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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針對招標申訴審議判斷指明機關違反

法令時，廠商得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申訴之必要費用，該請求權係根據

「政府採購協定」所定。但由於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規均未規定該條項所定之請

求權之法律定性為何，以及何謂必要費用等，而本法主管機關亦不做解釋，加上

備標費用證明不易，使法院見解只能趨於保守，並產生許多爭議。 

目前國內探討本條項規定之文獻數量極少，相關判決亦不多，因此筆者認

為，除了從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出發之外，本條項既根據政府採購協定而訂定，

則其他協定締約國法院對相似案例之見解，應亦可供我國法院參考。因此本文選

擇同為政府採購協定締約國，且政府採購金額於世界名列前茅的美國、歐盟，以

及英國作為選擇比較研究之對象，並採取實務判決見解分析、文獻研究，以及比

較研究之研究方法。 

第一章為序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以及方法。第二、三、四、

五章則分別討論我國、美國、歐盟，以及英國之公共採購相關法規，並分析各國

司法實務審理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主張採購機關違反採購法規致其未得標，而請

求投標、備標及申訴異議等費用，甚至請求其他賠償時，所可能肯認之請求權基

礎、應否賠償之判斷標準、應得賠償之範圍，以及得賠償金額之審酌標準，並於

各章提出各國較具代表性之具體案例，以了解各判斷標準之實際操作。第六章則

參酌各國實務見解及判決，與我國採購法相關法條及實務見解加以分析比較，以

提出筆者認為值得參考的審查標準，並提出修法建議，以為本文結論。 

筆者於研究後認為，在程序部份，應放寬政府採購法第 75 條可提起異議申

訴之當事人適格認定，並將同法第 85 條第 1 項明定為：「審議判斷或法院確定

判決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而使第 3 項所

稱之「第一項情形」包含司法判決確定時。關於實體部份，筆者認為政府採購法

第 85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請求權似乎可定義為行政法上債務關係之締約過失賠償

請求權，而建議將此條項修改為：「第一項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賠償其

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合理費用。」以釐清此請求權應屬廣義之國家對

人民之賠償，並將賠償範圍由「必要」改為「合理」，以免實務見解過度限縮。

此外，筆者並認為，此請求權為違反已經存在之債務關係義務而生之責任，與國

家賠償法之賠償係不法行為所生之侵權賠償責任性質應屬不同而可能併存。因此，

廠商若因機關違法而受有其他損害，並符合國家賠償法所定之要件，似乎亦可循

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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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of Taiwan, 

an unsuccessful tenderer of public procurement is entitled to recover the “necessary” 

costs he has incurred in his bid/proposal preparation and protest/complaint process 

if he has challenged the procuring agency’s relevant decision in time and the decision 

has been declared to be in breach of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by the review authority,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This article is legisla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laid down by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 that stipulates 

challenge procedures reviewing procuring agency’s decision shall provide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 suffered by the complaining tenderer.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basis of action 

stipulated in this article and the exact extent of the compensable costs since they 

have never been defined clearly by any statute or explained by the authority. Along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proving the relevancy and “necessity” of the expenses and 

costs, these disputes have driven the Administrative Court to take a very restrictive 

view in deciding the recoverable costs which in many cases may not be appropriate 

remedies for the complaining tenderers.  

With very limited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is article 

and a very small number of judgments of such cases in Taiwan, I attempt to explore 

the opinions expressed not only by Taiwan’s court and scholars but also by the courts 

of the other countries that are also parties to the GPA and have similar articles in 

their statutory law in order to offer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at will help resolving 

the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rticle. 

Besides Taiwan, I have chosen to examine the judicial review of such cases in 

the USA, the UK and the EU since their public procurement budgets are on the top 

list of the world and they are all members of the GPA. The first chapter states the 

purpose, the extent and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The second, third, fourth and fifth 

chapters respectively discuss the main public procurement regulations and analyze 

the judicial review standards concerning the basis of actions, the possible remedies 

and the extent of damages allowed in Taiwan, the USA, the EU and the UK (including 

the judicial system of England, Wales and the North Ireland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of 

Scotland). In the final chapter, I try to offer a comparative view and to suggest 

possible changes to the relevant statues and review standards in Taiwan.  

After completing the research, I suggest that a prospected bidder should also 

be recognized as an interested party that has standing in making claims agains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II 
 

procuring authority for damages in order to ensure judicial review of important 

procuring decisions. Besides, Article 85.1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of 

Taiwan should be revised as “where a review decision or an unappealable court 

judgment specifies that the procuring entity is in breach of Acts and Regulations, the 

procuring entity shall proceed with a lawful alternative,” so that the protesting 

bidder will have the right for damages endowed by Article 85.3 of the same act if the 

procuring decision in question has been declared in breach of law only by the court 

but not by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The right for compensation of tender 

preparation and protest costs stipulated by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should be defined as a right arising from the procuring authority’s 

liability based on culpa in contrahendo in administrative law.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hould be revised as “where the circumstance set forth in paragraph 1 occurs, the 

supplier may request the procuring entity to reimburse the reasonable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supplier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ender and the filing of protest and 

complaint.” Besides, just as the liability based on culpa in contrahendo is different 

from the liability arising from tort and the former does not substitute for the later, an 

unsuccessful tenderer’s claim for compensation based on Article 85.3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ct should not exclude his right in making other claims for 

other loss or damage according to the State Compensati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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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目的、範圍，以及方法 
 

一、研究目的與動機 

我國自 1999 年 5 月 27 日開始施行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主

要目的係為確保我國政府採購相關法規符合「政府採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GPA）內容，以便簽署該協定，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同時也藉此統一原本散見各處之法規，建立一套完善的政府採購法令制度 1

基於此立法淵源，我國採購法之立法目的與「政府採購協定」相當一致，

主要即在建立公平公開並有效率之採購法制，確保採購程序透明公開，增進政府

採購效率及效益，並在一定條件下，對外國廠商原則上開放政府採購市場，並確

保參與採購之國內外廠商均不受歧視待遇等

。世

界貿易組織亦於 2008 年通過我國申請加入政府採購協定，該協定並於 2009 年 7

月 15 日開始對我國生效。 

2

而為達成以上目標，使違法之採購行為受到審查，並使受有損害之廠商得

以救濟，我國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若申訴審議判斷指明機關違反法令時，

廠商得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申訴之必要費用，本文將此請求權暫稱為「投

備標及異議費用請求權」

。 

3。此條項即係當時之政府採購協定所定。當時之政府

採購協定第 20 條第 7 項規定申訴程序所提供之救濟應包括修正違反該協定的採

購行為，或使因此受有損失或損害者得以受到賠償（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s suffered）但其賠償「得僅限於備標或申訴之費用」（which may be limited 

to costs for tender preparation or protest.）4

而在我國，由於相關法規與主管機關對於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之

法律定性，以及何謂「必要費用」都未做解釋，加上備標費用證明不易，因此法

。 

                                                      
1 羅昌發，政府採購法與政府採購協定論析，頁 5-9，2008 年 3 版；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府

採購制度問題探討與對策，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頁 IX，2009 年。 
2 羅昌發，同註 1，頁 10-11。 
3 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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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於審議判斷鐘建議招標機關處置方式，而招標機關不依規定辦理者，應於收受

審議判斷之次日起 15 日內，以書面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及廠商說明理由。（第 3 項）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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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當時之政府採購協定第 20 條第 7 項規定：”Challenge procedures shall provide for:(a) rapid interim measures 
to correct breaches of the Agreement and to preserve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Such action may result in 
suspension of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However, procedures may provide that overriding adverse 
consequences for the interests concerned, inclu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may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deciding 
whether such measures should be applied. In such circumstances, just cause for not acting shall be provided in 
writing; (b) an assessment and a possibility for a decision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challenge; (c) correction of 
the breach of the Agreement or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s suffered, which may be limited to costs 
for tender preparation or protest.”  
參見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gpr-94_02_e.htm#articleXX, last visited on June 19, 2014.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gpr-94_02_e.htm#article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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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無可供操作之判斷方法下，見解只能趨於保守，也因此產生諸多爭議 5。由

於目前國內僅有一篇碩士論文曾探討依據本條項規定之得請求範圍及數額應如

何認定 6

又，我國簽署「政府採購協定」之後，其他各簽署國的廠商得以投標我國

金額極高之公共標案，反之，我國廠商亦可至參與他國政府採購。而「政府採購

協定」開放清單中大多是金額較高的標案

，而相關判決數量亦相當少，因此除了從我國學說及實務見解出發之外，

筆者以為，本條款既係根據政府採購協定而訂定，則其他協定締約國法院對相似

案例之見解，應亦可供我國法院參考。 

7

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在於了解，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若因採購機關在決標

前階段違反採購相關法規，致其未得標，而依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要求償

還備標及申訴異議等費用，甚或進一步要求其他相關賠償時，我國與「政府採購

協定」簽署國中幾個主要國家之司法實務如何認定機關應否賠償，以及機關應償

還之範圍及計算之方式，並提出各國較具代表性之具體案例加以比較。 

，因此一旦招標機關有可能違反該國

採購法規及「政府採購協議」，致使廠商未得標時，投標廠商就可能承受高額損

失，尤其是在備標程序複雜困難的採購案。因此了解相關國家司法實務對於此類

案件適用何種種程序及實體審查標準，並與我國司法判決加以比較，將有助我國

對相關爭議為更適切之判斷，也使我國與其他「政府採購協定」簽署國之司法審

查標準較為一致，提高優秀外國廠商來台投標誘因。而從廠商的角度而言，比較

研究之結果也將有利於其評估投標風險，並了解如何在尋求司法救濟時提出有利

主張。 

 

二、 研究範圍 

（一）比較研究之法領域 

我國採購法制定時，為使我國採購制度與其它政府採購協定締約國趨於一

致，立法時有許多概念與法條都係根據政府採購協定而來。其他締約國採購法制

雖與我國可能不盡相同 8

但由於協定締約國目前多達四十二國

，但其救濟制度的基本架構都須遵守政府採購協定之基

本要求，因此本文將研究範圍限定於該協定締約國，以具有比較之基礎與實益。 

9

                                                      
5 林清強，政府採購法申訴廠商償付請求權之探討-兼論其償付數額之計算基礎及舉證，東吳大學法律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法律專業組碩士論文，頁 1，2011 年。 

，而限於筆者之研究時間及本文篇幅，

6 同前註。 
7 羅昌發，同註 1，頁 404-407。 
8 例如在採購制度上可能採集中採購或分散採購，立法上可能採制定基礎法或以散見於多處之相關法令規

範，救濟制度上可能採行政救濟先於司法救濟或行政司法救濟兩者並行，無先後要求等。參見財團法人國

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同註 1，第二篇第二章：我國與各國政府採購制度之比較。 
9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arties and observers to the GPA,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memobs_e.htm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memobs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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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選擇採購金額名列世界前茅之美國、英國，以及歐盟為研究範圍。 

不過，由於美國僅有三十七州之政府採購列入政府採購協定適用清單，且

中央機關對地方機關採購事務無絕對規範權力 10

 

，因此本文研究範圍將僅限於聯

邦政府之採購。 

（二）限於主張機關違法而最終未得標者之金錢賠償請求 

廠商參與政府採購投標，目的當然在於與機關締約，並在履約後獲取利益，

因而廠商對機關招標程序或結果提出異議時，優先目標當然係在取得最後的締約

權，而各國相關救濟程序中皆設有多種中間措施，保障廠商及時獲得救濟，避免

採購程序持續進行，使廠商仍有得標而獲取締約權的機會 11

我國採購法第 75 條規定，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得

依本章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而廠商對申訴結果不服者，可再依行政訴訟法提起

救濟，並得依同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投標、備標及異議申訴費用。此為我國廠

商主張機關違法導致其未得標時，請求賠償之主要請求權基礎。而英、美、以及

歐盟都有相似之法規規定，且法院並認同有其他求償可能。因此本文討論各國司

法實務都認為，在一定條件下，主張機關違法而未得標的廠商可就此對機關提起

訴訟，請求償還費用或賠償損害。筆者將在此共通之基礎上，將討論範圍限於廠

商於訴訟中主張機關違法，導致其未得標，且已經無法重行招標程序時而請求之

相關損害賠償，以進一步比較各國之差異。 

。但同樣的，各國也

都設有司法審查機制，使未由行政救濟獲得救濟，最後亦無法得標者而因此受有

損失者得獲得賠償。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文獻分析、實務見解分析，個案研究，以及比較研

究。文獻分析部份係蒐集並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研究報告、期刊、博碩士研究

論文，以及網際網路資料等，分析整理我國、美國，歐盟，以及英國等各法領域

的採購相關法規以及學說見解之發展，並特別聚焦於未得標者主張機關違法時請

求償還費用或賠償損失之規定與法理。 

                                                      
10 羅昌發，同註 1，頁 403。 
11 如我國政府採購法第 82 條第 2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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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2、3 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

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

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於行政訴訟起訴前，如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且有急迫情事者，行政法院亦得依受處分人或訴願人之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

在此限。」又如美國聯邦採購規則 FAR 33.103(f)(1)亦規定採購案決標前受理異議者，得暫不決標。進入司

法程序後，亦適用暫時處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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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見解分析部份，筆者藉由相關論文索引及關鍵字篩選等，在各國法學

資料庫中找出未得標者請求政府機關償還備標申訴等費用或其他賠償之案件，系

統性地探討該類案件中各項常見爭議之實務見解，並分析其判決標準。 

個案研究部份，筆者係從上述蒐集之實務判決中，在每個法領域各選出一

個時間較近，判決已確定，且判決文中詳盡討論償還範圍費用之案件，以了解該

法領域之一般實務見解在案例中之適用結果。 

最後筆者採取基礎之比較研究方法，就該類案件常見之爭議，分別整理各

法領域之重要實務與學說見解，並在加以比較後提出個人見解，並建議可能供我

國實務參考之判決標準。 

本文之架構如下：第一章為序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以及方

法。第二、三、四、五章分別討論我國、美國、歐盟，以及英國（包括英格蘭、

威爾斯與北愛爾蘭法域，以及蘇格蘭法域兩大法領域）之相關法規、法理、實務

見解及重要判決。第六章則主要就各國實務見解及判決加以分析比較，提出筆者

認為值得參考的審查標準，並提出修法建議，以為本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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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國政府採購未得標廠商因機關違法
而請求賠償之相關法規與實務 

 

一、未得標廠商主張機關違法而請求賠償之相關法規 

（一）法規概述 

我國採購法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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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依此法條文

義，採購法應為我國有關政府採購之特別法，有關政府採購事項，應優先適用，

但在未規定處，其他法律仍有適用 12，因此有學者認為，由於採購法並未區分公

法契約或私法契約，因此如營利性質的企業活動、私法性質的給付行政等私法性

質之契約，除採購法有規定者外，適用民法應無問題；而就公法性質的契約而言，

如其契約關係如何成立或相關的履約問題等，無法律明文規定者，民法所揭示的

締約及損害賠償等法理應可適用於公法契約中 13

 

。 

（二）救濟途徑 

依我國採購法第 74 條規定，廠商與機關間之招標、審標、決標爭議得依該

法提出異議及申訴 14。同法第 75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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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以

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 15。而對異議處理結果不服者，可依採購法第 7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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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對申訴

審議判斷仍不服者，由於同法第 83 條規定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因此廠

商可就此申訴審議判斷對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17

此行政及司法之救濟程序即係根據當時之政府採購協定所定。當時之政府

採購協定第 20 條第 6 項規定，廠商對投標程序有異議時，其申訴程序應由「法

。 

                                                      
12 羅昌發，同註 1，頁 77。 
13 羅昌發，同前註。 
14 採購法第 74 條：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得依本章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 
15 採購法第 75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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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下列期限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 
16 採購法第 76 條：「廠商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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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起十五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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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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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採購法第 83 條：「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因此廠商若對審議判斷不服，得依行政訴訟法提起行

政訴訟，見行政訴訟法第 4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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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 
 

院或公正且獨立之審查機構」進行審理；審查機構若非法院，則該機構之程序須

符合言詞審理以及公開審理等要件，或者其決定必須受司法審查 18。而在 2014

年 4 月 6 日開始施行的政府採購協定之最新修正版本中，該條項移至第 18 條第

4 至 6 項，並將申訴程序之要求規定得更詳盡，除了將「法院或公正且獨立之審

查機構」（a court or by an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review body review body）的

用語改為更明確的「獨立於採購主體外之公正行政或司法機關」（one impartial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authority that is independent of its procuring entities）之

外，並容許締約國可由其他性質之機構，例如採購機關本身，作為最初的申訴受

理機構，但其決定必須可上訴至「獨立於採購主體外之公正行政或司法機關」19

我國採購法規定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使對審議判斷不服之廠商得依行

政訴訟法，於行政法院提起訴訟。此規定符合上述政府採購協定條款之要求。但

審議判斷是否因此就必然為行政處分，又因此所提之行政訴訟中之爭議是否必然

為公法事件，或是否應就招標、審標、決標、締約，以及締約後履約階段為不同

區分，學者有多種不同看法

。 

20

不過，最高行政法院於 2008 年五月做成決議，認為採購法第 83 條既規定

申訴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使廠商可就此申訴審議判斷對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又同法第 85 條之 1 規定機關與廠商間就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則得向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或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

。 

21

                                                      
18 政府採購協定第 20條第 6項規定：“Challenges shall be heard by a court or by an impartial and independent 
review body with no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of the procurement and the members of which are secure from 
external influence during the term of appointment. A review body which is not a court shall either be subject 
to judicial review or shall have procedures which provide that: (a) participants can be heard before an opinion is 
given or a decision is reached; (b) participants can be represented and accompanied; (c) participants shall have 
access to all proceedings; (d) proceedings can take place in public; (e)  opinions or decisions are given in writing 
with a statement describing the basis for the opinions or decisions; (f) witnesses can be presented;(g) documents 
are disclosed to the review body.” 

。則顯示立法者已就政府採

參見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gpr-94_02_e.htm#articleXX, last visited on June 19, 2014. 
19 2014 年 4 月 6 日起生效之修正版本第 18 條第 4 項：”Each Party shall establish or designate at least one 
impartial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authority that is independent of its procuring entities to receive and review 
a challenge by a supplier arising in the context of a covered procurement.” 
同條第 5項：”Where a body other than an authority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4 initially reviews a challenge, th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the supplier may appeal the initial decision to an impartial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authority that is independent of the procuring entity whose procurement is the subject of the challenge.” 
同條第 6 項：”Each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 review body that is not a court shall have its decision subject to 
judicial review or have procedures that provide that: (a). the procuring entity shall respond in writing to the 
challengeand disclose all relevant documents to the review body; (b). the participants to the proceeding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icipant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heard prior to a decision of the review body 
being made on the challenge; (c).the participant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and accompanied; (d). 
the participants shall have access to all proceedings; (e). the participant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quest that the 
proceedings take place in public and that witnesses may be presented; and (f). the review body shall make its 
decisions or recommendations in a timely fashion, in writing, and shall include an explanation of the basis for 
each decision or recommendation.”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rev-gpr-94_01_e.htm#articleXVIII, last visited on June 19, 2014. 
20 王天健，政府採購法決標程序及相關爭議之探討及修正建議，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

頁 126-131，200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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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頁

47-52，2000 年。 
21 採購法第 85 條之 1：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之一處理：一、向採購申訴

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二、向仲裁機關提付仲裁。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gpr-94_02_e.htm#articleXX�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rev-gpr-94_01_e.htm#article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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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法中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規定屬於公法上爭議，其訴

訟事件自應由行政法院審判，而關於採購契約履約問題所生之爭議，則屬私權爭

執，非公法上爭議，行政法院無審判權 22

又本文主要討論範圍為決標前所生爭議之司法實務，因此就公私法爭議不

再贅述，僅依照目前實務，討論行政法院對此類訴訟之審查標準。從而，在雙階

理論下，本文所關切之招標程序相關爭議救濟程序為：招標爭議→異議（招標機

關）→申訴（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高

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因此目前實務上均認為，採購法業已

依「法律明定」採取「雙階理論」，亦即以採購契約是否成立為基準，認定契約

成立前認為係公法關係，此部份爭議若進入訴訟階段，應由行政法院審判。而契

約成立後為私法關係，由此所生之訴訟應由民事法院審判。 

23

 

。 

二、未得標廠商主張機關違法而請求賠償之相關實務 

筆者以「政府採購法」以及「償付」等關鍵字搜尋我國司法院法學資料檢

索網站，整理出我國從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共 14 年餘間，因採

購決標爭議而以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賠償，並獲得審理的案件，最後發現

案件數量僅有 16 個，總計共 24 個判決（請參見本章末附表一）。法院於這些判

決中表示之見解即為本文討論之實務見解主要範圍。 

 

（一）訴權（當事人適格認定） 

1. 廠商必須實際參與投標且經異議及申訴 

我國採購法第 75 條明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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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下列期限

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因此只須廠商認為權利或利益遭受損害並加

以主張即可，而不須實際上已經證明有權利或利益遭受損害。但廠商必須是實際

參與投標，例如若在系爭招標案中並未投標，或縱曾投標，但被判定資格不合且

未於法定期間內提起異議與申訴，則不得提起訴訟 24

                                                      
22 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5 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政府採購法第 74 條規定：「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

標、審標、決標之爭議，得依本章規定提出異議及申訴。」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對申訴所作之審議判斷 

。又，依據同法第 76 條，

對異議結果不服者得向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

，依同法第 83 條規定，視同訴願決定。準此，立法者已就政府採購法中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

標之爭議，規定屬於公法上爭議，其訴訟事件自應由行政法院審判。﹍至本院 93 年 2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

議決議之法律問題，係關於採購契約履約問題而不予發還押標金所生之爭議，屬私權爭執，非公法上爭議，

行政法院自無審判權。」 
23 羅昌發，同註 1，頁 339-366；另參林家祺，政府採購行政訴訟，頁 2-6，2009 年。 
24 羅昌發，同前註，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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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申訴 25

因此，未得標廠商必須符合(1)實際參與競標，(2)認為機關違反法令而致使

權利或利益受損，(3)在時限內提出申訴及異議且未獲救濟，才符合當事人適格，

或說具有訴權。 

。再加上 83 條規定得向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因此對審議判斷不

服之廠商得依行政訴訟法，於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實務認為，政府採購法中關於異議及申訴的相關規定屬於訴願法第一條但

書所指之法律另有規定之特別程序，應優先於訴願程序適用之 26。而我國學者多

認為，與訴願相同性質之行政救濟為第一次權利救濟，之後之行政訴訟則為第二

次權利救濟。人民對違法公權力行為之救濟有「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亦

即必須先行使第一次權利救濟，不能先任由損害擴大，再於第二次救濟向國家請

求賠償 27。而廠商依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機關給付投標、備標及異議費用

之前提為機關之採購行為確認違法或遭到撤銷，因此實務認為，依據行政訴訟法

之規定，撤銷之訴及確認之訴皆須先經訴願程序或向機關請求確認始可提起 28

但亦有法院判決認為，廠商若係於招標程序結束後，提起確認機關行為違

法並合併請求賠償給付之訴，則是否仍適用訴願前置主義，應視情況而定。例如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393 號判決中，原告（惠名國際）係參加民國

98 年 5 月間被告（高雄市前鎮區公所）辦理系爭採購案之公開招標。後被告稱

原告為不合格廠商，並決標予第三人。原告遂於 98 年 5 月 1 8 日聲明異議，惟

被告於同年 5 月 24 日告知維持原決定。而由於系爭採購案履約日期為同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7 日，致使原告未及對異議結果提起申訴，該契約業已開始履行。

判決因此認定，「固因系爭採購案之結束，使原告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已無從因

該行政處分之撤銷而回復原狀，惟原告係依行政訴訟法第 7 條規定，合併請求被

告賠償其準備投標及異議所支出之必要費用，足認原告提起本件確認行政處分違

法訴訟之目的係為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且使同一國家賠償事件得合併於本件行

政訴訟請求，而無須另向民事法院提起國家賠償訴訟，避免救濟途徑變得冗長，

耗費較多司法資源，亦能節約訴訟資源之使用，自屬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

若未得標廠商未先進行異議及申訴等前置程序，則不得以訴訟請求撤銷相關採購

決定或確認採購相關決定違法，亦即適用所謂「訴願前置主義」。 

                                                      
25 政府採購法第 76 條，同註 16。 
26 羅昌發，同註 1，頁 344。 
27 葉百修，損失補償法，頁 3-4，2011 年。  
28 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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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政訴訟法第 5 條第 1、2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

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

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

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

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行政訴訟法第 6 條第 2 項：「確認行政

處分無效之訴訟，須已向原處分機關請求確認其無效未被允許，或經請求後於三十日內不為確答者，始得

提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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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29

 

。」亦即廠商即使因系爭採購案已經履約完畢，而未及提起申訴，請求撤銷

原決標決定，法院亦可能認定廠商有受確認機關行為違法之利益，並可逕行提起

確認及給付之訴。 

2. 法院判決機關違法時亦得主張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 

雖然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只規定在申訴審議判斷判定機關違法後，廠

商得再向法院請求費用，未及於行政法院判決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之情形。

但晚近大多數實務見解認定 30

不過，晚近仍有少數法院見解認為，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既已限定為

透過行政機關內部自我審查機制，而在申訴審議階段審查已指明該採購行為違者，

始有適用之餘地，則已進行至司法審查階段者不得類推適用該規定

，由於行政法院以撤銷判決或確認判決，確認採購

機關之採購行為違法時，原處分機關及審議機關皆受判決結果拘束，不得再為不

同之判斷，其效力甚於審議判斷之效力。舉輕以明重，在法院認定原採購行為違

法後，廠商亦得類推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向採購機關請求所支

出之必要費用。 

31

 

。 

（二）因機關違法而請求賠償之請求權基礎 

我國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若申訴審議判斷指明機關違反法令時，廠

商得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申訴之必要費用。此為廠商主張機關採購行為

違法時，我國實務上唯一承認之請求權基礎 32

上述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係依據當時之政府採購協定所定。當時之政府採

購協定第 20 條第 7 項規定申訴程序所提供之救濟應包括修正違反該協定的採購

行為，或使因此受有損失或損害者得以受到賠償（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s suffered）但其賠償「得僅限於備標或申訴之費用」（which may be limited 

to costs for tender preparation or protest.）

。除此之外，我國實務上目前並無

承認廠商得以其他請求權基礎請求賠償。 

33

                                                      
29 另參林清強，同註

。而在 2014 年 4 月 6 日起施行之修

正版本中，該條移至第 18 條第 7 項，仍規定應使因此受有損失或損害者得以受

到賠償（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s suffered），但賠償範圍則更清楚

5，頁 21-23。 
30 在筆者整理之表一 24 個判決中，僅有 7 個判決討論此爭點，而其中 6 個判決認為應可類推適用，包括：

臺北高等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805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更一字第 205 號判決、最高行政

法院 100 年度判字第 1786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336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度

判字第 529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4 年訴字第 1165 號判決。 
31 前註討論此爭點之 7 個判決中只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簡字第 17 號判決認為不可類推適用。 
32 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同註 3。 
33 當時之政府採購協定第 20 條第 7 項規定，請參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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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明定為「得僅限於備標相關費用，或申訴相關費用，或兩者。」（may be limited 

to either the cos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ender or the costs relating to the 

challenge, or both）34

 

。而不論就修正前或修正後之政府採購協定條款而言，我國

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文義均符合其要求。 

（三）投備標及異議費用請求權之法律定性 

雖然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明定廠商得請求「準備投標、異議，申訴之必要

費用」，但由於相關法條及主管機關對此請求權之法律定性均未為規定，而實務

對此請求權之定性亦見解分歧，學說之探討亦近乎闕如，導致目前實務因欠缺解

釋依據，而對於該條項所稱「必要費用」之解釋趨於保守，且對於廠商若因原採

購行為違反法令而受有本法條所定範圍以外損害者，是否得以其他法律為請求基

礎，亦未有定論。筆者認為，唯有確認該請求權之法律定性，始可對何謂「必要

費用」做目的性解釋，並確認廠商是否仍有其他請求權基礎。以下筆者便分別整

理分析實務見解，並參考相關學說，試圖就本請求權定性提出個人之見解。 

 

1. 實務見解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間，在因決標爭議而以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為賠償請求之 24 個判決中，多達 16 個判決並未對此請求權之法律定性

加以論述（實務對該請求權定性之見解整理請參見本章末表一）。其主要原因是

法條已經明定申訴審議判斷指明原採購行為違法者，廠商得請求投備標及異議相

關費用，因此法院無須審酌其定性，即可就廠商請求費用加以斟酌。 

而對法律定性有加以論述者，其定性可分為：民法上損害賠償之特別規定、

信賴利益賠償、性質同於民法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公法原因之損害賠償，以及

未說明發生原因之損害賠償。 

有三項判決明確認定該請求權為民法上損害賠償之特別規定 35

                                                      
34 2014 年 4 月 6 日起施行之修正版本第 18 條第 7 項：”Each Party shall adopt or maintain procedures that 
provide for: (a). rapid interim measures to preserve the supplier’s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curement.  Such interim measures may result in suspension of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The procedures 
may provide that overriding adverse consequences for the interests concerned, inclu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may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deciding whether such measures should be applied.  Just cause for not acting shall 
be provided in writing; and (b). where a review body has determined that there has been a breach or a failure a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1, corrective action or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s suffered, which may be 
limited to either the cos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e tender or the costs relating to the challenge, or both.” 

，且採取該

定性者亦會認為，既然該規定為民法上損害賠償之例外，使求償者不須證明行為

參見：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rev-gpr-94_01_e.htm#articleXVIII, last visited on June 19, 
2014. 
3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5 年度（民國 94 年）訴字第 1165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2008 年度（民國 97 年）

判字第 529 號判決，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2 年度（民國 101 年）訴字第 805 號判決。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rev-gpr-94_01_e.htm#article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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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故意過失，在費用判斷上便須採「例外從嚴解釋」，限縮「必要」之範圍。

而另外有兩項判決雖未討論該請求權定性，但在判斷得賠償費用時亦採從嚴解

釋 3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訴字第 2857 號判決則認定此請

求權為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判決文中表示：「上開賠償金額在性質上屬『信賴

利益之損害賠償』，意即指原告在相信被告會依正當法律程序，公正進行招標活

動之信賴基礎下，投入人力及物力以爭取得標機會所對應之金錢支出事後確定發

現被告招標不公，以上之金錢給付及歸於徒勞，而有由被告如實填補之必要。」

而同案之第二審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判字第 2001 號判決

亦未推翻此見解。該判決雖未討論該請求權係公法上或私法上權利，亦未深究其

為公法上或私法上何種賠償請求權，但由於其認定機關應負之責任為信賴利益賠

償，而觀諸我國法律規定，僅有締約過失有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規定，因此似乎

認定機關係就其締約過失負責。 

，因此其法官亦可能對其定性採取類似之見解。不過，這些判決對於為何如

此定性並未詳加說明。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2008 年度（民國 97 年）判字第 529

號判決以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2 年度（民國 101 年）訴字第 805 號判決對此

僅說明：「此項廠商請求償付所支出必要費用之規定，為民法一般損害賠償之特

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0 年度（民國 99 年）簡字第 37 號判決認定則認為：

「此一規定主要係針對招標機關可歸責之行為導致投標廠商受損害之損害賠償

請求所為之規定，與民法侵權行為具有同樣之性質。」乍看之下，該判決似乎係

將該請求權定性為民法上之侵權損害賠償，但細究其判決用語可發現，該判決似

乎僅認定其構成要件與民法侵權行為相似，都包括行為人可歸責而導致請求人受

有損害，且其行為須與請求人之損害有因果關係，但並未因此斷言此請求權即為

民法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 

而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民國 93 年度）訴字第 595 號判決與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訴字第 696 號判決則均認定關於該請求權之

爭議係為公法事件，亦即為基於公法原因之賠償請求。前者於判決文中表示：「是

招標機關因適用政府採購法，就有關決標對象之招標、審標及決標等程序，所涉

之爭議，其性質應屬公法事件。且按『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

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為行政程序

法第 131 條第 1 項所規定。而關於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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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權，並無時

效之特別規定，其請求權時效，自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之規定，為五

年，無民法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雖然此部份文字係對於時效適用法律之判斷，

但已經清楚闡釋有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所生爭議應為公法事件，而

                                                      
3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民國 96 年度）簡字第 68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5 年（民國 94 年

度）訴字第 309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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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民法之規定。 

最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訴更一字第 205 號判決

則僅認定該請求權者為損害賠償，但並未闡述其認定之理由，亦未說明其認定損

害賠償請求權發生之原因為何。 

 

2. 實務見解之評析 

如前述，最高行政法院於 2008 年所作成之決議認為立法者已就政府採購法

中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規定屬於公法上爭議，其訴訟事

件自應由行政法院審判。而關於採購契約履約問題，則屬私權爭執，非公法上爭

議 37

雖說上述決議主要目的在於將決標前之相關爭議定性為公法爭議，以確認

屬於行政法院管轄，解決行政法院與一般法院間之管轄爭議。而在我國，行政法

院與一般法院之管轄權劃分並不當然等於公法事件與私法事件之劃分，例如一般

法院對於明顯屬於公法事件之國家賠償事件以及選舉罷免訴訟仍有管轄權

。因此在廠商以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為請求權之案件中，實務見解不論將

該請求權定性為民法上之損害賠償、民法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或民法一般損害

賠償之特別規定，皆與其為招標、審標、決標爭議，而屬公法爭議有所矛盾。就

如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民國 93 年度）訴字第 595 號判決所言，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給付訴訟既然屬於採購法中招標、審標、決標所生之爭議，則

應為公法爭議，而適用公法關係之損害賠償。 

38

 

。但

前述最高行政法院於 2008 年所作成之決議並非僅肯認該類爭議應由行政法院管

轄，且認定政府採購法中廠商與機關間關於招標、審標、決標之爭議，屬於公法

上爭議，則其爭議所應適用之實體法應為公法無疑。 

3. 本文之見解 

上述實務見解中，不論採何種定性者，皆認為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

權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但在我國法體系中，損害賠償之法律原因非常多樣。如依

學者王澤鑑之體系分類，損害賠償可分為契約上、類似契約上、無因管理、不當

得利、侵權行為，以及物權關係、親屬關係之損害賠償，以及其他損害賠償（如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以下之賠償）39

                                                      
37 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 5 月份第一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同註

。 

22。 
38 國家賠償法第 12 條：「損害賠償之訴，除依本法規定外，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126 條：「選舉、罷免訴訟之管轄法院，依下列之規定：一、第一審選舉、罷免訴訟，由選舉、罷

免行為地之該管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管轄，其行為地跨連或散在數地方法院或分院管轄區域內者，各該管地

方法院或分院俱有管轄權。二、不服地方法院或分院第一審判決而上訴之選舉、罷免訴訟事件，由該管高

等法院或其分院管轄。」 
39 王澤鑑，損害賠償法專題研究系列之二：損害賠償法的體系、請求權基礎、歸責原則及發展趨勢，頁

129-131，月旦法學雜誌， 頁 126-138，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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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此體系，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既以機關採購行為違法為前提，

首先應可排除係基於無因管理、物權關係，以及親屬關係而生。又，依實務認定

之雙階理論，廠商在得標並與機關簽訂合約前，與機關並無契約關係，因此亦可

排除其請求權係基於契約所生。而未得標廠商雖付出投備標及異議相關費用，但

機關並非無法律上原因而受有利益，因此亦可排除不當得利之損害賠償。則剩餘

之賠償發生原因包括類似契約上、侵權行為，以及其他如公法上之損害賠償。 

但不論機關因此所負之賠償責任究竟發生原因為何，可確定者為此賠償係

屬國家對人民之賠償，因此以下先由國家責任談起。 

(1) 國家責任之理論－無責任說／代位責任說／自己責任說 

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為人民向主管機關之請求權，係屬國家對人

民所負之責任。而國家責任理論之發展最初係由國家無責任說、國家代位責任說，

而演進至國家自己責任說。 

就我國現行制度而言，我國於 1981 年施行之「國家賠償法」第 6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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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國家賠償法與其他與國家賠償相關之法規間，為普通法與特別法之法理，如其

他法規有特別規定者，應優先從其規定 40

而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國家賠償責任之成立，係以公務員之違

法有責（故意過失）行為為要件，且依同條第 3 項規定，國家對於故意或重大過

失之公務員有求償權，因此國家賠償法似乎是採「國家代位責任理論」。但同法

第 3 條又規定，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受有損害者，得成立

國家賠償責任。本條規定之賠償並不以國家有過失為前提，國家亦不得主張已善

盡防止損害發生之注意而免責，因此係採國家自己責任論。因此有學者認為，整

體而言我國現行國家賠償法係折衷之立法例，原則上採國家代位責任，以公務員

違法且有責為國家賠償構成要件，但在法有明文之其他情形者，兼採國家自己責

任

。不足者，則可依國家賠償法請求。 

41

不過，亦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即使考慮我國現行法制，仍應採國家自己責

任說較為妥當。蓋民主國家之國家職權係來自人民付託，因此國家權力之運作

至少亦應係為公共利益的理由，故公務員行使職權時違反義務而有不法性，並

因故意過失具有可歸責性，本來即屬國家自己應負責之事由。再者，憲法第 24

條明定：「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負

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因

此，憲法並未規定公務員有故意或過失係為「人民向國家請求損害賠償」之要

件。此外國家賠償法並不排除無過失責任之類型，如上述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

理欠缺之賠償責任。因此，若採「代位責任說」，則國家賠償法規中有無過失

。 

                                                      
40 葉百修，同註 27，頁 5-6；陳敏，頁 1130-1133，行政法總論 2007 年 5 版。 
41 陳敏，同前註，頁 1132-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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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之規定時，反而會發生是否違憲課予國家責任之問題，因此整體而言，應

採國家自己責任說 42

本文亦認為，國家為公法人，而我國學者普遍採法人實在說，因此公務員

代替國家行使職權，所生之一切利益與不利益均應全部歸屬國家。公務員執行公

權力，係為國家執行人民付託職務之輔助人，若其執行公權力行為造成人民損害，

無論公務員本身是否有故意或過失，國家均應自己負責。而就如民法上的侵權損

害責任原則上以故意過失為損害賠償成立之要件

。 

43，但特殊情況亦明文規定行為

人負擔推定過失責任或無過失責任 44

 

，顯見人民（自然人或私法人）對其行為所

負之責任始終為自己責任，僅在一般情況下，為避免人民就其非故意過失之行為

仍須賠償而責任過重，因此以故意過失（有責）為賠償責任成立要件。同理，依

我國國家賠償法之規定，雖在一般情況下規定須代為行使公權力之公務員有故意

過失始負賠償責任，但就特定狀況訂有無過失仍須賠償之責任，顯見國家所負之

責任仍為自己責任。但因我國朝向福利國、社會國發展，而負擔職責繁重，行政

事務繁多，若令其就所有行政行為均負擔危險責任，難免責任過重，因此同民法

法理，原則上以故意過失為其負擔賠償責任之要件，而特定情況下，則明文規定

國家例外負擔無過失賠償責任，但並不影響國家所負擔之責任實為自己責任，而

非為代替公務員負擔損害賠償義務之代位責任。 

(2) 國家責任之體系－國家損害賠償／國家行政補償／其他國家責任 

如上所述，無論採自己責任說或代位責任說，國家責任之存在不可否認，

然行政法學界對於我國目前之國家責任之體系劃分仍缺乏共識。 

例如陳敏大法官將國家責任區分為：1. 因公權力不合法之行使，致個別人

民受有不利益，而由國家以財產給付彌補之「行政損害賠償」；2. 因公權力合

法行使，而使個別人民受有特別不利益，由國家以財產給付彌補之「行政損失補

償」；3. 其他行政法受償請求權；以及 4. 結果除去請求權及地位回復請求權 45

李震山大法官則認為國家責任中，由行政機關所為行為導致之消極責任是

指其行為導致人民權益受侵害後應負之責任，包括賠償責任、補償責任，以及無

法明確歸屬該二責任之其他公法上賠償或補償責任

。 

46

                                                      
42 李惠宗，行政法要義，頁 647-648，2008 年 9 月第四版。 

。 

43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

害於他人者亦同。」 
44 例如民法第 654 條第 1 項旅客運送責任：「旅客運送人對於旅客因運送所受之傷害及運送之遲到應負責

任。但因旅客之過失，或其傷害係因不可抗力所致者，不在此限。」又如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企業

經營者責任：「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

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 
45 陳敏，同註 40，頁 1127-1254。 
46 李震山，行政法導論，頁 605-610，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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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庚大法官主張之國家責任體系亦從國家責任原因出發，分為三大類：一、

違法行為損害賠償，包括國家賠償責任，及類似徵收、結果除去請求權；二、合

法行為損失補償，包括徵收補償、徵收性質侵害之補償、公益犧牲之補償，以及

信賴利益之補償；三、公法上債之關係，包括公法契約上之賠償責任、不當得利

或無因管理等類似契約之法律關係，以及營造物利用關係及未盡保管責任 47

葉百修大法官亦將國家責任區分為國家違法行為致人民權益受有損害時，

國家對之所為賠償（包括國家立於準私人地位，依民法規定對人民權益之受害所

為賠償），以及國家並無違法或其他過誤之行政公益活動使人民權利（財產權）

受有損失時，國家對之所為之填補制度，以及結果責任之國家補償三部份

。 

48

除上述學者外，還有其他許多重要學者提出不同之國家責任體系劃分方

式

。 

49

不過，國家賠償與損失補償雖大致可由國家執行職務行為之適法與否加以

區分，在適用上各有其分際，但就晚近之學說與實務觀之，這種區分已非絕對。

例如國家賠償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之公有公共設施管理欠缺者，國家行為並未具

有違法性，但亦負損害賠償責任。反之，損失補償雖強調係基於國家適法行為，

但仍須具備其他要件

，但綜觀之，大多數學者都以國家責任按發生原因之適法與否，區分為違法

行為之賠償，以及合法行為之損失補償，並配合其他類型之國家責任，以涵蓋所

有國家責任。 

50

基於上述論述，或許我們可以把國家責任想像成一個連續體。若按可非難

性的高低，最高的是基於故意過失責任之國家違法行為賠償，次者是基於結果責

任之國家違法行為賠償，而最低者是國家合法行為之補償。若按構成要件要求的

高低，也是同樣順序。基於故意過失責任的國家賠償至少必須證明國家行為違法、

公務員過失或故意，以及違法行為與結果存在因果關係。基於結果責任之國家責

任，則須證明國家行為違法，違法行為與結果存在因果關係，但不須證明公務員

故意或過失。而補償責任則是不須證明國家行為違法，也不須證明公務員故意過

失，只要證明國家行為與損害有因果關係即可。但越是構成要件要求越低者，其

舉證責任越高，法律規定之損失填補範圍也越形縮小，以為平衡。 

。 

 

(3) 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應屬廣義之國家賠償 

                                                      
47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 717-719，2012 年 12 版。林清強，同註 5，頁 48， 
48 葉百修，同註 27，頁 6。 
49 如廖義男教授將國家責任之發生原因區分為：1.適法行為；2.違法並有故意過失之行為；3. 違法但無故

意或過失之行為。林錫堯大法官將國家責任分為私法責任與公法責任，再將後者分為國家賠償責任及損失

補償責任，見氏著，行政法要義，2006 年，第 573-591 頁。林騰鷂教授將國家責任分為國家賠償責任、國

家補償責任及國家其他責任，見氏著，行政法總論，第八篇，2002 年 2 版，第 773 頁以下。以上轉引自李

震山，同註 46，頁 608，2009 年 8 版。 
50 葉百修，同註 27，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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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震山大法官認為，「狹義」的國家賠償為公務員代替國家行使公權力時，

