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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不良廠商通知之異議與申訴 

第一節 不良廠商通知之規定與性質 

第一項 不良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規定與流程 

我國對刊登不良廠商於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名單之規定，係制訂於

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至一百零三條275。政府採購法建立此一制度之目的乃在

杜絕不良廠商之違法、違約行為，避免其再危害其他機關，並利建立廠商間之

良性競爭環境276。如參考德國法之規定，德國法上並無此種制度，對於政府採

                                                 
275 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第一項）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

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容許他人借

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參

加投標、訂約或履約者。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四、偽造、變造投標、契約或履約

相關文件者。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投標者。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之罪，經

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七、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

大者。九、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者。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十一、違反第六十五條之規定轉包者。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

止契約者。十三、破產程序中之廠商。十四、歧視婦女、原住民或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

者。（第二項）廠商之履約連帶保證廠商經機關通知履行連帶保證責任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一百零二條規定：「（第一項）廠商對於機關依前條所為之通知，認為違反本法或不實者，

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議。（第二項）廠商對前項異議之

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告金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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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

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

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第四項）第一項及第二項關於異議及申訴之處理，準用第六章之

規定。」第一百零三條規定：「（第一項）依前條第三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

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至第五

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

者，應註銷之。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至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

者，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第二項）機關

採購因特殊需要，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276 參見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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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係採取雙階理論，因此廠商若有債務不履行的情況，仍依據一般民事規定處

理，我國卻在民事責任之外，另課廠商以公法上的處罰，形成一事二罰之情況
277。故當機關發現廠商於投標時或履約階段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各款所列違法或有重大違約情形時，即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

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以下簡稱「不良廠商通知」）。而為免有

誤刊而損及廠商權益之情形，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參酌政府採購法第六章

所定異議及申訴之處理程序，作為廠商對此一通知之救濟途徑，且無論該當案

件是否逾公告金額，廠商均得循此程序提出異議及申訴。易言之，廠商對該通

知得提出異議，倘廠商對於異議處理結果不服者，得再向該管之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提出申訴。機關須待廠商未對不良廠商通知表示不服因而確定時278，或

廠商提出異議申訴後之結果為廠商之異議申訴無理由後，始得在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網站之「拒絕往來廠商名單」區內登錄不良廠商名稱，並行文政府採

購公報之發行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79將之刊登在政府採購公報。 

凡被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名單之廠商，除非係個案機關有採

購特殊需要，經上級機關核准之例外情形，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

按其情節之輕重，於刊登之次日起算之一年至三年期間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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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另亦有其他意見亦就廠商履約階段之爭議，是否適宜作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理由提出質

疑。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政府採購爭議處理事件案源及問題類型分

析，研究單位：理律法律事務所，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278 依現行實務見解，計算廠商異議法定期間無須預留在途期間，但計算申訴法定期間須注意

在途期間；機關須確定廠商未在法定異議申訴期間表示不服，始得將之刊登採購公報。另可

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工程企字第O九三 OOO五三九 OO號函：

「⋯四、招標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為異議處理結果時，請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第四

項準用第七十八條規定，於答復廠商函中載明「廠商提出申訴，應同時繕具副本送本機關」，

俾於第一時間掌握廠商是否提出申訴，並於刊登公報前預留前開在途期間以上之相當期間

﹙尤其外島地區﹚，確認廠商無提申訴等符合本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情事後，再行刊

登採購公報。」 
279 參見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政府採購公報(以下簡稱採購公報)，由

主管機關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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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不良廠商通知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法律性質 

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至一百零三條乃係為了處分廠商，而使其喪失參

與政府採購此一公法上權利之特別規定，因此並非如同採購行為，得以私經濟

行為或區分招標與締約、履約階段來認定其法律性質，而應重新檢視其法律性

質。 

其中，針對廠商未對不良廠商通知表示不服，或廠商對該通知提出異議申

訴後，政府機關所為之「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行為」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之

見解厥為民國九十年各級行政法院行政訴訟法律座談會之意見。該次提出討論

之問題乃「政府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各款所列

情形，而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則被通知之廠商於接獲通知後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異議或申訴，或經提

出申訴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該廠商得否依

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十六條第三項之規定，聲請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部分

停止執行？」討論意見：「（一）甲說：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僅屬前開通知之附記，

並非單獨之行政處分，故不得聲請停止執行。（二）乙說：政府機關多有俟行政

訴訟確定後再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形，故雖得刊登，非必會立即刊登，於

未刊登前聲請人難謂有急迫情事，亦無保護利益，故不得聲請停止執行。（三）

丙說：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之規定，政府機關並無庸俟行政訴訟

確定，隨時可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公報。且一經刊登，不僅廠商之聲譽

立即受損，而依同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復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

對象或分包廠商，刊登公報自屬行政處分，依法非不可聲請停止執行。」初步

研討結果原係採丙說，最後之大會研討結果認為：「『刊登』為事實行為，並非

行政處分，故不得對之聲請停止執行。本件聲請人經審判長闡明，如欲獲得暫

時權利保護，宜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十六條第五項規定，對主管機關認定聲請

人為不良廠商之行政處分，提出申訴駁回後，且有必要時，聲請停止執行，以

發生主管機關不得將其認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結果，聲請人如仍不變更聲

請停止執行之對象，其聲請應以不合法駁回280。」實務亦多同此旨281，故多數

                                                 
280 司法院公報第四十三卷第五期，民國九十年五月，第 161-162頁。 
281 如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停字第十六號裁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停字第一０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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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認此應屬執行結果之事實行為，非行政處分282。 

然實務上對機關為本法第一百零一條不良廠商通知之法律性質卻有不同

之見解，可歸納為兩大類如后： 

（一）事實行為說：其中有認該通知僅為「私法上之事實行為者」，如最

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裁字第二三八號裁定283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停字

第二二號裁定284；有認前開通知為「事實行為」者，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

年訴字第六二六０號判決285。 

（二）行政處分說：有認前開通知為「行政處分」，且因屬依法毫無裁量

可能之處分，故無裁量權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可言，如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判

                                                                                                                                         
號裁定。 

282 包國祥，廠商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名單後之救濟程序，軍法專刊第四十九卷

第八期，民國九十二年八月，第 40頁。 
283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裁字第二三八號裁定「抗告人九十年二月五日液工（九十）九? ?二?

