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度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 
正修科技大學辦理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計畫簡章 

地址：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中心) 
電話：(07)7358800 轉 2721(胡瑋薇、蔡佩璇) 
傳真：(07)7329254 

壹、 依 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發布之「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考試訓練發證及管理辦法」及「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計畫」。 

貳、 目 的：為充實採購專業人員知識，提升政府採購效率及品質，預防採購缺失之

發生，並建立採購專業人員管理制度，落實採購專業人員辦法之規定。 

參、 主辦單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肆、 訓練單位：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中心 

伍、 開課時間： 
(一) 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班: 

 
 
 
 
 
 
 
 

(二) 採購專業人員進階訓練班: 
期別 班別 課程起訖 授課時間 
111-1 假日班 

(視訊課) 
111 年 09 月 17 日~10 月 22 日 每週六、日 

＊ 電子採購實務及期末測驗以假日為原則。 
＊ 國定假日不排課，上課時間視情況有些許異動，正確時間以實際公告為主。 
＊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授課方式

視情況改採線上教學授課，實體課將會配合防疫措施辦理授課。 
視訊課程注意事項： 

＊ 使用 GoogleMeet 軟體。 
＊ 電子採購實務、期末測驗仍以實體方式進行。 

期別 班別 課程起訖 授課時間 
111-1 假日班 111 年 04 月 16 日~06 月 11 日 每週六、日 
111-2 平日晚間班 111 年 04 月 26 日~06 月 25 日 每週二、三、四 
111-3 假日班 

(視訊課) 
111 年 07 月 02 日~08 月 13 日 每週六、日 

111-4 平日晚間班

(視訊課) 
111 年 07 月 06 日~09 月 03 日 每週二、三、四 

111-5 平日晚間班 
(視訊課) 

111 年 09 月 20 日~11 月 19 日 每週二、三、四 



＊ 報名學員需具備筆記型電腦(或手機、平板)等具備攝影鏡頭、喇叭、麥克風…
等相關視訊課程所需硬體設備。 

＊ 視訊課程一律須開啟鏡頭以利控管出缺勤狀況。 
＊未具備相關軟硬體設備及未能配合開啟鏡頭者，請勿報名視訊課期別＊ 

陸、 名額: 
基礎班：每班 80 人。 
進階班：每班 50 人。 

柒、 課程內容與時數： 
1.基礎訓練班授課時數為 70 小時，課程內容如後所示。 
2.進階訓練班授課時數為 50 小時，課程內容如後所示。 

捌、 受訓資格： 
基礎班：以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之採購人員，或即將辦理採購業務之人

員（含受機關補助之法人團體之採購人員）為優先。 
非屬機關人員亦得參加。 

進階班：未取得採購專業人員基本資格者，不得參加進階訓練。 

玖、 實體課程上課地點： 
 正修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九樓 多功能研討教室(03C0904)。 

壹拾、 出勤考核: 
1. 受訓學員應於各項課程上課前簽名，課程結束後簽退。學員應固定座位，如發

現曠課或冒名頂替者，該項課程以零分計。 
2. 全天上課之下午課程開始時須簽到。 
3. 上課遲到逾 20 分鐘者，該節次視為缺課 1 小時。遲到 20 分鐘以內者，記遲

