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辦法總說明
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九日制定公布之國防產業發展條例第四條第五項
規定，第一項級別認證之申請條件、第二項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級
別評鑑基準與程序、第四項合格證明之核發、效期、記載事項、變更、
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國防部會商其他主辦機關經濟
部及科技部定之。茲為使國內法人、機構或團體，在符合申請條件、國
防安全管控情況下，得爭取參與國軍列管軍品研發、產製、維修機會，
建立甲級、乙級及丙級廠商評鑑基準，以確保廠商服務與供應品質，並
由公正第三方依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實施級別評鑑，於申請廠商達到
評鑑基準要求者，始由國防部實施安全查核，並對符合安全查核基準之
廠商，核發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之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合格
證明，爰訂定「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申請條件及受理機關。(第二條)
三、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第三條)
四、申請文件。(第四條)
五、公正第三方實施級別評鑑之基準及程序。(第五條)
六、級別評鑑方式。(第六條)
七、級別評鑑應考量之事項。(第七條至第十三條)
八、級別評鑑結果之處理。(第十四條)
九、合格證明應記載事項及效期。(第十五條)
十、合格證明廢止事由。(第十六條)
十一、不廢止合格證明應審酌之事項。(第十七條)
十二、合格證明變更事由及程序。(第十八條)
十三、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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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防產業發展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條第五項規定
訂定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
二、本辦法係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五項「
第一項級別認證之申請條件、第二
項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級別評
鑑基準與程序、前項合格證明之核
發、效期、記載事項、變更、廢止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
關會商其他主辦機關定之。」規定
訂定。

第二條 國防部得依國防任務及建軍備
戰所需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公告
受理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以
下簡稱級別認證）之申請及相關事項
。
依我國法律設立三年以上之國內
法人、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申請廠
商），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向國
防部申請級別認證：
一、從事國防產業。

一、為引領國內法人、機構或團體依國
防需求建置國防產業能量，爰於第
一項定明國防部得依國防任務及建
軍備戰所需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
，公告受理級別認證之申請及相關
事項，例如申請期間、國防產業專
長領域項別、申請書格式、級別評
鑑單位及其他申請應注意事項等，
以利申請廠商提出申請及行政作業
需要。

二、研發、產製、維修項目屬國防部
所定列管軍品範圍。

二、第二項定明級別認證之申請條件，
除申請廠商之設立時間，於國防部
收受申請文件之日止，已達三年以
上之必要條件外，申請廠商符合本
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屬
以國防需求為目的，從事研發、產
製、維修國防與軍事用品之國防科
技工業及相關產業，或其研發、產
製、維修項目屬國防部規定之列管
軍品範圍者，得向國防部申請級別
認證。

第三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定國防
產業專長領域項別如下：
一、戰鬥系統。
二、陸用載台及其裝備。
三、海用載台及其裝備。
四、空用載台及其裝備。

一、為有效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發展
國防產業，考量國防部於國防任務
及建軍備戰之需求，及便於管理列
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認證合格證明
，爰結合列管軍品範圍內容，定明
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計十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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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動力系統。

。

六、飛彈火箭系統及其裝備。
七、槍砲兵器系統及其裝備。
八、武裝械彈及彈藥。
九、高能武器系統及其裝備。
十、資訊通訊技術及安全。
十一、單兵裝備。
十二、防護裝備。
十三、光學裝備。
十四、模擬裝備。
十五、偵測裝備。

二、第一款戰鬥系統類如空用作戰系統
（射控與電子戰系統整合）、海基
作戰系統（防空、制海、電戰系統
整合）、陸基防空系統整合。第二
款陸用載台及其裝備類如裝甲車、
運輸車及各類陸用載台。第三款海
用載台及其裝備類如潛艦、飛彈艇
及各類軍艦。第四款空用載台及其
裝備類如經國號戰機或各式供軍用
之無人機。第五款動力系統類如陸

