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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牌投標，你知多少？  

 許文忠 

阿如準備國考多年，終於榜上有名，並且分到市政府某區公所承辦採購業務，

但是在上個月審查工程採購時，卻發現廠商的投標文件有重大異常情形，於是趕

緊報告標案主持人暫停開標程序，並由政風單位移送地檢署偵辦。後來才知道，

原來那家廠商是借牌投標。不過，什麼是「借牌投標」呢？法律責任為何？ 

政府機關辦理採購，為確保廠商具有足夠履約能力、專業技術與施工品質，

得依案件特性及實際需要，於投標文件訂定參標廠商基本資格，若屬特殊或巨額

採購，還可訂定特定資格，但倘不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投標資格之廠商，向符合資

格之廠商借用相關證件，並以該符合資格廠商名義投標，這就是所謂「借牌投標」

了！ 

借牌投標違法了嗎？是的，違反了《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 投

標廠商如果有「另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之情形，押標金得不予發還或追繳（採購法第31條第2項第2、8

款）、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決標並得追償損失（第50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及列為

不良廠商名單（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6款、2、第 103 條第 1 項）。 

此外，如有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行為人除有3年以下有期徒

刑， 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之外，並另針對廠商科以罰金（採購法第 87 

條第5 項、第 92 條）。雖然違反的法律效果處罰相當重，然工程會統計103年之

採購爭議案，在受理申訴列為不良廠商472案中，因借他人名義投標（含容許借

用本人名義）而刊登採購公報， 即高達196件，借牌投標似乎非常普遍。故機關

發現借牌投標，應依法追繳押標金、刊登採購公報及移送地檢察署偵辦，倘機關

認為事實尚查證，則可憑地檢署或法院審理結果處斷，實務運作上，並應注意工

程會作成的相關函釋： 

一、招標文件未載明不予發還及追繳押標金規定，可否依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為之？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並「得」

規定不正行為等不予發還及追繳之情形，倘招標文件規定須繳納押標金，卻漏未

載明押標金不予發還及追繳之情形，致廠商無從所得預見，基於信賴保護原則，

不僅不得追繳押標金，亦應查察有無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7條、第12條

及第13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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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涉嫌借牌投標罪，惟經檢察官處以緩起訴處分，採購機關後續處置

作為為何？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或第2款之情形，並未以司法機關起訴或判

決為要件，如依緩起訴處分書內容發現有是類情形，應依該條款為停權之處分，

並通知廠商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倘有繳納押標金者，並應追繳之。 

三、第一審法院判決無罪惟二審有罪定讞，機關得否為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

第6款處分？依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廠商犯第87條第5項經第一審為

有罪判決者，機關即應依規定程序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則第一審雖為無罪之判決，

後經判決有罪定讞者，基於舉輕明重原則，亦應審視有無符合第101條第1項第1 

款或第2款情形，並依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以免失衡並有違公共利益。 

四、機關為追繳押標金及刊登採購公報，其處分性質及時效為何？追繳押標

金係屬管制性不利處分，採購法並未規定行使時間限制，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131條第1項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之規定，因《行政程序法》未規定時效，類推適

用《民法》第128 條前段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另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之停

權處分（除第6款外，其他款未以司法有罪判決為要件）屬《行政罰法》第2條其

他種類行政罰，適用或類推適用《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3年裁處權時效，應依

第27條第2項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

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借牌投標乃廠商間合意且具高度私密及隱匿性，實務上常

以查無主觀上不法意圖而予不起訴處分，採購人員只能從客觀事實進行判斷，不

易取得行為人主觀犯罪故意。本文最後提出三點建議，期能有效事前防範與遏

止： 

一、加強審標及履約管理：廠商借用他人證件參標，於投標或履約過程中，

多有跡象可循，如有工程會所稱投標文件或押標金由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備具

或繳納等重大異常關聯情形；於履約期間，並應注意廠商有無違法轉包、代表出

席會議非得標廠商員工、技術設備欠缺或履約能力不足，或對於機關人員有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等情形。 