一二三號函主旨為：「貴廠商承攬本公司三座液化天然氣儲槽（編號T104、T105及 T106）之

興建工程（Ｆ九?五二），迄今未依法通過驗收，且因貴廠商多所拖延，造成本公司損失頗鉅，

顯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八款、第九款及第十一款等情形，依政府探購法第一百零二

條第三項，本公司應將貴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據此依同法第一百零三

條第一項第二款施以停權一年處分。至貴廠商民國九十年元月十二日來函對貴廠商前揭違約

等事宜提出異議乙事，復如說明」云云，係抗告人就兩造間承攬契約中，關於驗收之爭議，

對相對人所發之通知，係屬私法上之事實行為。相對人對之異議，經工程委員會處理結果，

亦僅係確認該通知事實是否有錯誤，而停權效果僅係由該委員會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發生政

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規定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法律效果，該函自不

屬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即不屬行政處分，相對人自不

得對之聲請停止。原審法院不察，逕予准許，於法有違。」 
28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停字第二二號裁定要旨同前註。 
285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訴字第六二六０號判決「查中央信託局前揭函示內容有二：一為

因驗收結果與合約規範不符而通知解約，一為通知將刊登政府公報。而被告上開函係對於原

告之異議，重申中央信託局之函示意旨；至原告申訴書則明載「請求買方遵守合約規定，實

施驗收」，起訴聲明則為：「採購申訴審議判斷及異議處理結果均應撤銷，並另命被告應依投

標合約規定就本案「五．五六公厘步槍子彈」實施驗收，不得將原告列入不良廠商予以公

告。」；可知，兩造本件爭執焦點在於採購合約之履約及驗收，揆諸前揭說明，應循民事法

律途徑解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不合法。次按，政府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政府採

購法第一百零一條各款所列情形，而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節，其將予刊登公報之通知為事實行為，非行政處分，雖依同法第一百

零二條第四項規定準用第六章關於異議申訴之規定，仍無提起行政訴訟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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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一七七八號判決286及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判字第二三四七號判決287；有

進一步認前開通知為「裁罰性之行政處分」者，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

一年七月十七日工程企字第０九一００三０一六四０號函288。 

另前述之民國九十年各級行政法院行政訴訟法律座談會，認為廠商欲聲請

停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時，應以「主管機關」認定聲請人為不良廠商之行政處

分作為行政救濟對象，提出申訴駁回後，且有必要時，聲請停止執行，以發生

主管機關不得將其認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結果。有論者以為，此所指之主

管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應係指「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

委員會」而言；其認為對不良廠商作業而言，採購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

一條所為之通知、異議處理結果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行為，並無法效意思，

均非行政處分289，其間縱有行政處分，亦應指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委員會針

對廠商申訴所作成之審議判斷而言290。依其見解，不良廠商通知應屬「事實行

為」。惟此一解讀恐有值得商榷之處，蓋從其會議結論上下文觀之，對該認定為

不良廠商之行政處分尚得提出申訴，故作成該行政處分者，應為原採購機關，

而非工程會，原會議討論結論之用詞實應為「原採購機關」之誤；且就未經異

議、申訴之不良廠商通知，其並無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作成之申訴審議判斷，

其如何發生對廠商之權利義務發生法律效果？此種見解恐難自圓其說。縱令此

時如論者所主張，以工程會於接獲採購機關函文後，「審核認可」後核定刊登政

                                                 
286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判字第一七七八號判決「至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應

即將廠商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經刊登於

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自刊登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所指

『應即刊登於政府公報』及『三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核屬立法

政策之考量，被上訴人依法並無裁量餘地，故被上訴人依法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核無違誤。」 
287 最高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判字第二三四七號判決「被上訴人依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款、

第一百零二條第三項規定對上訴人所為處分，並無裁量權，尚無比例原則之適用。」 
28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工程企字第０九一００三０一六四０號函「如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認為招標機關依規定程序向廠商所為停權之通知，並於異議處理結果維

持其停權之決定（或逾期不為異議處理），有與本法第一百零一條立法意旨不符或違反比例

原則等情形，而撤銷原異議處理結果時，仍屬於合法性審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限制自刊

登公報之日起，一定期間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行政處分，既

為裁罰性之行政處分，其與本法第八十五條所規範之內容有間。」 
289 包國祥，廠商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名單後之救濟程序，軍法專刊第四十九卷

第八期，民國九十二年八月，第 42頁。 
290 包國祥，廠商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名單後之救濟程序，軍法專刊第四十九卷

第八期，民國九十二年八月，第 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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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採購公報之行為為行政處分291，惟此不但會造成理論間有互相杆格，莫衷一

是，且實際上工程會依法並無再為「審核認可」之權，原採購機關須將函文送

工程會請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應僅係政府採購公報為工程會所發行，此係執

行之行政作業所必須，屬內部行政行為，非行政處分292。故九十年各級行政法

院行政訴訟法律座談會結論應解為「原採購機關」對不良廠商之認定屬行政處

分，易言之，機關為本法第一百零一條不良廠商通知性質為行政處分。 

本文認為由於只要廠商該當於第一百零一條規定之情形，機關293即應作不

良廠商之認定及通知（單方行政行為）294，而此項認定確定之後，將廠商名稱

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使廠商（特定對象）被停止參與全國任何政府採購之效

果（公法上之法律效果），並非欠缺法效意思之觀念通知行為，故此一決定應屬

公法行為295，且與行政程序法及訴願法所稱之行政處分之定義並無不合，故應

以行政處分說為是，而非僅屬履踐義務性質之事實行為。 

第三項 不良廠商爭議以異議申訴為救濟途徑之商榷 

不良廠商之認定與通知，既屬行政處分，廠商如有不服，應循行政爭訟程

序提起救濟，否則無法除去此一行政處分。惟依照政府採購法第三條之規定，

政府採購法係屬辦理採購事項之特別法，其於第一百零二條明文規定，廠商對

不良廠商之認定與通知如有不服，並非依訴願法之規定提起訴願，而應依政府

採購法所規定之期限提出異議、申訴程序進行救濟，且其異議申訴之處理，係

準用有關招標爭議之相關規定。 

                                                 
291 包國祥，廠商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名單後之救濟程序，軍法專刊第四十九卷