十六、傘具裝備。
十七、其他經國防部認定，符合軍用
規格之武器、彈藥、作戰物資
及可供軍事用途之軟硬體。

用、空用吸氣式發動機、內燃機發
動機、火箭式發動機及電能動力系
統、海用噴水式發動機、內燃機發
動機、火箭式發動機及電能動力系
統。第六款飛彈火箭系統及其裝備
類如制空、制海飛彈等各式長程、
短程飛彈火箭系統及其裝備。第七
款槍砲兵器系統及其裝備類如步槍
、火砲、火箭飛彈發射器及彈射裝
備等投射系統。第八款武裝械彈及
彈藥類如 MK-十五火箭彈、各類步
槍彈藥、魚雷、水雷等，包含各類
序號彈藥及批號彈藥。第九款高能
武器系統及其裝備類如雷射武器、
電漿武器、電磁武器、粒子束武器
等導能武器。第十款資訊通訊技術
及安全類如指管通訊、網路防護技
術及軍事管理資訊系統等軟硬體。
第十一款單兵裝備類如鋼盔、戰術
頭盔、戰術背心、防彈背心、數位
迷彩野戰服等。第十二款防護裝備
類如彈藥、電磁及化生放核防護裝
備等。第十三款光學裝備類如狙擊
鏡、潛望鏡、夜視鏡、紅外線、紫
外線、熱像儀、探照設備等。第十
四款模擬裝備類如載具操控模擬系
統、實兵模擬系統及電腦兵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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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軟硬體。第十五款偵測裝備類如
雷達、聲納、電子偵蒐及反制裝備
等。第十六款傘具裝備類如人員傘
、物資傘及其他各種傘具等。
第四條 申請級別認證應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資料：
一、申請廠商設立文件。
二、營業及安全說明書。
三、安全查核同意書。
四、其他國防部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資料。

一、為利國防部審查申請案是否符合第
二條第二項申請條件、公正第三方
依第三條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及
第七條至第十三條評鑑事項規定實
施級別評鑑，及國防部對申請廠商
執行國防事務人員、設施（備）、
資訊系統及安全有關事務實施安全

前項第二款營業及安全說明書，
應包括組織規模、管理能力、財務狀
況、安全管控、專業技術、研究發展
能力、下游供應廠商及營業實績等有
關事項。
第一項申請書、文件、資料未備
齊或不合規定者，國防部應通知申請
廠商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
備者，不予受理。

查核，爰於第一項定明申請廠商應
填具申請書，及應檢附之文件、資
料，並於第二項定明應檢附之營業
及安全說明書應說明之事項，以利
申請廠商準備申請文件。
二、申請廠商所提出之申請書、文件、
資料等申請文件未備齊或不合規定
，應給予補正機會，爰於第三項定
明國防部應通知申請廠商限期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不
予受理其申請。

第五條 國防部受理級別認證申請，應
由具備充足資源及認證能力之公正第
三方，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申請廠商填具之申請書、文件
及資料，完成國防產業專長領域
項別區分及鑑別。
二、依第七條至第十三條評鑑事項（
如附表一）及評鑑基準（如附表
二）評鑑申請廠商為甲級、乙級
、丙級或未達認證級別。

為明確級別認證申請案經國防部審查符
合第二條及第四條規定，由公正第三方
實施級別評鑑之程序，爰定明國防部應
由具備充足資源及認證能力之公正第三
方依申請書、文件及資料，區分該申請
案之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經鑑定符
合第三條規定者，續依附表一「列管軍
品廠商資格級別評鑑事項配分表」及附
表二「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評鑑基準
表」規定評鑑申請廠商之級別。

第六條 申請廠商之級別，由公正第三
方以書面審查申請書、文件及資料評
鑑之，必要時得實地訪視。

申請廠商之級別評鑑，採書面審查申請
廠商檢附之申請書、文件及資料評鑑其
級別為原則，必要時公正第三方得至其
所在地或應受評鑑事項地點，進行實地
訪視，以評鑑申請廠商之級別為甲級、
乙級、丙級或未達級別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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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

一、公正第三方辦理科技水準評鑑，除

第二項第一款之科技水準評鑑時，應
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中下列
事項：
一、依技術備便水準等級所具相對應
之科技能量。
二、產品實際產製水準。
三、國內外相關科技智慧財產權獲得
及維護情形。
四、科技相關認證獲得情形。
五、具體科技產能實績。

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產品之技
術備便水準、研發、產製、測試、
維修能量外，並應衡酌申請廠商獲
得相關智慧財產權及科技相關認證
等情形，爰定明公正第三方辦理本
條例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之科技水
準評鑑時，應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
專長領域之事項。
二、第一款之「技術備便水準」（英文
為 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六、科技研發單位運作情形。
七、辦理產品測試及驗證能量。
八、其他與科技水準有關之重要事項
。