故意或過失違法侵害人民權利，所應為之賠償 51，許多學者亦同此見解 52

但除了行使公權力行使所生之損害以外，葉百修大法官認為廣義之國家賠

償還包括國家立於準私人地位，導致人民損害，而依法所需負的賠償責任

。在這

樣狹義的國家賠償之下，其成立要件必須係公務員利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國家

統治權之行為。而本文討論之投備標及異議費用請求權係基於國家機關為採購行

為時所生之請求權。而國家採購一向被定義為私經濟行為，係國家立於人民之地

位，與人民締結契約。雖其決標階段前之行為被定義為公法行為，但並非國家高

權行為，因此與國家賠償責任須為公權力行為之要件不符。因此本文認為，投備

標及異議費用請求權並不屬於狹義之國家賠償之一種。 

53

 

。若

從此廣義之國家賠償定義觀之，則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規定之賠償責任原因

行為雖非執行公權力，而係國家利於準私人地位所為行為，導致人民損害之賠償，

仍可視為一種「廣義」的國家賠償責任。 

(4) 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並非國家之行政補償 

至於國家之補償責任，學者普遍見解認為係指國家基於公益目的，合法實

施公權力，導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特別犧牲之損失等，而給予適當補償 54

有論者認為，即使機關採購行為被判定違法，但因廠商並未取得締約權利，

即沒有實體權利受損，所以該請求權不屬於損害賠償。又機關辦理採購時，雙方

未進入履約階段，因此該請求權不屬於公法上債之關係之損害賠償，所以該請求

權即應屬行政補償，且係基於行政補償中之特別犧牲

。

因此國家補償之構成要件至少包括：侵害行為須屬合法之行政作用；行政作用之

發動須基於公益上需要；須使人民財產權發生損害，以及須損害已達特別犧牲。

相較之下，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既已明定唯有採購行為違反法令，廠商始得請

求費用，顯見其請求前提仍為國家行政行為之違法，而非僅為維護公益而使個人

受有損害時，調和公益與私益之請求基礎。因此本文認為，該請求權並不屬於國

家合法行政行為導致人民損失的補償責任。 

55

                                                      
51 李震山，同註

。但該推論忽略即使廠商

未有締約權利之損害，但仍可能有其他權利損害（該學者亦認為廠商有公權利受

到損害）；也忽略即使雙方並沒有因採購契約而成立契約上關係，但仍可能有其

他公法上債之關係。 

46，頁 610-613。 
52 陳敏，同註 40，頁 1134-1149；葉百修，同註 27，頁 97-203；李惠宗，同註 42，頁 650-657。 
53 葉百修，同註 27，頁 6。 
54 葉百修，同註 27，頁 66-69；陳敏，同註 40，頁 1178-1186；李震山，同註 46，頁 633-639；吳庚，同

註 47，頁 729-732。 
55 林清強，同註 5，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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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該論者認為受損害廠商受有特別犧牲，所維護之公益為政府採購程序之

透明平等，以促進政府採購效率，並防止公務員與廠商勾結貪污 56。但所謂特別

犧牲理論，係指國家有權因公共目的對人民之財產權加以剝奪或加諸負擔，但受

干涉或負擔之人民若較其他人受到特別的不利益，其不利益為一般情形所無法期

待，才可謂達到特別犧牲程度 57

該論者亦認為廠商根據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得請求之費用僅限備標及申

訴之必要費用，不及於所失利益，而按損害賠償之法理，賠償本應及於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因此反推該法條並非國家基於違法行為所為之賠償

。此時國家基於平等原則或社會原則，應填補其

適法行使公權力造成之個人特別犧牲。但依據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若機關行為

係為基於公益合法行政行為，則廠商所付出的備標及異議、申訴費用之費用，本

來即為投標時應可預期之成本，未超出一般情形之期待，且相較於其他同樣未得

標之廠商而言，並未受有特別之不利益，更難謂達到特別犧牲之程度。 

58

 

。但該推論忽

略我國之損害賠償法理係以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但非謂損害賠償者均

得請求所失利益。如此反推償付請求權係為國家行政補償，似乎推論過快。 

(5) 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係基於行政法上債務關係所生之賠償責任 

陳敏大法官認為，行政機關與人民之公法法律關係中，其構造及標的與私

法之債務關係相似者，即所謂「行政法上債務關係」，而此債務關係亦可能產生

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就如民法上，契約之損害賠償責任與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

任，二者可以併存一般，在行政法上，行政法債務關係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國家賠

償責任，二者亦可以併存。實際上，機關違反行政法上債務關係所生之義務時，

亦常會構成公務員之職務違背，而可能產生符合國家賠償法之國家賠償責任 59

葉百修大法官亦同此見解，認為民法上之侵權行為係違反一般義務，而違

反債務關係上的義務，則係違反特別之法律義務。這兩種義務違反皆可能導致損

害賠償請求權，且其性質不同，因此可同時並存。而這種情形在公法上亦可能存

在，故德國實務上創立「行政法法上債務關係」之概念，亦即，行政主體與人民

間可能因存在特別密切關係，而形成「行政法上債務關係」，例如公法上無因管

理、行政契約等均屬之。因此，行政法上債務關係請求權須以國家與人民間具有

特別密切關係為前提，狹義的國家賠償請求權則否，兩種請求權之責任性質不同，

自可並存

。 

60

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係規定投標廠商經由異議申訴程序，確認招

。 

                                                      
56 林清強，同前註，頁 65-66。 
57 陳敏，同註 40，頁 1190-1192。 
58 林清強，同註 5，頁 64。 
59 陳敏，同註 40，頁 1223-1226。 
60 葉百修，國家賠償法之理論與實務，頁 87-89，2012 年 9 月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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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機關在招標、審標、決標階段之行為違反法令或我國所締結之條約、協定，致

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而得請求之賠償。在招標、審標、決標階段，投標廠商與

招標機關雖未建立契約關係，因此此請求權並非契約上之請求權。但是，在公開

招標及選擇性招標程序中，機關之招標公告雖僅屬於要約引誘之性質，但與民法

上要約引誘並無任何法律上拘束力者並不完全相同。若廠商依照招標公告提出投

標，採購機關並無法隨意拒絕投標，而必須依照招標文件所示條件，決標給最低

價標或最有利標之投標廠商。而廠商之投標則類似民法上之要約，但不同於民法

者為必須依照書面或一定的格式進行 61

但此請求權是否為國家賠償之特別法，而排除國家賠償法之適用？按國家

賠償法第 6 條規定，該法及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因

此國家賠償法被認為係國家賠償之普通法，若有特別法之規定者，則應排除適用

國家賠償法。但如上述，本文認為，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之請求權雖屬廣

義之國家賠償，但並非狹義之國家賠償請求權。此請求權係因機關違反此階段本

已存在之特定義務所生，為行政法上債務關係之賠償請求權。而國家賠償法所規

定之賠償請求權，則係行政主體因違反一般義務所生之侵權賠償責任。因此如陳

敏大法官及葉百修大法官所言，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賠償請求權與國家賠償

法所規定之賠償請求權性質不同，而可並存，並不能互相取代，亦非普通法與特

別法之間的關係。亦即採購法之該條請求權似乎不排除國家賠償法之適用可能。 

。因此在採購法的規範下，機關之發出招

標公告及人民之參與投標，確實使兩者進入如民間契約之磋商階段，而存在不同

於一般人民與行政主體之間的特別密切關係，且使雙方在此階段負有法定之一定

義務。因此，本文認為，該條項規定之賠償請求權即基於此密切關係所生，因招

標機關違反此階段之法定義務，而產生之行政法上債務關係請求權。 

 

(6) 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係基於行政法上債務關係所生之締約過失責任 

如前所述，一旦招機機關發出招標公告，且廠商依照招標公告提出投標後，

機關與廠商之間即進入如民間契約之磋商階段，且因採購法之規範而在此階段負

有法定之一定義務。採購法第 74 條創設爭議處理程序之立法理由亦明白表示，

政府採購行為一向被視為私經濟行為，廠商與機關有爭議本應循民事程序途徑解

決，但於招標、審標、決標階段，投標廠商與招標機關還沒有建立契約關係，難

有可供訴訟提起之訴因。顯見立法者有意擴張雙方之契約責任到締約階段，以保

障締約前之特殊信賴關係，並確保行政權之合法行使 62

羅昌發大法官亦認為，決標前，投標廠商與招標機關還沒有建立契約關係，

所以甚難利用民法上違約規定要求救濟。理論上廠商雖可依民法之締約過失責任

規定，要求機關賠償，但在採購事務上受到不利決定或不利措施之廠商，因未必

。 

                                                      
61 羅昌發，同註 1，頁 78-79。 
62 林清強，同註 5，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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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或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

法」等要件，故未必可依照此一規定向機關請求損害賠償，而政府採購法之制定

與施行大致上即可解決此一問題 63

又，參照採購法第 6 條規定及其立法理由，均強調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

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可見機關

辦理採購時，除須遵循行政程序法之誠信原則，亦依法負擔平等原則，較民事先

契約義務僅以誠信原則為依據更為嚴格。則舉輕以明重，人民之間之契約既有基

於誠信原則之締約過失責任，政府機關與人民之間在締約階段依法應遵循更嚴格

之誠信原則與平等原則，則違反其原則時，更應依法負擔締約過失責任。 

。可見學者亦認為政府採購法有意使機關與廠

商在締約前階段有損害賠償求償權。 

此外，陳敏大法官與葉百修大法官皆認為，行政法上債務關係若在公法未

規定者，可類推適用民法中締約過失責任等規定。陳敏大法官認為，公法法律關

係，自應適用公法規定。惟公法欠缺有關規定時，除可適用民法內表現一般法律

思想之法律規定外，並可配合各法律關係之特性，類推適用民法債編之有關規定。

行政程序法第 149 條更明文規定以行政契約建立之行政法債務關係，就該法未規

定事項，準用民法相關規定。因此，對行政法上債務關係，除可適用民法有關公

序良俗以及禁止權利濫用之規定外，有關給付不能、給付遲延、積極之債權損害

以及締約過失等規定，亦皆可類推適用 64。葉百修大法官亦認為，德國實務上認

為行政法上債務關係可準用契約債務法，因此在我國，行政法上債務關係除適用

一般公法規定之外，未規定者得類推適用於民法債篇之特別規定，包括締約過失

責任。但應注意自治章程可以對類推適用民法之結果加以限制，只是該限制：(1)

對重大過失不得予以免除；(2)須具備實質正當性；(3)須符合比例原則；(4)僅以

債務責任為限，不包括其他責任（如國家賠償、損失補償）等 65

而依據我國民法第 245 條之 1 就締約過失責任的規定

。 

66，當事人在契約尚

未成立前，即須對對方負擔資訊義務、保密義務，以及不違反誠信原則等義務，

合稱為先契約義務。該條立法理由中所稱：「為保障締約前雙方當事人間因準備

或商議訂立契約以建立之特殊信賴關係，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67

                                                      
63 羅昌發，同註

。」其所描述之關

係與招標程序中機關與投標者之關係甚為接近。又學者王澤鑑認為，民法第 245

1，頁 339-340。 
64 陳敏，同註 40，頁 1223-1226 
65 葉百修，同註 60，頁 87-89。 
66 民法第 245 條之 1 第 1 項：「契約未成立時，當事人為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對於

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致受損害之他方當事人，負賠償責任：一、就訂約有重要關係就訂約有重要關係

之事項，對他方之詢問，惡意隱匿或為不實之說明者。 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經他方明示應予保密，

而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洩漏之者。 三、其他顯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者。」 
67 民法第 245 條之 1 立法理由：「近日工商發達，當事人在締約前接觸或磋商之機會大增，當事人為訂立

契約而進行準備商議，即處於相互信賴之特殊關係中，如一方未誠實提供資訊、嚴重違反保密義務或違反

進行締約時應遵守之誠信原則，致他方受損害，既非侵權行為，亦非債務不履行之範疇，現行法對此未設

有賠償責任之規定，有失周延，﹍為保障締約前雙方當事人間因準備或商議訂立契約以建立之特殊信賴關

係，爰增訂第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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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 1 雖被稱為締約過失責任規定，但按條文文義，並未採「過失責任」，而係

獨立於契約及侵權行為外的第三種民事責任，乃屬法定債之關係 68

此外，近年來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中亦揭櫫體系正義之考量，認為立法者應

基於其先前所作之決定，而有某種程度之自我約束，避免與原有法律或法制內含

之政策或價值產生明顯矛盾。如翁岳生大法官於司法院第 455 號解釋之協同意見

書中提出體系正義之概念，謂：「按立法者於制定法律時，於不違反憲法之前提

下，固有廣大的形成自由，然當其創設一具有體系規範意義之法律原則時，除基

於重大之公益考量以外，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是為

體系正義。而體系正義之要求，應同為立法與行政所遵守，否則即違反平等原則。」

而我國民法既有締約過失責任之法律原則，而政府採購時又係立於準私人地位與

人民議約，則除非有更重大公益之考量，否則即不能背離此原則，應同樣有締約

過失責任適用之可能。 

。此種法定債

務關係之見解，亦與本文所認為，機關與投標者之間形成之行政法上特定債之關

係甚為接近。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應係國家基於自己責任

說，立於準私人地位，與人民進入契約商議階段，而有特別密切關係時，因其違

反法定之締約階段義務（誠信原則、平等透明原則等），而基於行政法上債務關

係，應負擔之締約過失責任。 

行政法上債務關係（類似民法上契約關係）與狹義之國家賠償責任（類似

民法上侵權責任）由於性質不同，兩者應可以併存。因此本文以為，本請求權與

國家賠償法之規定似乎並非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亦即該請求權應該並不排除

以國家賠償請求其他損害賠權之可能。若廠商除本法條規定之損害賠償外另有其

他損害，且符合國家賠償法規之規定，似乎仍可依法請求國家賠償。 

至於行政法上債之關係在公法未規定時雖可類推適用民法規定，但本文認

為，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定之請求權性質為行政法上債務關係之締約過失責

任，而與民法之締約過失責任可謂同一性質之請求權。因此投標廠商對於招標機

關若就此締約過失請求損害賠償時，並無公法未規定而須類推適用民法之空間。 

 

三、依據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應得請求之「必要費用」 

（一）實務見解 

1. 必要費用之定義 

在本文整理 2001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間，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案件

                                                      
68 王澤鑑，債法原理第一冊，頁 268，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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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廠商以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為請求權基礎求償，並獲得實質審理之 24 項法

院判決中，總判賠金額約為總索賠金額之 16.83%，顯示法院判賠金額相對偏低

（參見本章末表一）。 

其中對政府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所謂「必要費用」有明確指明其定義者，包

括三種說法：(1)必須為「直接且必要」且「實際已支出」者為限；(2)為準備投

標、異議及申訴所不可欠缺之支出費用；(3)為「直接有關」且「已支出或應支

出」之必要費用。 

其中認為必要費用為「直接且必要」且「實際已支出」者佔多數 69

此外，此說亦會舉政府採購協定之條文為論述依據。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2 年度（民國 101 年）訴字第 805 號判決謂：「惟法律並未規定何謂『必要

費用』。經查政府採購法第 1 條之立法理由謂「本法所稱標購，其名稱及內涵，

乃參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之 1994 年政府採

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以下簡稱政府購協定）．．．」，

足見我國政府採購法係以 WTO 之政府採購協定為藍本制定，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

之立法說明亦表明係根據政府採購協定之機制，並將得請求費用限定於準備投標

或申訴之成本，其原文為 which may be limited to costs for tender preparation or 

protest，是不論立法說明中翻譯為成本，或條文用語所指之必要費用，解釋上均

應以直接且必要者為限。況此項請求必要費用之規定，為一般損害賠償以賠償義

務人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之例外，依「例外規定解釋從嚴」原則，亦應解為該規

定之「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係指『實際已支出之直接且必要費用』，應可確定。」 

，而此

說之基礎為，採購法85條第3項之費用請求權係民法一般損害賠償之特別規定，

使請求者例外不須證明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有故意過失原則，而按「過失主義例外

說」從嚴解釋，並引用政府採購協定之相似規定，解釋為「實際已經支出，直接，

而且必要」之費用。 

而定義「必要費用」應係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不可欠缺之支出費用」

者只有三則判決 70

                                                      
69 共 8 個判決，包括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訴更二字第 71 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2012 年度（民國 101 年）訴字 805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訴更一字第 230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2008 年度（民國 97 年）判字第 529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8 年度（民國

97 年）訴字第 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民國 96 年度）簡字第 68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2005 年度（民國 94 年）訴字第 1165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5 年（民國 94 年度）訴字第 3098
號判決。 

，且其中兩項判決為同一案之一二審判決。這項定義雖仍以「已

支出」為限，但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民國 93 年度）訴字第 595 號判決所

言，其所謂「不可欠缺」係指「應指若未支出該項費用，則無法為被告機關系爭

採購所要求之合理投標，及進行其後所生之異議與申訴程序者。」此標準合乎法

條文義，法院並因此對廠商主張之各項費用均以是否為準備投標、備標、異議申

70 最高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判字第 393 號判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簡

字第 595 號判決、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93 年）訴字第 52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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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所必要以及是否合乎經驗法則加以判斷。該判決對於證據之要求亦較為合理。

例如原告就製圖部份之支出發票並非競標期間所開立，但法院認為既然原告於投

標時確實提出投標所需設計圖，而製圖亦確實需要支出製圖費用，則其單據以及

鑑定人對於市場價格之證詞，應足以為相關材料之價格之證明，合乎經驗法則。

此外，原告雖有以一設計圖供二競圖招標使用之事實，但法院亦認為，其兩投標

重複之設計圖仍可認為係參與本件競圖招標所必要。 

而本文整理之判決中，唯一對該請求權基礎採「信賴利益賠償」說之臺北

高等法院 2007 年度（96 年）訴字第 2857 號判決雖未直接定義何謂「必要費用」，

但其判斷標準亦同於上述三則判決，以該項費用是否為進行相關所程序所不可或

缺且已經支出為限。但是又以舉證程度高低對廠商請求之金額加以限縮，表示「如

果信賴利益之損害內容是由競標活動所生者，應該採取較寬鬆之標準。但如果損

害是因為進行異議程序所生者，則應該採取較嚴格之標準。因為當案件進入異議

程序，原告對被告違約事實已有較清楚之認識，也應對「保留證據證明損害」一

事預為準備。」 

採「直接有關」且「已支出或應支出」之定義者，只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訴字第 696 號判決。該判決認為必要費用應含雖尚未支

付，但依約必須支付之費用。例如在建築師之規劃設計費，該判決認為：「似應

從寬解釋為「應支出之必要費用」，縱尚未實際支付，惟依約或依法必須支出時，

仍應認為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始符立法原意。」 

 

2. 申訴審議費 

除了少數只請求法定申訴審議費者以外，申訴審議費其實在求償金額中所

佔比例其實偏低，但爭議也較低。只要法院判決或申訴審議判斷認定投備標及異

議費用請求權成立時，所有相關法院判決皆認為法定申訴審議費為廠商進行權利

救濟所無可避免，因此均會如數准許（請參見本章末表一）。 

 

3.直接成本 

直接費用通常包括：投標備標及異議申訴中所用文件及報告的印製、裝訂、

郵寄費用，以及人員出席申訴或審議會議之差旅費等。在確認原採購行為違法之

前提下，且有實際單據證明之情況下，法院幾乎都會如數判決（請參見本章末表

一）。 

 

4. 人力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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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者為，在人力費用部份，如係廠商外包給其他專業個人或組織例

如建築師、水電工程師、繪圖師、委外製圖輸出、委外印章製作、翻譯，只要有

證據證明其為投標廠商已經支付，且係用於投標或異議申訴程序中者，法院幾乎

都會准許 7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訴字第 696 號判決甚至

連「經原告之特別情商而暫緩支付」或「依約應支付而未支付」之建築師之規劃

設計費以及水電工程設計費皆表示可以准許 72

但是若非外包之人力支出，而係廠商本來即已雇用之內部人力薪資，除非

係為出席投標、申訴、審議會議等所需之差旅費，否則其於備標期間所花費之人

力費用，在本文整理之判決中，多數都認為不得請求

。 

73

如即使對外包之水電工程設計費及建築規劃設計費都採取最寬鬆見解，認

為「應支付而尚未支付之費用」仍得求償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訴字第 696 號判決，也認為公司內部之人力薪資費用不可求償，理由亦

為「廠商本業即在承攬，若未因投標而達須加班之程度，則無增加支出，」因此

不可請求員工薪資。 

。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

經常性人事費用支出係本於雇傭契約之義務，難認為係為投標所支出；其二為，

人力薪資之證明因事證偏在一方而有證明困難。 

相對的，「必要費用」採「不可欠缺之支出」說之三個判決中，為同一案

判決之最高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判字第 393 號判決及台中高等行政

法院 2004 年（民國 93 年度）訴字第 595 號判決則認為常態性的人力薪資應屬可

請求之範圍，主要理由在於：參與投標，須依其規定提出圖件及設計說明書，則

製作圖件及設計說明書，自屬原告投標所必要，其製作之必要費用，自得請求。

依招標須知製作投標文件，而須給付員工之薪資，無論係長期或臨時員工，自屬

於其業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74

                                                      
71 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8 年度（民國 97 年）訴字第 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民國 96
年度）簡字第 688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判字第 393 號判決、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民國 93 年度）訴字第 595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訴字第 696 號判

決。 

。但認為原告於自己所擁有之事務所內工作並未支

薪，因此其投入之人力並不得請求人力薪資。 

72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訴字第 696 號判決：「﹍是原告實際上雖尚未支付此筆費用

予建築師，惟係經原告之特別情商而暫緩支付，既係依約所必須支出之費用，縱尚未實際支付，仍應認與

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謂「所支出之必要費用」相符，是原告此部分之請求，尚非無據，應予准許。」

又關於廠商請求之水電工程規劃設計費，該判決亦表示「原告雖尚未支付，惟係依約必須支付，有原告所

提之請款單及四知八村水電規劃費用各一紙可稽，依上所述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立法意旨，原告此

部分之請求亦屬有據，應予准許。」 
73 包括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訴更二字第 71 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1 年度

（民國 100 年）訴更一字第 230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5 年（民國 94 年度）訴字第 3098 號判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訴字第 696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8 年度（民國 97 年）

訴字第 8 號判決、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訴字第 168 號判決。詳參本章末表一。 
74 最高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判字第 393 號判決：「被上訴人為建築師事務所，其所雇用之員

工，無論係長期或臨時員工，其所給付員工之薪資，自屬其執行業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尚難以被上訴人

所雇員工謝曉屏等 6 人，原均係任職於被上訴人事務所之專職員工，並非專為本件競圖而聘請，遽認彼等

薪資支出全非本案之必要費用。﹍被上訴人本案請求人力費用，並非本案競圖期間其所雇 6 名員工全部之

薪資，而僅請求部分時段所計算之薪資，故尚屬合理，尚難因被上訴人於本案競圖同時段尚有其他業務而

認被上訴人之主張不合理」台中高等法院 2004 年度（民國 93 年）訴字第 595 號判決：「參與投標，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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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律師費用 

除了法定之申訴審議費及法院訴訟費之外，廠商提出申訴及訴訟時最大的

花費其實是給付給律師等法律專業人士的諮詢或訴訟代理費用。這項金額的准許

與否則在實務上有不同見解。但在筆者整理之判決中，有多項法院判決認為按政

府採購法之申訴程序並未規定須由律師擔任代理人，且異議、申訴、行政訴訟本

不以委任律師為必要，是有關之法律諮詢費用及律師代理申訴費用均非因異議、

申訴而支出之直接且必要費用，因此不得准許，不論其費用為廠商委任律師代理

異議申訴程序中之費用，或自行撰寫異議申訴書狀時諮詢律師之諮詢費用 75

但對此請求權採「信賴利益賠償」說之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訴字第 2857 號判決則認為所謂「必要」與否應係事實問題，而非規範問題。

因此應以個案狀況審酌是否有必要聘請法律專業人士代理。 

。 

 

5. 所喪失之契約履行利益 

筆者整理之相關判決中，因為僅有兩個判決之原告請求因無法得標而喪失

之採購契約履行利益，因此亦僅有此二判決對此表示見解。 

其中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05 年（民國 94 年度）訴字第 246 號判決中，原

告係以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備標、異議及申訴費用，並以行政訴訟法並依

行政訴訟法第七條請求其認為應得標之採購契約履行利益，亦即除備標、異議及

申訴費用以外之損害賠償。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0 年（民國 99 年）度訴字第

1644 號中，原告則只以行政訴訟法第七條請求其認為應得標之採購契約履行利

益。但判決結果都認為，原告僅能依據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規定請求備標、

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並未包含投標廠商得標後之履行利益或預期得標

之所失利益在內，因此不得受償所喪失之契約履行利益（詳參本章末表一）。 

 
 

（二）對實務見解之評析 

以上採「直接必要」且「已支出」說而判斷必要費用之判決況認為此項請

權規定為一般損害賠償以賠償義務人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之例外，依「例外規定

解釋從嚴」原則，亦應解為該規定之「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係指「實際已支出

之直接且必要費用」。但本文認為該請求權並非民法一般損害賠償之規定，更非

                                                                                                                                                        
其規定提出圖件及設計說明書，則製作圖件及設計說明書，自屬原告投標所必要，其製作之必要費用，自

得請求。被告以原告此部分之支出屬經常性支出，而不得請求，尚屬誤解。」 
75 包括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8 年度（民國 97 年）訴字第 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2 年度（民國

101 年）訴字第 805 號判決（2012/12/6）、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民國 96 年度）簡字第 688 號判決、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05 年（民國 94 年度）訴字第 246 號判決。詳參本章末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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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別規定。由此觀點出發，則採例外規定從嚴解釋說似乎失其依據。 

且採此說之多項判決引述政府採購協定法條第 20 條第 7 項規定，而認為條

文用語所指之必要費用應解釋為「直接必要且已支出」，但該政府採購協定之法

條原文為「Challenge procedures shall provide for… (c)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r 

damages suffered, which may be limited to costs for tender preparation or protest」76

又，給付予律師或其他法律專業人士之法律諮詢費，實務見解常以法規未

規定異議及申訴程序須強制由律師代理，即認為此部份並非「必要」。但如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訴字第 2857 號判決所言，所謂「必要」

應係事實問題，而非規範問題。因此應該以個案狀況是否有必要聘請法律專業人

士代理或提供諮詢為判斷標準，而非以法律未規定強制律師代理為理由。而且既

然外包給其他專業人士者，如水電工程師、建築師、繪圖師或翻譯等，法院亦以

是否必要為判斷，並不要求必須係標單中規定應外包專業人士者始可准許，則同

樣外包之法律專業服務，卻採取不同的標準，似乎並不合理。 

，

其原意僅是法院或獨立審查機構提供之救濟應包括賠償，而其賠償「得限於備標

或異議之費用」（may be limited to costs for tender preparation or protest），則

法院由此如何推論出「應以直接且必要者為限」之意，實令人費解。 

此外，由於目前法院認定投標廠商經審議判斷或法院判決指明違法者，僅

得依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賠償，而無其他任何賠償請求權存在，因此本研

究範圍中唯二請求履行利益之案件，法院皆以無請求權基礎為由認定不可求償。 

但以其中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2005 年（民國 94 年度）訴字第 246 號判決之

案情而言，原告廠商（慶奉企業有限公司）參與被告機關（台中縣立體育場）辦

理之「亞洲盃青少年角力錦標賽比賽用角力墊」採購招標案，機關於系爭招標案

之「資格標」及「規格標」審查程序，均未表示原告規格不符，直至「價格標」

開出後，方告知係因原告送審產品不符「三層高密度泡棉及ＥＶＡ組成，上下為

藍色，中間為黃色」之規定，為無效標。但被告之招標文件並無限定特定廠牌之

規格，且允許同級品，而原告所提供之角力墊已獲國際標準認證，且曾獲世界盃

角力錦標賽指定使用，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及系爭招標文件對同

級品之審查標準。是被告以原告不符合規格為由判定為無效標，明顯有達成限制

競爭之目的，進而不當排除原告以同級品參與價格競爭之機會。該案廠商提出異

議及申訴後，亦經申訴審議判斷指明確認機關認定無效標之決定違法，被告因而

請求投標備標及異議費用，並主張由於其投標價格為最低標，若非因機關之違法

認定，則原本應得標，而請求所失利益。 

法院在此判決中以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賠償範圍並未包含所失利益而未准許

此部份請求，於法未有不合。但由判決呈現之招標審標過程可知，本件採購之決

                                                      
76 政府採購協定法條第 20 條第 7 項，同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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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標準應為符合資格及規格之最低價標，因此原告若未被機關違法判定為無效標，

則因其價格最低，原本應為得標者。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乃為建立公平、公開

之政府採購程序，廠商受到不公平或不當待遇時，若不能獲得有效救濟，則將使

採購制度的目的淪為空談。且使廠商獲得適當救濟，亦有助於鼓勵廠商協助監督

採購程序。就本案而言，招標機關之採購行為確認違反法令，且依其招標公告而

言，似乎有機關裁量減縮至零之情況，使廠商幾乎可證明至「若非機關違法幾乎

即應訂立有效契約」的程度，因此若以締約過失責任的法理出發，則似乎應有容

許廠商請求標契約履行利益之可能，亦始符合適當救濟之法理。 

 

（三）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若依上揭論述，將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賠償責任定性為國家

與人民之間就行政法上債務關係成立之賠償責任，且係締約過失責任，即可按照

締約過失責任所應負擔之賠償範圍，劃清所謂必要費用之範圍。 

在民法上，基於締約自由，一般而言，契約有效成立時，締約成本應由雙

方各自吸收，而契約未能締結時，也不得向對方請求。但在法律明文規定，一方

違反誠信原則及保密原則等法定先契約義務，而他方有值得保護之信賴時，方得

例外請求賠償其信賴利益 77

一般認為，締約過失責任的賠償範圍應為信賴利益。學者王澤鑑認為，所

謂信賴利益，係當一定之法律關係無效或不成立時，因相信該法律關係會有效成

立而蒙受之損害，包括訂約費用、準備履行所需費用，或喪失訂約機會之損害。

而因契約履行所得利益，則不在得請求之列

。而基於前揭論述，政府機關立於準私人地位，與人

民締結契約時，亦有先契約責任之適用。 

78。學者林誠二認為「信賴利益賠償

之結果，即如同契約未曾發生然，與履行利益有別」79，又學者孫森焱認為，「締

結契約所需支出的費用，例如提出計畫書、派人交涉之差旅費、申請證件之規費、

貸款支付之利息，甚至拒絕第三人有利之要約所受損害」80

但蘇永欽大法官曾深入探討過民法中締約過失責任的意義，而認為「雖然

一般認為在契約未成立，而一方主張對方因締約過失應賠償時，其損害賠償義務

不應包含履行利益，但是在複雜的交易過程中，純粹以契約有沒有成立生效來決

定的形式觀點，顯然不能反應交易的需要。而「損害賠償責任要求的原因行為與

損害結果的因果關係，本來就不需要強到『充分必要條件』的程度。因此如果訂

約已至成熟階段，而若無締約過失幾已確定可訂立有效契約，則仍說履行損害與

均係信賴利益賠償範

圍。換言之，多數學者認為信賴利益之賠償不包含預定契約的履行利益。 

                                                      
77 林清強，同註 5，頁 63。 
78 王澤鑑，同註 68，頁 283。 
79 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上冊，頁 629，2010 年。 
80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則，下冊，頁 684，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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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過失行為無因果關係，與民法損害賠償責任的實害賠償原則，顯然已經違背 81

此外，蘇大法官亦認為若以 24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例示的違反保密義務

而言，洩密行為通常不需要也不是造成契約成立與否的原因，因此洩密造成的損

害並非信賴利益，也非履行利益，而應該是第三人取得該祕密，而對祕密所有人

造成之財產損害。此損害因為是祕密所有人主動揭露，原應定性為「成本」，只

因相對人不當洩漏而造成「損害」。因此，在計算上，所謂的信賴利益應該包括

所有廣義的締約成本，亦包括祕密洩漏的成本在內

。」

蘇大法官並舉例說明，實務肯認，在土地法規定優先締約權時，若出賣人未告知

或優先承買人表示買受而仍逕自賣給他人，對優先權人所負的賠償責任有可能包

括契約成立時之履行利益。而政府採購程序由於有嚴密的法規規範，亦應有可能

證明到『若非過失則幾已確定可訂立有效契約』的程度，因此若以締約過失責任

的法理出發，則在有證明的情況下，廠商亦應得請求標的契約的履行利益。 

82

綜上所述，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既為機關違反法定先契約責任而

應負之締約過失責任，則由機關而言，其所賠償範圍必須與其締約過失有因果關

係，亦即與其違反誠信、平等、透明之採購法上義務有因果關係。而其賠償信賴

利益之結果，則應使廠商之權利回復到如本締約過失未發生之狀態。亦即，使廠

商之權利回復到如果機關遵守其法定先契約義務時，廠商之權利狀態。在此標準

下，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稱之必要費用，就備標及投標部份，應指廠商在預

期機關遵守其法定先契約義務之狀況下，合理認為爭取得標所需之必要費用。而

就異議申訴部份，應指廠商合理認為，為使機關遵循先契約義務機關並修正其違

法行為，所必要投入之費用。 

。 

由此，法院應審酌之順序是：(1)機關採購行為是否違法；(2)廠商是否因機

關違法而有信賴利益受損；(3)信賴利益包含的範圍：所受損害（如投標、備標、

申訴之人力成本、申訴審議費及訴訟費、投標文件印製裝訂郵寄費等）及所失利

益（如喪失其他締約機會或契約之履行利益）；(4)按法條規定限縮賠償範圍：

僅限備標、投標、異議中之必要部份。 

其審酌順序中應判斷之因果關係大致如下： 

機關行為是否違反法令→機關先契約義務之違反  → 損害成立之因果關係→  

廠商信賴利益受損 → 賠償範圍之因果關係→ 信賴利益損害應賠償範圍（所受

損害+所失利益）→依法條規定限縮賠償範圍→ 備標、投標、異議及申訴費用→

費用中必要性之判斷→限縮只賠償必要部份。 

因此，就實務上爭議最大之廠商原本雇用之內部人力薪資而言，其是否必

                                                      
81 蘇永欽，締約過失責任的經濟分析－從現代交易的階段化談起，臺大法學論叢第33卷第1期，頁210-211，
2003 年。 
8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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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並非指廠商支付予其受雇人之薪資是否「必要」。既然廠商事實上在備標、

投標、申訴過程中不可能不使用人力，則法院應審酌者，並非廠商支付費用予其

員工或其他受雇人是否必要（「不管投標與否皆須支付薪資」），而是其所主張

投入之人力是否真得用於備標、投標、異議；而在確實投入於備標、投標、申訴

之人力當中，又有多少屬於「必要」。 

若廠商已經證明其所主張投入人力確實投入備標等程序，則其中有多少屬

於必要，應係實證上之判斷，而非規範上之判斷。亦即，在判斷其中有多少部份

為「必要」時，應就該標案之實際要求，衡量會參與該標案之同業廠商，在相信

機關會遵守平等誠信透明公開等法定原則之情況下，為爭取得標所會合理投入之

必要人力。 

至於法院常指摘廠商提出之薪資支付單據或加班時數表等無法證明其人力

確實用於投標等程序，並進一步指摘此類證據無法證明其為「必要」費用。本文

以為，此部份其實應為舉證責任之問題。亦即法院應否考慮此類證據有證據偏在

一方或其他舉證困難，而得降低舉證責任之問題，此與「必要」之定義不宜混為

一談。但採狹義說之判決常將兩者混合討論，而更生疑義 83

另外，廠商若有投標、備標、異議、申訴費用以外其他損害，因被排除在

本法條之明定賠償範圍之外，自然無法依此求償。但本文認為，若人民間之締約

過失如蘇大法官所述，可在有明確證明之情況下肯認締約過失責任賠償應包含履

行利益，則在招標機關與投標廠商的權利義務皆受到許多法規嚴密規範的政府與

人民的締約磋商階段，若能證明到「若非過失則幾已確定可訂立有效契約」之程

度，似乎不應使國家對人民所負之賠償責任還低於一般人民之間之責任。因此該

法條之賠償範圍或許可參考民法締約過失規定及其賠償範圍之實務見解，而有擴

大之可能。 

。 

 

四、案例評析 

以下筆者將舉出已經歷五次審判之「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新建工程委

託專案管理服務限制性採購招標案」（以下簡稱系爭採購案），來說明我國法院

實務上對此類案件之見解。該案原告廠商係以採購法第85條第3項為求償依據，

且在一審中獲賠此類案件有史以來最高的金額，但在最近一次臺北高等法院的判

決中，法院對必要費用之見解又逆轉，使判決金額大幅降低。 

                                                      
83 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5 年度（民國 94 年）訴字第 1165 號判決：「查原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

原告建築師事務所 8 名員工有為系爭標案備標實際進行工作之任何細部項目、種類及花費之時間，其主張

有此費用 2,573,370 元之支出，已難謂有據。再原告為建築師事務所，無論有參與系爭標案之招標，均應支

付其事務所人員薪資及維持人員所需之間接成本，此部分非能謂屬於準備投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原告並

未證明其人員因本件投標增加工作負擔必須加班而增加人員費用支出，其請求被告償付支出人員薪資

1,059,000 元及維持人員所需之間接成本 1,514,370 元共 2,573,370 元，於法亦屬無據。」而該見解亦被最高

行政法院 2008 年度（民國 97 年）判字第 529 號判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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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概要 

該案原告美商柏誠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柏誠公司」）參

與被告國立故宮博物院（下稱「故宮」）辦理之系爭採購案招標。系爭採購案於

94 年 2 月 16 日公告，同年 4 月 7 日召開評選會議，評選結果第一名為澳商聯

盛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聯盛公司），第二名為柏誠。 

但故宮遲未對評選第一名之聯盛公司作成得標決定，為此柏誠於 94 年 9 月

22 日依約向被告要求，對第二名之原告為議價程序。故宮即於 94 年 9 月 27 公

告評選聯盛公司得標。柏誠於是對上開決標決定異議，主張故宮應廢棄原來之決

標，改對其決標，再以原告為議價對象進行後續議價程序。 

故宮受理異議後，以「原告競標失敗已無法續行議價」為由，作成「異議

無理由」之異議處理結果。柏誠不服，遂向訴願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

稱工程會）提出申訴。該會作成「原異議處理結果及原採購決定均撤銷」之判斷，

但認有關是否應決標予柏誠，並進行後續議價，屬故宮之裁量權限，而交故宮另

行處理。但故宮最後仍決定不與柏誠進行後續之議價程序。 

柏誠乃依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請求故宮償付其因參與系爭採

購案備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費用。為此雙方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之規定

二次開會協商，並作成紀錄，記錄中故宮要求柏誠提出具體請求費用之明細資料

及相關單據，以利認定費用支出之必要性。柏誠隨即於向故宮請求因參與系爭採

購案備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費用共計新台幣 4,628,771 元整，並加計自審議

判斷作成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延遲利息，但嗣後於行政訴訟中，將本金減縮為

4,443,620 元。然故宮於 96 年 6 月 21 日答覆，稱柏誠請求有關系爭採購案之準

備投標、異議及申訴之必要費用於法無據，歉難准予。柏誠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提告。 

本件訴訟至今經歷最高行政法院兩度發回，依序共有五項判決：「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訴字第 2857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判字第 2001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

國 100 年訴更一字第 230 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

判字第 339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訴更二字

第 71 號判決」。 

 

（二）對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請求權之定性 

該案一審判決一反過去該類案件中多數判決所持之見解，不再將該請求權

之性質定性為「民法損害賠償之特別規定」，而主張其為「信賴利益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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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該見解在後面歷審中並未被推翻，可謂是關於該請求權法律定性之一大突破。

但除一審判決以該定性出發，闡述如何定義必要費用範圍之外，其他各審判決均

未再探討其請求權定性，並就其定性進一步探討必要費用之合理範圍。 

 

（三）對異議及申訴費用之見解 

一審【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訴字第 2857 號判決】認為「給

付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審議費 60,000 元，此部分支出為因被告違法行政

行為而生之損害，乃事理上之當然，且經本院送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鑑定結

果，亦認其為必要費用，事證極其明確。」而上訴審【最高行政法院 2011 年度

（民國 100 年）判字第 2001 號就異議申訴費用部份維持原判。這部份因係進行

救濟之法定費用，因此如其他絕大多數此類案件一樣，並無太大爭議。 

 

（四）對內部人員薪資之見解 

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訴字第 2857 號判決】要旨 

原告參與本案之競標後，為了在眾多競標者中脫穎而出，當然要動用員工人

力做準備。但原告不論是否參與本案競標，本來即要雇用員工。因此原告確有損

失，但人力投入與競標活動之關連性難以證明。在舉證困難情況下，法院必須類

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規定酌定損害賠償金額。而由於欠缺其他

有效參考指標，因此以機會成本概念，推估原告投入人力基本上有一半之機率產

生效益，估計投入人力所對應之信賴利益損害；競標過程中投入之人力若投入其

他業務活動，僅有一半機會產生效益，因此准許二分之一。而異議申訴活動投入

之人力同樣有一半機會產生效益，但異議申訴資料之準備可以建立在競標資料基

礎上，因此其投入工時在經驗法則上也應再予減半，故其請求金額僅四分之

一 84

                                                      
84 判決原文摘要：「首先不問原告有無競標本件標案，其為維持公司之營運，本來即要僱請員工為其服務。

然而當其參與本案之競標後，為了在眾多競標者中脫穎而出，當然要動用員工人力做準備，而這些人力投

入數量與競標活動之關連性最難證明（特別當原告手中有數項競標活動同時進行時) 。另外原告當因為要

競標而需投入員工人力，在理論上，其所受之損失為機會成本之損失（即該等投入本件標案之人力若投入

其他營業活動所能得到的收益），這種損失金額也很難確定，只能使用推估之方式行之，而且推估時還需

考量原告的業務風險（即其在其他業務投入人力卻無效果，仍然產生沒入成本），此時在缺乏其他有效參

考座標之情況下，只能依社會常態假設原告投入成本有一半之機率會形成沒入成本（指公司人力資源閒置

或有投入而無結果），而推估其對應之信賴利益損害。 

。 

在此本院需特別強調，本案中被告之違法違約行政作為在先，而原告確有損失，只是因為舉證困難，而使

法院必須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第 2 項之規定來酌定損害賠償金額，但審酌原告所提之各式各樣參

考標準後，只能以上述標準做為一個推估標準。」「競標過程中原告投入員工工時之薪資支出 2,326,776 元
部分，本院認為此等投入若轉換至其他業務活動，僅有一半之機率可以產生效益，因此僅許可原告請求

1,263,388 元。」「原告為異議申訴活動所投入員工工時之薪資支出 516,468 元部分，除了從機會成本之觀

點，預估僅有一半之機率產生效益外，另外此等費用也是發生在異議申訴程序中，此時原告應該已經意識

到有搜集證據之必要，即使員工工時之證明較為困難，但一般而言，異議申訴資料之準備可以建立在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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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高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判字第 2001 號判決】要旨 

原審得直接適用已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第 189 條第 2 項規定，毋須再類推適用

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之規定。但上訴人應先提出實際已支出之人力薪資憑證（如

薪資扣繳憑單），以證明該項損害之確實存在，法院始得以其不能證明損害數額

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而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原判決未依證據

逕認定被上訴人受有上揭薪資支出之損害，其認定事實未依證據，違反證據法則。

廢棄原判決有關人力薪資部份廢棄，發回更審 85

 

。 

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訴更一字第 230 號判決】要旨 

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指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必

要費用」，係指具體實際發生於上述各階段所發生之必要支出，並非損害賠償訴

訟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之情事。薪資扣繳憑單僅能證明原告有支

付員工薪水之事實，並不足以認定原告因準備投標或異議、申訴而有增加薪資支

出之損害，難認屬必要費用。原告之訴關於競標過程職員薪資支出，及異議成本

公司職員薪資支出部份駁回 86

 

