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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政府採購稽核監督報告 

 

壹、案件名稱：A案「○○區 111 年度各里廣播系統更新及維修(開口契約)」、B

案「111 年度○○區公所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套裝組

租賃」及 C案「110 年度○○區各里慶祝中秋節民俗節慶宣導購

置醫療口罩財物採購案」共 3件採購案 

貳、辦理採購機關：新北市○○區公所 

參、稽核案件基本資料： 

一、稽核案件之基本資料 

標案代號 A 案 B 案 C 案 

標案名稱 

○○區 111 年度各

里廣播系統更新及

維修(開口契約) 

111 年度○○區公

所自動體外心臟電

擊去顫器(AED)套裝

組租賃 

110 年度○○區各

里慶祝中秋節民俗

節慶宣導購置醫療

口罩財物採購案 

標案案號 ○○○○ ○○○○ ○○○○ 

預算金額 ○○○元整 ○○○元整 ○○○元整 

底價金額 ○○○元整 ○○○元整 ○○○元整 

決標金額 ○○○元整 ○○○元整 ○○○元整 

公告日期 110/○/○ 
第一次 110/○/22 

第二次 110/○/29 
111/○/○ 

開標日期 110/○/○ 
第一次 110/○/29 

第二次 110/○/07 
110/○/○ 

決標日期 110/○/○ 110/○/○ 110/○/○ 

補助機關 無 無 無 

採購標的性質 財物 財物 財物 

招標方式 公開招標 公開取得報價單 
公開取得電子報價

單 

決標方式 最低標 最低標 最低標 

得標廠商 ○○○○有限公司 
○○○事業有限公

司 
○○○○有限公司 

未得標廠商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有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

司、○○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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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司、○○股份有限

公司、○○有限公

司、○○股份有限

公司、○○有限公

司 

 

二、稽核案件之作業資料 

        （一）稽核單位：新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二）案件來源：系統主動勾稽 

（三）受稽核機關：新北市○○區公所 

（四）時間：111 年 8月 10 日下午 3時整 

（五）稽核委員：○○○ 

（六）稽查人員：○○○ 

（七）受稽核機關出席人員：○○○、○○○、○○○、○○○ 

 

肆、稽核報告內容： 

一、招標階段： 

（一）法令條項款：「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第 5點第 1款

（預算書圖審核）、政府採購法第 6、36、37 條（公平

合理性）、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條(採購金額) 

（二）政府採購行為錯誤態樣：序號二(資格限制競爭)、序號三（規格限制

競爭） 

（三）實際情形與稽核結果： 

1、預算書圖審核 

依據 109 年 11 月 5 日修正「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

購規範」第 5 點第 1 款規定「本府所屬各機關，除另有規定外，

應依下列規定審查招標文件書圖：……3、第三級：預算金額未

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案，由機關自行審查招標文件書圖，必要時，

機關得由中階以上主官(管)擔任召集人，邀集審查委員二人，並

會同主辦單位及有關單位人員予以審查。」。 

經查 A、B、C 等三案均為財物採購，預算金額分別為 A 案

○○萬元、B 案○○萬元、C 案○○萬元，查 A 案於 11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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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B 案於 110 年 11 月○日、C 案於 110 年 9 月○日之簽准案

內容均已說明三案之預算金額及相關後續辦理情形，以逐級審查

方式簽准在案。準此，A、B、C 等三案經核業依修正之「新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辦理採購規範」第 5 點第 1 款屬第三級預算金額

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案，由機關自行審查預算書圖，故尚符採購

規範要求。 

2、公平合理性 

政府採購法第 6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

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第

1項）。辦理採購人員於不違反本法規定之範圍內，得基於公共利

益、採購效益或專業判斷之考量，為適當之採購決定（第 2

項）。」 

政府採購法第 36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得依實際需要，

規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第 1項）。特殊或巨額之採購，須由

具有相當經驗、實績、人力、財力、設備等之廠商始能擔任者，

得另規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第 2 項）」、同法條第 37 條規定：

「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以確認

廠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第 1項）」、政府採購錯

誤行為態樣序號二（資格限制競爭）及序號三（規格限制競爭）

各項規定。 

經查廠商投標資格分別為：A 案、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2.廠商信用之證明(投標廠商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三年無退票紀