第八期，民國九十二年八月，第 40頁。 
292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七版，民國九十年八月，第 307頁。 
293 此處之機關雖包括公營事業，但引用「委託個人或團體行使公權力」之理論，並對機關之

認定採取功能取向，即可順利解決，參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七版，民國九十

年八月。，第 292-230頁。 
294 此項認定除應遵守政府採購法令之規定外，尚應遵守行政法之一般原理原則，諸如誠實信

用原則、比例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公益原則、明確性原則以及平等原則等。有關行政法之

一般原則請參照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七版，第五十五頁以下。 
295 彭麗春，政府採購法上申訴制度之研究，第 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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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良廠商爭議與招標爭議其法律上之性質並非相同，且並無應早日

確定之壓力，故此種捨訴願法之規定不用，而改以異議申訴方式解決之設計是

否妥適，實不無疑問。蓋有關其提出異議申訴之期限、異議申訴之處理期限均

較訴願法之規定為短，增加廠商及機關處理時之時間壓力；另較之訴願並無訴

願費用，申訴費用之收取似亦欠缺合理性。且在此類不良廠商爭議，與招標爭

議不同，幾乎罕見招標機關自承有誤而在異議階段即變更原決定者，故異議前

置制度之必要性更為薄弱。是以如回歸訴願法之規定，則其救濟途徑更為單純

且有一套更周密成熟之制度可資依循。 

當然，目前申訴之受理機關為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具有採購法方面之專

業，處理該等案件可謂駕輕就熟。如將不良廠商之救濟回歸訴願法之規定，則

訴願之處理應改由訴願會負責。然因不良廠商爭議已可類型化，第一百零一條

各款內涵亦已有統一之見解，諒應無專業上無法處理之疑慮，且改以訴願方式

為其救濟途徑，亦可適度減輕目前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業務之沈重負荷，應為

可考慮之方向。 

第二節 不良廠商通知之異議與申訴 

第一項 不良廠商通知異議及申訴要件及其處理 

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廠商對於機關所為之不良廠商通知，認

為違反本法或不實者，得該機關提出異議。並續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

訴。關於其異議及申訴之處理，準用第六章之規定。故本文第三及第四章所述

有關招標爭議之異議申訴相關規定，大抵均在準用之列，以下僅就不良廠商通

知於實務運作上所發生之問題再進行說明。 

第一款 異議及申訴客體 

廠商提出異議之客體，當為原採購機關所為之不良廠商通知，而提出申訴

之客體則為其異議處理結果，且無所涉採購金額限制。由於機關所為之不良廠

商通知本身即應為行政處分，而其異議處理結果，性質上亦為對廠商依公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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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請求事項之准駁（確認原處分之適法性或撤銷原處分），亦具行政處分之性質
296，故行政程序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六款：「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

下列事項：⋯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

及其受理機關」均應有所適用。對此，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九條之一

第一項明定：「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時，應附

記廠商如認為機關所為之通知違反本法或不實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十

日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其條文結構與一般的行政處分並不相同，其行政處分係以廠商未於期限內提出

異議為停止條件，若廠商依限提起異議，則主辦機關尚不得立即為停權之處分。

第一百零九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將異議處理結果

以書面通知提出異議之廠商時，應附記廠商如對該處理結果不服，得於收受異

議處理結果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如

機關之通知函或異議處理結果未告知救濟機關、期間或有所錯誤未為更正，以

致廠商遲誤者，則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八條規定，於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

不服，均應視為於法定期限內所為297。 

然而就代辦採購案件，本文第三章已敘及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四十二

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三、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以代辦機關為

                                                 
296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九十一年度訴字第五八五號判決亦異議處理結果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惟較特別者，其認為此為不良廠商案件中之「原行政處分」，內容如次「本件原告請求撤銷

之原處分為被告九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九十高市工新（三）字第九二一四號函之異議處理結

果，業經原告陳明在卷（詳見本院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準備程序筆錄）。觀此函文內容，

係說明依據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九十年度偵字第六三八六號起訴書，原告確已違

反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規定，所提異議理由不成立，並附記原告得於接獲通知之

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提出申訴，如未提出申訴，被告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自刊登之日起三年，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等

情，有該函文附卷可稽，足見此函係認定原告有違反行為時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

規定情事，亦即此一認定方屬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

果之行政處分，其執行結果即為同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及

自刊登之日起三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是以本件之行政處分為被告

九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九十高市工新（三）字第九二一四號異議不成立之函文，而非其後被告

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以高市工新（三）字第Ｚ００００００００五號函請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函文，合先敘明。」 
29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工程企字第O九三OOO五三九OO號函：「⋯

二、招標機關依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通知廠商時，應注意依本法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九條之

一為必要之附記，否則有行政程序法第九十八條之類推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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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 五、洽辦機關得行使之職權或應辦理之事項，得由代辦機關代為