。 

4. 【最高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判字第 339 號判決】要旨 

前次最高法院發回意旨足使上訴人認為只要提出薪資扣繳憑單，即可證明其

職員薪資部份所受損害。原審若認為該薪資扣繳憑單不足以認定係因準備投標或

異議、申訴而增加之支出，因此非準備投標或異議、申訴而支出之必要費用』，

自應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規定，調查證據，始符程序。廢棄原判，發回更

                                                                                                                                                        
資料基礎上，因此其投入工時在經驗法則上也應再予減半，故其請求金額僅 1/4 （即 129,117 元）應予准

許，其餘金額部分應予駁回。」 
85 判決原文摘要：「原審於 99 年 12 月 2 日判決，自得直接適用已公布施行之上揭行政訴訟法第 189 條第 2
項規定，毋須再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之規 定。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

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始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此觀上揭條文自明，換言之，該規定之

適用，必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為限。本件被上訴人為公司法

人，任何支出均有會計憑證以為課稅之基礎，且依商業會計法第 38 條之規定，各項會計憑證，當事人應至

少保存 5 年。上訴人請求競標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 1,163,388 元及異議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 129,117 元

之損害部分，應先提出實際已支出之人力薪資憑證（如薪資扣繳憑單），以證明該項損害之確實存在，法

院始得以其不能證明損害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而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原判決未依

證據逕認定被上訴人受有上揭薪資支出之損害，其認定事實未依證據，違反證據法則。」 
86 判決原文摘要：「查原告雖提出職員薪資扣繳憑單 21 紙，然薪資扣繳憑單僅能證明原告有支付員工薪水

之事實，並不足以認定原告因準備投標或異議、申訴而有增加薪資支出之損害，難認屬必要費用，已如前

述。是原告尚未能證明受有增加薪資支出之損害，法院自無從逕依行政訴訟法第 189 條第 2 項規定酌定損

害賠償數額。」「最高行政法院廢棄之理由，並未指明本件原告請求償付薪資支出應予准許或本件應適用行

政訴訟法第 189 條第 2 項規定由法院酌定損害賠償金額，是本院前開認定，應不違反行政訴訟法第 260
條第 3 項之規定，併此說明。」「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其因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而支出人力薪資,163,388 
元及 129,117 元，而請求被告除確定部分外，再給付 1,292,505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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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87

5.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訴更二字第 71 號判決】要旨 

。 

扣繳憑單上所載薪資支出，係屬原告有無參與系爭標案之投標，均應支付經

常性人員薪資及維持人員所需之間接成本，難認為準備投標或異議所實際支出之

必要費用。原告無論有無參與系爭標案之投標，均應支付經常性人員薪資，其員

工如因本件投標而增加工作負擔，但未達於必須加班之程度，原告並未因而增加

支出。原告以員工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作為從事系爭標案投標階段之平均收入，

再以勞保之投保薪資作為其正常上班期間之薪資，兩者之差距即為正常上班期間

以外之加班支出，然薪資扣繳憑單所載薪資與勞保之投保薪資間之差額，並非當

然等於加班費用，是原告尚未能證明受有增加薪資支出之損害 88

 

。 

6. 對內部人員薪資部份判決評析 

人員薪資部份（包括競標過程及申訴過程所投入者）為本案最大爭議之處。

如上所述，該案一審判決係歷年來，唯一將償付請求權定性為「信賴利益賠償」

者，而且該判決花費相當多的篇幅詳述其就人員薪資部份如何形成心證。該判決

認為，原告從事競標活動，自然要投入人力，此部份應為信賴利益保護範圍，因

此若原告能證明其所主張薪資支出所給付之人力確實投入與競標活動，則此部份

即應賠償。但該判決並未進一步深究其投入程度是否「必要」。換句話說，該判

決認為，人力成本屬於信賴利益賠償範圍本無疑義。但究竟原告所主張之人力是

否皆在償付請求權所限縮之「必要」範圍，該判決並未深究。因此，該判決認為，

判斷原告應受償付金額之所以困難，並非因為「必要」的定義不清楚，或無法從

實證上判斷其「必要」範圍，而主要係因為這些人力支出與投標等程序之關連性

                                                      
87 判決原文摘要：「惟查，前開本院 100 年度判字第 2001 號判決已指明：『上訴人請求競標成本公司職員

薪資支出及異議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之損害部分，應先提出實際已支出之人力薪資憑證（如薪資扣繳憑

單），以證明該項損害之確實存在，法院始得以其不能證明損害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而審酌一切情

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原判決未依證據逕認定被上訴人受有上揭薪資支出之損害，其認定事實未依證

據，違反證據法則』，而上訴人於原審更審程序中已依上開發回意旨提出「薪資扣繳憑單 21 紙」該發回意

旨足使上訴人認為只要提出『薪資扣繳憑單』，即可證明系爭競標成本公司職員薪資支出及異議成本公司

職員薪資支出之損害。」「原審若認為該『薪資扣繳憑單僅能證明上訴人有支付員工薪水之事實，並不足

以認定係因準備投標或異議、申訴而增加之支出，尚難認屬準備投標或異議、申訴而支出之必要費用』，

自應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規定，向上訴人為發問或告知，令其陳述有無因準備系爭標案之投標及其後

之異議而增僱人員或原有人員因該標案加班，而支出增僱人員之薪資或原有人員之加班費，並聲明證據，

將調查證據之結果命兩造為事實上及法律上之辯論，始符程序。」 
88 判決原文摘要：「原告所提出薪資扣繳憑單 21 張，其上僅記載原告公司員工 94 年或 95 年間之薪資所

得，無從證明薪資扣繳憑單上載人員與本件準備投標及異議程序之關聯性，即原告前揭薪資之支出並非因

參與系爭標案而於準備投標、異議暨申訴期間投入、增加員工薪資支出，且原告訴訟代理人當庭亦陳稱，

若無系爭標案，原告仍應給付該等員工前揭薪資﹍，足知扣繳憑單上所載薪資支出，係屬原告有無參與系

爭標案之投標，均應支付經常性人員薪資及維持人員所需之間接成本。核之上開說明，原告所主張之前揭

薪資支出，自難認為準備投標或異議所實際支出之必要費用。原告另以員工之各類所得扣繳憑單作為從事

系爭標案投標階段之平均收入，再以勞保之投保薪資作為其正常上班期間之薪資， 兩者之差距即為正常上

班期間以外之加班支出云云，然薪資扣繳憑單所載薪資與勞保之投保薪資間之差額，並非當然等於加班費

用。是原告依政府採購法第 83 條第 3 項規定，請求被告償付其所支出之人力薪資費用，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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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困難，亦即是舉證責任的問題。因此該判決決定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 222

條 2 項來酌定賠償金額。 

至於酌定的方式，該判決認為，在競標階段，原告是信賴機關會以正當法

定程序進行招標，因此才會耗費競標等相關成本。而當機關違法時，廠商便有信

賴利益之損失，而其信賴利益之損失即為機會成本之損失。亦即，若廠商預期機

關不會循正當法定程序招標，即不會投入成本於該競標程序，而會投入其他業務

或競標其他標案。但廠商即使投入其他營業活動，該成本投入也未必會有收益，

所以這種損失金額也很難確定，而由於欠缺參考指標，該判決只好酌定為一半（成

功及失敗的機會各半）。而就申訴異議階段的人力投入，該判決也是用同樣的推

估方式，只是認為廠商在該階段應有保留證據之意識，且申訴所用資料可建立在

競標階段所用資料，而再打對折。 

但本文認為，信賴利益之賠償應使廠商回到如未進入該締約過程之狀態。

則若廠商未進入該締約過程，雖然同樣須給付員工薪資，但可將人力投入於其他

營業活動，則此部份之人力投入實屬完全損失。至於其他營業活動是否會產生收

益，似乎應為另一不相涉之問題。如果法院認定，要廠商證明其人力投入與競標

／申訴活動之關連確有困難，似乎可以其他方式降低舉證責任，而非倉促論定為

其競標期間人員薪資之一半。 

最高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判字第 2001 號判

決）廢棄該一審判決的這部份，並發回更審時，稱該判決之上述見解「固非無見」，

但並未說明是否完全同意該見解。其發回主要意旨是認為一審並未要求原告善盡

舉證責任即認舉證困難而酌定賠償，並不適當。 

發回後的更一審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訴更一

字第230號判決）便不再降低舉證責任，而直接採取與過去多數判決一致之見解，

認為廠商原本就要給付員工薪資，除非能證明員工因此競標／申訴活動而有加班，

且導致廠商薪資支出增加，否則均非必要費用。 

該判決後經最高行政法院二度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

判字第 339 號判決），理由是調查證據程序不夠完備，對於員工薪資是否屬必要

費用，仍未說明其見解。最新的一審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13 年度（民國

102 年）訴更二字第 71 號判決）要求原告提出更多證據，但最後仍認為只有因

競標／申訴活動所「增加」的員工薪資支出，才符合必要費用，而既然無法證明

有因此增加之薪資支出，這部份請求便無法准許。 

最高行政法院兩度發回更審，卻未對如何判定員工薪資屬「必要費用」表

示見解。而兩度發回後的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其實並未推翻最初一審法院對償

付請求權為「信賴利益賠償」之定性，但對於何謂必要費用，卻完全未就信賴利

益賠償的角度討論，而是直接都採取之前實務多數見解，認為一般員工薪資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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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必要費用，而即使可證明有員工加班薪資，也會因無法證明加班與投標等程序

之關連，而無法准許。這樣的見解似乎忽略了採購法 85 條 3 項所稱之「必要」

費用，係指對備標、投標、申訴活動必要而言，也未顧及廠商進行這些活動不可

能不需要人力之現實。 

 

（五）對律師費之見解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07 年度（民國 96 年）訴字第 2857 號判決】認為「原

告在異議申請程序中聘僱律師之報酬支出 135,000 元部分，其支出之真實性已經

證明，而其支出之必要性基本上是要立基在實證基礎上，由案件之繁難度來個案

式決定，本案案情複雜，原告為踐行異議申訴程序而委請律師，實屬必要，其此

部分請求應全額許可。﹍本院認為信賴利益損害賠償之範圍基本上是實證議題，

而非規範議題。費用支出與損害形成間之必要性判斷亦然，是以不能因為在規範

上，政府採購法沒有採取律師強制代理原則，即認定原告在異議申訴階段，為了

說明被告之違法行政作為不需要律師之專業協助。實則從本案爭訟之複雜性及其

二造之爭議強度觀之，原告確有尋求律師協助之必要。」而【最高行政法院 2011

年度（民國 100 年）判字第 2001 號判決】就此部份維持原判，認同其見解。 

本案中求償之律師費在第一次上訴至最高法院時便已判決確定，法院見解符

合本法條所定原意，以該費用是否為廠商實際上進行該程序時所必要支出，來決

定得否准許，並就能證實的部份如數賠償，固值得肯定。但因為法條僅規定可請

求異議申訴階段之必要費用，而未及於訴訟階段之費用。而我國法院對訴訟費用

之判決，一向不包含律師費。因此可想見遠高於異議程序支出之律師報酬，廠商

亦不可能依此請求。 

 

五、小結 

（一）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請求權為基於行政法上債務關係之締約過失責任 

綜上所述，我國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請求權之定性，在實務上有多種見解，

但多數見解認為此為民法損害賠償規定之例外規定，而依「例外規定解釋從嚴」

原則，將必要費用認為「實際已支出之直接且必要費用」，且對所謂「必要」做

最限縮之解釋，使本法條原本使申訴成功之投標者至少獲得費用賠償之原意難以

實現。 

而本文認為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之投備標及異議費用請求權，應係國家立於

準私人地位，與人民進入特別密切之契約商議階段時，因其違反法定之締約階段

義務（誠信原則、平等透明原則等），而須負擔之締約過失責任。亦即該請求權

為機關基於行政法債務關係所生之責任，其責任類似民法上契約責任。此與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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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上侵權責任之國家賠償責任係屬不同性質，因此兩者似乎應可並存，亦即該

條項與國家賠償法並非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因此，廠商除該償付請求權條所

列損害外如有其他損害，且符合國家賠償法所規定之要件，應可依國家賠償法求

償。 

廠商依據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所得請求者，應為信賴利益之損害賠償。原則

上在信賴利益範圍內者，皆應受到賠償。但是法條將賠償範圍限制在「準備投標、

異議及申訴之必要費用」，限縮損害填補的範圍。因此，當廠商以本條為請求權

基礎時，法院應審酌之順序是：(1)機關採購行為是否違法；(2)廠商是否因機關

違法而有信賴利益受損；(3)信賴利益包含的範圍：所受損害（如投標、備標、

申訴之人力成本、申訴審議費及訴訟費、投標文件印製裝訂郵寄費等）及所失利

益（如喪失其他締約機會或所失契約之履行利益）；(4)按法條規定限縮賠償範

圍：僅限備標、投標、異議中之必要部份。其審酌順序中應判斷之因果關係大致

如下：機關先契約義務之違反 → 損害成立之因果關係→  廠商信賴利益受損 

→ 賠償範圍之因果關係→ 信賴利益損害應賠償範圍（所受損害+所失利益）→

依法條規定「必要」範圍限縮賠償→ 備標、投標、申訴費用中之必要部份。 

 

（二）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之必要費用應指「為備標、投標，以及異議所必要」 

就費用範圍而言，大多數判決都認為必須以「直接必要」且「已支出」為

限，且經常性人事費用支出係本於雇傭契約之義務，而非為投標所支出，且證明

困難，因此亦不准求償。但本文認為，採購法 85 條第 3 項所稱之「必要」費用

係指「廠商為進行備標、投標，以及異議所必要」，而非指廠商支付予其受雇人

之薪資是否「必要」，因此法院之見解恐有誤解。此外，多數判決對投標廠商將

備標工作外包予其他專業個人或組織時所支出之費用，均認為廠商可證明其事實

上之必要性而請求賠償。但在異議或申訴程序中，廠商委託律師代理或向律師為

法律諮詢所支出之費用，則常以法律未規定須強制代理而予以駁回，似乎對於法

律專業與其他專業有不同判斷標準，亦值得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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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聯邦政府採購之相關法規與實務 
美國為世界上政府採購金額最龐大的國家，也是政府採購協定的簽署國。

根據美國提供給世界貿易組織，來自聯邦採購統計資料系統（Federal Procurement 

Data System，簡稱PDS）的最新 2008 年會計年度之聯邦採購年報，其聯邦政府

50 個主要機構於該年度，符合採購協定門檻金額以上的財物與服務採購金額達

3794 億美元，工程採購金額也達 2788 億美元，合計總金額 6582 億美元，大約

相當於 19 兆台幣以上 89。而且其中在美國本土以外進行的採購總金額亦多達 424

億美元，約當 1 兆 2 千萬台幣 90

此外，雖然目前世界上成文法系與普通法系這兩大法系已逐漸融合，難謂

再有完全的成文法或普通法國家

。由此可以明顯看出美國政府驚人的採購實力，

且其對國外廠商開放之採購市場之龐大。 

91

 

。但基本上我國仍屬大陸法系國家，而美國則

為普通法系代表性國家之一，與我國在司法實務運作上有相當差異。因此無論從

實際利益或學術研究之觀點，美國在政府採購上之司法實務見解都具相當之國際

影響力與參考價值，而有研究之價值。 

一、聯邦政府採購相關法規概述 

（一）成文法與案例法 

美國係普通法國家，傳統上，其法律主要來源是法官藉由法院判決「造法」，

以「遵循先例」作為司法之核心原則。但是近年來普通法系與大陸法系互相影響，

美國立法機關制定的成文法亦已日益增加，尤其是程序法部份 92

由於美國為一聯邦國家，各州政府仍保留相當之立法與司法權，各州之間

可能差異甚大，因此本文將討論範圍侷限於聯邦政府之公共採購。目前規範美國

聯邦政府採購之主要法規為「聯邦採購規則系統」（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System, FARS）。該系統整合了聯邦行政機關採購之政策及程序，其中包括所有

聯邦行政機關一體適用的「聯邦採購規則」（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 簡

稱FAR），收錄於「聯邦行政規則彙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第 48 篇

第 1 章（48 CFR Chapter 1）；以及各機關為適用或補充FAR而自行頒佈之細則，

則收錄於CFR第 48 篇第 2 至第 99 章（48 CFR Chapter 2-99）。另外並有「聯邦採

，而在公共採購

部份亦訂定許多成文法規加以規範。 

                                                      
89 適用政府採購協定之採購，至少須符合三項要件，首先採購機關必須在各國各自列舉之機關清單中；其

次採購項目亦必須在各國列舉清單中，且為協定未排除之貨品、或協定列舉之服務或營建；最後，採購金

額必須超過門檻金額。詳見：羅昌發，同註 1，頁 399-407。 
90 WTO,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tatistics,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gpstat_e.htm；

http://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10/GPA/USA/10_1332_00_e.xls, last visited on June 20, 2014. 
91 王澤鑑，英美法導論，頁 3，2010 年。 
92 王澤鑑，同前註，頁 3。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gpstat_e.htm�
http://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10/GPA/USA/10_1332_00_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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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政策局法」（Office of Federal Procurement Policy Act）規定由「聯邦採購政策

局」掌管聯邦機關採購政策，並得審查各機關的採購內規 93

美國亦是「政府採購協定」之簽署國，在參議院的批准下，眾議院以修改

1979 年貿易協定法案的方式，將協定的要求融入美國法令當中。政府採購協定

其實並沒有實質上改變美國聯邦採購規則中當時已經存在的準則及規定，但確實

大幅限縮了美國採購上先前優惠國內廠商的法條，例如「Buy American Act」以

及「Balance of Payment Program」等所適用的範圍。美國共有三十七州同意受採

購協定的規範，但通常都只限於行政機關的採購。而除了極少數例外之外，地方

政府的採購並不在協定規範內

。 

94。「聯邦採購規則」第 25 部分並就外國廠商參與

投標之政策與程序有特殊規範 95

 

。 

（二）救濟途徑 

美國的採購爭議大致上可區分決標爭議及契約爭議，就本文研究範圍之決

標爭議而言，可分別循行政爭訟或司法訴訟程序進行。行政救濟並非司法救濟的

前提要件，對決標相關決定不滿之廠商可逕行提出司法救濟。但行政救濟有時間

較迅速之優點，因此大多廠商還是會先循此救濟。此外，行政救濟可向招標機關

提起，也可向「聯邦審計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提起，

同樣沒有先後要求 96

行政救濟部份，若廠商係向招標機關提起異議，機關應依「聯邦採購規則」

審理。但若向聯邦審計署提出，審計署係依據「聯邦採購規則」中的「對審計署

提起異議」章節（Protests to GAO, 48 CFR 33.104），以及「審計署招標異議規則」

（GAO Bid Protest Regulations, 4 CFR Part 21）辦理，而若兩者規定有抵觸時，則

以後者為準

。 

97。而依上述規定，若機關自行認定，或經審計署認定，機關在採購

過程中有不當或違法時，機關應支付異議人為備標、投標以及提起異議所需之「適

當的費用」（appropriate costs），包括「合理的」（reasonable）律師費、顧問

費及專家證人費用，但不包括利潤 98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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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4-126，2002 年。 

。 

94 Jean-Jacques Verdeaux, Public Procurment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Study, 716, 713, PUBLIC CONTRACT LAW JOURNAL Summer (2003). 
95 WTO 入口網，美國政府採購制度摘要，

http://www.trade.gov.tw/cwto/Pages/Detail.aspx?nodeID=473&pid=311891&dl_DateRange=all&txt_SD=&txt_ED
=&txt_Keyword=&Pageid=0  
96 曹志仁，同註 93，頁 127。 
97 林清強，同註 5，頁 87。 
98 4 CFR 21.8 (d): If GAO determines that a solicitation, proposed award, or award does not comply with statute 
or regulation, it may recommend that the agency pay the protester the costs of: (1) Filing and pursuing the 
protest, including attorneys' fees and consultant and expert witness fees; and (2) Bid and proposal 
preparation.  
48 CFR 33.102 (b) If, in connection with a protest, the head of an agency determines that a solicitation, proposed 
award, or award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law or regulation, the head of the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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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規則中對於特定費用之上限也有限制。例如除了中小企業適用之特

殊情況外，機關付給廠商之顧問或專家證人費用不得超過政府機關依法聘請專家

證人時之最高費率。而機關付給廠商之律師費也不得超過 150 小時的費用，除非

機關根據主計長之建議認為應基於生活標準調高，或因其他特別因素而按個案調

整 99

另外，上述採購及異議審查規則中，並明定可准許之費用（costs）原則上

應符合「合理且有關連」（allocable and reasonable）之標準。此規定雖為行政規

則，但法院在審查機關應賠償之費用時皆沿用以上標準

。 

100

 

。 

二、未得標廠商因機關違法請求賠償實務 

（一）管轄 

美國係聯邦國家，聯邦及州各自設有獨立的法院系統，而聯邦法院僅就特

定事項取得專屬的事物管轄權101

在美國的司法傳統上，國家享有主權豁免（Sovereign Immunity），也就是

指政府除非放棄其豁免權，否則原則上享有不被訴之權利

。本文所探討之投標廠商對聯邦政府機關之求償

案件，依成文法之規定，目前屬聯邦地方法院或聯邦賠償法院專屬管轄。但此類

案件的確切管轄權歸屬在歷史上曾有更迭，因此以下簡略介紹。 

102。但1887年通過的，

一般所稱的「塔克法案」（Tucker Act），使聯邦政府放棄了部份的主權豁免。相

關法條後來被分別彙編入28 U.S.C.§1346(a)103以及28 U.S.C.§1491104

                                                                                                                                                        
may—…;(2) Pay appropriate costs as stated in 33.104(h). 

。 

48 CFR 33.104(h): (h) Award of costs. (1) If the GAO determines that a solicitation for a contract, a proposed 
award, or an award of a contract does not comply with a statute or regulation, the GAO may recommend that 
the agency pay to an appropriate protester the cost, exclusive of profit, of filing and pursuing the protest, 
including reasonable attorney, consultant, and expert witness fees, and bid and proposal preparation costs…. 
另參曹志仁，同註 93，頁 130-131，148-149。 
99 48 CFR 33.104 h(5) No agency shall pay a party, other than a small business concern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3(a) of the Small Business Act (see 2.101, “Small business concern”), costs under paragraph (h)(2) of this 
section— 
(i) For consultant and expert witness fees that exceed the highest rate of compensation for expert witnesses 
paid by the Government pursuant to 5 U.S.C. 3109 and 5 CFR 304.105; or 
(ii) For attorney's fees that exceed $150 per hour, unless the agency determines, based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mptroller General on a case-by-case basis,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living or a special factor, such 
as the limited availability of qualified attorneys for the proceedings involved, justifies a higher fee... 
100 48 CFR 31.201-2 Determining allowability.  
(a) A cost is allowable only when the cost complies with all of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1) Reasonableness. 
(2) Allocability. (3) Standards promulgated by the CAS Board, if applicable, otherwise,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appropriate to the circumstances. (4) Terms of the contract. (5) Any 
limitations set forth in this subpart. 
101 王澤鑑，同註 91，頁 98-100。 
102 Gray v. Bell, 507, 712 F. 2d 490 (D.C. Cir. 1983). 
103 28 U.S.C.§1346(a)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concurr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 of:(1) Any civil acti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recovery of any internal-revenue 
tax alleged to have been erroneously or illegally assessed or collected, or any penalty claimed to have been 
collected without authority or any sum alleged to have been excessive or in any manner wrongfully col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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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塔克法案當初規定，人民對聯邦政府的金錢賠償請求應屬「美國賠償

法院」（U.S. Court of Claims）管轄105。依據該法條，人民可主張機關違反成文法，

或違反契約或非契約義務，而請求金錢賠償。而「美國賠償法院」後來在1982

年依「聯邦法院改造法案」（Federal Courts Improvement Act of 1982）更名為「聯

邦賠償法院」（Court of Federal Claims）。更名後的「聯邦賠償法院」保有原「美

國賠償法院」的所有原管轄權。該法院專司人民基於憲法、聯邦法律、行政規則，

以及明示或默示契約，而對聯邦政府提起的金錢給付請求訴訟106

但哥倫比亞聯邦巡迴法院在1970年的Scanwell Laboratories, Inc. v Shaffer案

中認定未得標者得根據行政程序法起訴，並認為聯邦地方得依此取得管轄權

。該法院與聯邦

地方法院屬於同一個層級，都是一審法院，但由於是專門審理人民對聯邦政府機

關的訴訟，性質類似我國的行政法院。. 

107，

而使聯邦地方法院與當時的「美國賠償法院」產生管轄權衝突。為解決此爭議，

1996年的「行政爭議處理法案」（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6，

簡稱ADRA）使上述兩法院都可審理聯邦機關決標前與決標後的投標者爭議，並

同樣可准許賠償備標及投標費用，且聯邦地方法院所管轄的這類案件並無金額限

制108

而除了決標爭議以外，聯邦地方法院原本依據案例法而取得管轄的，其他

人民基於憲法、聯邦法律、行政規則，以及明示或默示契約，而對聯邦政府提起

的金錢給付請求訴訟，其管轄權則於2001年1月1日到期

。 

109。目前只有求償金額在

一萬美金以下者，聯邦地方法院才能管轄110

                                                                                                                                                        
under the internal-revenue laws; (2) Any other civil action or claim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not exceeding 
$10,000 in amount, founded either upon the Constitution, or any Act of Congress, or any regulation of an 
executive department, or upon any express or implied contra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for liquidated or 
unliquidated damages in cases not sounding in tort, except that the district courts shall not have jurisdiction of 
any civil action or claim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founded upon any express or implied contra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而不論係聯邦賠償法院或地方法院

104 28 U.S.C. § 1491(a)(1):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render judgment 
upon any claim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founded either upon the Constitution, or any Act of Congress or any 
regulation of an executive department, or upon any express or implied contrac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r for 
liquidated or unliquidated damages in cases not sounding in tort… 
105 Id. 
106 http://www.uscfc.uscourts.gov/about-court, last visited on 19 May, 2014. 
107 Scanwell Laboratories, Inc. v The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424 F. 2d 859 (137 U.S. App. D.C. 371 1970, 
[69] [75]. 
108 Pub. L. No. 104-320, § 12(a)(3); also see 28 U.S.C. § 1491 (b)(1) : Both the Unites State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 and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render judgment on an action by an 
interested party objecting to a solicitation by a Federal agency for bids or proposals for a proposed contract or 
to a proposed award or the award of a contract or any alleged violation of statute or regul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a procurement or a proposed procurement. Both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 and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entertain such an action without regard to whether suit is 
instituted before or after the contract is awarded. 
109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6, Pub. Law 104-320 (amending Pub. Law 101-552 and Pub. 
Law 102-354), Sec. 12-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Federal Claims and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Bid Protests. (d) Sunse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district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ver the actions 
described in section 1491(b)(1) of title 28, United States Code (as amended by subsection (a) of this section shall 
terminate on January 1, 2001 unless extended by Congress.  
110 28 U.S.C. § 1346(a)(2) , supra note 103. 

http://www.uscfc.uscourts.gov/about-court�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0 
 

的上訴審，都由聯邦巡迴上訴法院（Courts of Appeals）管轄111

 

。 

（二）訴權（當事人適格） 

若廠商係依據 28 U.S.C. §1491(b)(1)法條規定，請求投標備標費用，則該條

中「利害關係人」的定義係沿用「審計署招標異議規則」的規範，因此包括實際

投標人跟可能投標人都可提起此類訴訟 112 Digitalis Educ. 

Solutions, Inc. v. U.S.

。至於其詳細標準，在

案中，法院解釋「利害關係人」必須是「直接經濟利益會受

系爭契約影響的實際或預期的投標者」。換言之，利害關係人必須證明(1)它是

實際投標者或預計投標者，而且(2)它對此有直接的經濟利益。所以，若是還沒

有實際投標者，必須預計在等標期間結束前「預期」會投標（An interested party 

is an actual or prospective bidder whose direct economic interest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award of the contract.）113。而要證明有「直接的經濟利益」，則必須證明

它有「相當的機會」贏得合約 114

 

。 

（三）請求權基礎 

1. 成文法上之依據 

現今美國的成文法已經明確規範，參與聯邦採購之廠商得向聯邦政府起訴，

請求機關違法而給予一定的金錢賠償。28 U.S.C. §1491(b)(1)規定，「利害關係當

事人」（interested party）可以對招標文件內容、決標或擬決標的行為、違反某

一購案或計畫購案的相關法令規章，提起訴訟 115。28 U.S.C. § 1491(b)(2)法條並

規範法院就此類案件可給予禁制令或金錢賠償之救濟，但金錢賠償限於備標及投

標費用 116

但是除了上述就政府採購投標者之特別規定外，亦有其他成文法有適用可

能。包括 28 U.S.C. §1491(a)(1)規定，人民得對聯邦政府提起三種類型的損害賠償

請求：第一是根據憲法、國會通過之法律，或其他行政部門之規則所生之請求；

。該規定與我國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相當近似。 

                                                      
111 美國聯邦法院的三層金字塔結構係由「聯邦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s）、巡迴上訴法院（Courts of Appeals），
以及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構成。「聯邦賠償法院」則為特定事項的第一審管轄法院，但「巡迴上訴法

院」可對其判決加以審查。參見王澤鑑，同註 91，頁 101-107。 
112 曹志仁，同註 93，頁 153；另參 Bid Protest Regulations, § 21.0 Definitions. (a)(1) Interested party means an 
actual or prospective bidder or offeror whose direct economic interest would be affected by the award of a 
contract or by the failure to award a contract. 
113 Digitalis Educ. Solutions, Inc. v. U.S. 1384, 664 F.3d 1380 (Fed. Cir. 2012); 並參見 MCI Telecomms. Corp. v. 
United States, 365, 878 F.2d 362 (Fed.Cir.1989). 
114 Digitalis Educ. Solutions, Id. 1385. 
115 28 U.S.C. §1491(b)(1) , supra note 108. 
116 28 U.S.C. §1491(b)(2) : To afford relief in such an action, the courts may award any relief that the court 
considers proper, including declaratory and injunctive relief except that any monetary relief shall be limited to 
bid preparation and proposal costs.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506&FindType=Y&SerialNum=202680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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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基於與聯邦政府之明示或默示契約的契約上請求，第三是其他非基於侵權

行為，亦非基於契約，但原告主張有權請求政府支付金錢之請求 117

 

。事實上，

在 28 U.S.C. §1491(b)增定之前，聯邦地方法院便認為，主張機關違法而受有損害

之投標廠商可以依本條主張聯邦政府違反在投標階段成立的默示契約，而向聯邦

政府請求賠償。 

2. 普通法上之依據 

雖然目前參與聯邦採購之廠商若主張機關違法而導致其損害，可直接依據

上述成文法規定，依據28 U.S.C. §1491(b)(1)請求備標以及投標費用。但此規定並

未否決1491(a)(1)所規定的其他人民得求償之依據，包括普通法上的契約法法

理。 

在聯邦的契約法中，法院一向認為，當政府進入市場時就是立於如私人的

立場締約，而必須受普通法的廣泛效力拘束118。早在1876年的United States v. 

Bostwick案中，法院即表示美國政府在與其公民締約時，在這方面拘束其公民的

法律同樣拘束政府119。而在1875年的Cooke v. United States120案中，最高法院也

表示聯邦政府進入商業領域時，就必須受制於在此領域規範人民的同樣法律121。

而法院也很早就認定，誠信原則為私人之間契約的基礎原則，因此聯邦政府與人

民締約時，也應受誠信原則的拘束。在1874年的Corliss Steam-Engine Co. v. United 

States案中，當時成立不久的美國賠償法院便宣示聯邦政府與其締約廠商來往時，

必須堅持「最嚴格的公平正義」（in the strictest fairness and justice）122

不過，即使法院認定聯邦政府與廠商立約時，應受私人契約同樣的法理拘

束，但美國最高法院在1940年的Perkins v Lukens Steel Co.案中表示，規範政府與

民間契約的聯邦法條的唯一目的在於保障政府的利益，並未賦予投標者任何法律

上可主張（enforceable）的權利，因此投標者無法依此請求賠償

。 

123。這項最高法

院的指標性判決多年來都是阻止未得標者尋求司法救濟的一大阻礙，而使聯邦機

關採購案投標者向聯邦政府請求償還備標及投標費用的案子，相對而言仍較少

見124

                                                      
117 28 U.S.C. § 1491 (a)(1), supra note 

。 

104. 
Also see Legal Information Institute, Tucker Act, http://www.law.cornell.edu/wex/tucker_act, last visited on June. 
10, 2014. 
118 Frederick W. Claybrook, Jr., Good Faith in the Termination and Formation of Federal Contracts, MD. L. REV. 555, 
555 (1997). 
119 United States v. Bostwick, 66, 94 U. S. 53 (1876). 
120 Cooke v. United States, 398, 91 U.S. 389 (1875). 
121 Claybrook, supra note 118, 555. 
122 Corliss Steam-Engine Co. v. United States, 502, 10 Ct. Cl. 494 (1874), aff'd, 91 U.S. 321 (1875) .  
123 Perkins v Lukens Steel Co., [12], [16], 310 U.S. 113 (1940). 
124 Thomas J. Goger, J.D., Recovery from United States of costs incurred by unsuccessful bidder in preparing and 
submitting contract bid in response to government solicitation, §2[a] Background, summary, and 

http://www.law.cornell.edu/wex/tucker_act�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PROFILER-WLD&DocName=0321175101&FindType=h�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8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876154375&ReferencePosition=6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8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875149824&ReferencePosition=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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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後來最高法院開始以契約法理肯認未得標者向締約機關主張賠償之訴權。

在1956年的Heyer Products Co. v United States案中，美國賠償法院雖仍認定政府

採購法令目的在於保障公共利益，而非投標者，但表示機關發出的招標公告中包

含一項默示條件（implied condition）：承諾會對廠商依此公告所為的所有投標

誠實的考量；而且最後會被接受的標，一定是契約官真誠認為最有利於政府的。

因此，如果政府違反了這項條件，未盡到誠實考量每項投標的義務，則特定投標

者所花費的備標及投標費用就平白浪費了，因此投標者有權要求償還該費用125

因此，有學者認為，用普通法上的術語來說，由於聯邦採購受到高度規範，

有眾多法條、規則、法規規範了政府契約的協商、競爭跟決標程序等，因此機關

與廠商均可合理期待機關應在何時，以何種方式決定締約對象，這些法規內容也

就構成他們就此採購的初步合意的實質內容

。 

126。亦即每個投標者的合理預期都包

含政府會遵守所有應適用的採購法規，而當政府違法時，也就違反了投標者的合

理預期，亦即違反了誠信（good faith）與合理交易（fair dealing）的義務。因此，

當機關違反採購法規時，廠商請求救濟的基礎不僅是行政程序法，也應包括機關

違反了合理公平對待投標者的默示契約127

但法院雖穩定承認招標機關發出招標公告時，便隱含會公平誠信對待所有

投標者的條件，但美國聯邦賠償法院及聯邦地方法院目前仍認為，基於28 U.S. 

Code §1491 (b)2的規定，因機關違法而未得標者僅可受償投標備標費用

。 

128

 

，而無

法依普通法上之契約法理受償主契約的履行利益。但如前所述，其實此規定並未

否決1491(a)(1)所規定的其他人民得求償之依據，因此聯邦法院之見解似乎有參

酌之餘地。 

3. 侵權法上之依據 

在 1973 年的Armstrong & Armstrong, Inc. v United States129

                                                                                                                                                        
comment—Generally, 30 A.L.R. Fed. 355. 

 案中，美國聯邦第

九巡迴法院判決未得標者得受償備標費用，也肯認塔克法案讓法院得以審理投標

者訴訟，但仍否決投標者得依「聯邦侵權賠償法案」（Federal Tort Claims Act）

請求賠償，理由是該法案之28 U.S.C. §2680(h)規定，原告不得以「侵害契約權利」，

而依侵權賠償法案請求損害賠償。依據 28 U.S.C. § 2680(h)，原則上人民若主張聯

邦政府官員傷害、攻擊、違法拘禁、違法逮捕、惡意起訴、程序濫用、污辱、毀

謗、不實陳述、欺瞞、侵害契約權利等，並因此請求賠償者，不得適用侵權賠償

125 Heyer Products Co. v United States, 412-413, 140 F. Supp. 409 (135 Ct Cl 63, 1956). 
126 Claybrook, supra note 118, 593-594. 
127 Id. 595-596. 
128 Sam A. Mackie, J.D., Proof That a Government Agency Was Liable for Improperly Granting a Bid Award to a 
Bid Applicant, § 13. Damages: Competitive bidding challenges, 70 AMJUR POF 3d97, Database updated April 2013, 
§ 13. Damages: Competitive bidding challenges. 
129 Armstrong & Armstrong, Inc. v United States356 F. Supp. 514 (DC Wash 1973), aff’d 514 F2d 402 (CA9 W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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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130

之後在 1975 年的Scanwell Laboratories, Inc. v Thomas

。 

131案中，未得標的投標

者也主張機關違反採購規則而決標予另一投標者，是侵權行為。但哥倫比亞巡迴

法院認定，原告所主張的侵權行為，應是指被告政府機關過失而為不實陳述，此

亦為侵權賠償法案中所列的例外，所以不得依此求償 132

換言之，其實法院認為機關於此情形中確實有可能成立侵權行為，只是但

因為成文法明定了聯邦政府得以被訴之界限，而此種侵權行為被排除在外，所以

原告不得主張。 

。 

 

（四）得請求賠償之前提 

如前所述，現今「利害關係人」可依據成文法規定，對機關之招標文件內

容、決標、擬決標的行為、違反某一購案或計畫購案的相關法令規章，提出訴訟。

而法院認為有理由時，可給予金錢賠償之救濟，但賠償範圍限於備標及投標費

用133

聯邦地方法院自從在1970年的Scanwell Laboratories, Inc. v. Shaffer案件中依

行政程序法取得管轄權後，至今對這類訴訟累積的一貫見解大致可總結為： 受

到政府締約決定不利影響者，必須證明 (1)採購官員的決定無合理基礎或(2)採購

程序有明顯而有偏見地違反適用的法條或行政規則

。但此條文並未具體規範法院得依據什麼標準判斷機關之行為違法，亦未規

定其賠償之定性，更未規定賠償金額之判斷標準，因此法院仍須遵守普通法之前

例適用法則，而逐步累積出法院就此類案件建立之操作規則。 

134，才可獲得救濟。而聯邦賠

償法院雖然有不同的管轄基礎，但從1982年後就適用幾乎相同的標準判斷是否准

許救濟。甚至現在的成文法條要求標準也是如此135

 

。 

1. 機關行為須「恣意獨斷」而違法 
                                                      
130 28 U.S.C. § 2680(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and section 1346(b) of this title shall not apply to—(h): (h) 
Any claim arising out of assault, battery, false imprisonment, false arrest, malicious prosecution, abuse of process, 
libel, slander, misrepresentation, deceit, or interference with contract rights: Provided, That, with regard to acts 
or omissions of investigative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hapter and section 1346(b) of this title shall apply to any claim arising, on or after the date of the enactment of 
this proviso, out of assault, battery, false imprisonment, false arrest, abuse of process, or malicious prosecu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ubsection, "investigative o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means any officer of the United 
States who is empowered by law to execute searches, to seize evidence, or to make arrests for violations of 
Federal law. 
131 Scanwell Laboratories, Inc. v Thomas, 521 F. 2d 941 (172 U. S. App.D.C. 281, 1975). 
132 Goger, supra note 124, § 4. View that tort claim for bid expenses is barred by Tort Claims. 
133 28 U.S.C. §1491(b)(1) , supra note 108. 
134 Claybrook, supra note 118, 555. 
135 U.S.C §1491(b)(4) “ …the courts shall review the agency's decision pursuant to the standards set forth in 
section 706 of title 5.” Pub. L. No. 104-320, § 12(a)(3), 110 Stat. 3870, 3875 (to be codified at 28 U.S.C. § 
1491(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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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是否違法之判斷標準係依據「默示契約」的法理而來。在「塔克法案」

使聯邦政府得就契約上請求被訴之後，法院大都認定政府招標公告隱含了公平對

待所有投標者的默示契約（implied contract），機關因此契約而有誠信義務，以

及決標與最有利投標者的義務。但投標者必須證明到機關之決標或招標行為係恣

意或獨斷，才算違反誠信義務，而應償還備標費用。如美國賠償法院在Heyer 

Products Co. v United States案中所言，並非所有未得標的投標者的投標備標費用

都應獲得賠償，必須有清楚有力的證據（clear and convincing proof）證明，機關

的招標是「詐欺的投標引誘」（fraudulent inducement for bids）。也就是機關並

非基於誠信進行招標，其招標係為了掩蓋其事實上欲決標給特定偏好投標者之真

正目的，且係故意的，恣意的，獨斷的（wilfully, capriciously, and arbitrarily）忽

視其應與最有利投標者締約之義務136

而在最早肯認投標者可主張機關違法，而獲得賠償的Scanwell案中，法院認

為根據行政程序法所定的司法審查範圍

。 

137，在此類案件中，受政府締約決定不利

影響者要獲得救濟的前提為證明： (1) 採購官員的決定無合理基礎或(2)採購程

序有明顯而有偏見地違反適用的法條或行政規則138

而在Keco Industries, Inc. v United States

。 

139

相對的，該判決亦認為，廠商若僅證明採購官員未盡到謹慎審查的義務（due 

diligence）而構成輕過失（simple negligence），仍不足以顯示其有恣意或獨斷行

為，因此機關也無須償還備標費用

案中，法院除了宣示，在未得標者

請求償還備標費用的訴訟中，最終的審查標準是機關行為是否恣意獨斷之外，並

就何謂恣意獨斷列出仍算簡略的四項審查次標準：(1)若採購官員主觀上違反誠

信（bad faith），使投標者的投標未能得到公平誠實的考量，通常就可准許賠償。

(2)若機關之決定「欠缺合理基礎」（no reasonable basis），通常就足以判定原

告有理由。(3) 相關法令賦予採購官員的裁量權越大，則廠商須舉證之程度越高。

(4)廠商若證明契約官違反相關成文法，通常就可獲得賠償，但並非必然如此。 

140

                                                      
136 Heyer Products Co. v United States, supra note 

。 

125, 414. 
137 5 U.S. Code § 706: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decision and when presented, the reviewing court shall decide 
all relevant questions of law, interpret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determine the meaning or 
applicability of the terms of an agency action. The reviewing court shall— 
(1) compel agency action unlawfully withheld or unreasonably delayed; and 
(2) hold unlawful and set aside agency action,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found to be—(A) arbitrary, capricious, an 
abuse of discretion, or otherwis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law;(B) contrary to constitutional right, power, 
privilege, or immunity;(C) in excess of statutory jurisdiction, authority, or limitations, or short of statutory 
right;(D) without observance of procedure required by law;(E) unsupported by substantial evidence in a case 
subject to sections 556 and 557 of this title or otherwise reviewed on the record of an agency hearing provided 
by statute; or (F) unwarranted by the facts to the extent that the facts are subject to trial de novo by the 
reviewing court. 
In making the foregoing determinations, the court shall review the whole record or those parts of it cited by a 
party, and due account shall be taken of the rule of prejudicial error. 
138 Claybrook, supra note 118, 555. 
139 Keco Industries, Inc. v United States, 492 F2d 1200 (C. C. 1974). 
140 Id. 1206-07, 另參見Goger, supra note 124, II. General considerations § 3[a] View that arbitrary or capri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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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法院認為，進行採購之相關官員的行為若為恣意獨斷，就可判定

機關違法而應賠償。但機關是否恣意獨斷，則應進一步審查相關官員是否違反誠

信，其決定是否欠缺合理基礎。而且，採購官員在個案中若享有越大的裁量權，

則原告所需舉證程度越高，若僅是證明採購官員未盡審慎審查的義務，通常並不

足夠。 

 

2. 機關違法行為與廠商之損害須有因果關係 

在證明機關有恣意獨斷之行為後，原告還必須證明其損害與政府官員在招

標過程中之不當行為有因果關係。例如在Descomp, Inc. v Sampson141案中，雖然

機關確實在招標要求中包含不合理的薪資條件，但原告在投標前即已經察覺這點，

也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卻又依據招標公告投標。而法院認為，如果依據法規，

原告必須投標才得向機關或審計署就招標條件提出異議，那麼就可認定原告因此

受有備標投標之損害。但是事實上並沒有任何法規限制原告可在投標前就提出異

議，因此原告在提出異議後，又依據公告投標，則其費用損失跟機關的招標條件

不合理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原告因此無法獲得賠償142

 