錄)。3.廠商納稅之證明(投標廠商係為公司或行號者，其營業稅

繳納證明)。B 案、1.已立案之法人、機構、團體、公司或行號，

依相關證明文件得提供機關醫療器材製造、醫療器材批發、零售

或相關業務者。2.廠商信用之證明(投標廠商非拒絕往來戶及最

近三年無退票紀錄)。3.廠商納稅之證明(投標廠商係為公司或行

號者，已繳納營業稅證明文件)。C 案、1.具公司登記。2.具商業

登記。3.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以上任一資格)。 

A 案投標廠商投標資格「1.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為應繳

之資格文件非廠商資格；投標廠商應繳之資格文件名稱「依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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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收音機、電視、通訊器材及儀器設備安裝等相關行業、電器

承裝業或電器安裝業等』之廠商或其他依法令得提供廣播系統服

務之從業者」，為廠商資格非應繳之資格文件。為避免投標廠商

混淆致生爭議，建議參考「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常用基本資格

範例」妥為訂定。 

 依醫療器材管理法第 9 條規定：「本法所稱醫療器材商，指

醫療器材製造業者或販賣業者。」同法第 10 條規定：「本法所稱

醫療器材製造業者，指下列二類業者：一、從事醫療器材製造、

包裝、貼標、滅菌或最終驗放。二、從事醫療器材設計，並以其

名義於市場流通。」同法第 11 條規定：「本法所稱醫療器材販賣

業者，指經營醫療器材之批發、零售、輸入、輸出、租賃或維修

之業者。」同法第 13 條規定：「非醫療器材商，除另有規定外，

不得為第 10 條及第 11 條所定之業務。」C 案(醫療口罩)屬醫療

器材之特殊採購，為避免非合格廠商得標供應，衍生違規經營業

務等情事，請視個案需要妥為訂定投標廠商資格，及廠商應出具

之證明文件(例如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 

B 案招標文件無對廠商資格不當之規範。 

3、採購金額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略以：「機關辦理採購，

其屬巨額採購、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或小

額採購，依採購金額於招標前認定之；……。」，經查 A 案契約

有後續擴充，B、C 等 2 案契約均無後續擴充之情形，採購金額分

別為○○萬元、○○萬元、○○萬元，亦均於招標前簽奉核定，

尚符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條之規定。 

4、印鑑證明 

  鑒於經濟部商業司已取消公司印鑑登記制度，依工程會 89

年 6 月 1 日工程企字第 89013137 號函載明採購法並無關於投標

廠商印鑑證明之規定，查 B 案之投標須知內容仍有使用印鑑之相

關規定，經查採購處已修正投標須知範本內之使用印鑑之相關規

定(109 年 12 月版本)，爾後辦理新案建議採購機關採用新版之

投標須知範本，以避免類此情形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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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招標公告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76 條規定，屬地方機關辦理之採購，向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查 A、

B、C 等三案招標公告，申訴受理單位誤植為「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為「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 

6、招標文件 

    查 A 案廣播系統設備需求規範書要求「投標時須檢附產品型

錄」、「提供 NCC 合法型式認證證明、TAF(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

會)認證之第三公正單位檢驗合格報告、自持鋼索最大荷重強度、

符合 ROHS 規範或公正單位認證之防水係數認證證書」，雖經採購

機關說明，驗收時廠商有檢附產品型錄，建議將規格訂定於投標

須知「規格文件準備須知/審查表」，於開標時進行審查。另部分

規範檢附「認證或檢驗報告」因尚未執行，請於驗收階段要求廠

商檢附，以符合需求規範。 

查 C 案投標須知六十五、投標截止期限未填寫。及 C 案投標

須知六十九、受理廠商檢舉單位，漏列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調

查局新北市調查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小組、

新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之相關資訊。 

採購契約要項第 71 項規定，契約應訂明下列受理履約爭議

(調解及申訴)之機關名稱、地址及電話。查 C 案契約書第十八條

(四)漏未載明。 

二、開標階段： 

（一）法令條項款：「新北市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政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50條第 2項(開標主持人)、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1條(開

