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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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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Procurment Debarred List due cause Inspection seriously dealy  

摘要

(中) 

對違法違約廠商的管理，在政府採購法立法通過後，規定於第一○ 一條

至第一○三條，較過去各採購機關以招標規定或注意事項且個別拒 絕往

來、效果紛亂的情形，有明顯的改善。隨政府採購法施行已滿五年， 不



良廠商制度的內容與現行實務運作，卻一直欠缺深入的檢討與反省， 本

文便以第一○一條至第一○三條規定為中心，深入各事由的討論，並 嘗

試解決各事由間的關係，以數量統計、案例分析的方式呈現實務運作 狀

況，並分析其成因，進而出解決之道，供將來修正或檢討不良廠商制 度

的參考。  

摘要

(英) 

Where a procuring entity finds that supplier has any circustances of Government 

Procurment Act Article 101,the entity schall notify the supplier.After the supplier 

fails in protest or complaint procedure,the entity schall publish the name of the 

supplier on the Government Procurment Gazetee.And any entity is prohibited from 

dealing with the supplier who has been published on the Government Procurment 

Gazetee.It was named “Debarred List.” Ch.1 is the exordium of this article. Ch.2 

discusses definition of the “Debarred List.”Ch.3 illustrates each circumstance of 

the Government Procurment Act Article 101 with some examples.Ch.4 focuses on 

the remedy scheme of the “Debarred List” and several practical issues.Then 

Ch5.offer two kinds of the modifications, legislator may refer to one of it.Ch.6 is the 

clarification of investig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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