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及企劃書(參考最有利標精神之採購)
5.6.1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及企劃書採購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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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及企劃書採購作業流程說明表
(詳 5.6.1 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單及企劃書採購作業流程圖)

5.6.2.1 採購類別及採購金額級距確認
編碼

工作項目

5.6.2.1 採購類別
及採購金
額級距確
認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詳 2.1.2.1 採購類別及採購金額級距
確認

5.6.2.2 簽報採參考最有利標精神採購
編碼

工作項目

5.6.2.2 簽報採參
考最有利
標精神採
購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一、作業程序說明
(一)異質性分析說明：
1.業務單位應參考「機關異質採
購最有利標作業須知」確認採
購標的之異質性，就技術、品
質、功能、管理、商業條款、
過去履約績效、價格、財務計
畫及其他與採購之功能或效
益相關之事項等項目，分析不
同廠商履約結果差異項目多
寡及其差異程度大小。
2.分析結果差異項目較多且差
異程度較大者，機關得自行組
成評審小組、並於招標文件中
訂定評審項目、評審標準及擇
符合需要者之程序，取最有利
標精神公開取得廠商書面報
價單及企劃書後由評審小組
擇符合需要者，再通知符合需
要之廠商辦理比價或議價。
(二)簽報招決標方式
上述異質分析結果及採購標的
擬採行之招決標方式，由業務單
位，就個案敘明採購標的擬採行
參考最有利標精神採購之事實
及理由，並建議簽會採購單位及
監辦單位後，報請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後辦理。
二、控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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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利標評選辦法
機關異質採購最有
利標作業須知
工程會 95.5.30 說
明會(中央機關) 會
議紀錄
工程會 95.6.6 說明
會(地方機關)會議
紀錄
最有利標作業手冊
貳三(一)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一)於招標前確認採購標的屬適合
採行取最有利標精神之理由（參
考採購法第 52 條第 2 項及施行
細則第 66 條規定）
，並簽經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依「中央
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公開取
得廠商書面報價單及企劃書擇
符合需要者議價或比價，並取有
利標精神之方式辦理。
(二)採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
書，參考最有利標之精神辦理未
達公告金額之採購，無須報經上
級機關核准。
(三)擇符合需要之條件規定，應於招
標文件明訂，如評審項目、評審
標準及擇符合需要者之程序
等，以杜爭議。
(四)採公開取得書面報價及企劃
書，參考最有利標之精神辦理未
達公告金額之採購，亦應參考
「機關異質採購最有利標作業
須知」規定。

5.6.2.3 成立評審小組
編碼

工作項目

5.6.2.3 成立評審
小組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一、作業程序說明
(一)自行審查者：機關自行組成評審
小組並得邀請專家學者參與。
(二)委託審查者：委託專業廠商、機
構、團體或人士組成評審小組。
(三)評審小組無需報上級機關核
准，免另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
(四)評審小組成員建議至少須有一
位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礎或進
階資格者。
(五)是否成立工作小組，由機關自行
決定。
二、控制重點
(一)若要請評審小組訂定或審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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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利標作業手冊
機關異質採購最有
利標作業須知
94 年 9 月 9 日府工
三 字 第 字 第
09403876800 號函
97 年 6 月 24 日府
工 採 字 第
09730196000 號 函
修正倫理規範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審項目、評審標準、擇符合需要
者之程序者，評審小組應於招標
前成立。
(二)若由業務單位自行訂定或審定
評審項目、評審標準、擇符合需
要者之程序者，評審小組得於開
標前成立。
(三)機關應注意評審小組成員不得
有「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
及「臺北市政府採購評選委員倫
理規範」相關規定有關不得被遴
選為評審小組成員之情形。

5.6.2.4 編製預算書圖
編碼

工作項目

5.6.2.4 編製預算
書圖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詳 2.1.2.2 編製預算書圖