標紀錄)、工程會 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 09100516820 號函「不同

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政府採購法第 50條

第 1項(停權查驗) 

（二）實際情形與稽核結果： 

1、主（會）計或有關單位監辦 

       依政府採購法第 13條第 1項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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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

由其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次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

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

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

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程序。但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應經機

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上開 A案係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案，會計室採書面監辦，政

風室採實地監辦，經查與規定尚符。 

       依「新北市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 2條規定，機關

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除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通知其主（會）計或有關單位派員監辦。 

  上開 B、C等二案均係未達公告金額之案件，B、C案均採實

地監辦，經查與規定尚符。 

2、開標主持人之指派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第 2 項規定：「主持開標人員，

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擔任」，同法條第 3項規

定：「主持開標人員得兼任承辦開標人員。」，依上述規定，主持

開標人員係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擔任」，且該人員得

兼任承辦開標人員，其程序即屬合於政府採購法令規定。 

A 案指派主秘(黃○○)擔任開標主持人，惟開標記錄由邱

○○主任擔任開標主持人，指派開標主持人與開標紀錄之開標主

持人不一致；另查 B、C等二案開標主持人依「○○區公所採購

程序主持人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由秘書室主任核定，查與規

定尚符。 

3、開標紀錄之記載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1條規定：「機關辦理開標時應

製作紀錄，記載下列事項，由辦理開標人員會同簽認；有監辦

開標人員者，亦應會同簽認：一、有案號者，其案號。二、招

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三、投標廠商名稱。四、有標價者，

各投標廠商之標價。五、開標日期。六、其他必要事項。流標

時應製作紀錄，其記載事項，準用前項規定，並應記載流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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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經查 A、B、C等三案均於開標紀錄記載案號、招標標的之

名稱及投標廠商名稱、標價、開標日期等，並經監辦人員及主

持人分別簽認。 

4、異常關聯： 

    依工程會 91 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 號令，

機關辦理採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5款「不同廠商間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處理： 

A、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或備具者。 

B、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C、投標標封或通知機關信函號碼連號，顯係由同一人或同一廠

商所為。 

D、廠商地址、電話號碼、傳真機號碼、聯絡人或電子郵件網址

相同者。 

E、其他顯係同一人或同一廠商所為之情形者。 

    另依工程會 95 年 7 月 25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56920 號令，

機關辦理採購，有 3 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開標後 2 家以上廠

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致僅餘 1 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者，得

依政府採購法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發現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

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或第 50條第 1項第 7款「其他影響採購

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處理： 

A、押標金未附或不符規定。 

B、投標文件為空白文件、無關文件或標封內空無一物。 

C、資格、規格或價格文件未附或不符規定。 

D、標價高於公告之預算或公告之底價。 

E、其他疑似刻意造成不合格標之情形。 

    經檢視機關提供之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尚無發現上開工程

會 91年 11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09100516820 號令，以及 95 年

7月 25 日工程企字第 09500256920 號令所述之情形。 

5、停權查驗 

開標前應查詢廠商是否為停權廠商，以確認是否符合政府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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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法第 50條第 1項：「投標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機關於開標

前發現者，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六、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

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之情形。」 

經查 A、B、C等三案皆檢附於開標當日查詢廠商是否為拒絕

往來廠商之查詢資料，尚符合相關規定。惟 C案開標與決標日不

同，未於決標日再次查詢決標對象是否為拒絕往來廠商。 

三、決標階段： 

（一）法令條項款：政府採購法第 46條(底價簽核)、政府採購法第 51條

(審標情形)、政府採購法第 58條及「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 80 案件之執行程序」、

