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參加第一屆「工程行政透明績優獎」評選資料

中華民國108年4月18日



「工程行政透明績優獎」自評意見表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工程名稱：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採購級距：▓伍千萬元以上 □未達伍千萬元

自評意見

項次 內  容

編列預算階段

1.「阿姆坪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總報告」經
本局核定後，於104年 7月出版公告周
知；同時於鈞署圖書資訊系統可線上閱讀
該總報告，提供多元管道便利民眾瞭解本
工程相關資訊。【附件1】

2.本工程為基設統包案件，本局於基本設計
完成後，公告招標前辦理招標文件之公開
閱覽（105年 11月 18日至105年 11月 28
日），提供外界檢視，俾提升公共工程規
劃設計品質，並減少招標及履約爭議。
【附件2】

擬定招標文件階段

1.105年 1至 5月間辦理完4場次工程公聽
會，與當地民眾溝通說明，並將工程設計
情形提供民眾瞭解。【附件3】

2.106年 1月 12日辦理招商說明會，說明並
引領廠商至沉澱池(隧道出口及沖淤池預
訂地)現勘，提升廠商對於標案內容瞭解
程度，亦藉此收集廠商意見反饋至招標文
件之規定，俾促進競爭及提升採購品質。
【附件4】

招標決標作業階段 1.106年 1月 12日邀請檢察、廉政、調查、

政風及上級機關長官舉辦該工程廉政宣言

簽署活動。【附件5】

2.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案於 1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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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將資格標開標紀錄及評選會議

時間函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及法務部調

查局桃園市調查處；同年6月 8日將評選

會議紀錄函送桃園地檢署及桃園市調查

處；同年6月23日刊登決標公告，並於7

月 10 日將決標公告資料函送桃園地檢署

及桃園市調查處參考。【附件6】

履約管理階段

1.將工程進度、執行概況、施工照片與即時
影像、民眾陳情管道等行政透明措施相關
資料導入「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
程」專屬網頁呈現，提高工程資訊公開程
度。【附件7】

2.本局為推動行政透明，踐行廉政及工程倫
理，建立聯繫溝通管道，於106年 9月 28
日及107年 9月 26日各邀集檢察、調
查、政風及承攬廠商等召開「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附件8】

3.106年 7月 18日及 107年 9月 12日至臺
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進行定期聯繫，說明辦
理進度、面臨問題、潛存風險因子及爭議
事件等，共同協商解決方式。【附件9】

4.自 107年 10月起按季召開本局「行政透
明推動小組」會議，並函請台灣透明組織
派員參與本局「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經
該組織回復推薦廖副執行長興中參與小組
會議；另並邀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法
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中華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派員參加。目前已召開2次會
議，會議並能針對各項行政透明措施廣泛
討論，其中外部委員（台灣透明組織廖副
執行長、桃園地檢署鄒主任檢察官及桃園
市調查處李調查官），計提出12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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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均獲主席裁示採納，執行成效良好。
【附件10】

5.結合NGO團體及公民參與，公私協力監督
工程運作，預計於108年 4月 24日辦理
「石門水庫清淤工程暨阿姆坪防淤隧道工
程行政透明宣導」。【附件11】

6.目前本局全球資訊網設有「廉政透明專
區」，項下提供有「廉政信箱」、「檢舉
管道」及「廉政平臺」等資訊；另於本局
「阿姆坪防淤隧道專屬網頁」亦提供「民
眾陳情」頁面，多元提供民眾陳情管道及
便利民眾了解本局於推動廉政平臺之努力
與作為。【附件12】

7. 本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研
究」委託台灣趨勢公司對採購往來廠商進
行調查，98.8%受訪者對本局服務態度、
行政效率、廉潔度表現感到滿意，研究成
果效益就法規面、制度面、執行面深入研
究，計提出6項策進建議，相關成果並公
告於本局全球資訊網；至108年度部分，
配合推動行政透明工作，本局與台灣透明
組織廖興中副執行長研擬導入相關問題，
全案業於108年 3月 22日委託「全國公
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辦理
中。【附件13】

8.本局於3月份主管會報提報宣導「工務行
政透明與履約疑義輔導計畫」，爾後如遇
工期嚴重落後或變更程序未完備等可能產
生爭議事項者，依該輔導計畫辦理，將可
能發生之履約爭議化為無形，俾工程如期
如質完成。【附件14】

工程行政透明網頁
登錄情形

本局對於鈞署全球資訊網「工程行政透明專
區」項下提供本工程相關資料並按月更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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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紀桂尚

聯絡電話：03-4712001　#304

電子信箱：cksmh@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本局計畫課

 

中華民國104年6月17日

水北畫字第1040502945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審查意見

所提送「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案，同意核

定，請查照。

 

說明：

復貴公司104年5月28日聯質字第104110號函。

貴公司所提送「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總報告」內容

仍有局部待修改之處（詳附件），請於文到七日內修正完妥將電子

檔電郵至本局(cksmh@wranb.gov.tw)先行審視，俟本局申請取得政

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及國際標準書號(ISBN)後，再依契約規定

提送正式成果報告50本(含光碟)。

 

 

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本局計畫課

 

 

線

訂

裝



說明：「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業於 104年 7月出版並於鈞署圖書
資訊系統公告周知。

說明：「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可行性規劃總報告」業於 104年 7月出版，於鈞署圖書
資訊系統可線上閱讀該總報告，便利民眾了解工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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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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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紀桂尚

聯絡電話：03-4712001　#304

電子信箱：cksmh@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本局政風室

 

中華民國105年11月30日

水北畫字第1055008584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說明一

本局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1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公開閱覽作業，請貴公司依據閱覽廠商所提意見於文到三個

工作日內提出回應對照表，請查照。

 

說明：

依據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105年11月29日電子傳真資料辦理(隨文

檢附資料供參)。

對於閱覽廠商所提意見如需修正招標文件時，亦請將修正後之規定

一併說明。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本局政風室(含附件)

 

 

線

訂

裝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公開閱覽文件陳述意見 

 

廠商：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林宏達 

聯絡電話：0910-949003 電子信箱：honda@for-tune.com.tw 

意見： 

1.進度里程碑：橫坑、出水口細部計里程碑是開工後 60日曆天或 90日曆

天內完成，何者正確？是否 90日曆天為正確？ 

(1)投標須知第 17頁(5)工期：c.工程開工後 60日曆天內完成進出水口

通達道路、橫坑、出水口(含邊坡保護)之細部設計並提送審核。 

(2)履約補充說明書第20頁第七條進度控制及進度報告(3)工程開工後90

日曆天內完成橫坑洞口布置、出水口洞口布置及土石堆置場之細部設

計並提送審核。 

2.工程契約書 5頁第 3條、 (二)項，契約價金之給付究係採用何種方式或

兩種方式皆是， 請查明勾選。 

3.工程契約書第 6頁、第 3列，『標的項目及單』，請查明是否漏字。 

4.工程契約書第 13頁第 7條、 (一)項、1款『工程之細部設計應於機關通

知日起 240日內完成』，與履約補充書第八條、(一)項、2款、(3)目『統

包商…於各工程區段施工前 4個月，將該設計單元之細部設計圖說/文件

提送審查』，兩者規定不一致，工程契約書第 7條、 (一)項、1款之規定

不具彈性，建議取消。 

5.工程契約書第 13頁第 7條、 (一)項、2款，『本工程履約工期 42個月…

於開工之日起 1,310日內全部完成』與履約補充書第七條、(一)項、1款

規定『本工程履約期限為自開工日期起算第 1,530日曆天為本工程施工

期限之最終日』，兩者規定不一致。是否 1530日曆天為正確？ 

6.機械廠商施工預算僅佔本工程 7-8%，建議機械廠商可納為主要協力施工

廠商，而非共同承攬廠商。 

 

備註： 

1. 請填表者將本陳述意見以下列方式(擇一)傳送本局。 

2. 傳真：(03)4112871  紀先生收 

3. 電子郵件：cksmh@wranb.gov.tw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紀桂尚

聯絡電話：03-4712001　#304

電子信箱：cksmh@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本局政風室

 

中華民國105年12月6日

水北畫字第1055008646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說明一

本局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1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公開閱覽作業，請貴公司依據閱覽廠商所提意見於文到次日

三個工作日內提出回應對照表，請查照。

 

說明：

依據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世

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電子傳真資料

辦理(隨文檢附資料供參)。

對於閱覽廠商所提意見如需修正招標文件時，亦請將修正後之規定

一併說明。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本局政風室(含附件)

 

 

線

訂

裝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公開閱覽文件陳述意見 

 

廠商：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顏良宏 

聯絡電話：(02)8787-6686 電子信箱：566397@bes.com.tw 

意見： 

一、檔案『01投標須知』內容，第 17頁以及第 19頁中所提到「C.廠商工

程實績」，第 17頁主文規定出具近 10年內完工實績，第 19頁附件規定出

具 15年內完工實績，因近年國內相似工程並不多，建議統一修正為 15年

內完工實績。 

 

二、有關投標須知第十九條規定，簡報人員需為本案施工總負責人，為充

分表達投標團隊之設計理念，建議新增細部設計總負責人亦可為簡報人員

選項之一。 



 

備註： 

1. 請填表者將本陳述意見以下列方式(擇一)傳送本局。 

2. 傳真：(03)4112871  紀先生收 

3. 電子郵件：cksmh@wran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公開閱覽文件陳述意見 

 

廠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周坤賢 

聯絡電話：02-87973567#1038 電子信箱：kschou@ceci.com.tw 

意見： 

1. 履約補充說明書第十三條工作組織與人員資格(一)細部設計規定規

定，設計廠商駐地人員須受聘於細部設計廠商，而依(二)施工規定之工

地設計負責人負責內容，是否受聘於統包商?另，工地設計負責人與設

計廠商駐地人員是否可同一人辦理，如是，其資格條件是否可統一? 

2. 統包需求書(稿) 1.2 主辦機關需求(三)主辦機關之設計圖樣規定，進

水口及沖淤池得參考水工模型試驗結果調整，水工模型試驗結果是否可

於投標前提供? 

3. 施工技術規範第 02412章 3.4.2節: 「上述特殊狀況（但不限於），其

處理費用均已含於隧道開挖及支撐單價內，承包商均不得要求另行給

付」，而 3.4.1節「(4)無法按設計圖說施工之特殊地質情況，如廢礦坑、

天然洞穴等屬特殊狀況。」，則本規範所指特殊狀況是否係含括 3.4.1

節(1)~(4)所述? 