二、建立定期清查之機制：法務部雖曾於103年9月17日以法檢決字第

10304542420 號函，請各檢察機關將涉及採購法相關刑事案件之緩起訴處分書提

供採購機關，惟機關仍應建立定期清查機制，固定時間自行查詢「司法院法學資

料檢索系統」及向地檢署洽索緩起訴處分書，以免裁處權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檢視其他法律之適用：借牌投標之廠商除適用採購法外，若為營造業者，

亦適用《營造業法》第54條第1項及第2項，若為技師者，則適用《技師法》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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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2款及第19條第1項第1款，此外，倘係對於公務員違背或不違背職務之行為

行賄者，更應以《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及第2項處斷。 

                ──本文作者為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政風室主任 

 

繼承養父遺產後終止收養，法官不准！ 

 葉雲鵬 

一位未曾結過婚的退伍老兵，隻身一人獨居在桃園市。六、七年前念及自身

形單影隻，一旦撒手人寰，就斷了自家香火，因此有意收養男子一人為養子，用 

來傳承香火。消息傳開後，一位周姓男子登門表明自願為這位老兵的養子，延續 

老兵家的香火。雙方一談即合，辦妥收養手續後，周姓男子就正式成為老兵的養

子。去年十一月，老兵養父大限到來，在安養院中離開人世，周姓男子以養子身

分正式繼承了老兵的遺產，包括一幢房屋和新臺幣一百多萬元的撫卹金。這些錢

財到手後不滿一年。周姓男子就起了異心，要與養父老兵脫離收養關係。由於《民

法》規定，養父母死亡後，養子女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關係。周姓男子便根

據此項規定，具狀聲請法院准許終止其與養父之間的收養關係。自以為可以穩操

勝算的聲請，卻被承審法官用裁定將其聲請駁回。法官在駁回理由中指出：周姓

男子的老兵養父當年辦理收養時，目的是在延續自家香火，此點情形為周姓男子

所明知，卻在繼承養父的遺產後不滿一年，便要與死亡的養父終止收養關係，顯

然與當年收養之目的有違，此舉對已死的養父來說，自屬有欠公平！ 因此聲請

不予准許。 

國人對於後代香火的延續，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孟子即傳下「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的名言，也就是說為人子女不孝的情形有三種，而沒有後代是其中最 

嚴重的一種。因此，嚴守孝道的人，對此莫不牢記在心，在一夫一妻制的現行《民

法》頒行以前，經濟能力寬裕的男人，只要大老婆的肚皮不爭氣，沒為他生下一 

個寶貝兒子，便可頂著孟子的名言，名正言順為自己廣納三妻四妾，還可美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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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延續香火」，其他人看在眼裡，也覺得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不以為怪！《民