5.6.2.5 擬定投標廠商資格
編碼

工作項目

5.6.2.5 擬定投標
廠商資格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詳 2.1.2.3 擬定投標廠商資格

5.6.2.6 訂定評審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審程序
編碼

工作項目

5.6.2.6 訂定評審
項目、評
審標準及
評審程序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一、作業程序說明
(一)參考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5～8
條規定，訂定評審項目。
(二)評定方式，參考最有利標評選辦
法第 11 條規定，就總評分法、評
分單價法或序位法擇一訂定。擇
定後分別參考最有利標評選辦法
第 12、13、15 條規定明訂於招標
文件。詳參附錄 D 評審須知參考
範本。
(三)擬定評審項目及評定方式後，參
考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相關規定於
招標文件訂定評審標準如下：
1. 評定符合需要者涉及評分
者，招標文件應載明下列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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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最有利標評選
辦法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1) 各評審項目之配分。其子
項有配分者，亦應載明。
(2) 總滿分及其合格分數，或
各評審項目之合格分數。
(3) 總評分不合格者，不得作
為協商對象或符合需要
者。
2. 評定符合需要者涉及序位評
比者，招標文件應載明下列事
項：
(1) 各評比項目之權重。其子
項有權重者，亦應載明。
(2) 序位評比結果或各評審項
目之評比結果合格或不合
格情形。
(3) 序位評比結果不合格者，
不得作為協商對象或符合
需要者。
(4) 個別子項不合格即不得作
為協商對象或符合需要
者。
3. 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若列入
評審項目，所占配分或權重不
得逾 20%。
4. 價格納入評比者，其所占全部
評審項目之權重，不得低於
20%，且不得逾 50%。
5. 若有 2 家以上廠商同為符合
需要者，且為同一符合需要序
位時，優勝序位依下列方式辦
理：
(1) 採固定價格給付者，若招
標文件敘明符合需要者，
有擇定一定家數比價或依
序議價辦理者，則參考最
有利標評選辦法第 14 條
(總評分法或評分單價法)
或第 15 條之 1(序位法)各
款之ㄧ擇一決定符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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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照 工 程 會
95.10.5 工程企字
第 09500388580 號
函及 96.4.25 程企
字 第 09600160900
號函修最有利標評
選辦法
參考「機關委託專
業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第 8

使用表單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順序，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2) 未採固定價格給付者，有
2 家以上廠商為同一符合
需要序位時，以標價低者
為優先。
(3) 若招標文件敘明符合需要
者之廠商全部同時通知進
行比價或議價者，不適用
上 2 款規定。
6. 招標文件訂明擇符合需要廠
商之評審結果，俟簽報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再通
知符合需要者辦理比價或議
價。
(四)評審項目、評審標準及程序，得
由評審小組審定或由業務單位逕
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定。
(五)擇定符合需要者後，得依下列方
式通知符合需要者辦理比價或議
價，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1.擇最符合需要者進行議價。
2.擇符合需要者依序議價，符合
家。
需要廠商家數上限：
3.擇符合需要者比價，符合需要
廠商家數上限：
家。
二、控制重點
(一)招標文件應敘明各評審項目之
配分或權重，合格與不合格之
情形。
(二)招標文件應敘明評定方式、評審
標準及符合需要之條件。
(三)招標文件應敘明評審之程序。
(四) 招標文件應敘明擇定符合需要
者後，有關後續議比價之程序。
(五) 採固定價格給付者，其條件宜
符合礤購法第 47 條，並應參考
採購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審慎
訂定固定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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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條、
「機關委託技術
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第 11 條、
「機關委託資訊服
務廠商評選及計費
辦法」第 11 條「機
關辦理設計競賽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
法」第 10 條
參考「機關異質採
購最有利標作業須
知第」6 點及「機
關異質採購最低標
作業須知第」6 點

