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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十一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10600281840  

號令修正發布第 7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政府採購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機關以公開客觀評選方式委託廠商提供資訊服務，服務費
用在公告金額以上者，其廠商評選與服務費用之計算方式
，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所稱資訊服務，指提供與電
腦軟體或硬體有關之服務；包括整體規劃、系統整合、系
統稽核、系統管理、網路管理、軟體開發、軟體驗證、軟
體維護、硬體維護、硬體操作、機房設施管理、備援服務
、網路服務、顧問諮詢、資料庫建置、資料處理、資料登
錄或訓練推廣等服務。 

第 四 條  機關辦理重大新興資訊業務或重大設備汰舊換新，得以整
體委外服務方式，委託廠商提供電腦軟硬體、通信設施、
人力及技術等之整體性資訊服務。 

第 五 條  機關委託廠商承辦資訊服務，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其招
標文件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載明下列事項： 
一、服務之項目及工作範圍。 
二、廠商所應具備之電腦軟硬體、通信設施、資訊人力、

經驗或實績等資格或資源及應檢附之文件。 
三、機關現有資訊作業環境及相關電腦軟硬體或通信設施。 
四、工作時程。 
五、涉及材料、設備或成品之供應者，其規格。 
六、驗收項目及標準。 
七、計價及付款方式。 
八、廠商應提出資訊服務建議書之內容。如主要工作項目

之時程、數量、價格、計畫內容、章節次序或頁數限
制等。 

九、智慧財產權之歸屬。 
十、廠商於評選時須提出簡報者，其進行方式。 
十一、評審項目、評審標準及評選方式。 
十二、與評選優勝廠商議價及決標原則。 
十三、其他必要事項。 

第 六 條 機關委託廠商承辦資訊服務採整體委外服務者，應審度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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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需求，確立整體委外服務水準，並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
要，於招標文件除載明前條所列事項外，應另行載明下列
事項： 
一、機關組織職掌及施政目標。 
二、整體委外服務目標。 
三、整體委外服務項目及範圍。 
四、整體委外時程及契約期間。 
五、整體委外服務需求： 

(一)資訊及通信需求。 
(二)作業功能需求。 
(三)資訊安全及機密維護需求。 
(四)變更處理需求。 
(五)稽核作業需求。 
(六)品質保證需求。 
(七)其他重要需求事項。 

六、整體委外作業服務水準： 
(一)資訊系統運作服務水準。 
(二)電腦軟硬體及通信設施維護服務水準。 
(三)系統整體服務水準。 
(四)變更服務水準。 
(五)其他資訊作業服務水準。 

七、整體委外服務提供方式。 
八、績效衡量指標。 
九、機關現有資訊作業環境及電腦軟硬體、通信設施及資

訊人力等各項資源。 
十、機關資訊人員轉任與權益保障。 
十一、過渡作業計畫。 
十二、廠商應提出資訊服務建議書之內容。如專業技術、

服務水準、服務提供方式、機關資訊人員轉任及權
益保障、專案組織及管理、財務安排、過渡作業計
畫、計費方法、主要工作項目之時程、數量、價格
、計畫內容、系統潛伏問題之處理、章節次序或頁
數限制等。 

十三、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第四款整體委外時程及契約期間，最長不得逾十年。 
第一項第五款第四目變更處理需求，應含因政策或法規之
變更或資訊科技之進展，而需變更服務內容或項目時之處
理方式及計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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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九款之機關現有電腦軟硬體及通信設施，其所有
權將移轉予得標廠商者，前條第八款之價格應分別載明該
現有電腦軟硬體及通信設施之折價及契約期間之費用後綜
合計算。 

第 七 條  第五條第十一款評審項目，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視個
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載明下列事項： 
一、廠商所具備或提供之電腦軟硬體、通信設施、資訊人

力、經驗或實績等資源或資格。 
二、廠商之專業技術能力。 
三、廠商之品質保證能力。 
四、計畫主持人及主要工作人員之經驗及能力。 
五、廠商之資訊安全及機密維護能力。 
六、如期履約能力。 
七、廠商之支援及維護能力。 
八、價格。 
九、教育訓練之提供。 
十、計畫執行方式。 
十一、建議書之完整性、可行性及對服務事項之瞭解程度。 
十二、其他必要事項。 
機關採購軟體開發服務，前項第二款所定廠商之專業技術
能力，得包括在零成本或低成本之前提下，提供可自由存
取、使用、修改及散布之共通性應用程式介面開發或整合
能力。 

第 八 條  第五條第十一款評審項目，於資訊整體委外服務，除前條
及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視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
件載明下列事項： 
一、廠商之人力資源規劃與運用計畫。 
二、廠商之專案計畫管理能力。 
三、廠商之財務能力。 
四、廠商過渡作業之計畫管理能力。 
五、重大附加效益。 
六、廠商誠信履約之風險評估。 

第 九 條 機關公開徵選廠商承辦資訊服務之評選，其招標文件訂有
廠商資格者，應先審查資格文件。資格不合於招標文件之
規定者，其他部分不予審查。 
機關評選結果應通知廠商，對未獲選者並應敘明其原因。 

第 十 條 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優勝廠商，得不以一家為限。 
前項評選作業，準用本法有關最有利標之評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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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機關與評選優勝廠商之議價及決標，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
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優勝廠商為一家者，以議價方式辦理。 
二、優勝廠商在二家以上者，依優勝序位，自最優勝者起