政府採購法第 62條(定期彙送)、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

第 68條(決標紀錄) 

（二）政府採購行為錯誤態樣：序號十之（六）至（十）(廠商標價)、十之

（十八）(決標紀錄)   

（三）實際情形與稽核結果： 

1、底價簽核 

         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除本法另

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

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員核定。」 

經查 A、B、C等三案之底價均依調整係數及權重計算並經機

關首長核定，核與上開規定尚符。 

         政府採購法第 46 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前項底價之訂定時

機，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開招標應於開標前定之。」政府採

購法施行細則第 54條第 4項規定：「依本法第 49條採公開取得

三家以上廠商之書面報價或企劃書者，其底價應於進行比價或議

價前定之。」 

A、B、C 等三案訂定底價時間分別為 A 案 110 年 12 月○日、

B案 110 年 11 月○日、C案 110 年 9月○日，開標時間分別為 A

案 110 年○月○日、B案(第一次 110 年○月○日、第二次 110

年○月○日)、C案 110 年○月○日；A案為公開招標，其底價訂



9 

 

定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46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B案為公開取得

書面報價單，第一次開標 2家廠投標，因未達 3家而流標，第二

次開標 2家廠商投標，其底價訂定符合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4條第 4項規定；C案採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其底價訂定符合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54條第 4項規定。 

2、審標情形 

    依政府採購法第 51 條規定，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

審查廠商投標文件。查 A、B、C等三案審查表，尚符合規定。 

3、低於底價 80%之執行程序 

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

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

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商提

出說明或擔保。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合理之說明或擔保

者，得不決標予該廠商，並以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廠商。」另

「依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

之執行程序」(以下簡稱執行程序)之各項次及附註。 

經查 C案於 110 年○月○日電子開標，最低標廠商(○○○

有限公司)標價○○元占底價 34.%，廠商於規定時間內提出低投

標價理由書，開標主持人裁示保留決標，於 111 年○月○日簽奉

核准，決標予該廠商，尚符合規定。 

4、決標公告、定期彙送 

      政府採購法第 61 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招

標，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於決標後一定期間內，將決標結果之

公告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無法決標

者，亦同。」 

   經查 A案屬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於 110 年○月○日決標，

110 年○月○日完成決標公告，尚符合規定。 

         政府採購法第 62 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之決標資料，應定

期彙送主管機關。」 

經查 B、C案均屬未達公告金額而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B 案於 110 年○月○日決標，110 年○月○日完成定期彙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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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案於 110 年○月○日決標，110 年○月○日完成定期彙送，以

上二案與規定相符。惟查 B案決標公告之履約期限與契約第七條

不一致。 

5、決標紀錄 

依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68 條規定：「機關辦理決標時應製

作紀錄，記載下列事項，由辦理決標人員會同簽認；有監辦決標

人員或有得標廠商代表參加者，亦應會同簽認：一、有案號者，

其案號。二、決標標的之名稱及數量摘要。三、審標結果。四、

得標廠商名稱。五、決標金額。六、決標日期。七、有減價、比

減價格、協商或綜合評選者，其過程。八、超底價決標者，超底

價之金額、比率及必須決標之緊急情事。九、所依據之決標原則。

十、有尚未解決之異議或申訴事件者，其處理情形。廢標時應製

作紀錄，其記載事項，準用前項規定，並應記載廢標原因。」。 

經查 A、B、C 等三案均於決標紀錄詳實記載案號、招標標的

之名稱及得標廠商名稱、決標金額、決標日期等，並經監辦人員

及主持人分別簽認。 

 

四、履約管理階段： 

（一）法令條項款：政府採購法第 63(採購契約)、「採購契約要項」第 24點

及「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二）政府採購行為錯誤態樣：序號十二之（一）(未確實辦理履約管理) 、