使用表單

5.6.2.7 準備招標文件
編碼

工作項目

5.6.2.7 準備招標
文件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一、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一)招標文件參考「最有利標評選辦
法」訂定評審項目、評審標準及
評審之程序等，詳 5.6.2.6 訂定評
審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審程序。
(二)招標文件應規定廠商之報價或
企劃書均應預先載明價格；不宜
於審查合格後再提出報價。
(三)招標文件訂有投標廠商資格或
規格者，應載明投標廠商之資格
或規格皆經審查合格後，方取得
後續受評審之資格。
二、餘詳 2.1.2.4 準備招標文件，招
標文件內容依需求調整。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工程會 88 年 9 月
23 日（88）工程企
字第 8813035 函答
覆十。

5.6.2.8 採購作業簽報
編碼

工作項目

5.6.2.8 採購作業
簽報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詳 2.1.2.6 及 5.5.2.5 採購作業簽報
簽報內容依實際需求調整。

5.6.2.9 製作/書面/電子招標文件
編碼

工作項目

5.6.2.9 製作/書
面/電子
招標文件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詳 5.5.2.6 製作/書面/電子招標文件

5.6.2.10 招標公告
編碼

工作項目

5.6.2.10 招標公告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詳 5.5.2.7 招標公告，並視廠商備標
時間需要延長等標期，

5.6.2.11 電子招標文件上傳
編碼

工作項目

5.6.2.11 電子招文
件上傳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詳 5.5.2.8 電子招標文件上傳

5.6.2.12 售給書面招標文件
編碼

工作項目

5.6.2.12 售給書面
招標文件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詳 5.5.2.9 售給書面招標文件

5.6.2.13 收受書面招標文件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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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13 收受書面 詳 5.5.2.10 收受書面招標文件
招標文件

5.6.2.14 底價訂定與陳核作業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5.6.2.14 底價訂定 詳 2.1.1.3 底價訂定作業流程圖、
與陳核作 5.5.2.11 底價訂定與陳核作業
業

5.6.2.15 監辦採購作業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5.6.2.15 監辦採購 一、擇定符合需要者進行比價或議價
作業
前之程序，除公告或招標文件已
訂明開標時間地點者外，不適用
開標及監辦之程序。
二、餘詳 2.1.2.14(比價)及 3.1.2.12(議
價)採購監辦作業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金額採購招標辦法
第4條

5.6.2.16 擇符合需要者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5.6.2.16 擇符合需 一、作業程序說明
要者
(一)、擇定符合需要者進行比價或議
價前之程序，除公告或招標文件
已訂明開標時間地點者外，不適
用開標及監辦之程序。
招標文件訂有投標廠商資格或
規格者，且招標公告或招標文件
訂明開標時間地點者，分別依下
列方式辦理：
1.以公開取得 3 家以上廠商報價
單或企劃書方式辦理者，其作
業程序及控制重點詳
「2.1.2.15 開決標作業及紀
錄」有關之資格規格審查程序
規定。
2.第一次公告未取得 3 家廠商報
價單改採限制性招標之比價
或議價者，其作業程序及控制
重點詳「3.1.2.14 開決標作業
及紀錄」有關之資格規格審查
程序規定。。
(二)、招標文件另訂其他符合需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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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金額採購招標辦法
第4條
最有利標評選辦法
工程會 94.8.29 工
程 企 字 第
09400312470 號函
工程會 95.6.26 工
程 企 字 第
09500235650 號函
97 年 6 月 24 日府
工 採 字 第
09730196000 號 函
修正倫理規範

