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商「將技術服務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政府採購法專業知
識情形納入評選項目之配分或權重問題」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97 年 2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本會第 1 會議室
參、 主持人：李副主任委員武雄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
（如附簽到表）
記錄：林詹雄
伍、 主席致詞（略）
陸、 會議緣起及業務單位說明：
一、 鑒於技術服務廠商所提供之服務項目與政府採購法
（下稱本法）之施行息息相關，為確保其履約品質，
避免發生違反本法規定、疏漏、錯誤、限制競爭等
情形，本會曾以 95 年 2 月 16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057230 號函建議各機關辦理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案件，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政府採購法專
業知識之情形」納入評選項目或其子項，其配分或
權重建議不低於 10%。
二、 隨 後 本 會 再 以 96 年 1 月 11 日 工 程 企 字 第
09600017231 號函各機關重申前函旨意，並協助建
築師公會、技師公會及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開辦適合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政府採購法規訓練課
程，限開業建築師及執業技師參訓，全程參與 12 小
時課程者，由公會發給參訓證明。至 96 年底止，計
完成 29 個班次，受訓技師及建築師達 3,286 人。
三、 邇來有建築界人士反映認為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機關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本法專業知識之
情形納入評選項目，其配分或權重訂為 10%似嫌太
高，有礙優良建築作品之遴選，建議將該配分或權
重調降。
四、 惟本會 95 年 2 月 16 日及 96 年 1 月 11 日之函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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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行政指導性質之建議，採購機關未予採納，或所
訂「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政府採購法專業知識之
情形」評選項目配分或權重低於 10%，均不致構成
違法，同時相關證明文件除採購專業人員訓練及格
證書外，尚包括參與政府採購法規講習之各種參訓
證明。
柒、 討論
一、 內政部營建署代表：本署辦理技術服務採購，有關
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在採購法專業知識方面之評分，
通常係併同人力之經驗、能力綜合考量，依其比重
計算，大約占總評分 4%。按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
應以技術服務之專業為主，在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
之配分不宜太高。
二、 國防部代表：以本部辦理專案管理技術服務採購評
選為例，因為需評比之項目太多，廠商投注本案主
要人力之學經歷、年資、專業證照為一大項，其配
分或權重僅占 10%，有關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在採購
法專業知識情形之評分屬此一大項，其配分或權重
約占 3%。
三、 交通部代表：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應著重在技術
服務方面之專業，在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評比，
目前有些部屬機關並無納入配分，爰有關其配分，
建議尊重採購機關行政裁量空間，依個案屬性彈性
決定。
四、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代表：支持將廠商主
要工作人員在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納入評比，不過
通常不是單獨列項評分，而是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
之「經驗」項目放在一起評分，其權重或配分由採
購評選委員決定。
五、 交通部公路總局代表：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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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服務之專業部分還是比較重要，在採購法專業
知識情形之配分不宜太高，本局 96 年已將廠商主要
工作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納入評比，但配分
比重不高，廠商人員學經歷加上採購法專業知識情
形之總配分才 10%。且目前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大都
已參訓，因此廠商得分大都相同，配分過高意義不
大。
六、 臺北市政府代表：贊同由機關依案件屬性決定配
分，本府暨所屬機關較注重廠商之履約能力，但並
未強制要求在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權重或配分須
達 10%，通常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之學經歷加上具
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合計配分訂為 10%。
七、 臺中市政府代表：無特別意見，本府暨所屬機關亦
未強制要求廠商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配分
或權重須達 10%，通常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之學經
歷加上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合計配分訂為
10~20%。
八、 台灣電力公司代表：台電公司目前還沒有強制要求
將主要工作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納入評分，
基本上贊成將其納入，但如強制納入評比，則須以
法令規定之，若訂定建議範圍，則建議「廠商主要
工作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評選項目之配分
或權重訂為 5~10%。
九、 臺灣中油公司代表：無意見。
十、 台灣省建築師公會代表：
(一) 中央機關之公函常有「從臺北看天下」之虞，工
程會之通函「建議」廠商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
情形之配分或權重為 10%，在地方政府鄉鎮公
所，通常都是奉令行事，未瞭解其僅為建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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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不明究理就照辦。
(二) 本會認為對於廠商違反採購法之規定既已納入
機關之招標文件要求廠商注意並切結，即無需重
複將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納入評比，因此本會建
議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配分越低越好，最好降
至無。
十一、 台北市建築師公會代表：
(一) 工程會既已說明 95 年 2 月 16 日函不具強制性，
同意交通部代表建議廠商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
識情形之評比配分應依個案屬性決定之看法，例
如監造與專案管理案件之配分應高於規劃設計
案件，建築物規劃設計之競圖評比著重在創意，
屬性複雜，建議其評比配分應低於 2%。
(二) 原本建議廠商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評
比配分占 10%以上，有參加採購法專業受訓之建
築師與未參加受訓之建築師之評分差可高達 10%
以上，有不公平競爭之虞。
(三) 96 年參加公會辦理採購法專業訓練之建築師還
不夠普遍，建議繼續推廣，受訓建築師達六成以
上才施行。
十二、 中華民國建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
(一) 機關辦理建築物委託設計競圖評比，廠商競爭激
烈，通常其評分差距有時只有 3~5 分；如廠商人
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評比配分高達 10%，
可能造成總評分差距太大，將嚴重影響優良建築
設計作品之勝出，本會已正式行文工程會，建議
該項評比配分應低於 2%。
(二) 地方政府執行中央政策，經常把「建議」視為「當
然」，過去工程會相關建議函，地方鄉鎮公所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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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個案情形是否適用即予照辦者，比比皆是。
(三) 本會可繼續辦理採購法專業訓練，協助會員取得
參訓證明，並已正式行文工程會，請工程會支持。
十三、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
(一) 本會贊成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在採購法專業知
識情形納入評比。惟通常建築競圖評選，作品創
意部分之配分占 50~60%，主要工作人員學經歷
部分之總配分占 20%，廠商承辦類似案件之經歷
及實績占 20%，以此推論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
配分占 10%以上確實太高，原函文建議主要工作
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權重或配分不低
於 10%，建議改為不高於 10%，並建議其權重或
配分訂為 5~10%。
(二) 工程會 95 年 2 月 16 日之通函內容還是不夠清
楚，如果允許機關得不依該函文建議辦理，應於
文中清楚敘明，避免各機關誤解。
十四、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
(一) 工程會就本案 95 年 2 月 16 日之通函係以公文敘
述，各方解讀不一，容易引起爭議，建議附案例
說明。
(二) 爾後類似會議建議加邀請地方性技師公會參與
討論。
(三) 本會對於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
識情形納入評比，係持正面看法，尤其委託內容
如有協助機關辦理採購發包作業之案件，建議廠
商主要工作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配分
或權重應予加強或明列一項才合理。
十五、 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全國聯合會代表：
(一) 廠商人員具採購法專業知識在工程執行過程上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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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會對於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在採購法專業知
識情形納入評比，也是持正面看法。
十六、 臺北縣政府：
（書面意見如附件 1）
十七、 台中市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書面意見如
附件 2）
捌、 會議結論
（一） 綜合與會代表之發言，對於本會推廣加強技術服務
廠商在政府採購法專業知識方面之訓練，及建議將
「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政府採購法專業知識之
情形」納入評選項目或其子項，普遍持正面看法，
但對於過去本會建議各機關將其評比配分或權重
訂為不低於 10%乙節，普遍反映認為確有過高之
虞，且依與會各機關所述執行現況，其配分占總評
分之比率大都低於 5%，爰本會有必要修正前函，以
符實際。
（二） 鑒於技術服務廠商具採購法專業知識情形之評比
配分，宜由機關依個案屬性及實際需要決定，爰本
會修正之內容將不再建議配分或權重，由採購機關
自行裁量。
（三） 對於增進技術服務廠商在政府採購法專業知識之
訓練課程，本會將持續加強推動，感謝各公會之參
與，亦續請支持與協助。
玖、 散會（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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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縣政府提供書面意見）
有關