。 

3. 廠商須證明原本有「相當的」機會贏得合約 

而即使確認機關違法，且其違法與廠商損害有因果關係，廠商是否還須證

明自己本來有相當高的機會得標，才可獲得賠償？ 

在Digitalis Educ. Solutions, Inc. v. U.S.案中，法院認為可要求受償備標等費用

之所謂「利害關係人」必須是「直接經濟利益會受系爭契約影響的實際或預期的

投標者」， 而要證明利害關係人有直接的經濟利益，就必須證明它有「相當的

機會」（substantial chance）贏得合約143。之後的許多重要案件也有相同認定144

所以，綜上所述，目前美國聯邦法院普遍認定機關在發出招標公告時，當

中便隱含了會對每項投標給予誠實平等考量的承諾。因此，若未得標的投標者能

證明契約官在決標決定上有恣意或獨斷的行為，違反此隱含的契約的承諾，並證

明其行為與其所受損害有因果關係，且其原本有相當的機會可以得標，就得請求

機關賠償備標及投標費用。 

。 

 

                                                                                                                                                        
action by contracting officer may justify recovery—Generally. 
141 Descomp, Inc. v Sampson 377 F. Supp. 254 (DC Del, 1974). 
142 Goger, supra note 124, § 2[a] Background, summary, and comment—Generally. 
143 Digital Educ. Solutions Inc., v. US, supra note 113. 
144 Rex Service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and Associated Aircraft Manufacturing & Sales Inc., 1308, 448 F.3d 
1305 (Fed.Cir.2006); Information Tech. & Applications Corp. v. United States, 1319, 316 F.3d 1312 (Fed.Cir.2003).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506&FindType=Y&SerialNum=202680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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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得賠償之範圍 

1. 費用必須係「合理且相關」（reasonable and allocable） 

在行政救濟上，依據「聯邦採購規則」規定，若招標機關或審計署認定得

賠償提出異議的投標人備標投標及異議之適當費用時，其範圍包括合理之代理人、

顧問及專家證人之費用，及準備投標所支出之費用，但不包括利潤。但此規則為

行政機關，包括締約機關以及審計署，在處理採購爭議時須遵循之規則，司法判

決並不受其拘束。 

不過，根據「塔克法案」之 28 U.S.C. § 1491(b)(2)規定，法院對於「利害關

係當事人」就機關招標相關行為違法所能給予之金錢賠償限於備標及投標費

用 145，而由於「聯邦採購規則」就投標備標費用有明確的定義，因此法院在認

定賠償費用範圍時，仍依據此行政規則所定標準。依聯邦採購規則規定，投標備

標費用係指「備標、投標以及支持投標或提案所產生之費用」（costs incurred in 

preparing, submitting, and supporting bids and proposals）146。且必須是合理且有

關連（allocable and reasonable）的費用才得被准許 147

在Geo–Seis Helicopters, Inc. v. United States

。 

148案中，法院即採取前述標準，

認為廠商得受償之費用包括了準備投標、實際投標，以及支持投標與備標，以期

贏得政府契約所須之費用，但前提是其費用必須是「合理且相關的」（reasonable 

and allocable），也就是該費用必須是特定為系爭合約所產生的。該判決亦引用

Lion Raisins, Inc. v. 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決149，表示「可以作為備標費用而受償

的費用，必須是用於研究招標所定規格，檢視標單格式，檢驗成本因素，以及準

備標單，以及實際投標等150

 

 。」 

(1)「合理」之判斷標準 

Reema Consulting Services Inc. v. U.S. 151

                                                      
145 28 U.S.C. § 1491(b)(2), supra note 

案中，聯邦賠償法院亦認為，因為政

府在投標過程中的不公正行為而受害的投標者可以受償備標與投標費用，而該費

用必須是「合理且相關的」。至於何謂「合理」，法院引用聯邦採購規則中對於

116. 
146 FAR § 31.205-18(a) Definitions. “…Bid and proposal (B&P) costs means the costs incurred in preparing, 
submitting, and supporting bids and proposals (whether or not solicited) on potential Government or 
non-Government contracts. The term does not include the costs of effort sponsored by a grant or cooperative 
agreement, or requir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 
147 FAR § 31.205-18(c) Allowability. “Except as provided in paragraphs (d) and (e) of this subsection, or as 
provided in agency regulations, costs for IR&D and B&P are allowable as indirect expenses on contracts to the 
extent that those costs are allocable and reasonable.” 
148 Geo–Seis Helicopters, Inc. v. United States, 80, 79 Fed. Cl. 74 (2007); 650, 77 Fed. Cl. 633 (2007). 
149 Lion Raisins, Inc. v. United States, 631, 52 Fed. Cl. 629 (2002). 
150 “Expenses compensable as bid preparation costs are those in the nature of researching specifications, 
reviewing bid forms, examining cost factors, and preparing draft and actual bids.” 
151 Reema Consulting Services Inc. v. U.S., [12],[13] 107 Fed. Cl. 519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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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費用的定義。其中定有兩項標準，第一，一項費用如果就其性質及金額而言，

沒有超過一般謹慎之人在競爭性商業中所為行為，則可視為合理。而一項花費合

理與否，還必須考量該廠商或其各部門的狀況，因為有些部門可能不受限於競爭

限制。此外，法院不能因廠商已產生花費，即假定其為合理，亦即已支出並不代

表就必然合理。此外，若締約官員或締約官員之代表對事實初步審查後，認為某

特定花費得受質疑，則舉證責任應由廠商負擔152

第二，所謂合理，必須考量各種條件，包括(1) 這類花費通常是否被認為是

該廠商所屬行業，或其契約履行之正常且必要；(2)是否為普遍認定合理的商業

慣行，且此花費係基於公平磋商的基礎

。 

153，且符合聯邦或州之法律及行政規則；

(3)廠商對政府、其他客戶、企業所有人、企業僱員，以及一般社會公眾所須負

之責任；以及(4)是否重大偏離廠商既有業務的慣行154

 

。 

(2) 「關連」之判斷標準 

而關於如何認定其花費具備「關聯性」（allocable），法院亦引用聯邦採購

規則的規定，認為所謂關連性，是指該項費用，可在會計上可分配或歸於某一項

或一項以上的成本標的，而該成本係相對於某項利益或其他衡平關係而生。換言

之，一項花費若滿足以下要件之一，就可被認定係「特定分配」予特定政府契約：

(a)特定為此契約支出；(b)對此契約跟其他工作都有貢獻，而且可以以合理的比

例分配對應兩者所接收的利益；(c)係整體企業營運所必要，即使無法證明跟特定

成本標的有直接關係155

 

。 

                                                      
152 48 C.F.R. §31.201-3: Determining reasonableness: “(a) A cost is reasonable if, in its nature and amount, it 
does not exceed that which would be incurred by a prudent person in the conduct of competitive business. 
Reasonableness of specific costs must be examined with particular care in connection with firms or their separate 
divisions that may not be subject to effective competitive restraints. No presumption of reasonableness shall be 
attached to the incurrence of costs by a contractor. If an initial review of the facts results in a challenge of a 
specific cost by the contracting officer or the contracting officer’s representative, the burden of proof shall be 
upon the contractor to establish that such cost is reasonable.” 
153 原文為「Arm’s length bargaining principle 」(ALP)，直譯為「臂距之遙」，是指交易雙方都立於獨立且平

等的地位，為英美契約法上的概念，特別指雙方即使有共享的利益（例如在雇用人與受雇者之間），或關係

緊密（例如有家族親戚關係）時，仍能以平等立場締約，而使合約經得起法律檢驗。 
154 48 C.F.R. §31.201-3 (b) What is reasonable depends upon a variety of considerations and circumstances, 
including—(1) Whether it is the type of cost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ordinary and necessary for the conduct of 
the contractor’s business or the contract performance; (2) Generally accepted sound business practices, 
arm’s-length bargaining, and Federal and St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3) The contractor’s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Government, other customers, the owners of the business, employees, and the public at large; and (4) Any 
significant deviations from the contractor’s established practices. 
155 48 C.F.R. §31.201-4 Determining allocability: A cost is allocable if it is assignable or chargeable to one or 
more cost objectives on the basis of relative benefits received or other equitable relationship. Subject to the 
foregoing, a cost is allocable to a Government contract if it—(a) Is incurred specifically for the contract; (b) 
Benefits both the contract and other work, and can be distributed to them in reasonable proportion to the 
benefits received; or (c) Is necessary to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although a direct relationship to 
any particular cost objective cannot be sh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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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賠償之項目 

投標備標之通常直接成本，例如用於影印、快遞、雜項用品、工程計畫圖，

以及場地勘查上的費用，都會被視為可受償費用156

在很容易有爭議的人力薪資部份，法院一般認定較合理的人力成本計算方

法是以實際薪資計算，而非以市場一般費率計算。例如廠商可以以其相關僱員的

年薪或時薪計算，並可附加其附帶福利

。但是法院一般認定較合理的

計算是以實際支出計算，若原告未提供文件證明其實際花費，而是概略估算，則

法院有權扣減。此外，法院也依據聯邦採購規則，認為合理之代理人、顧問及專

家證人之費用都在得受償項目內。 

157。概念上，這個計算方式讓因政府不當

採購行為而受損害的原告得以恢復原狀，又能同時確保廠商受償實際費用外，不

會因此增加額外的利益158。而就舉證部份，法院認為廠商不一定要舉出工作發生

當時（contemporaneous）作成的記錄，才能滿足舉證責任。回顧性之工作記錄、

其他文件，以及個人觀察等作成的摘要，都可以用以支持其費用之主張159

而在異議或訴訟過程中的律師費部份，根據「司法平等法案」（Equal Access 

to Justice Act），在對聯邦政府提起的訴訟中勝訴之一方得請求合理的律師費，

但必須滿足「聯邦法院程序法」（Judiciary and Judicial Process）中，有關請求聯

邦政府賠償費用之前提。包括 (1) 請求者必須是勝訴方（prevailing party）；(2)

聯邦政府的主張未達「有相當理由」的程度；(3) 沒有使該賠償顯失公平之特殊

情況，以及(4)賠償費用之請求必須在最後判決後三十天內提起，且有費用明細

表加以佐證

。 

160

                                                      
156 Geo–Seis Helicopters, Inc. v. United States, 

。亦即這部份的賠償標準其實適用於所有人民與聯邦政府之間之訴

supra note 148, 81, 79 Fed. Cl.74(2007) 
157 Lion Raisins 634, 52 Fed. Cl. 629 (2002). 
158 Gentex Corp. v. United States, 54, 61 Fed. Cl. 49(2004). 
159 Geo–Seis Helicopters, Inc. v. United States , supra note 148 , 80, 79 Fed. Cl. 74 (2007). 
160 Id. 80, 並參見 28 U.S.C. § 2412(d)(1): (A) Except as otherwise specifically provided by statute, a court shall 
award to a prevailing party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in addition to any costs 
awarded pursuant to subsection (a), incurred by that party in any civil action (other than cases sounding in 
tort), including proceedings for judicial review of agency action, brought by o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 any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of that action, unless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substantially justified or that special circumstances make an award unjust. 
(B) A party seeking an award of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shall, within thirty days of final judgment in the action, 
submit to the court an application for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which shows that the party is a prevailing party 
and is eligible to receive an award under this subsection, and the amount sought, including an itemized statement 
from any attorney or expert witness representing or appearing in behalf of the party stating the actual time 
expended and the rate at which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were computed. The party shall also allege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substantially justified. Whether or not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substantially justified shall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cord (including the record with respect to the 
action or failure to act by the agency upon which the civil action is based) which is made in the civil action for 
which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are sought. 
(C) The court, in its discretion, may reduce the amount to be awarded pursuant to this subsection, or deny an 
awar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revailing party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oceedings engaged in conduct which 
unduly and unreasonably protracted the final resolution of the matter in controversy. 
(D) If, in a civil action brought by the United States or a proceeding for judicial review of an adversary adjudication 
described in section 504 (a)(4) of title 5, the deman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substantially in excess of the 
judgment finally obta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unreasonable when compared with such judgment, under 
the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he court shall award to the party the fees and other expenses related to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6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13955899&ReferencePosition=80�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6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13955899&ReferencePosition=81�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6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13955899&ReferencePosition=81�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6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13955899&ReferencePosition=81�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6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4622462&ReferencePosition=54�
http://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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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案件，並不限於本文討論之投備標費用請求案件。主要考量因素包括雙方勝敗

訴之情況，以及雙方在訴訟中的行為是否合理，是否為無端興訟出於騷擾對方之

動機等。 

 

3. 所失利益無法請求賠償 

如在本章「請求權基礎」一節所言，美國聯邦法院雖穩定承認招標機關發出招標

公告時，便隱含會公平誠信對待所有投標者的條件，但仍認為基於28 U.S. Code 

§1491 (b)2的規定，因機關違法而未得標者僅可受償投標備標費用161

不過仍有學者主張，依據目前美國案例法上的契約法理，當一項契約被不

當地阻止成立（improperly prevented contract），而契約條款可以合理地確定時，

法院便可依據該契約，判決對方獲賠原本可賺取的利潤。而在受高度規範的政府

採購領域，因為聯邦採購中的契約條款與條件絕大多數並不允許自由協商，而是

由政府機關事前，依據聯邦法規或其他預定之選擇性條款擬定。除了價格或特定

資格外，其他契約條款經常是確定的。因此聯邦賠償法院不應以不確定性駁回最

終契約的履行利益之請求

，而無法受

償主契約的履行利益。 

162

該學者亦認為，其實在大多數案件中，儘管確定機關招標行為違法，也無

法得出原告必然應獲得契約之結論。但如果是原告確定本應得標，但違法之採購

行為卻基於公共利益而必須繼續時，應該是法院判決賠償契約利益的最好時

機 

。 

163。例如在1971年的Pace Co., Division of Ambac Industries, Inc. v. Department 

of Army案中，陸軍的契約官未依法排除資格不符的最低標，而使次低標的Pace

無法得標164。聯邦地方法院雖對廠商給予暫時處分的救濟，但軍方主張此處分會

影響美軍在越戰的軍力，因此第六巡迴法院以國家安全為由解除此暫時處分165。

雖然這是為了顧及公共利益，但軍方仍違反了依據採購法令進行採購之誠信義

務166，因此只要Pace能證明它有履行該契約之能力，就應獲賠契約履行利益。且

其契約內容已經由軍方的招標公告及Pace的投標價而確定，並沒有履行利益不確

定的問題167

 

。 

                                                                                                                                                        
defending against the excessive demand, unless the party has committed a willful violation of law or otherwise 
acted in bad faith, or special circumstances make an award unjust. Fees and expenses awarded under this 
subparagraph shall be paid only as a consequence of appropriations provided in advance. 
161 Mackie, supra note 128, § 13. Damages: Competitive bidding challenges. 
162 Claybrook, supra note 118, 597. 
163 Id. 598. 
164 Pace Co., Division of Ambac Industries, Inc. v. Department of Army, 788-790, 344 F. Supp. 787 (1971). 
165 Id. 891. 
166 Id. 790. 
167 Id. 78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350&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71114031&ReferencePosition=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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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供參考的州法院判決 

雖然本文討論之訴訟屬聯邦法院之專屬管轄，而州法院之判決對聯邦法院

原則上並無拘束力，且各州政府機關之採購係依各州不同之法令為之，但有數個

重要的州法院案例討論到法院如何判定合理的備標費用償還範圍，甚或有相當開

創性之見解，亦值得提出參考。 

在Amdahl Corp. v. Georgia Dept.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案中，喬治亞州最

高法院認定，原告若有法條所規定的「法律保護的利益」，使其有訴權，得以主

張政府官員有違反採購或決標法規，且其能證明其受有「損害事實」（injuring fact），

那麼法院有可能判決投標者得受償相當於「喪失合約之利益」168。Credle v. East 

Bay Holding Co., Inc.一案中，喬治亞州最高法院亦在類似的邏輯下，認定若有成

文法的保護，或有普通法下先前判決支持此類主張，未得標者也可能要求機關支

付其進行這類訴訟的律師費等169

另外，就侵權損害賠償部份，新罕布夏州最高法院曾在Marbucco Corp. v. 

City of Manchester

。 

170

 

案中表示，雖然大多數法院認為，低價標被機關拒絕的投標

者不得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但這項規則並不是絕對的。事實上，拒絕給予未

得標者金錢賠償的政策，是立基於讓納稅人不需要為同一項公共工程付兩次錢

──一次是契約本身的花費，一次是付給未得標者。但該法院認為，在這種情況

下支付金錢賠償反而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因為這有助於遏止政府機關、其官員與

代表人將來的不法行為。至少該法院認為，在這類情況下，「並無明顯理由應保

護地方政府不受損害賠償請求」（”no extant reason to insulate a municipality from 

a damage award in such circumstances”）。該法院還指出，一個地方政府（甚至

應可泛指所有政府機關）都應跟私人一樣，為自己的不當行為承受財務上的後

果。 

三、案例評析 

在了解美國司法實務對此類案件的大致見解之後，筆者以下舉出一個時間上相當

近，且詳盡探討賠償金額判定方式之實際案例J.C.N. CONSTRUCTION, INC., v. 

UNITED STATES171

 

，以了解這些原則在個案上的適用。 

（一）事實概要 

                                                      
168 Amdahl Corp. v. Georgia Dept.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260 Ga. 690, 398 S.E.2d 540 (1990). 
169 Credle v. East Bay Holding Co., Inc., 263 Ga. 907, 440 S.E.2d 20 (1994). 
170 Marbucco Corp. v. City of Manchester, 632 A.2d 522 (137 N.H. 629, 1993). 
171 J.C.N. Construction, Inc., v. United States, 107 Fed. Cl. 503 (Fed. C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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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美國聯邦郵政總局（以下簡稱郵政總局）為更換其在緬因州波特

蘭市的主辦公室的空調系統，由其「東北部設備服務辦公室」（Northeast Facilities 

Service Office）在2011年7月1日公告招標（以下簡稱「標案一」）。公告中大略

描述廠商須履行的工作範圍，包括清除石綿，更換及維修郵局的空調系統。公告

的投標截止時間是2011年8月2日，並規定「由廠商提供之服務品質說明書及廠商

的投標價綜合觀之，能提供最高價值（best value）」服務之廠商將能得標，也就

是採取「最有利標」的評選方式。 

廠商的品質說明書應包含三部份：(1)廠商的經驗，必須在過去五年完成至

少兩項規模相當（comparable）的工程；(2)廠商的保證額度（bonding capability）；

(3)及安全記錄。標案公告並表示在投標期間過後才送達收受地址的投標或投標

修改，除非被認定係為郵政局之最佳利益，否則將不被考慮。 

原告J.C.N. Construction, Inc.（以下簡稱JCN）在2011年8月2日投標，投標價

為2,624,370美元。對手廠商Rogan在2011年8月1日投標，投標價為2,683,488美元。

但在投標期限過後的8月3日，Rogan卻又用傳真修正其投標金額，將投標金額調

降為 2,623,488美元，而比JCN的金額少了882美元。郵政局之後將Rogan的投標

評為最有利標，決定由其得標。 

JCN在9月9日收到決標通知後，陸續對該招標機關以及其主管機關之「廠商

爭議解決處」（Supplier Disagreement Resolution）提出異議，結果「廠商爭議解

決處」認定機關未依據招標公告進行評量，也沒有適當的文書記錄，而命令「東

北設備服務辦公室」重新審標。 

但重新審標後，還是由Rogan得標。JCN又行爭議程序，「廠商爭議解決處」

因此於2011年12月6日再度暫停契約，要求招標辦公室通知所有利害關係人關於

JCN上訴之事，但警告「不得將異議影本或其他資料寄給利害關係之人」。 

同一天，郵政局通知Rogan暫停契約，但未提及JCN的指控細節。但三天後

Rogan寄信給「廠商爭議解決處」，表示該公司參與郵局工程計畫招標時，其慣

常做法都是提供郵局一份包含投標金額的包裹式投標文件，但「幾乎一律都是」

在截止投標日之後，再視必要增減而決定最後的投標價格，並將列有金額之標單

傳真給郵政局。Rogan還補充說，「這項程序是單方面的做法，」它「並沒有以

任何方式跟郵政局接觸。」 

「廠商爭議解決處」認為Rogan跟JCN的投標都不符合該標案公告的最低公

司表現要求，而令人高度懷疑評選團隊是否進行了有效的評量，因此在2011年12

月13日決定終止標案一的契約（下稱「契約一」）。但「廠商爭議解決處」認為

依據JCN提供的有限情況證據，不足以認定郵政局洩漏其投標價。 

郵政局於是在2012年2月17日終止契約一，但是從決定終止到終止生效日之

間留了兩個月時間，讓Rogan將工作進行到一定階段，並清理工地，將建築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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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正常狀態。之後該採購被移交給郵政局的「西部設備辦公室」（Postal Service's 

Western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Office）進行。該辦公室公告標案二，標案目的同

樣是更新總辦公室的空調系統。JCN跟Rogan都參加了投標前會議以及在工地現場

進行的「實地說明」（walk thru）。最後JCN的投標價是2,328,780美元，Rogan

的投標價則是2,133,000美元，而Rogan再度得標，JCN也再度對「廠商爭議解決處」

提出異議，指控該決標決定不合法，因為Rogan並未證明其符合必要資格，以及

Rogan獲得其他投標者沒有的不公平利益及優惠待遇。JCN並於異議被駁回後向聯

邦賠償法院提起訴訟。 

 

（二）得請求賠償之前提 

1. 機關行為須「恣意獨斷」 

聯邦賠償法院認定，本案為人民針對美國聯邦政府所提起賠償訴訟，應依

28 U.S.C 1491(b)(4)條所定之規範，以行政程序法所定之審查範圍審查172。而根據

行政程序法規定，法院在審查機關的行為是否恣意獨斷時，必須相當尊重機關的

採購決定173。此外，法院也認為，依據其一貫認定的法理，政府機關與投標廠商

之間成立一項默示契約，負有公平誠實對待所有投標之義務，而未得標廠商是否

得主張機關行為違反此默示契約而獲得救濟，最終的判斷標準是機關的行為是否

恣意獨斷174

因此法院只在符合以下狀況之一時，才能駁回機關的採購決定：一是採購

官員的決定缺乏合理基礎，另一則是採購過程違反行政規則或行政程序。而要證

明一項政府採購決定缺乏合理基礎，原告須證明採購相關人員完全未考慮某個重

要層面，或其提出的解釋與證據互相矛盾，或其理由不可信到無法歸因於僅係個

人看法差異或機關的專業

。 

175

在本案中，最大爭點為標案二的招標公告包含的工作範圍與標案一幾乎相

同，但事實上其中大部分工作已經由標案一之得標廠商Rogan執行完畢，使Rogan

因而在標案二享有其他投標者沒有的資訊，而得以低價搶標，獲得標案二。此外，

Rogan得標後亦只須修改先前契約，而不須再付一次保險費與人事擔保費用，而

享有價格上的優勢。法院因此認定，標案二的公告對於工作規模敘述不清，導致

了原告及得標者之間的「不平等待遇」，違反了招標機關必須平等對待所有投標

。 

                                                      
172 28 U.S.C 1491(b)(4), supra note 135. 
173 5 U.S.C.A. §706(2)(A):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decision and when presented, the reviewing court shall 
decide all relevant questions of law, interpret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provisions, and determine the 
meaning or applicability of the terms of an agency action. The reviewing court shall— 
(1) compel agency action unlawfully withheld or unreasonably delayed; and 
(2) hold unlawful and set aside agency action,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found to be— 
(A) arbitrary, capricious, an abuse of discretion, or otherwis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law;… 
174 J.C.N. Construction, Inc., v. United States, supra note 171, 509. 
175 Id. 510., also see Advanced Data Concepts, Inc. v. United States, 1058, 216 F.3d 1054 (Fed.Cir.2000).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506&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0377125&ReferencePosition=1058�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506&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00377125&ReferencePosition=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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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義務，亦即違反了聯邦採購法規中的公平競爭原則，而構成機關裁量濫用。 

但就原告爭執標案二的評量標準包括廠商必須舉出其在過去五年完成至少

兩項「規模相當」（comparable）的工程，而其過去施作的工程規模都比Rogan大，

因此JCN在這點上的評量應勝過Rogan，機關的相反認定即係濫用裁量。但根據法

院已確立的原則，如何才算「規模相當」這種判斷廠商過去實績之標準，法院基

本上無權對機關的認定加以事後批判。除非原告能證明機關的疏失重大到超出其

裁量範圍，才能證明其濫用裁量176

 

。而郵政局以四個在各自領域經驗豐富的評分

者的評量為基礎，認定JCN與得標者所遞交的過去工程計畫總面積數儘管有差距，

但兩者都確實完成過跟此次招標之空調工程一樣大的計畫，因此認為這點不影響

他們履行此標案工作的能力。法院依此認定，機關的判斷尚屬合理，並未逾越合

理裁量範圍。 

2. 機關違法與廠商之損害須有因果關係且廠商原本有「相當的」機會得標 

法院投標者還必須證明採購程序中有重大錯誤，使其在招標程序中受到歧

視。而要證明受到歧視，原告須證明若非因所宣稱的錯誤，它本來有相當大的機

會獲得契約，亦即證明該錯誤導致其受有損害177

在本案中，JCN與Rogan之技術能力都符合該標案所要求之資格，而JCN的投標

價是2,328,780美元，只比Rogan的投標價為2,133,000美元多了195,780美元。而不

應納入標案二工作範圍之工作係由Rogan依據標案一的契約所完成，而根據標案

一契約的計價方式，已完成之工作價值為169,898美元。若再加上Rogan省去之人

事擔保與保險成本，則Rogan之投標價很有可能高於JCN。因此，若非機關在標案

二的公告中對於工作規模敘述不清，導致原告及得標者之間的「不平等待遇」，

則JCN的投標價應有相當機會得標。因此可確定機關之違法行為與廠商未得標之

損害有因果關係，且廠商原本有「相當的」機會得標。 

。 

基於上述理由，法院認為，若郵政局適當地擬定招標公告，而非誇大工作

規模，則原告本來確實有相當大的機會得標。但因為契約中規定的工作絕大部份

都已完成，因此聯邦賠償法院若下令重新招標，事實上已不可能，或至少並不妥

當。但JCN仍應獲得救濟，而應根據28 USC 1491(b)(2)規定，獲得備標及投標費用

補償。 

 

（三）應得賠償之範圍 

法院引用Geo-Seis Helicopters, Inc. v. United States，認為備標及投標費用包

                                                      
176 J.C.N. Construction, Inc., v. United States , supra note 171, [18][19][20]. 
177 Alfa Laval Separation, Inc. v. United States, 1367, 175 F.3d 1365 (Fed.Cir.199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506&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1999117796&ReferencePosition=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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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在準備投標、實際投標，以及支持投標與備標，以期贏得政府契約的花費，

但前提是其費用必須是「合理且關連」178

至於備標與投標費用的計算方式，法院認為應依一般認定較合理的人力成

本計算方法，亦即以實際薪資費率計算，而非以市場一般費率計算，並得加上其

附帶福利，但不能求償利潤。此外，原告不一定須舉出工作當時的記錄，只要能

舉出回顧工作記錄、其他文件，以及個人觀察等作成的摘要等，亦足以支持其費

用之主張

。 

179

JCN公司主張，其備標及投標費用總計40,311.99美元，但機關主張該金額包

含了標案一的費用，而標案一的決標結果在JCN對機關申訴成功後已經終止，所

以此部份不應在賠償範圍。但法院認為，標案二的公告將其實已經根據標案一契

約完成的工程範圍也包含在工作範圍內，使其工作規模看似與標案一只有些微差

別。而且機關也未與標案二之得標者締結新的契約，祇是修改標案一的契約，讓

全部契約金額只增加了15%，顯示機關在標案二未說明清楚工作內容，使標案一

的得標者享有不公平優勢，而在標案二中得標。因此，整體而言，等於是機關將

兩案綁在一起，因此JCN與標案二相關的備標費用必然應納入與標案一相關的備

標費用，而可以合理合法地將標案一跟標案二的備標投標費用加總求償。 

。 

法院認為JCN所計算之人力花費係以每個僱員的「合理時薪」乘上他用於備

標的時間，並明確描述每個僱員在備標中負責哪些工作，而所用之每個員工相關

的工時與費用也很合理。但其時薪計算並未採用一般認定較好的實際時薪計算法，

因此將其主張的人力費用扣減15%。 

JCN也主張應受償標案一與二的直接成本，包括用在影印、快遞、雜項用品、

工程計畫圖，以及場地勘查上的費用。這些通常都被視為可受償費用180

 

。同樣的，

這些費用雖然看似合理且具關連性，但原告未提供文件證明其實際花費，而是概

略估算，因此法院扣減25%。最後法院判決JCN應受償付之人力費用為33,308.99

美元，加上直接成本843.75美元，總共可受償金額為34,152.69美元，達JCN求償

金額之84.72%。 

四、小結 

（一）聯邦法院僅承認得以成文法為請求權基礎 

參與聯邦政府採購之廠商，不論係實際投標或預期投標者，目前均得依成

文法條請求聯邦政府償付備標投標費用，這部份訴權已無爭議。而且聯邦法院一

                                                      
178 Geo–Seis Helicopters, Inc. v. United States, supra note 148, 79 Fed. Cl. 74 (2007). 
179 2013 WL593479, 2（Not reported Fed.Cl., 2013 WL593479 (2013). 
180 Geo–Seis, supra note 148, 81, 79 Fed. Cl. 74 (200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0000613&FindType=Y&ReferencePositionType=S&SerialNum=2013955899&ReferencePosition=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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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認定，不論係之前依據行政程序法承認投標者請求權時，或後來依招標爭議訴

訟法條承認其請求權時，其法理均為機關發出的招標公告隱含一項默示契約，也

就是機關負有誠實公平考量所有投標的義務。因此當機關違反此義務，使某投標

者因此花費了不必要的備標費用，則投標者有權要求償還該費用。 

不過，美國聯邦賠償法院雖然認為未得標者之求償基礎為政府機關基於招

標公告而與投標者之間成立的默示契約，但其契約僅限於使機關負擔公平誠實考

量之契約責任。因此當機關違反此契約致使本應得標之投標者未得標時，也僅需

負擔此投標者為投標所付出之成本。此默示契約並非投標者本來希冀得標之公共

契約，投標者與機關之間並未就此成立公共契約，也就不能以此契約為請求基礎，

請求政府未履約之所失利益。 

但有學者認為，既然美國聯邦法院一向以來認為政府進入商業市場與私人

締約時，應受拘束私人的同樣法律拘束。而依據私人契約法理中的誠信原則，當

一項契約因一方之違反誠信行為而被不當阻止時，另一方有權獲得原本應成立之

契約之可確定履行利益，則在受高度規範的聯邦政府採購領域，當未得標廠商可

以充分舉證若非機關違法，就應由其得標時，就應可由雙方在締約階段的默示契

約義務，以及廠商的投標內容，而得確定原本應得標之契約內容，使廠商得按契

約法理獲賠契約履行利益181

此外，雖然美國聯邦政府過去因主權豁免概念，而享有免於被訴之權利，

但隨著人民權利受到重視，政府權利相對受到限制，包括使人民得以「聯邦侵權

法案」向政府機關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但由於法條中明定了例外情況，限定

聯邦政府在特定情況下仍不得被訴。而政府採購於決標階段前所生之爭議，即被

認為是例外之一，因此不得以侵權法請求損害賠償。 

。而且目前美國許多州法院對於其機關之採購爭議案

件，已經相當普遍採取這樣的見解。但聯邦賠償法院以及聯邦地方法院就聯邦政

府的採購爭議案則仍一再重申廠商不得受償主契約的履行利益。 

 

（二）以「合理性」及「關聯性」認定得請求賠償之費用範圍 

至於得受償之費用範圍，法院則以「合理性」及「關聯性」認定費用。「合

理性」的標準係為該行業合理之人依據該行業慣例或情況，會支付之費用；而只

要能證明一項費用係為特定獲得此標案而支出，或對此標案及該廠商其他工作都

有貢獻，但可以合理比例分配對應兩者，或係整體企業營運所必要，都可稱具有

「關聯性」。此認定標準不限於「必要性」，但若廠商未採取防止損害擴大之措

施，或有故意增加費用之嫌，仍可以「合理性」加以排除。而且原則上請求金額

必須以實際金額計算，若係以一般同業費率估計，則很可能受到扣減。 

                                                      
181 Claybrook, supra note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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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廠商必須負很大的舉證責任，清楚證明機關的行為係恣意或獨斷，

並且證明若非機關違法行為，則廠商本來很可能得標，其備標投標等費用才能獲

得賠償。而由於廠商負擔了上述重重關卡的舉證責任，因此若舉證程度皆能滿足

法院要求，在最後衡量人力費用時，法院便可較無顧慮，僅以「合理性」及「關

連性」為審酌標準，而使人力成本不僅限於人員薪資，還包括該人員依其與廠商

之工作契約而享有的一般福利等。但法院亦強調須以每個人員之實際薪資計算人

力成本，而非以該類人員之市場一般薪資費率計算，其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廠商不

會因此獲得其他額外利益。至於律師費部份，美國法院根據成文法及判例見解，

一向認定雇用律師係為維護人民合理使用法律之權利，因此合理之律師費原則上

亦會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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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歐盟及其成員國之政府採購相關法規與
實務 

根據歐盟提供給世界貿易組織的最新的 2008 年的政府採購統計年報，所有

歐盟國家之政府機關於 2008 年的財物與服務採購總金額達到 2.16 兆歐元，其中

符合採購協定門檻以上，適用該協定之採購總金額約為 2470 億歐元 182，也就是

大約相當於台幣 9 兆 6300 億以上，金額非常可觀。而適用政府採購協定之歐盟

國家目前已經包括其所有成員國，共二十八國 183，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等主

要大國 184

歐盟國家的政府採購受到多重法律架構的限制。歐盟成員國與其他 WTO 會

員國之間適用政府採購協定，而成員國之間則同時受到歐盟法律拘束，及進行採

購之成員國內國法的拘束。此一情形對其成員國採購案爭議之審判有何影響，相

當值得探討。而歐盟本身亦有許多機關須對外進行採購，而其所生之採購爭議經

歐盟法院判決後，判決結果亦對其成員國有拘束力或影響力，亦將在本章探討。 

。 

 

一、歐盟政府採購相關法規概述 

（一）法規架構 

歐盟係由許多獨立國家所組成的聯盟，有獨立的整套行政、立法與司法體

系，藉此系統運作，使各成員國在許多方面緊密結合，但其成員國仍各自保有行

政、立法及司法體系。因此，歐盟成員國的公共採購法規同時受到歐盟司法立法

體系與各國內國司法立法體系的影響。也就是說，要了解歐盟成員國的公共採購

規範與實務，就必須先了解歐盟對此的框架性規定 185

歐盟之組織與運作是建立在眾多成員國所簽訂之條約上，本文將涉及之最

主要條約為關於歐盟成立與運作之條約，其最新版本為 2012 年合併之《歐盟條

約及歐盟運作條約合併版》（Consolidated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 

186

                                                      
182 EU STATISTICAL REPORT 2008 ON PUBLIC PROCUREMEN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p.1, 

，以下簡稱《歐盟運

作條約》。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gpstat_e.htm 
183 歐盟成員會係分三階段加入政府採購協定，第一階段為 1996 年 1 月 1 日加入的十五國，包括奧地利、

比利時、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廬森堡、和懶、葡萄牙、西班牙、瑞典以及

英國。第二階段為 2004 年 5 月 1 日加入的十一國，包括賽浦路斯、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

立陶宛、馬爾它、波蘭、斯洛伐克，以及斯拉維尼亞。最後則是在 2013 年 7 月 1 日加入的克羅埃西亞。參

見：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memobs_e.htm 
184 Supra note 182, BREAKDOWNS,  http://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13/GPA/EEC/13_1270_00_e.xls 
185 Verdeaux, supra note 94, 719. 
186 Official Journal C 326 , 26/10/2012 P. 0001 – 0390. 此條約之最早版本為 2002 年公佈之《歐洲共同體建立

條約合併版》（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後經修改合併為

現行版本。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gpstat_e.htm�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gproc_e/memobs_e.htm�
http://members.wto.org/crnattachments/2013/GPA/EEC/13_1270_00_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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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特別說明者為，為確保本文之討論符合現況，因此本文引用條文時將盡

量採用最新之合併版之條號與條文內容。但由於引述文獻大部分寫於現行合併版

條約完成之前，條文內容雖差異不大，但所引條號可能為舊版條號，將於文中加

註說明。 

歐盟依據條約所賦予之權利，得由上述立法機關制定對成員國有一定拘束

力之歐盟法令。歐盟法令主要分為「規則」（Regulations）、「指令」（Directives）

以及決議（Decision）。所謂「規則」是最直接的歐盟法律，一旦通過就對所有

成員國都有法律拘束力，與各國法律具同等地位。成員國政府不需要再採取任何

行動，這些規則就已經在該國生效，可為該國人民主張權利之依據。歐盟的「規

則」可以直接由歐盟理事會通過，或由部長理事會跟歐洲議會一起通過 187

「指令」的規範對象則是各國的政府，其規範方式是要求各成員國在一定

時間內達成特定目標，但容許各成員國有立法的空間及時間，按照各國狀況，決

定如何修改法令，來達成目標。「指令」的目的在於使各國法律相互一致，在涉

及單一市場運作的事務上尤其常用，例如食品安全衛生規定等

。 

188

 

。 

（二）採購相關規則 

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體成立時，成立條約並未明文將公共採購包含在內，

但是其中某些條文仍對後來的公共採購政策發展有重大影響，其中之一就是關於

貨物自由流通的條文（free movement of goods），也就是禁止成員國之間對進出

口貨物施行數量限制或其他相類限制。歐洲法院後來認定，此法條適用於歐洲共

同體境內公共及私人的交易，因此也成為規範公共採購的第一條成文法令。設立

機構自由原則（Freedom of establishment）則使政府不得限制非本國人所設立之

機構取得政府契約。勞務自由原則（Freedom of Services）則使外國勞務提供者

可以在他國提供勞務，包括爭取提供勞務之公共契約。這些原則的出發點其實都

是要實踐歐盟致力追求的一個基本目標：消除所有基於國籍之歧視 189

之後由於公共採購數額龐大，加上歐盟成員國間之經濟與政治整合不斷加

強，歐盟陸續對公共採購訂定了諸多法令，進一步要求公共採購之開放。目前歐

盟各成員國在政府採購上都受到歐盟所定之規則跟指令規範。與公共採購最相關

的歐盟規則包括最新於 2012 年通過之「966/2012 號財務規則」

。 

190

                                                      
187 European Commission, Secretariat-General, Application of EU Law, What are EU regulations? 

，以及

http://ec.europa.eu/eu_law/introduction/what_regulation_en.htm, last visited on Aug. 1, 2013 
188 European Commission, Secretariat-General, Application of EU Law, What are EU directives? 
http://ec.europa.eu/eu_law/introduction/what_directive_en.htm 
189 Verdeaux, supra note 94, 720-721. 
190 Regulation (EU, EURATOM) No 966/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5 October 2012 
[Official Journal L 298, 26.10.2012]。該規則之最早版本為「財務規則 1605/2002 號」（EC, Euratom No 
1605/2002），其中並歷經以下數次修訂：Council Regluation (EC, Euratom) No 1995/2006 , Council Regulation 

http://ec.europa.eu/eu_law/introduction/what_regulation_en.htm�
http://ec.europa.eu/eu_law/introduction/what_directive_en.htm�
http://eur-lex.europa.eu/smartapi/cgi/sga_doc?smartapi!celexplus!prod!DocNumber&lg=en&type_doc=Regulation&an_doc=2006&nu_doc=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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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2012 號規則」191。「966/2012 號財務規則」係用於規範歐盟預算的範圍、

原則、執行、採購、決標等。其中「財務規則」的第一部第五標題（Title 5 of Part 

I）即為採購部份，規範了採購範圍及決標原則、公告、採購程序、保證，以及

控制等。而當中比較重要的條文包括第 102 條第 1 項規定：「所有由歐盟預算部

份或全部支付之公共契約都應尊重透明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待遇，以及無歧視

原則 192。」而第 113 條則規定授權締約之官員應依照招標公告及採購規則所定

之評選及決標標準決定得標者；並應即時通知所有投標被拒絕之候選人或投標者

其被拒絕之理由，以及救濟之時間與方法；亦應通知所有得標者以及未得標者，

最後得標者為誰，以及其得標原因。但若某些細節若會妨礙法律適用，或影響公

共利益，或扭曲公平競爭，或影響公共或私人事業的合法利益等，則可以不公

開 193

 

。 

（三）採購相關指令 

與採購相關的歐盟指令主要內容在於規範招標及決標程序。其中最重要的

採購相關指令包括：規範自來水、交通、能源、電信採購程序的協調契約範本的

「2004/17/EC」指令 194；以及規範公共工程契約、公共財物契約，以及公共勞

務契約的決標程序的「2004/18/EC」指令 195

                                                                                                                                                        
(EC) No 

。這些採購指令都有相同基本原則，

1525/2007, and 2010 Regulation (EU, Euratom) No 1081/2010, 參見：

http://ec.europa.eu/eahc/management/legislation.html, last visited on May 3, 2014.  
191 Commission Delegated Regulation (EU) No 1268/2012 of 29 October 2012 on the rules of application of 
Regulation (EU, Euratom) No 966/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the financial rules 
applicable to the general budget of the Union [Official Journal L 362, 31.12.2012]，該規則最早版本為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Euratom) No 2342/2002 of 23 December 2002 laying down detailed rul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ncil Regulation (EC, Euratom) No 1605/2002 on the Financial Regulation applicable to the 
general budget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並歷經以下數次修訂：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Euratom) 
No 1261/2005 of 20 July 2005;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Euratom) No 1248/2006 of 7 August 2006 以及

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Euratom) No 478/2007  of 23 April 2007. 
參見 http://ec.europa.eu/eahc/management/legislation.html, last visited on May 3, 2014. 
192 Article 102: “All public contracts financed in whole or in part by the budget shall respect the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proportionality, equal treatment and non-discrimination.” 
193 Article 113: “1. The authorising officer shall decide to whom the contract is to be award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selection and award criteria laid down in advance in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call for tenders and the 
procurement rules.  
2. The contracting authority shall notify all candidates or tenderers whose applications or tenders are rejected of 
the grounds on which the decision was taken, as well as the duration of the standstill period referred to in Article 
118(2).  
The contracting authority shall notify all tenderers who meet the exclusion and selection criteria, and who make 
a request in writ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ve advantages of the successful tender and the name of the 
tenderer to whom the contract is awarded.  
However, certain details need not be disclosed where disclosure would hinder application of the law, would be 
contrary to the public interest or would harm the legitimate business interests of public or private undertakings 
or could distort fair competition between those undertaking” 
194 最早版本為「93/38/EEC」指令。 
195 2004/17/EC 以及 2004/18/EC 中的適用金額門檻部份後於 2013 年 12 月並以 Commission Regulation 
No.1336/2013 修改，使其適用金額與歐盟簽署之政府採購協定適用金額一致，但其他條文仍維持不變。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398238103896&uri=CELEX:32013R1336, last visited on 
May 24, 2014。該指令係由最初三項指令整合而成，包括：規範公共工程契約決標程序的「93/37EEC」，規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ELEX:32007R1525:EN:NOT�
http://ec.europa.eu/eahc/management/legislation.html�
http://ec.europa.eu/eahc/management/legislation.html�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398238103896&uri=CELEX:32013R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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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公開競爭、公平原則，以及透明原則 196。2011 年 12 月，理事會提案了將取