使用表單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評審項目及評審標準者，經資格
及規格審查合格之廠商，方取得
後續受評審之資格。
(三)、評審擇符合需要者之程序，應
注意下列事項：
1.評審小組審查擇符合需要
者，應依招標文件之評審項
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
理，不得變更或補充。
2.有簡報者，廠商另外提出變更
或補充資料者，該資料應不納
入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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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評審小組不應於簡報詢答過
程中要求廠商提供機關優惠
回饋或更改投標文件內容。
4.評審小組審查、議決等作業，
以記名方式秘密為之為原則。
5.評審小組審查應公正辦理。評
審及出席會議，應親自為之，
不得代理。
6.評審小組審查擇符合需要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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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評審小組審查擇符合需要
者，應彙整製作總表，載明下
列事項，由出席評審之評審小
組成員簽名或蓋章。其内容有
修正者，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
蓋章：
(1)採購案。
(2)各受評廠商名稱及標價。
(3)全體及出席之評審小組成
員姓名、職業；出席委員
姓名，得以代號代之。
(4)評審小組成員對於各受評
廠商之評分或序位評比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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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表單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果。
(5)全部出席評審小組對各受
評廠商之總評審結果。
8.評審小組成員審查會議紀
錄，應記載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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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及請假人員姓名。
(7)列席人員姓名。
(8)紀錄人員姓名。
(9)報告事項之案由及決定。
(10)討論事項之案由及決議。
(11)臨時動議之案由及決議。
(12)其他應行記載之事項。
前項會議紀錄至遲應於下次
開會時分送評審小組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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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建議各機關於辦理廠商評審
時，予以錄音或錄影，併同採
購文件保存。
10.擇符合需要者之評審結果，
建議俟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定後，再辦理比價或議價
作業。
11. 詳參附錄 D 評審須知參考範
本。
二、控制重點
(一)應確實依作業程序辦理。
(二) 招標文件訂有投標廠商資格及
規格規定者，應載明經資格及規
格審查合格之廠商，方取得後續
受評審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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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三)廠商需簡報者，應書面通知取得
後續受評審資格之廠商。
(四)擇符合需要之評審會議，評審小
組出席人數應有小組全體人數之
二分之ㄧ出席。
(五)評審結果俟機關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定後，再辦理比價或議價
作業。
(六)評審小組成員應遵守「採購評選
委員會委員須知」及「臺北市政
府採購評選委員倫理規範」相關
規定，機關及評審小組成員應注
意是否有不得被遴選為評審小
組成員或有應辭該職務之情形。

5.6.2.17 比價或議價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5.6.2.17 比價或議 一、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價
(一)評審結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詳
5.6.2.6 之一(三)5.說明）方式決
定。
(二)擇定符合需要者後，依招標文件
規定（詳 5.6.2.6 之一(五)說明）
通知符合需要者辦理比價或議
價。
(三)詳 2.1.2.15(比價)及 3.1.2.14(議
價)開決標作業及紀錄有關價格標
部分。

5.6.2.18 決標公告及廠商之通知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5.6.2.18 決標公告 一、作業程序說明
及廠商之 詳參 2.1.2.16 決標公告及廠商之通
通知
知。
二、控制重點
(一)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得採刊登
決標公告方式（機關得決定是否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決標當月
之次月底以前彙送主管機關指定
之電腦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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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結果應通知投標廠商（得以
當場以決標紀錄送交各投標廠商
並請其簽收之形式為之）。
(三) 餘詳參 2.1.2.16 決標公告及廠
商之通知。

5.6.2.19 訂約作業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5.6.2.19 訂約作業 一、得標廠商於決標後若有本府投標
須知範本第 85 點第 1 項各款情
形之一者，應撤銷其得標權，符
合需要者在 2 家以上時，依合於
招標文件之未得標廠商符合需
要者序位，依序以議價方式辦
理。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本府投標須知範本
第 86 點

二餘詳 2.1.2.17 訂約作業

5.6.2.20 疑義、異議處理
編碼

工作項目 作業程序說明及控制重點

法令依據與參考資料

5.6.2.20 疑義、異 一、作業程序說明
議處理
詳 2.1.2.18 疑義、異議處理
二、控制重點
(一)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案件，廠商
對於採購異議之處理結果不服，
或招標機關逾期不為處理者，無
得提出申訴之法令規定。
(二)餘詳 2.1.2.18 疑義、異議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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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第 7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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