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南大學 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承辦單位
作業程序
說明

JP01
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
採購單位
限制性招標依採購規模區分：
一、小額採購（目前為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即新臺幣(以
下同)10 萬元以下之採購）
：
(一)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 條規定，得
不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免提供報價或企劃書。
(二) 同性質之採購，不宜一再洽同一廠商採購，且不可有「機
關辦理公告金額十分之一（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採購常
見誤解或錯誤態樣」之誤解或錯誤行為。例如：
1、 不可意圖規避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公告金額以上或
未達公告金額但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購規定，而以
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上
之採購，或未達公告金額但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
2、 有分批辦理之必要，須依全部批數之預算總額認定採購
金額。
3、 誤以為所有小額採購僅可逕洽一家廠商採購。
4、 不要洽一家廠商代為蒐集三家廠商之報價或估價單，供
機關作為採購決定之用。
5、 非依共同供應契約辦理之小額採購，不要誤以為所有案
件皆無需經議價程序。
6、 非依共同供應契約辦理之小額採購，其洽廠商提供報價
或企劃書者，不可未考慮廠商報價之合理性而逕以報價
決標。
7、 誤以為所有小額採購皆無需簽訂契約、不適用不得轉包
之規定、不適用本法第 101 條及第 103 條之規定。
8、 洽共同供應契約廠商訂購產品並附加採購該共同供應
契約產品以外之項目，附加採購金額逾公告金額十分之
ㄧ，或所附加採購之項目非屬訂購產品之相關配備或勞
務。
9、 機關內部請購、廠商履約、驗收、經費核銷之過程未落
實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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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達公告金額但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一) 符合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8 款、第 12 款至第
15 款所定情形之一者，得不經公告程序採限制性招標。
但須符合其施行細則第 22 條至第 23 條之 1 規定，並由
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符合各款之情
形，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其得以比價方式
辦理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理。
(二) 機關依上開（一）採限制性招標，不可有本法主管機關
訂頒之「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執行錯誤態樣」
之錯誤行為。例如：
1、 誤以為獨家代理商或獨家經銷商就是專屬權利或獨家
製造或供應，而依第 2 款辦理。
2、 非屬緊急事故，卻以須緊急處理為由而依第 3 款辦理；
依第 3 款辦理，惟緊急事故發生後至簽辦採購、核准採
購、決標、簽約，時間相隔甚久，或訂定寬鬆之履約期
限。
3、 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並無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之理
由，卻以第 4 款為由辦理。
4、 依第 6 款辦理，惟原契約項目數量之增加或原契約項目
規格之變更，其增加之契約金額，未列入追加累計金額。
5、 依第 7 款辦理，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標示之後續擴充期
間、金額或數量，明顯過長、過大，顯不合理，例如原
有採購清潔服務 1 年，後續擴充 4 年。
(三) 符合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6 款所定情形，經需求、使
用或承辦採購單位就個案敘明邀請指定廠商比價或議價
之適當理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得採
限制性招標，免報經本法主管機關認定。
(四) 機關依公開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擇
符合需要者辦理比價或議價辦理者，得於辦理第一次公
告結果，未能取得 3 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時，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改採限制性招標。
(五)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 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
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辦理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政
府採購法公告金額之採購，應由原住民個人、機構、法
人或團體承包。但原住民個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
承包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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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施行細則第 9 條規定，機關辦
理位於原住民地區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其依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第 6 款至第 9 款（不包括文
化藝術專業服務）
、第 13 款及第 16 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
者，屬前點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 條所定原住民個
人、機構、法人或團體無法承包之情形。
三、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
(一) 同二之（一）及（二）
。
(二) 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採購案件，須符合條約或
協定之規定。為免誤解，適用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
無需刊登招標公告之限制性招標採購案件，不建議將徵
求受邀廠商之公告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主管機關
之資訊網路。
四、依據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
議，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6 款（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
者）之適用，對於適用世界貿易組織政府採購協定(下稱 GPA)
之採購，應僅限於 GPA 第 3 條（除外事項）及第 13 條（限制
性招標）所准許之情形。
控制重點 一、 須符合限制性招標各款之適用要件。
二、 本法第 22 條、第 23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22 條至第 23 條之 1，
得以比價方式辦理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理。
三、 未達公告金額而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購，不得通案以議價
或比價方式辦理採購。
四、 上級機關對於機關以符合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6 款所定情形
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辦理者，得視需要訂定較嚴格之適用規定
或授權條件。
五、 不可有本法主管機關訂頒之「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
執行錯誤態樣」、
「機關辦理公告金額十分之一（新臺幣 10 萬
元）以下採購常見誤解或錯誤態樣」之錯誤或誤解行為。
六、 不可意圖規避本法公告金額以上或未達公告金額但逾公告金
額十分之一之採購規定，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上之採購，或未
達公告金額但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購。
七、 有分批辦理之必要，須依全部批數之預算總額認定採購金額。
八、 非依共同供應契約辦理之小額採購，其洽廠商提供報價或企劃
書者，不可未考慮廠商報價之合理性而逕以報價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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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非屬緊急事故，不得以緊急處理為由而依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
第 3 款辦理；依該第 3 款辦理者，緊急事故發生後至簽辦採購、
核准採購、決標、簽約，不可時間相隔甚久，或訂定寬鬆之履
約期限。
十、 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並無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之理由者，
不得以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由辦理。
法令依據 一、 本法第 22 條、第 23 條（105.01.06）及其施行細則第 22 條至
第 23 條之 1（107.03.26）
。
二、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107.03.08）
。
三、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107 年 5 月 29 日工程
企字第 10700162400 號修正「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
執行錯誤態樣」。
四、 工程會 104 年 9 月 17 日工程企字第 10400304570 號函修正「機
關辦理公告金額十分之一（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採購常見誤
解或錯誤態樣」。
五、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11 條（104.02.04）及其施行細則第
9 條（103.12.12）
。
六、 我 國 簽 署 之 條 約 或 協 定 ， 如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政 府 採 購 協 定
（103.04.06）
、臺紐經濟合作協定（102.12.01）
、臺星經濟夥
伴協定（103.04.19）。
七、 臺灣、澎湖、金門、馬祖個別關稅領域與美國政府採購協議
（90.08.23）
。
使用表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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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單位：