4. 基本設計圖 BI-002右下方，隧道斷面標示之里程“0k+200~3k+716”與



相關圖說“0k+200~3k+692.2”不一致，需依何者辦理？ 

5. 建議補充基本設計圖預公告提供之“地質圖說”BG-001~BG-051。 

6. 基本設計圖「BT-007防淤隧道一般段標準斷面圖(有仰拱)」設計高程

下方仰拱範圍之相關混凝土形狀及厚度等，與圖「BT-010 TYPE Ⅵ」仰

拱範圍之相關配置不一致，需依何者辦理。 

7. 基本設計圖「BT-010 TYPE Ⅵ」標示之“回填舖面混凝土

fc’=175kgf/cm2 ”與「BT-007防淤隧道一般段標準斷面圖(有仰拱)」

標示之 350kgf/cm2混凝土不一致，需依何者辦理。 

8. 基本設計圖 BA-002隧道段長度標示 3726.00m，與圖 BA-003~BA-009標

示之 3702.20m不一致，需依何者辦理。 

備註： 

1. 請填表者將本陳述意見以下列方式(擇一)傳送本局。 

2. 傳真：(03)4112871  紀先生收 

3. 電子郵件：cksmh@wranb.gov.tw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公開閱覽文件陳述意見 

 

廠商：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林宏達 

聯絡電話：0910-949003 電子信箱：honda@for-tune.com.tw 

意見： 

1.履約補充說明書第七條進度控制及進度報告(一)計畫時程控制點 3.本工

程施工里程碑之達成期限(1)通達道路通車期限：開工後 240日曆天。建

議取消本目，主因通達道路之水保計畫需外審，其時程無法由統包商掌

控。 

備註： 

1. 請填表者將本陳述意見以下列方式(擇一)傳送本局。 

2. 傳真：(03)4112871  紀先生收 

3. 電子郵件：cksmh@wranb.gov.tw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公開閱覽文件陳述意見 

 

廠商：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陳盟文 

聯絡電話：04-23208051 電子信箱：mengwen@li-mi.com.tw 

意見： 

壹、統包採購投標須知: 

 

建議修正條文(1) 

第十九條(二)項原條文「…簡報人員需為本案施工負責人… 」建議修正

為「…簡報人員需為本案施工負責人或設計總負責人… 」 

 

修正理由 : 統包工程包含設計與施工兩大部分，施工總負責人及設計總

負責人具為契約明訂重要工作人員，未經機關許可不得隨意更換，均具代

表性，而招標文件設計應使統包團隊具彈性於評選當日有二人以上可執行

簡報工作，避免發生施工總負責人若有因故無法簡報時，無從替換之窘困。 

 

貳、統包採購投標須知 - 附錄一 異質採購最有利標評選須知: 

 

建議修正條文(1) 

第二條(二)項 3.款(4)廠商實績規定，原條文「C.廠商工程實績:說明最近

10年內與本工程類似… 及 D.廠商設計實績: 說明最近 10年內與本工程

類似…」建議修正為「C.廠商工程實績:說明最近 15年內與本工程類似… 

及 D.廠商設計實績: 說明最近 15年內與本工程類似…」 

 

修正理由 :  

1. 與投標須知第19頁服務建議書附件應附文件表中規定為15年內實績不

一致，應予統一 

2. 隧道工程具有長工期特性，國內近 10年重大隧道工程多為在建工程，

如蘇花改工程等，實質完工案件有限，應以 15年內實績為合理。 

 

建議修正條文(2) 

第二條(二)項 3.款(5)工期規定，原條文「C.… 開工後 150日曆天內完成

防淤隧道之細部設計…完成水土保持計畫」建議修正為「應予刪除」 



修正理由 :  

1. 與履約補充說明書第七條規定不一致，應予統一 

2. 防淤隧道細部設計前仍有補充地質調查工作待執行，應考量防淤隧道沿

線補充調查所需工期。 

3. 本工程為長隧道，統包商可就施工期程及調查成果逐段提送細部設計書

圖，未必須一次全部隧道細部設計審查。 

 

建議修正條文(3) 

第三條(三)項 2.款(3)規定，原條文「…簡報人員需為本案施工負責人… 」

建議修正為「…簡報人員需為本案施工負責人或設計總負責人… 」 

 

修正理由 : 同前。 

 

參、履約補充說明書 

 

建議修正條文(1) 

第十三條 工地組織與人員資格部分，「細部設計應設有設計廠商駐地人

員，施工亦有工地設計負責人」建議修正為「設計廠商駐地人員或工地設

計負責人二者擇一 」 

 

修正理由 : 細部設計廠商應有人員派駐工地於現地作圖說解釋或設計圖

面檢討，確有其需要；然目前既要求細部設計廠商派駐設計廠商駐地人員

又要求施工廠商設計工地設計負責人二者任務重疊，且均須有隧道之規

劃、設計經驗，試問若由施工廠商派遣，應要求施工經驗而非設計經驗， 

若由設計廠商派遣具設計經驗者，此二人任務重疊，應無須重複設置。 

 

肆、統包需求書(含細部設計準則) 

 

建議修正條文(1) 

第十章 10.2 設計條件，「緩衝槽…內置大顆卵石粒料…」建議修正為「內

置大顆卵石粒料應予刪除 」 

 

修正理由 : 如何有效消能為廠商創意發揮空間，統包需求書不宜有功能

要求以外之材料或規格規範指導。 

 
備註： 

1. 請填表者將本陳述意見以下列方式(擇一)傳送本局。 

2. 傳真：(03)4112871  紀先生收 

3. 電子郵件：cksmh@wranb.gov.tw 



       

          

附件 3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謝呂賢

聯絡電話：03-4712001　#321

電子信箱：lucien@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如行文單位

 

中華民國104年09月23日

水北畫字第10405046112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公聽會議程.doc、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簡介.doc（請至網址

http://wraopdl.wra.gov.tw/appendix 下載附件【登入序號：504794】）

本局為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謹訂於104年10月14日(星期三)上午10時假本局中山堂

辦理第1場公聽會，屆時惠請前往與會，請查照。

 

說明：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本次公聽會已於104年9月25日刊登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

，並張貼於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網站

(http://www.wranb.gov.tw/)。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立法委員孫大千國會辦公室、陳治文  議員、李柏坊  議員、

楊朝偉  議員、邱焯勳  里長、簡淵川  里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交通部公路總局、經濟部水利署、桃園市政府、本局資產課、計畫課、桃園市政府地政

局、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桃園市政府農業局、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聯合大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線

訂

裝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謝呂賢

聯絡電話：03-4712001　#321

電子信箱：lucien@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如行文單位

 

中華民國104年12月08日

水北畫字第10405062191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公聽會議程.doc

本局為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謹訂於104年12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時假本局中山堂

辦理第2場公聽會，屆時惠請前往與會，請查照。

 

說明：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本次公聽會已於104年12月9日刊登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

，並張貼於水利署(http://www.wra.gov.tw/)及北區水資源局網站

(http://www.wranb.gov.tw/)。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立法委員孫大千國會辦公室、陳治文 議員、李柏坊  議員、楊

朝偉  議員、邱焯勳 里長、簡淵川  里長、許漢宗  里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交通

部公路總局、經濟部水利署、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桃園市

政府工務局、桃園市政府農業局、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局資產課、計畫課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線

訂

裝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三、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林志軒

聯絡電話：03-4712001　#323

電子信箱：chihhsuan@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如行文單位

 

中華民國105年03月23日

水北畫字第10505013832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公聽會議程.doc、陳述意見書.doc

本局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隧

道工程」第三場公聽會，謹訂於105年4月6日(星期三)上午10時假本

局中山堂辦理，屆時惠請撥冗與會，請查照。

 

說明：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本次公聽會於105年3月24日刊登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

，並張貼於水利署(http://www.wra.gov.tw/)及北區水資源局網站

(http://www.wranb.gov.tw/)。

請土地所有權人轉知其他土地利害關係人與會。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立法委員趙正宇國會辦公室、陳治文議員、李柏坊議員、楊朝

偉議員、經濟部水利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交通部公路總局、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桃園市政府農業

局、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桃園市大溪區公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桃園市大溪區復

興里辦公處、桃園市大溪區義和里辦公處、桃園市大溪區福安里辦公處、桃園市大溪區康安

里辦公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局資產課、計畫課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線

訂

裝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三、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謝呂賢

聯絡電話：03-4712001　#321

電子信箱：lucien@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如行文單位

 

中華民國105年04月15日

水北畫字第1050501803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公聽會議程.doc、陳述意見書.doc

本局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隧

道工程」第四場公聽會，謹訂於105年4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時假

本局中山堂辦理，屆時惠請撥冗與會，請查照。

 

說明：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本次公聽會於105年4月16日刊登於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自由時報

，並張貼於水利署(http://www.wra.gov.tw/)及北區水資源局網站

(http://www.wranb.gov.tw/)。

請土地所有權人轉知其他土地利害關係人與會。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立法委員趙正宇國會辦公室、陳治文 議員、李柏坊 議員、楊

朝偉 議員、經濟部水利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交通部公路總局

、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地政局、桃園市政府水務局、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桃園市政府農

業局、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桃園市大溪區公所、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復興里辦公處

、義和里辦公處、福安里辦公處、康安里辦公處、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局資產課、計

畫課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線

訂

裝







       

          

附件 4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三、

正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吳建德

聯絡電話：03-4712001　#322

電子信箱：jdw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如行文單位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8日

水北畫字第1050505978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如說明

本局訂於106年1月12日(四)上午9時30分舉辦「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

程計畫」招商說明會，謹請廣宣會員周知並鼓勵符合投標資格之會

員參加，請查照。

 

說明：

旨揭工程為北部水庫工程首例，因係使用中水庫進行增建，施工技

術及工期均有挑戰性；為邀集優良團隊共同參與公共建設，提升國

內工程管理與品質，共創政府、民眾、業界三贏之局面，本工程將

採統包方式發包，並預訂於106年3月前上網招標。

為達資訊公開，促進採購效能，故舉辦本次招商說明會，會中將對

本工程需求重點、契約重要條款、基本設計內容進行簡報說明以及

與參與廠商進行意見交流外，並將引領現勘，俾利相關資訊廣為周

知，使有意參與者能確實掌握本案需求，未來能充分發揮專業技術

與創意。

會場地點於本局中山堂，相關工程簡介、議程、路線及現場會勘地

點詳如附件。

 