簡稱為 TRL），自基礎研究至作戰系
統發展區分九等級，其第一級至第
九級之各級內涵如下：
（一）第一級（TRL1）：基礎原理已
被觀察研究與報告。
（二）第二級（TRL2）：技術概念與
應用已被明確闡述。
（三）第三級（TRL3）：對關鍵功能
能進行分析與實驗或證明概
念特性。
（四）第四級（TRL4）：組件或模組
能在測試環境下確認。
（五）第五級（TRL5）：組件或模組
能在相關環境下確認。
（六）第六級（TRL6）：系統或分系
統模型或原型能在相關環境
下展示。
（七）第七級（TRL7）：系統原型能
在相關作戰環境下展示。
（八）第八級（TRL8）：已完工及合
格的真實系統能通過測試與
展示。
（九）第九級（TRL9）：真實的系統
已證實成功地通過作戰任
務。
三、第二款之「產品實際產製水準」，
係指依申請廠商於各國防產業專長

第 5 頁，共 13 頁

領域實際產製之產品或其產製過程
，獲得各相關領域之國內外認證，
得按其認證之項目及內容，認定其
產製水準。
四、申請廠商智慧財產權獲得與維護狀
況，係廠商維持科技研發能量之重
要因子，而科技相關認證，為申請
廠商科技研發能量之具體標準，爰
於第三款及第四款定明國內外相關
科技智慧財產權獲得及維護、科技
相關認證獲得等情形，為公正第三
方應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
之事項。
五、為衡量申請廠商之科技水準實務運
作情形、鼓勵有實際執行能量之國
內法人、機構及團體加入國防武器
裝備供應鏈，以確保列管軍品研發
、產製、維修之品質，爰於第五款
至第七款，定明具體科技產能實績
、科技研發單位運作情形、辦理產
品測試及驗證能量，為公正第三方
應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之
事項。
第八條 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
第二項第二款之經營規模及軍品研發
、產製、維修經驗評鑑時，應綜合考
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中下列事項：
一、資金規模及營業額。
二、廠房面積及設備齊全程度。
三、供應鏈中申請廠商參與規模。
四、軍品研發、產製或維修經驗。
五、辦理軍品全壽期產製、維修及保

一、公正第三方辦理經營規模及軍品研
發、產製、維修經驗評鑑，除應衡
量申請廠商之資金、營業額、廠房
等資料，及研發、產製或維修軍品
經驗等外，為達到鼓勵國內法人、
機構、團體投入國防產業之目的，
亦應一併就申請廠商於供應鏈參與
之規模進行衡量，爰定明公正第三
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固經驗。
六、實際從事軍品研發、產製、維修
之規模及國內自製比率。
七、其他與經營規模及軍品研發、產
製、維修經驗有關之重要事項。

之經營規模及軍品研發、產製、維
修經驗評鑑時，應綜合考量該國防
產業專長領域之事項。
二、資金規模及營業額、廠房面積及設
備齊全程度、供應鏈中申請廠商參
與之案件數及承包之標的金額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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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係衡量申請廠商經營規模之
重要指標，爰於第一款至第三款定
明資金規模及營業額、廠房面積及
設備齊全程度、供應鏈中申請廠商
參與規模，為公正第三方應綜合考
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之事項。
三、為確保申請廠商服務與供應品質符
合列管軍品採購需求，及衡量其實
際製造軍品之能力，爰於第四款至
第六款定明軍品研發、產製或維修
經驗、辦理軍品全壽期產製、維修
及保固經驗、實際從事軍品研發、
產製、維修之規模及國內自製比率
，為公正第三方應綜合考量該國防
產業專長領域之事項。
第九條 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
第二項第三款之創造國內產值及國內
就業機會評鑑時，應綜合考量該國防
產業專長領域中下列事項：
一、本國員工人數。
二、歷史營運情形及未來營運評估。

公正第三方辦理創造國內產值及國內就
業機會評鑑，應著重申請廠商之本國員
工人數、歷史營運情形及未來營運評估
、供應鏈中其參與情形等帶動其他國內
法人、機構、團體及產業投入國防產業
之情形，爰定明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