代「2004/17/EC」的「2014/25/EU」指令，以及將取代「2004/18/EC」指令的

「2014/24/EU」指令。上述兩修正指令已經於 2014 年 1 月 15 日獲得部長理事會

通過，並於同年 4 月 6 日開始生效，但成員國仍有一段緩衝時間，最遲於 2016

年 4 月前使其內國法規符合新指令的規範 197

公開競爭原則並沒有明列於指令中，但歐盟所致力的歐洲單一市場政策就

包含了公開競爭、貨物及勞務自由流通等原則。因此歐盟任何成員國之採購不但

要對其國家競爭者開放，也必須對所有成員國之競爭者開放。所以依據指令規定，

在一定門檻金額以上的政府採購都必須在歐盟的正式期刊（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Journal）中公告，而且若機關決定也在該國的正式公報上公告，則在該

國的公告不能早於在歐盟期刊的公告

，因此目前對各成員國有拘束力之

指令仍為「2004/17/EC」指令及「2004/18/EC」指令。 

198

相關指令並規定，標準招標程序應為公開招標（open procedure），特殊情

形得採取限制招標（restricted procedure），而最例外的情形始得採取協商程序

（negotiated procedure）

。 

199。在公開招標中，機關甄選廠商的標準只能為「最低

價標」或「最有利標」兩者之一。而在最有利標的甄選方式中，評選標準必須限

於有關廠商之法律資格、財務條件，以及技術能力 200

指令中第二項重要原則是無歧視原則，並從剛開始禁止基於國籍所為之任

何歧視，擴張到禁止其他類型之歧視。於從招標公告之擬定到最後的決標決定都

有該原則之適用。但當機關採取「最有利標」時，甄選委員會很容易利用其評選

方式形成針對國籍或其他原因的歧視

。 

201

指令的最後一個重要原則是透明。基本要求包括在招標時公告評選方式、

評選標準，以及每項標準的相對重要性等，而在決標後亦須公告得標者以及未得

標者的資訊

。 

202

 

。 

（四）政府採購協定之適用 

1994 年 12 月 22 日的「歐盟理事會 94/800 決議」（Council Decision 94/800）

將歐盟代表其成員國簽署的「政府採購協定」融入歐盟法律當中。「政府採購協

                                                                                                                                                        
範公共財物契約決標程序的「93/36EEC」，以及規範公共勞務契約決標程序的「92/50EEC」。另參李家慶，

政府採購契約之廠商所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研究，頁 8，2006 年。 
196 Verdeaux, supra note 94, 726. 
197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publicprocurement/modernising_rules/reform_proposals/index_en.htm 
198 Verdeaux, supra note 94, 726-727. 
199 Id. 727-729. 
200 Id. 727-728. 
201 Id. 730-732. 
202 Id. 73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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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沒有實質上修改歐盟當時已有的採購法規，而只是將本來存在歐盟成員國

之間的無歧視待遇原則擴張到對所有協定簽署國。且與美國不同的是，所有歐盟

成員國的政府機關，甚至小到鄉鎮公所的採購行為，都必須受到協定的規範 203

 

。 

二、歐盟法院得審理之政府採購案類型 

歐盟原先的司法機關只有成立於 1952 年的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其為歐盟最高司法機關。之後歐盟在 1988 成立了「一審法院」（Court 

of First Instance），後經改名為「一般法院」（General Court）。歐盟法院之任

務在於確保歐盟條約的解釋與適用，因此得審查歐盟機關行為之合法性，並得經

由與並與成員國的法院合作，確保歐盟法令得到一致的適用與解釋，也確保成員

國遵守條約中所規範的義務 204

本文欲討論之主題為廠商因政府採購程序違法，而喪失得標機會時，可能

於司法救濟管道中請求賠償之實務狀況。而歐盟法院可能審理的政府採購爭議案

件其實可區分為兩大類。 

。 

第一種案件是有關其成員國的公共採購。如上所述，歐盟成員國的公共採

購同時受到歐盟層次與國家層次的法規規範，其司法救濟途徑也因此可能有歐盟

層次與國家層次之兩種途徑。這類採購爭議案件雖有三種管道可尋求歐盟法院的

介入，但廠商其實無法直接在歐盟法院起訴，以獲得救濟。 

第二種案件則是歐盟機關本身為維持機關運作並執行歐盟法定職務，所對

外進行之採購。廠商若係於這類歐盟機關本身所為之採購中，與機關產生爭議，

原則上均可直接在歐洲法院進行訴訟而獲得救濟。 

由於兩類案件的審理對象、程序規定，甚至適用之實體法等皆大不相同，

因此以下將分開討論。 

 

三、歐盟成員國政府採購案之未得標廠商因機關違法請求賠償實務  

（一）救濟途徑 

1. 廠商於各國法院之救濟 

基於歐盟條約的基本原則，廠商原則上應該可在成員國的法院依據歐盟的

所有採購法規主張其權利，因此成員國必須針對違反歐盟採購法規的行為提供救

濟。但到 1980 年代中期，理事會發現大部分成員國都未提供有效的救濟，因此

                                                      
203 Id. 717. 
204 http://curia.europa.eu/jcms/jcms/Jo2_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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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及施行了「89/665EC公共工程及公共財物採購遵行指令」（Public Works and 

Public Supplies Compliance Directive 89/665）205，以下簡稱「89/665EC指令」以及

「92/13EC公用事業採購遵行指令」（Utilities Compliance Directive 92/13）206，以

下簡稱「92/13EC指令」。這兩項指令被稱為「救濟指令」，後來並經由「2007/66/EC

指令」加以修訂，增定「等待期」，使機關必須在決標後等候十天，才能與得標

者簽約，以利其他廠商決定是否提出異議，並使各國法院可以更嚴格要求機關遵

守公開競爭及透明原則之規定 207

救濟指令採程序自主原則，亦即讓各成員國有相當大的裁量權，可各自決

定接受申訴或訴訟的適當機關，及訂定其他細節要求

，但其基本原則並未改變，其未修正之法條仍

繼續適用。 

208，但仍訂下與政府採購

協定相似的最低要求 209

(1) 須有有效且快速之審查。 

。救濟程序的最低要求包括： 

(2) 審查爭議之機關必須具有司法性質，或為獨立之機關。 

(3) 審查機關須有權給下列幾項救濟：(a)暫停招標程序之暫時處分；(b)損

害賠償，而且根據歐盟法原則，這項損害賠償應包含所失利益（profit lost），

而非僅限於投標成本 210。「公用事業救濟指令」的第 2(7)條甚至規定，廠商只

要能證明機關違反歐盟採購法規或該國落實歐盟法規之法規，並證明其有相當的

機會（real chance）贏得契約，而該機會受此違法行為不良影響，即可自動獲賠

備標或參與招標的費用 211。廠商可依此規定或其他規定請求賠償，但只能選擇

其一。以及(c)撤銷違法決定 212

(4)無歧視原則：亦即廠商在各國法院中要求就其在競標程序中所受損害尋

求救濟時，不論是依據該國法令，或依據落實歐盟公共採購法規的法令，都應受

到同等對待

。 

213

                                                      
205 OJ 1989 L 395. 

。這項無歧視原則表示各國對於締約機關之招標程序及決定所作

的審查與救濟，不得基於歧視因素，而不同於對其他行政行為所做之審查程序及

206 OJ 1992 L 76/7. 
207 Directive 2007/66/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of 11 December 2007 amending 
Council Directives 89/665/EEC and 92/13/EEC with regard to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view procedures 
concerning the award of public contracts, OJ L335/31.  
208 Article 2(2) of Directive 89/665 and Article 2(2) of Directive 92/13. 
209 Sue Arrowsmith, EC Regime on Public Procurement,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PUBLIC PROCUREMENT, 281, 
2007. 
210 Id. 281. 
211 Utilities Remedies Directive, Article 2(7): “Where a claim is made for damages representing the costs of 
preparing a bid or of participating in an award procedure, the person making the claim shall be required only to 
prove an infringement of Community law in the field of procurement or national rules implementing that law 
and that he would have had a real chance of winning the contract and that, as a consequence of that 
infringement, that chance was adversely affected. 
212 Sue Arrowsmith, supra note 209, 281. 
213 CHRISTOPHER H. BOVIS, EU PBULIC PROCURMENT LAW, 38-39 (200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3 
 

救濟 214

 

。 

2. 歐盟法院對個案之介入 

救濟指令也創立了另一項機制，使歐盟開始有中央集權色彩的另一項特殊

審查程序，亦即所謂的「糾正程序」（corrective procedure）。依據此程序，如

92/13EC指令第 3 章第 8 條或 89/665EC指令第 3 條第 3 項規定，如果理事會在契

約確定前得知機關有清楚明顯（clear and manifest）違反歐盟採購相關法規之情

形，可直接令成員國及系爭招標機關糾正。成員國接獲糾正指示後必須於一定日

數內回覆是否已經糾正，未糾正的原因等 215。如果理事會沒有得到滿意回覆，

就可以依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258 條規定，請求法院作成判決 216。而成員國

依據該條約第 260 條，有義務遵守法院判決。若成員國未遵循其判決，法院可加

以裁罰 217

                                                      
214 Article 1(2) of Directive 89/665 and Article 1(2) of Directive 92/13. 

。不過，由上述說明可知，指令內容賦予理事會的權利本來就是歐盟

215 92/13 EEC, OJ L 76, 23.3.1992, at 10, CHAPTER 3 Corrective mechanism, Article 8: “1. The Commission 
may invoke the procedures for which this Article provides when, prior to a contract being concluded, it 
considers that a clear and manifest infringement of Community provisions in the field of procurement has 
been committed during a contract award procedure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Directive 90/531/EEC or in 
relation to Article 3 (2) (a) of that Directive in the case of the contracting entities to which that provision 
applies. 
 2. The Commission shall notify the Member States and the contracting entity concerned of the reasons 
which have led it to conclude that a clear and manifest infringement has been committed and request its 
correction by appropriate means. 
3. Within 30 days of receipt of the notifica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2, the Member States concerned 
shall communicate to the Commission:  
(a) its confirmation that the infringement has been corrected; or 
(b) a reasoned submission as to why no correction has been made; or 
(c) a notice to the effect that the contract award procedure has been suspended either by the contracting 
entity on its own initiative or on the basis of the powers specified in Article 2 (1) (a). 
4. A reasoned sub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 (b) may rely among other matters on the fact 
that the alleged infringement is already the subject of judicial review proceedings or of a review as referred 
to in Article 2 (9). In such a case, the Member State shall inform the Commission of the result of those 
proceedings as soon as it becomes known. 
5. Where notice has been given that a contract award procedure has been susp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3 (c),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shall notify the Commission when the suspension is lifted or 
another contract procedure relating in whole or in part to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is begun. That new 
notification shall confirm that the alleged infringement has been corrected or include an reasoned submission as 
to why no correction has been made. 
216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6.10.2012, Article 258 (ex Article 
226 TEC, Article 169 - EC Treaty (Maastricht consolidated version): ” 1. If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a 
Member State has failed to fulfil an obligation under this Treaty, it shall deliver a reasoned opinion on the matter 
after giving the State concerned the opportunity to submit its observations. 2. If the State concerned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 opinion within the period laid down by the Commission, the latter may bring the matter before 
the Court of Justice.” 
217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6.10.2012, Article 260 (ex Article 
228 TEC): “1. I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finds that a Member State has failed to fulfil an 
obligation under the Treaties, the State shall be required to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comply with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2. If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has not taken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comply with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it may bring the case before the Court after giving that State the 
opportunity to submit its observations. It shall specify the amount of the lump sum or penalty payment to be 
paid by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which it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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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給予理事會的權利，並沒有任何額外的權利。原本在草案階段的提議是讓理

事會有權暫停招標程序，但因成員國反對而作罷 218

而且，糾正程序本質上是針對成員國所作，在法院接受審查者是違反採購

指令機關所屬的國家，而非該機關

。 

219。而且歐洲法院只能宣佈成員國未遵守歐

盟法令，其審查結果並無執行力。雖然法院可以對該成員國定期罰款，但基本上

法院判決只是要求成員國修正法令，避免未來再度違反歐盟法規，而非懲罰其已

經違反的行為。因此學者認為，救濟指令中的糾正程序主要效果在於正式表示成

員國違反歐盟法令，在實務上並沒有增加促使成員國執行公共採購法規的權

利 220

 

。 

3. 歐盟法院得統一解釋歐盟法令 

若成員國法院審理採購案件時，對歐盟的法律效力或解釋有疑義，可依據

現行合併版歐盟運作條約第 267 條規定 221，暫停訴訟，要求歐洲法院做出「先

行裁決」（preliminary ruling），以統一解釋法令。原本僅有「歐洲法院」得做

出先行裁決，但後來設立一般法院後，一般法院目前亦可在法條規定特定範圍內，

作成先行裁決 222

綜上所述，歐盟法院可以就歐盟機關本身對外採購所生爭議作成判決，也

可以作成先行裁決以統一解釋有關公共採購的歐盟法律，並可以就歐盟成員國違

反歐盟法規的公共採購行為作成判決，要求成員國改進，或加以罰款。這幾種裁

定或判決都對成員國的公共採購案有拘束力。 

。 

 

（二）訴權 

                                                                                                                                                        
If the Court finds that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has not complied with its judgment it may impose a lump 
sum or penalty payment on it. …. 
218 BOVIS, supra note213, 403. 
219 Id, 402. 
220 Id, 403. 
221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26.10.2012, Article 267 (2) (ex Article 234 
TEC):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give preliminary rulings concerning: (a)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eaties; (b) the valid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cts of the institutions, bodies, offices or 
agencies of the Union;  
Where such a question is raised before any court or tribunal of a Member State, that court or tribunal may, if it 
considers that a decision on the question is necessary to enable it to give judgment, request the Court to give a 
ruling thereon.  
Where any such question is raised in a case pending before a court or tribunal of a Member State against whose 
decisions there is no judicial remedy under national law, that court or tribunal shall bring the matter before the 
Court.  
If such a question is raised in a case pending before a court or tribunal of a Member State with regard to a person 
in custody,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hall act with the minimum of delay. 
222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Official Journal of European Union, 
26.10.2012, Article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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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就爭取締約曾有或可能有利益者 

92/13EC指令的第1(3)條223以及89/665EC指令的第1(3)條 224

另外，歐洲法院一向見解亦認為， 必須對撤銷決標有利益之人始有提起撤

銷之訴之訴權。所謂有利益，係指該決定之撤銷必須會產生法律效果（capable of 

having legal consequences）且若撤銷之訴勝訴，必須能為原告帶來利益（procure 

an advantage）

皆規定，歐盟成

員國「至少」應確保「對獲取相關公共採購契約現有或曾有利益之人」（having 

or having had an interest in obtaining a particular public supply or public works 

contract），而且「會因所主張之違法行為而受有損害或可能受損害之人」(who 

has been or risks being harmed by an alleged infringement)，可進行申訴程序。 

225。訴之利益有無為訴訟合法要件，法院得基於職權自行審酌226

 

。 

2. 不得規定以非司法性質之前置程序作為司法救濟之前提 

廠商向法院提出告訴前，是否須先向行政機關申訴？亦即各成員國是否可

自行設置司法審查前程序，而為司法程序之前置程序？ 

92/13EC指令第1(5)條規定，成員國得要求相關人先向招標機關尋求解決，

而一旦利害關係人向機關提出申訴，就應使相關招標契約不得終結227。89/665EC

指令的1(3)條後段也規定，成員國得要求尋求救濟之人先通知締約機關其違反法

令，以及廠商欲尋求司法救濟228

但歐洲法院認為，上述指令雖明定成員國得自行訂定細節程序，規範「任

何就獲得特定公共契約有或曾經有利益，並可能因其聲稱之侵害而受有損害之人」

可否進行指令中要求的審查程序，但沒有授權成員國在詮釋何謂「interest in 

obtaining a public contract」時，限制該指令的實際有效性

。 

229

                                                      
223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2L0013, Directive 92/13, Article 1(1):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review procedures are available, under detailed rules which the Member States may establish, at least 
to any person having or having had an interest in obtaining a particular contract and who has been or risks 
being harmed by an alleged infringement.” 

。因此廠商若曾參

與投標，即使後來沒有發動司法前置程序以爭執某行為或決定，例如未曾與機關

224 Council Directive 89/665/EC Article 1(3) and Council Directive 92/13/EC as amened by Directive 2007/66/EC: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review procedures are available, under detailed rules which the Member 
States may establish, at least to any person having or having had an interest in obtaining a particular contract 
and who has been or risks being harmed by an alleged infringement.” 
225 Case T-461/08, supra note 245, [62]., Case T-195/08 Antwerpse Bouwwerken v Commission,[33], [2009] ECR 
II-4439. 
226 Case T-228/00 Gruppo ormeggiatori del porto di Venezia v Commission, [22], [2005] ECR II-787. 
227 Council Directive 92/13EEC, OJ L 76, 23.3.1992, at4, Article 1(5): “Member States may require that the person 
concerned first seek review with the contracting entity. In that case, Member States shall ensure that the 
submission of such an application for review results in immediate suspension of the possibility to conclude the 
contract.” 
228 “In particular, the Member States may require that the person seeking the review must have previously 
notified the contracting authority of the alleged infringement and of his intention to seek review.” 
229 Case C-410/01, Fritsch, Chiari & Partner and Others [2003] ECR I-1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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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協調或調解程序等，亦不得被視為已經喪失爭取締約之利益，而不得在訴訟

中爭執締約機關之締約決定或其他決定。因為若要求廠商必須先進行前置程序，

例如調解或協商等，才能進入指令所規定之審查程序，則一定會拖延救濟指令要

求的審查程序，而且這類非司法機關也不一定有救濟指令所要求的應有權限。因

此，以非司法的前置程序作為司法救濟的前提，顯然違反指令的目標，亦即快速

有效的救濟 230

 

。 

（三）得請求賠償之前提 

兩項採購救濟指令的第 2(1)條都規定，因機關違反公共採購法而受有損害

之人應獲得賠償。這項條文的目的在於使廠商有動機提起訴訟，以監督公共採購

指令的落實。92/13EC指令的第 2(7)條甚至規定，廠商只要能證明機關違反歐盟

採購法規或該國未落實歐盟法規之法規，並證明其有真實機會（real chance）贏

得契約，而該機會受此違法行為不良影響，即可自動獲賠備標或參與招標的費

用 231，此規定使廠商可選擇依此請求，或依其他請求權基礎請求所有損害賠償。

89/665EC指令雖無此項規定，但不少國家的實務原則跟案例都認為基於這兩項指

令的賠償請求訴訟，都可以適用這個標準 232

至於如何判斷機關違法，歐盟法院認為機關違法的成立要件包括：機關重

大違反地目在給予個人權利之法令

。 

233。而機關必須是明顯嚴重地踰越其裁量範

圍，才算是重大違法 234。但若機關裁量空間很小，甚至完全無裁量空間時，僅

止違反歐盟法律可能就足以構成機關行為違法要件 235

而被指控之行為與所主張之損失是否有因果關係，依據確立之案例法，法

院認為其損失必須為系爭行為相當直接的結果（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conduct），且此因果關係必須為該損害之主要原因（such a causal link must be the 

determining cause of the loss）

。 

236

不過，其實歐盟法律並沒有要求成員國必須訂定法規，規定機關違反直接

有效的歐盟法規時，即應負擔賠償責任。此有各種理由：有些國家法院認為機關

。 

                                                      
230

 BOVIS, supra note213, 412-413. 
231 Utilities Remedies Directive, Article 2(7): “Where a claim is made for damages representing the costs of 
preparing a bid or of participating in an award procedure, the person making the claim shall be required only to 
prove an infringement of Community law in the field of procurement or national rules implementing that law 
and that he would have had a real chance of winning the contract and that, as a consequence of that 
infringement, that chance was adversely affected. 
232 BOVIS, supra note213, 437-438. 
233 Case C-352/98 P Bergaderm and Goupil v Commission,[ 42] [2000] ECR I-5291. 
234 Case T-437/05, Brink’s Security Luxembourg SA v.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42],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Sixth Chamber) 9 September 2009. 
235 Joined Cases T-198/95, T-171/96, T-230/97, T-174/98 and T-225/99 Comafrica and Dole Fresh Fruit 
Europe v Commission,[134] [2001] ECR II-1975. 
236 Case T-175/94 International Procurement Services v Commission, [55] [1996] ECR II-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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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違反歐盟法律，也不直接對原告負有任何義務，或認為原告的損失只是可預

見的經濟風險。有些國家法院則認為要求機關負擔賠償責任，會對機關執行法定

措施或行政規則時，加諸無法接受的限制。但是各國的內國法若有規定機關違反

法定義務時須負賠償責任，則因為採購機關有遵循歐洲法規的義務，則違反此義

務就可能要負擔賠償責任 237。因此廠商得否因採購機關違法請求賠償，仍有很

大部分取決於各國法律與實務，但是歐盟各國幾乎呈現一貫的模式，亦即請求賠

償之廠商必須證明締約機關違反採購法規，以及此違反直接造成其損害或損失。

在某些國家，則如果司法或行政法院已經判決原先的決標決定違法而加以撤銷或

使其無效，廠商就不須再證明締約機關違法 238

 

。 

（四）應得賠償之範圍 

而關於賠償範圍，大多數國家法院認定，則原告必須證明若非因機關違法，

則其有相當機會得標，而其機會的喪失就是其損失，法院因此可藉此確定賠償範

圍。 

換言之，如果原告能證明若非因機關之違法行為，他一定會獲得契約，則

應可請求契約之利潤。在此情況下，若原告可以證明其投標、備標費用應可因為

獲得並執行主契約而被彌補，則投標、備標的費用亦可獲得賠償，也就是以廠商

對此契約的整體執行利益與成本計算其損失。 

但是在以最有利標決標之招標程序中，要證明到這種程度其實非常困難。

因為指令給予的評選標準十分廣泛，使締約機關享有很大的裁量權，因此未得標

廠商其實很難證明自己的投標為何優於得標者。加上公開競爭招標程序中競爭者

眾，法院若要實際以得標機會的百分比來衡量其損失，其實非常困難。因此除了

可證明得標機會百分之百者以外，大部分國家的法院都採取 92/13EC指令所定標

準，讓證明有「相當機會」得標者至少可獲賠投標及備標費用，以符合歐盟指令

所要求的「有效救濟」（effective remedy）的原則 239

歐盟理事會提出的 92/13EC指令草案中原本建議將可求償之投標備標費用

定為契約金額的百分之一，除非投標者可以證明實際上超過此金額

。 

240。而

89/665EC指令的草案原本亦提及可請求賠償的三個請求基礎（actions）：非必要

之研究費用（unnecessary studies）、喪失之利潤，跟喪失之機會。但是該指令

的最後版本刪除了這段，只提及應給予賠償 241

 

。 

                                                      
237 BOVIS, supra note 213, 438. 
238 Id. 438. 
239

 PETER TREPE, PUBLIC PROCUREMENT IN THE EU, 558-561, (2007). 
240 Id. 560. 
241 BOVIS, supra note213,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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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歐盟機關採購案件之未得標廠商因機關違法請求賠償實務 

（一）管轄 

歐盟機關本身便可能對外進行採購，而歐洲法院就此類採購所生爭議具有

管轄權，可直接審理歐盟機關本身對外採購時產生的招標決標爭議 242。其條文

依據為「歐盟運作條約」第 256 條規定 243。依據該條，一般法院得管轄原本皆

屬於歐洲法院管轄的數種訴訟，而可審查歐盟理事會、部長理事會，以及歐洲央

行的立法行為及其他行為之合法性；亦得審查「歐洲議會」以及「成員國領袖會

議」意欲對第三人產生法律效果之行為。任何法人或自然人得針對上述機關對其

有直接且個別效力之行為，提起訴訟 244

 

。該法院為第一審法院，對其判決不服

者，原則上得上訴至歐洲法院。 

（二）請求權基礎 

就歐盟機關對外的採購案件而言，歐盟並沒有法條明確規範歐盟機關在招

標過程中違法而致使廠商受損害時之賠償責任。但歐盟法院認為，根據歐盟運作

條約第 266 條，當歐盟機關的行為被歐洲法院宣告無效，或機關之不行為被宣告

違反歐盟條約時，機關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符合法院之判決。因此，當歐盟機關

之招標行為被認為違法而使廠商受有損害時，機關有義務使廠商回復到原始地位，

例如以金錢賠償使廠商回復到未參與投標之狀態。而因為投標備標費用肯定是為

此投標過程所生，而在回復原狀應受的賠償範圍內，所以若廠商只請求備標及投

標費用，則可以第 266 條作為請求依據 245

                                                      
242 李家慶，同註

。 

195，頁 6-7。 
243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Article256 (1): “The General Court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at first instance actions or proceedings referred to in Articles 263, 265, 268, 
270 and 272,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assigned to a specialised court set up under Article 257 and those 
reserved in the Statute for the Court of Justice. The Statute may provide for the General Court to have 
jurisdiction for other classes of action or proceeding.” 
244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C 326/162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6.10.2012, Article 263 (ex Article 230 TEC):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hall review the 
legality of legislative acts, of acts of the Council, of the Commission and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other than 
recommendations and opinions, and of acts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intended to 
produce legal effects vis-à-vis third parties. It shall also review the legality of acts of bodies, offices or agencies of 
the Union intended to produce legal effects vis-à-vis third parties.  
It shall for this purpose have jurisdiction in actions brought by a Member State,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or the Commission on grounds of lack of competence, infringement of an essential procedural 
requirement, infringement of the Treaties or of any rule of law relating to their application, or misuse of powers.  
The Court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in actions brought by the Court of Auditors, by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by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ir prerogatives. 
Any natural or legal person may, under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agraphs, institute 
proceedings against an act addressed to that person or which is of direct and individual concern to them, and 
against a regulatory act which is of direct concern to them and does not entail implementing measures.  
245 Case T-461/08 Evropaïki Dynamiki v.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67], [2011] ECR II-6378, 並參見

Consolidated Version of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Article 266: “The institution whose act has been 
declared void or whose failure to act has been declared contrary to the Treaties shall be required to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comply with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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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歐盟法院亦認為，未得標廠商若主張機關招標行為違法而負有賠償

責任，基本上該責任係為「非」契約賠償責任，因此，廠商主張歐盟機關違法致

使其喪失得標機會所生之賠償責任，歐盟須依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340 條第 2 項規

定之「非」契約賠償責任審理。歐盟條約第 340 條第 2 項規定：「在非契約賠償

責任上，歐體應採取與成員國法律相同之原則，賠償由其機關或其人員執行職務

所造成之損害 246。」且此請求權與上述回復原狀之請求可同時並存 247

 

。 

（三）得請求賠償之前提 

若廠商依據歐盟運作條約第266條請求機關賠償時，則法院只需審查確定機

關之決標行為違法無效，並使廠商受有損害時，廠商就至少應得受償備標及投標

費用248

但若廠商依據340條第2項請求機關負擔非契約上之賠償責任，則根據確立

之案例法，歐盟非契約（non-contractual）的賠償責任成立要件包括：(1)機關行

為符合違法行為的要件；(2)原告受有真實的損害；(3)並且機關系爭行為跟主張

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賠償責任始成立。唯有這些要件皆成立，歐盟的賠償責任

才成立

。 

249

不論廠商是以上任何一者請求權基礎為請求依據，法院皆認為機關必須是

重大違反目的為賦予個人權利的法律，才構成違法行為

。 

250

 

。 

（四）應得賠償之範圍 

根據歐盟法院一向見解，在原機關決標決定被撤銷，但無法重新招標的情

況下，因機關違法決定而受有損害的競標者，其利益即應該受到保護。因此廠商

可以歐盟運作條約的266條作為請求依據，保護其利益，例如相對於其喪失締約

機會的金錢賠償，甚至若確定申訴者本來應該得標的話，還包括利潤的損失251。

此外，較近的案例亦認定，締約機會本身應該有經濟價值252

                                                      
246 Article 340 “(1)The contractual liability of the Union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law applicable to the contract in 
question. (2) In the case of 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the Union sha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common to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make good any damage caused by its institutions or by its servan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duties. 

，但判決中並未討論

247 Case T-461/08, supra note 245, [67] above and [214]. 
248 Id. [67]. 
249 Case T-69/00 FIAMM and FIAMM Technologies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 [85] [2005] ECR II-5393., Case 
T-267/94 Oleifici Italiani v Commission, [20] [1997] ECR II-1239.  
250 Case T69/00 FIAMM and FIAMM Technologies v Council and Commission, [87] [2005] ECR II-5393., Case 
C-352/98 P Bergaderm and Goupil v Commission, [42] [2000] ECR I-5291. 
251 Case T-461/08, supra note 245, [66-68]., Case T-108/94 Candiotte v Council, [27] [1994] ECR II-249., Case 
T-169/00 Esedra v Commission, [51] [2000] ECR II-2951,Case T-303/04, European Dynamics v Commission, [83], 
[2004] ECR II-3891. 
252 Case T-461/08, supra note 24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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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經濟價值應如何估算。 

換言之，歐盟法院認為，廠商根據上述第226條所得請求者是回復原狀的賠

償，而且其回復原狀的金錢賠償並非僅止於備標或投標費用，而是包含其因參與

該投標過程而受的所有損失，包括締約機會的喪失，甚至原本應得標的契約的利

益等。雖然筆者於歐盟法院公佈之近十年的英文判決中，並沒有找到任何歐盟機

關因採購行為違法，而依該條規定賠償廠商之判決，因此難以確定上述賠償範圍

的原則在實際案件中的適用結果。不過，許多判決在衡量應否准許對機關下禁止

締約或其他暫時處分時，都認為廠商在實體判決確定後仍可得到足夠的金錢賠償，

甚至包含其契約利益，而不致受到不可回復之損害，所以不准許暫時處分253

 

。 

五、 案例評析 

由於廠商就歐盟各成員國政府採購所生之爭議，僅得於其內國法院獲得直

接救濟，因此本章所舉案例為歐盟機關採購案件。而在歐盟法院公佈之近十年英

文判決中，雖有多項係廠商針對歐盟機關決標決定提起之訴訟，但絕大多數為請

求暫時處分或撤銷處分，請求賠償的案件相當少。筆者甚至找不到任何判決認定

廠商應獲賠投備標費用者。但筆者在此仍舉出當中一項時間較近，且詳盡探討管

轄權、指令之適用、備標投標費用賠償成立之判斷標準，以及其他損害賠償判斷

標準之判決，以便了解上述各項實務見解在案件中之操作。本案為Evropaïki 

Dynamiki v.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案號為T-461/08，判決時間為2011年9月，

審理法院則為一般法院254

 

。 

（一）事實概要 

原告係總公司位於希臘雅典的Evropaïki Dynamiki – Proigmena Systimata 

Tilepikoinonion Pliroforikis kai Tilematikis AE（以下簡稱「ED公司」）。被告則為

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以下簡稱「投資銀行」）。 

投資銀行在2007年9月13日於《歐盟官方期刊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上刊登招標通知，邀請廠商投標一項貸款軟體「Serapis」的維

修、支援及開發。依據招標公告說明，得標者會得到為期四年的框架合約，並將

基於此框架合約，與投資銀行再簽訂各項工作的合約。此投標採最有利標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衡量標準是技術標準佔75%，財務標準佔25%。

而技術標準中包括品質管理流程15%, 提議員工符合技術與資格佔45%，有能力

由自有人力中提供充足的人員佔15%。  

                                                      
253 Id. 
254 CaseT- 461/08, supra note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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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七個廠商投標，全都進入評比的第三階段，包括原告ED公司在內。最

後評選委員會整體評分第一為「Sybase BVBA」 ，而ED公司則為第二名。投資銀

行依據評選委員會的評比，並在2008年1月29日與Sybase BVBA討論其投標後，於

1月31日決定與得標者締約。投資銀行於同年2月18日函告所有投標者決標結果，

但未告知ED公司。 投資銀行於同年6月12日跟17日與得標者簽訂框架合約，該合

約於16日生效。  

ED公司於2008年6月31日始由歐盟期刊得知決標結果，認為投資銀行未適時

通知決標結果，違反投標說明及相關法令，要求投資銀行撤銷決標決定，暫停締

約，並要求獲得相關評選資料。投資銀行提供的資料顯示得標者在35分中拿到

29.36分，而ED公司只有22.03分，但 ED公司認為未獲得全部資料，進一步要求投

資銀行回答所有問題，並要求暫停締約。但投資銀行表示未及時通知決標決定，

是其「行政疏失」，但並未構成重大違法（substantial irregularity），堅持招標

過程有效，因此無法暫停或撤銷已簽訂的框架合約。但ED公司主張投資銀行還有

其他違法，包括使用歧視或不明確的評選標準，未履行及時通知競標者決定的義

務，在與得標者締約前未給予一定「等待時間」；程序不夠透明；違反平等對待

原則；未說明決標決定所依據的理由；以及在比較評投標時所使用的計分公式使

「最有利標」的原則（best value for money）實際上失效。 

ED公司之後在歐盟的一般法院起訴，要求撤銷系爭決定，並令投資銀行賠

償因其決定違法而造成之損害，估計為歐元一百九十四萬，並令投資銀行負擔訴

訟費用。 

 

（二）管轄 

依據歐盟法院條款第29條規定，歐洲投資銀行與其債務人、債權人或其他

人之爭議，應由有管轄權之國家法院審理，除非其管轄權已經賦予給歐洲法院。

歐盟法院認定，該條文僅係表示上述特定訴訟可由國家法院管轄，但並沒有限制

歐洲法院對投資銀行相關爭議的管轄權255

而就本案之撤銷之訴而言，歐盟法院認為，歐盟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團體，

其機關行為無法避免受到司法審查，以便確保其行為遵循根本的憲章、歐盟條約

的規範，並使任何人基於歐盟法律保障的權利或自由受到侵害時得獲得有效救濟

及公平審判。投資銀行雖非由歐盟直接管理之機關，但確實為依據歐盟條約成立

的法人機構，其行為亦應受歐洲法院管轄，尤其是歐體條約第237條(b)中所規定

的，歐洲投資銀行的管理委員會所採取之措施

。 

256

                                                      
255  Case C 370/89, SGEEM and Etroy v EIB, [31] above, [17-18], [1992] ECR I-6211. 

。 

256 亦即現在之歐盟運作條約第271(b)條：“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hall, within the limits 
hereinafter laid down, have jurisdiction in disputes concerning:… (b)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Boar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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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盟條約，投資銀行享有營運及組織自治權，以及為金融市場獨立法

人的身分，其權利及身分不應受到破壞257

至於廠商主張損害賠償部份，則為歐盟機關之非契約責任。沒有任何法條

規定歐洲法院或一般法院對於投資銀行的非契約賠償責任有無管轄權。但法院認

為，ED公司主張之違法行為是投資銀行行使歐盟條約賦予的權利，代表歐盟締結

契約時所發生，因此所生之非契約賠償責任，根據歐體條約第 235條

。但是本案爭執之決標決定並非投資銀

行在金融市場或金融領域的活動或操作，而係投資銀行作為締約機關的行政活動，

屬於歐盟行政活動之一部份，因此歐盟法院認為由其加以審查不會妨礙投資銀行

的營運及組織自治權。 

258，以及歐

體條約第288條259

 

，歐洲法院具有管轄權。此外，賠償之訴雖為獨立訴訟，與撤

銷之訴可分別提起，但本案中兩訴密切相關，可稱為撤銷之訴之附帶訴訟。且ED

公司請求之賠償金額顯然為若其締結並履行系爭契約後之「估計毛利」（estimated 

gross profit），因此兩訴皆應由一般法院管轄。 

（三）訴權 

1. 系爭契約已無法重新招標，但原告仍有訴之利益  

投資銀行主張，本案起訴時，其與得標者的框架合約已經簽訂，不可能重

新招標，且ED公司未因系爭決定而有任何實際損害，所以本案中賠償要件不成立，

因此 ED公司無訴之利益。但法院認為， 即使締約已經完成，競爭者訴訟仍有訴

之利益。其訴之利益包括令締約機關使廠商回復到原始的狀態，以及若招標程序

不符合法定要求時，促使機關未來在招標程序做適當修正。本案中，ED公司對

於提起訴訟，請求撤銷系爭決定有訴之利益，因為該公司得藉此要求投資銀行履

行其依據歐體條約第233條260

不過，法院強調，ED公司在本案中雖請求金錢賠償，但其與締約機會喪失

無關，而是與契約履行利益有關。因此即使法院駁回此請求，仍不影響ED公司基

於歐體條約第233條得請求之締約機會損失賠償。 

的義務，使其恢復到原本的地位，例如給予金錢賠

償，補償其相當於喪失締約機會的損失。 

 

                                                                                                                                                        
Governors of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In this connection, any Member State, the Commission o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Bank may institute proceedings under the conditions laid down in Article 263.” 
257 Case 85/86 Commission v EIB, [27] to [30] [1988] ECR 1281, Case C-15/00 Commission vEIB, [42] above, [101] 
et seq. 
258 亦即現在的歐盟運作條約第268條：”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shall have jurisdiction in 
disputes relating to compensation for damage provided for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agraphs of Article 340.” 
259 亦即現在的歐盟運作條約340條，同註246。 
260 亦即現在的歐盟運作條約第 266 條，同註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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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廠商未在招標過程中爭執投標評選所用公式，並不因此失去爭執權利 

投資銀行主張ED公司未曾在適當時間，亦即截止投標時間前，爭執評選所

用公式不當，即不得再爭執。但法院認為，招標文件所列之評選標準係適用於抽

象的一定範圍對象，具有非特定的性質(general nature)， 因此系爭決定是原告可

以經由司法管道爭執的，第一個針對其所為之特定決定，原告可藉此間接爭執其

評選標準，不會因未在截止投標前提出異議而喪失爭執的權利。 

 

（四）得請求賠償之前提 

1. 系爭標案受歐盟政府採購相關法規及指令拘束 

歐盟「財務規則」中有關公共採購的財務規則及其執行細則僅適用於部份

或全部由歐盟預算支付之公共採購261

此外，歐盟行政機關在行使其組織或營運自主權時，若明示其招標程序採

用指令所定之規則或原則，則這些原則或規則就應基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patere legem quam ipse fecisti ）而適用

，而投資銀行本身並非以歐盟預算營運，且

系爭招標程序亦由投資銀行自有的資金支出，因此其招標程序本來並不受財務規

則及其執行細則規範。但是，法院認為投資銀行的採購程序仍舊必須遵循歐盟條

約的基本規則以及一般法律原則，尤其是貨物自由流通原則、設置機構自由原則

以及提供勞務自由原則，無歧視及平等待遇原則、透明及比例原則。 

262。由此，投資銀行之採購既係遵照該

銀行所定之「採購準則－投資銀行勞務、財物及工程採購準則」（Guide to 

Procurement – Guide for the procurement of services, supplies and works by the EIB 

for its own account，下稱「準則」)進行，而此「準則」明示為尊重歐盟有關公

共採購之基本原則，如平等待遇、無歧視，以及透明原則等，而採行競爭招標，

並依品質及成本考量評選。因此若有必要對此準則加以解釋時，即應以歐盟法規

統一適用以及遵循歐盟條約的觀點加以解釋263。同樣的，歐盟公共採購程序之指

令規範的對象雖然是各成員國，不直接適用於歐盟機關。但是據歐洲法院確定見

解，公共採購程序之指令中明定或衍生的規則或原則，如果明顯來自於歐盟條約

中的基本原則，或可直接適用於歐盟機關的一般法律原則，則這些指令中的規則

或原則即可適用於歐盟機關本身之採購264

 

。 

2. 投資銀行於系爭招標流程中有多項重大違法，決標應撤銷 

                                                      
261 Case T-271/04, Citymo v Commission [2007] ECR II-1375,[121]. 
262 Joined Cases 87/77, 130/77, 22/83, 9/84 and 10/84 Salerno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and Council, [52], [56] 
and [57] [1985] ECR 2523. 
263 Case C-314/89, Siegfried Rauh v Hauptzollamt Nürnberg-Fürth[17], [1991] ECR I-1647., Case 
C-135/93 Spain v Commission, [37], [1995] ECR I-1651. 
264 Case C-25/02, Katharina Rinke v Ärztekammer Hamburg, [25] to [28], [2003] ECR I-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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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認定，投資銀行未及時通知ED公司決標決定，亦未充分說明未得標理

由，使ED公司未得及時請求審查決定的合法性，失去暫時保護的救濟機會，侵害

原告有效救濟的權利。此外，本案其他投標者都得到決標通知，只有原告沒有，

因此機關亦違反歐盟條約以及投資銀行之「準則」所規定的，機關必須在招標程

序都平等對待投標者的原則。 

此外，投資銀行的「準則」中亦規定，投資銀行必須在招標公告中說明，

其以最有利標決標時，各項標準相對的權重，目的在於確保投資銀行在選擇決標

標準時，會依據平等待遇以及透明原則行使裁量265，並確保所有獲得合理告知以

及具備一般勤勉（reasonably well-informed and normally diligent）的投標者會以

同樣的方式詮釋決標標準，並因此有平等機會決定其投標內容266

 

。所以機關不得

改變決標的重要條件，以免違反透明及平等待遇原則。但投資銀行後來發現原先

選擇的權重會使財務標準失去重要性，所以在2008年1月29日與得標者協商時才

作成修改權重之決定，並要求得標者改變投標金額，嚴重違反平等待遇、無歧視、

透明原則。 基於上述理由，投資銀行之決標決定應被撤銷。 

（五）應得賠償之範圍 

1.   ED公司不得受償契約履行利益之損害 

ED公司主張，法院若認定被告之決標違法而予以撤銷，則因判決作成時，

系爭契約很可能已經由得標者履行完畢，因此要求法院依據歐洲共同體條約第

288條規定之非契約責任267

法院認為，根據確立之案例法，歐盟非契約（non-contractual）的賠償責任

成立要件包括：機關成立違法行為，且系爭行為跟主張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至

於判斷被指控之行為與所主張之損失是否有因果關係，其判斷標準係其損失必須

為系爭行為相當直接的結果（direct consequence of the conduct），且此因果關

係必須為該損害之主要原因（such a causal link must be the determining cause of 

the loss。但是，ED公司並未舉證證明其投標應在評選比較中名列第一。而且即

使ED公司能證明它應該得標，也並沒有任何系爭招標流程適用的法律或原則要

求投資銀行一定與得標者簽訂契約

，判令投資銀行給付ED公司一百九十四萬歐元。ED公

司主張，按投資銀行原定標準，其投標應被評選為第一名，亦即應由其得標，所

以投資銀行應賠償其原本得標後的契約履行利益，其金額係以其投標價格乘以該

公司執行此類契約的毛利50%計算。 

268

                                                      
265 Case C-470/99, Universale-Bau AG v. Antsorgungsbetriebe Simmering GmbH, [90] to [92], [2002] ECR. 

。 因此法院雖然確定投資銀行系爭違決定

266 Case C-19/00, SIAC Construction, [ 42], [2001] ECR I-7725. 
267 亦即現行歐盟運作條約第 340 條第 2 項，同註 246。 
268 see, to that effect and by analogy, Fracasso and Leitschutz, [147] above, [24], [25]., and Embassy Limousines 
& Services v Parliament, [125] above,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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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但並無法確認其決定與ED公司主張之喪失契約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 

 

2. ED公司可另依據歐體條約第233條請求回復原狀之賠償 

法院認為，雖然ED公司曾在庭上表示，由於本合約未簽訂將影響他未來獲

得其他公共採購契約的機會，所以其要求的賠償包括喪失機會的損害及其參與公

共採購活動所生固定花費，但法院認為，ED公司所請求者實際上為喪失契約的損

失，而非喪失締約機會的損失。而雖然本判決認定ED公司不得請求未獲得之契

約之利益， 不過，此判決並不影響ED公司依據歐體條約第233條請求機關回復原

狀，而可能獲得投標備標費用之賠償269

 

。 

3. 訴訟費用之負擔 

至於訴訟費用部份，法院根據歐盟訴訟程序規則（Rules of Procedure）第87(3)

條規定，得命無理由或引人困擾地（unreasonably or vexatiously）導致另一方產

生花費者，應負擔訴訟費用。法院認定在本案中，考量到投資銀行的決標決定因

未充分說明理由而無效，以及投資銀行在招標過程中的種種違法行為，導致ED

公司被迫提起訴訟，因此投資銀行應負擔所有訴訟費用。 

 