到 1 次；累計遲到 3 次者，視為缺課 1 小時。 
視訊課：上課時依規定連結簽到及簽退，點名時需開啟鏡頭供截圖。 

壹拾壹、 考試規定： 
1. 參訓人員未能於原報名班別修畢全部課程者，得分期選課，俟全部課程修畢

後，方得參加期末考評。惟應自首次受訓班別結訓次日起一年內修畢全部課程

並完成考試，否則視同放棄。 
2. 缺課時數（含事假、病假、公傷假、喪假、公假等各種假別）逾全部課程十分

之一者，不得參加考試。 
3. 期末綜合測驗考試時間為 4 小時。 
4. 訓練結束後應於 2 星期內舉辦考試，基礎訓練課程試題由工程會建立考試題



庫，公開於工程會網站，並由工程會統一命題。  
5. 考試以筆試方式，試題型態包括是非題及選擇題。其中是非題所占分數比重，

基礎訓練班不逾 50%，進階訓練班不逾 30%。考試方案如後所示。 

壹拾貳、 成績考核: 
1. 考試成績以總滿分得分 70%以上為及格。但依課程分別辦理考試者，個別課

程不得有 0 分之情形。 
2. 考試成績不及格者，得申請補考。不及格之參訓學員以參加原代訓機關

（構）其他班別之考試，或由原代訓機關（構）協調至其他代訓機關（構）

之考試一併辦理，且應就全部課程補考，而非僅就不及格之課程補考。 

壹拾參、 證書核發： 
1. 各班之期末考評後，代訓機關於 20 日內提送結案報告至工程會，工程會原則

上將於 20 日內完成及格證書之製作，請代訓機關（構）轉發。 
2. 應考人有專業人員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發證。 
＊ 冒名頂替者。 
＊ 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者。 
＊ 不具備應考資格者。 
＊ 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考試發生不正確之結果者。 
＊ 前項不予發證之情形，於發證後發現者，撤銷其資格，並註銷其及格證書。 

壹拾肆、 課程費用： 
1. 基礎班： 

實體課:每人收費新台幣 7,500 元整。 
視訊課:每人收費新台幣 7,200 元整。(僅限全程視訊課程之期別) 

2. 進階班： 
每人收費新台幣 6,500 元整。 

3. 團體報名： 
十個人以上（含）註冊費每人減收新台幣 500 元整。 
五個人以上（含）註冊費每人減收新台幣 300 元整。 
三個人以上（含）註冊費每人減收新台幣 200 元整。 

4. 學費包含政府採購法規彙編書籍乙本、題庫及上課用講義。 
 

壹拾伍、 報名及繳費方式： 
 報名日期： 

即日起開始受理報名，依收到報表正本為主，額滿截止。 



 報名方式：請將以下報名所需文件備妥，郵寄或親自繳至本校。 
＊最近三個月內之二吋照片三張（背面請附註姓名）。 
＊填妥報名表並黏貼身分證影本（附件一）     
＊視訊課程須另繳交[視訊畫面錄製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報名進階訓練班者，請另繳交採購基礎及格證書影本。 

 報名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土木館 2F 營建科技中心 辦公室 
 郵寄地址：83347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營建科技中心【胡瑋薇 或 

蔡佩璇小姐】收。【請於信封外註明報名採購班】 

壹拾陸、 報名及繳費方式： 
 正修科技大學土木館二樓(營建科技中心辦公室) 現金繳費。 
 購買郵政匯票或開立即期支票【抬頭為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以掛號方式寄至本校「營建科技中心 胡瑋薇 或 蔡佩璇小姐」收。 
 ATM 轉帳【將匯款明細傳真至 07-7329254】 

戶名：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 
銀行：元大銀行苓雅分行 
銀行代號：806 
帳號：2134-2006-6882-11 
 

 相關業務受理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12：00~13：30 休息)  
 
 

 不及格學員之補考機制： 
＊ 本代訓機構參訓學員可免費補考乙次，第二次以後之補考，每次收費$200 元。 
＊ 進階班因期數較少，以協調學員至其他委訓單位補考為原則，補考費用則依

其他代訓單位規定辦理。 
＊ 其他代訓單位之學員，補考每次收費$300 元。 

  



「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班」課程時數及考試方案 

科目 課程名稱 時數 配分 題型 單題配分 

總論及法規課程 

政府採購全生命週期概論 2 10 
是非 2題 

選擇 4題 

是非: 1分/題 

選擇: 2分/題 

 

 

政府採購法之總則、招標及決

標 
14 70 

是非 14題 

選擇 28題 

政府採購法之履約管理及驗收 2 10 
是非 2題 

選擇 4題 

政府採購法之罰則及附則 5 25 
是非 5題 

選擇 1 0題 

實務課程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作業 6 30 
是非 6題 

選擇 12題 

是非: 1分/題 

選擇: 2分/題 

 

財物及勞務採購作業 6 30 
是非 6題 

選擇 12題 

最有利標及評選優勝廠商 6 30 
是非 6題 

選擇 12題 

電子採購實務 6 30 
是非 6題 

選擇 12題 

其他課程 

錯誤採購態樣 2 10 
是非 2題 

選擇 4題 

是非: 1分/題 

選擇: 2分/題 

投標須知及招標文件製作 4 20 
是非 4題 

選擇 8題 

採購契約 4 20 
是非 4題 

選擇 8題 

底價及價格分析 3 15 
是非 3題 

選擇 6題 

政府採購法之爭議處理 4 20 
是非 4題 

選擇 8題 

道德規範及違法處置 2 10 
是非 2題 

選擇 4題 

  66 330   

註：每節考試時間 80 分鐘，總計考試時間 4 小時。 
  



 