三、供應鏈中申請廠商參與情形。
四、其他與創造國內產值及國內就業
機會有關之重要事項。

第四條第二項第三款之創造國內產值及
國內就業機會評鑑時，應綜合考量該國
防產業專長領域之事項。

第十條 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
第二項第四款之產業、學術、研究機
構合作及與外國廠商工業合作績效評
鑑時，應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
域中下列事項：
一、與其他產業、學術、研究機構合
作之經驗及規模。
二、承接外國廠商工業合作之經驗及

申請廠商與產業、學術、研究機構合作
之經驗及規模，為衡量其與產業、學術
、研究機構合作績效之重要因素，而承
接外國廠商工業合作，將有助我國產業
轉型及升級，又為瞭解申請廠商與產業
、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及工業合作執行
情形，有將相關合作績效列為衡量因素
之必要，爰定明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

規模。
三、產業、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及與
外國廠商工業合作績效。
四、其他與產業、學術、研究機構合
作及與外國廠商工業合作績效有
關之重要事項。

第四條第二項第四款之產業、學術、研
究機構合作及與外國廠商工業合作績效
評鑑，應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
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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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

為瞭解申請廠商與外國廠商合作及獲得

第二項第五款之與外國廠商從事研發
、產製、維修合作績效及產品獲原廠
認證之證明評鑑時，應綜合考量該國
防產業專長領域中下列事項：
一、實際與外國廠商從事研發、產製
、維修合作績效。
二、曾取得國外原廠認證實績。
三、其他與外國廠商從事研發、產製
、維修合作績效及產品獲原廠認
證之證明有關之重要事項。

原廠認證執行情形，有以申請廠商實際
執行個案經驗作為衡量因素之必要，爰
定明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第二
項第五款之與外國廠商從事研發、產製
、維修合作績效及產品獲原廠認證之證
明評鑑時，應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
領域之事項。

第十二條 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
條第二項第六款之誠信履行政府機關
（構）契約紀錄評鑑時，應綜合考量
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中下列事項：
一、誠信履行政府機關（構）契約紀
錄。
二、履行政府機關（構）契約之品質
評價。
三、其他與誠信履行政府機關（構）
契約紀錄有關之重要事項。

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第二項第
六款之誠信履行政府機關（構）契約紀
錄評鑑時，應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
領域之事項。

第十三條 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
條第二項第七款之資通安全管理維護
紀錄或稽核結果報告評鑑時，應依國
防部與相關單位之保密及資通安全規
定，綜合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中
下列事項：
一、內部資通安全防護規定及制度。
二、資通安全維護設施建置及運用。
三、資通安全維護實際執行情形及成
效。
四、歷史資通安全防護不良紀錄及後

有鑒於 國防部針對敵人情蒐、病毒傳
播、通道干擾以及節點破壞等網路攻擊
行為，已建立完整資通安全管理措施，
爰定明公正第三方辦理本條例第四條第
二項第七款之資通安全管理維護紀錄或
稽核結果報告 評鑑時， 以國防部訂 定
「國軍資訊安全政策」(最新版)及其與
相關單位之保密及資通安全規定，綜合
考量該國防產業專長領域之事項。又為
確保國防科技安全，公正第三方評鑑
時，並應參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

續維護紀錄，或政府機關（構）
稽核報告結果。
五、其他與資通安全管理維護紀錄或
稽核結果報告有關之重要事項。

法之附表一「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A 級
之公務機關應辦事項」、附表九「資通
系統防護需求分級原則」及附表十「資
通系統防護基準」辦理。

第十四條 公正第三方完成申請廠商級
別評鑑後，應依評鑑結果製作級別評

為利國防 部對完成級別評鑑之申請廠
商，進行安全查核，爰定明公正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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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報告送交國防部。

依本辦法 規定完成申請廠商級別評鑑
後，應依評鑑結果，製作級別評鑑報告
（含申請文件正本）送交國防部，以利
國防部對甲級、乙級、丙級之申請廠商
續辦安全查核；對未達級別認證之申請
廠商作成駁回申請處分。

第十五條 國防部對完成級別評鑑，且
依本條例第四條第四項規定實施安全
查核，符合查核基準之申請廠商（以
下簡稱合格廠商），應核發列管軍品廠
商資格級別認證合格證明（以下簡稱

一、鑒於國內法人、機構、團體申請級
別認證之目的，係為爭取參與國軍
單位列管軍品研發、產製、維修機
會，獲取政府機關依本條例第九條
規定協助其取得國外原廠認證、推