行使或辦理。」，招標程序中之招標機關應為「代辦機關」。惟實務上制式之「招

標、投標及簽約三用表格」設有「本契約由代辦機關『代理』洽辦機關簽署」

之文字，故其採購契約當事人似應以「洽辦機關」為是；如於履約階段廠商發

生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各款所列違約情事，如採購合約內未載明代辦機關

之代辦權限包括刊登不良廠商之行為時，代辦機關卻向廠商為不良廠商之通

知，其效力為何，廠商可否對之提起異議及申訴？有認為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

一條本文所稱之「機關」在此種情形係指洽辦機關之意，代辦機關並無為此項

通知之權。而採購合約中又無刊登不良廠商之授權，因此代理機關所發之不良

廠商通知應為無效之行政處分，故廠商因不服該行政處分提起異議、申訴時，

申訴會應依採購審議規則第十一條第九款之規定不予受理298。然而此一見解頗

有商榷之餘地。按委託機關與受託機關採購合約中有無授與其刊登不良廠商之

授權，係屬其有無逾越授權範圍之問題，在民事關係中，本件有表見代理之適

用，而在行政法上，縱令受託機關並無此權限，此種行政處分之效果究係無效、

得撤銷或不生影響，縱然在德國其見解亦未完全統一。我國行政程序法第一一

一條第六款雖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欠

缺事務權限者」無效，然其所稱「欠缺事務權限」當指重大而明顯，諸如違反

權力分立之情形而言。除此之外，其他違反土地管轄或事務管轄，均屬得撤銷

而非無效，甚至不生影響，例如第一一五條所規定之在有管轄權之機關就該事

件亦仍應為相同之處分時之情形299。況受託機關既代理委託機關發出不良廠商

之通知，形式上既有行政處分之外觀，應允許廠商對之提起異議及申訴以為救

濟。又此種情形應向代辦機關或洽辦機關提出異議，將於第四款予以說明。 

第二款 異議及申訴人 

此處得提出異議及申訴之廠商與依政府採購法第六章規定提出異議申訴

之廠商，不同之處乃在於其為接獲機關不良廠商通知之「被動異議者」，與對招

標爭議提出異議者為「主動異議者」，容有差別300。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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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說。目前申訴會將本案提法規會討論後再處理。 
299 參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九十年增訂七版，359-360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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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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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共同投標共同履約之廠商，依「共同投標辦法」第十六條規定「共同

投標廠商應負連帶責任之事項有本法第一百零一條各款所列之情形，依本法第

一百零二條第三項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應刊登全體成員名稱。」則廠商對

不良廠商通知提起異議、申訴時，是否須共同提出？以「二高白河新化路段第

C362標新市段及善化收費站工程」採購案為例，此為兩個廠商聯合承攬之工程

案件，因工程進度落後，招標機關乃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十一款通知

廠商將刊登採購公報時，而廠商提起異議、申訴時，招標機關主張該二廠商就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乙事，有共同權利義務關係，該二公司應共同提出異議、申

訴，僅有一廠商單獨提出者應命其補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認為共同投標係

二家以上廠商共同具名投標、簽約、履約，故招標機關採購行為如有違法致損

害廠商權益者，應係損害共同投標之各家廠商權益，況本件係不良廠商認定所

生爭議，依共同投標辦法第十六條，各投標廠商均有權益受損之可能性，本即

有個別行使異議、申訴之權利，均為適格之當事人301。 

第三款 異議及申訴之理由 

招標爭議提起異議申訴之理由，限於「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

定」，然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廠商對於不良廠商之通知，認為違反政

府採購法或不實者，始得提起異議。然參照訴願法規定，如為不當之情形，亦

應得提起異議，而實務上就廠商是否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適用之處理，

亦多作嚴格之認定，申訴有理由之案例比例極高。 

第四款 提出異議及申訴之對象與形式 

第一目 接受異議申訴機關 

受理異議之機關應為「招標機關」，而受理申訴之機關為該管之採購申訴

審議委員會。其中有所疑義者，乃代辦採購案件，如廠商於履約階段發生政府

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各款所列違約情事，而遭代辦機關為不良廠商通知時，廠

商應向何者提出提起異議？實務上機關為不良廠商通知時，係依政府採購法施

行細則第一百零九條之一第一項規定，附記廠商如認為機關所為之通知違反本

                                                                                                                                         
版，第 103頁。 

301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一五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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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不實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機關」提出異議302。

如其附記有誤，依行政程序法第九十九條規定，應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

聲明不服，換言之，廠商向發出通知之機關提出異議即應認為合法，蓋如政府

機關均可能發生錯誤時，如何能命人民擁有比政府更高之法律知識。 

此外，實務上亦有機關辦理採購時，即明白在合約內規定履約事項由另一

機關加以處理，而非由締約機關處理。例如聯勤總部「一吋、二吋草綠色人造

纖維紗帶」採購案303，聯勤生產署將系爭採購作業之招標作業、簽約交由聯勤

第二０三廠辦理，履約交貨驗收作業則交由聯勤第三０四廠處理，合約附件並

有驗收、解約、沒收履約保證金歸聯勤第三０四廠處理之規定304。嗣後聯勤第

三０四廠因認系爭採購品驗收三次未合格，除依約通知廠商解除契約、沒收保

證金外，並認同時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八款情形，應將其情形及廠

商名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該廠商乃以聯勤第三０四廠為招標機關提起異議、

申訴。申訴會在判斷理由中表示：「參最高法院八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七六七號裁

判要旨：『代理人代本人為意思表示或代受意思表示，固須以本人名義為之，始

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但代理雖未用本人名義，但其有為本人代理之意思，已

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發生代理之效力』，故本件簽約者雖為聯勤

第二０三廠，然合約附件⋯既有驗收、解約、沒收履約保證金歸聯勤第三０四

廠處理之約定，可知系爭採購有由聯勤第二０三廠代理聯勤第三０四廠為本件

採購行為之意思，而此為承攬廠商依契約可得而知之事實，故該採購契約亦直

接對本人聯勤第三０四廠發生效力。今聯勤第三０四廠以本人名義，通知申訴

廠商解除契約、沒收履約保證金及依政府採購法公告不良廠商，並無不可。」

認為此處有代理關係，聯勤第三０四廠既為本人，即可認為係政府採購法上之

招標機關。 

                                                 
302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一年三月六日（九一）工程企字第九一００八六六七號函

「通知廠商函稿格式」。 
303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二七七號。 
304 系爭合約附件 F189317購物清單五（三）約定：「軍品交貨後，經三０四廠第一次驗收如不