法》施行以後，那些打著「無後為大」旗號的人，雖然不能再明目張膽在家裡容

納妻子以外的其他女人，但在外面偷偷養「小三」，仍然大有人在。一些名流巨

賈辭世以後，在舉行盛大的告別式中出現親人從未見過的「孝子」、「孝女」，

穿著孝服參與祭拜的情事時有所聞。表面看來那是「認祖歸宗」的一番好事，其

實骨子裡仍蘊藏著對遺產分一杯羹的念頭。很多情形最後只有勞煩司法介入，才

能將事情擺平。有些遠離生育年齡，經濟也不算很寬裕的人，結婚、納「小三」

都已與他無緣，想憑著自己的能力生個寶貝兒子，這輩子已經無所指望，那只有

退而求其次，收養別人家所生的子女，作為自己的養子女。 

《民法》為順應潮流，在「親屬編」第三章「父母子女」章中，納有「收養

制度」。收養子女本質上屬於親屬法上的契約行為，在契約自由之下，只要收養

的一 方，與出養的一方，對於收養的條件達成合意，收養契約即應成立。但我

國《民法》為維護善良風俗，防止以收養之名達到「販賣人口」之實的不法情事

發生，除了以法條嚴訂各項收養的條件以外，並於第一千零七十九條中規定「收

養應以書面為之」，不可用口頭說說就算，並應向法院聲請「認可」。也就是說，

整個收養契約，要經過法院就收養者與被收養者的身家狀態、年齡的差距是否符

合《民法》的規定、收養的動機與目的等等，都查無其他異常狀況才會給予核准，

使收養發生效力。周姓男子與老兵養父的收養契約，應該是通過層層考驗，契約

本身的成立，該無任何問題；只是，契約是當事人訂立的，效力只存於當事人本

身，一旦契約的一方當事人主體消失，讓收養契約效力繼續發生，對生存的契約

另一方當事人，也不算是公平？ 

於是，在各方紛有修法聲音的情況下，立法院終於循應民情三讀通過《民法》

親屬編的修正案。於九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經總統發布的修正法條，其中新增的

《民法》第一千零八十條之一，正是針對收養者死亡後解決問題的法條。該條文

第一項明定：「養父母死亡後，養子女得聲請法院許可終止收養。」過去養父母

死亡，無從解決的收養關係，從此有了解決的途徑。途徑雖然有了， 但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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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向法院提出終止收養，百分百的聲請都要給予准許。因為同條第四項又訂有：

「法院認終止收養顯失公平者，得不許可之。」有了這項規定，法院對於聲請的

案件不是蓋個橡皮印章而已，必須要進入實質的嚴格審查。也就是說要將終止收

養後，收養者與被收養者的得失，分別放置在天平秤上加以衡量，終止收養後如

果發生其中一方所得的權益，遠勝過另一方，那就是顯失公平。法院基於維護公

平正義，對這種聲請可以不予准許。周姓男子的聲請案件經法院衡量後，認為老

兵養父當年是為了延續香火而收養作為目的，一旦收養終止此目的即不存在。而

聲請的周姓男子在收養關係終止後，便可回復本姓，堂而皇之回到生父身邊，繼

續作他的兒子，一旦生父過世，還可繼承遺產。養父方面則毫無所得，兩相比較，

終止收養對養父顯然有失公平！因此受到駁回的裁定。  

這件收養關係雖然獲得正義法官的支持，暫時得到緩解。但收養關係只能存

在當事人之間，被收養者雖然較收養者年輕，也有回歸道山的一日，當兩人都離 

開入世，收養關係也就自然消失。收養者當初為了延續香火收養他人為養子的目

的，也就無從達到！沒有子嗣繼承香火的人，不妨換個想法，生前將財產捐贈給

那些辦妥法人登記、著有聲譽的公益、慈善團體，由他們代為長長久久地行善，

效益該遠勝於收養子女！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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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台電公司林口核能訓練中心收賄案 

 

 

 

 

 

 

 

 

 

 

 

 

 

 

台電林口核能訓練中心爆發採購、營繕弊案！由台電發包的林口核能訓練中

心採購案，採購金額超過五億，檢方發現廠商為了順利通過驗收，涉嫌行賄，包

含廠商和公務員共有十八人涉案。而廠商為了誘使核能訓練中心的公務員，在驗

收時放水，不僅送上白花花的鈔票，還帶他們去酒店，請來最美的紅牌坐檯，現

金和美人計雙重攻勢之下，果然讓核能訓練中心負責採購的公務員一個個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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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氣氛凝重，內部員工超低調，台電林口核能訓練中心爆出弊案，高層收

受賄賄賂，還喝花酒圖利廠商。24日清晨六點，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就帶隊上門

搜索，將相關證物以及涉嫌收賄的員工一併帶回新北市調處訊問。 

 

霓虹燈轉阿轉，五光十色的聲色場所竟然成為，台電林口核能訓練中心人員

和廠商橋事情的地點。上酒店喝洋酒、叫小姐，態度還相當囂張，非得指定紅牌

來陪酒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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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調查，從 2012年開始，台電林口核能訓練中心包含營建、採購以及修

繕等招標案子，廠商為了順利得標，進行行賄，不只喝花酒，還招待出國旅遊，

就為了在驗收放水、輕易過關，非法牟利破五億元。 

 