合格證明）。
前項合格證明應記載事項如下：
一、合格廠商名稱、統一編號、負責
人姓名、主事務所或營業所地址
及電話。
二、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及列管軍
品廠商資格級別。
三、合格證明編號及有效期限。
四、核發機關及日期。
第一項合格證明之有效期限為三

廣貿易業務補助申請、第十條投資
、第十二條獎勵及第十三條協助測
試列管軍品等機會；而評鑑之級別
，代表該申請廠商具備研發、產製
、維修一等、二等或三等列管軍品
之潛能及能力，並於通過安全查核
且取得合格證明後，參與國軍單位
列管軍品採購競標與申請相關協助
及獎勵，爰於第一項定明合格證明
之核發條件。

年。
二、第二項明定合格證明應記載事項。
合格廠商於合格證明有效期限屆 三、為確保合格廠商持有合格證明期間
滿前六個月內，檢具第四條第一項申
，其研發、產製、維修列管軍品之
請書、文件、資料及國防部所核發之
能力或潛能，仍具備其申請級別認
最近一年內安全查核結果通知書，向
證時被評鑑之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
國防部申請級別認證者，得免除國防
別，爰於第三項定明合格證明之有
產業專長領域項別之區分與鑑別及本
效期限為三年。
條例第四條第四項之安全查核。
四、鑒於申請廠商取得合格證明，為合
格廠商後，仍須定期及不定期接受
國防部安全查核，以及其申請級別
認證時，經公正第三方區分及鑑別
之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於合格
證明有效期限屆滿前六個月內，變
更國防產業專長領域項別之可能性
較低，為便利合格廠商申請級別認
證，兼顧行政效能，爰於第四項定
明合格廠商於合格證明有效期限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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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前六個月內，檢具一定文件向國
防部申請級別認證者，得免除國防
產業專長領域項別之區分與鑑別及
本條例第四條第四項之安全查核程
序。又該申請案仍適用本辦法第二
條至第四條、第五條第二款、第六
條至第十四條所列級別認證申請及
評鑑規定。
第十六條 合格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國防部得廢止其所持有之全部合格
證明：

一、為維護交易安全、落實國防安全管
控，督促合格廠商維持其人員、設
施（備）、資訊系統及安全符合安

一、破產、解散或停止營業。
全查核基準，並兼顧比例原則要求
二、合格廠商之負責人、代理人、受
，爰於第一項定明國防部得廢止合
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犯本條例第
格廠商所持有之全部合格證明事由
六條第一項各款所列之罪，且有
。
重大影響國防安全之情事。
二、第二項明定國防部得廢止與合格廠
三、其他經國防部認定有重大影響國
商未經核准輸出列管軍品、技術、
防安全之情事。
文書圖表、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
合格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國
節重大，經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
防部得廢止與該情形有關之合格證
未符合安全查核基準，經限期改正
明：
，屆期未改正或改正仍不符合安全
一、本條例第八條第二項所列未經核
准輸出列管軍品、技術、文書圖
表。
二、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八款所列查驗或驗收不合格，
情節重大，經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
三、未符合安全查核基準，經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或改正仍不符合
安全查核基準。
四、未輔導下游供應廠商通過安全查

查核基準、未輔導下游供應廠商、
未終止與下游供應廠商契約等情形
有關之合格證明之事由。

核，或未與經輔導未改正之下游
供應廠商終止其得標項目列管軍
品物料供應、製造或分包、協力
契約。
第十七條 合格廠商有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之情形者，國防部得召開

為扶植及有效管理合格廠商，發展國防
產業，避免廢止合格廠商所持有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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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酌合格廠商於該情形應受責難

合格證明，危害公益或列管軍品需求經

程度及廢止合格證明所生影響，認為
廢止合格證明對公益或列管軍品需求
經營將有危害之虞，得不予廢止其全
部合格證明或僅廢止其一部分合格證
明。

營，爰參考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及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七條第一款規定，
定明合格廠商有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
或第三款情形，國防部得不予廢止其全
部合格證明或僅廢止其一部分合格證明
之程序及應審酌事項，以符比例原則要
求。

第十八條 合格證明所載合格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或負責人姓名有變更者，
合格廠商得檢附證明文件向國防部申