合格，承商得申請以原抽備份品再驗或以退貨換貨或修復重交擇一辦理複驗，惟驗收總次數

不超過三次。如經最後一次檢驗仍不合格，則以承商違約論處，三０四廠得解除契約並沒收

履約保證金，承商須支付三０四廠解約重購價差，⋯不得有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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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目 提出異議申訴之形式 

依法提出異議及申訴均應以「書面」為之。惟其是否構成異議書或申訴書，

不應僅由該文件標題加以判斷，而須綜合其內容所載之事實及理由加以判斷。

例如「南投縣政府仙鹿巷福仙農路災害搶修工程」採購案中，南投縣政府與承

攬廠商訂約後，嗣因豪雨及九二一地震影響，通往施工位置之唯一運輸路面損

害無法施工而停工。而路面修復完畢後，廠商認地形已變動，乃向招標機關請

求變更設計，惟雙方會勘後，招標機關認變化不大，通知廠商不同意變更，並

於八十九年五月三十日函知廠商應復工。廠商認道路雖已搶通，然因土石坍方

無法施工，且原設計工程項目因土石坍方與原設計不同，於六月二十日要求解

約。惟嗣後招標機關又於九月二十九日通知承攬廠商有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

條第七款之事由通知廠商應刊登採購公報。針對此一不良廠商之通知，承攬廠

商於十月十三日函覆招標機關一「申請書」，其內容為希政府派員勘查現場並准

予變更設計305。招標機關認其並非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所指異議書，故對

該「申請書」未為任何處理，並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將廠商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

廠商向申訴會提起申訴，主張該「申請書」即為依法提出之異議書，其已依法

提出異議。然該申請書僅表明要求機關派員勘查，並准予變更設計，完全未提

及對通知為不良廠商有何不服之意，實不能認定其係異議書。 

第五款 提出異議申訴之期限 

第一目 法定期間 

根據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的規定，廠商對於機關通知

其為不良廠商，認為違反政府採購法或不實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日起二十日內，

以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議。廠商對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議之

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告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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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305 其全文為：「本公司承包貴府中寮鄉仙鹿巷福仙農路災害搶修工程，今因九二一大地震致使

土石方崩落，原先施作之工程亦因地震之關係擋土牆倒塌、路面龜裂。現因地形、地物已變

動與原設計圖不符。希貴府派員實地勘察並考量變動之情形準于變更設計，本公司亦將貴府

重新施作該工程，請盡速派員實地會勘以利工進。」 
306 另依訴願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訴願之提起，則係自行政處分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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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期間係屬法定期間並無爭議，惟如同有關招標爭議之異議期間，於政

府採購法施行之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對於政府採購

法第一百零二條之異議期間，亦曾採取非法定期間之看法。就通知刊登為不良

廠商之申訴案件，雖申訴廠商異議之提起已逾越法定期間，惟招標機關未主張

異議逾期仍予受理，並就實體部分函覆異議處理結果，只要廠商又於申訴法定

期間內提起申訴，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即作實體之審理

與判斷307。然依行政法院見解及修正後之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一百零五條規

定，其亦應屬法定不變期間。 

第二目 在途期間及恢復原狀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八十八次會議討論意見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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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計算異議法定期間，仍維持現狀，不扣除在途期間。此一意見對處理有

時效壓力之招標爭議尚稱合理，但就不良廠商通知之異議及申訴案件是否合

宜，實有疑問308。蓋不良廠商通知係屬行政處分，且其並無迫切之處理時間限

制，故一般針對行政處分聲明不服時可計算之在途期間應有所適用。是以，廠

商對不良廠商通知聲明不服時，不論其為提出異議或申訴，應均得扣除在途期

間為是。況且，不論廠商提出異議或申訴，實際上亦均有在途期間之問題，並

無堅強之理由可剝奪廠商此一程序上之保障。惟此一調整，在目前法無明文規

定之情形下，須透過修法之方式辦理。 

                                                                                                                                         
之。 

307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年訴八九一七四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八十八年下半年及

八十九年度購置員警行政人員服裝及民防人員服裝定製案」審議判斷書。 
308 目前實務針對不良廠商通知之異議及申訴法定期間是否有在途期間之適用，仍與招標爭議

之處理相同，認為申訴部分可計算在途期間，但異議階段基於採購效益，並不計在途期間，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所為之九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工程企字

第 O九三 OOO五三九 OO號函認為：「⋯三、申訴廠商地址不在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所

在地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計算廠商提出申訴法定期間，尊重最高行政法院見解，改依「訴

願扣除在途期間辦法」扣除其在途期間；但有申訴代理人住居受理申訴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所在地，得為期間內應為之申訴行為者，不在此限。至於招標機關計算廠商提出異議法定

期間，基於採購效益，不扣除在途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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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款 異議處理及申訴審議完成期限 

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二項之規定，採購機關異議處理期限原則上

為十五日。而申訴審議完成期限，則準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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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前所述，就一般行政處分之

訴願，訴願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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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廠商通知爭

議之解決既無時效壓力，是否有捨訴願法規定，而另準用招標爭議之異議申訴

處理之必要，實不無存疑。 

第七款 招標機關於申訴有理由之處理 

依工程會見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認為招標機關依規定程序向廠商所為

停權之通知，並於異議處理結果維持其停權之決定（或逾期不為異議處理），有

與本法第一百零一條立法意旨不符或違反比例原則等情形，而撤銷原異議處理

結果時，因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限制自刊登公報之日起，一定期間不得參加政

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行政處分，係屬為裁罰性之行政處

分，其與本法第八十五條所規範之內容有間。故如申訴審議判斷撤銷原異議處

理結果，尚非屬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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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規範情形，招標機關並無「另為適法處置」

之必要309。 

第二項 採購橫跨政府採購法施行或修正日之不良廠商案

件 

按將不良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予以停權之規定，在政府採購法於八十八

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前，並無法律之依據，故許多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即辦理

                                                 
309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工程企字第０九一００三０一六四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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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之政府採購案件，因廠商於簽約時並無適用不良廠商停權規定之認識；甚

