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50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5月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668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宏陸等 16 人，有鑑於現行政府採購法關於共同供
應契約僅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有所規定，政府採購法第九
十三條雖賦予共同供應契約法源，然其詳細內容僅係實施辦
法，相關法律授權管理規範顯非謂明確，是否當然適用採購
法不無疑義，至於實施辦法所未明確規範事項是否係屬直接
違反政府採購法，顯然欠缺法律授權。經查，103 年 4 月 18
日糾正臺灣銀行（103 年 5 月 21 日監察院公報第 2913 期）與
民國 105 年 5 月審計部專案審計報告「政府各機關共同供應
契約執行情形」及法務部廉政署「共同供應契約價格不等於
最低價」之研析報告，揭露公家機關簽訂共同供應契約因為
採購價差所衍生的驚人財政黑洞，亦要求研謀改進共同供應
契約招標及決標作業，防範審核標準寬鬆、跟進決標浮濫等
情事；應研謀及協助妥適訂定最大訂購量及大量訂購門檻，
以提高訂購機關之比價效果，促進合理之價格競爭。爰提「
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
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經查，共同供應契約乃政府為節約採購程序及經費，指定特定機（構）關針對可以統一採
購規格產品，根據市場行情與廠商進行個別採購招標議價，再彙整得標廠商名冊、採購單
價及採購規格後，提供全部政府機關（構）作為採購主要參考之用。
二、依據法務部廉政署「共同供應契約價格不等於最低價」之研析報告，揭露公家機關因為採
購價差所衍生之採購疑義。廉政署查出，共同供應契約價普遍偏離行情甚大，主因在於製
造商、代理商或可主導價格決定之廠商，在台銀採購部辦理招標時，以圍標方式墊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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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銀採購部在決標後，也據此訂出底價，其他廠商之後再以「跟進決標價格」方式，以
此價格將產品上架。
三、復查，監察院審計部 105 年 5 月專案審計報告指出，我國共同供應契約制度自工程會 88 年
間訂定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以來，已推行逾 16 年，依該會統計，103 年政府各適用機關
運用共同供應契約之總採購金額已達新臺幣 343 億餘元，訂購筆數亦達 71 萬筆，確實可發
揮節省機關採購人力及縮短採購作業流程等效益。惟經審計部於 102 年間採取跨處、室聯
合專案審計方式調查發現，共同供應契約法令面存有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要點訂定之分工原
則與採購品項範疇未符實需；制度面存有招標及決標作業審核標準寬鬆、跟進決標浮濫、
未能發揮價格競爭等缺失；各級政府訂購機關於前置作業、比價、驗收、保固等執行作業
階段亦均存有缺失。審計部除將個別查核發現缺失通知相關機關處理外，並就法令、制度
及執行面，向主管機關工程會及主要訂約機關臺灣銀行研提改善意見，建議應於法令及制
度之修正，以發揮審計成效。
四、鑑於共同供應契約僅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有所規定，其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僅限於上
級機關、他機關與本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之規範，至於實施辦法所未明確規範事項是否
係屬直接違反政府採購法，顯然欠缺法律授權。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雖賦予共同供應契
約法源，然其詳細內容僅係實施辦法，相關法律授權管理規範顯非謂明確，是否當然適用
採購法不無疑義。爰擬具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修正草案，以提高共同供應契
約之比價效果，促進合理之價格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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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及第九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八十七條

條

文

意圖使廠商不為

現

行

第八十七條

條

文

說

明

意圖使廠商不為

依據法務部廉政署「共同供應

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
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

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
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

契約價格不等於最低價」之研
析報告，揭露公家機關因為採

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
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

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
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處

購價差所衍生之採購疑義。
廉政署查出，共同供應契約價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

普遍偏離行情甚大，主因在於
製造商、代理商等，在台銀採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

購部辦理招標時，刻意以圍標
方式墊高價格，台銀採購部在

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
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

決標後，也據此訂出底價，其
他無價格競爭能力廠商之後再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各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各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

以「跟進決標價格」方式，以
此價格將產品上架。

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

元以下罰金。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

復查，監察院審計部 105 年 5
月專案審計報告引述，我國共

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
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

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
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五年

同供應契約制度自工程會 88
年間訂定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法以來，已推行逾 16 年，依
該會統計，103 年政府各適用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
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

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
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

機關運用共同供應契約之總採
購金額已達新臺幣 343 億餘元

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
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

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
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

，訂購筆數亦達 71 萬筆，確
實可發揮節省機關採購人力及

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爭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縮短採購作業流程等效益。惟
經審計部於 102 年間採取跨處

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

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

、室聯合專案審計方式調查發
現，共同供應契約法令面存有

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
義或證件投標者，處三年以

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
義或證件投標者，處三年以

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要點訂定之
分工原則與採購品項範疇未符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容許他

實需；制度面存有招標及決標
作業審核標準寬鬆、跟進決標

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
投標者，亦同。

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
投標者，亦同。

浮濫、未能發揮價格競爭等缺
失；各級政府訂購機關於前置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
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四
項之未遂犯罰之。

作業、比價、驗收、保固等執
行作業階段亦均存有缺失。審

共同供應契約之製造商
、代理商或可主導價格決定

計部除將個別查核發現缺失通
知相關機關處理外，並就法令

之廠商於本條各項情形，準

、制度及執行面，向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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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

工程會及主要訂約機關臺灣銀
行研提建議改善意見，應於法
令及制度之修正，以發揮審計
成效。

第九十三條 各機關得就具有
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

第九十三條 各機關得就具有
共通需求特性之財物或勞務

共同供應契約乃政府為節約採
購程序及經費，指定特定機（

，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

，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

構）關針對可以統一採購規格
產品，根據市場行情與廠商進

前項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之招標、領標、投標、開標

行個別採購招標議價後，再彙
整得標廠商名冊、採購單價及

、決標管理規範，由主管機
關定之。

採購規格後，提供全部政府機
關（構）作為採購主要參考之
用。
現行規定乃由中央政府指定「
臺灣銀行採購處」（原中央信
託局購料處）統一辦理本項採
購業務，另像臺北市政府則據
以辦理「文具統一共同供應契
約」，均屬共同供應契約辦理
之範例。
共同供應契約僅政府採購法第
九十三條有所規定，其共同供
應契約實施辦法僅限於上級機
關、他機關與本機關辦理共同
供應契約之規範，至於實施辦
法所未明確規範事項是否係屬
直接違反政府採購法，顯然欠
缺法律授權。
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雖賦予
共同供應契約法源，然其詳細
內容僅係實施辦法，相關法律
授權管理規範顯非謂明確，是
否當然適用採購法不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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