「採購專業人員進階訓練班」課程時數及考試方案 

科目 課程名稱 時數 配分 題型 單題配分 

第 1節 

政府採購全生命週期概論及採

購策略 4 70 
是非 1 0題 

選擇 1 0題 

是非: 2分/題

選擇: 5分/題 
採購程序及實務研討 6 100 

是非 15題 

選擇 14題 

採購問題與對策 6 100 是非 15題 

選擇 14題 

第 2節 

採購契約研讨 6 100 
是非 15題 

選擇 14題 

是非: 2分/題

選擇: 5分/題 
爭議處理研討 4 70 

是非 10題 

選擇 10題 

採購條約及協定 4 70 
是非 10題 

選擇 10題 

第 3節 

採購行為及當事人法律責任 4 70 
是非 10題 

選擇 10題 

是非: 2分/題

選擇: 5分/題   
財物及勞務採購實務研討 6 100 

是非 15題 

選擇 14題 

工程及技術服務採購實務研討 6 100 
是非 15題 

選擇 14題 

 46 780   

  註：每節考試時間 80 分鐘，總計考試時間 4 小時。 
 
 
 
 
 
 
 
 
 
  



 

  



附件一 
正修科技大學採購專業人員訓練班報名表 

編號:________ 

以上資料本人確認填寫無誤，簽名：＿＿＿＿＿＿＿  日期：__________ 

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111 年度採購專業人員訓練計畫」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 絕不轉做其

他用途， 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相關辦法辦理。 

姓名  性別  

黏貼 最近一年內 
二吋脫帽彩色光面 

照片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字號 
 

連絡電話 (O):               (H): 

傳真:             手機: 

電子信箱  

畢業學校與

科系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地址 
(證書寄送) 

□□□ 

報名班別 

基礎班 

□第 111-1 期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基礎班假  日  班:111 年 04 月 16 日~06 月 11 日 
□第 111-2 期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基礎班平日晚間班:111 年 04 月 26 日~06 月 25 日 
□第 111-3 期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基礎班假  日  班:111 年 07 月 02 日~08 月 13 日 
□第 111-4 期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基礎班平日晚間班:111 年 07 月 05 日~09 月 03 日 
□第 111-5 期採購專業人員訓練基礎班平日晚間班:111 年 09 月 20 日~11 月 27 日 

進階班 □第 111-1 期採購專業人員訓練進階班假  日  班:111 年 09 月 17 日~10 月 22 日 

繳驗證明 
□2 吋照片三張(包含一張貼於報名表)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採購基礎班及格證書影本(報名進階班須另附) 
※上述資料如為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國民身分證影本 
【每位報名者均須附】 

請於空白處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正面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影本 
【每位報名者均須附】 

請於空白處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反面黏貼處 



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證書 

＊報名採購進階班須另附＊ 

印製一張清晰之A4「採購基礎專業人員訓練證書影本」 

並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 

 
 
 

 



正修科技大學採購專業人員訓練班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 

您好： 
感謝您的熱誠參與，加入正修科技大學(下稱「本校」)學員行列，本校為有效執

行課程班務，而保有您的個人資料。而有關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皆以

尊重個人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 
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於課程班務業務之執行，辦理學員保險業務、報名、

證書製作、學習分析、滿意度調查分析及本校營建科技中心訓練班、企業實務專班新

訓練課程訊息通知等相關作業。以及辦理本校之內部稽核業務行為皆屬之(下稱「蒐集

目的」)。 
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

間，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

形式，分別存放於本校資料庫，或各該執行業務部門，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則

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毀。 
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書面行

使下述的權利，除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我們不會拒

絕您下列要求: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五）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

完全時，基於健全本校相關業務之執行，將無法提供您本校系列優惠的服務，與您在本校所參與之

完整終身學習記錄。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請請洽07-735-8800轉2721。 
＊本人已閱讀並充分瞭解上開告知事項。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年       月        日 
 
  



 

正修科技大學採購專業人員訓練班 

《視訊畫面錄製暨肖像授權同意書》 
請於報名時繳交(僅視訊課程) 

 
 

立同意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被拍攝者）同意並授權拍攝者正修科技大學

營建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之相關人員拍攝、錄製、截圖、使用本人之肖

像、視訊圖（影）像及聲音，由拍攝者使用於本中心舉辦之 111 年度採購專業人

員基礎訓練班(視訊班)班第_____期，包括課程期間做為確認出缺席點名之用、結

案報告製作及存檔備查等用途。本人同意上述著作（內含上述授權之肖像），該拍

攝者就該攝影享有完整之著作權。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