者於政府採購法九十一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施行前即擔任連帶保證廠商者，該

等連帶保證廠商亦無將受此等公法規定規制之認識310，故當該等廠商或者連帶

保證廠商於履約過程中，發生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情事時，是

否得對之發函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在實務上即有所爭議。 

其中較為單純者，乃於政府採購法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前，即已履

行、驗收完畢之政府採購案件。該等案件因招標機關之「結案期間」適逢政府

採購法施行，發生招標機關仍依政府採購法認定廠商為不良廠商，加以停權處

分之情形者，所在多有311。因行政法規之適用應以行為時之法規為準，並不得

溯及既往，故其無該規定之適用，應無疑義。 

至廠商違法行為係發生在政府採購法施行日之後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三日第十一次會議決議，認為廠商違

法行為既發生在政府採購法施行日後，依行為時法令處罰，並無追溯處罰問題，

故採肯定說312，嗣於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七十一次及第七十二次會議中又重

新討論此一爭議，惟多數委員改為支持否定說。至有關政府採購法修正增訂之

連帶保證廠商亦適用之規定，於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九十二年一月十七日第八

十六次會議中，委員會亦認兩造之履約連帶保證契約係在九十一年二月六日政

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修正公布前所訂定，依法律不溯及既往精神，並

參採從新從優原則，而採取否定說。惟嗣因折衝主管機關內部相關單位意見後，

於九十二年三月十八日該委員會第九十一次會議紀錄重採肯定說，主要係認「從

新從優原則」僅適用於該行為於法律修正前後均設有處罰規定之情形，而此處

並非新舊法律適用問題。且依行政罰法草案，此一原則之適用階段不及於法院

之裁判，僅及於機關最初裁處時，故於採購申訴審議程序中應無從新從優原則

之適用。另有關不溯及既往之部分，因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態

                                                 
310 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規定：「廠商之履約連帶保證廠商經機關通知履行連帶保證

責任者，適用前項之規定。」係於九十一年修正時新增。  
311 如「台北市交通管制設施管理系統發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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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一二六號；「台北縣林口下福村腐植土堆置場第四期工程監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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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二九二號。 
312 惟黃立委員及羅明通委員於該次會議中，基於政府採購法施行前所訂契約，廠商與機關多

未設停權處置之規定，認採肯定說有違契約之約定，已侵害廠商權益，且有違「實體從舊，

程序從新」、「法令不溯及既往」及「正當法律程序之考量」等基本原則，採肯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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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複雜，故欲分別態樣而割裂適用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非常困

難，惟如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本身為基準時，尚無違於不溯既往原則313。 

而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八八）工程企字第八

八０七四一０號函附「機關辦理採購跨越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政府採購法之

適用一覽表」314，機關之採購行為如生有違反法令等爭議時，就該爭議之解決，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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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1頁。 
314  

項次 作業進度情形 適用政府採購法 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一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施
行前決標。 

履行管理、驗收、異議申
訴等。 

本法規定應於招標
文件載明，而原
招標文件未載明
者。如本法第一
百零三條第一項
之規定。 

二 本法施行前公告招標，施行後第
一次開標 

開標、審標、決標、履約
管理、驗收、異議申訴
等 

同前。 

三 本法施行前流標並公告重行招
標，施行後第二次開標。 

同前。 同前。 

四 本法施行前廢標並公告重行招
標，施行後開標。 

同前。 同前。 

五 本法施行前開標，施行後決標。 審標、決標、履約管理、
驗收、異議申訴等。 

同前。 

六 本法施行前流標、廢標，施行後
公告重行招標。 

完全適用本法（依本法規
定備具招標文件）。 

無。 

七 一 稽察一定金額以上之工程或
財物採購，本法施行前已報准
依稽察條例比價或議價者。 

二 勞務採購或未達稽察一定金
額之工程或財物採購，本法施
行前已接獲廠商比價、議價文
件且正辦理比價、議價程序。 

議價、比價之程序及後續
進標、履約管理、驗
收、異議申訴等。 

議、比價理由不適
用本法。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訴審議判斷書訴八九０八０號，「○○靈骨塔改善工程採

購申訴案」，申訴會認為此處第一項「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應於招標文件載明，而原招標文

件未載明者，如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則不適用」之用語，並非表示不適用該規定，

而僅係指不適用「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之程序規定，茲摘錄其原文如下：『本法施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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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得適用政府採購法之異議、申訴制度。而前述招標機關之處分既有是否得適

用政府採購法之疑義，於程序上均允許其作為異議、申訴之客體，以解決該爭

議。 

第三項 不良廠商通知申訴案件與調解制度之交錯與轉換 

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之規定，廠商對於機關不良廠商之通知，認為

違反政府採購法或不實者，得提起異議及申訴。而提起不良廠商認定之異議申

訴案件，大多集中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第八款、第九款、第十款及第十二款

之事由315，亦即「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316」、「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

節重大者317」、「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者318」、「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

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及「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

                                                                                                                                         
決標之案件，履約管理、驗收、異議申訴等均適用本法，其不適用本法之事項為「本法規

定應於招標文件載明，而原招標文件未載明者。如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參

酌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經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規定（行政院台八十九訴字第０三０八四號再訴願決定書參照），可知該一覽表規

定文義，係指機關原應於招標文件中載明將不良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規定，因本法施

行前決標之案件，不及於招標文件中載明，故不適用「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之程序規定。

此外，有關本法施行前決標之採購案件，於本法施行後，發現廠商有該法第一百零一條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依該條規定辦理，亦經本會於八十八年七月十七日以（八八）工程企字

第八八０九八五九號函釋有案。故申訴廠商指稱本工程於本法施行前決標，原招標文件未

載明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規定所應載明之事項，依該一覽表規定，應不適用政府採購

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規定云云，容有誤會。』 
315 除該條第一項第九款「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者」係九十一年新增，案件數量較少外，其

餘四款情形之申訴案件數量，據統計占不良廠商通知申訴案件之案件量七成以上，其中第十

二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占 28.90%，第十款「因可歸責於廠商

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占 22.43%，第七款「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

