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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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0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275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思銘等 19 人，為避免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利用
違法手段降低勞動成本，低價搶標，造成企業不公平競爭的
惡性循環，損害勞工權益，對一定年限內多次違反勞動法令
紀錄之企業單位，應限制其參與投標，爰提案修正「政府採
購法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三條條文」。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如為低價搶標，刻意違反勞動法令相關規定，降低勞動成本，不僅
造成企業不公平競爭，更損及勞工權益。
二、為遏止上述行為，勞動部應將二年內累計三次違反勞動法令之廠商名單，主動通知主管機
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年內不得參與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及分包廠商。

提案人：林思銘
連署人：吳斯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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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及第一百零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百零一條 機關辦理採購
，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
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
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
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第一百零一條 機關辦理採購
，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
一百零三條第一項所定期間
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
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一、參與政府採購之廠商，如
為低價搶標，刻意違反勞動
法令相關規定，降低勞動成
本，不僅造成企業不公平競
爭，更損及勞工權益。
二、為遏止上述行為，勞動部
應將二年內累計三次違反勞
動法令之廠商名單，主動通

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投標者。
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
大者。
四、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訂約或履約，情節重大
者。
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
投標者。
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
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

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投標者。
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
大者。
四、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訂約或履約，情節重大
者。
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
投標者。
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
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

知主管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

罪判決者。
七、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
訂約者。
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
節重大者。
九、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
，情節重大者。
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
十一、違反第六十五條規定
轉包者。

罪判決者。
七、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
訂約者。
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
節重大者。
九、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
，情節重大者。
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
十一、違反第六十五條規定
轉包者。

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
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
情節重大者。
十三、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十四、歧視性別、原住民、
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士

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
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
情節重大者。
十三、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十四、歧視性別、原住民、
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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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重大者。

，情節重大者。

十五、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
、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
。
十六、同一事業單位或負責

十五、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
、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者
。
廠商之履約連帶保證廠

人二年內違反勞動法令三
次以上者。
廠商之履約連帶保證廠
商經機關通知履行連帶保證

商經機關通知履行連帶保證
責任者，適用前項規定。
機關為第一項通知前，
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

責任者，適用前項規定。
機關為第一項通知前，
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
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

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
商是否該當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
商是否該當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
機關審酌第一項所定情

機關審酌第一項所定情
節重大，應考量機關所受損
害之輕重、廠商可歸責之程
度、廠商之實際補救或賠償

節重大，應考量機關所受損
害之輕重、廠商可歸責之程
度、廠商之實際補救或賠償
措施等情形。

措施等情形。

第一百零三條 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

第一百零三條 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

將第一百零一條新增之第十六
款情形加入本條第一項第二款

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
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
分包廠商：
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五
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
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
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
之。
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十三款、第十四款、第

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
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
分包廠商：
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五款、第十五
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有期
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三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
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
之。
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十三款、第十四款情形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次日起一
年內，不得參與投標或作為決
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十六款情形或第六款判處
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
刊登之次日起一年。但經
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
定者，應註銷之。
三、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情形者

或第六款判處拘役、罰金
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
起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
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
銷之。
三、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七款至第十二款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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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知日起前五年內未

，於通知日起前五年內未

被任一機關刊登者，自刊
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
任一機關刊登一次者，自
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

被任一機關刊登者，自刊
登之次日起三個月；已被
任一機關刊登一次者，自
刊登之次日起六個月；已

被任一機關刊登累計二次
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
分者，應註銷之。

被任一機關刊登累計二次
以上者，自刊登之次日起
一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
分者，應註銷之。

機關因特殊需要，而有
向前項廠商採購之必要，經
上級機關核准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

機關因特殊需要，而有
向前項廠商採購之必要，經
上級機關核准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四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依第一百零一條第
一項規定通知，但處分尚未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四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已依第一百零一條第
一項規定通知，但處分尚未

確定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

確定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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