行賄廠商遍及全台，從台北、新北、桃園、台南、高雄等，檢調分頭進行到

23處搜索，約談十六名嫌疑人和兩個關係證人，這之中最高層級連採購部門經

理也淪陷收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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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己私利驗收放水，公家單位員工要喝、要拿、還要玩，現在檢方依違

背職務、行收賄等罪嫌進行偵辦，要把全案查個清楚。 

──摘自 2015.3.24三立新聞網 

 

公務員赴大陸違常案例宣導系列之七 

 政風室編撰 

 案情概要 

○○縣某公所某位臨時人員，於 103年間未向該公所申請核准，即

赴大陸地區旅遊觀光，且返臺後亦未填寫「返臺意見反映表」。 

 違規違常原因分析 

一、該員身分係為臨時人員，尚非「簡任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

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之適用人員。 

二、 惟依○○縣政府 103年 3月函示略以，該府暨所屬機關之約聘僱人員、

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等非正式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亦應等同正式公

務人員，詳填「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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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經核可後始得赴大陸地區。。 

 處分情形 

經查該員赴陸旅遊之行為時點，係發生於該府 103年 3月函示之前，惟

該員行止仍有失當之處，爰由該公所考績會審議結果核予口頭告誡，

以為警惕。 

 檢討及策進作為 

一、 本案發生後，該府即以 103年 3月函示該府暨所屬機關之約聘僱人員、

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等非正式公務員赴大陸地區，亦應等同正式公務

人員，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 

二、 基於前開函示應能協助機關有效落實赴陸相關管理機制，建請聘有臨時

人員之行政機關得考量比照辦理。 

 政風室叮嚀：年節將屆，請各位同仁若赴大陸旅遊、探親，

務必至「局內網-檔案下載-人事室」下載並填具「赴大陸地

區申請表」，以免受懲。 

 

 

 

知名網路賣場外洩！詐騙案增加~ 

 

刑事局今天說，經 165 專線統計，歹徒假冒網路賣場「shopping99、HITO

本舖、四方通行旅遊網」詐騙，謊稱買家下錯訂單或刷卡致分期付款，誘騙

民眾到 ATM匯款，呼籲民眾注意。 

刑事局 165反詐騙專線統計發現，近期因網路商家個資外洩，衍生詐騙

案有增加趨勢，從 11月 30日至 12月 6日止，民眾來電舉報網路賣場「解

除 ATM分期付款」詐騙案，前三名依序為「shopping99、HITO本舖、四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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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遊網」。 

警方分析發現，詐騙集團鎖定部分商家，由駭客駭入管理系統取得用戶

交易資料進行詐騙，手法為「謊稱下錯訂單超過 12次或店員刷卡錯誤造成

分期付款」，誘騙民眾至 ATM操作匯款。 

刑事局研判歹徒疑似竊取民眾交易資料，且利用網路賣場及銀行下班後

未能取得聯繫漏洞，導致民眾無法查證而被害。 

經 165專線統計，被害人多半為年輕學生或上班族，且詐騙來電都在晚

間 6時至深夜 12時，提醒民眾如接獲疑似賣場來電表示訂單錯誤或設定分

期付款錯誤情形，一定是詐騙，切勿聽信歹徒指示前往 ATM匯款。 

刑事局建議，疑似個資外洩的網路賣場，應明確告知消費者恐有個資被

盜情形，並立即更改帳號、密碼慎防詐騙，已配合經濟部商業司對高風險網

路賣場實施定期行政查訪，要求業者落實資安防護措施並延長客服時段，如

無法達到要求，將由主管機關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開罰。。 

──本文摘自「聯合新聞網」 

 

 

新車竟缺 3配備 削客萬元 

新北市劉先生表示，去年十一月他在滙豐汽車土城展示中心，購買一輛「COLT 

PLUS」轎車，當時業務人員拿出「車型、車價速見表」向他介紹不同版本的規格

配備，他選購售價六十四萬一千元的「豪華影音安全版」，售價內容包含「歌樂

旺影音五合一」、「HUD抬頭顯示器」、「Auto Lock車門自動上鎖」等配備，

並在十一月中完成交車。  

不過劉先生說，十二月初，經朋友提醒，車上的影音系統並非「歌樂旺影音

五合一」的介面，詳查才知，原來影音系統屬其他廠牌，且價格較低。因心存疑

慮，他再仔細比對當初的車型、車價速見表與自己實車配備，驚覺還缺少抬頭顯

示器及車門自動上鎖功能，總共少二樣配備及一樣配備被換成其他便宜廠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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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業務人員欺騙，「真是太誇張了！」 