附件 1

大會召開研商「將技術服務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採購法專業

知識情形納入評選項目之評分或權重問題」會議，臺北縣政府意見如
下：
一、 大會於 95 年 2 月 16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057230 號函各機關辦
理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將廠商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採購法專業知
識之情形納入評選項目，非強制性而屬建議性質，本府已依前
函示納入本縣投標須知範本之評選項目，惟評選權重未達 10%
（約 3%）
。
二、 本次研商調降評選項目權重乙案，本府無意見。

承辦單位：臺北縣政府採購處
聯絡人員：鄭紹詳
聯絡電話：296003456 分機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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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台中市工程技術商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理事長 梁東海
（因出國考察不克出席參與會議 電話指示秘書處處理）
意見單
1. 首先感謝工程會法規委員會、技術處、工程管理處、企劃處，對
提昇工程品質持續不斷的努力耕耘，竭盡心智，戮力以赴。
2. 將「主要工作人員具備政府採購法專業知識之情形」納入評選項
目或其子項，其配分或權重建議不低於 10%，此比率足稱允當。
3. 本公會會員也有兼業建築界，認為配分或權重訂為 10%，不嫌過
高，建築作品應顧及建築相關法規，當然包括政府採購法專業知
識。在合法範圍內方能規劃設計，優良創新建築作品。
4. 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為一專業團隊之重要角色，其經驗及
能力更須具備各項專業知識，方能推動專案管理之履約管理、範
疇管理、時間管理及品質管理之效能，充分發揮梁理事長所述論
文「工程規劃設計專案管理整合機制之探討」內容之機器理論之
重要觀念。避免如華航飛機因一顆螺絲釘影響而爆炸起火及貓空
纜車之停擺事件發生，方能充分發揮機器之效率及效能。故而配
分或權重建議不應低於 10%，才能達到風險管理之基本要求。
5. 當然（1）創新規劃及設計（2）回饋及加値之創意（3）減省工程
施工成本及時間之設計（4）專案營建管理（或營建管理師制度之
建立）人才之加分及加權均應作一通盤之考量。待理事長返國，
再全盤參與。
6. 一個好的規範、制度及法規就如雁行理論之領頭雁，確定目標，
領導工程技術服務廠商，永續進步、研究創新、整合及修訂不合
時宜之法規制度及規範，則技術服務品質之提昇，規劃、設計、
施工、監工品質之確保，防微杜漸，防弊止誤應非難事。

台中市工程技術商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秘書處
97.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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