六、小結 

（一）歐盟機關的採購所生爭議 

就歐盟機關的採購所生爭議部份，因為採購行為係歐盟機關所為行為，需

接受歐盟的法院為合法性審查。所以歐盟法院基本上皆有管轄權，可以直接審理

廠商撤銷之訴及賠償之訴。而且法院認為，即使非歐盟所屬機關，只要是依據歐

盟條約成立之法人機關，且其採購行為係在行使歐盟條約賦予任務之範圍內，代

表歐盟機關締結契約之行政行為，均應受歐盟法院管轄。 

在本文關切之未得標廠商賠償請求權部份，歐盟並無法規明定歐盟機關之

決標決定受到撤銷時，廠商是否可獲得賠償，以及可能之賠償範圍。但實務見解

似乎認為可將廠商可能獲得之賠償區分為兩部份。 

首先，法院認為，歐盟條約第 266 條規定歐盟機關之行為被宣告無效或其

不行為被宣告違反條約時，應採取必要措施，以符合歐盟法院判決意旨。因此若

歐盟機關的決標決定被宣告違法而無效，則機關有義務採取措施，使相關人之權

利義務回復到如同該決標決定未發生之狀態，因此廠商投入之備標投標之費用部

                                                      
269 亦即現行歐盟運作條約第 266 條，同註 24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份，應可依據此條請求賠償。此外，法院也認為，回復原狀的賠償應包含賠償締

約機會的損失，而且締約機會本身應有經濟價值，但究竟締約機會的經濟價值如

何估算，法院實務並未表示見解。 

其次，除了備標投標等為備標所投入之費用以外，未得標之廠商如果主張

其因機關違法而受有其他損害，例如履行利益的損害，則因廠商並沒有與機關締

結契約，則此部份損害賠償為非契約賠償義務（non-contractual liability），須依

據歐盟條約第 340 條第 2 項請求。而歐盟非契約賠償責任成立要件包括：(1)機

關行為符合違法行為的要件；(2)原告受有真實的損害；(3)並且機關系爭行為跟

主張損害之間有因果關係。因此，廠商若要請求履行利益，就必須證明自己一定

會得標，才可能獲得賠償。但在採最有利標決標時，由於機關享有極大的裁量權，

廠商幾乎不可能證明。 

 

（二）歐盟成員國政府採購所生爭議 

就歐盟成員國的政府採購而言，歐盟法院並無法直接審理廠商撤銷之訴及

賠償之訴。歐盟理事會僅能在接到相關人申訴或自行發現機關重大明顯違反歐盟

採購法規時，依據歐盟條約要求成員國糾正。若糾正未果，則理事會可請歐洲法

院宣告該國違反歐盟法規，並加以裁罰。此外歐洲法院還可接受各成員國法院之

請求，解釋歐盟法規。 

另外，歐盟並以指令對成員國之公共採購司法控制訂定了最低要求，且各

國有落實指令的義務，但其司法控制仍舊分散於各成員國，因此學者認為不遵循

指令條文，或錯誤適用指令條文，至今仍是歐盟整合過程中最大的非關稅障礙 270

大部分成員國中的實務狀況大致如下。就訴權而言，歐盟成員國「至少」

應確保「對獲取相關公共採購契約現有或曾有利益之人」，且「會因所主張之違

法行為而受有損害或可能受損害之人」，可在司法性質的機關尋求救濟。歐洲法

院並要求該法條原則上應做較寬解釋，使機關採購行為之合法性盡量受到快速有

效的司法審查，因此不得以非司法性質機關之審查或協商作為司法救濟的前提。 

。

事實上，在各成員國司法制度與傳統差異甚大的現實下，制定完全統一的法規並

加以執行也近乎不可能。不過即使如此，因為歐洲法院得督促各國適用指令，且

有統一解釋指令之權利，因此各國關於未得標廠商請求賠償的實務見解也日趨一

致。 

就損害賠償的判斷與範圍而言，歐盟指令草案中曾嘗試明定廠商所應獲得

之損害賠償金額或範圍，例如明定可請求非必要之研究費用（unnecessary 

studies）、喪失之利潤，跟喪失之機會等，但是這些較明確的規定最後都因成員

                                                      
270 BOVIS, supra note 213,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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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反對而被刪除，只提及應給予賠償。主要原因在於各國對於行政機關在執行

法定職務時，是否應負擔賠償義務，以及賠償程度，仍有相當歧見 271。因此就

現況而言，由於歐盟成員國各國存在各不相同的司法體系，判賠金額也有很大差

異 272

此外，廠商通常不願意到法院起訴締約機關，因為他們仍希望在未來與機

關保持良好關係，擔心訴訟導致關係永遠破裂

，而歐盟法院又無法直接審理成員國採購案件之撤銷或賠償之訴，種種因

素都直接或間接影響廠商獲得司法救濟的可能。 

273

有學者認為，雖然違反歐盟法規的救濟方式跟程序規定根據國家原則

（national principle）及救濟方式自主原則（remedial autonomy principle）被認為

屬於各國立法者的裁量，但是這項國家自主權仍應受到有效救濟與相當救濟原則

（principles of equivalence and effectiveness）的限制。因此，違反歐盟採購法規

的損害賠償不應被認為完全是各國法規問題。由相當救濟的原則來看，各國就損

害賠償制定的實體法與程序法不應較其他相似的內國法損害賠償嚴苛。而從有效

救濟的原則來看，獲得賠償的條件也不應致使廠商幾乎不可能，或非常難獲得賠

償

。筆者搜尋歐洲法院之案例時

亦發現，廠商起訴請求撤銷歐盟機關採購決定並請求賠償之案件量非常少，而且

請求暫時救濟者（暫停招標程序、暫時禁止簽訂契約）遠多於請求賠償者，歐盟

法院也因此幾乎沒有判決深入討論應如何判定其賠償範圍。所以，即使歐洲法院

於個案判決所持之見解可對成員國的法院產生影響（但對某些國家可能沒有直接

拘束力），但實際上廠商請求未得標相關賠償之案件量很少，所能闡述之見解當

然亦有限，也降低成員國法院就賠償範圍統一見解之可能。 

274

  

。因此，在尊重各國司法體制與傳統的前提下，歐盟之指令似乎仍可規範

一定的認定方式或最低限度的賠償，以促進各國實務之一致。 

                                                      
271 Id. 438. 
272 Id. 378. 
273 Id. 378. 
274 Steen Treumer, Damages for breach of the EC public procurement rules - changes in European regulation and 
practice, P.P.L.R. 2006, 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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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英國政府採購之相關法規與實務 
歐盟國家當中，以英國的估計採購金額為最高，為 569 億歐元，約等於新

台幣 2 兆 2 千萬元以上，因此對我國廠商而言，蘊含龐大商機 275。而英國的司

法體系，尤其是法院組織，其實大致可分為英格蘭與蘇格蘭兩個系統，而不盡相

同 276。英格蘭法律系統之法制屬普通法系，而蘇格蘭基本上以大陸法，即羅馬

法為基礎，但在 1707 年與英格蘭訂了合併條約後，法律之發展亦受英國普通法

很大影響，許多英國國會之制定法同時適用於英格蘭與蘇格蘭，使蘇格蘭法成為

大陸法與英美法之混合 277

 

。其司法實務對於政府採購相關爭議是否也因此有所

差異，值得探討，因此本文將在英國一章分別討論其兩者的相關法規與實務，並

各舉一案例說明。 

一、公共採購法規概述 

（一）英格蘭法域之政府採購相關法規 

英格蘭法域主要仍為普通法系，亦即以判例法為司法實務基礎，但現今也

已經有相當多的成文法，尤其是有關公共採購程序中的權利義務。而在法院實務

上，由於英國有「國會至上原則」（the Supremacy of Parliament），由國會通過的

立法，除非遭之後的國會廢止，否則對其所規範之人、事、地、物，有絕對之拘

束力 278。因此，兩個法域的法院目前確立之原則都是，案例法中的權利若與成

文法不符，則法院不得適用。相對的，當成文法未規定或當事人就案例法中的主

張與成文法不衝突時，則法院得適用案例法。亦即成文法優先適用，不可適用或

須補充者，案例法仍有適用 279

英國為歐盟成員國之一，如上一章所言，須遵循歐盟有關政府採購之指令。

在英格蘭法域，因此制定的最重要法規包括適用於政府機構，包括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地方機構及其他政府團體的「2006 年第 5 號公共契約法規」（Public 

Contracts Regulations 2006 No.5）

。 

280

                                                      
275 法國於 2008 年估計適用政府採購協定之採購金額約 718 億歐元，實際採購金額 614 億歐元；英國估計

金額為 805 億歐元，實際採購金額為 569 億歐元；德國估計 296 億歐元，實際採購金額為 283 億歐元，見

前註

，以下簡稱「2006 年英格蘭公共契約法規」；

以及主要適用於公共事業機構，如特定之水資源、能源及運輸產業之營運單位等

182。 
276 王澤鑑，同註 91，頁 62。 
277 楊崇森，英美法系 vs.大陸法系若干問題初探，軍法專刊第 57 卷第 4 期，頁 116-117，2011 年 8 月。 
278 王澤鑑，同註 91，頁 146-147。 
279 Monro v HM Revenue & Customs [2007]EWHC 114 (Ch) , [22], “The authorities give clear guidance that if 
Parliament creates a right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 right given by the common law, the latter is displaced. By 
'inconsistent' I mean that the statutory remedy has some restriction in it which reflects some policy rule of the 
statute which is a cardinal feature of the statute.” 
280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6/5/pdfs/uksi_20060005_en.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6/5/pdfs/uksi_20060005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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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006 年第 6 號公用事業契約法規」（Utilities Contracts Regulations 2006 

No.6）281

上述法規後續並有幾次增修補充，其最新增修之條文於 2009 年通過

，以下簡稱「2006 年英格蘭公用事業契約法規」。 

282

 

，

但因該修訂只更動其中部份條文，且適用新法條之案例仍很少，因此以下仍主要

引述 2006 年之法案條文，並在有重要修改之部份特別加以說明。 

（二）蘇格蘭法域之政府採購相關法規 

蘇格蘭雖具有成文法體系之傳統，但現今司法實務上的法源亦跟英國一樣，

包括國會所制定之成文法以及法院判決先例 283

而蘇格蘭為落實歐盟有關政府採購之指令，亦制定與英格蘭法域近乎相同

的政府採購法規，包括：2006 年蘇格蘭公共契約法規」(Public Contracts (Scotland) 

Regulations 2006 (SSI 2006 NO.1))

，且彼此的法院見解並可能互相

影響而日趨接近。 

284，以下簡稱「2006 年蘇格蘭公共契約法規」，

以及「2006 年蘇格蘭公用事業契約法規」 (Utilities Contracts (Scotland) Regulation 

2006 (SSI 2006 NO.2))285，以下簡稱「蘇格蘭公用事業契約法規」。此兩項法規之

後並有陸續增修，其較重要之新增修條文係於 2009 年通過 286

 

，但就本文討論範

圍部份，條文並未有重大更動，且適用新增修條文之案例仍極少，因此以下仍以

引述 2006 年法案內容為主，並於重要修改部份特別說明。 

（三）歐盟法規之適用 

如前一章所述，歐盟就公共採購所作之指令僅訂定目標及原則，而讓各國

自行進行細節規定。英格蘭法域及蘇格蘭法域亦各自遵循指令規範的目標，制定

了上述適用公共採購程序的成文法。但除此之外，英國早在 1972 年就制定了歐

體法（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1972），其中第二條要求，英國在歐體簽署的

                                                      
281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6/6/pdfs/uksi_20060006_en.pdf 
282  
2009 No. 2992 PUBLIC PROCUREMENT, ENGLAND AND WALES, PUBLIC PROCUREMENT, NORTHERN IRELAND  
The Public Contracts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09,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9/2992/pdfs/uksi_20092992_en.pdf 
2009 No. 3100 PUBLIC PROCUREMENT, ENGLAND AND WALES, PUBLIC PROCUREMENT, NORTHERN IRELAND  
The Utilities Contracts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09,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10601212617/http://legislation.gov.uk/uksi/2009/3100/pdfs/uksi_
20093100_en.pdf 
283 Fiona Todd, The Scottish Legal System in a Nutshell, 
http://thestudentlawyer.com/2013/06/17/the-scottish-legal-system-in-a-nutshell/, last visited on May 9, 2014. 
284 https://www.dghp.org.uk/uploads/pdf/public%20contracts.pdf 
285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6/6/pdfs/uksi_20060006_en.pdf 
286 2009 No. 428 PUBLIC PROCUREMENT The Public Contracts and Utilities Contracts (Scotland)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09, http://www.legislation.gov.uk/ssi/2009/428/pdfs/ssi_20090428_en.pdf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09/2992/pdfs/uksi_20092992_en.pdf�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10601212617/http:/legislation.gov.uk/uksi/2009/3100/pdfs/uksi_20093100_en.pdf�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20110601212617/http:/legislation.gov.uk/uksi/2009/3100/pdfs/uksi_20093100_en.pdf�
http://thestudentlawyer.com/2013/06/17/the-scottish-legal-system-in-a-nut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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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約所規範的權利、義務、救濟程序，救濟選擇等，都不需要進一步立法，就在

英國生效，且應被視為英國法律而執行並遵循 287

 

。因此廠商除了得主張機關違

反上述各公共採購明文法規外，若有其未規定之處，或對廠商更有利之可能，廠

商亦可能直接主張機關違反歐盟法規規定義務，作為求償的基礎。而在法院實務

上，歐盟法院審理其機關採購爭議案件時的判決，對英國法院亦為有拘束力的案

例，廠商亦可在其主張中引用歐盟法院判決作為依據。 

二、未得標廠商因機關違法請求賠償之司法實務 

（一）管轄 

1. 英格蘭法域 

英格蘭之「公共契約法規」以及「公用事業契約法規」的第九部份皆為「法

院訴訟」（application to the court），規範廠商得就公共採購程序所生之爭議，向

法院尋求救濟的程序。「公共契約法規」的 47 條第 6 項以及「公用事業契約法規」

的第 45 條第 4 項皆規定：「廠商若因前述第一、二段義務之違反，而實際受有損

失或損害，或有受損失或損害之可能，皆可提起訴訟，該訴訟應由高等法院（High 

Court）審理 288。」因此招標決標爭議之管轄法院即為高等法院。而其中又以高

等法院中「后座部」的「科技暨建築法庭」（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Court）

最常審理採購決標爭議案件 289

 

 

2. 蘇格蘭法域 

蘇格蘭的「2006 年公共契約法規」以及「2006 年公用事業契約法規」與上

述英格蘭的兩項同名法規條文內容非常接近，包括機關所需遵守的義務，以及廠

商在提起法規定院訴訟前，應先告知機關 290

                                                      
287 European Communities Act of 1972, Provision 2 (1): All such rights, powers, liabilities, obligations and 
restrictions from time to time created or arising by or under the Treaties, and all such remedies and procedures 
from time to time provided for by or under the Treaties, 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eaties are without further 
enactment to be given legal effect or us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shall be recognised and available in law, and 
be enforced, allowed and followed accordingly; and the expression ”enforceable EU right” and similar 
expressions shall be read as referring to one to which this subsection applies. 

。但其中最大不同之處即在於管轄

法院。當投標者認為政府機關或特許業者違反該法規範的義務時，相關訴訟係向

288 Regulation 46(6): “A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and (2) is actionable by any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in consequence, suffers, or risks suffering, loss or damage and those proceedings shall 
be brought in the High Court.” 
289 「高等法院」由三個部門所組成，包括「后座部」（Queen’s Bench）、「衡平部」（Chancery）、「家事部」

（Family Division），這三個部門均可審理第一審案件，或其他法院的上訴案件。其中后座部中另設有三個專

業法庭，包括「商事法庭」（Commercial Court）、「海事法庭」（Admiralty Court）以及「科技暨建築法庭」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Court）。 
290 「蘇格蘭公共契約法規」第 47 條第 7 項，以及「蘇格蘭用事業契約法規」第 45 條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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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法院」（Sheriff Court）及「高等民事法院」（Court of Session）提起 291

 

。 

（二）訴權 

1. 實際受有損失或損害或可能受有損失或損害者 

上述英格蘭與蘇格蘭法域之法規既為落實歐盟指令而制定，因此機關依本

法所需遵循之義務亦與歐盟指令之要求相同，亦即必須遵循透明、平等、無歧視

等原則。至於何種廠商具有訴權，則規定在英格蘭與蘇格蘭之「2006 年公共契

約法規」的 47 條，以及「2006 年公用事業契約法規」的第 45 條。其中規定，

本法規所適用之機關與事業必須遵循本法規所規定之各項義務，以及歐盟與公共

採購相關且適用之各項法規。而廠商若因機關或事業違反此義務，而實際受有損

失或損害，或有受損失或損害之可能者，皆可提起訴訟。此外，依據本條，機關

所負義務不僅限於本法規內容，還有歐盟與公共採購之所有相關法規規範之義務，

因此本條可說是英國法規連結到歐盟法規的過橋條款，使廠商因此可就機關違反

歐盟法規而請求救濟 292

 

。 

2. 政府採購協定簽署國廠商亦有訴權 

上述法規所涵蓋之廠商包括所有歐盟國家之廠商，另外亦明定只要係來自「政府

採購協定」簽署國，而曾經或目前嘗試，或本來期望可以獲得政府採購契約的廠

商（GPA economic operator）亦可依本法提起訴訟 293

                                                      
291  The Public Contracts (Scotland) Regulations, Article 47(6): “A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or (2) shall be actionable by any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in consequence, suffers, or risks 
suffering, loss or damage and those proceedings shall be brought in the sheriff court, the Court of Session, or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the High Court.”  

。因此除本國廠商外，政府

採購協定簽署國之廠商亦跟本國廠商有同樣提出訴訟的權利。 

The Utilties Contracts (Scotland) Regulations, Article 45(4): “A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or (2) is actionable by any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in consequence, suffers, or risks suffering, loss 
or damage and those proceedings shall be brought in the Sheriff Court, the Court of Session or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the High Court. 
蘇格蘭法域法院系統中，負責第一審的「郡法院」分為民事及刑事庭，而「高等民事法院」則是蘇格蘭的

最高民事法院，審理所有民事案件，包括民事不法行為的求償案件（亦即侵權案件）、契約案件、商業案件、

對行政處分之司法審查、家事案件，以及智慧財產權案件。「高等民事法院」又分成「外法庭」（Outer House） 
及「內法庭」（Inner House）。「外法庭」係一審法庭，審理首次進入法院訴訟的案件，而「內法庭」則主要

受理對外法庭或郡法院判決不服的上訴。但是對「內法庭」判決不服者，也可能上訴到聯合王國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http://www.scotland-judiciary.org.uk/16/0/Court-Structure 
292 Id. 
293 The Public Contracts (Scotland) Regulations, Article 47 (11): “In this  regulation —"GPA economic operator" 
means a person from a GPA State who sought, who seeks, or would have wished, to be the person to whom 
the contract is awarded; "GPA State" means any country other than a relevant State which, at the relevant time is 
a signatory to the GPA and has agreed with the European Community that the GPA shall apply to a contract of the 
type to be awarded; and "relevant time" means the date on which the contracting authority would have sent 
a contract notice in respect of the contract  to the Official Journal if it had been required by these Regulations to 
do so.” The Utilties Contracts (Scotland) Regulations, Article 45(11)條文亦同。 

http://www.scotland-judiciary.org.uk/16/0/Court-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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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先向機關提出異議不影響其訴權 

雖然法規條文中規定廠商應先向決標機關告知其違反義務以及其意欲向法

院提起救濟 294

 

，但英國法院沿襲歐盟法院見解，認為此條並非意欲加諸廠商在

司法救濟前尋求行政申訴或協商之義務，而僅賦予廠商告知義務，希望給予機關

自行修正及早解決爭議之機會。若廠商未經此程序，亦不影響其直接提起司法訴

訟。 

（三）請求權基礎 

1. 主張機關違反成文法 

如前所述，當機關或公用事業違反上述英國為落實歐盟公共採購遵循指令

而建立的成文法時，廠商得依此為主張，請求法院：(1)「撤銷」機關違反歐盟

規則的一項決定或行為。 (2)命令締約機關修正任何文件，例如不當的規格規定。

(3)給予受有損害的廠商賠償 295。但在英格蘭法域中的請求賠償之訴訟並非單獨

的救濟。當廠商循此公法途徑，主張機關違反採購成文法規時，若先位請求為撤

銷決標，而備位請求為請求賠償，那麼法院可在決定不撤銷機關決定後，繼續審

理賠償之訴，廠商不須另外起訴，否則賠償之訴原則上應該為另一訴訟 296

此外，要依上述法規主張權利，原則上應符合其中所定之採購金額門檻。

但即便如此，還是有些低於門檻的案件可能適用。因為如英格蘭及蘇格蘭公用事

業契約法規第 8(2)條規定，即使契約預估金額低於門檻，但若係一般性歐盟義務

所適用時，則公共機關仍應遵循一定之程序，以達成開放競爭的目的，並符合平

等對待、透明無歧視之原則。因此即使為低於門檻之採購，機關亦非僅受案例法

拘束。理論上，機關仍可能因為須遵守某些一般性的歐盟法義務，而有義務確保

招標程序符合平等待遇、無歧視，以及程序透明等規定，並使廠商可依此請求賠

償。例如歐洲法院即有案例表示，機關對於有「跨境」利益契約，就必須遵循以

上歐盟義務

。 

297

 

。 

2. 主張機關違反與投標者之間默示成立的招標契約（tender contract） 

直到近年之前，尤其在上述採購法規生效之前，英國的司法實務基本上認

                                                      
294 「公共契約法規」第 47 條第 7 項，以及「公用事業契約法規」第 45 條第 5 項。 
295 BOVIS, supra note 213, 395. 
296 Id. 396-396. 
297 Martin Hogg, Liability for improperly rejected contract tender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contract, promise and 
delict, 248, Edinburgh Law Review, 2012, 16(2), 246-25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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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招標過程中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投標者並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手段可以尋求救

濟。但這項看法已經在大英國協國家，包括加拿大、英國、澳洲以及紐西蘭的數

個案件中受到挑戰。目前大致的結果是，法院認為，招標以及參加招標的雙方之

間可能成立默示的契約，而使雙方必須遵守招標公告及其他默示的義務298

有關招標契約的英國司法實務發展，最早的重要案例是1990年的Blackpool 

and Fylde Aero Club Ltd v Blackpool Borough Council案

。這項

基於招標與投標而成立的默式契約，以下稱之為「招標契約」。 

299。在此之前，競爭性公共

採購招標流程中，幾乎所有權力都在招標機關手上，邀標者享有的裁量幾乎是全

面性的，可以自行決定要給予投標者／潛在投標者哪些資訊、投標的程序與評選

的程序、評選的標準、是否遵循所明示的評選標準、是否公平對待投標者，以及

是否說明決標的理由等。而該案法官認為，結果是投標者經常要投入可觀的勞力

跟費用，但邀標者卻沒有義務一定要進行計畫，也不須接受最高價的投標者，或

接受任何投標者，也不需要對於拒絕或接受投標給予任何理由，因此投標者可能

要花費很高時間跟花費獲得競標的機會，在未得標時卻沒有任何求償的權利300。

Blackpool案中，Blackpool & Fylde Aero Club在截止期限內自行將標單投入市府的

郵政信箱，但市府員工誤將該標單標示為「延遲」，導致Blackpool & Fylde Aero Club

無法參與競標。市府認為即使有行政錯誤，但投標者並無任何法律的權利或其他

救濟管道。市府主張，投標邀請只是「表示願意接受要約」（要約引誘），除非

機關最後決定接受任何標單並簽約，否則根本沒有契約存在，因此Blackpool & 

Fylde Aero Club沒有任何求償基礎。但法官認為：「受邀者至少應受到一定限度

內的保護：如果他在截止期限內遞交了符合要求的標單，那麼他擁有的並不只是

預期，而是一種契約上的權利，有權確定他的投標會在截止期限後被打開，跟其

他合格的標單互相比較考量，或至少同樣受到考量301

在1993年的Fairclough Building v Port Talbot Borough Council

。」 

302 案中，英格

蘭上訴法院也很明快地承認雙方行為中存在一項默示契約，其契約包含機關應考

量廠商的投標，而且市府有義務誠實地考量所有投標。雖然本案因為利益衝突迴

避問題，法院判定機關有合理理由不接受該申訴廠商的投標，但更重要的是，本

案肯定了兩者之間有默示契約存在303

而且，即使是在適用成文法救濟的情況下，法院還是肯認招標者與投標者

之間成立默示契約。一項指標性案件是在1990年代末期的

。 

Harmon CFEM Facades 

                                                      
298 Anthony Lavers, Tender Contract Developments Give Hope to the Disgruntled: Part 1, 5 No. 2 Construction L. 
Int’l 15-20, 15(2010). 
299 Blackpool and Fylde Aero Club Ltd v Blackpool Borough Council [1990] 1 WCA Civ 13.  
300 Lavers, supra note 298, 15-16. 
301 “the invitee is in my judgment protected at least to this extent: if he submits a conforming tender before the 
deadline he is entitled not as a matter of mere expectation but of contractual right, to be sure that his tender will 
after the deadline be opened and considered in conjunction with all other confirming tenders or at least that his 
tender will be considered if others are.” Lavers, supra note 298, 16-17. 
302 Fairclough Building v Port Talbot Borough Council, (1993) 62 BLR 82 
303 Lavers, supra note 298, 1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701&FindType=Y&SerialNum=199929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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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 Ltd v The Corporate Offic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案304。本案招標係有關眾

議院在西敏寺的住宿大樓。最後大樓的外牆工程由一家英國公司得標，但其實最

低價的投標者是一家法國公司Harmon在英國的子公司。Harmon提起訴訟，主張

「下議院工程理事會」（Parliamentary Works Directorate，以下簡稱PWD）在本

案中的決標決定違反招標契約，也違反當時公共工程採購適用的「1991年公共工

程採購規則」（Public Works Contracts Regulations 1991）。PWD則主張該公共工

程採購規則已經提供足夠的救濟，因此沒有必要推論默示契約存在，而且其規則

本身就已經排除了契約存在的可能。但該案法官認為依據歐盟指令而制定之採購

法中便隱含機關必須公平跟平等對待投標者的契約，而PWD依據成文法所必須遵

守的這些義務，在其招標過程中，就成為它的契約義務305

大英國協其他國家的法院還比英國更早承認這項默示契約。加拿大最高法

院在1981年的Her Majesty the Queen in right of Ontario and the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v R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Eastern) Ltd

。 

306

一直到近年來，雖然大英國協法系的連結不斷降低，但是樞密院的司法委

員會（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仍是大英帝國海外領土以及仍保持

對大英帝國上訴制度的大英國協國家的最終審法院

的判決早於

Blackpool將近十年。該案原告Ron Engineering在投標政府工程時繳交了十五萬美

金的押標金，而如果得標者最後無法簽約或提交履約保證，押標金就會被沒收。

該公司在得標後幾乎立刻發現自己標價錯誤，而要撤銷投標。但該案法官認為，

投標者在投標時，機關跟投標者就已經自動成立一項契約，而投標者依據此契約，

不得在六十天內撤回投標。該案法院在判決中引述R W Craig在1999年的《工程施

工與服務採購法》（Procurement Law for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 Works and 

Services）書中提出的兩契約分析法（Two Contract Analysis），而認為「廠商投

標的行為使A契約生效，該契約的主要效力是投標不可撤回，而附隨效力就是雙

方都有義務在得標時簽訂合約。 

307。該委員會在2003年對一個

從紐西蘭上訴法院上訴的Pratt Contractors v Transit案中308

                                                      
304 

，做成了關於招標契約

的重大決定。原告Pratt投標紐西蘭交通局的公路工程，而證據顯示，其在評選中

與最後得標者的得分幾乎一樣，但因一位評選委員中的主觀強烈意見而未得標。

紐西蘭的一審法院認為招標契約中的默示條款應包含交通局有義務以無偏見的

方式評選投標，但紐西蘭上訴法院認為無偏見的義務是公法的概念，不宜用在雙

方都有權依據自身利益行動的商業交易中，因此招標契約的唯一默示條款只有誠

信原則及合理交易（fair dealing），而支持紐西蘭上訴法院的判決。 

Harmon CFEM Facades (UK) Ltd v The Corporate Offic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1999] EWHC Technology 
199, [2000]EWHC Technology 84. 
305 Lavers, supra note 298, 19-20. 
306 Her Majesty the Queen in right of Ontario and the Water Resources Commission v Ron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Eastern) Ltd, [1981] 1 SCR 111. 
307 http://www.jcpc.uk/ 
308 New Zealand [2003] UKPC 83, [2004] BLR 143, (2003) 100 ConLR 29.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701&FindType=Y&SerialNum=199929188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701&FindType=Y&SerialNum=199929188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5 
 

雖然表面上Pratt輸了，但樞密院的決定對於招標契約的發展卻有重大影響，

因為該判決訂下了投標契約的一些內容跟界限。判決中表示，招標機關的義務主

要應包含：1. 投標評選應誠實表現評選團隊的意見。2.所有投標者應受到公平對

待。3.如果兩個投標者的特質相同，分數就不得不同。4.評選委員如果主動避免

接收會顯示其意見錯誤的資訊，就是違反誠信309

而在2007年北愛爾蘭的Scott v Belfast Education and Library Board

。也就是說，樞密院基本上認同

機關與Pratt之間成立招標契約，但此一招標契約為雙方得基於自身利益考量的商

業契約，因此不應包含無偏見之公法義務，但應包含公平誠信義務。 

310案中，由

於採購金額低於門檻，不適用歐盟採購法規，但本案法官認為：招標程序的制度

以及標單的遞交就可能使默示契約成立。即使該公共採購契約金額低於公共採購

成文法規門檻，招標投標雙方仍會成立默示契約。至於默示契約的默示內容應包

含公平及誠信，而機關的公平義務包含應依據所明示的標準評量投標，以及以相

同的方式評量所有投標者。法院認定，在本案中，雖然招標機關大部份的行為並

無可議之處，但招標文件中的錯誤或模糊仍可能影響機關依據所定程序或所示標

準或相同方式評量投標者，而造成不公平311

綜上所述，可見大英國協以及英國法院實務上已經相當穩定地承認，招標

與投標者之間可成立默示之契約，而即使法院將其定義為不符合採購成文法規範

之契約，而係可基於各自利益考量之商業契約，則其契約義務也至少包含公平及

誠信。則一方違反默示契約之公平誠信原則時，對另一方應有違約賠償之義務。 

。 

 

3. 以侵權責任為請求權基礎？ 

因機關違反招標程序，而使投標者受有損害時，投標者另外一種私法上的

可能救濟是主張機關之不法行為違反對投標者之注意義務（delictual duty），而

對投標者負有賠償責任，也就是主張侵權行為之賠償責任。有學者認為，雖然

Blackpool案中沒有討論到以過失侵權責任請求救濟之可能，但那是因為該案的法

院已經決定以契約方式討論賠償。而在蘇格蘭的Sidey Ltd v Clackmannanshire 

Council312

                                                      
309 Anthony Lavers, Tender Contract Developments Give Hope to the Disgruntled- Part 2, 5 No.3 Construction L. 
Int’l 6-11, 6-7 (2010).  

案中，法官認為此案並不適用注意義務之違反的侵權責任，則是因為他

認為雙方並未處於「足夠接近之關係」（sufficiently proximate relationship）中。

但學者認為，協商一項商業交易之雙方雖然處於契約法中所說的「臂距之遙」（at 

arm’s length），而非處於極為接近之關係，亦即得以自身利益決定締約與否的

平等協商關係，但這並不表示不可能對對方造成損害，例如一造對另一造的欺瞞

就可能導致侵權責任，不論契約成立與否。除此之外，檢視邀標者與招標者的關

310 Scott v Belfast Education and Library Board, [6] [2007] NICh 4. 
311 Lavers, supra not 309, 7-8. 
312 Sidey Ltd v Clackmannanshire Council, [2011] CSOH 194 (OH).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470&FindType=Y&SerialNum=202654259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470&FindType=Y&SerialNum=202654259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7470&FindType=Y&SerialNum=202654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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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可發現，機關以其邀標的行為開啟了與可確定之特定人的密切接觸。在這種密

切接觸下對特定人造成的損害，跟一般認為不得以侵權行為請求的，對不特定之

人造成之純粹經濟損失（economic loss），不可相提並論。進入這種密切接觸之

投標者之所以耗費可觀的金錢跟時間備標，係因邀標者保證會按照一定程序進行

招標，因此邀標者顯然可預期，若它沒有按照程序進行，就會致使投標者浪費大

量金錢時間。那麼當邀標者未遵照程序進行，而導致投標者浪費大量時間金錢時，

是否應構成違反注意義務之侵權行為，而對投標者有賠償義務，似乎有衡酌之空

間313

 

。 

（四）得請求賠償之前提 

廠商依循上述不同的基礎請求賠償時，法院的判斷標準亦可能有所不同。

如廠商依循公法途徑請求，亦即主張機關違反上述公共採購相關法規時，則如前

一章所討論，不少國家的實務原則跟案例都認為基於歐盟兩項公共採購指令的賠

償請求訴訟，都可以適用最初於「92/13指令」第2(7)條所定的標準314

例如在2007年的Letting International v Newham案的暫時救濟上訴中，法院

即表示，公共契約法規的47(6)

，亦即廠商

若主張機關違反落實歐盟指令而定的相關採購法規，則只要能證明機關違反歐盟

採購法規或該國未落實歐盟法規之法規，並證明其有真實機會（real chance）贏

得契約，即應獲賠備標或參與招標的費用。英國法院亦同此見解。 

315規定廠商因機關違反義務，而實際或可能受有

損失或損害者，得提起訴訟，其目的是要讓因機關違反法規而實際或可能受有損

害或損失的廠商，都能提起訴訟，而不是要求廠商須先證明損害，才能展開司法

程序。換言之，證明損害或損失並非訴權成立之要件。但是投標者當然要在訴訟

中證明其損失才能獲得賠償，只是並非每個案件都要證明到本來一定可以得標。

如果機關違反義務已經傷害到程序整體的透明與公平，則廠商就已經喪失了參與

適當建構及進行的招標程序的機會，因此只要廠商能證明本來有相當的得標機會，

應該就足以為請求的依據316。在該案的實體決定中，法院亦認同此見解，亦即只

要證明機關違反義務，則廠商並不需要證明受有「實際的損失」（actual loss）317

但如果廠商係主張機關違反招標契約，則如前面「請求權基礎」一節所述，

廠商則必須證明機關與廠商之間成立默示契約以及其契約內容，以及機關如何違

，

也就是不必證明「一定」可得標，只要證明其得標機會是真實或相當大的（real 

or significant），而非只是想像的或虛幻的。 

                                                      
313 Hogg, supra note 297, 251-253.  
314 BOVIS, supra note213, 437-438. 
315 Public Contracts Regulation 2006, §47 (6): “A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or (2) 
is actionable by any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in consequence, suffers, or risks suffering, loss or damage and 
those proceedings shall be brought in the High Court.” 
316 Letting International v Newham, [20] [2007] EWCA Civ 1522. [206]. 
317 Letting International, Id., substantive decision,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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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契約內容，還必須證明因此受有損害，以及損害之範圍。而由於該默示契約之

內容除了誠信及合理交易義務以外，並非一定包含採購相關法規所規定之其他義

務，因此對廠商而言，在適用採購法規的案件中，既然招標契約中默示之機關義

務並不會超過法規規定，因此不如以成文法為請求基礎，舉證較為容易。而若是

不適用採購法規之案件，則廠商只能以招標契約為請求基礎，則其舉證責任較高，

求償之可能性也就相對較低318

 

。 

（五）應得賠償之範圍 

1. 以成文法為請求權基礎時之賠償金額審酌原則 

依據蘇格蘭及英格蘭公共契約法規47(8)規定，法院得給予因機關違法而受

損害或損失之廠商賠償，而未規定賠償範圍。而依據蘇格蘭及英格蘭公共事業法

規第45(8)之規定，則廠商只要證明其有真實的得標機會，而該機會受到機關違

法行為不良影響，則可求償限於投標及備標所生的花費319

但在2009年的增修後，蘇格蘭與英格蘭法域的條文內容出現些許差異。根

據英格蘭2009年有關公用事業採購之最新修訂條文，在採購契約尚未簽訂時，法

院可以令採購機關修訂文件，或撤銷其決定，或給予廠商金錢賠償。而廠商若可

證明非因機關違法，則有真實得標機會，則可請求其備標投標費用，且此請求不

影響廠商以其他請求權基礎，請求其他損害賠償，但其為其他請求時所需滿足之

構成要件亦與本條項之要件無關

，但不包含其他損失，

例如締約機會本身所代表的經濟利益。 

320

                                                      
318 Lavers, supra note 

。而在契約已經簽訂時，法院則是「必須」令

309, 11. 
319 請參英格蘭公用事業契約法規及蘇格蘭公用事業契約法規第45(8)條：” Where, in proceedings under this 
regulation,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an economic operator would have had a real chance of being awarded a 
contract or winning a design contest if that chance had not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by a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to it by the utility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s (1) or (2) the economic operator shall be entitled to 
damages amounting to its costs in preparing its tender an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dure leading to the 
award of the contract or its cost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dure leading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design 
contest.” 
320 2009 No. 3100 PUBLIC PROCUREMENT, ENGLAND AND WALES PUBLIC PROCUREMENT, NORTHERN IRELAND 
The Utilities Contracts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09, Remedies where the contract has not been entered into, 
45I.—(1) This regulation applies where— (a)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a decision or action taken by a utility was 
in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45A or 45B; and (b) the contract has not yet been 
entered into.  
(2) In those circumstances, the Court may do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 order the setting aside of the 
decision or action concerned; (b) order the utility to amend any document; (c) award damages to an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has suffered loss or damag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3) Where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an economic operator would have had a real chance of being awarded the 
contract if that chance had not been affected by the breach mentioned in paragraph (1)(a), the economic 
operator is entitled to damages amounting to its costs in preparing its tender an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dure leading to the award of the contract. 
 (4) Paragraph (3)— (a) does not affect a claim by an economic operator that it has suffered other loss or 
damage or that it is entitled to relief other than damages; and (b) is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matters on which 
an economic operator may be required to satisfy the Court in respect of any such other claim.  
(5) This regulation does not prejudice any other powers of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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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得受償因此所致損害或損失金錢賠償，包含45I(3)(4)所規定之投標備標費用

賠償在內321

但英格蘭之公共契約法規之相關條文並沒有太大修改，仍僅作原則性之規

定，亦即應使廠商之損失獲得賠償

。這些修改與先前法規之最大差別便是明定廠商若除了備標投標費用

以外仍有其他損害，仍可依據其他請求權基礎請求。而且在契約簽訂時，其所認

定之損害顯然已經不僅限於備標投標費用。 

322。蘇格蘭之公共契約與公用事業法規亦

同323

由法規條文可以看出，原則上廠商因機關違法所受之損害，法院應該都可

准許賠償。但是因為廠商很難證明機關若未違法，則其究竟有多大的得標機會，

以及因此受到的確切損害，所以實務上認為，主張機關違反採購法規者，只要能

證明機關違反其法定義務，並證明其有真實機會（real chance）贏得契約，即可

應獲賠備標或參與招標的費用。至於廠商若要請求其他部份之損失，則其舉證程

度必須高於此。 

。 

如前所述，賠償之訴其實為另一訴訟，因此在法院確認機關違法而應賠償

                                                      
321 2009 No. 3100 PUBLIC PROCUREMENT, ENGLAND AND WALES PUBLIC PROCUREMENT, NORTHERN IRELAND 
The Utilities Contracts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09, Remedies where the contract has been entered into, 
45J.—(1) Paragraph (2) applies if— (a)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a decision or action taken by a utility was in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45A or 45B; and (b) the contract has already been 
entered into.  
(2) In those circumstances, the Court— (a) …; (c) may award damages to an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has 
suffered loss or damag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ourt also acts a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s (a) and (b); (d) must not order any other remedies. 
(3) Paragraph (2)(d) is subject to regulation 45O(3) and (9) (additional relief in respect of specific contracts where 
a framework agreement is ineffective) and does not prejudice any power of the Court under regulation 45M(3) or 
45N(10) (orders which supplement a declaration of ineffectiveness or a contract-shortening order). 
(4) Regulation 45I(3) and (4) (entitlement to tendering costs etc. as damages for loss of a real chance of being 
awarded the contract) apply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paragraph. 
322 2009 No. 2992 PUBLIC PROCUREMENT, ENGLAND AND WALES PUBLIC PROCUREMENT, NORTHERN IRELAND 
The Public Contracts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09 Remedies where the contract has been entered into  
47J.—(1) Paragraph (2) applies if— (a) the Court is satisfied that a decision or action taken by a contracting 
authority was in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in accordance with regulation 47A or 47B; and (b) the contract has 
already been entered into.  
(2) In those circumstances, the Court— (a) … (c) may award damages to an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has 
suffered loss or damag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ourt also acts as described 
in sub-paragraphs (a) and (b); (d) must not order any other remedies.  
(3) Paragraph (2)(d) is subject to regulation 47O(3) and (9) (additional relief in respect of specific contracts where 
a framework agreement is ineffective) and does not prejudice any power of the Court under regulation 47M(3) or 
47N(10) (orders which supplement a declaration of ineffectiveness or a contract-shortening order) 
323 2009 No. 428 PUBLIC PROCUREMENT The Public Contracts and Utilities Contracts (Scotland) Amendment 
Regulations 2009,  
Public Contracts, 47A.—(1) Subject to paragraphs (3) and (7), but otherwise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ther 
powers of the Court, in proceedings brought under this Part the Court— (b) if satisfied that a decision or action 
taken by a contracting authority or concessionaire was in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under regulation 47(1) or (2), 
may...; (iii) award damages to an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has suffered loss or damag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Public Utilities, 45A.—(1) Subject to paragraphs (3) and (7), but otherwise without prejudice to any other powers 
of the Court, in proceedings brought under this Part the Court— (b) if satisfied that a decision or action taken by a 
utility was in breach of the duty owed under regulation 45(1) or (2), may—  (iii) award damages to an economic 
operator which has suffered loss or damage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b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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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費用之後，此費用之衡量為另一訴訟，且基本上由兩造提出請求後，再由法

院裁量決定。而英國法院在行使其裁量時，必須遵守「民事程序規則」（Civil 

Procedure Rules）之規定。 

根據「民事程序規則」第 46.5 條，法院得命令訴訟一造給付給另一造因系

爭案件所花費之費用(costs)。同法第 44.3 條訂定了法院有兩種判定費用的方式，

其一是標準基礎（standard basis），採此判斷基礎時，應以爭點勝訴比例為之。

另一種判定方式則是以補償為基礎（indemnity basis）。但不論何者，法院原則

上都不應准許產生方式不合理（have been unreasonably incurred）或金額不合理

的費用（unreasonable in amount）。也就是法院判定一造應給付另一造之費用必

須是產生方式合理，且數額合理。所謂產生方式合理意指該費用跟以下任何一者

有合理關連：(a)程序中爭執的花費（the sums in issue in the proceedings）；(b) 程

序中爭執的任何非金錢救濟的價值；(c)訴訟的複雜程度；(d) 賠償方的行為導致

對方須做之額外工作；以及(e) 與程序相關之其他更廣泛因素，如名譽或該案之

公共重要性（public importance）。 

而實際包含的費用項目規定於同法第 44.1 條，包括支出、報酬、補償等 324。

該條規定，當事人能獲得賠償的費用項目係為工作報酬、支出及其他同類項目。

換言之，此方式並不以列舉項目的方式細分，而係以同樣的判斷標準檢驗兩方主

張之所有相關金額。條文中列舉的較值得注意的項目包括為進行訴訟所合理支付

的法律服務費用，以及請專家評估求償費用之報酬等。同條並規定，關於上述請

求之工作或支出的金額，如果訴訟當事人能證明其財務損失數額（financial loss）

者，則為就其「合理」花於此工作項目上的時間，證明所損失的金額；如果訴訟

當事人無法證明其損失數額者，則為就其「合理」花在此工作項目上的時間，以

實務指南（Practice Direction）第 46 部份所定標準計算之 325

                                                      
324 Civil Procedure Rules, Rule 44.1: costs” includes fees, charges, disbursements, expenses, remuneration, 
reimbursement allowed to a litigant in person under rule 46.5 and any fee or reward charged by a lay 
representative for acting on behalf of a party in proceedings allocated to the small claims track. 