對此，製造商中華三菱統一發言表示，交車時因指定影音系統太搶手而缺貨，

業務人員擅自更換成較便宜約五千元的他牌影音系統，還遺漏未裝抬頭顯示器與

車門自動上鎖配備，三項配備價值共約一萬一千元，除了會補齊車主應有的配備

外，願另行補償，並加強稽核，避免類似情形再發生。 

劉先生則說，已對業者失去信任，暫不接受業者補償，會向消保官申訴。  

新北市主任消保官王治宇指出，業務人員應如實依約交付汽車配備，業者須

檢討改善，假如消費者有其他損失，可舉證求償，或向消保官申訴，電話：手機、

市話直撥一九五○。 

──本文摘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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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寒流週六（廿三日）起將襲台，不僅濕冷還挾帶空污！ 

呼應美日氣象單位傳出這波寒流恐將使得北台降雪，氣象局昨又再度下修全台氣溫，最冷時間

將落在廿四日晚間到廿五日清晨，北部低溫預計僅五度，中南部與花蓮低溫也不到十度，較空曠的

新北市貢寮地區，體感溫度甚至會到零下二度，北市陽明山則可能在暌違七年後再次降下瑞雪。 

氣象局預報入冬首波寒流將來襲，昨日氣溫已經明顯下降，愈晚愈覺冷冷寒意，民眾厚外套、圍巾、

口罩紛紛上身。  

氣象局預報入冬首波寒流將來襲，昨日氣溫已經明顯下降，愈晚愈覺冷冷寒意，民眾厚外套、

圍巾、口罩紛紛上身。 

冷氣團也帶來嚴重空污，北部、南部及離島昨日測到細懸浮微粒 PM2.5濃度都飆破「紫爆」危

險等級，馬祖和東引兩測站測得濃度更雙雙飆破一百二十微克／立方公尺，是全台去年入冬以來境

外污染物襲台最嚴重一次，北北基六測站也出現七十微克以上空污，境外污染主要由中國華東經浙

江福建而來。環保署警告，預計週末襲台的寒流也將帶來境外空污，民眾仍須注意防護、減少外出。 

這波入冬以來最強冷氣團預計週六來襲，氣象局指出，廿四日晚間到廿五日清晨將會是最冷時

候，目前預報各地最低溫分別為：台北市六度、北部五度、中部地區七度、南部地區八度、宜蘭六

度、花蓮八度。 

若在空曠處再加上風的影響，民眾體感溫度恐會再降個三度上下。以新竹市為例，預估廿四日

當天氣溫最低五度，但體感溫度將降到一到三度；新北市貢寮區當天氣溫預估五度，但體感溫度最

低還可能到零下二度。提醒民眾一定要注意保暖，農作物也需防範寒害。 

昨日一度傳出一○一大樓已可看到飄雪，氣象局趕忙釐清不可能、是誤傳；但氣象局表示，這

波寒流威力強大，一千公尺左右山頭就會下雪，甚至台北也有機會看到降雪，陽明山因溫度低、水

氣夠，不排除會降雪。陽明山管理處表示，若真的下雪，是陽明山於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下雪、

暌違七年後再度下雪，預估大屯山、七星山、竹子山山頭將成白頭。 

不只台灣，鄰近中國、日本、韓國也早都傳出風雪警訊，中國預報廿三日中國南方就將出現大

範圍雨雪冰凍天氣。氣象局分析，這波大範圍的冷空氣與北極震盪有關係，但主因還是在於原本位

於北方高緯度的冷空氣結構改變，擴散到低緯度的南方，因而形成突然低溫。 

──摘自 105.01.20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