十二之（九）(任意變更) 

（三）實際情形與稽核結果： 

1、採購契約 

政府採購法第 63條規定：「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

定之範本為原則」。 

查 A、B、C等三案係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訂定契約。 

2、契約變更 

「採購契約要項」第 24點規定：「契約變更，非經機關及廠商

雙方之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效」及「採購契

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項次 5規定「未達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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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之採購，不涉及契約價金之契約變更」核准規定為「採購機關

自行核准」。 

查 A、B、C三案均無契約變更之情事，無前開規定之適用，亦

無政府採購行為錯誤態樣序號十二之（九）(任意變更)之情事。 

           3、查驗規定 

查 B 案需求規範六、規定：「廠商應於履約標的全數安裝完

成後，檢附下列文件供機關抽點現場查驗(文件如為影本，請載

明影本與正本相符，並蓋上公司大、小章，必要時提出正本供查

驗)。(1)產品之原廠型錄或產品規格說明書。(2)產品若為國外

進口，需檢附進口證明文件或進口報關單。(3)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核發之醫療器材許可證明文件(含中文仿單)及相關製造證明文

件(內容應包含品名、規格、型號等)，證明文件若為外文，應另

附中譯本以供查證。(4)原廠出廠證明。(5)產品責任保險證明文

件。」惟均無相關現場查驗紀錄可稽，是否依規定現場查驗，請

予釐清。 

 

五、驗收階段： 

（一）法令條項款：「新北市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政府採購法第

71(驗收主持人)、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4條(驗收

日期)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6 條(驗收紀錄)  

（二）政府採購行為錯誤態樣：序號十二之（二）(驗收不實)   

（三）實際情形與稽核結果： 

1、主（會）計或有關單位監辦 

        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10 款

規定：「本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稱特殊情形，指合於下列情形之一，

且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者，得不派員監辦：…十、辦理

分批或部分驗收，其驗收金額未達公告金額。」 

A 案指派主驗人均採線上簽核，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主驗人後，以紙本文件加會政風室及會計室派員監辦，惟政風

室及會計室依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辦法第 5 條第 1 項

第 10 款規定不派員監辦，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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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 

         依新北市未達公告金額採購監辦辦法第 5條第 1項「主（會）

計或有關單位依本辦法辦理監辦，準用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

監辦採購辦法第 4條、第 7條及第 8條之規定」，再依機關主會計及

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監辦人員於完成監辦後，

應於紀錄簽名，並得於各相關人員均簽名後為之。無監辦者，紀錄

應載明其符合本辦法第 5條規定之特殊情形。」 

B 案 111 年 7月○日及 C案 110 年 9月○日驗收紀錄之監驗欄

位空白，漏未載明其符合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5

條規定之特殊情形。 

2、主驗人指派 

依政府採購法第 71 條規定，驗收時應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指派適當人員主驗，通知接管單位或使用單位會驗。機關承辦採購

單位人員不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或樣品及材料之檢驗人。 

經查 A 案經機關首長分別指派下列人員為主驗人：A 案張里幹事

○○(○○里、○○里、○○里)、陳里幹事○○ (○○里、○○里)、

洪里幹事○○(○○里、○○里、○○里)、李里幹事○○(○○里)、

林里幹事○○(○○里、○○里、○○里)、藍里幹事○○(○○里、

○○里)、古里幹事○○(○○里、○○里)、林里幹事○○(○○里)、

簡里幹事○○(○○里、○○里)、許里幹事○○(○○里、○○里、

○○里、○○里)、鄭里幹事○○(○○里、○○里、○○里)、陳里

幹事○○(○○里、○○里、○○里)、吳里幹事○○(○○里)、卓

里幹事○○(○○里、○○里)、葉里幹事○○(光正里)、柯里幹事

○○(○○里、○○里)、黃里幹事○○(○○里)、古里幹事○○(○

○里)、謝里幹事○○(○○里)、林里幹事○○(全安里)、柯里幹事

○○(○○里)。查 111 年 6 月○日○○里主驗人陳里幹事○○，未

經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次查 111 年 5 月○日驗收○○里

與 111 年 5 月○日驗收○○里，兩里互換主驗人未經首長或授權人

同意。其餘 B、C 等二案均經機關首長分別指派下列人員為主驗人：

B案謝課員○○、C案邵課員○○，與上開規定相符。 

3、驗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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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4 條規定：「採購之驗收，無初驗程

