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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作業缺失研討
【含稽核發現的缺失】

1



一、委員會的成立:

依據: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

本委員會應於招標前成立，並於完成評選事
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若評選項目、評審
標準及評定方式有前例或條件簡單者，得由機
關自行訂定或審定，免於招標前成立本委員會
為之。但本委員會仍應於開標前成立。

準此，採購評選委員會之成立日期應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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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面之缺失:

承辦科室於簽請首長簽選評選委員及工作小
組名單，洽詢被簽選委員意見後，承辦科室未
將同意參與本案之委員再簽報首長同意以成立
「評選委員會」，致未能了解委員會之成立時
點。

而「評選委員受聘同意書」應於委員會之成
立前填具，並於簽報成立評選委員會時，附上
以示洽詢結果，供首長批核。

首長批可之日即為評選委員會之成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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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小組之初審意見:
依據: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

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
會指定之項目，就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
載明下列事項，連同廠商資料送本委員會供評選
參考：

(一)採購案名稱。

(二)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

(三)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
招標文件規定。

(四) 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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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

工作人員姓名 職 稱 專 長

張三 科長 建築工程規畫、設計

李四 技士 土木施工及營建管理

王五 科員 生活美學及工藝創作

馬六 技佐 水電、空調設計施工

陳七 書記 政府採購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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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6
評選項目 廠商1 廠商2 初審意見

1.最近五年內類
似規劃、設計
及監造等經驗。

附件P8、P9 附件P10、P11 2家均符
合

2.建議書內容(創
新性、完整性、
可行性及監造
計畫等)與預定
進度。

1.規畫可行性評估P1
~P3

2.設計構想及完整性
P4~P32

3.創新性P33~P35
4.監造計畫P36~P45
5.服務費用及工程費
分析P48~P50

6.預定進度90日曆天

1.規畫可行性評估P1~P5
2.設計構想及完整性P6~P
28

3.創新性P29~P32
4.監造計畫P33~P45
5.服務費用及工程費分析
P49~P50

6.預定進度120日曆天

2家均符
合

3.生活美學 併入創新性中敘述P3
4~35

未提及 廠商2不
符合

4.計畫主持人及主
要工作人員類似
計畫之經驗與能
力(包括學、經
歷、專長等)

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
作團隊，詳組織架構
圖及各項目負責人員
學經歷及擔任工作任
務。P36~P37

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團
隊，詳組織架構圖及各項
目負責人員學經歷及擔任
工作任務。P44~P45

2家均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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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7

評審項目 廠商1 廠商2 備註
1.5年內類似規
劃、設計及
監造等經驗
持有證明者

共列舉類似規劃、設計25，監造
20件，且均附有完工證明文件

共列舉類似規劃、設計及監
造計10件，且均附有完工證
明文件

2.建議書內容(
創新性、完
整性、可行
性及監造計
畫構相等)
與預定進度。

1.平面配置：樓地板面積600坪，
容積率200，建蔽率70％。

2.建築外觀採巴洛克式，具歐美
風格。

3.監造計畫均詳列各部份監造計
畫。

4.全案預定96年2月底前完工。

1.平面配置：樓地板面積550
坪，容積率180，建蔽率75
％。

2.建築外觀採閩南式，具有
中國風格。

3.監造計畫均詳列各部份監
造計畫。

4.預定96年4月底前完工
3.生活美學。 1.採用綠建築觀念設計。

2.設置中水回收系統，讓雨水再
利用。

3.週邊綠美化均採生態工法設計

1.設計欠缺綠建築觀念。
2.未設置中水回收系統。
3.週邊綠美化單調，未符合
生態目標。

4.計畫主持人
及主要工作
人員類似
計畫之經驗
與能力(包
括學、經歷、
專長等)

計畫主持人擁有博士學位，領有
開業執照之建築師，具10年教學
及實務經驗，主要工作人員10人，
具技師資格3人，其中7人為大專
以上土木、建築等科系畢業，均
為該公司正式人員，服務年資約
5~7年。

計畫主持人大學建築系畢業，
領有開業執照之建築師，有8
年設計監造經驗，主要工作
人員8人，具相關技師資格2
人，其中5人為大專以上土木、
建築等科系畢業，服務年資
約5~7年。

5.服務費用及
工程費合理
性。

1.技術服務費用為建造費用98%
2.估計工程費3600萬，每坪約6
萬元。

1.技術服務費用為建造費95%
2.估計工程費3850萬，每坪
約7萬元。



實務面之缺失:

1.未列工作小組之職務及專長。

2.未逐項條列出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3.未依評選項目之各子項逐項比較其差異性：

如:以優點及缺點比較，且未平衡逐項比較
僅以小組主觀認為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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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選時委員意見之處理:
依據: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0條:

