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111 期

20190617

交通建設篇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11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
主

工程企字第 1080100379 號

旨：預告修正「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一條、第四條、第七條草案及「採購評選委
員會審議規則」第一條、第九條、第十四條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九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三、「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一條、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及「採購評選委員會
審議規則」第一條、第九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
（進入網址 http://www.pcc.gov.tw 後，點選政府採購＞政府採購法規＞修正草案）。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
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企劃處。
(二)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3 號 9 樓。
(三) 電話：(02)87897627。
(四) 傳真：(02)87897604。
(五) 電子郵件：lian650111@mail.pcc.gov.tw。
主任委員 吳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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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一條、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以下簡稱本組織準則）係依據政府採
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授權訂定，於八十八年五月
二十一日發布，同年五月二十七日施行，歷經八次修正。因應本法業
奉總統一百零八年五月二十二日華總一義字第一０八０００四九六九
一號令修正公布，並自公布日施行，爰擬具本組織準則第一條、第四
條及第七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授權訂定本組織準則之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本法第九十四條修正評選委員會組成之規定；增訂機關聘兼
之委員不得為所屬機關或對機關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之機關現職
人員及機關現職人員擔任委員之程序。（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定明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無法出席會議之作業程序。（修正條文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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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一條、第四條、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第一條 本準則依政府採 第一條 本準則依政府採
購法 (以下簡稱本
購法 (以下簡稱本
法) 第九十四條第三項
法) 第九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規定訂定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第四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五人以上，由機關就具
五人至十七人，就具有
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
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識
識之人員派兼或聘兼
之人員派兼或聘兼之，
之，其中專家、學者人
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
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且
數不得少於三分之一。
不得為政府機關之現職
前項人員為無給
人員；其他人員不得為
職；聘請國外專家或學
所屬機關或對機關具有
者來臺參與評選者，得
指揮監督關係之機關之
依規定支付相關費用。
現職人員。
第一項外聘專家、
前項人員為無給
學者，由機關需求或承
職；聘請國外專家或學
辦採購單位參考主管機
者來臺參與評選者，得
關會同教育部、考選部
依規定支付相關費用。
及其他相關機關所建立
第一項專家、學
之建議名單，列出遴選
者，由機關需求或承辦
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
採購單位參考主管機關
其授權人員核定。簽報
會同教育部、考選部及
及核定，均不受建議名
其他相關機關所建立之
單之限制。
建議名單，列出遴選名
前項建議名單，由
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主管機關公開於資訊網
授權人員核定。簽報及
路。
核定，均不受建議名單
第三項擬外聘之專
之限制。
家、學者，應經其同意
前項建議名單，由
後，由機關首長聘兼
主管機關公開於資訊網
之。
路，供機關參考。
機關擬聘之委員，
除機關派兼之人員外，
應經其同意。
其他機關之現職人
員受聘擔任委員者，應
簽報任職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准。