序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

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經查 A、B、C等三案，與上開規定相符。 

4、驗收紀錄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6 條規定：「機關依本法第七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製作驗收之紀錄，應記載下列事項，由辦理驗收人員

會同簽認。有監驗人員或有廠商代表參加者，亦應會同簽認：一、

有案號者，其案號。二、驗收標的之名稱及數量。三、廠商名稱。

四、履約期限。…驗收結果。…八、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

樣規定不符者，其情形。」。 

經查 A、B、C 案驗收紀錄之記載，除上述 B、C 案監驗欄位空

白外，尚符規定。 

伍、結論： 

經稽核結果就若干行政缺失，建議加強採購人員專業訓練，以建立正

確觀念及辦理程序，俾使採購行為更加嚴謹，避免重複性問題發生。 

陸、建議或糾正事項： 

一、 採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稽核小組辦理稽核監督，採

購機關應予協助或配合。」稽核小組召開第 1 次稽核監督會議，貴機關出

席人員主張非其承辦業務，不便說明。故召開第 2 次稽核監督會議，請相

關人員出席，惟後續補正資料亦延遲提供，建請改進。 

二、 A 案「投標廠商投標資格」與「投標廠商應繳之資格文件名稱」，互為錯

置，建議參考「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常用基本資格範例」妥為訂定。 

三、 C 案(醫療口罩)屬醫療器材之採購，為避免非合格廠商得標供應，衍生違

規經營業務等情事，請視個案需要妥為訂定投標廠商資格，及廠商應出具

之證明文件(例如醫療器材商許可執照)。 

四、 查 B 案之投標須知內容有使用印鑑之相關規定，經查採購處已修正投標須

知範本內之使用印鑑之相關規定(109 年 12 月版本)，爾後辦理新案建請

採用新版之投標須知範本，避免類此情形再發生。 

五、 A、B、C 等三案招標公告，申訴受理單位誤植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為「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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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A 案廣播系統設備需求規範書有規格要求，建議將規格訂定於投標須知

「規格文件準備須知/審查表」，於開標時進行審查。 

七、 查 C 案投標須知投標截止期限未填寫，受理廠商檢舉單位，漏列法務部調

查局、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

小組、新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之相關資訊。 

八、 C 案契約書第十八條(四)漏未載明履約爭議(調解及申訴)之機關名稱、

地址及電話。 

九、 A 案指派主秘(黃○○)擔任開標主持人，惟開標記錄由邱○○主任擔任開

標主持人，指派開標主持人與開標紀錄之開標主持人不一致 

十、 C 案開標與決標日不同，未於決標日再次查詢決標對象是否為拒絕往來廠

商。 

十一、 B 案決標公告之履約期限與契約第七條不一致。 

十二、 B 案需求規範六規定廠商應於履約標的全數安裝完成後，檢附文件供

機關抽點現場查驗，惟均無相關現場查驗紀錄可稽，請予釐清。 

十三、 A 案驗收政風室及會計室不派員監辦，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准，提請注意。B 案 111 年 7 月○日及 C 案 110 年 9 月○日驗收紀錄之監辦

欄位空白，漏未載明其符合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第 5 條規定

之特殊情形。 

十四、 A 案 111 年 6 月○日○○里主驗人，未經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次

查 111 年 5 月○日驗收○○里與 111 年 5 月○日驗收○○里，兩里互換

主驗人未經首長或授權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