占 20.91%，第八款「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占 7.98%，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委託研究報告，政府採購爭議處理事件案源及問題類型分析，研究單位：理律法律事務所，

民國九十二年十二月。。 
316 本款規定原為「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或不履行契約者」，九十一年修正時刪除「或不

履行契約」等字，以避免與原第八款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情形重複。 
317 「情節重大」係九十一年修正新增。 
318 本款為九十一年修正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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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述各款事由之要件內涵及實務上之處理原則319，因涉及實體事項，本文不

擬深究，然值得注意者，乃該等事由大多肇因於機關與廠商間就契約之締約、

履約及驗收等私法上事項有所爭議，例如：廠商有無正當理由可不訂約、不履

行契約、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者延長工期及廠商之給付有無合乎契約約定

等等。此等履約爭議，本屬純粹之民事爭議，應以民事訴訟、仲裁、或本法第

八十五條之一以下所設之履約爭議調解加以處理，而不宜以異議、申訴之方式

解決此等採購爭議320。惟依據第一百零一條之規定，前述招標機關依政府採購

法第一百零一條為不良廠商之認定與通知後，單純之民事問題，將翩然變為成

行政處分，廠商非循政府採購法之異議、申訴程序，無法除去此一行政處分。 

在不良廠商之異議、申訴過程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受理範圍僅在不

良廠商之認定是否適法。例如在廠商因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以致被通知為不良廠

商，申訴會對廠商是否有查驗或驗收不合格之情形，以及是否符合情節重大之

標準自應加以判斷。惟實際上，該等爭議如能另外透過對於「驗收標準」或是

否應「減價驗收」等申請調解之方式處理，由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卻得作出較

具彈性之調解方案，替該履約爭議作一合理、合法之處理，則可能創造雙方都

能接受之雙贏局面。此時調解如能成立，則表示機關所為之不良廠商通知將失

所附麗。機關得於調解成立後，準用本法第八十四條規定自行撤銷原異議處理

結果及原通知處分，則可得到一圓滿解決。然若廠商僅依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五

條之一規定申請調解，而在調解程序中合併請求不列入不良廠商並免予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就此，公共工程委員會認為該請求並非可併原調解程序進行，應

請廠商另依本法第一百零二條所定不良廠商通知之異議、申訴規定辦理321。而

此時廠商可能已錯失異議申訴期限，不可不慎。 

然如前所述，履約、驗收爭議等先決問題若能透過申訴會予以調解，而獲

致雙方都能接受之處理方式，則必不致引發後續不良廠商之處分，兩者可互為

勾稽。因此雖廠商之申訴係針對不良廠商之處分，為求在申訴程序中能合理解

                                                 
319 就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各款次之說明，可參考陳建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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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02頁。 
320 甚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九十年訴字第六二六０號判決就廠商就不良廠商爭議所提行政訴

訟，更認「兩造本件爭執焦點在於採購合約之履約及驗收，揆諸前揭說明，應循民事法律途

徑解決，原告提起本件訴訟，為不合法」。 
321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記錄。 



第五章   不良廠商通知之異議與申訴 

 143 

決該爭議，並顧及紛爭解決一次性之要求，而得就不良廠商問題所涉及之驗收

標準、是否應減價驗收等之爭議，同時申請調解，而以提出調解建議方案之方

式先予解決，待雙方決定是否接受該調解方案後，再就不良廠商之申訴事件做

出申訴審議判斷，應屬良好之方法。 

第三節 異議申訴後之救濟程序 

第一項 行政訴訟 

廠商如因該管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認廠商申訴無理由時，將遭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廠商應如何救濟？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二條「準用」第六章異議

申訴規定之結果，其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故實務上大多以採購機關通

知行為作為原行政處分，並以異議處理結果及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申訴

審議判斷為訴願決定，請求法院撤銷採購機關通知行為（原行政處分）、異議處

理結果及申訴審議判斷（訴願決定）。另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部分，因「刊

登」為事實行為，並非行政處分，故不得對之聲請停止執行。如欲獲得暫時權

利保護，宜依行政訴訟法第一百十六條第五項規定，對於機關認定聲請人為不

良廠商之行政處分，提出申訴駁回後，且有必要時，聲請停止執行，以發生主

管機關不得將其認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結果。 

然對此種作法，論者有以為對不良廠商作業而言，採購機關依政府採購法

第一百零一條所為之通知、異議處理結果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行為，並無法

效意思，均非行政處分322，故廠商正確作法應為：依行政訴訟法第六條第一項，

提起確認公法上關係不成立之訴訟，倘符合行政處分假處分之法定要件，並得

尋求公法上假處分之保障；如已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則須待另案遭招標機

關作成不予開標、不予決標或撤銷決標之處分，經申訴未果後，再針對採購機

關不予開標、不予決標或撤銷決標之處分，以及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申

                                                 
322 參見包國祥，廠商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名單後之救濟程序，軍法專刊第四十

九卷第八期，民國九十二年八月，第 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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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審議判斷，提起行政撤銷訴訟323。 

本文認為不良廠商通知為行政處分之性質，故仍贊同目前實務之多數作

法。另如已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者，如遭採購機關不予開標、不予決標或撤銷

決標時，其中前二者故屬決標爭議，而得提出異議申訴，然撤銷決標實係解除

或終止契約，應循民事程序管道救濟。而提出行政撤銷訴訟，其撤銷之客體應

僅只於異議處理結果及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之申訴審議判斷，蓋採購行為

本身上非行政處分，故非撤銷訴訟之客體。 

第二項 損害賠償 

當申訴審議判斷指明廠商申訴有理由時，廠商是否得主張準用第六章第八

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另案向機關請求償付其提起第一百零二條異議及申訴之必

要費用？對此，學者主張324此處準用之規定，所著重者，乃在異議及申訴救濟

途徑之準用，而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則係在表明申訴審議判斷所衍生之他項

請求權，與處理救濟程序無關，不宜擴張準用。然此時如廠商有所爭議者，應

得循行政訴訟解決325。 

另由於不良廠商通知為行政處分，如廠商遭誤刊政府採購公報導致權益受

損時，應循國家賠償之途徑求償。如個案具體情形符合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

項規定之要件時，其得申請國家賠償。其中應注意者乃「不良廠商通知」之違

法性如業經行政法院認定，則普通法院應接受行政法院之認定，不應就其違法

性再加以審查，而僅須審查是否具備國家賠償之其他要件，並決定其賠償方法

及範圍即可326。而此時廠商則須證明其停權期間確有參與其他標案計畫及得標

可能性等等以證明其損害。如廠商係一面提出行政訴訟，一面提出國家賠償訴

                                                 
323 參見包國祥，廠商遭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拒絕往來廠商名單後之救濟程序，軍法專刊第四十

