等法院提出抗告，被認為自始無理由

時，廠商需賠償採購機關及其他程序參與人，因其濫用聲請權或抗告權所生之

損害，負賠償責任。前項所稱的權利之濫用尤指：1.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提供

錯誤之資訊，致採購程序被暫停或繼續暫停；2.為阻撓採購程序之進行，或以

損害競爭者為目的，提起採購審議程序；3 審議聲請之提出，係意圖以金錢或

其他利益之給付做為撤回聲請審議之條件。採購審議庭依第一百一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之特別聲請所為之暫行措施，若經證明為自始無正當理由，聲請人應賠

償招標機關因執行該暫行措施所受之損害。 

第二項 審議判斷做成後對機關之拘束力 

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

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原採購行為既違反法令，此時招標機關所

應為之處置可能包括263： 

（一）撤銷、變更原處分結果，例如就決標爭議事件撤銷決標、變更決標

對象、更改招標文件之規定；或就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所定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事項不予刊登。 

（二）惟依照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撤銷決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

約反不符公共利益，並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撤銷標、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此外，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三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審議判

斷，若指明招標機關原採購行為有違反法令者，得在考量公共利益、相關廠商

利益及其他有關情況後，建議招標機關處置之方式。 

然而前述之處置在執行上卻滋生若干疑義，茲說明如下： 

（一）申訴審議判斷依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一項之規定僅得「指明」採購

行為違反法令之處，故採購申訴委員會無法以同訴願法第八十一條第一項規

                                                                                                                                         
entstandenen Schaden zu ersetzen. 

263 參見游麗慧、蘇明通合著，政府採購法實務 Q&A，第 3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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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撤銷機關採購行為一部或全部及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決定之方式處理，

因此，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充其量僅得為確認採購行為是否違法之功能，而該

違法行為應如何處理則仍應由機關本於職權為適法處置。基此，當機關仍堅持

不予改正時，政府採購法亦無如何處理之相關規定，從而廠商提起異議、申訴，

是否能獲得救濟，不無疑問264。 

（二）此處所謂「適法之處置」，如該個案係屬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

項各款所規定之「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則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

自得撤銷決標或終止、解除契約，固無疑問。惟如該違反採購法令者，並非得

標之廠商，而係因可歸責於機關之情形時，例如：機關違法設定不當之資格限

制，或審標時誤合格廠商為不合格廠商，並已決標簽訂契約，此時在法無明文

規定，於非屬可歸責於決標廠商違法情形，機關亦得撤銷決標或終止、解除契

約之情形下，此處「適法之處置」是否包括對於並無過失之廠商撤銷決標或終

止、解除契約？又，假設前述答案為肯定，然於依法撤銷將造成公益損害，或

已執行履約完畢，則再撤銷決標解除契約恐有違公共利益之情形，政府採購法

第五十條第二項所定機關得基於公共利益考量，並經上級機關核准例外不予撤

銷之規定，亦僅適用於可歸責於決標廠商而決標之情形，就非可歸責於決標廠

商之情形，並無明文之規定，機關是否可不予撤銷？ 

對於前者，論者或有認為，採購行為本質上既應依法辦理，機關採購行為

違反採購法令時，法律至少應賦予一定之法律效果，則政府採購法方有實質意

義，否則政府採購法變為訓示規定，實有悖當初立法目的，且為維護採購之公

平，避免本不應得標之廠商得標，理論上機關亦得撤銷決標或終止、解除契約，

惟此時自然可能衍生對於得標廠商賠償或補償之問題。且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

第二項但書係以得標廠商有同條文第一項任一款之情事為前提要件，如純屬機

關自身之違法行為，且不涉及得標廠商有同條文第一項任一款之情形者，則招

標機關仍不得援引第二項但書主張不再另為適法之處置265。 

惟本文以為，此處「適法之處置」並不直接構成機關撤銷決標而向得標廠

                                                 
264 參見駱忠誠，新修正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機制評析  (上)（下），營造天下第七十六、七十七期，

民國九十一年四、五月。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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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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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解除契約之法源，亦即非屬法定之解除契約事由。其是否得撤銷決標並解除

