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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總統公布了一項為政府機關及工程界公認為一大里

程碑的法案「政府採購法」 ，並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起實施。這項

法案不僅被工程界賦與權利保障與公平正義之高度期望，政府機關亦咸認



自此政府之各項公共工程建設、採購與勞務委託將可藉政府採購法案更順

利進行，並公平、公開、迅速的解決此一領域向來曖昧之紛爭。依據行政

院主計處的統計，八十七年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國營事業總預算合計

約達新台幣四兆元，而其中除人事費用外，大多是以政府採購方式來執行

的，如此龐大之公帑，其運用上的公平、公正及運用結果之品質，自應格

外加以監督。而近年多起重大工程弊案，除了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延宕行

政計畫進度、拖垮工程品質外，最令人憂心的是間接造成政府負面形象，

也打擊了民眾及公務員的信心。有鑑於此，在政府決意積極推動下，「政

府採購法」於焉誕生。 機關對於政府採購之執行，在招標階段，廠商常

對招標文件之規定或對審標、決標之過程、結果有所爭議，惟因政府招標

行為一般認為係屬私經濟行為，不得提起行政救濟，又因當事人未具請求

權基礎，無法提起民事訴訟，以致廠商只能四處投訴、陳情，不僅招致外

界質疑的眼光，也造成招標機關處理上很大的困擾，招標作業受影響，發

包執行率自然低落。另因政府機關發包之標案，其合約文件係機關一方之

定型化內容，廠商在與主辦機關簽約後，對於所簽訂之契約文件，常有認

條款規定不公平，或雙方對合約條文認知不同而迭生爭議，此履約爭議部

分，如爭議雙方能自行協商解決，固無礙標案之推動，惟公務員常以保守

立場解釋、執行契約，故與廠商達成協議之機會很小，致令廠商不得不依

循仲裁或訴訟途逕解決，而主辦機關未必同意訴諸仲裁，提起訴訟，卻又

曠日費時，採購案常因而延誤進度。因此處理招標階段及履約過程中之爭

議，使公共工程得以如期發包、開工和完工，政府採購得以按計劃進度執

行，應是政府部門在推動公共工程建設的一項重要課題 。 另為了成為國

際經貿體系之一員，增進國家整體競爭力，我國於一九九 O 年一月一日

正式向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秘書處提出入會申請，至一九九四年世界

貿易組織(WTO)成立後，我國又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正式向其秘書處

改申請加入 WTO ，其間我國積極爭取入會，並同意簽署政府採購協定

(GPA)，而我國一旦成為政府採購協定之簽署國，就必須依照政府採購協

定之相關規定辦理政府採購，包括設置一獨立、公正之機關處理政府採購

申訴事件。 政府採購法在以上背景之下，量身訂做了申訴制度-處理廠商

對機關辦理招標、審標、決標、履約、驗收過程中違反法令所生之爭議；

調解制度-處理廠商與機關間於履約過程中所生之爭議。本文即針對政府

採購法上此一全新的機制「申訴制度」，就其產生之緣起、目的、過渡時

期之作法及現行程序、效力作概略之介紹，並以歷史法、比較法、歸納法

之方式，探討申訴制度之相關法規範，除「政府採購法」外，亦論及相關

之「採購申訴審議規則」、「採購履約爭議調解暨收費規則」、「採購申

訴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等各項配套子法，

對申訴制度之運作可能產生的問題加以檢討，並申論申訴審議判斷之效

力，涵攝政府採購行為之公法、私法屬性此一長久以來見解紛歧之論題，

期能藉本文所引據學者見解、各國立法例及我國實務作法，對政府採購法

上申訴制度及其相關法制問題，作一全面之彙整與釐清，並冀望能對此一

全新上場機制之運作，有所助益。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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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工程契約與仲裁－五月三十日營建工程仲裁座談會講詞，商務仲裁第

29 期，民國八十年六月。 46 陳清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研究，月

旦法學雜誌三十四期，民國八十七年三月。 47 陳煥文，國際仲裁法專

論，民國八十三年四月。 48 陳櫻琴，公共工程締約之法規範控制，月旦

法學雜誌 18 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 49 陳櫻琴，公共工程締約之法規

範控制，月旦法學雜誌十八期，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 50 黃正宗，仲裁

在未來業務上之運用及案例，法務部仲裁法研習會講題，民國八十八年三

月。 51 黃立，投標低於底價八成應繳差額保證金的問題，月旦法學雜誌

五十六期，民國八十九年一月。 52 經濟部研發會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

日本政府及公營事業相關採購法令、程序之研究，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5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政府採購協定」英文版及中譯版，民國八十五

年四月。 54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我國政府採購制度與實務統計之分析研

究，民國八十二年一月。 55 廖義男，公共工程公開招標與議價法律問題

之研究，台大法學論叢 17 卷 1 期，民國七十六年。 56 廖義男，國家賠償

法，民國八十四年五月。 57 劉倩妏，政府採購之救濟制度以政府採購之

法律性質為中心，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八十六年六

月。 58 劉紹樑，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相關法律之修訂，月旦法學雜誌

二十九期，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59 劉紹樑，論 BOT 基本法，月旦法學雜

誌三十三期，民國八十七年二月。 60 羅明通，國家賠償法上公權力概念

之比較研究，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 61 顧立雄、林發立，BOT 興建營運

合約之履約保證問題，月旦法學雜誌三十三期，民國八十七年二月。 

二、 外文部分 1. 日本入札制度問題研究會，公共事業 WTO 政府調達協

定，一九九六年四月。 2. 日本經濟企劃廳出版，政府調達で苦情のあゐ

方へ-政府調達苦情檢討體制(CHANS)のゴ案內。 3. 日本經濟企劃廳，政

府調達苦情檢討委員會運營要領，平成 7 年 12 月 26 日。 4. 日本經濟企劃

廳，政府調達苦情檢討推進本部運營要領，平成 11 年 1 月 11 日修正。 5. 

日本經濟企劃廳，苦情申立てを受理した場合の公示方法について，平成

11 年 1 月 14 日修正。 6. 日本經濟企劃廳，Half Century Footprints of the 

Economic Planning Agency。 7. 日本經濟企劃廳，政府調達に關すゐ苦情の

處理手續細則，平成 11 年 1 月 11 日。 8. 日本經濟企劃廳，政府調達苦情

檢討推進本部の設置について」，平成 10 年 12 月 15 日修正。 9. 日本經

濟企劃廳，政府調達に關すゐ苦情の處理手續，平成 7 年 12 月 14 日。 



10. 日本建設工業經營研究會，工事請負契約約款，平成 9 年 12 月。 11. 

韓國財政經濟院國庫局，國家契約法令集(韓文、英文)，一九九七年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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