 

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中華民國應用地質技師公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

線

訂

裝



副本：經濟部水利署(含附件)、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本局局長室、邱副局長室、張副局長

室、主任工程司室、楊秘書室、養護課、工務課、資產課、秘書室、政風室、計畫課

 

 



說明：106年 1月 12日辦理招商說明會，於沉澱池現地說明相關資訊。

說明：106年 1月 12日辦理招商說明會，於沉澱池現地說明相關資訊。

1



說明：106年 1月 12日辦理招商說明會，於沉澱池現地說明相關資訊。

說明：106年 1月 12日辦理招商說明會，於沉澱池現地說明相關資訊。

2



       

          

附件 5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 2號 

聯 絡 人：吳仁毅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0 

電子信箱：w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7日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 105140210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docx、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

活動程序表.docx 

 

主旨：謹訂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於本局中

山堂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

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敬請貴署長官

蒞臨指導，請察照。 

  

說明： 

一、旨揭工程之工程費約新臺幣 38 億元係屬巨額採購之重

大公共工程，茲為建立優質採購及營造環境，拒絕關說、

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之行為，並保護機關同

仁及廠商免受不當外力干擾，特於本工程招商說明會前，



邀請參加本簽署活動，以共同宣示如期、如質、無垢完

成採購案件之決心。 

二、檢附「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及簽署活

動程序表（如件 1、2）。 

  

  

正本：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副本：本局計畫課、政風室(均含附件)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 

水庫防淤、永續經營 

石門水庫為北部地區供水命脈，對桃園地區農業生產、工業發展、提

升人民生活水準及防止水旱災害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自民國 53 年完工

營運迄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歷經多場次颱洪事件下，水庫總庫容已淤

積約 1/3，嚴重影響正常供水；面臨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水文事件下，強降

雨之風險已然驟增，加強石門水庫防淤及排洪能力已刻不容緩。 

為了水庫永續發展，經濟部水利署刻正推動「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計畫」，讓這座已有五十多年輝煌歷史的石門水庫煥然一新，風華再現，

於時代歷史使命下得以永續經營。願我們共同攜手努力，使本工程在最優

質的環境下推動，為擘劃開創石門水庫新願景共同努力。 

 拒絕關說、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的行為！ 

 秉持專業、效能、廉明的原則，提供良好的環境，促進參與採購廠商

提供優質的履約成果，獲取合理的利潤！ 

 若有發現任何不法或不公義的行為，請電檢舉專線：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03-3353823、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03-3328888、經濟部政風處 02-23222508、經濟部水利署 04-22501578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03-4712276 

簽署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經濟部政風處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程序表 

日 期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 

地 點 本局中山堂 

時 間 程 序 主持人 

09:30-09:40 

(10分鐘) 
主席致詞 本局江局長明郞 

09:40-10:10 

(30分鐘) 
長官及貴賓致詞 

 

10:10-10:30 

(20分鐘) 
簽署廉政宣言 本局計畫課 

10:30- 結束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 2號 

聯 絡 人：吳仁毅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0 

電子信箱：w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7日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 1051402106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docx、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

程序表.docx 

 

主旨：謹訂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於本局中

山堂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

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敬邀貴處長官蒞臨

指導，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工程之工程費約新臺幣 38 億元係屬巨額採購之重大

公共工程，茲為建立優質採購及營造環境，拒絕關說、圍

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之行為，並保護機關同仁及

廠商免受不當外力干擾，特於本工程招商說明會前，邀請



參加本簽署活動，以共同宣示如期、如質、無垢完成採購

案件之決心。 

二、檢附「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及簽署活動

程序表（如件 1、2）。 

  

  

正本：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副本：本局計畫課、政風室(均含附件)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 

水庫防淤、永續經營 

石門水庫為北部地區供水命脈，對桃園地區農業生產、工業發展、提

升人民生活水準及防止水旱災害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自民國 53 年完工

營運迄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歷經多場次颱洪事件下，水庫總庫容已淤

積約 1/3，嚴重影響正常供水；面臨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水文事件下，強降

雨之風險已然驟增，加強石門水庫防淤及排洪能力已刻不容緩。 

為了水庫永續發展，經濟部水利署刻正推動「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計畫」，讓這座已有五十多年輝煌歷史的石門水庫煥然一新，風華再現，

於時代歷史使命下得以永續經營。願我們共同攜手努力，使本工程在最優

質的環境下推動，為擘劃開創石門水庫新願景共同努力。 

 拒絕關說、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的行為！ 

 秉持專業、效能、廉明的原則，提供良好的環境，促進參與採購廠商

提供優質的履約成果，獲取合理的利潤！ 

 若有發現任何不法或不公義的行為，請電檢舉專線：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03-3353823、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03-3328888、經濟部政風處 02-23222508、經濟部水利署 04-22501578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03-4712276 

簽署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經濟部政風處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程序表 

日 期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 

地 點 本局中山堂 

時 間 程 序 主持人 

09:30-09:40 

(10分鐘) 
主席致詞 本局江局長明郞 

09:40-10:10 

(30分鐘) 
長官及貴賓致詞 

 

10:10-10:30 

(20分鐘) 
簽署廉政宣言 本局計畫課 

10:30- 結束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 2號 

聯 絡 人：吳仁毅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0 

電子信箱：w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7日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 1051402106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docx、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

活動程序表.docx 

 

主旨：謹訂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於本局

中山堂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敬請派員蒞

臨指導，請鑒核。 

  

說明： 

一、旨揭工程之工程費約新臺幣 38 億元係屬巨額採購之重

大公共工程，茲為建立優質採購及營造環境，拒絕關說、

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之行為，並保護機關同

仁及廠商免受不當外力干擾，特於本工程招商說明會前，



邀請參加本簽署活動，以共同宣示如期、如質、無垢完

成採購案件之決心。 

二、檢附「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及簽署活

動程序表（如件 1、2）。 

  

  

正本：經濟部政風處 

副本：本局計畫課、政風室(均含附件)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 

水庫防淤、永續經營 

石門水庫為北部地區供水命脈，對桃園地區農業生產、工業發展、提

升人民生活水準及防止水旱災害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自民國 53 年完工

營運迄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歷經多場次颱洪事件下，水庫總庫容已淤

積約 1/3，嚴重影響正常供水；面臨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水文事件下，強降

雨之風險已然驟增，加強石門水庫防淤及排洪能力已刻不容緩。 

為了水庫永續發展，經濟部水利署刻正推動「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計畫」，讓這座已有五十多年輝煌歷史的石門水庫煥然一新，風華再現，

於時代歷史使命下得以永續經營。願我們共同攜手努力，使本工程在最優

質的環境下推動，為擘劃開創石門水庫新願景共同努力。 

 拒絕關說、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的行為！ 

 秉持專業、效能、廉明的原則，提供良好的環境，促進參與採購廠商

提供優質的履約成果，獲取合理的利潤！ 

 若有發現任何不法或不公義的行為，請電檢舉專線：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03-3353823、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03-3328888、經濟部政風處 02-23222508、經濟部水利署 04-22501578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03-4712276 

簽署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經濟部政風處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程序表 

日 期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 

地 點 本局中山堂 

時 間 程 序 主持人 

09:30-09:40 

(10分鐘) 
主席致詞 本局江局長明郞 

09:40-10:10 

(30分鐘) 
長官及貴賓致詞 

 

10:10-10:30 

(20分鐘) 
簽署廉政宣言 本局計畫課 

10:30- 結束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 2號 

聯 絡 人：吳仁毅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0 

電子信箱：w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7日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 105140210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docx、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

活動程序表.docx 

 

主旨：謹訂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於本局中

山堂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

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敬請核派長官

蒞臨指導，請鑒核。 

  

說明： 

一、旨揭工程之工程費約新臺幣 38 億元係屬巨額採購之重

大公共工程，茲為建立優質採購及營造環境，拒絕關說、

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之行為，並保護機關同

仁及廠商免受不當外力干擾，特於本工程招商說明會前，



辦理本簽署活動，以宣示如期、如質、無垢完成採購案

件之決心。 

二、檢附「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及簽署活

動程序表（如件 1、2）。 

  

  

正本：經濟部水利署 

副本：本局計畫課、政風室(均含附件)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 

水庫防淤、永續經營 

石門水庫為北部地區供水命脈，對桃園地區農業生產、工業發展、提

升人民生活水準及防止水旱災害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自民國 53 年完工

營運迄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歷經多場次颱洪事件下，水庫總庫容已淤

積約 1/3，嚴重影響正常供水；面臨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水文事件下，強降

雨之風險已然驟增，加強石門水庫防淤及排洪能力已刻不容緩。 

為了水庫永續發展，經濟部水利署刻正推動「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計畫」，讓這座已有五十多年輝煌歷史的石門水庫煥然一新，風華再現，

於時代歷史使命下得以永續經營。願我們共同攜手努力，使本工程在最優

質的環境下推動，為擘劃開創石門水庫新願景共同努力。 

 拒絕關說、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的行為！ 

 秉持專業、效能、廉明的原則，提供良好的環境，促進參與採購廠商

提供優質的履約成果，獲取合理的利潤！ 

 若有發現任何不法或不公義的行為，請電檢舉專線：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03-3353823、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03-3328888、經濟部政風處 02-23222508、經濟部水利署 04-22501578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03-4712276 

簽署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經濟部政風處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程序表 

日 期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 

地 點 本局中山堂 

時 間 程 序 主持人 

09:30-09:40 

(10分鐘) 
主席致詞 本局江局長明郞 

09:40-10:10 

(30分鐘) 
長官及貴賓致詞 

 

10:10-10:30 

(20分鐘) 
簽署廉政宣言 本局計畫課 

10:30- 結束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 2號 

聯 絡 人：吳仁毅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0 

電子信箱：w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30日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 105140217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docx、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

動程序表.docx、工程簡介.jpg、本局交通示意圖.docx 

 

主旨：謹訂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於本局中

山堂辦理「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

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敬請貴署長官蒞臨

指導，請察照。 

  

說明： 

一、旨揭工程之工程費約新臺幣 38 億元係屬巨額採購之重大

公共工程，茲為建立優質採購及營造環境，拒絕關說、

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之行為，並保護機關同

仁及廠商免受不當外力干擾，特於本工程招商說明會前，



邀請參加本簽署活動，以共同宣示如期、如質、無垢完

成採購案件之決心。 

二、檢附「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簽署活

動程序表、工程簡介及本局交通示意圖（如件 1、2、3、

4）。 

  