或終止契約仍應回歸政府採購法及民法之規定。按「解除契約，除當事人間有

保留解除權之特別約定外，非有法律所認之解除權不得為之」（最高法院二三年

台上三九六八判例），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既僅針對「可歸責於廠商之情

形」，故就非其涵攝範圍內之情形，機關自不得逕而撤銷決標並逕而解除或終止

契約，而須另循政府採購法266及民法267有關解除或終止契約之相關規定，當其賦

予機關該等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權限時，機關始得為之。且如此解釋，對於得標

廠商之信賴保護則較為周到，亦可避免後續得標廠商主張解除契約不合法，確

認契約仍存在之問題，導致採購案治絲益紛，對於機關採購之效率亦影響較小，

公共利益亦不會因遲延締結採購契約而受到影響。特別是在某一些特殊狀況，

例如在如捷運等大型公共工程分別發包於各個不同廠商時，一旦其中一個因本

應先行發包施作之標案受到拖延時，其他已完成發包之工作廠商屆時可能無法

按原先時程進場施工，使得工作受到阻礙而無法進行，結果將造成其他承包之

締約人向招標機關請求高額之賠償。 

而此時提出異議、申訴之廠商則可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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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不得

                                                 
266 政府採購法有關契約終止及解除之規定，包括 1.政府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機關於簽

約後發現廠商於決標前有採購法第五十條第一項所定應不予開標或決標之情形；2. 政府採購

法第五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機關以選擇性招標或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者，採購契約之價款高於

廠商於同樣市場條件之相同工程、財物或勞務之最低價格，或廠商以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

仲介費、後謝金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促成採購契約簽訂之情形。3. 政府採購法第六十四條採

購契約訂明因政策變更，廠商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者，機關得報經上級機關核

准，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補償廠商因此所生損失之情形；以及 4. 政府採購法第

六十六條得標廠商違反規定轉包其他廠商時，機關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沒收保證金，並

得要求損害賠償。而上述契約終止與解除之規定，在適用上各有若干疑義，可參見潘秀菊、

張祥暉合著，政府採購法契約解除與終止規定之探討，月旦法學雜誌，第四十四期，民國八

十八年一月，第 98頁以下。 
267 民法所定法定解除權有一般解除權，如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至地二百五十五條規定，以及

基於個別契約所定特殊法定解除權，如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第三百六十三條、第四百九十

四條、第四百九十五條、第五百零二條、第五百零三條、第五百零六條所定解除原因。至於

民法規定終止權則於個別契約承認其存在，未如解除權般設有一般性規定，其中，與政府採

購行為相關者如民法第二四二條、第四三五條第二項、第四三六條、第四三八條、第四四○

條、第四四三第二項、第四四七條第二項、第四五○條第二項、第四五二條、第四五八條、

第四五九條所定租賃契約之法定終止事由；民法第四八四第二項、第四八五條、第四八九條

第一項所定僱傭契約之法定終止事由；民法第五一一條所定承攬契約之法定終止事由；以及

民法第五四九條第一項所定委任契約之法定終止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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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無法得標之實質損失取償。況採購之決標決定，既應遵守政府採購法而具有

類似於公法上行政處分之性質268，故行政程序法有關行政處分之相關規定，應

有值得借鏡參考之處。從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一十七條以下有關授予利益之違法

行政處分撤銷之規定觀之，當「依法行政」與「信賴保護」相衝突之時，原則

上雖應以「依法行政」為先，然於撤銷決標對於「公益」有重大危害，或得標

廠商並無信賴不值得保護，而其信賴決標行為時，其信賴利益又顯然大於撤銷

所欲維護的公益時，則不得撤銷，故機關於其採購行為違反採購法令，卻已決

標之場合，除雙方契約就此等情形有解除或終止之約定，或系爭契約依法律規

定本得予以任意終止外，應不得逕而解除或終止雙方之契約。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之營業競爭限制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項就異議申訴

之效果則規定2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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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六條規定270：「招標機關違反本法保

護廠商之規定，而該廠商若無此違法行為，於審標時可預期有真正得標之機會

者，卻因此違法行為致受影響者，該廠商得請求招標機關賠償備標或參與採購

程序之費用。廠商其他損害賠償之請求不因此而受影響。」換言之，於標案已

因招標機關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行為而決標之情況，此時由於廠商投標行為係屬

民法上之要約，招標機關之決標為承諾行為，故契約已因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

因此此一決標行為是不能被撤銷或撤回的。一旦已宣布決標，其他徒勞無功的

                                                 
268 有關採購決定是否行政處分之探討，參見張祥暉，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機制，月旦法學雜誌，

第 56 期，第 120 頁，亦有認為採購決定係屬行政處分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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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GWB § 114 Abs. 2 “Ein bereits erteilter Zuschlag kann nicht aufgehoben werden. Hat sich 

dasNachprüfungsverf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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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GWB § 126 Anspruch auf Ersatz des Vertrauensschadens 

Hat der Auftraggeber gegen eine den Schutz von Unternehmen bezweckende Vorschrift 

verstoßen und hätte das Unternehmen ohne diesen Verstoß bei der Wertung der Angebote eine 

echte Chance gehabt, den Zuschlag zu erhalten, die aber durch den Rechtsverstoß beeinträchtigt 

wurde, so kann das Unternehmen Schadensersatz für die Kosten der Vorbereitung des Angebots 

oder der Teilnahme an einem Vergabeverfahren verlangen. Weiterreichende Ansprüche auf 