九卷第八期，民國九十二年八月，第 40-43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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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8頁。 
325 參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工程企字第０九一００三０一六四０號

函。 
326 參見廖義男，國家賠償法，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增訂版四刷，第 92-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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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則民事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327雖得似得就其先決問題，

即行政處分是否違法自為裁判，然為維護行政爭訟功能，避免審判結果矛盾，

民事法院宜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不宜自行審查行政行為之不法性328。 

然如廠商遲誤對不良廠商通知提出異議申訴之期間，而遭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時，如採購機關之不良廠商停權處分確無理由，則廠商能否請求國家賠償？

就此有正反二說： 

肯定說329認為國家應否負賠償責任，端以是否符合該法所規定之構成要

件，以及被害人民有無依該法所定程序及時效時間行使其權利為斷，請求權人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因其對侵害原因，即行政處分，曾遲誤訴願期間不能請求

救濟而受影響。蓋訴願目的與國家賠償兩者目的並不相同。惟被害人民因遲誤

訴願期間不請求變更獲撤銷原行政處分，致其損害原因繼續存在而使損害範圍

擴大者，法院得認為被害人與有過失，依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減免賠償責任。

我國仲裁實務中，即曾有仲裁判斷對此採取肯定說，縱令廠商對不良廠商通知

未提出異議申訴，並不因而失卻民事損害請求權。如其得證明機關具有侵權行

為時，仍得請求損害賠償330。 

                                                 
327 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訴訟全部或一部之裁判，以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

為據者，法院得在他訴訟終結前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前項規定，於應依行政爭訟程序確定

法律關係是否成立者準用之。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328 參見廖義男，國家賠償法，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增訂版四刷，第94-97頁。 
329 有關肯定說之相關理論，參考廖義男，國家賠償法，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增訂版四刷，第 98-99

頁 
330 參見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九十二年度仲聲孝字第 O四四號判斷書。應先說明者，在此一

案例中，兩造未曾於仲裁程序中主張採購機關行為係屬公權力之行使，而爰引國家賠償法之

相關規定，以致仲裁判斷所引條文均限於民法侵權行為規定，但仍可窺知仲裁庭對此一問題

之見解。 

本案聲請廠商係依民法侵權行為相關規定，請求「無法承攬公共工程以及民間工程接單困

難之營運損失」以及「商譽損失」。仲裁判斷認為「營運損失」屬於純粹經濟上之損失（pure 

economic loss），僅能依據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或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請

求。如此時採購機關並無故意侵權行為，而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之立法意旨，係設不良

廠商制度，在於防杜廠商違法及違約行為，以免不良廠商再危害其他機關，並建立廠商間之

良性競爭環境，亦非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則此一請求的請求權基礎，顯無依據。而就「商

譽損失」部分，廠商之商譽損失，即屬信用權被侵害，依照民法第一百九十五條之精神，亦

屬名譽、信用遭受侵害，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足証商譽亦應屬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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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說則認為國家賠償法目前是採國家代位責任理論，以公務員個人依法

應對被害人負有損害賠償責任為其前提。而規範公務員個人賠償責任之民法第

一八六條規定：「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

者，負賠償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

責任。前項情形，如被害人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其損害，而因故意或過

失不為之者，公務員不負賠償責任。」其中「得依法律上之救濟方法除去其損

害」，在人民因違法之行政處分而受損害之場合，係指人民得以訴願或提起行政

爭訟之方式請求救濟，如人民遲誤訴願期間怠於為此救濟，則公務員依該法條

之規定並不負賠償責任，國家亦無代位責任可言。而且國家賠償僅係一種第二

層次之救濟方法，並不能用來取代第一層次的救濟方法即行政爭訟制度。人民

應先循第一層次之方法除去其損害，如此種救濟方法尚有未足，始能繼以第二

層次之方法請求國家賠償。故此時法院應本於民法第一八六條規定第二項及國

家賠償法第二條之立法精神駁回其訴訟。331 

以上兩說，肯定說保護人民權益較為周到，而否定說則較能顧及各個法制度間

之和諧，並消除可能產生之矛盾現象，兩說各有千秋。本文基於民法第一八六

條第二項規定，贊同於被害人因故意或過失而未提出異議、申訴以除去其損害

之情形，應採否定說之見解；惟就被害人並非故意或過失而遲誤異議申訴期間

之情形，正解應為容許廠商得申請恢復原狀而提出異議、申訴，然而由於目前

政府採購法並無恢復原狀之規定，為保障人民權益，應容許被害人仍得提出賠

償請求為是。 

                                                                                                                                         
利之一種，屬於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規範之範圍。 

而本件仲裁庭肯認採購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係因廠商曾告知採購機關其已搬遷，原地

址之函件可能無法及時收取，若有重要通知請直接行文至廠商廠址。惟採購機關將停權通知

之重要函件，寄送至管委會之行為使廠商逾越異議申訴期間，而造成停權之效果，該當於民

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之要件。惟廠商嗣後接獲信件時，亦逕自放棄政府採購法所定

之救濟途徑，對於停權損害之發生亦屬有重大過失，故減免採購機關之賠償責任。 
331參見廖義男，國家賠償法，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增訂版四刷，第99-10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