  

正本：法務部廉政署 

副本：本局計畫課、政風室(均含附件)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暫訂） 

水庫防淤、永續經營 

石門水庫為北部地區供水命脈，對桃園地區農業生產、工業發展、提

升人民生活水準及防止水旱災害等方面均有重大貢獻。自民國 53 年完工

營運迄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歷經多場次颱洪事件下，水庫總庫容已淤

積約 1/3，嚴重影響正常供水；面臨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水文事件下，強降

雨之風險已然驟增，加強石門水庫防淤及排洪能力已刻不容緩。 

為了水庫永續發展，經濟部水利署刻正推動「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計畫」，讓這座已有五十多年輝煌歷史的石門水庫煥然一新，風華再現，

於時代歷史使命下得以永續經營。願我們共同攜手努力，使本工程在最優

質的環境下推動，為擘劃開創石門水庫新願景共同努力。 

 拒絕關說、圍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平的行為！ 

 秉持專業、效能、廉明的原則，提供良好的環境，促進參與採購廠商

提供優質的履約成果，獲取合理的利潤！ 

 若有發現任何不法或不公義的行為，請電檢舉專線：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03-3353823、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03-3328888、經濟部政風處 02-23222508、經濟部水利署 04-22501578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03-4712276 

簽署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經濟部政風處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程序表 

日 期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 

地 點 本局中山堂 

時 間 程 序 主持人 

09:30-09:40 

(10分鐘) 
主席致詞 本局江局長明郞 

09:40-10:10 

(30分鐘) 
長官及貴賓致詞 

 

10:10-10:30 

(20分鐘) 
簽署廉政宣言 本局計畫課 

10:30- 結束 
 

 

 



 

 



北區水資源局交通示意圖 

開車路線 1：國道一號自南崁交流道下，接 4 號省道循行，即經桃

園市、八德市及大溪接至 3 號省道抵達北區水資源局。 

開車路線 2：國道三號自龍潭交流道下，接 113 縣道循行，即經龍

潭、北區水資源局，並抵石門水庫，全程約 9.3 公里。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M14KToZjRAhWDW7wKHcGnCyIQjRwIBw&url=http://www.wranb.gov.tw/ct.asp?xItem=3136&CtNode=793&mp=5&psig=AFQjCNEUccpk-Z1sZxIpGPUk-SSHl57ySA&ust=1483061576870706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6年1月12日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照片 

（活動翦影01） 

照片概述 本局江局長明郞致詞 

 

（活動翦影02） 

照片概述 經濟部水利署黃主任秘書宏莆致詞 

 



（活動翦影03） 

照片概述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彭檢察長坤業簽署廉政宣言 

 

（活動翦影04） 

照片概述 法務部廉政署防貪組劉組長廣基簽署廉政宣言 

 



（活動翦影05） 

照片概述 經濟部政風處徐簡任秘書世通簽署廉政宣言 

 

（活動翦影06） 

照片概述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站王主任金貴簽署廉政宣言 

 



（活動翦影07） 

照片概述 經濟部水利署黃主任秘書宏莆簽署廉政宣言 

 

（活動翦影08） 

照片概述 本局江局長明郞簽署廉政宣言 

 



（活動翦影09） 

照片概述 簽署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後貴賓合影 

 

（活動翦影10） 

照片概述 簽署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後貴賓合影 

 
 



（活動翦影11） 

照片概述 簽署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後貴賓合影 

 

（活動翦影12） 

照片概述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 

 
 













       

          

附件 6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 2號 

聯 絡 人：紀桂尚 

聯絡電話：03-4712001 #304 

電子信箱：cksmh@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9日 

發文字號：水北畫字第 106050194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局「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 階段)-阿姆坪

防淤隧道工程」於 106 年 5 月 5 日上午 10 時 30 分開

標，貴公司投標文件經資格審查結果符合資格，請於

106 年 5 月 22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30 分整至本局

第一會議室參加評選會議進行簡報，請查照。 

 

說明：本局開放廠商自備簡報設備測試時間如下列，其他時間

不開放： 

(一)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廠商)：106 年 5 月

19日下午 2時至 2時 30分。 

(二)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廠商)：106 年 5 月

19日下午 2時 45分至 3時 15分。 

(三)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廠商)：106 年 5 月

19日下午 3時 30分至 4時整。 

 
正本：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三源興股份有限公司、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

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將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本局政風室、秘書室、計畫課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紀桂尚 

聯絡電話：03-4712001 #304 

電子信箱：cksmh@wranb.gov.tw 

傳    真：03-4112871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水北畫字第1060502189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 

 

主旨：檢送本局106年5月22日「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

1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評選委員會第四次會

議(評選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張召集人庭華、賴委員伯勳、許委員慶祥、張委員振猷、覃委員嘉忠、程委

員培嘉、李委員宏徹、徐委員景文、張委員三郎、廖委員志中、黃委員福來、

陳委員得意、劉委員家銘、蘇委員俊明、吳委員啟順、林委員弘毅、蔡委員

秉儒 

副本：本局主計室、政風室、工務課(均含附件) 

 

 

 
 













決標公告 

公告日:106/06/23 

機 

關 

資 

料  

機 關 代碼  3.13.20.1  
 

機 關 名稱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單 位 名稱  計畫課  
 

機 關 地址  325 桃園市龍潭區佳安路 2 號  
 

聯 絡 人  紀桂尚  
 

聯 絡 電話  (03)4712001 分機 304  
 

傳 真 號碼  (03)4112871  
 

已 

公 

告 

資 

料  

標 案 案號  NB-106B01  
 

招 標 方式  公開招標  
 

決 標 方式  最有利標  
 

新 增 公告 傳輸 次

數  
01  

 

公 告 更正 序號  02  
 

是 否 依據 採購 法

第 106 條第 1

項 第 1 款辦 理  

否  
 

標 案 名稱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決 標 資料 類別  決標公告  
 

是 否 屬共 同供 應

契 約 採購  
否  

 

是 否 屬二 以上 機

關 之 聯合 採購

(不 適 用 共同 供

應 契 約規 定 ) 

否  
 

是 否 複數 決標  否  
 

是 否 共同 投標  否  
 

標 的 分類  <工程類> 5133 水道、海港、水壩及其他水利工程  
 

是 否 屬統 包  是  
 

本 案 完成 後所 應

達 到 之功 能、 效

益 、 標準 、品 質

或 特 性  

一、提升石門水庫防淤能力，減少水庫淤積：阿姆坪防淤隧道於平時作為

水庫土石清淤輸送通道，由佈設於隧道上方之抽泥管輸送至隧道出口沖淤

池堆置，於颱洪期間利用該通道排洪水量將沖淤池內可沖淤料排放至下游

河道，不可沖淤料部分則進行再利用。二、提升水庫排洪能力，確保極端

 



水文事件發生時之水庫安全：面臨氣候變遷致極端水文事件，強降雨之頻

率驟增，加強排洪能力已刻不容緩，阿姆坪防淤隧道可提供最大 700 秒立

方公尺排洪量，提升石門水庫整體排洪能力。  

是 否 應依 公共 工

程 專 業技 師簽 證

規 則 實施 技師 簽

證  

是  
 

開 標 時間  106/05/05 10:30  
 

原 公 告日 期  106/04/17   原公告日期係指最近 1 次招標公告或更正日期  
 

採 購 金額 級距  巨額  
 

辦 理 方式  自辦  
 

是 否 適用 條約 或  

協 定 之採 購  

是否適用 WTO 政府採購協定(GPA)： 是  

 

是否適用臺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 是  

 

是否適用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 是  

 

預 算 金額 是否 公

開  
是  

 

預 算 金額  3,813,995,704 元  
 

是 否 受機 關補 助  否  
 

履 約 地點  桃園市(非原住民地區)  
 

履 約 地點 （含 地

區 ）  
桃園市－大溪區  

 

是 否 含特 別預 算  否  
 

歸 屬 計畫 類別  非屬愛台十二項計畫  
 

本 案 採購 契約 是

否 採 用主 管機 關

訂 定 之範 本  

是  
 

是 否 屬災 區重 建

工 程  
否  

 

投 

標 

廠 

商  

投 標 廠商 家數  3  

投 標 廠商 1  
 

 廠 商代 碼  75094900  

 廠 商名 稱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名 稱 (英 ) BES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是 否得 標  是  



 組 織型 態  公司登記  

 廠 商業 別  營造業   營造業登記證號碼: B00490  

 廠 商地 址  105 臺北市松山區新聚里東興路 12 號 6 樓  

 廠 商地 址 (英 ) 6F., No.12, Dongxing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70, Taiwan (R.O.C.)  

 廠 商電 話  (02) 87876251  

 決 標金 額  3,658,000,000 元  

 得 標廠 商國 別  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是 否為 中小 企

業  
否，預估分包予中小企業之金額 1,060,000,000 元  

 履 約起 迄日 期  106/10/15－110/10/15 (預估)  

 雇 用員 工總 人

數 是 否  

 超過 100 人  

是  

 僱 用員 工總  

 人 數  
742  

 已 僱用 原住 民  

 人 數  
5  

 已 僱用 身心 障

礙 者  

 人 數  

7  

投 標 廠商 2  
 

 廠 商代 碼  28985711  

 廠 商名 稱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名 稱 (英 ) RSEA Engineering Corporaation  

 是 否得 標  否  

 組 織型 態  公司登記  

投 標 廠商 3  
 

 廠 商代 碼  52356446  

 廠 商名 稱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廠 商名 稱 (英 ) Fortune Construction Co. LTD  

 是 否得 標  否  

 組 織型 態  公司登記  
 

決 

標 

品 

決 標 品項 數  1  

第 1 品 項  
 

 品 項名 稱  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項   是 否以 單價 及

預 估 需  

 求 數量 之乘 積

決 定 最  

 低 標  

否  

 得 標廠商 1 
 

  得標 廠商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 評選  是  

  評選 序位 或

總 評 分  
1  

  預估 需求 數

量  
1  

  得標 廠商  

  原始 投標 金

額  

3,658,000,000 元  

  決標 金額   3,658,000,000 元 

  原產 地國 別  

原產地國別 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原產地國別 

得標金額 

3,658,000,000 元 

參拾陸億伍仟捌佰萬元  

 

 