。 

325 46.5 (1) This rule applies where the court orders (whether by summary assessment or detailed assessment) 
that the costs of a litigant in person are to be paid by any other person.  
(2) The costs allowed under this rule will not exceed, except in the case of a disbursement, two-thirds of the 
amount which would have been allowed if the litigant in person had been represented by a legal representative.  
(3) The litigant in person shall be allowed— 

(a) costs for the same categories of—  
 (i) work; and 
 (ii) disbursements,  
which would have been allowed if the work had been done or the disbursements had been made by a 

legal representative on the litigant in person’s behalf;  
(b) the payments reasonably made by the litigant in person for legal services relating to the conduct of 

the proceedings; and  
(c) the costs of obtaining expert assistance in assessing the costs claim.  
(4) The amount of costs to be allowed to the litigant in person for any item of work claimed will be—  
(a) where the litigant can prove financial loss, the amount that the litigant can prove to have been lost 

for time reasonably spent on doing the work; or  
(b) where the litigant cannot prove financial loss, an amount for the time reasonably spent on doing the 

work at the rate set out in Practice Direction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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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契約法理請求賠償時之賠償金額審酌原則 

相對的，如果是在無法適用採購相關成文法規的情況，而廠商主張機關違

反招標契約並依此請求賠償的話，則法院是以契約法上的賠償法理衡量其所應受

之賠償，亦即廠商必須證明對方違反契約所導致之損害，而就此損害求償。 

在1990年代時，由於英國法院一般認為投標廠商與招標者之間在競標過中

並未存在契約關係，因此廠商的所有基本花費都是自己應負擔的風險。例如在

1995年的Regalian Properties v. London Dock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326案中，

法官就認為，在有拘束力的契約簽訂前，投標者投入的任何期望簽約而做的準備，

都是它應該自負的風險，如果沒有簽訂契約，也不能要求任何補償。但在招標契

約普遍受到法院肯認後，只要廠商能證明機關違反該默示契約所包含的內容，並

因此導致其喪失原本相當大的得標機會，其投標與備標的花費就有可能獲得賠償。

而在廠商能證明其所受損失不僅限於備標投標費用時，還可獲賠其他因喪失得標

機會而受的損失。 

在上述的里程碑案件Harmon案中327，由於法院認定「下議院工程理事會」

（PWD）在本案中不僅違反當時適用於公共工程採購的「1991年公共工程採購規

則」（Public Works Contracts Regulations 1991），也違反由此成文法隱含的公平

跟平等對待投標者的契約328，加上PWD的違法情節相當重大，包括違法採取偏好

英國廠商的政策，私下與得標者議約，採購經理甚至在Harmon表示將提起訴訟

時，將英國政府比擬為黑手黨，說他們「有自己的規矩」，司法規定不適用於他

們等，致使法院最後判定Harmon可獲賠所有的投標費用。法院甚至認定Harmon

本來應該肯定得標，因此可請求該契約的履行利益，也就以毛利率計算的該契約

利潤。法官甚至准許其在計算利潤時，包含因其隸屬一集團而能因集團內公司交

易獲得的額外利潤，而以高於一般同業的毛利率計算其所失利益。最後Harmon

成功獲賠約21萬英鎊的投標費用，以及約185萬英鎊的契約利潤329

目前在英格蘭法域的案例法中，若法院係以判例法上之契約法理，判定廠

商應獲得賠償後，在衡量其賠償金額時，第一步必須考慮假設若廠商贏得契約，

。 

                                                                                                                                                        
(5) A litigant who is allowed costs for attending at court to conduct the case is not entitled to a witness 

allowance in respect of such attendance in addition to those costs.  
(6)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rule, a litigant in person includes—  
(a) a company or other corporation which is acting without a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b) any of the following who acts in person (except where any such person is represented by a firm in which 

that person is a partner)—  
 (i) a barrister;  
 (ii) a solicitor;  
 (iii) a solicitor’s employee; 

326 Regalian Properties v. London Dockl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95] 1 All ER 1005 
327 Harmon, supra note 304. 
328 Lavers, supra note 298, 19-20. 
329 Id. 20.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60&FindType=Y&SerialNum=199426184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60&FindType=Y&SerialNum=1994261847�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701&FindType=Y&SerialNum=199929188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701&FindType=Y&SerialNum=1999291886�
http://international.westlaw.com/Find/Default.wl?rs=WLIN1.0&vr=2.0&DB=4660&FindType=Y&SerialNum=199426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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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應獲得的利益為多少。第二步，法院必須推論出如果機關遵循法規，則原告贏

得契約的機率。第三步，依據原告其贏得契約的機率折算其所受損失330

同樣的方法也適用於蘇格蘭法域，如在Aquatron Marine v. Strathclyde Fire 

Board案中

。 

331，法官所作的附帶論述即表示即使容許更多的考量，例如品質或技

術上的優點，原告的投標還是至少應獲得平等的得標機會，因此認為原告得因

失去得標機會而受賠償。而原告雖係主張求償全部契約價值，但締約機會的價

值也包含在完整契約價值中，而法院並認定締約機會損失的價值應為契約整體

價值的一半，而依此為判決賠償金額的標準332

綜上所述，基本上，廠商主張機關招標程序違法而受有損害並請求賠償時，

若依成文法規主張，只要證明其有相當機會可得標，即可獲賠產生方式合理且

數額合理之備標及投標費用，而且即使廠商無法充分舉證其實際損失，只要能

說明其投入於合理項目的合理工作時間，便可依據實務參考指南，定其應受償

數額。 

。 

而廠商主張機關違反因招標與投標而默示成立之招標契約時，雖然首先必

須舉證有招標契約存在，還須證明其契約內容為何，以及機關違反契約所導致

之損害，才可能獲得賠償。但若廠商成功證明，若非由於機關違約，則其有相

當機會得標，甚至肯定會得標時，所能獲賠之範圍不但及於投標備標費用，還

可能包括契約的履行利益。 

 

三、案例評析 

在大致了解英格蘭及蘇格蘭兩個法域的相關法規與實務適用原則後，筆者

在下面舉出近年在兩法域之各一重要案例，以了解法院實際上如何適用相關歐盟

法律、英國之成文法以及案例法。 

 

（一）英格蘭法域案例 

1. 事實概述 

本案為Mears Limited v. Leeds City Council333

                                                      
330 S. Arrowsmith, THE LAW OF PUBLIC AND UTILITIES PROCUREMENT,2nd ed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5), 
para.21.65，轉引自Paul Henty, A note on Aquatron Marine v Strathclyde Fire Board, 106, note 3, P.P.L.R. 2008, 3, 
104-107. 

。英格蘭里茲市府（Leeds City 

Council, LCC) 在 2009 年 10 月 21 日根據「英格蘭公共契約法規」規定，刊登採

購公告，就一項社會住宅計畫（ Leeds Housing Arms Length Management 

331 Aquatron Marine v. Strathclyde Fire Board [2007] CSOH 185. 
332 Id. [103]. 
333 該案共兩項判決：[2011] EWHC 1031 (TCC), [2011] EWHC 2694 (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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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ation (“ALMO”)）的維修更新進行採購，並公告本採購採「競爭協商程序」

（competitive dialogue procedure）。原告Mears為競標廠商之一，在通過資格預審

後進入ITPD階段。接下來廠商還須歷經ITCD以及ISFT階段，市府才會決定最後的

得標者。 

ITPD 階段的評選計分方式為價格佔 40%，品質佔 60%。其中品質部份包含

八個標準，每個標準各公佈了明確的配分跟權重，而投標者必須回答每個標準下

的固定問題，包括關於客戶服務、裝修維修能力、管理能力等。評選委員會就依

據廠商的回答評分，總分一百分。 

Mears 在 2010 年 5 月 4 日提出 ITPD 階段所要求的解決方案概要，包含上述

問題的答案，而在 7 月 2 日得知未進入下一階段。Mears 在同一天即以電子信件

要求里茲市府提供評選委員對其投標的意見，並在之後向其爭執決標決定，最後

並對爭執結果不服而提起訴訟，主張里茲市府違反公共契約法規規定之透明義務

以及公開揭露評選標準的義務，要求法院命令暫停採購程序，並撤銷 Mears 不得

進入 ITCD 階段的決定。若無法撤銷，則請求法院給予賠償。 

除了時效問題以外，法院認為本案主要爭點包括：1.里茲市府未事先揭露

評選表中每個問題的相對權重、給評選委員的標準答案，以及作為評選委員計分

參考的分數參考表，是否違反「公共契約法規」第 4(3)條以及第 30(3)至 30(5)條？

2. Mears 未被選入 ITCD 階段，是否因此受有損失？以及 3.即使確定機關違反義

務，Mears 是否只能請求金錢賠償？ 

 

2. 機關違反透明及揭露義務之判斷標準 

原告主張機關違反「公共契約法規」第 4(3)(b)所定的透明義務，以及第 30(3)

條所定的評選標準揭露義務。4(3)條規定：「締約機關應 (a)以無偏見的方式公平

對待所有廠商。(b)行為透明。」334。而第 30(3)條規定：「締約機關欲以最有利標

的方式決定一項公共契約的締約者時，應表明其在契約公告，或契約文件，或競

爭協商程序中的描述文件中，所選擇的每項標準的權重 335

就違反透明義務的指控，歐洲法院在  Evropaïki Dynamiki v. Proigmena 

Systimata Tilepikoinonion Pliroforikis kai Tilematikis AE案中認為，「這些條款的目

的是要讓所有受合理告知並具通常勤勉（reasonably informed and normally 

diligent）程度的投標者都對決標標準有同樣的詮釋

。」 

336

                                                      
334 (a) treat economic operators equally and in a non-discriminatory way, and (b) act in a transparent way.” 

，並因此在擬定其投標條

335 “Where a contracting authority intends to award a public con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offer which is the most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 it shall state the weighting which it gives to each of the criteria chosen in the contract 
notice or in the contract documents or, in the case of a competitive dialogue procedure, in the descriptive 
document. 
336 Case T-461/08, ECR [2011], II-6378,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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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時有平等的機會。」 

至於揭露義務的判斷標準，歐洲法院在 2002 年的Universale-Bau AG v. 

Antsorgungsbetriebe Simmering GmbH案中表示，歐盟的公共契約決標程序指令中

所要求的平等待遇原則，便隱含了機關的透明義務，因為機關必須使招標決標程

序透明，才可能確認其遵循了平等待遇原則 337，也因此締約機關有義務告知投

標者每個評選標準的權重分配 338。而在ATI EAC Srl e Viaggi di Maio Snc and others 

v ACTV Venezia SpA and others案中，歐洲法院認為，為確保機關遵循平等待遇跟

透明化的原則，潛在投標者都應該能在備標時知道機關選擇最有利標時，所有會

列入考量的特徵，而且最好也應能知道每個特徵相對的重要性 339。而關於未公

佈某些次標準的權重是否違反這項原則，法院認為必須考量以下三點：第一，適

用這些權重是否會改變在招標文件或招標公告中所明定的決標標準。第二，若投

標者在備標時得知這些權重，是否會影響其投標內容。第三，評選委員是否基於

某些可能對投標者之一造成歧視的原因，而決定適用這些權重。以上三者若任一

者答案為是，則未揭露這些權重即違反歐盟法律。相對來說，其實機關仍可以就

評選標準給予不公開的權重，只要適用這些權重不會改變締約機關在招標文件或

招標公告中明定的決標標準；這些權重即使事前公佈，也不會影響投標者的備標；

以及機關並非基於某些可能對投標者之一造成歧視的因素而適用這些權重 340

綜上所述，本案法官認為，其實透明義務跟揭露義務的考量是很相近的。

根據第 4(3)b 條透明義務的規定，如果一項評選的參考文件並非受合理告知且具

一般勤勉程度之投標者所能預見，那麼機關就應揭露，以免違反透明化義務。而

根據第 30(3)的揭露要求，一項評選的參考指標如果包含了受合理告知且具一般

勤勉程度之招標者無法從招標文件中預見之標準，則機關就應該揭露。而在適用

以上標準後，本案的法官認為，評量表中所含問題是一種次標準，目的明顯是在

找出最有利之投標，而機關未公開這些問題各自所佔權重，即違反了法規規定的

透明義務。 

。 

至於分數參考表部份，法官認為，該表僅是為了力求評審委員給分標準接

近一致的參考，並非窮盡的（exhaustive）或明確的指示（prescriptive），也沒有

對廠商加諸投標公告上所無之限制，並不須對外公佈。且原告雖主張，依據締約

機關官員作證，投標者的答案必須有所創新才能得到七分，但有些問題根本不容

許創新。但法官認為，本合約之所以採取限制協商的締約模式，即是因為機關本

身無法明確定義應以何種確切的方式（technical means）達成本計畫的需要或目

標，因此機關要的不只是專業技能及經濟實惠，還希望投標者有能力以有想像力

的，創新的，甚至創意的方式解決該公共住宅面臨的問題。法院認定，創新本來

                                                      
337 Universale-Bau AG v. Antsorgungsbetriebe Simmering GmbH, supra note 265, [91]. 
338 Id. [99] and [100]. 
339 Case C-331/04, ATI EAC Srl e Viaggi di Maio Snc and others v ACTV Venezia SpA and others, [24], [2005] ECR 
I-10109. 
340 Id.[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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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評量者的主觀裁量範圍內。而且其中也沒有任何一個問題無法給予創新的答

案。 

在標準答案部份，法院認定，這份答案是提供給評審委員作為樣板，以此

對照廠商是否給予恰當的答案。如果標準答案中包含招標公告所無的標準、次標

準，或會影響評選結果的權重，而非廠商所能預期，那就應該揭露。而法院在就

標準答案一一檢視後，認為確實有一部份標準答案跟該問題並沒有合理的對應，

並非受合理告知並具一般勤勉程度的廠商所能預期，因此機關就標準答案上，有

一部份違反透明義務及揭露義務。 

所以，法院最後認定，機關未揭露「評量表」中內含的每個問題的相對權

重，違反透明義務及揭露義務；未揭露「標準答案」則只有部份違反上述同樣法

條；而使用事前未揭露的「分數參考表」，則無違反法規。 

 

3. 原告是否受有損害或損失？ 

如前所述，法院認為，在確認機關違法時，關於受有損害之因果關係，廠

商不須證明一定可得標，只要證明有真實或相當大的機會可得標，即可獲賠投標

備標相關費用。 

而在本案中，法院認定，就標準答案而言，假設Mears在其主張評選委員以

標準答案為樣板而對其評選不公的問題上，原本都應該得到滿分十分，也不足以

讓它進入下一階段。所以Mears並不因機關此部份的違法而可能受有損害，其主

張的損失的風險只是虛幻的。 

但是就機關未揭露評量表所含問題之權重部份，雖然法院很難評估如果機

關事前揭露，則Mears最後得標機會究竟有多大，但是基於上述影響程序公平之

判斷標準，法官認定，既然該部份的揭露可能影響投標者的備標，使Mears可能

對權重較重的問題多加準備，而原本有相當機會成為最後三位候選人之一，因此

它就此的得標機會並非虛幻的，而確實受有機會喪失的損失（有損失風險）。 

 

4. 公共利益與廠商損害之權衡：不宜撤銷機關決定，而應以賠償為適當救濟 

根據公共契約法規第47(8)(b)條所提供的救濟包括撤銷招標機關的決定，或

命機關賠償，或同時給予兩者。但法院認定就歐盟指令內容而言，暫停機關招標

程序或撤銷決定，以及給予賠償，兩種救濟方式並無偏好，法院應可視個案情況

加以裁量，在公共利益與廠商所受損害之間尋求平衡，以決定恰當的救濟方式341

                                                      
341 Id. [219] to [221]. 

。

此外，救濟方式應該合乎比例原則，當機關違反義務所導致的影響很嚴重明顯時，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5 
 

撤銷其決定是比較恰當的救濟，相反的情況下，則賠償可能比較恰當。中間型的

案例，法院就必須斟酌各種考量而加以權衡342。而在本案中，由於要求機關重啟

程序，則將耗費九個月以上才可能重新結標，而在此期間，三萬七千戶公共住宅

住戶的居住品質將受到重大影響，因此法院整體權衡之後，認定應將救濟方式限

於給予賠償，而不及於撤銷該招標程序343

 

。 

5. 賠償金額之評估 

本案的賠償金額評估，係在獨立的賠償之訴中決定，由高等法院后座部的「技術

與工程專庭」審理，判決編號為[2011] EWHC 2694 (TCC)。 

(1) 適用民事程序規則以爭點勝敗訴比例及兩造訴訟行為酌定 

Mears請求判決對造支付其總費用之80%至90%，其請求金額為70,000英鎊，

並附加營業稅後，總共請求費用約為145,000英鎊。市府亦相對請求Mears應支付

其至2010年12月22日止之費用之90%，以及在2010年12月23日之後費用之80%，

並請求Mears支付修改訴之聲明所生之費用。連同其他費用請求在內，市府之總

請求費用約為217,000英鎊。 

如前所述，英國民事訴訟規則第 44 條訂定了法院在判決費用時，應考量之

基本原則。法院在本案採取了原則上大多數案件都應適用之標準基礎（standard 

basis），亦即以爭點勝訴比例為之。此外，法院原則上得以准許的費用必須是產

生方式合理，且金額合理的。而所謂產生方式合理，意指該費用必須與下列任何

一者相關： (a)程序中爭執的花費；(b) 程序中爭執的任何非金錢救濟的價值；(c)

訴訟的複雜程度；(d) 負擔方的行為所引發之額外工作；以及(e) 程序相關之其

他更廣泛因素。 

但是這些費用評估的原則究竟應如何適用，本案法官引述了Jackson法官在

Multiplex Constructions (UK) Limited v Cleveland Bridge UK Limited案中總結的原

則 344

                                                      
342 Id. [224]. 

，其原則大致如下：在商業訴訟中，兩造都提出賠償請求時，最後獲得賠

償之一方應是整體的勝訴方。而法院行使其裁量時，首先應考量勝訴方應獲得費

用補償，但其次應考量本案所有情況。基本上，如果案件情況容許，即應以爭點

之勝負程度為判定費用（issue-based costs order），並盡量在費用判決中以一定的

比例反映出兩造勝訴的比例。此外，法院還應考量兩造提出的和解條件、協商方

式，及其在訴訟中的整體行為。如果一造提出符合法規的和解提議，且其金額與

另一造之請求相當接近，而另一造完全不試圖協商就直接拒絕時，就可考慮在費

用判決上懲罰後者。最後，當法院以爭點評估費用負擔比例時，應考量哪些費用

343 Id. [226].  
344 Multiplex Constructions (UK) Limited v Cleveland Bridge UK Limited, [72] [2008] EWHC 2280 (T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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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哪些爭點相關，那些費用是數項爭點共有的。而整體的勝訴者不僅應受償其勝

訴爭點的相關費用，還應可拿回數項爭點的共同費用。 

 

 (2)本案之適用 

本案首先考量的出發點是，民事程序規則 44.3(2)(a)的規定，亦即整體而言，

敗訴方應給付勝訴方。法官認定，整體而言 Mears 獲得評估賠償的判決，是勝訴

的一方。因此基本原則是 Mears 為勝訴方，有權請求市府支付其花費。但法院亦

應考量 Mears 敗訴的兩項請求確實佔了本案很大的部份，而且導致雙方花費可觀

的時間與金錢；以及市府與 Mears 兩造在訴訟中的行為。 

就兩造的訴訟行為而言，法院認為「行為的評價不能以其指控勝敗與否論

定」（separate from success or failure on the allegations）。因此儘管權衡公共及私

人利益後，法院未准許撤銷機關決定之請求，但 Mears 主張撤銷決標決定並非不

合理之行為，也並非「干擾採購程序」（disrupted the process of the procurement）

的行為。相對的，市府雖並主動揭露標準答案，並抗辯並無違反公共採購法規，

即使該抗辯未被採納，但其整體行為不可謂不合理。總結而言，法院認為兩造都

沒有不合理的行為，足以影響其依據爭點勝敗程度來判定費用負擔。 

總結而言，Mears 在有關評量表的主張是勝訴的。在有關分數參考表的指

控是敗訴的，在有關標準答案的指控上只有有限勝訴。相反的，市府在數項請求

上的抗辯成功，因此不須重開採購程序。所以 Mears 雖然是整體而言的勝訴方，

但不得使對方負擔其所有花費，而應以適當比例反映出勝訴方未適當選擇其主張

的程度。而且 Mears 最後敗訴的兩項請求使雙方耗費了可觀的時間與金錢，因此

若使 Mears 得以受償這兩項主張所生的花費，或要市府負擔這些花費，都不合乎

正義，公平、及合理。 

最後法院決定，Mears 在一項請求上勝訴而應獲得賠償，則 Mears 不只得

獲賠與該請求直接相關的花費，還應獲賠為進行這些訴訟程序而必須支出的所有

主張共通的一般花費。但是法院強調，不可能有簡單的公式來決定應負擔比例，

例如按照爭點數目、證據頁數，或書狀或判決的字數多少，因此比例的決定在某

種程度上，一定是基於法院對個案的印象。最後，法院在下比例判決時必須有一

些空間（allowance），容許敗訴方跟勝訴方一樣就某些爭點的花費獲得賠償。將

上述所有因素納入考量後，法院認為 Mears 主張的金額應該有相當程度的扣減，

以反映出市府勝訴而 Mears 敗訴的數項爭點所生之可觀費用。法院加以權衡後

認為應就 Mears 主張的花費應扣減 65%，也就是 Mears 得受償 35%的花費。 

 

6. 本案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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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案可知，在英國司法實務上，當廠商主張機關違反採購成文法規而請求賠償

時，只需證明原本有相當機會得標，即可受償相關費用。而得受償費用的項目、

範圍，與評估方式並非定於採購相關法規中，而是如一般商業訴訟，由法院依據

民事程序規則，就雙方所主張之數額行使裁量權，斟酌裁定。依據其程序規則，

只要是產生方式合理，也就是與本案中爭點相關的工作報酬或支出，不論係已經

支出或預定必須支出者，都可請求。而請求數額的合理性則係以投入時間衡量，

只要廠商主張之投入時間合理，在能證明實際金額的情況下即可全部求償，而不

能證明實際金額者則以實務標準定之。也就是說，法院並不深究其可請求的花費

為人力薪資、文書印刷、律師費或其他名目，而僅需判斷該項目是否與本案爭點

相關即可。 

當然，由於兩造皆可請求相關費用，且民事程序規則規定法院原則上須以

爭點勝敗程度為判斷基礎，因此並非廠商可據此請求者就可全部受償，其受償程

度主要取決於廠商的主張勝訴的程度。也就是說，當法院判決廠商應獲得賠償時，

雖然廠商整體而言為勝訴者，而應為接受給付之一方，但廠商必須慎選其主張，

以免因其大部分主張敗訴，而使其受償比例降低。 

此外，雙方在訴訟中的行為，包括是否願意和解，以及是否給予合理的和

解方案適當考量等，也會影響到最後受償比例。這項規定亦可促進訴訟，使雙方

避免浪費司法資源之行為，值得參考。 

 

（二）蘇格蘭法域案例 

筆者在此討論的Aquatron Marine v. Strathclyde Fire Board案345

 

，是蘇格蘭史

上首件公共契約未得標者請求機關賠償成功的案例。案件係由蘇格蘭高等民事法

院（Court of Session）審理，因此判決結果對英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的法

院並無直接拘束力，但在此法域很可能被視為有說服力的前例。 

1. 事實概要 

被告Strathclyde Fire Board（以下簡稱Strathclyde消防隊）根據歐盟法規規定，

在2004年於歐盟官方期刊（Official Journal of EU）刊登招標公告，要採購潛水用

的氧氣瓶，以及相關的設備維修服務。公告表示本契約以限制性招標程序進行，

機關針對競標前的審查階段提出諸多要求，包括要求投標者必須(1)證明「其工

作團隊達到的品質標準」並且(2)出示由被告承認的機構授與的品質標準證書

（ISO9001）。 

                                                      
345 Aquatron Marine v. Strathclyde Fire Board, supra note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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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Aquatron Marine（以下簡稱Aquatron）為三個投標者之一，之前曾對

招標機關提供該產品與服務長達八年，但在系爭標案中被機關認定未滿足這兩項

要求，資格不符，不可參與競標。最後得標者為MB Air Systems Ltd.。Aquatron

對被告提起訴訟，主張被告認定其投標資格不符，以及認定成功得標者符合資格，

皆為恣意行為。Aquatron主張他本來應該得標，並請求機關賠償其原來應得標而

履行契約的所得利益。 

 

2. 得請求賠償之前提 

(1) 機關違法之判斷 

法院首先認為，機關在決定是否排除某些投標者時，應遵守「蘇格蘭公共

契約法規」第32條的要求，對所有投標者平等對待346，因此每項投標都應受到透

明且客觀的評審。此外，法院表示，同法規亦規定所有評選標準都必須公告，明

列於契約文件中，以盡到揭露義務。因此機關不能以未明示的評選要求而排除原

告347

在本案中，法院認為機關以Aquatron未能提供文件證明其員工的素質，而

將原告排除，是有問題的，因為招標公告中的「員工素質證明」要求並沒有揭露

機關會以什麼客觀的衡量標準（或最低標準）來評選投標。來自機關的證據顯示，

機關做此要求時，實際上想像的是要求投標者提供員工的個別履歷，但是法院認

為，何謂「工作團隊的品質標準」，應從投標者的理解來定義，而非從招標文件

撰寫者的理解來定義。因此機關有責任明白揭露這點，而非假定合理的投標者會

了解此項要求的意思。 

。 

此外，機關在招標公告中並沒有明示ISO9001的證書是必要文件，因此不能

以此作為資格審查階段的排除理由。基於上述理由，法院認為，機關不應排除原

告參與競標。 

 

(2) 機關違法與廠商損害之因果關係 

法院接下來考量，如果不是因為機關違法排除Aquatron，則其是否應該會

贏得競標。在此案中，機關明定以最有利標為決標方式，因此法院認為，它所扮

演的角色是評估如果機關在決標過程中遵守公共契約法規，則決標結果會是什麼。

依據機關在歐盟期刊的公告所明示，其決標的標準包括了「價格」以及數項「非

價格」的考量。後者包括了交貨日期，日常管理費用，品質價格比，以及售後服

務。 

                                                      
346 Id. [80]. 
347 Id.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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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院比較Aquatron跟最後得標者的投標之後，認為除了價格外，兩者的

投標條件幾乎沒有什麼差別。法院並採取被告機關自己的專家的證詞，而認定除

了價格外，其他標準其實都跟本採購契約的考量沒有太大相關。也就是說，法院

認為該標案中所有「非價格」的標準都可以被認為不適用或不重要，價格成為這

項契約締約的標準。原告的價格比較低，因此如果這項標準於審標中適用，

Aquatron的投標價是222,300英鎊，而得標者MB Air的投標價是253,740英鎊，因

此在法院的觀點，Aquatron因機關違法而失去了本來應該肯定可以得到的契

約348

3. 賠償金額以得標機會乘以預期利益酌定 

。 

如前所述，在英格蘭法域的案例法中，法官第一步必須考慮在假設原告會

贏得契約，則原告有多少損失。第二步，法官必須推論出如果機關遵循法規，則

原告贏得契約的機率。第三步，依據原告可能不會贏得契約的機率折算349。同樣

的方法也適用於蘇格蘭。在本案中，法官表示：「即使容許更多的考量，例如品

質或技術上的優點，原告的投標還是至少應該獲得得標的平等機會，因此我認為

法院得判決原告得因失去得標機會而受賠償。原告主張求償全部契約價值，而其

中也包含了失去締約機會的價值。而我認為締約機會的價值應為契約價值的一

半350

法院接受以Aquatron預計這項合約存續期間所能賺得的收入為基準，再減

去履行這些工作所需的總成本，包括差旅費、耗材等成本，以及人力薪資等，並

以契約存續期間加總計算出其契約履行利益。之後法院以其一半的得標機率，而

將Aquatron主張之利益乘以一半，得出其應受償金額。 

。」也就是說，即使法院認為除了價格因素以外，其他標準對本契約之決標

其實並不重要，因此若機關遵守法規進行招標程序，則Aquatron應該可篤定得標。

但是，法院仍考慮其他非價格因素仍可能影響決標，而估計Aquatron之得標機率

為一半。 

 

4. 本案評析 

本案因為上訴期間經過，而已判決確定。本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蘇

格蘭史上第一個，也是全英國史上第二個原告向招標機關請求損害賠償

（damages）成功的案例。但是有學者認為，將本案單獨視為代表司法機關的態

度現在轉而傾向較易判決廠商得因機關違反採購法規而獲得賠償，並不正確351

在本案中，因為有相當充分的證據證明機關明顯違反採購法規，且在最後

。 

                                                      
348 Id.[99]-[100]. 
349 Henty, supra note 330, 104-107. 
350 Aquatron Marine v. Strathclyde Fire Board, supra note 331, [103]. 
351 Henty, supra note 3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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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者與原告的投標比對之下，法院很容易判定機關違反義務跟原告沒有得標有

直接的因果關係。但在大部分的案件裡，法官並無法這麼輕易地評估本來應有的

決標結果。 

此外，在本案中，法院很確定非價格因素都可以被視為對決標決定幾乎無

重要性。但是在大部分案件裡，如果決標標準中混合了價格／非價格標準，而且

招標文件中還就各標準訂定不同的權重，則法院就不太可能如此直接了地評估原

告未得標與機關違反義務有如此明確的因果關係。 

不過有趣的是，法院在容許其他非價格因素之考量，而認為只能判定

Aquatron喪失平等締約機會，而非喪失全部應得契約之後，只一語帶過地說明這

項機會的價值應為契約價值的一半，卻未闡明所謂一半是如何計算得出。究竟法

院係指，在有公平機會之下，Aquatron得標與不得標之機率各佔一半？或者是指

在有公平機會之下，既然只有Aquatron與另一家合格廠商競爭，則兩家廠商之得

標機率各佔一半？若為前者，則推論是否稍嫌粗略？因為得標與不得標雖然就數

學機率而言確實各佔二分之一，但在本案例中，若法官已經依據證據而形成原告

本應得標之強烈心證，則其得標機率是否應該不只一半，而其應受償金額也不應

以契約利益之二分之一推算？ 

 

四、小結 

（一）請求權基礎與求償範圍之關連 

在英國之司法實務上，廠商在公共採購程序中，主張違反機關或特許業者

違反法規而請求賠償者，法院普遍肯定有兩種主張的途徑，一是主張機關或特許

業者違反採購法規，一是主張機關違反因招標與投標而默示成立之招標契約。 

若係以採購法規為請求權基礎，雖然公共契約法規並未明定僅限於賠償投

標備標費用，但由於公用事業法規有此規定，且依據歐盟法院建立之慣例，則廠

商只需舉證到有「相當」機會可得標，就至少可受償備標、投標，以及請求救濟

之相關費用。而法院依此判斷標準決定機關應賠償後，審酌賠償金額之訴為另外

一訴。在此訴訟中，兩造應提出請求對方償還之費用，此時法院係依據民事程序

規則，以產生方式是否合理，以及金額是否合理來判斷廠商可請求金額，再以爭

點勝敗程度以及雙方在訴訟中的行為是否合理，作成比例判斷，因此並非廠商可

請求者就可全部受償，其受償程度主要取決於廠商的主張勝訴的程度。其背後之

法理為：廠商係在預期招標機關會遵守其成文法或默示契約的前提下，投入此招

標程序，而當機關違反此義務時，廠商因此投入的成本也都白費了，因此這些成

本應獲得賠償。 

但是若廠商係依據契約法理，主張機關違反招標程序中與投標者成立之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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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契約所含的義務，例如誠信及公平義務，而導致其損失，則廠商須證明有招標

契約存在，還須證明其契約內容為何，機關如何違反契約，以及其違反契約跟損

害的關係，求償相對困難。但廠商若舉證到若非因機關違法，則有很大得標的機

會，就可能請求因喪失此機會而受的損害。亦即法院認為當機關違反義務，而廠

商原本有機會得標時，則廠商損失的是締約機會本身，而應獲賠締約機會的價值。

至於締約機會的價值則可以用契約價值乘以得標機會來估算。 

雖然在極端的案例中，如Harmon案，法院可因證據充分而認定Harmon原

來百分之百應該得標，而以得標機會乘以契約利益判定原告可受償契約所有履

行利益。但在絕大多數以「最有利標」決標的採購案中，由於牽涉太多主觀判

斷因素，法院其實不可能也不應該取代締約機關來判斷提訟之廠商原本是否應

該得標。此時由於得標機會的大小很難判定，則要依此估算締約機會的價值自

然非常困難，因此大多數廠商仍傾向於依成文法求償相關費用。即使在蘇格蘭

史上首次求償成功的Aquatron案例中，廠商獲判的金額是契約利益乘以一半的

得標機會，但法官其實並未闡述該一半的得標機會是如何推估而出，而學者也

不認為該判決表示日後廠商都可以循此途徑求償352

 

。 

（二）「受合理告知並具一般勤勉程度之投標者」標準之應用 

由上述案例及司法實務可發現，機關必須在採購程序中符合法規規定之透

明義務或揭露義務，但由於「透明」是一模糊的法律概念，到底機關的公告要詳

盡到什麼程度才可謂盡到此義務，難免陷於法院主觀的判斷，因此實務上發展出

以「受合理告知，並具一般勤勉程度」的廠商所可能之理解，作為判斷標準。此

一做法係將主觀概念加諸客觀化的標準，而使法院判斷有一貫性及可預測性。 

同樣的，在判斷賠償費用時，對於何謂「產生方式合理」，以及「數額合

理」（或「投入時間合理」），是否同樣可採取此客觀標準來判斷？也就是以「受

合理告知並具一般勤勉程度」的廠商所會投入的程度，來決定何謂合理。也就是

在廠商所主張的投入時間若遠高於「受合理告知，並具一般勤勉程度」的廠商所

會投入的程度，則法院就可認定為不合理。  

 

（三）締約過失概念 v.契約責任或侵權責任 

英國法院多不准許廠商主張機關違反法規係為侵權行為，並依此求償，而

有學者因此認為德國法中的締約過失法則（culpa in contrahendo），會比主張機

關不法行為（delict）或違反契約／承諾，更適合作為這類案件的救濟方式353

                                                      
352 Henty, supra note 

。 

330, 106-107. 
353 Hogg, supra note 29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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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比較、建議，與結論 

本文討論的各國都有非常相近的成文法法條，規定若機關之招標決標相關

行為違法，導致利害關係人受有損害，則機關應賠償投標備標所生之費用。此規

定最初衍生自各國立法及司法歷史上逐漸強化的，對機關採購行為的規範，但最

終皆因加入政府採購協定而趨於統一。但綜觀這些法條可以發現，其條文內容其

實非常簡略，對許多構成要件皆予以省略，包括機關違法係指哪些法規、違法的

判斷標準為何、賠償費用之法律定性為何，及賠償金額的判斷標準等。因此，法

院在就個案判斷時，若僅能適用本條條文，實在很難建立實際可操作之規範。 

英國及美國均為普通法之國家，須遵循「前例適用」之法則。兩國雖就政

府採購制定有成文法，但基於其法官造法之傳統，法院解釋成文法時均有較大的

空間，而會在就個案判斷時，大量援引行政機關處理同類案件申訴之規則，或過

去法院之判決見解，而逐漸累積創造出細密的規則，可進行具體的操作。包括對

於機關是否違法，請求權之定性，以及賠償範圍等，皆因個案之累積，而已經形

成較為成熟的判斷標準 

相對的，我國因為係成文法國家，法官對於法條的解釋適用相對受限。以

文義解釋而言，由於條文太過簡略，實在很難發揮，例如所謂「必要費用」，其

「必要」與否，在欠缺主管機關的解釋，也欠缺判決先例可參考之情況下，法官

為避免流於主觀之見解，只能趨於保守。而因為條文未明文其賠償之法律定性，

即使法官試圖加以目的性解釋，也會因為無法確定其賠償目的為何，而難以詮釋

何謂「必要費用」。 

因此以下筆者將簡略回顧前四章討論所涵蓋的，我國、美國、歐盟以及英

國司法實務對未得標者主張機關違法而請求賠償之訴的重要見解，並分別就爭議

救濟途徑、請求權基礎與當事人適格，以及請求判斷標準與範圍等主題加以比較，

說明筆者將循我國採購法之規範方式，比較參酌我國以及英、美、歐盟之實務與

學說，提出修法建議及判斷標準，希望供我國司法實務參考。 

 

一、當事人適格認定之比較 

（一）各國之當事人適格認定標準不同 

如前所述，本文討論之各國均有非常相近之成文法條，而其中對當事人適

格的要求，各國用語有些不同，但就司法實務上認定的範圍而言，至少都包含「實

際投標」且「受損害或可能受有損害之人」。但是就實務的認定而言，我國與其

他各國之最大差異為排除預定投標但未實際投標之人。 

美國的司法實務上認定所謂可提起訴訟之利害關係人為「直接經濟利益會

受系爭契約影響的實際或預期的投標者」。歐盟及英國的用語為「對獲取相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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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採購契約現有或曾有利益之人」，而且「會因所主張之違法行為而受有損害或

可能受損害之人」。 

而我國由採購法第 75 條、77、83 以及 85 條搭配觀之，廠商認為權利或利

益遭受損害者即可異議或申訴，而申訴結果指機關違法時，可請求賠償投標備標

費用。但實務上，該廠商至少須實際投標，或曾提出投標但被判定資格不符，且

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異議與申訴，始符合當事人適格。 

 

（二）採購法第 75 條之當事人適格認定宜放寬 

英美的用語雖有不同，但不論是「預期的投標者」或「可能受損害之人」，

目的均在於使機關之招標行為得盡量受到司法審查。而且，在實務上，確實可能

有未實際投標，但仍可能因機關招標行為而受有損害之情況。例如招標機關可能

在招標規則上設定了某些廠商不可能跨越的門檻，而構成對某些類型廠商的歧視，

此時讓「預期」的投標者也可提出訴訟，有助於以司法審查確保機關行為合法，

並促進採購法規意圖達到的公平對待所有可能投標者的目的。當然，在此情況下，

投標者至少必須證明自己有投標計畫。 

我國實務上之所以認為未實際投標之廠商不得依採購法第 75 條及 76 條提

出異議或申訴，主要係因為，即使申訴判斷指明機關違法，則廠商也自始不可能

獲得契約。換言之，即使申訴成功，也對其利益皆無任何直接影響，所以是以缺

乏訴之利益而認定無當事人適格。 

但是就如英美及歐盟法院在實務案件中所發現，在政府採購爭議中，確實

有可能當事人雖未投標但仍有訴之利益者，例如有法院認為其訴之利益包含獲得

金錢賠償，以及導正機關未來的行為。參酌我國釋字 469 號採「保護規範理論」，

認為行政法上認為必須有主觀公權利之人始可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而個案中

是否有值得保護之權利，應「就法律之整體結構、適用對象、所欲產生之規範效

果及社會發展因素等綜合判斷」。則採購法之立法目的既然包含「依公平、公開

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又其救濟規定亦蘊含鼓勵

潛在投標者共同監督採購程序之意義，則英美與歐盟對於當事人適格之寬鬆認定，

似乎足可借鏡。 

當然，在我國，若廠商未投標，則即使可依第 75、76 條以及 83 條提出異

議、申訴，以及訴訟，但依目前實務不承認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以外其他請求

權的現況，即使認定未投標廠商有當事人適格，對其也確實無訴之利益。但放寬

當事人適格之認定有助於鼓勵受到投標條件歧視之廠商提起訴訟，以司法審查促

進採購機關守法之功能。此外，在放寬當事人適格之認定後，若同時認定當事人

亦有筆者主張之其他請求權基礎，則當事人即有訴之利益。此外，這種認定雖看

似大開方便之門，有引發濫訟之風險。但事實上，法院審查過程中應要求廠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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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證明其本來有預定投標計畫，且有得標機會，因此其損害與機關違法有因果關

係等等，加上費用舉證責任之要求，實際上應可大幅降低廠商無端興訟之可能。 

 

二、以行政救濟為司法救濟前提之比較 

（一）各國招標爭議救濟途徑 

我國  廠商認為機關之行為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向招

標機關提出異議（採購法第 75 條）；對異議結果不

服者，再向審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採購法第 76 條）；

對審議判斷仍不服者，可提起行政訴訟（採購法第

83 條）；確認違法者可請求費用賠償（採購法第 85

條第 1、3 項）。 

 原則採「訴願前置主義」，亦即須先進行行政救濟未

果，才得進行司法救濟（採購法第 83 條+行政訴訟法

第 4 條）。 

詳見本文

第二章，

一、（二）  

美國  可分別循行政爭訟或司法訴訟程序進行。行政救濟並

非司法救濟的前提要件，廠商可逕行提出司法救濟。 

 行政救濟可向招標機關提起，也可向「聯邦審計署」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提起。  

 司法訴訟第一審由聯邦賠償法院或聯邦地方法院管

轄。 

詳見本文

第三章，

一、（二） 

歐盟（對成

員國政府採

購案件） 

 救濟指令要求成員國之救濟程序應符合最低要求：(1) 

須有有效且快速之審查。(2) 審查爭議之機關必須具

有司法性質或為獨立之機關。(3) 審查機關須有權暫

停招標程序之暫時處分；撤銷違法決；或給予損害賠

償。(4)無歧視原則。 

 「糾正程序」：若理事會在契約確定前得知機關有清

楚明顯違反歐盟採購相關法規之情形，可直接令成員

國及系爭招標機關糾正。成員國接獲糾正指示後必須

於一定日數內回覆是否已經糾正。若理事會沒有得到

滿意回覆，可請求法院作成判決。成員國未遵守判決

時，法院可加以裁罰。 

 「先行裁決」：若成員國法院審理採購案件時對歐盟

的法律效力或解釋有疑義，可，暫停訴訟，要求歐洲

法院做出先行裁決，統一解釋法令。 

參見本文

第四章，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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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對機

關採購案

件） 

 可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 

 亦可直接向一般法院提起訴訟。 

參見本文

第四章，

四、（一） 

英國政府採

購爭議案件 

 「公共契約法規」以及「公用事業契約法規」規定廠

商應先向決標機關告知其違反義務以及其意欲向法

院提起救濟。 

 但廠商亦可直接提起司法救濟，因前述規定非欲加諸

廠商在司法救濟前尋求行政申訴或協商之義務，僅希

望給予機關自行修正及早解決爭議之機會。 

詳見本文

第五章， 

二、（一） 

 

（二）以行政救濟為司法救濟前提之不當 

從前述各國之救濟途徑比較可發現，除了歐盟法規係在規範多國救濟程序

之基礎框架，而有其特殊程序外，其他各國都是行政與司法救濟程序並存，而行

政救濟因為有程序快速簡便以及使行政機關及時修正招標相關行為的優點，因此

各國法規都鼓勵廠商藉此尋求救濟。 

但各國最大的差異在於是否以行政救濟為司法救濟之強制前置程序。關於

這點，英美兩國的法規並無此要求，而且歐盟法院跟英美的法院都同樣認為，人

民雖有權利選擇先尋求行政救濟，但若限制以此為司法救濟之前置程序，將使人

民必須先耗費時間精力於未具司法審查效果之救濟管道，違反人民應獲得快速有

效司法救濟的原則。 

 