評選最有利標，為利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各評選
項目之表現為更深入之瞭解，得輔以廠商簡報及
現場詢答。

前項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
其列為評選項目者，所占配分或權重不得逾百分
之二十。

第一項簡報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
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
選。

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
投標文件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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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面之缺失:

1.簡報及詢答時，委員出於於需求或好意要求廠
商改變投標文件內容或額外增加內容。

2.廠商允諾委員要求後給予較高的分數造成不公
平或差異性。

機關之處理:

1.於簡報前宣讀法規規定，請委員依服務建議書
內容評分，無須請廠商提出額外服務需求。

2.於做成決議前，如序位第1或得分最高廠商，
尚有需改進內容，委員得提出建議予機關參考，
並納入紀錄。機關得於履約階段透過審查機制
改進，或於議價時納為議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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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選委員評分表及彙整總表

依據: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之1:

委員辦理評選，應於機關備具之評分（比）表
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並簽名或蓋
章。

機關於委員評選後，應彙整製作總表，載明下
列事項，由參與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其内
容有修正者，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蓋章：

(一)採購案。

(二)各受評廠商名稱及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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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職業、評選優勝
廠商或評定最有利標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

(四)各出席委員對於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
評比結果。

(五)全部出席委員對各受評廠商之總評選結果。

前項第四款，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評比
結果，其所標示之各出席委員姓名，得以代號
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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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面之缺失:

1.無及格分數統計僅載明為及格廠商。

2.序位法未載明各廠商之最終序位，僅載明各廠
商之序位和。

3.未載明全體委員之姓名、職業或僅由出席委員
簽名，未有職業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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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選委員會會議記錄
依據:1.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3條:

機關評選最有利標之過程中，各次會議均應作成
紀錄，載明下列事項：

(一)評選委員會之組成、協助評選之人員及其工作
事項。

(二)評選方式。

(三)投標廠商名稱。

(四)評選過程紀要。

(五)各投標廠商評選結果。

(六)有評定最有利標者，其理由。

(七)個別委員要求納入紀錄之意見。

有協商紀錄者，應附於評選紀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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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1條:

本委員會會議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採購案名稱。

(二)會議次別。

(三)會議時間。

(四)會議地點。

(五)主席姓名。

(六)出席及請假委員姓名。

(七)列席人員姓名。

(八)記錄人員姓名。

(九)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十)討論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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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臨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

(十二)其他應行記載之事項。

前項會議紀錄至遲應於下次開會時分送各出席
委員，並予確認。如有遺漏或錯誤，得於紀錄宣
讀後，提請主席裁定更正。最後一次會議紀錄應
於當次會議結束前作成並予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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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面之缺失:

1.評選結果紀錄不完整:如未將各廠商之評選得
分逐一列入紀錄，僅載明有幾家廠商在及格
分數以上，幾家廠商未達及格分數。

2.未以決議事項紀錄最有利標廠商或優勝廠商:
如未載明經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或經出席委
員全數同意。

3.決議事項紀錄不完整:如有3家廠商評選結果分
別為序位1、序位2及序位3。但僅紀錄序位1
為最優勝廠商，取得優先議價權，而無決議
是否有第2優勝或第3優勝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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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記錄應具備之內容:

(一)基本事項:

1.採購案名稱。

2.會議次別。

3.會議時間。

4.會議地點。

5.主席姓名。

6.出席及請假委員姓名。

7.列席人員姓名。

8.記錄人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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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事項:

1.評選委員會之組成、出席委員及請假委員情形、
是否已達法定開會人數等。

2.協助評選之人員及其工作小組人員。

3.評選評定方式。

4.投標廠商名稱及資格標審查結果。

5.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報告及委員意見及決定情形。

6.廠商簡報順序。

(三)廠商簡報及答詢紀要(得以錄音檔輔助)。

(四)評選結果及差異情形或內容及決定或決議。

19



(五)評選結果決議產生最有利標或優勝廠商及
理由。

(六)個別委員要求納入紀錄之意見。

(七)其他

(八)散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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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標問題:

(一)第22條或第19條之誤用及程序問題：

1.原有設備更新指定原廠牌採限制性招標。

2.指定需求廠牌但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3.限制性招標之邀標及議價程序。

(二)押標金與保證金之有效期（押保辦法第10條
第17條）。

(三)什麼是不分段或分段開標----與標封之關係。

(四) 不予開標決標、流標、廢標之定義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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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決標問題

(一)開標審標決標階段重大異常問題。

(二)標價偏低之處理。

(三)何謂固定金額？其依據為何？（細則第54

條之1）

辦理契約之後續擴充延用契約金額，可否

稱為固定金額？兩者是否有別。

4

3

4.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之執行程序修正規定.doc
3.重大異常關聯之處理.doc


問題研討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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