 未 得標 廠商 1 
 

  未得 標廠 商  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 合格  是  

  標價 金額  3,754,000,000 元 

  未得 標原 因  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有利標或最優勝廠商  

  參與 評選  是  

  評選 序位 或

總 評 分  
2  

 未 得標 廠商 2 
 

  未得 標廠 商  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 合格  是  

  標價 金額  3,772,000,000 元 

  未得 標原 因  資格、規格合於招標文件但非最有利標或最優勝廠商  

  參與 評選  是  

  評選 序位 或 3  



總 評 分  
 

最 

有 

利 

標  

評選委員  

項

次 

出席會

議 
姓名 職業 

1  是  蔡秉儒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課長  

2  是  林弘毅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課長  

3  是  吳啟順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課長  

4  是  蘇俊明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主任工程司  

5  否  賴伯勳  已退休  

6  是  許慶祥  已退休  

7  是  張振猷  已退休  

8  是  覃嘉忠  已退休  

9  否  程培嘉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總工程司  

10  是  李宏徹  已退休  

11  是  徐景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處長  

12  否  張三郎  已退休  

13  否  廖志中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14  是  黃福來  已退休  

15  是  陳得意  已退休  

16  是  劉家銘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主任秘書  

17  是  張庭華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副局長  
 

 

英 

文 

公 

告  

機 關 名稱  
North Water Resources Bureau, Water Resources Agen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機 關 地址  2 Chia-An RD. LungTan, Taoyuan, Taiwan, ROC  
 

標 案 名稱  
Desilting Tunnel Project of Shimen Reservoir(First Stage) -The Basic Design Report 

of Amouping Tunnel   

聯 絡 人  Mr.Chi  
 

聯 絡 電話  886-3-4712001 Ext 304  
 

傳 真 號碼  886-03-4112871  
 

得 標 廠商 1    
 

廠 商 代碼  75094900  
 

廠 商 名稱  BES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廠 商 地址  6F., No.12, Dongxing Rd., Songshan Dist., Taipei City 10570, Taiwan (R.O.C.)  
 

未 得 標廠商 1    
 

廠 商 代碼  28985711  
 



廠 商 名稱  RSEA Engineering Corporaation  
 

未 得 標廠商 2    
 

廠 商 代碼  52356446  
 

廠 商 名稱  Fortune Construction Co. LTD  
 

附 加 說明  
  

決 

標 

資 

料  

決 標 公告 序號  001  
 

決 標 日期  106/05/25  
 

決 標 公告 日期  106/06/23  
 

是 否 刊登 公報  是  
 

招 標 文件 是否 包

括 使 用建 築資 訊

建 模

BIM(Bui lding 

Informat ion 

Model ing)之

技 術  

否  
 

得 標 廠商 是否 提

出 運用 BIM 技

術  

否  
 

總 決 標金 額  

3,658,000,000 元  

決標金額係以預估條件估算之預估金額。 

估算方式：本案為統包契約，細部設計之數量及單價由廠商提送機關審核  
 

總 決 標金 額是 否

公 開  
是  

 

契 約 是否 訂有 依

物 價 指數 調整 價

金 規 定  

是  
 

漲 跌 幅調 整幅 度  依總指數 2.5%  
 

履 約 執行 機關  
機關代碼：3.13.20.1 

機關名稱：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附 加 說明  

一、各投標團隊如下 

1.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三源興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標)，黎明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主分包商）並以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廠商 

2.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標)、台灣世曦工

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主分包商）並以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廠商 

3.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將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標)、聯合大地

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主分包商）並以福清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為代表廠

 



商 

二、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三源興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標)承諾總工期縮

短為１,440 日曆天 

三 、項目及數量摘要： 

1.防淤隧道長度約 3,702 公尺、橫坑長度約 306 公尺。 

2.進水口弧型閘門 3 道、出水口弧型閘門 3 道。 

3.沖淤池 1 座、淤泥貯留設施[包含緩衝槽、淤泥分選設備區(振動篩、洗砂

機、泥砂分離機、皮帶輸送機、監控設備及控制室)、淤泥排放設備(緩衝槽

及泥水泵浦)]、配合水工機械操作之電氣與移控設備。 

四 、開始履約日期由本局另以書面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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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審查「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程管理

資訊系統稿本

貳、開會時間：107年 1月 31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分
參、開會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肆、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記錄：吳建德

伍、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出席人員簽名冊)

陸、主席致詞：(略)

柒、委員及與會單位審查意見：

一、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一)工程團隊應以實際工作人員為主體，顧問為輔。

(二)所列顧問是否符合工程需求請再斟酌。

(三)進水口圖應再明確清楚標示出位於庫區的位置。

(四)進水口圖、橫坑口是否有防洪牆請再確認。

(五)水工機械、沖淤池是否為全國最大寬度弧型匣門請再

確認。

(六)進水口圖，本工程是否有SIL2設備請再確認。

二、計畫課：

(一)本網站如需建置於本局外部，請依經濟部計畫網站資

通安全管理計畫規定辦理各項作業規定辦理。

(二)本網站如需架設於本局內部，請提供必須之安裝軟體

授權(如伺服器授權、資料庫授權或相關使用之應用

程式授權)，並請提供便利上稿之機制，並於上線前

提供第三方軟體弱點掃描報告去認本網站安性後提供

對外服務。

(三)請注意如需提供民眾下載資料，請提供開放式文件格

式提供下載。

(四)工地影像內之排砂動畫宜請改列於工程特色內。

(五)工程特色項下所列為工項介紹，標題倘設定為”工程

特色”，則應著墨於特色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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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氣體測定放在首頁有些突兀，宜改列於職安衛管理項

下。

(七)職安衛管理內之工程模型，宜改列於工程簡介項下。

(八) 工地影像內容請增加即時影像(進水口、沖淤池、堤

防)，日後並可做成施工縮影。

(九) 請增加全民督工與民眾陳情。

(十)缺少工程進度資訊。

三、品管課：

(一)品質管理部分有關工程進度管理資訊，與目前施工項

目內容建議加入(含預定與實際)。

(二)品質管理部分有關工程查核、督導資訊(含單位、督

導人員及日期等)建議加入。

(三)職安衛管理建議加入「環保措施」單元，分為：

1. 環境保護(空氣汙染防制、水汙染防治、環境清潔、

噪音振動防治、交通改善措施等包含項目、地點及

頻率)。

2. 環境監測(空氣品質監測、噪音振動監測、水質(河

川)監測、交通流量監測、陸域水域生態監測等，

包含項目、地點及頻率。

四、工務課：

(一)今天只有架構，很多主要內容沒有放入，要加速進行，

初稿可以請工務所提供建議及協助修改。

(二)工程特色要加強，應是在平日抽泥，可經掛在隧道的

輸泥管進行篩分，分出可沖淤料及不可沖淤料，可沖

淤料放入沖淤池，颱風時，利用洪水沖入大漢溪回歸

大海。

(三)就部分呈現內容，似為簡報形式，建議宜說明清楚，

並有專業性，儘量能不枯燥，文字有連續性，能串起

來。

(四)南化水庫網頁物份內容可以參考，如進度管理、會議

紀錄、文件及規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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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簡任正工程司瑋：

(一)所提工程資訊系統簡介資料中，工程簡介與工程特色

單元內容似乎雷同，應要有所區別，以符實際標題。

(二)工法介紹單元，亦同上述意見，應加強描述，並符合

實際標題。

(三)本系統後續維運時，所挑選之照片應特別注意，除應

圖文相符，亦注意機關形象。

(四)本系統建置原意除相關工程管理作業，亦有施工過程

紀實之附加價值，請執行單位指派專人管理，並將相

關資料蒐集整理，俾利後續成果之呈現。

六、張副局長庭華：

(一)工程簡介請加入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之相關宣導說

明。

(二)首頁為何放置氣體測定連結？請建置於適當位置。

(三)本系統尚無工程進度等相關資料，請補充納入。

(四)「永續經營」單元因涉及石門水庫部分，於此系統建

置似有不妥，請另於工程簡介中單就本工程描述即可。

(五)「工程團隊」單元似乎內容繁多，建議精簡，或納入

其他單元說明。

(六)「工程特色」及「工法介紹」應有所區別，符合實際

標題，內容請再加強。

(七) 本工程未來將參加金質獎及金安獎，故本系統應配合

工程品質管制及職業安全衛生重點，納入相關進度控

管、品管及職安資料。

(八) 本系統應具有日後提供查核或督導委員於事前審閱及

了解工程相關資訊。

(九)未來相關大事紀、會議資料、施工影像、重大活動

(與地方互動等)及縮時攝影等資料，請建置於系統供

參。

(十) 系統應有後續營運管理專人負責，並區分上稿權限，

及可檢核勾稽制度。

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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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系統建置內容請依據契約規定事項作為主架構，其

對象除對外民眾、工程查核與督導委員，以及局內工

程人員外，請考量具有科普功能，以供學生參考。

(二)本系統應納入施工中環境保護措施及監測等相關資訊，

以及與地方互動等相關訊息，俾使民眾了解工程友善

措施及資訊公開。

(三)請執行單位依本次會議與會單位意見修正，並請工務

課適時召開工作會議，先行確認內容已依審查意見修

正，俾本系統符合本局所需。

(四)請依據契約規定期限提送修正版，以辦理後續審查。

玖、散會(107年 1月 31日上午 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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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對外專網建置

及 3D動畫影片腳本討論

貳、開會日期：107年 10月 29日(星期一)下午 4時 0分

叁、開會地點：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務所會議室

肆、主持人：郭副局長耀程

伍、記錄人：游謦竹

陸、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名冊）

柒、與會單位意見：略

捌、綜合討論及結論：

一、 3D動畫影片No-01緣起腳本內容重點修正如下：

(一) 請納入石門水庫 5項功能(灌溉、發電、給水、防

洪、觀光)特色畫面，並透過颱洪時期水力排砂操作等

資料畫面，帶出水庫面臨問題(與本工程有關者)，同

時凸顯影片效果。

(二) 水庫面臨問題可考量納入產業發展隨時代改變，

進而影響產業用水比例，在加上現今面臨極端氣候造

成石門水庫產生淤積、設施損壞供水等問題，請從發

生問題處開始發想並補充經典畫面，作為防淤隧道工

程計畫之鋪陳。另可納入介紹本工程 2大特色功能(平

均每年可增加 64萬立方公尺的排砂量及每秒 600立方

公尺的排洪量)，俾加深對本工程特色印象。

(三) 此部分請本局計畫課負責腳本修正補充，目前 210

秒時間可略減少。

二、 3D動畫影片No-02設計理念腳本內容重點修正如下：

(一) 此部分應含規劃及設計二部分，請考量納入本防

淤隧道工程規劃設於阿姆坪地區之原因，並就為何設

計防洪能力是 600cms？另請納入本工程項下之各分項

工程特殊設計，如篩分場、隧道功能(抽輸泥、水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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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及車行隧道)、沖淤池(落砂、沖淤及為何設計小三

