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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12月28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6602 號之 7

案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為修正「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三十二條、第八十四條及第一百十一條條文，請查照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 10500362774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84 條、第 111 條條文，業經本會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
以工程企字第 10500362770 號令修正發布，謹檢陳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修正總說
明及條文對照表各乙份，敬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會法規委員會、企劃處（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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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 10500362770 號

修正「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八十四條、第一百十一條。
附修正「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八十四條、第一百十一條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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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八十四條、第一百十一條修
正條文
第三十二條

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所稱非契約必要之點，包括下列事項：
一、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改或補充之項目。
二、不列入標價評比之選購項目。
三、參考性質之事項。
四、其他於契約成立無影響之事項。

第八十四條

本法第六十一條所稱特殊情形，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為商業性轉售或用於製造產品、提供服務以供轉售目的所為之採購，其決標
內容涉及商業機密，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
二、有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者。
三、前二款以外之機密採購。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前項第一款決標內容涉及商業機密者，機關得不將決標內容納入決標結果之公告
及對各投標廠商之書面通知。僅部分內容涉及商業機密者，其餘部分仍應公告及通知
。
本法第六十一條所稱決標後一定期間，為自決標日起三十日。
依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未將決標結果之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或僅刊登一部
分者，機關仍應將完整之決標資料傳送至主管機關指定之電腦資料庫，或依本法第六
十二條規定定期彙送主管機關。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十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得於招標文
件載明其情形。其未載明者，於巨額工程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十以上；於
其他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日數達十日以上。
前項百分比之計算，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前項百分比，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期
限末日之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度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
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機關未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
。
二、屬已完成履約而逾履約期限，或逾最後履約期限尚未完成履約者，依逾期
日數計算之。

報 299

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1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八十四條、第一百十一條修
正總說明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細則係依本法第一百十三條規定訂定，於八十八年五月二
十一日發布，同年月二十七日施行，迄今共計修正四次，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基於實務運作需要，部分條文有修正之必要，共計修正三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文字修正，俾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範圍更為明
確。（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二、依實務運作需求，修正本法第六十一條所稱「特殊情形」之範圍，商業性轉售或用於製造產品
、提供服務以供轉售目的所為之採購，其決標「內容」涉及商業機密部分，得不納入決標結
果之公告及對各投標廠商之書面通知，而非限於決標「金額」。（修正條文第八十四條）
三、依實務運作需求，修正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其進度落後百分比之計算規定，增訂依實際進
度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差值計算方式，以及逾最後履約期限尚未完成履約情形之處
置。（修正條文第一百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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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第八十四條、第一百十一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二條

條

文

本法第三十三條

現

行

條

說

明

本法第三十三條

一、政府採購法第三十三條第

第三項所稱非契約必要之點
，包括下列事項：

第三項所稱非契約必要之點
，包括下列事項：

三項規定「機關得於招標文
件中規定允許廠商於開標前

一、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
改或補充之項目。

一、原招標文件已標示得更
改之項目。

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所稱「補正」，依文義

二、不列入標價評比之選購
項目。

二、不列入標價評比之選購
項目。

除更改原投標文件已有項目
之內容外，尚包含補充其內

三、參考性質之事項。
四、其他於契約成立無影響

三、參考性質之事項。
四、其他於契約成立無影響

容，實務上亦有此需求，爰
修正第一款文字，以資明確

之事項。

第三十二條

文

之事項。

。
二、第二款至第四款未修正。

第八十四條 本法第六十一條
所稱特殊情形，指符合下列

第八十四條 本法第六十一條
所稱特殊情形，指符合下列

一、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考量
決標結果涉及須保密之事項

情形之一：
一、為商業性轉售或用於製

情形之一者：
一、為商業性轉售或用於製

，除決標金額外，尚可能包
括決標標的及決標對象等，

造產品、提供服務以供轉
售目的所為之採購，其決

造產品、提供服務以供轉
售目的所為之採購，其決

爰修正決標「金額」為決標
「內容」，以符實際需要。

標內容涉及商業機密，經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標金額涉及商業機密，經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序文刪除「者」字，以符體
例。

准者。
二、有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第

准者。
二、有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第

二、第二項之「金額」，配合
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內容

一項第二款情形者。
三、前二款以外之機密採購

一項第二款情形者。
三、前二款以外之機密採購

」，並增訂不涉及商業機密
之部分仍應公告及通知。

。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

。
前項第一款決標內容涉

前項第一款決標金額涉

及商業機密者，機關得不將
決標內容納入決標結果之公

及商業機密者，機關得不將
決標金額納入決標結果之公

告及對各投標廠商之書面通
知。僅部分內容涉及商業機

告及對各投標廠商之書面通
知。

密者，其餘部分仍應公告及
通知。

本法第六十一條所稱決
標後一定期間，為自決標日

本法第六十一條所稱決
標後一定期間，為自決標日

起三十日。
依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

起三十日。
依本法第六十一條規定

未將決標結果之公告刊登於
政府採購公報，或僅刊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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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將決標結果之公告刊登於
政府採購公報，或僅刊登一

部分者，機關仍應將完整之
決標資料傳送至主管機關指

部分者，機關仍應將完整之
決標資料傳送至主管機關指

定之電腦資料庫，或依本法
第六十二條規定定期彙送主

定之電腦資料庫，或依本法
第六十二條規定定期彙送主

管機關。

管機關。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第一百零

第一百十一條

本法第一百零

一、第一項未修正。

一條第一項第十款所稱延誤
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

一條第一項第十款所稱延誤
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

二、關於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
之計算，現行條文係依逾期

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
其未載明者，於巨額工程採

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
其未載明者，於巨額工程採

日數計算，與部分採購實務
作業有別（例如工程採購多

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
十以上；於其他採購，指履

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
十以上；於其他採購，指履

數訂有進度百分比），爰修
正第二項第一款，就訂有履

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
，且日數達十日以上。

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
，且日數達十日以上。

約進度計算方式之採購另為
規範，增加依實際進度與機

前項百分比之計算，應
符合下列規定：

前項百分比之計算，應
符合下列規定：

關核定之預定進度（預定進
度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原因

一、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
落後已達前項百分比，機

一、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
落後已達前項百分比者，

經機關核定更新者，為核定
更新後之預定進度）百分比

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

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依逾

之差值計算之規定。
三、另考量對廠商逾履約期限

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
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期

期日數計算之。
二、屬已完成履約而逾履約

（履約期限因不可歸責於廠
商之原因經機關核定展延者

限末日之履約進度落後百
分比，分別以各該日實際

期限者，依逾期日數計算
之。

，為展延後之履約期限）未
完成履約之情形亦應有相關

進度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
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

處置，爰修正第二項第二款
，增列逾最後履約期限尚未

機關未訂有履約進度計算
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

完成履約者，依逾期日數計
算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之內

。
二、屬已完成履約而逾履約

容（即依逾期日數除以契約
約定之履約日數計算）。

期限，或逾最後履約期限
尚未完成履約者，依逾期
日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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