為符實務需要，爰定明合格證明記載事
項有變更，合格廠商得申請變更之記載
事項。

請變更。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本條例第四條施行
之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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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評鑑事項配分表
評鑑事項

科技水準

經營規模及軍品
研發、產製、維
修經驗

創造國內產值及
國內就業機會

一、依技術備便水準等級所具相對應之科技能量。
二、產品實際產製水準。
三、國內外相關科技智慧財產權獲得及維護情形。
四、科技相關認證獲得情形。
五、具體科技產能實績。
六、科技研發單位運作情形。
七、辦理產品測試及驗證能量。
八、其他與科技水準有關之重要事項。
一、資金規模及營業額。
二、廠房面積及設備齊全程度。
三、供應鏈中申請廠商參與規模。
四、軍品研發、產製或維修經驗。
五、辦理軍品全壽期產製、維修及保固經驗。
六、實際從事軍品研發、產製、維修之規模及國內自製比率。
七、其他與經營規模及軍品研發、產製、維修經驗有關之重要
事項。
一、本國員工人數。
二、歷史營運情形及未來營運評估。
三、供應鏈中申請廠商參與情形。
四、其他與創造國內產值及國內就業機會有關之重要事項。

配分

分項
配分

25

25

10

產業、學術、研
究機構合作及與
外國廠商工業合
作績效

一、與其他產業、學術、研究機構合作之經驗及規模。
二、承接外國廠商工業合作之經驗及規模。
三、產業、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及與外國廠商工業合作績效。
四、其他與產業、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及與外國廠商工業合作
績效有關之重要事項。

10

與外國廠商從事
研發、產製、維
修合作績效及產
品獲原廠認證之
證明

一、實際與外國廠商從事研發、產製、維修合作績效。
二、曾取得國外原廠認證實績。
三、其他與外國廠商從事研發、產製、維修合作績效及產品獲
原廠認證之證明有關之重要事項。

10

一、誠信履行政府機關（構）契約紀錄。
二、履行政府機關（構）契約之品質評價。
10
三、其他與誠信履行政府機關（構）契約紀錄有關之重要事項
。
一、內部資通安全防護規定及制度。
二、資通安全維護設施建置及運用。
資通安全管理維 三、資通安全維護實際執行情形及成效。
護紀錄或稽核結 四、歷史資通安全防護不良紀錄及後續維護紀錄，或政府機關
10
果報告
（構）稽核報告結果。
五、其他與資通安全管理維護紀錄或稽核結果報告有關之重要
事項。
合
計
100
備註：依申請廠商能力分項之各評鑑事項評分合計，綜合評鑑申請廠商總體工項能量，以為區別申
請廠商級別之判斷要件。
誠信履行政府機
關（構）契約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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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列管軍品廠商資格級別評鑑基準表
評鑑事項

配分

分項評級

科技水準

25

此能力分項在 23 分以上為
A、未達 23 分為 B

經營規模及軍品研發、產製、維修
經驗

25

此能力分項在 23 分以上為
A、未達 23 分為 B

創造國內產值及國內就業機會

10

此能力分項在 9 分以上為 A、
未達 9 分為 B

產業、學術、研究機構合作及與外
國廠商工業合作績效

10

此能力分項在 9 分以上為 A、
未達 9 分為 B

與外國廠商從事研發、產製、維修
合作績效及產品獲原廠認證之證明

10

此能力分項在 9 分以上為 A、
未達 9 分為 B

誠信履行政府機關（構）契約紀錄

10

此能力分項在 10 分為 A、未
達 10 分為 B

資通安全管理維護紀錄或稽核結果
報告

10

此能力分項在 10 分為 A、未
達 10 分為 B

合計

計算各評鑑事項分項評級合計得 A 之總數

級別

依分項評級合計得 A 數，區分申請廠商級
別，且申請廠商於「科技水準」 評鑑事
項，其技術備便水準等級，至少須達第六
級，始得評鑑其級別為甲級 、乙級或丙
級：
一、甲級：6A 以上(6A、7A)
二、乙級：4A 以上(4A、5A)
三、丙級：2A 以上(2A、3A)
四、1A 或 B 為未達認證級別。

備註：分項評級之目的，在評鑑申請廠商各分項之項量，並以項量總合評估申請廠商參與各等列管
軍品研發、產製、維修之總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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