槽等)等之敘述，俾加深對阿姆坪整體工程之印象，另

亦可說明本工程促進公民參與及用地取得簡要說明。

(二) 上開規劃及基設腳本請本局計畫課及基設廠商負

責，細設腳本由中華公司負責(請黎明公司協助)。另

目前僅有 27秒影片，比重太低應增加。

三、 3D動畫影片No-03本工程內容腳本內容重點修正如下：

(一)現細部設計已近乎定稿，各項工程設施介紹請依據核

定之細設資料增加尺寸標示，並補充各項設施之 3D動

畫或圖解，俾觀賞者迅速掌握工程內容。

(二) 此部分腳本應考量納入施工重點說明(如全套管基樁、

隧道新奧工法等施工作業流程之動畫與影片)，尤其本

工程如何縮短工期(如移動式棧橋施工)？如何增進工

程品質(如不利地質預判、教育訓練等)？提升職業安

全(如氣體偵測、職安夥伴等)？俾使觀賞者理解本工

程施工特色。

(三) 上開腳本請中華公司負責(請黎明公司協助)，另目前

影片長約 382秒，可視實需增減。

四、 3D動畫影片No-04本工程設施運作之腳本，請以三種情

境(颱洪、枯旱、平常)操作為模擬動畫重點，俾利凸顯

本工程優點。此部分腳本請本局計畫課負責，另目前影

片長約 143秒，可視實需增減。

五、 3D動畫影片No-05結語之腳本，此部分腳本可考量將本

工程特色及效益彙整說明，加深觀賞者對本工程之印象，

再搭配於石門整治計畫完成後，本工程為水庫延壽及因

應氣候變遷調適重要工作，期望達成水庫永續說明。此

部分腳本請本局工務課負責，另目前影片長約 84秒，可

視實需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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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局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曾舉辦石門水庫攝影比賽，請本

局工務課洽石門水庫管理中心索取參賽得獎照片參考納

入，俾利豐富本工程 3D動畫影片。

七、 有關本計畫專網建置部分，其專網架構及呈現風格請參

考湖山水庫主題網或本局水庫主題網辦理，並增加廉政

透明專區及政府資訊公開專區等內容。

八、 第二次討論會議訂於 107年 11月 8日召開，期間請於本

局工務課自行管控廠商修正辦理情形，並請中華公司及

本局計畫課於會前 1日將討論內容提交本局工務課彙辦。

玖、散會。(下午 5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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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對外專網建置及
3D動畫影片腳本討論(第二次)

貳、開會日期：107年 11月 8日(星期四)下午3時0分

叁、開會地點：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務所會議室

肆、主持人：郭副局長耀程

伍、記錄人：游謦竹

陸、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名冊）

柒、與會單位意見：略

捌、綜合討論及結論：

一、請工務課先行檢核 3D動畫影片之名詞及文字用語，確認合宜；另緣

起、設計理念、本工程內容說明、本工程設施運作說明及結語等各

段分鏡，請作明顯區隔，俾利觀眾暸解本工程內容。

二、3D動畫影片 No-01 緣起腳本內容，請增補阿姆坪隧道工程開工典禮

相關畫面及工程標案基本資料，並應有破題(如強化計畫目標、解決

民眾問題或提升設施工能)之設計。

三、3D動畫影片 No-02 設計理念之腳本，請從設計特點如(1)選址(2)設

施全年皆可運轉(3)枯旱時可行車(4)沖淤池設施及土石篩分場操作

等部分，帶出可達成計畫主要功能-排洪量數值 600cms、年沖淤量

64萬立方公尺。另細部設計特點如隧道坡度設計、結構安全等亦可

納入，並請中興公司及黎明公司務必協助提供資料。

四、3D動畫影片No-03本工程內容腳本內容重點修正如下：

(一)主隧道入口斷面應無輸泥管，請確認畫面正確性。

(二)進口段、隧道段、出口段及沖淤貯留設施等 4分區設施介紹，請

以不同角度之 3D鳥瞰方式介紹設施尺寸及構造外型，同時搭配

設施功能說明及動態效果展示。尤其，除隧道段外，其餘分區

介紹前應有大範圍設施位置現況及預計設施位置動畫示意說明，

讓觀賞者能由現況能想像未來完成狀況。

(三)3-12功能畫面請移至 No-04本工程設施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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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畫面3-23及 3-24請對調，隧道施工可採坡面示意圖，以利暸解

工程結構特性。

(五)各分區施工可採現況畫面或動畫示意，但無需每一工項施工均

介紹，惟應強化本工程施工特點極難度(如隧道施工畫面3-19及

3-20、橫坑接主隧道雙邊開挖施工、仰拱棧橋施作、地質預探

作業等)說明。

五、3D動畫影片 No-04本工程設施運作之腳本，請以三種情境(颱洪、枯

旱、平常)操作為模擬動畫重點，請於各種情境說明時，以 3D鳥瞰

方式隨操作動態移動呈現。例如，自抽泥船抽泥後，看著泥沿管線

輸送至橫坑、隧道及貯留設施處理，淤泥送至沖淤池。其後，以洪

水自入口段啟動閘門流入，水流在隧道內湧動，至沖淤池出現沖水，

再由沖淤池後淤泥向前崩落，混濁水流流出等。

六、3D動畫影片 No-05結語之腳本，此部分請依據前述內容及局長指示

參酌修正。

七、「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對外專網內容重點修正如下：

(一)請補充網頁導覽頁面並檢討網頁分層後，將多餘頁面移除。網

頁中，各階層按鈕占據整個頁面使整體網頁略顯空洞，請將按

鈕置於左方，右方則展示相關文字圖表內容。

(二)請將網頁分為工程計畫(工程緣起及目標、設計理念)、工程概

況(工程進度、執行金額、目前施作工項、工地照片影像、核定

計畫書等)、資訊公開(如結論八)、民眾參與，工程花絮(貴賓、

委員及長官指導)等項目。

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 107年 9月12日函頒「本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

透明措施實施計畫」規定，應於機關全球資訊網公開之部分如下：

(一)工程進度、施工、監造報表、工期展延理由、日數及各重點工

項之品質檢試驗報告(可分類臚列)。

(二)施工照片或即時影像，公布施工品質計畫書及品質成果報告書

等。

(三)公開變更設計說明、修正預算(變更設計)內容明細表及經費變

更比較表等相關資料。

(四)設立民眾陳情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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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三次討論會議訂於 107年 11月 21日下午3時召開，請計畫課於 11

月 15日前提交負責腳本內容，工務課請自行管控廠商修正辦理情形，

並於下次會議前 1日將討論內容提交本局工務課彙辦。

玖、散會。(下午 5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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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對外專網建置及
3D動畫影片腳本討論(第三次)

貳、開會日期：107年 11月 27日(星期二)下午4時0分

叁、開會地點：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務所會議室

肆、主持人：郭副局長耀程

伍、記錄人：游謦竹

陸、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名冊）

柒、與會單位意見：略

捌、綜合討論及結論：

一、「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3D動畫影片腳本修正

如下：

(一) 場景 1-12，旁白「改建石門電廠增水庫排砂隧道

…」應改為「改建石門電廠增設水庫排砂隧道…」。

(二) 場景 3-12，旁白「寬6公尺之搖擺式閘門…」 應改

為「寬6公尺之擺動式閘門…」，畫面概念圖亦請一

併修正。

(三) 場景 3-13，請確認完工後，通達道路填築高程與核

定圖說的一致性。

(四) 場景 4-02，實際抽泥規劃應於 26~28 斷面，此畫面

容易誤以為抽泥船於進水口斷面抽泥，請參酌修正。

二、「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對外專網內容重點修

正如下：

(一)「2.阿姆坪工程-工程簡介」建議分為緣由、效益及基

本資料等3大項。

(二)「2.阿姆坪工程-工程內容」請依 3D動畫影片工程內

容說明，分為進口段、主隧道段、出口與沖淤池段、

淤泥貯留設施等4大項。



(三)「2.阿姆坪工程-工程進度」請增加工程分項進度、工

程進度曲線圖、工程展延、施工監造報表等項目。

(四)「3.下游河道工程」項目內容請與「2.阿姆坪工程」

項目一致；下游河道工程相關資料請工務課協助提供。

(五)「4.用地取得」項目內容原則請依本工程用地取得之

過程，區分為開發計畫、徵收計畫、用地範圍、用地

取得歷程、用地取得方式等分項說明；相關工程用地

資料請資產課協助提供。

(六)「5.全民監工與陳情」及「6.聯絡我們(官方)」請依

前次會議政風室意見參酌修正。

三、請廠商儘速依本次會議意見修正專網架構及內容，並請

依3D動畫腳本內容建置 3D動畫影片，俾利本局工務課進

行後續事宜。

玖、散會。(下午5時30分)





說明：本局「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專屬網頁提供工程施工照片等資
訊，提高工程資訊公開程度。

說明：本局「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專屬網頁提供工程即時影像等資
訊，提高工程資訊公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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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專屬網頁」提供「民眾陳情」頁面，多元提供民
眾陳情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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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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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 開會事由：本局 106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貳、 開會日期：106年 9月 28日上午 9時 30分 

參、 開會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肆、 主持人：江局長明郎 

伍、 記錄人：陳美惠 

陸、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名冊  

柒、 致詞： 

一、 主持人致詞： 

今天的廉政座談會主要是為了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能順利執

行，防淤隧道工程在台灣的水庫是個創舉，在國際上亦為少見，本

局嘗試利用防淤隧道讓水庫重生或繼續延長壽命，因此本工作的推

動是非常重要的，本工程已於 106 年 5 月 25 日順利決標，也即將

進入開工階段，為了讓工程順利執行，今天特別邀請檢調機關代表

及廠商與本局同仁，共同討論本工程如何在各方注目之下能夠完整、

如期、如質、無垢的完成，工程的完成不僅是北水局的責任，同時

也是廠商的責任。本案工程費相當龐大，如何避免因經費的關係，

造成外界覬覦或不當的廠商或人士干擾，而造成工作一定的影響，

因此今日的座談會相當的重要，希望藉此凝聚共識，開闢廉政溝通

管道，讓所有可能的干擾降到最小，並藉由今日座談會的呼籲，亦

提醒廠商配合政府作為，將工作做到最好。 

二、 調查機關代表（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調查站王主任金貴）

致詞：  

今日代表桃園市調查處參與北水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

會，本工程係國家重大工程，是社會大眾所矚目的工程，在施工過

程中，依照以往的經驗，可能會有黑道覬覦或關心介入，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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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共同參與廉政工作，讓北水局的同仁在承擔業務的過程中能夠