說明
配合本法第九十四條修正
授權訂定本組織準則之依
據。
一、配合本法第九十四條
修正評選委員會組成
之人數規定，並增訂
專家學者不得為政府
機關之現職人員，爰
刪除第一項有關委員
會人數上限規定及增
列所稱專家學者不得
為政府機關之現職人
員；另刪除第一項、
第三項有關「外聘」
之相關文字。另增訂
機關聘兼之委員不得
為所屬機關或對機關
具有指揮監督關係之
機關之現職人員，以
免因有指揮監督情
形，衍生機關委員是
否獨立公平評選之疑
慮。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第四項酌修文字，定
明專家、學者建議名
單，公開於主管機關
資訊網路，供機關參
考。
四、第五項酌修文字，以
免需經徵詢當事人同
意之程序只適用於第
三項所定專家學者，
及聘兼程序僵化。
五、增訂第六項，其他機
關現職人員受聘擔任
委員應使所屬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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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 第七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
人一人，綜理評選事
人一人，綜理評選事
宜；副召集人一人，襄
宜；副召集人一人，襄
助召集人處理評選事
助召集人處理評選事
宜。
宜。
召集人、副召集人
召集人、副召集人
均為委員，由機關首長
均為委員，由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委員
或其授權人員指定委員
擔任，或由委員互選產
擔任，或由委員互選產
生之；召集人由機關內
生之；召集人由機關內
部人員擔任者，應由一
部人員擔任者，應由一
級主管以上人員任之。
級主管以上人員任之。
本委員會會議，由
本委員會會議，由
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
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
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或
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或
因故出缺時，由副召集
因故出缺時，由副召集
人代理之。召集人及副
人代理之。
召集人如均無法出席
會議，應檢討原因並另
訂時間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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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爰規定相關之程
序。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修正第三項，定明召
集人及副召集人均無
法出席會議之作業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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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一條、第九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以下簡稱本審議規則）係依據政府採
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授權訂定，於八十八年五月
二十一日發布，同年五月二十七日施行，歷經七次修正。因應本法業
奉總統一百零八年五月二十二日華總一義字第一０八０００四九六九
一號令修正公布，並自公布日施行，爰擬具本審議規則第一條、第九
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授權訂定本審議規則之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配合本法第九十四條修正出席委員有關專家學者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九條）
三、 參酌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修正機關人員對採購事項迴避之規
定，修正採購評選委員會利益迴避規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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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一條、第九條、第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政府採 第一條 本規則依政府採 配合本法第九十四條修正
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授權訂定本審議規則之依
九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
九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 據。
定之。
定之。
第九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 第九條 本委員會會議，應 一、配合本法第九十四條
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
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
修正出席委員有關專
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
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
家學者之規定，刪除
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行
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行
第一項有關「外聘」
之。出席委員中之專
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
之文字。
家、學者人數應至少二
專家、學者人數應至少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人且不得少於出席人數
二人且不得少於出席人
正。
之三分之一。
數之三分之一。
本委員會委員有第
本委員會委員有第
十四條情形或其他原因
十四條情形或其他原因
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
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
委員總額或專家、學者
委員總額或專家、學者
人數未達本法第九十四
人數未達本法第九十四
條第一項關於人數之規
條第一項關於人數之規
定者，應另行遴選委員
定者，應另行遴選委員
補足之。
補足之。
第一項會議表決
第一項會議表決
時，主席得命本委員會
時，主席得命本委員會
以外之人員退席。但不
以外之人員退席。但不
包括應全程出席之承辦
包括應全程出席之承辦
人員。
人員。
第一項會議，應作
第一項會議，應作
成紀錄，由出席委員全
成紀錄，由出席委員全
體簽名。
體簽名。
第十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 第十四條 本委員會委員 參酌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 修正機關人員對採購事項
即辭職或予以解聘：
即辭職或予以解聘：
迴避之規定，爰修正第一
一、就案件涉及本人、
一、就案件涉及本人、 款利益迴避規定。
配偶、二親等以內
配偶、三親等以內
親屬，或共同生活
血親或姻親，或同
家屬之利益。
財共居親屬之利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
益。
評選之廠商或其負
二、本人或其配偶與受
責人間現有或三年
評選之廠商或其負
內曾有僱傭、委任
責人間現有或三年

第 025 卷 第 111 期

行政院公報

或代理關係。
三、委員認為本人或機
關認其有不能公正
執行職務之虞。
四、有其他情形足使受
評選之廠商認其有
不能公正執行職務
之虞，經受評選之
廠商以書面敘明理
由，向機關提出，
經本委員會作成決
定。

內曾有僱傭、委任
或代理關係。
三、委員認為本人或機
關認其有不能公正
執行職務之虞。
四、有其他情形足使受
評選之廠商認其有
不能公正執行職務
之虞，經受評選之
廠商以書面敘明理
由，向機關提出，
經本委員會作成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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