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程序說明表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承辦單位
作業程序說
明

JP19
統包作業
需求、使用單位或採購單位
一、 機關得基於效率及品質之要求，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
施工、供應、安裝或一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一採購契約，以
統包辦理招標。
二、 辦理統包前評估事項：
（一） 考量機關之人力與能力是否足以勝任統包案之審查及管
理工作。
（二） 機關因專業人力或能力不足，宜及早委託專案管理廠商
協助辦理規劃、基本設計、評估採用統包之可行性、研
擬統包招標文件、細部設計審查、施工督導與履約管理、
驗收結算等工作。
三、 招標：
（一） 採購金額在公告金額以上者，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採購
法）第 19 條規定，除依採購法第 20 條選擇性招標及第
22 條限制性招標辦理者外，須以公開招標之方式辦理。
未達公告金額之採購，得依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
招標辦法規定辦理。但直轄市、縣（市）政府已依採購
法第 23 條規定訂有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者，從其
規定。
（二） 依採購案件之特性及實際需要，訂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
格，詳如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2
條至第 4 條規定。其屬特殊或巨額採購者，依該認定標
準第 5 條規定，擇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
（三） 評估是否允許一定家數內之廠商共同投標，並於招標文
件載明。
（四） 撰寫機關需求書，作為招標之依據，並將統包實施辦法
第 6 條規定內容，及細部設計審查事項、權責與所需時
程，載明於需求書中，列為招標文件之一。
（五） 參考統包招標前置作業參考手冊，訂定投標廠商服務建
議書撰寫內容，並納入評選或評分項目，落實審查。
（六） 訂定招標文件時，應包括統包實施辦法第 6 條至第 9 條
規定及統包作業須知第 6 點所載事項，並以採用採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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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
（七） 視統包案件之規模、複雜程度及性質，考量廠商準備投
標文件所需時間，合理訂定等標期，不宜逕以招標期限
標準規定之下限期限定之。
（八） 如屬查核金額以上之工程採購，除有特殊情形外，依公
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度實施要點，於公告招標前
辦理招標文件公開閱覽。
四、 決標：
（一） 統包採購甄選廠商之程序涉及審查廠商提出之設計、圖
說、計畫之優劣，屬異質採購，其決標原則，依個案特
性採最有利標，或依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64 條之 2 規定辦
理。
（二） 採用最有利標決標之統包案件，應依採購法第 56 條、最
有利標評選辦法規定辦理；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
依「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利標決標作業要點」於招
標前提報採購審查小組審查。另機關如已依相關補助規
定決定採最有利標決標，且無其他需協助審查事項，免
再依「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利標決標作業要點」提
報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三） 其他作業程序，參照 JP02 訂定底價、JP03 開標作業、
JP04 審標作業、JP05 減價作業、JP06 決標（適用最有
利標決標）、JP09 決標（評分及格 最低標）。
五、 履約管理及驗收：
（一） 機關或專案管理廠商應落實履約階段之設計審查作業，
避免發生廠商圖說過於簡略、缺漏，而機關仍接受其圖
說並同意施工之情形。
（二） 統包廠商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與契約所附詳細表有減
少者，其金額不予給付。但可證明移作其他變更項目之
用者，不在此限。
（三） 統包契約所附詳細表所列項目及數量係由廠商自行提
列，其結算，不適用一般工程慣用之「個別項目實作數
量較契約所定數量增減達一定比率以上時，其逾一定比
率之部分，得以變更設計增減契約價金」方式。實作數
量之減少，以有正當理由者始得為之。
（四） 統包工程採購主辦機關、監造單位與專案管理廠商之權
責劃分，請參考「統包模式之工程進度及品質管理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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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重點

手冊」第二章及「公共工程履約權責劃分及管理應注意
事項」附表一。
（五） 機關對於統包得標廠商，應督促其切實履行契約，不得
任意變更。
（六） 其他作業程序，參照 JP10 履約管理、JP11 驗收。
六、 其他：
（一） 統包案完成後如需維護管理者，其設計應包含未來維護
管理計畫，並依廠商履約結果作適當修正，移交維護管
理單位。
（二） 機關如將營運或代操作事項納入統包範圍，其涉及經營
權利金額度者，應經財務分析，妥為訂定，並注意廠商
營業支出項目是否合理，善盡監督管理職責。為使統包
廠商履行長期可靠度與保固責任，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載
明長期營運或代操作之期間、績效目標、契約價金、收
費基準等條款。
（三） 機關辦理統包工程，如有廠商規劃、設計錯誤、監造不
實或管理不善情形，除依採購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追償
機關遭受之損害外，其屬承辦建築師、技師或工程技術
顧問公司之責任者，應另檢視是否足以依建築師法、技
師法或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理條例提報主管機關予以懲
戒、處罰。
（四） 其他作業程序，參照 JP13 發現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
置、JP14 發現機關人員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
一、評估是否委託專案管理廠商協助辦理統包案件。
二、招標方式及決標原則符合法令規定。
三、依法訂定投標廠商資格。
四、招標文件包括主辦機關需求書，並符合統包相關規定。
五、成立採購評選（審查）委員會、工作小組及訂定評審標準（審
查基準）
。
六、採用採購法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
七、辦理公開閱覽。
八、等標期訂定符合法令規定，並考量廠商備標所需時間。
九、依「JP02 訂定底價」
、
「JP03 開標作業」
、
「JP04 審標作業」
、
「JP05
減價作業」、「JP06 決標（適用最有利標決標）」、
「JP09 決標（
評分及格 最低標）
」
、
「JP10 履約管理」
、
「JP11 驗收」
、
「JP13 發
現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之處置」
、「JP14 發現機關人員違反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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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依據

使用表單

採購法之處置」等作業檢視其控制重點。
一、 政府採購法第 24 條、第 25 條。（105.01.06）
二、 統包實施辦法 （101.09.24）、共同投標辦法 （96.05.22）。
三、 統包作業須知 （103.10.24）、統包招標前置作業參考手冊
（105.04.01）、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度實施要點
（102.09.23）。
四、 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利標決標作業要點、機關採購審查小
組設置及作業要點（105.09.23）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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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控制作業自行評估表
年度
評估單位：需求、使用或採購採購單位
作業類別（項目）
： 統包作業
評估期間：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評估日期：
評估情形

控制重點

落實 部分
落實

未落實 未發生 不 適
用

一、 統包作業有無評估是否
委託專案管理廠商協助
辦理統包案件。
二、 招標方式及決標原則是
否符合法令規定。
三、 是否依法訂定投標廠商
資格。
四、 招標文件是否包括主辦
機關需求書，並符合統
包相關規定。
五、 是否依規定成立採購評
選（審查）委員會、工
作小組及訂定評審標準
（審查基準）
。
六、 是否採用採購法主管機
關訂定之範本。
七、 是否辦理公開閱覽。
八、 等標期訂定是否符合法
令規定，並考量廠商備
標所需時間。
九、 是否依 JP02 至 JP06、
JP09 至 JP11、JP13 及
JP14 等作業檢視其控制
重點。
填表人：

複核：

JP19-5

年

月
改善
措施

日

註：1.機關得就 1 項作業流程製作 1 份自行 評估表 ，亦得將各項作業流程依性質
分類，同 1 類之作業流程合併 1 份自行 評估表 ，就作業流程之控制重點納
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欄勾選「落實」
、
「部分落實」
、
「未落實」
、
「未
發生」或「不適用」
；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
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不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令規定或作法已
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遇有
「部分落實」、
「未落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不適用」情形，於改
善措施欄敘明需採行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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