安心執行。另外業者如遇外力介入或有工程上問題，亦可向本處提

出相關訊息，本處會盡全力關注這項工程，也代表對政府工程品質

的關注，希望藉由本處的參與，能使本工程如期如質的完成。 

三、 廠商代表（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李經理明家）致詞： 

感謝今天有機會參加這場座談會，本公司持續參與政府各項重大工

程，唯獨水利署尤其北區水資源局在辦理本項工程時，從招標過程

開始，皆有檢調及廉政相關單位協助參與，所以本公司從投標開始

都非常放心，尤其藉由今日的座談會，更有信心將來把工程做好，

不會受到外來壓力的影響，這樣的座談會活動，對承攬廠商而言相

當有保障，誠如局長所期許本工程能如期如質完成，未來在貴單位

鞭策及指導下，能把本工程做好，亦是廠商最大的希望。  

捌、 報告事項： 

一、 行政透明案例分享─「全民顧水、臺灣足水」專案報告（報告人：

本局政風室吳主任仁毅）：(略) 

二、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案」興利防弊作為報告（報告人：本局

計畫課蔡課長秉儒）：(略) 

玖、 專題講座：公共工程弊案案例解析及防制（講座：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檢察署邱主任檢察官文中）：（略） 

壹拾、 綜合座談： 

一、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傅所長賜榮：分享南水局曾文防淤隧道執行經

歷，該案於開標前辦理座談會，與檢調機關及政風室等互相溝通標

案達成目的、效益、規格及將來可能遇到的干擾，讓工程執行時均

能順利推展，該案參加金安獎、優質獎均獲獎。本次榮幸承攬貴局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標案，貴局亦循南水局模式辦理開標前說明會

及本次座談會，本公司將秉持本案朝金質獎、金安獎、優質獎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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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努力。 

二、 本局政風室吳主任仁毅：感謝傅所長提供南水局成功案例分享，本

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有建立採購廉政平台，希望各承攬廠商與本

局建立聯繫窗口，提供聯絡人資訊予本室，之後本局與承攬廠商將

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座談會或相關工程檢討會，請檢調機關蒞會指

導。 

三、 本局張副局長庭華：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為前瞻基礎建設中非

常重要的工作，誠如局長於致詞時指示如期、如質、無垢來完成這

項工程，本年年初辦理廉政平台說明會是一個開始，本案工程目前

已決標，特別於開工前請政風室舉辦今日的座談會，主要是為了讓

本局同仁以及施工團隊瞭解政府目前對於重大工程廉政作為之要

求，也讓廠商知道有此管道可以避免外界不當的干擾，讓廠商能更

有信心來完成國家重大之建設。相信除了南水局的經驗之外，本局

也會為廉政平台創下壯舉，希望將來影響週邊的政府機構參與相關

廉政作為。 

四、 本局工務所林主任政志： 

(一) 請教邱主任檢察官，如工程自辦監造，責任範圍如何界定? 

(二) 驗收認定標準模糊地帶，合不合格之標準於法律面並未明定，

驗收人員執行上有所困難。 

五、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邱主任檢察官文中： 

(一) 其他案件之判決書中，如監造未盡落實被認定有罪，應有主觀

之犯意，可瞭解有無法令規定或契約規定相關之監造義務，如

均無規定義務，且行為無違背法令，則應不至於被認定主觀上

有犯意。 

(二) 驗收部分建議透過公開方式，如內部訂定相關規定，或透過公

開會議達成一致見解。 



4 
 

六、 本局計畫課蔡課長秉儒：委外監造人員如非故意，但因散漫而未落

實監造，除契約訂定之責任外，有無刑事責任如背信或偽造文書等

可課予監造人員? 

七、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邱主任檢察官文中：首先可從雙方契約規

定，如從加重違約金處罰及相關違約處理。另背信或偽造文書等權

利機關亦可行使，可提供犯罪嫌疑構成要件等相關事證，移送檢調

機關處理，檢調單位均責無旁貸受理。 

八、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調查站王主任金貴：建議於施工期

間，要求施工單位全程錄影，驗收時亦全程錄影，且會同相關如會

驗單位共同參與，由各單位不同角度提供專業意見，以提升驗收品

質。 

壹拾壹、 主持人裁示及結語： 

一、 感謝廠商參與本次標案，會後請承攬廠商提供聯絡窗口資訊，本局

爾後定期召開座談會，將請檢調機關共同參與溝通，藉以了解廠商

是否有需要協助的狀況。 

二、 今日會議請政風室研擬新聞稿，讓外界知道本工程開始運作，檢調

機關均相當支持，廠商亦共同參與，有信念將本案工程做好，可讓

相關政府機關參考辦理，形成政府良好風氣。 

三、 感謝桃園地檢署邱主任檢察官、史主任及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王主

任、李調查官與廠商代表共同參與今日的座談會，希望本工程順利

進行，為達到如期如質完成的目標，本局將與廠商共同努力，謝謝

各位。 

壹拾貳、 散會（12時 30分)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新聞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動行政透明，建構優質尊嚴工作環境 

「106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於 106年 9月 28日（星期四）上

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舉辦「106 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

政座談會」，邀集檢察、調查、政風等機關及廠商約 40 人座談聯

繫溝通，會中安排「行政透明案例分享：『全民顧水、臺灣足水』

專案」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案興利防弊作為」等報告，

並邀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邱主任檢察官文中擔任專題「公

共工程弊案案例解析及防制」講座。 

北區水資源局江明郎局長在致詞時表示：「石門水庫阿姆坪防

淤隧道工程計畫」是水利署「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

十二項計畫中一項很重要的計畫，為推動行政透明，建構優質尊

嚴工作環境，確保同仁及廠商免受不當外力干擾，能如期、如質、

無垢完成工程，辦理本次廉政座談會，除請承攬廠商代表及指派

承辦工程同仁參加外，特別邀請邱主任檢察官文中及法務部調查

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調查站王主任及李調查官蒞臨指導，並參與

綜合座談，解答廠商及同仁相關問題，同時讓承攬廠商瞭解政府

的廉政作為及遭遇不當外力干擾時之通報管道。 

邱主任檢察官文中表示，維護公共工程施工不受外力干擾，

打擊犯罪是桃園地檢署一貫之目標，「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

程計畫」攸關桃園地區民生公共給水之穩定也是防止石門水庫淤

積之重要經建工程，桃園地檢署會指揮治安機關全力維護環境不

受外力影響確保工程品質，讓桃園地區民眾有安全乾淨的飲用

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區水資源局發言人：副局長邱忠川 

e-mail：chiu@wranb.gov.tw 

辦公室電話：（03）471-2236  行動電話：0912-255620 

  



106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 

 

日期：106年 9月 28日；人數：41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主持人致詞 

主管：江局長明郎                             

 

日期：106年 9月 28日；人數：41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行政透明案例分享 

主管：江局長明郎                             



106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 

 

日期：106年 9月 28日；人數：41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本局計畫課蔡課長秉儒報告 

主管：江局長明郎                             

 
日期：106年 9月 28日；人數：41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授課講座：桃園地檢署察邱主任檢察官文中 

主管：江局長明郎                             



106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 

 

日期：106年 9月 28日；人數：41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綜合座談 

主管：江局長明郎                             

 
日期：106年 9月 28日；人數：41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綜合座談 

主管：江局長明郎                             



106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 

 
日期：106年 9月 28日；人數：41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綜合座談 

主管：江局長明郎                             

 

日期：106年 9月 28日；人數：41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綜合座談 

主管：江局長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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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傳　　真：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一、

二、

三、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　函

 
承辦單位：歸檔／申請歸檔展期　天

收文字號：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吳村修

03-4712001　#811

hsiu@wranb.gov.tw

03-4112374

會辦單位：

 

如行文單位

 

中華民國107年10月04日

水北政室字第1071401584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請至網址http://download.wra.gov.tw/appendix 下載附件【登入序號：401584】）、附

件1.pdf、附件2-水利署政風室簡報.pdf、附件3-阿姆坪防淤隧道簡介.pdf、附件4-鄒主任檢

察官簡報.pdf、附件5-1-會議記錄函發各單位.pdf、附件5-2-會議紀錄.pdf、附件5-3-簽名

冊.pdf、附件6.pdf、附件7.pdf、附件8.pdf、附件6-1.pdf

檢陳本局「107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辦理成果電子

檔1份，請鑒核。

 

說明：

依據本局107年度廉政工作計畫暨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

廉政平臺實施計畫」辦理。

為推動行政透明，踐行廉政及工程倫理，建構優質尊嚴工作環境

，確保同仁及廠商免受不當外力干擾，建立優質施工團隊，如期、

如質、無垢完成工程，本室遂於107年9月10日簽奉局長核准，於同

年月26日召開旨揭座談會(如附件1)。

本次座談會由本局張副局長庭華主持，當日邀集檢察、調查、政風

及廠商等約50人座談聯繫溝通，會中安排鈞室陳主任敏森簡報「前

瞻水環境透明水臺灣專案」及本局吳課長啟順報告「石門水庫阿姆

坪防淤隧道工程簡報」，並邀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鄒主任檢

察官茂瑜擔任專題「公務與企業廉能宣導（含工程弊案案例分析、

圖利罪及請託關說案例）」講座，座談會圓滿辦理完畢。（簡報檔

線

訂

裝



四、

五、

正本：

如附件2至4)

另座談會中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調查站梁組長及李調查

官蒞臨指導，並與鄒主任檢察官列席綜合座談，解答廠商及同仁相

關問題，藉由互動交流，共同研討如何推動行政透明等相關議題

，消除任何可能的疑慮，透過廉政平臺，結合檢察、調查及廉政

（政風）機關（構)成為國家重大建設的監督守護者，確保公共工

程順利推動，相關會議紀錄業於107年10月2日函發當日與會單位及

廠商參辦(如附件5)，同時發布新聞稿並經新聞媒體報導(新聞揭露

如附件6、6-1)。

併陳本次廉政座談會成果照片(如附件7)及問卷分析(如附件8)，惠

請核列本室「防貪業務績效評比核分說明及裁量基準\二、自主管

理工作項目\一、社會參與」項下績效。

 