（三）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權於特定情形得不適用「訴願前置主義」 

我國學者多認為，未得標廠商向招標機關及其主管機關所提之異議及申訴，

雖與訴願程序名稱不同，但本質上與訴願性質相同，為行政救濟程序，亦即第一

次權利救濟。人民必須先踐行此第一次權利救濟，始能踐行司法訴訟之第二次權

利救濟，其亦稱為「訴願前置主義」。 

當然，我國簽署之政府採購協定僅規定各簽署國必須有「不歧視、即時、

透明、有效」之申訴程序，而對於何謂「即時有效」並沒有明確的期限或其他標

準，對於申訴機關也僅要求必須是「法院」或「公正獨立之審查機關」，並未要

求一定要是司法性質的機關 354。因此我國要求先行異議及申訴之規定，法條上

並無違反此協定之疑慮。此外，我國大多數學者都認同強制訴願前置程序係基於

我國行政法上重要原則「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而來 355

                                                      
354 羅昌發，同註

，又訴願前置主義

1，頁 434-437。 
355 葉百修，同註 27，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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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於尊重行政權，避免司法過早介入行政之功能 356

不過，我國司法實務雖認為，廠商不得未經異議申訴等行政前置程序，而

提起撤銷及賠償之訴。但同時認為，廠商得否未經申訴程序，即提起確認機關行

為違法之訴並依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合併請求賠償，則應視情況決定。例如若

因系爭採購案已經履約完畢，致使廠商未及經由異議及申訴程序而請求撤銷原機

關相關決定時，法院亦可能認定廠商得逕行提起確認之訴，確認採購機關之相關

行為違法，並據以請求賠償。亦即在此種情況下不須先經過異議申訴程序

，且訴願等相類程序亦在

我國行政法體系中普遍存在，雖有少數爭議明文規定可不經訴願而直接進行司法

訴訟，但仍為少數狀況。因此，筆者以為，若主張所有採購爭議可不同於絕大多

數行政行為所生爭議，不經行政救濟程序而直接請求司法救濟，似乎在法理上還

需要更強之基礎。 

357

由於採購爭議之一般救濟程序因非本文重點，因此本文不擬對救濟制度加

以全面討論，但若就本文專注之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賠償訴訟而言，筆者認

為或許可參考上述司法實務，將實務中認定可不經異議申訴，而逕行司法訴訟之

狀況，甚至其他廠商可能未及進行行政救濟之情況，例如於招標程序結束後始發

現機關違法等，加以明文規定，使廠商不須先行進行申訴等程序，即可由司法訴

訟獲得救濟，以符合有權利即應有救濟之原則。 

。 

  

三、機關違法之判斷標準比較 

（一）各國對機關違法之認定標準 

當廠商依據本文所述各國成文法請求投備標及異議費用時，依據各國法規，

賠償請求權成立之第一項要件均為確認機關相關採購行為違法。而各國對此亦發

展出詳細的認定標準。 

美國認為賠償備標投標費用之法理在於，機關在發出招標公告時，當中便

隱含了會對每項投標給予誠實平等考量的承諾，若機關違反此承諾，即應賠償。

因此，未得標的投標者首先須證明採購官員在決標決定上違反此承諾，而是否違

反此承諾的判斷標準則為機關是否有恣意或獨斷的行為。所謂「恣意獨斷」的判

斷標準包括：(1)若採購官員主觀上違反誠信（bad faith），使投標者的投標未能

得到公平誠實的考量，通常就應賠償；(2)若證明機關決定「欠缺合理基礎」（no 

reasonable basis），通常就足夠判定原告有理由；(3)相關法令賦予採購官員的裁

量權越大，則原告須舉證之恣意獨斷程度也越高，才能獲得賠償；(4)若採購官

員違反採購相關成文法規，原告通常可獲得賠償，但並非必然如此。 

                                                      
356 李惠宗，同註 42，頁 556；陳敏，同註 40，頁 1382。 
357 林清強，同註 5，頁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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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則認為，機關採購行為必須是明顯嚴重地踰越其裁量範圍，才算

是重大違法，而必須給予賠償。但在機關裁量權限很小，甚至完全無裁量權時，

僅止違反歐盟法律可能就足以構成機關行為違法的要件。 

關於如何認定機關違反透明義務及揭露義務，歐洲法院提出，這些義務皆

的目的是要讓所有「受合理告知，並具通常勤勉程度」（normally diligent）的投

標者都對招標文件有同樣的詮釋，並因此在擬定其投標時有平等的機會。 

英國法院亦採歐盟法院見解，並認為若一項評選標準或條件並非受合理告

知且具一般勤勉程度之投標者所能預見，那麼機關就應揭露，以免違反透明化義

務。同理，若一項評選的參考標準或條件包含了受合理告知且具一般勤勉程度之

招標者無法從招標文件中預見之標準，則機關就應該揭露。 

 

（二）可供我國借鏡之機關違法判斷標準 

由上述可知，就機關是否違法的判斷，美國以「恣意獨斷」與否作為標準，

歐盟以「明顯嚴重地逾越其裁量範圍」或「在無裁量權或裁量權極小之情形時違

反法令」為判斷原則。而我國行政訴訟中，法院基於權力分立之概念，都認為應

尊重行政機關之專業裁量，只有在明顯違反裁量權的狀況才認定機關違法。其原

則基本上與上述判斷標準相同。但這些原則都是抽象的法律概念，除了機關重大

明顯違法的狀況以外，在其他較模糊的狀況中，法院似乎還是缺乏比較可操作的

標準。而美國法院所用的「主觀上違反誠信」有其舉證困難，而「缺乏合理理由」

的所謂合理，係從何者角度判斷，也並不清楚。 

但歐盟法院認定的，招標公告應使所有受合理告知並具備一般勤勉

（reasonably informed and normally diligent）的投標者會以同樣的方式詮釋決標

標準，並因此有平等機會決定其投標內容。這種以「受合理告知且具一般勤勉程

度之投標者」的觀點，將原本主觀的「明顯重大」或「恣意獨斷」標準加以客觀

化，在實務上有其操作可能。 

例如當事人可提出其他同樣規模之同業，在相同情況下會對爭議招標文件

可能的解釋，或同規模之同業對過去類似文件之解釋，而由投標者的角度，將機

關應對投標者負擔的義務具體化，而使法院在面對機關主張其為合法行使裁量，

但廠商主張逾越裁量權時，有較客觀的判斷標準。雖然每個同業都可能是原告在

未來招標程序中的潛在競爭者，也可能是機關未來招標程序爭議中的潛在對造，

而可能影響其見解。但正因為這些同業正是政府採購法所要求必須平等對待的潛

在投標者，其參與亦有共同監督機關，促進招標程序透明化專業化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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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得標廠商請求賠償之請求權基礎比較 

（一）以成文法為請求權基礎 

我國  廠商認為機關之行為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向

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採購法第 75 條）；對異議結

果不服者，再向審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採購法第 76

條）；對審議判斷仍不服者，可提起行政訴訟（採

購法第 83 條）；確認違法者可請求備標、異議、

申訴費用（採購法第 85 條第 1、3 項）。 

詳見本文

第二章，

二、（二） 

美國  「利害關係當事人」（interested party）可對招標

文件內容、決標或擬決標的行為、違反某一購案或

計畫購案的相關法令規章，提起訴訟，請求投標及

備標費用（28 U.S.C. §1491(b)）。 

詳見本文

第三章，

二、（一）1 

歐盟（對成員

國政府採購

案件） 

 公用事業救濟指令（Directive 92/13EEC）以及財物

及工程採購契約救濟指令（Directive 89/665EC）皆

規定，歐盟成員國「至少」應確保「對獲取相關公

共採購契約現有或曾有利益之人」，而且「會因所

主張之違法行為而受有損害或可能受損害之人」，

可進行申訴程序。 

 但依成員國自治原則，歐盟法律沒有要求成員國必

須訂定法規，規定機關違反直接有效的歐盟法規

時，即應負擔賠償責任。 

 不過公用事業救濟指令（Directive 92/13EEC）第 2(7)

條規定，廠商只要能證明機關違反歐盟採購法規或

該國未落實歐盟法規之法規，並證明其有真實機會

（real chance）贏得契約，而該機會受此違法行為

不良影響，即可自動獲賠備標或參與招標的費用。

廠商可依此請求，或依其他請求權基礎請求。 

詳見本文

第四章，

三、（一）  

歐盟（對機關

採購案件） 

 歐盟無相似之成文法規定，但法院認為廠商可根據

歐盟運作條約第 266 條，請求備標及投標費用。 

詳見本文

第四章，四

（二） 

英國政府採

購爭議案件 
 英格蘭與蘇格蘭之「公共契約法規」以及「公用事

業契約法規」均規定廠商若因機關或事業違反本法

規所規定之各項義務，以及歐盟與公共採購相關且

適用之各項法規，而實際受有損失或損害，或可能

受損失或損害者，皆可提起訴訟。但損害賠償限於

投標及備標費用。 

詳見本文

第五章， 

二、（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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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我國、美國、英國、以及歐盟都有非常相似的法條，規定公

共採購參與者得對機關違法提起訴訟，請求投標、備標等費用。 

 

（二）以契約為請求權基礎 

1. 各國承認以契約法理為請求權基礎之現況 

我國  實務並無承認契約上之請求權。 詳見本文
第二章，
二、（二）  

美國  聯邦法院穩定承認，政府發出招標公告時，其中便
隱含會公平誠信對待所有投標者的條件，因此廠商
主張政府機關違反此條件時請求的賠償，可說是一
項基於默示契約的賠償。 

 但聯邦法院至今仍未承認廠商可依契約法理，獲得
預定契約履行利益之賠償。 

詳見本文
第三章，二
（一）2 

歐盟（對成員
國政府採購
案件） 

 依成員國自主原則，歐盟法律沒有要求成員國必須
承認廠商得以契約為請求權基礎，請求違法之機關
負擔賠償責任。 

詳見本文
第四章， 
三、（一） 

歐盟（對機關
採購案件） 

 實務並無承認契約上之請求權。 詳見本文
第四章，
四、（二） 

英國政府採
購爭議案件 

 見解最為穩定，均認招標與投標者之間可成立默示
之契約，且其契約義務至少包含公平誠信原則。 

 一方違反默示契約之公平誠信原則時，對另一方應
有違約賠償之義務。 

詳見本文
第五章，
二、（三） 2 

 

從上表可見，以契約法理為請求權基礎部份，以英國法院見解最穩定，但因

原告須證明契約存在、契約內容、機關行為違反契約義務，及其與所受損害之因

果關係，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所以廠商較少主張。但依此為主張者，賠償範圍不

限於投標備標等費用，因此實務上甚至有因此受償全部契約履行利益者。 

至於美國雖承認契約法理為廠商得求償投備標費用之基礎，但是聯邦法院

認為依據成文法規定，廠商在此類訴訟中可請求之費用仍限於投標、備標費用，

而不得依此請求其他損害賠償。但有學者主張，在條件符合的情況下，未得標者

應該也可能請求因該招標過程爭議所導致喪失之契約利潤。 

由此可知，英美法院雖未完全肯定廠商可依據契約法理，求償法條以外之

其他損害賠償，但皆肯認這項成文法條背後的法理係認為機關違反了基於招標行

為與相關規定，而與投標者之間成立的，不須明示承諾即存在之契約。其契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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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至少包含了誠信及公平對待所有投標者的義務。而且美國亦有學者認為，由於

有眾多法條、規則、法規規範政府契約的協商、競爭跟決標程序等詳盡清晰地界

定了機關所負的「合理且公平」（fairly and impartially）的義務的內容。因此當

機關違反採購法規時，廠商的請求權基礎應該也包括機關所違反的合理公平對待

投標者的默示契約 358

 

。 

2. 從契約法理探討採購法第85條第3項之請求權定性 

我國民法第245條之一有締約過失責任的明確規定，承認在現代化交易過程

越趨複雜的現實之下，雙方於契約簽訂前即可能進行緊密之接觸，而有可能侵害

對方權益，而應依法賠償另一方「非因過失而信契約能成立」所受的損害，也就

是一般所說的信賴利益，包括各種因投入準備而支出的花費，也包括錯過其他商

機的損失等。政府採購過程與民間契約的議約過程極為相近，如本文第二章所述，

其法理應可適用。而且採購法規定賠償的費用也在民法締約過失的賠償範圍內。

英國亦有學者認為，德國法中的締約過失法則（culpa in contrahendo），會比主

張機關不法行為（delict）或違反契約／承諾，更能適當地作為未得標者因機關

招標相關行為違法而請求賠償的救濟方式359

雖然我國學者及實務見解均認在招標及決標階段，契約尚未成立，而不可

能如英、美法院認定投標者與機關之間成立所謂默示契約，但參酌以上英美兩國

法院之實務見解與各國學者見解，應足以證明我國就此一法條之請求權定性，應

可採與英美相似之見解，而認為如筆者在第二章所主張，係基於機關與投標者進

入議約階段，而須對彼此負擔之締約過失義務。而其義務內容至少應包含如一般

如人民間契約之誠信原則，甚至應包含雙方須遵守採購法規及該採購公告中所定

之規則等。 

。 

 

（三）以侵權行為為請求權基礎 

1. 各國承認以侵權行為為請求權基礎之現況 

我國  實務上認為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已經排除廠商以
其他法律為請求權基礎。 

詳見本文
第二章，
二、（二）  

美國  法院認為機關於此情形中確實有可能成立侵權行
為，但因為聯邦侵權法案明定聯邦政府得以被訴之
界限，而此種侵權行為被排除在外，所以原告不得

詳見本文
第三章， 
二、（一）3 

                                                      
358 Claybrook, supra note 118, 555. 
359 Hogg, supra note 29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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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 

歐盟（對成員
國政府採購
案件） 

 依成員國自治原則，歐盟法律沒有要求成員國必須
承認廠商得以侵權行為為請求權基礎，請求違法之
機關負擔賠償責任。 

詳見本文
第四章，
三、（一）  

歐盟（對機關
採購案件） 

 廠商可依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340 條第 2 項，請求歐
盟機關賠償由其機關或其人員執行職務所造成之
損害，而該責任係為「非」契約賠償責任。性質接
近我國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且上述請求權與依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266 條之回復
原狀規定，請求投備標費用之請求權可同時並存。 

詳見本文
第四章，
四、（二）  

英國政府採
購爭議案件 

 實務上未承認廠商得以侵權行為，主張機關違反注
意義務，而應給予廠商其他損害賠償。 

詳見本文
第五章， 
二、（三）3 

 

2. 從侵權法理探討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以外之其他請求可能 

如上所述，我國及英國各國法院多數見解皆認定，未得標廠商不得侵權行為

為請求賠償之基礎。但是就歐盟機關對外的採購案件而言，歐盟法院認為，廠商

可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266 條，請求備標及投標費用；亦可依據歐盟條約第 340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歐盟機關賠償由其機關或其人員執行職務所造成之損害，而

該責任係為「非」契約賠償責。前者之賠償請求基礎與範圍近似我國與英美之成

文法規定，而後者則近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而歐洲法院認定這兩項請求可同時

並存。 

美國聯邦法院亦曾有判決認同，可以侵權法理解釋投標者在機關招標行為違

法時所受之損害。法院認為，以侵權行為請求賠償者，係主張政府藉由「招標資

訊」以及相關行政規則，誘使原告相信其投標會以「招標資訊」中以及行政規則

明定的方法，受到考量；而在原告花費了相當可觀的費用備標後，政府決標予其

主張投標內容不符合「招標資訊」的投標者，導致原告損失備標費用，以及其預

期的契約利益，為侵害其債權的行為。但法院認為由於「侵權賠償法案」明定了

聯邦政府在某些例外情況，仍得適用主權豁免，而這種情況是其中明定的例外之

一：「侵害契約權利」，因此投標者不得依此請求賠償。換言之，法院認為，機

關於此情形中確實有可能成立侵權行為，只是因為成文法明定了聯邦政府得以被

訴之界限，將此種侵權行為被排除在外，所以原告不得主張。 

英國實務雖不承認以侵權行為求償之可能，但亦有學者認為，協商一項商

業交易之雙方無疑地處於契約法中所說的「臂距之遙」（at arm’s length），亦

即商業交易的雙方原則上仍保有一定距離，並得以自身利益決定締約與否。但在

契約法上「處於臂距之遙」，並不表示不可能對對方造成損害，例如不論契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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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與否，一造對另一造的欺瞞都可能導致侵權責任。除此之外，邀標的行為開啟

了與可確定之特定人的密切接觸，在此情形下招標者對特定人造成的損害，跟一

般認為不可以侵權行為請求的，對不特定大眾造成之純粹經濟損失（economic 

loss），不可相提並論。因為招標者顯然可預期，若它沒有按照程序進行，就很

可能導致投標者耗費時間金錢，因此若機關未遵守規定程序，是否為違反注意義

務之侵權行為，似乎有衡酌之空間 360

 

。 

（四）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權修法建議 

本文認為，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之請求權係基於人民與行政主體間進

入契約磋商階段之密切關係，因招標機關違反此階段之法定義務，而產生之行政

法上債務關係請求權。不過，筆者雖認為，償付請求權係機關基於行政法上債務

關係，就締約過失所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但如第二章所述，我國學者對國家賠

償責任體系之見解相當分歧，且關於「締約過失」責任之學說見解也仍在發展中，

因此若於採購法第 85 條中明定其請求權為「締約過失責任」，恐限制未來可能

在立法上對此一請求權為更細緻之規範。因此為避免現階段法院莫衷一是且嚴格

限縮其他求償可能之見解，筆者建議可將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修改為：「第一

項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賠償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合理費用。」

下文並將討論筆者建議將條文中之「必要」修改為「合理」之理由。 

此外，就我國而言，法院之多數見解均認為，廠商主張機關採購行為違法

損害其權益時，除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外，無法再以其他法規為其他請求。

而國家賠償法基於其第 6 條規定，亦被認為係國家賠償之普通法，因此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可視為國家賠償之特別法，而排除國家賠償法之適用。但由上述各

國比較可看出，其他各國不論在法院實務或學者見解中，都主張廠商有可能基於

契約法理甚至侵權行為請求賠償。 

本文認為，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規定之請求權雖屬廣義之國家賠償，但並

非狹義之國家賠償請求權。該條項規定之賠償請求權係基因招標機關違反契約磋

商階段之法定義務，而產生之行政法上債務關係請求權。而國家賠償法所規定之

賠償請求權，則係行政主體因違反一般義務所生之侵權賠償責任。前者類似民法

上契約責任，而後者類似民法上侵權責任，兩者請求權性質不同，似乎應可併存

在行政法內，且不能互相取代，亦非普通法與特別法之間的關係。因此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應不排除其他國家賠償請求權之可能。若廠商除本法條規

定之損害賠償外，另有其他損害符合國家賠償法規之規定，法理上應仍可依法請

求國家賠償。且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用語為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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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並未明文限制其他求償可能。 

                                                      
360 Hogg, supra note 297, 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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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廠商是否須證明其得標機會之比較 

除我國以外，歐盟法院以及英、美實務均認為原告至少須證明原本有「相

當機會」得標，才可獲得投標備標費用的賠償，但其原因不同。 

美國法院認為廠商必須證明它有「相當的機會」（substantial chance）贏得

合約，才對系爭當契約有直接的經濟利益，才可提起訴訟。換言之，這是類似訴

之利益的判斷。 

而歐盟法院認為，若廠商依歐盟運作條約第266條請求機關賠償時，則法院

只需審查確定機關之決標行為違法無效，並使廠商受有損害時，廠商就應得受償

備標及投標費用。至於對歐盟成員國之採購，兩項採購救濟指令的第2(1)條都規

定，因機關違反公共採購法而受有損害之人應獲得賠償。「92/13指令」的第2(7)

條甚至規定，廠商只要能證明機關違反歐盟採購法規或該國未落實歐盟法規之法

規，並證明其有真實機會（real chance）贏得契約，而該機會受此違法行為不良

影響，即可自動獲賠備標或參與招標的費用。換言之，歐盟法院認為投標備標費

用之賠償其實是賠償投標者締約機會的喪失，因此原告自然須證明其有得標的機

會，就是證明其損失，法院才可能依此判定應賠償。 

英國法院認為，機關違反義務傷害到了投標者原本預期能參與的公平誠實

的程序，他所投入的費用變成無意義的浪費，而應獲得賠償。但若廠商原本即無

得標的機會，則不論機關是否遵照法規辦理採購，其費用本來就會浪費，也就無

理由獲得賠償，因此廠商證明其有得標機會，亦即在證明其損失，與歐盟法院見

解相同。 

相較之下，我國因為採購法規定申訴審議判斷（實務上並承認法院確定判

決）指明機關違法者，即有權請求備標投標費用，而法院對可請求範圍大幅限縮，

又排除其他請求權之可能，因此幾乎都無須論述原告原本的得標機會，更無須討

論其機會與賠償之間的關連，即可直接論述其賠償範圍。不過，我國實務在當事

人適格的認定上之所以排除預定投標但未實際投標之人，其主要原因即為認為這

類當事人無訴之利益。換言之，法院可以認為，本來無得標機會者在一開始的當

事人適格判斷中就會被排除；而未被排除得以進入訴訟者，當然無須再判斷其是

否有得標機會。筆者在本章第一節探討當事人適格認定部份，表示我國實務排除

計畫投標但未實際投標之人之限縮見解並不適當。在此並呼應前述看法，再度強

調，至少就本文探討之賠償訴訟，應可放寬當事人適格之認定，而有助於以司法

審查確保採購程序公平。但在實體審查程序中，法院則應要求廠商必須證明其本

來有得標機會，以及其損害與機關違法有因果關係等，另外再加上費用舉證責任

的負擔，應可大幅降低廠商無端興訟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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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廠商得請求之費用範圍比較 

（一）各國對於投標備標費用範圍之判斷標準 

我國  多數判決認為此為民法一般損害賠償之例外規定，不
須證明招標相關人員有「故意過失」，而依例外從嚴的
原則，對法條中所謂的「必要費用」採最限縮的解釋。 

 將此請求權定義為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或其他民法上損
害賠償的判決，也僅針對於何謂「必要」做文義解釋。 

 極少數認定此請求權應為締約過失賠償的判決從「信
賴利益」的角度去檢視何謂「必要」費用。 

詳 見 本 文
第 二 章 ，
三、（一）  

美國  依據「聯邦採購規則」所定標準，認為投標備標費用
係指「備標、投標以及支持投標或提案所產生之費
用」。且必須合理且有關連（allocable and reasonable）。 

 「合理」的判定標準： 

(1)一項費用應就其性質及金額而言，未超過一般謹慎
之人在競爭性商業中所為行為； 

(2)須考量各種條件，包括：(a)通常被認為是該廠商所
屬行業，或其契約履行之正常且必要；(b)為普遍認定
合理的商業慣行，且此花費係基於公平磋商的基礎，
且符法律及行政規則；(c)廠商對政府、其他客戶、企
業所有人、企業僱員，以及一般社會公眾所須負之責
任；以及(d)是否重大偏離該廠商既有業務慣行。 

 「關連」之判斷標準：一項花費只要能滿足以下其中
一個要件，就可被認定係與特定政府契約有關連 (1)
特定為此契約支出；(2)同時對該契約跟其他工作都有
貢獻，但可以合理的比例分別對應兩者所得的利益；
(3)係整體企業營運所必要，即使無法證明跟特定成本
標的有直接關係。 

詳 見 本 文
第 三 章 ，
二、（五） 
1 

歐盟（對成
員國政府
採購案件） 

 但大多數國家法院認定，原告若證明若非因機關違
法，則其有相當機會得標，而其機會的喪失就是其損
失，法院因此可藉此確定賠償範圍。 

 但因機會之大小證明不易，若原告能證明其有相當機
會得標，至少可獲賠其投標、備標費用。 

詳 見 本 文
第 四 章 ，
三、（四）  

歐盟（對機
關採購案
件） 

 廠商根據歐盟運作條約第 226 條所得請求者是回復原
狀的賠償，且其金錢賠償非僅止於備標或投標費用，
而是包含其因參與該投標過程而受的所有損失，包括
締約機會的喪失，甚至原本應得標的契約的利益等。 

 但歐盟法院公佈之近十年的英文判決中，並沒有認定
歐盟機關採購行為違法，而判決廠商得依此獲得賠償
之判決，因此難以確定該原則在實際案件中的適用結
果。 

詳 見 本 文
第 四 章 ，
四、（四）  

英國  根據「民事程序規則」，通常採標準基礎（standard 
basis），以爭點勝訴比例為之。受償程度主要取決於廠

詳 見 本 文
第 五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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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主張勝訴的程度。若有過多主張導致對方高額花
費，但最後敗訴，可能使其受償比例大幅降低。 

 費用須「產生方式合理」且「金額合理」 

 「產生方式合理」指跟以下任何一者有合理關連：(a)
程序中爭執的費用；(b) 程序中爭執的任何非金錢救濟
的價值；(c)訴訟的複雜程度；(d) 由支付一方的行為所
引發之額外工作；以及(e) 與程序相關之其他更廣泛因
素，如名譽或該案之公共重要性（public importance）。 

 「金額合理」指：(a) 能證明其財務損失數額者，就其
「合理」花於此工作項目上的時間，即可受償；(b)無
法證明其損失數額者，則就其「合理」花在此工作項
目上的時間，以實務指南（Practice Direction）第46部
份所定標準計算之。 

二、（五）  

 

（二）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得請求「費用」之判斷標準探討 

如上所述，我國多數判決對法條中所謂的「必要費用」採最限縮的解釋，

其他判決也多僅針對於何謂「必要」做文義解釋，僅有極少數認定此請求權應為

締約過失賠償的判決從「信賴利益」的角度去檢視何謂「必要」費用。而在人力

薪資部份，絕大多數判決更將「必要」解釋成原告是否「必要」支付人力薪資，

而非其人力薪資是否為進行投標、備標或異議程序所「必要」，似乎誤解原法條

文義。因此在實務上，我國廠商即使歷經異議、申訴，及訴訟，而得確認機關違

法導致其損害，也提出相當證據舉證其花費於上述程序之費用，其中絕大多數都

會被法院認定非「必要」而無法獲得賠償，使得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保障廠商

至少獲得投標、備標、異議費用補償的意義近乎完全喪失，也與其他政府採購締

約國對相近法條的判決結果相去甚遠。 

如筆者於第二章所述，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請求權既為機關違反法定先

契約責任而應負之締約過失責任，則由機關而言，其所賠償範圍必須與其締約過

失有因果關係，亦即與其違反誠信、平等、透明之採購法上義務有因果關係。而

其賠償信賴利益之結果，原則上應使廠商之權利回復到如本締約過失未發生之狀

態。亦即，使廠商之權利回復到如果機關遵守其法定先契約義務時，廠商之權利

狀態。但由於可以依據該條請求之費用僅限投標、備標及申訴異議費用，因此在

據此為請求權基礎時，其他例如締約過程中洩密行為造成的侵權損害，或者喪失

其他締約機會等損害，並無法請求。但至少就應受償備標、投標，以及異議部份

的費用，應指廠商在預期機關遵守其法定先契約義務之狀況下，為爭取得標所需

之費用。而參酌以上英美及歐盟的法規及法院見解，較合理的應獲賠費用應該可

以「產生方式合理」以及「金額合理」的兩層標準加以檢驗。 

我國採購法條文用語「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已經界定了「產生方式

合理」的範圍，亦即必須為「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程序所生，但仍欠缺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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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標準。參考美國有關「關連性」的見解，則筆者認為或許可規定，符合下

列標準之一者即可認定為產生方式合理之費用：(1)特定為此程序所支出；(2)同

時對該程序及廠商之其他工作都有貢獻，但可以確定比例分配於該程序；(3)係

整體企業營運所必要，即使無法證明跟特定成本標的有直接關係。 

在界定符合賠償範圍的工作項目之後，則可進一步限縮每一項目下之「合

理金額」。筆者建議參酌英國關於「金額合理」之標準，認定符合以下標準之一

者為「合理金額」：(1) 以工時計算，且當事人能證明實際費用者，應以「合理」

之工時乘以實際每小時工資；(2) 以工時計算，且當事人無法證明實際費用者，

應以「合理」工時乘以該同規模同業給付相同工作之「合理」費用。(3) 非以工

時計算者，以實際支出計算，但支出證明不必一定要是工作發生當時的記錄，可

以回顧性的記錄或其他文件或個人證詞為證明。 

但不論是「產生方式合理」及「金額合理」均會有該如何判斷所謂「合理」

的問題。因此筆者建議參酌上述美國就「合理性」的標準以及英國適用於所有法

院裁量費用金額的判斷標準，以及前述英國法院在判斷機關是否違反義務時所用

之「受合理告知且具一般勤勉程度之投標者」的標準，將所謂「合理」的主觀判

斷客觀化，以縮減法官的主觀裁量，提高判決的可預期性。在本文討論之費用請

求訴訟中，所謂「合理」應可就以下幾項標準加以檢驗：(1)不超過受合理告知

且具一般勤勉程度之投標者在競爭性投標中所為行為；(2)無重大偏離該廠商既

有慣行；(3)該投標契約以及救濟程序的複雜程度；(4)此費用係基於公平磋商的

基礎；(5)符合相關法規。 

雖然在英美，這些檢驗標準並非完全訂定於法規中，有些為法院累積案例

所形成的固定見解。但是我國係成文法國家，法官裁量空間受限於法條，因此為

確保裁判的可預期性，及提高我國與其他政府採購協定簽署國對近似法條之見解

一致性，仍建議將上述標準酌定於相關法規中，或至少將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

修改為：「第一項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賠償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

支出之合理費用。」至於合理之標準，則可於同法中訂定，或授權主管機關定之。 

 

七、一般得受償之費用項目比較 

（一）各國認定一般得受償之項目 

我國  實務較無爭議之得請求項目包括直接成本以及法
定的審議費。直接費用通常包括：投標備標及異議
申訴中所用文件及報告的印製、裝訂、郵寄費用，
以及人員差旅費。 

 人力薪資費用之爭議因行政法院受限於「過失主義
例外說」及「必要費用狹義說」，判決比例偏低，
其中僅有加班費部份較可能判賠。 

詳見本文
第二章，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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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通常可受償者包括投標備標之通常直接成本，例如
用於影印、快遞、雜項用品、工程計畫圖，以及場
地勘查上的費用，都會被視為可受償費用。但是若
未以實際支出計算，而是概略估算，則法院有權扣
減。 

 依據「聯邦採購規則」中之規定，合理之代理人、
顧問及專家證人之費用都在得受償項目內。 

詳見本文
第三章， 
二、（五）2 

歐盟（對成員
國採購案件） 

 按歐盟法則，應包含所失利益。 

 但多數成員國認為，若證明有真實機會得標，應得
受償投備備標費用。 

詳見本文
第四章，
三、（四） 

歐盟（對機關
採購案件） 

 投標備標費用，但因未找到實際討論受償金額及項
目之判決，不確定其實務認定可受償之項目。 

 訴訟費用：依程序規則（Rules of Procedure），法
院得命無理由或致生困擾地（unreasonably or 
vexatiously）導致另一方產生花費者，應負擔訴訟
費用。但敗訴一方法通常會因此負擔所有訴訟費。 

詳見本文
第四章，
四、（四）  

英國政府採
購爭議案件 

 以成文法請求時：依據民事程序規則，當事人應獲
賠償的費用項目係為工作報酬、支出及其他同類項
目。條文中列舉項目包括為進行訴訟所合理支付的
法律服務費用，以及請專家評估求償費用之報酬
等。 

 以契約法理請求時：首先在假設原告會贏得契約的
履行利益，其次推論若機關遵循法規，則原告贏得
契約的機率。最後依其機率折算。法院可接受以投
標者預定該契約能賺得的收入為基準，再減去履行
工作所需總成本，包括差旅費、耗材，及人力薪資
等，以計算契約履行利益，再以得標機率折算。 

詳見本文
第五章，
二、（五）  

 

（二）應允許合理之異議申訴程序之律師費 

英美兩國僅在公共採購的法條中規定得獲賠投標及備標費用，而行政或司

法救濟的費用賠償，包括律師費等，則於各程序中另有規定。 

美國根據「司法平等法案」（Equal Access to Justice Act），在對聯邦政府

提起的訴訟中勝訴之一方得請求合理的律師費，但必須滿足「聯邦法院程序法」

（Judiciary and Judicial Process）中，有關請求聯邦政府賠償費用之前提。包括 (1) 

請求者必須是勝訴方；(2)聯邦政府的主張未達「有相當理由」的程度；(3) 沒有

使該賠償顯失公平之特殊情況，以及(4)賠償費用之請求必須在最後判決後三十

天內提起，且有費用明細表加以佐證361

                                                      
361 28 U.S.C. § 2412(d)(1)，並參見Geo–Seis Helicopters, supra note 

。亦即美國依據其人人得平等使用司法的

概念，原則上認為聘請律師是人民的權利，或在訴訟中勝訴，這部份應受到賠償，

17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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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聯邦求償的案件有特別規定加以限制。 

英國則對律師費並無特別規定，而仍以民事訴訟程序規則中之「產生方式

合理」及「金額合理」的標準檢驗之。 

相對的，我國的採購法規定得賠償費用除了備標、投標費用以外，還包括

異議申訴費用。因此理論上異議及申訴程序中之律師費項目，應可依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求償。但我國絕大多數判決通常並不准許，理由是法律並未規定就

備標、投標、異議程序等必須雇用律師。但就如少數判決所言，即使就現行法條

規定的「必要」來加以判斷，必要與否也是實然面上的判斷，而非法規面上的判

斷。法律未強制須聘請律師代理，並不表示廠商面對複雜的其申訴及異議程序時

不須藉助律師協助。參酌英美兩國的見解，筆者認為應視其異議申訴之複雜程度，

並依「受合理告知且具一般謹慎」之廠商角度，認定合理範圍內之律師費也應在

可允許之範圍內。 

 

八、可否請求所失利益之比較 

（一）依締約過失請求所失利益之可能 

美國法院雖認定，參與投標程序之廠商者與機關間成立一項默示契約，其

內容包括機關會依法誠實平等對待所有投標者的義務。而依契約法上的誠信原則，

當一項契約被不當地阻止成立（improperly prevented contract），而契約條款可

以合理地確定時，法院便可依據該契約，判決對方獲賠原本可賺取的利潤。而目

前在各州法院已經陸續有採購爭議的判決肯認廠商可依此求償契約的履行利益，

但聯邦賠償法院以及聯邦地方法院仍未有採此見解的判決。 

在英國，如果是廠商主張機關違反招標契約並依此請求賠償的話，則法院

是以契約法上的賠償法理衡量其所應受之賠償。只要廠商能證明機關違反該默示

契約所包含的內容，並因此導致其喪失原本相當大的得標機會，就可獲賠投標與

備標的費用，甚至在有證明的情況下，還可獲賠其他因喪失得標機會而受的損失。

在衡量賠償金額時，法院首先會考慮假設若廠商贏得契約，其應得的利益為多少。

其次法院應推論若機關遵循法規，則原告贏得契約的機率。最後則依原告贏得契

約的機率折算其所受損失。例如在蘇格蘭的Aquatron Marine v. Strathclyde Fire 

Board案中 362，法官表示原告的投標至少應獲得平等的得標機會，並認定締約機

會損失的價值應為契約整體價值的一半，而依此為判決賠償金額的標準 363

換言之，美國州法院以及英國法院均認定，當機關立於準私人地位與人民

締約時，就應與一般人民間議約時同樣負擔契約法理上的權利義務。不過，因為

。 

                                                      
362 Aquatron Marine v. Strathclyde Fire Board, supra note 331. 
363 Id.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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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採購法規的明確規範，因此機關在此階段負擔的義務，會高於一般人民基於私

人利益議約時的義務，必須負擔公平無偏見對待所有投標者的義務。而只要廠商

能證明所受損害與義務違反的因果關係，則所有損害皆應受到賠償。 

而在我國，因為法院一貫見解均認為未得標之投標者與機關並未成立任何

契約，所以難以按契約法理請求其他賠償，實務上也就缺乏探討其判斷標準與賠

償範圍的案例。但是，如前所述，筆者認為機關與投標者在招標程序中已經進入

緊密互動之關係，機關並依法負有透明、公平，以及誠信等先契約義務，而應負

締約過失責任。則按締約過失責任法理，一方應賠償另一方「非因過失而信契約

能成立」所受的損害，也就是一般所說的信賴利益，包括各種因投入準備而支出

的花費，如人力成本如專家或律師費用，也包括錯過其他商機的損失等。 

至於締約過失的賠償是否可包括到履行利益，雖然學說及實務一般均不肯

認，但是蘇永欽大法官曾表示「損害賠償責任要求的原因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

關係，本來就不需要強到『充分必要條件』的程度。因此如果訂約已至成熟階段，

而若無締約過失幾已確定可訂立有效契約，則仍說履行損害與該過失行為無因果

關係，與民法損害賠償責任的實害賠償原則，顯然已經違背 364

 

。」其背後的理

念與美國契約法理上認為當一項契約被不當地阻止成立，而契約條款可以合理確

定時，對方應獲賠原本可賺取的利潤，十分接近。蘇大法官並舉例說明，實務肯

認，在土地法規定優先締約權時，若出賣人未告知或優先承買人表示買受而仍逕

自賣給他人，對優先權人所負的賠償責任有可能包含契約成立時的履行利益。而

政府採購程序由於有嚴密的法規規範，亦應有可能證明到『若非過失則幾已確定

可訂立有效契約』的程度，因此若以締約過失責任的法理出發，則在有證明的情

況下，廠商亦應得請求標的契約的履行利益。由上述比較可知，法院是否准許以

契約法理請求賠償，所造成之最大差異在於是否可求償信賴利益的損失，甚至求

償契約履行利益等。 

（二）政府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所列之賠償範圍應可考慮修法擴大 

我國目前將廠商與機關在招標決標程序中的關係定義為公法關係，而適用

公法。雖然有學者認為，公法中債之關係，公法未規定者，得類推適用民法，亦

即適用民法之前提為公法未規定。此外，可以法規限制類推適用民法而生之責任，

不過其限制不得免除重大過失責任，須具備實質正當性，須符合比例原則，且僅

可限制債務責任，不包括其他責任（如國家賠償、損失補償）等。 

而筆者認為，雖然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係就機關之締約過失規定廠商「得」

向招標機關請求償付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費用，而非「僅得」請求，

但由於此條項之請求權基礎為行政法上債務關係之締約過失責任，則此請求權性

                                                      
364 蘇永欽，同註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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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民法上締約過失責任應為同一性質。因此廠商若有上述費用以外之損失，似

乎難以認定係公法未規定者，而可類推適用民法締約過失責任加以請求。但本文

亦認為，既然民法上締約過失責任之範圍在實務上有可能涵蓋到所失利益或其他

損害，則在法規詳盡規範締約階段義務的政府採購中，機關因締約過失所負之責

任似乎不應低於一般人民之間所負之責任。因此本文建議本條項所列之賠償範圍

似應考慮放寬，而使廠商得在有充分證明之情況下可獲得賠償。而且事實上，由

於絕大多數採取「最有利標」決標之採購案，機關都有相當之審酌餘地，因此即

使放寬賠償範圍，亦應只有在極端情況下，廠商才可能舉證到一定可得標之程度。

因此放寬賠償範圍一方面符合法理，一方面亦無須擔心會因此導致濫訴，或使政

府機關動輒即須付出高額賠償。 

 

九、修法建議及結論 

（一）程序部份 

關於程序部份，筆者認為應放寬採購法第 75 條可提起異議申訴之當事人適

格認定，使未投標但預期投標而可能受有損害之廠商，亦可合法提起異議申訴，

盡量容許司法審查機關行為合法性之機會。另外，應將實務中認定可不經異議申

訴，而直接進行司法訴訟之狀況，以及其他廠商可能未及進行行政救濟之情況，

例如於招標程序結束後或招標契約已經履行完畢時，始發現機關違法等，明文規

定不適用訴願前置主義，使廠商不須先行進行申訴等程序，即可由司法訴訟獲得

救濟。 

此外，筆者認為應將採購法第 85 條第 1 項明定為：「審議判斷或法院確定

判決指明原採購行為違反法令者，招標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置。」而使第 3 項所

稱之「第一項情形」包含司法判決確定時。 

 

（二）實體部份 

關於實體部份，對於判斷機關是否違法，法院似乎可參酌歐盟法院所採取

定的，使所有「受合理告知並具備一般勤勉」（reasonably informed and normally 

diligent）的投標者有同樣詮釋之標準，判斷機關行為是否就「受合理告知且具一

般勤勉程度之投標者」的觀點而言，達到「明顯重大」或「恣意獨斷」的程度。 

另外，筆者認為，償付請求權係機關基於行政法上債務關係，就締約過失

所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筆者建議將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修改為：「第一

項情形，廠商得向招標機關請求賠償其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所支出之合理費用。」

此外，筆者並建議本條項可考慮修法擴大賠償範圍，使機關在政府採購之締約階

段所負之責任不低於一般人民間之締約過失責任。而由於國家賠償法所定之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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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與行政法債務關係之損害賠償責任，二者性質不同，似乎應可併存。因此，

本文以為採購法該條項之請求權並不當然排除國家賠償法所定之其他請求權。若

廠商另有其他損害且可證明時，應可循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總結而言，筆者認

為廠商因參與政府採購程序，而可能受有的損害以及可依法主張之賠償責任，可

大致表列如下： 

 
 

另外，就「準備投標、異議及申訴」之相關費用，由於法院缺乏一定標準

且見解不一，筆者建議可在相關施行細則中規定：「符合下列標準之一者即可認

定為產生方式合理之費用：(1)特定為此程序所支出；(2)同時對該程序及廠商之

其他工作都有貢獻，但可以確定比例分配於該程序；(3)係整體企業營運所必要，

即使無法證明跟特定成本標的有直接關係。」 

而在產生方式合理之項目下，其「合理金額」則可規定為：「符合以下標準

之一者為『合理金額』：(1) 以工時計算，且當事人能證明實際費用者，應以「合

理」之工時乘以實際每小時工資；(2) 以工時計算，且當事人無法證明實際費用

者，應以「合理」工時乘以該同規模同業給付相同工作之「合理」費用。(3) 非

以工時計算者，以實際支出計算，但支出證明不必一定要是工作發生當時的記錄，

可以回顧性的記錄或其他文件或個人證詞為證明。」 

此外，不論是「產生方式合理」及「金額合理」均可以「受合理告知且具

一般勤勉程度之投標者」的標準，將所謂「合理」的主觀判斷客觀化，縮減法官

的主觀裁量，提高判決的可預期性。在本文討論之費用請求訴訟中，所謂「合理」

應可就以下幾項標準加以檢驗：(1)不超過受合理告知且具一般勤勉程度之投標

者在競爭性投標中所為行為；(2)無重大偏離該廠商既有慣行；(3)該投標契約以

及救濟程序的複雜程度；(4)此費用係基於公平磋商的基礎；(5)符合相關法規。 

 

（三）我國法院就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權應審酌之要件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我國法院就採購法第 85 條第 3 項請求權應審酌要件及

廠商因參與政
府採購程序所
受之損害 

因機關締約過
失造成之損害 

依政府採購法第85條第3項請求：投標、
備標、異議、申訴費用 

其他損失，如原本應得標之契約履行利
益等，雖無類推適用民法締約過失規定
之空間，但應考慮修法擴大賠償範圍。 

因機關侵權行
為造成之損害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請求：如機關官員故意

過失侵害廠商之固有權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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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審酌順序應為： (1)機關採購行為是否違法；(2)廠商是否因機關違法而有信賴

利益受損；(3)信賴利益包含的範圍：所受損害（如投標、備標、申訴之人力成

本、申訴審議費及訴訟費、投標文件印製裝訂郵寄費等）及所失利益（如喪失其

他締約機會）；(4)按法條規定限縮賠償範圍：僅限備標、投標、異議中之合理

部份。其審酌順序中應判斷之因果關係大致如下：機關先契約義務之違反 → 損

害成立之因果關係→  廠商信賴利益受損 → 賠償範圍之因果關係→ 信賴利益

損害應賠償範圍（所受損害+所失利益）→依法條規定限縮賠償範圍→ 備標、投

標、異議及申訴費用→依上述「產生方式合理」及「金額合理」等標準判定賠償

金額→應賠償之合理備標、投標、異議及申訴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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