國立臺南大學 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年度
需求單位

作業類別（項目）
： 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招標
評估日期：

年

月

日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落實

部分
落實

一、辦理未經公告程序之限制性
招標，查察有無符合免經公
告程序之適用要件。
二、依本法第 22 條、第 23 條及
其施行細則第 22 條至第 23
條之 1 規定，辦理未經公告
程序之限制性招標，查察有
無優先以比價方式辦理。
三、未達公告金額而逾公告金額
十分之一之採購，查察有無
以通案議價或比價之不適法
方式辦理採購。
四、對符合「中央機關未達公告
金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採限制性
招標之採購，查察上級機關
有無訂定較嚴格之適用規定
或授權條件。
五、查察有無工程會函頒「政府
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執
行錯誤態樣」與「機關辦理
公告金額十分之一(新臺幣
l0 萬元)以下採購常見誤解
或錯誤態樣」所列之錯誤態
樣。
六、是否有意圖規避本法公告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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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落實 未發生 不適用

改善
措施

額以上或未達公告金額但逾
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購規
定，分批辦理公告金額以上
之採購，或未達公告金額但
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
七、有分批辦理之必要者，是否
未依全部批數之預算總額認
定採購金額。
八、非依共同供應契約辦理之小
額採購，其洽廠商提供報價
或企劃書者，是否有未考慮
廠商報價之合理性而逕以報
價決標。
九、是否有非屬緊急事故，卻以
須緊急處理為由而依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3 款辦理；或
依該第 3 款辦理，惟緊急事
故發生後至簽辦採購、核准
採購、決標、簽約，時間相
隔甚久，或訂定寬鬆之履約
期限。
十、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並無
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之理
由者，是否以本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4 款為由辦理。
填表人：

複核：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流程製作 1 份自行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
分類，同 1 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 份自行評估表，就作業流程之控制重點
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欄勾選「落實」
、「部分落實」、
「未落實」
、
「未發生」或「不適用」
；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
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不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令規定或
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
等；遇有「部分落實」、
「未落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不適用」
情形，於改善措施欄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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