Schadensersatz bleiben unberüh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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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則只能就採購瑕疵，以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形式，作第二層次之救濟。

亦即當採購審議庭及抗告法院確認招標機關有權利侵害之事實（第一百一十四

條第二項及第一百二十三條271），使得本有機會獲得決標的異議申訴廠商，因採

購機關之違法作為以致不能得標，則異議申訴廠商不必證明招標機關之故意過

失，即可向招標機關依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之規定，請求賠償備標或參與採購

程序之費用，且其他損害賠償之請求不因此而受影響，例如招標機關於締約過

程之故意過失所引發的損害。此種處理模式，似可作為我國政府採購法就訂定

機關違法決標部分後續處理方式之參考。 

（三）縱令，機關得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然

此時標案應如何處理？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機關得

依下列方式之一續行辦理272：「一、重行辦理招標。二、原係採最低標為決標原

則者，得以原決標價依決標前各投標廠商標價之順序，自標價低者起，依序洽

其他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未得標廠商減至該決標價後決標。其無廠商減至該決

標價者，得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招標文件所定決標原則

辦理決標。三、原係採最有利標為決標原則者，得召開評選委員會會議，依招

標文件規定重行辦理評選。」按前述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係

為防止廠商彼此勾結而設，故機關此時如欲續行辦理該標案，得視其情形，以

重行辦理招標、依序洽廠商減至決標價決標或重行辦理評選等方式辦理；如機

關採取依序洽廠商減至決標價決標之方式辦理者，如異議申訴廠商不願減價，

而其他投標廠商願意減價者，則異議申訴廠商亦無法遞補為得標廠商，而僅剩

                                                 
271 德國營業競爭限制防止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抗告之裁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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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四條第二項之規

定，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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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此為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布修正條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八條第一項修
正前之規定為：「機關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撤銷決標或解除契約，其原係以合於招標

文件規定之最低標決標者，得以原決標價依決標前各投標廠商標價之順序，自標價低者起，

依序洽其他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未得標廠商減至該決標價後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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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賠償，甚或民法第二百四十五條之一規

定損害賠償的可能性。而此一情形，可能與許多廠商提出異議申訴乃是希望以

其原投標條件遞補成為得標廠商之目的是背道而馳的。是廠商對此一規定應予

注意，並在提出異議、申訴前，就其可能獲得之實益進行詳細之評估。 

第三項 申訴有理由時，必要費用之償付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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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此一請求權究為公法

上之請求權或私法上之請求權？如招標機關拒絕給付，究應向普通法院起訴或

向行政法院起訴？請求時是否包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此均有待釐清。 

論者有認為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所規定之各項必要費用，係本法第八十

三條及第八十五條第一項之附隨效果，因第八十三條「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

定」既屬公法救濟程序，則各該項費用應屬「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

為政府採購法所賦予申訴廠商之公法上請求權，故該廠商得於與機關協議不成

時，或機關拒絕給付時，應依行政訴訟法第八條之規定，向管轄高等行政法院

提起給付之訴。 

而其請求之費用應以本項列舉「所受損害」為限，蓋此項費用並非民法或

私法上之損害賠償，自不應包括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所失利益」273。惟依其

情形如，廠商另有民法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成立時，則其民事上之請求權不應

因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三項之規定而受限。 

第六節 公告金額以下案件簡易救濟制度之建立 

本論文在第三章提出異議前置制度應予廢除之建議，為顧及在異議制度廢

除後，公告金額以下之採購將失去提出異議之機會，應考慮就此部分案件另建

                                                 
273 參見陳建宇，「政府採購異議．申訴．調解實務」，第 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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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簡易救濟程序，使低於公告金額之招標案亦有快速且簡易的救濟機會（第七

十六條）274。 

而簡易救濟制度之設計，為了避免流於產生與異議制度相同之疑慮，亦即

招標機關仍堅持己見，欠缺第三者之監督，本文建議其架構可採與「公告金額

以上案件」相同之設計，亦即仍由廠商繕具申訴書，經招標機關向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招標機關對於廠商之申訴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處理是否合法

妥當，如認為申訴有理由，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果，並陳報採購申訴審

議委員會；招標機關如不依廠商之申訴撤銷或變更原處理結果，招標機關應附

具理由，並將相關文件送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惟「公告金額以下案件」因為

所涉及之金額較小，應以採購申訴委員會之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作為最後之決

定，而不允廠商於不服時，繼續向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27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專案研究報告，政府採購法修正之研究，計畫主持人：羅昌發、

黃立、黃鈺華，民國 90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