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工程創新產品交流平台試辦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說明
公共工程創新產品交流平台試辦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一百零五年
十月十九日訂定，一百零五年十一月一日生效。依本要點第十四點：
「本要點自
生效日起試辦一年，並視試辦情形檢討調整本要點內容。」爰依試辦情形、初
步成果、相關研商會議中交流機關、廠商及相關公、學會等單位之意見檢討修
正，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要點名稱為「公共工程創新產品交流作業要點」。
二、 新增得由與公共工程相關之協會出具推薦書。
（修正規定第四點）
三、 基於尊重機關辦理交流之方式及時程之考量，因應機關同時受理二家以上
廠商交流作業時，辦理交流時程得合理延長。
（修正規定第五點）
四、 為避免機關因短期無需求即拒絕與廠商交流；及避免廠商以同一產品重複
申請與同一機關交流，增修相關內容。（修正規定第七點）
五、 本要點試辦已屆滿一年，修正相關內容。（修正規定第十二點、第十三點
及第十四點）
六、 附表一依前述修正內容及運作經驗，酌修可運用之工程類別之工程分類、
生命週期成本之欄位，及推薦單位新增「協會」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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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創新產品交流平台試辦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公共工程創新產品交流作業
要點

現行名稱
公共工程創新產品交流平台
試辦作業要點

說明
原試辦作業要點自一百零五
年十一月一日生效日起試辦
一年期滿，依要點第十四點於
一百零六年十二月八日召開
研商會議通過修正。
說明
一、考量部分協會與學（公）
會具備同等專業性，修正
推薦單位增加協會，並於
專業學（公、協）會前增
列「與公共工程相關」文
字。
二、第二項未修正。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四、廠商運用創新產品交流， 四、廠商運用創新產品交流，
應先獲得我國大專院校、
應先獲得我國專業之學
研究機構或與公共工程相
（公）會、大專院校或研
究機構推薦，並出具推薦
關之專業學(公、協)會推
書（含推薦理由）後，於
薦，並出具推薦書（含推
本會建置之創新產品交流
薦理由）後，於本會建置
平台網站（以下簡稱交流
之創新產品交流平台網站
平台網站）登錄「廠商申
（以下簡稱交流平台網
請創新產品交流基本資料
站）登錄「廠商申請創新
表」（如附表一）
，列印後
產品交流基本資料表」
（如
併同推薦書，以書面向業
附表一）
，列印後併同推薦
務上與該創新產品有關之
書，以書面向業務上與該
機關申請，並副知其主管
創新產品有關之機關申
機關及本會。
請，並副知其主管機關及
前項所稱主管機關，
本會。
依受理申請之機關認定
前項所稱主管機
之：
關，依受理申請之機關認
(一)在中央為行政院所屬
定之：
各部、會、行、總處、
(一)在中央為行政院所屬
署。
各部、會、行、總處、
(二)在地方為直轄市政府
署。
或縣（市）政府。
(二)在地方為直轄市政府
或縣（市）政府。
五、機關接獲廠商申請創新產 五、機關接獲廠商申請創新產 基於作業效率考量，機關若於
品交流基本資料表後，除
品交流基本資料表後，除 相近時間點收到不同交流申
經審認有第七點所列之情
經審認有第七點所列之情 請時，可安排於同時段進行交
形外，應於三十個工作天
形外，應於三十個工作天 流，爰增列辦理期限得合理延
內指派具有該創新產品相
內指派具有該創新產品相 長之。
關專門知識之人員，會同
關專門知識之人員，會同
主（會）計及政風單位，
主（會）計及政風單位，
並得邀請專家或學者及上
並得邀請專家或學者及上
級機關與廠商進行交流；
級機關與廠商進行交流；
同時與兩個以上廠商進行
無具有該創新產品相關專
交流者，前揭期限得合理
門知識之人員者，則由具
延長之。無具有該創新產
採購專門知識人員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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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關專門知識之人員
無政風單位者，得免會同
者，則由具採購專門知識
該單位。
人員代之；無政風單位
者，得免會同該單位。
七、機關審查廠商之申請有下 七、機關審查廠商之申請有下 一、第二款文字酌修。
列情形之一者，應於接獲
列情形之一者，應於接獲 二、第三款刪除「暫」字。
申請後二十個工作天內，
申請後二十個工作天內， 三、增訂第四款，增訂機關一
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年內曾辦理交流者得不
核定後，不受理申請，除
核定後，不受理申請，除
受理同一產品申請交
將理由以書面通知廠商
將理由以書面通知廠商
流，惟廠商已依前次交流
外，並應登錄於交流平台
外，並應登錄於交流平台
意見改良產品者，機關仍
網站：
網站：
應辦理交流。
(一)廠商提出之創新產品
(一)廠商提出之創新產品
不具創新性。
不具創新性。
(二)廠商填報欄位內容不
(二)廠商提出之創新產品
實，或有缺漏經通知
內容不實，或有缺漏經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
正。
補正。
(三)機關無採購該產品之
(三)機關暫無採購創新產
需求。
品之需求。
(四)機關一年內曾就同一
創新產品辦理交
流。但廠商已依前次
交流意見改良產品
者，不在此限。
十二、(刪除)
十二、本會前建置之運用創新 一、本點刪除。
材料、技術及工法資料庫 二、該項資料已轉入。
所登錄之案例，將轉入交
流平台網站後關閉該資料
庫。
十三、表現優良之機關，本會 十三、本會將於交流平台試辦 配合試辦一年屆滿調整文字。
得函請該機關對相關人員
一年後，就表現優良之機
予以敘獎。
關，函請該機關對相關人
員予以敘獎。
十四、(刪除)
十四、本要點自生效日起試辦 一、本點刪除。
一年，並視試辦情形檢討 二、試辦一年已屆滿。
調整本要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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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
附表一、廠商申請創新產品交流基本資料表
申請受理
交流之機
關
廠商名稱/
單位

統一編
號

申請廠商 通訊地址
聯絡人
創新產品
□材料
屬性

職稱
□設備

□技術

電話

□工法 □其他(請敘明)

□建築
□道路運輸 □軌道運輸 □機場
□港灣
□水庫及蓄水
可運用之
□電業設備 □水利
□自來水
□共同管道□下水道 □焚化廠
工程類別
□垃圾掩埋場□土地開發 □水土保持 □其他(請敘明)
1. 功能效益說明：
2. 品質說明：
3. 證明方式：
創新資訊 4. 專利：
5. 施工成本：
維護成本：
6. 國內外工程實例：
□與公共工程相關之專業學會，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與公共工程相關之專業公會，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與公共工程相關之專業協會，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推薦單位
□大專院校，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研究機構，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並附推薦書（含推薦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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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附表一、廠商申請創新產品交流基本資料表
申請受理
交流之機
關
廠商名稱/
單位

統一編
號

申請廠商 通訊地址
聯絡人
創新產品
□材料
屬性

職稱
□設備

□技術

電話

□工法 □其他(請敘明)

□公路 □軌道運輸 □航空 □港埠 □觀光 □環境保護 □水利建
可運用之
設 □下水道 □國家公園 □工商設施 □油電 □都市開發 □文化
工程類別
□教育 □體育 □農業建設 □衛生福利 □其他(請敘明)
1. 功能效益說明：
2. 品質說明：
3. 證明方式：
創新資訊
4. 專利：
5. 生命週期成本：
6. 國內外工程實例：
□學會，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公會，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大專院校，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推薦單位
□研究機構，名稱：_______，電話_______
並附推薦書（含推薦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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