，依序以議價方式辦理。但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
勝序位者，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第 十二 條  前條決標，應依下列規定之一辦理： 
一、招標文件已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率者，依該服務費

用或費率決標。 
二、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服務費用或費率者，其超底價決

標或廢標適用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五十四條之
規定。 

機關依前項第二款訂定之底價，適用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
。議價廠商之標價合理且在預算金額以內，無減價之需要
者，機關得依其標價訂定底價，照價決標。 

第 十三 條 機關委託廠商承辦資訊服務，其服務費用之計算，應視資
訊服務類別、性質、規模、工作範圍及工作期限，就下列
方式擇符合需要者訂明於契約： 
一、總包價法或單價計算法。 
二、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 
三、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依前項計算之服務費用，應參酌一般收費情形核實議定。
其必須核實另支費用者，應於契約內訂明項目及費用範圍
；契約未規定者，不得另為任何給付。 

第 十四 條  總包價或單價計算法，適用於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服務
費用之總價可以正確估計或可按服務項目之單價計算其總
價者。 

第 十五 條 按月、按日或按時計酬法，適用於工作範圍小，或工作範
圍及內容無法明確界定，致總費用難以正確估計者。 
前項服務費用，薪資之計算得為下列方式之一；薪資以外
之其他費用，可另行計算給付。 
一、採按月計酬法者，每月薪資可按契約所載工作人員月

薪計算。 
二、採按日計酬法者，每日薪資可按契約所載工作人員日

薪計算。 
三、採按時計酬法者，每時薪資可按契約所載工作人員時

薪計算。 
第 十六 條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適用於計畫性質複雜，服務費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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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預估或履約成果不確定之服務案件。 
前項服務費用，得包括下列各款費用： 
一、直接費用： 

(一)直接薪資：包括直接從事資訊服務工作之專案經
理、系統分析、程式設計、系統管理及機器操作
人員之實際薪資，另加實際薪資之一定比率作為
工作人員不扣薪假與特別休假之薪資費用；非經
常性給與之獎金；及依法應由雇主負擔之勞工保
險費、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全民健康保險
費、勞工退休金。 

(二)管理費用：包括未在直接薪資項下開支之管理及
會計人員之薪資、保險費及退休金、辦公室費用
、水電及冷暖氣費用、機器設備及傢俱等之折舊
或租金、辦公事務費、機器設備之搬運費、郵電
費、業務承攬費、廣告費、準備及結束工作所需
費用、參加國內外資訊會議費用、業務及人力發
展費用、研究費用或專業聯繫費用及有關之稅捐
等。但全部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直接薪資扣除非經
常性給與之獎金後之百分之一百。 

(三)其他直接費用：包括執行委辦案件工作時所需直
接薪資以外之各項直接費用。如差旅費、加班費
、資料收集費、專利費、操作及維護人員之代訓
費、電腦軟硬體及通信設施之租費及製作程式費
或圖表報告之複製印刷費及有關之各項稅捐、會
計師簽證費用等。 

二、公費：指廠商提供資訊服務所得之報酬，包括風險、
利潤及有關之稅捐等。 

三、營業稅。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工作人員不扣薪假與特別休假之薪資費
用，得由機關依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明定為實際薪資之一
定比率及給付條件，免檢據核銷。但不得超過實際薪資之
百分之十六。 
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得由機關依實
際需要於招標文件明定為實際薪資之一定比率及給付條件
，檢據核銷。但不得超過實際薪資之百分之三十。 
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依法應由雇主負擔之勞工保險費、積
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費、全民健康保險費、勞工退休金，
由機關核實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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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第二款公費，應為定額，不得按直接薪資及管理費
之金額依一定比率增加，且全部公費不得超過直接薪資扣
除非經常性給與之獎金後與管理費用合計金額之百分之二
十五。 

第 十七 條 機關委託廠商承辦資訊服務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者，得於
招標文件規定得標廠商服務費用降低或實際績效提高時，
得依其情形給付廠商獎勵性報酬。 
前項獎勵性報酬之給付方式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文件中訂
明： 
一、屬服務費用降低者，為所減省之契約價金金額之一定

比率。 
二、屬實際績效提高者，依契約所載計算方式給付。 
前項第一款一定比率，以不逾百分之五十為限；第二款給
付金額，以不逾契約價金總額或契約價金上限之百分之十
為限。 

第 十八 條 機關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者，應於契約訂明下列事項： 
一、廠商應記錄各項費用並提出憑證，機關並得至廠商處

所辦理查核。 
二、成本上限及逾上限時之處理。 
前項第一款憑證，應包括各項費用之發票、收據、紀錄或
報表；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憑證得為影本。 

第 十九 條 廠商之服務費用，得於契約規定於訂約後預付一部分，其
餘按月或分期支付。但各次付款金額及條件應予訂明。 
前項預付一部分者，以不逾契約價金總額或契約價金上限
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第 二十 條  機關委託廠商承辦資訊服務，其履約期間在一年以上者，
得於契約內訂明自第二年起得隨物價指數調整契約價金，
並敘明其所適用之調整項目、調整方式及調整金額上限。 

第二十一條 機關委託廠商承辦資訊服務，應於招標文件規定得標廠商
資訊服務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
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前項權利，機關得視需要取得部分或全部權利或取得授權。 

第二十二條  機關委託廠商承辦資訊服務，非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九款辦理者，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