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

副本：

抄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吳村修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1 

電子信箱：hsi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日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107140154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70926北區水資源局廉政座談會會議紀錄.docx、1070926廉政座談會簽名

冊.pdf 

 

主旨：檢送本局107年9月26日「107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

政座談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經濟部政風處、經濟部

水利署、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大地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鼎燁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三源興股份有限公司、本局石門水庫

管理中心、計畫課、工務課、養護課、品管課、資產課、主計室、人事室、

政風室 

副本：本局局長室、張副局長室、郭副局長室、主任工程司室、楊秘書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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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 開會事由：本局 107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貳、 開會日期：107年 9月 26日上午 9時 30分 

參、 開會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肆、 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伍、 記錄人：吳村修 

陸、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名冊  

柒、 主持人致詞： 

本局江局長參加署長所主持的重要會議，不克參加本次座談會，

特別指派本人主持座談會。首先感謝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鄒主任檢

察官、經濟部政風室黃專員、水利署政風室陳主任及法務部調查局

桃園市調查處梁組長與李調查官蒞臨指導，以及大家的踴躍參與。 

石門水庫自民國 53 年完工迄今，已經歷經了 54 年，期間面臨

多次颱風嚴厲的考驗，尤其是 93 年的艾利颱風為石門水庫帶來

2,788 萬立方公尺的淤積泥砂，有效庫容一夕之間減少了 11％，為

石門水庫帶來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在座很多本局的同仁參與了石

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為石門水庫奉獻許多心力，整治計畫

於去年 11月底在中庄調整池工程完工後圓滿結束，也讓石門水庫浴

火重生，達到集水區保育及穩定供水的目標，但庫容仍無法恢復當

年的蓄水量，因此目前除了積極清除水庫淤積物，以及透過防淤隧

道於汛期間進行水力排砂外，為加速水庫淤積物清除及提升防洪能

力，本局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

畫。工程完工之後，每年可以增加 64 萬立方公尺淤積泥砂的去化，

也可以增加石門水庫排洪能力 600秒立方公尺。 

前瞻基礎建設是當前政府積極推動的政策，相關工程採購也走

向透明化、公開化，力求公平、公正、公開。以阿姆坪防淤隧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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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為例，在招標的階段就透過公開閱覽的機制，讓工程規劃設計攤

在陽光下供大家檢視。本局在本工程的廉政作為上，於 106年 1月 3

日實施「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平臺」，並於 1 月 12 日

與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

調查處、經濟部政風處、水利署及本局共同簽署廉政宣言，希望透

過廉政平臺的運作，導入外控監督力量來杜絕關說、圍標、綁標及

任何妨礙採購公平的行為，讓施工廠商可以安心的把國家重大建設

如期、如質、無垢的完成。水利署跟本局有決心、有信心提供良好

的環境、杜絕不當的壓力，讓承攬廠商能安心執行各項工程計畫，

讓國家的重大水利建設順利完成。 

捌、 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陳主任敏森致詞：  

很高興今天能參加「107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推動工程行政透明措施是水利署近年來努力推動的目標。署長去年

於行政院廉政會報提報「前瞻水環境透明水臺灣」，從民國 100年南

水專案開始導入外部監督的機制，迄今未有發生重大問題，也成為

中央各機關推動工程行政透明的指標。基於相同的理念，水利署也

持續推動行政透明，讓工程透過各種機制公開讓民眾跟廠商檢視，

以杜絕圍、綁標，讓工程人員能安心的工作、讓廠商能安心從事工

務施作，讓民眾享受高品質的公共建設成果，達成三贏的局面。 

玖、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調查站梁組長世明致詞： 

身為廉政平臺的成員，且石門水庫是行政院核定的國家關鍵基

礎設施，而調查局職司機關安全維護及犯罪調查，將義無反顧的協

助大家，希望能達到興利除弊，讓大家工作順遂。若工程上遇到相

關不法情事，亦歡迎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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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報告事項： 

一、 前瞻水環境透明水臺灣專案（報告人：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陳主

任敏森）：(略) 

二、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簡報（報告人：本局工務課吳課長

啓順）：(略) 

壹拾壹、 專題講座：公務與企業廉能宣導（含工程弊案案例分析、圖利罪

及請託關說案例）（報告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鄒主任檢察官

茂瑜）：（略，另補充宣導檢舉賄選專線為 0800-024099，若有

賄選情資，可利用該專線提出檢舉。以檢舉樁腳為例，若因檢舉

而查獲賄選案件可獲檢舉獎金新臺幣 50萬元） 

壹拾貳、 綜合座談： 

一、 本局工務課吳課長啓順：剛才專題講座課程中，鄒主任檢察官提

到實驗室報告造假的案例，本局也曾經歷類似的情形，後來也將

案件移送地檢署調查。廠商可能基於節省時間，出具不實的報告，

所以本局特別請中華工程公司針對施工過程中各項檢驗項目，能

有多家檢驗的實驗室供選擇。另本項工程是本局自辦監造，編列

有工程管理費用，將針對重要項目增加抽驗頻率。另也期許施工

廠商能按部就班的施工，在施工或設計方面如廠商發現問題，亦

請及早提出、共同解決。若有查驗或試驗需夜間進行，本局亦將

全力配合，以達相關品質要求。 

二、 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調查站李調查官中丞：在此宣導

本局檢舉專線 0800-007-007，歡迎各位善加利用。 

三、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李施工總負責人明家：本工程從去年 1 月

12日召開採購說明會即有簽署廉政宣言，是個人在中華工程服務

約 40年首見，深刻感受到機關的決心。去年 9月間也有召開廉政

座談會，從今年 4月 20日施工以來，均未曾感受到不當的壓力，

在現行體制下也提供了安心的工作環境，我們也有信心如期如質

的完成工程。 

四、 本局政風室吳主任仁毅：水利署當前積極推動「工程行政透明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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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並結合「優良工程評選」增設「行政透明特別獎」，可否

請陳主任說明該獎項評比重點及獎勵措施為何？獎勵是否包含廠

商？讓大家可以更積極參與評比。 

五、 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陳主任敏森：目前初步規劃分為三個部分，

即工程主辦機關、工程主辦人員及承攬廠商，評比項目從編列預

算到履約管理等階段皆含括，如：規劃設計前於預定施工區域內

與當地里民溝通說明、邀請專家學者及其他機關辦理座談會、辦

理公開閱覽、於招標前辦理廠商說明會…等。目前初步檢視阿姆

坪防淤隧道工程均有達到相關指標，期許北水局與施工團隊在明

年 6 月的水利節能夠獲獎。另如同鄒主任檢察官剛簡報中所提，

採購機關態度是依契約圖說施作，而本項工程從一開始就辦理說

明會及公開閱覽等機制，應不至於有太多問題，惟如未來有發現

問題，水利署有提供工程早期診斷機制，亦歡迎各位多加利用。 

壹拾參、 主持人裁示及結語： 

一、 前瞻基礎建設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是國家重大水利工程，提醒廠

商務必遵守相關規範及廉政相關規定執行本工程，如有遭受不當

壓力應立即向相關機關反應，如期、如質、無垢完成本工程。 

二、 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目的在於建構優

質、尊嚴工作環境，協助工程如期、如質、無垢完成，發揮外部

監控力量。本局具體作為為秉持專業、效能及廉能的原則，提供

廠商優質履約環境，獲得合理的利潤。 

三、 本次座談會很榮幸邀請到鄒主任檢察官透過講述「工程弊案案例

分析」，提醒主辦工程人員及廠商應該注意的法律事項，以避免觸

犯法令；陳主任以「前瞻水環境、透明水臺灣」為題，向與會人

員詳細說明水利署正推動的「工程行政透明計畫」中有關「工程

採購風險環節全面透明」及「內外控機制與溝通」具體策進作為。

透過本次座談會面對面溝通、交流的方式，讓大家瞭解政府推動

廉政的決心，共同遵守廉政倫理規範。 

壹拾肆、 散會（12時 30分)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新聞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推動行政透明，建構優質尊嚴工作環境 

「107 年度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為推動「石門水庫阿姆坪防

淤隧道工程」行政作業透明化，於本(26)日在石門水庫環翠

樓舉辦「廉政座談會」，邀請桃園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調查

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站、經濟部政風處、經濟部水利署及廠

商代表等約 50 人參加。期透過資訊公開、跨域整合、導入

外控監督力量及面對面溝通交流方式，強化各界參與，以建

構優質尊嚴工作環境，確保免受不當外力干擾，有效發揮興

利防弊功能，促使本工程能「如期、如質、無垢」完成。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計畫」是「前瞻基礎建

設計畫─水環境建設」中重要的一環，攸關大桃園地區民生

公共給水之穩定與防止水庫淤積之重要經建計畫。本工程以

新臺幣 36.58億元發包，已於 106 年 11月 20日開工，工期

48 個月，預計完工後可增加年清淤量 64 萬立方公尺、提升

排洪量 600秒立方公尺，除增加清淤量延長水庫壽命外，可

降低水庫在極端氣候下防洪操作的風險，讓這座已有五十多

年輝煌歷史的石門水庫風華再現，並得以永續經營。 

會中水利署政風室主任陳敏森以「前瞻水環境、透明水

臺灣」為題，向出席人員詳細說明該署正推動的「工程行政

透明計畫」中有關「工程採購風險環節全面透明」及「內外

控機制與溝通」具體策進作為，北區水資源局工務課課長吳



啟順提出「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概況」簡報，桃園

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鄒茂瑜則透過講述「工程弊案案例分析」，

提醒主辦工程人員及廠商，應該注意的法律事項避免觸犯。 

座談會由與會來賓和承攬廠商共同參與，藉由互動交流，

共同研討如何推動行政透明等相關議題，消除任何可能的疑

慮，透過廉政平臺，結合檢察、調查及廉政（政風）機關（構)

成為國家重大建設的監督守護者，確保公共工程順利推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北區水資源局發言人：副局長張庭華 

e-mail：thchang@wranb.gov.tw 

辦公室電話：（03）471-2105  行動電話：0910-442623 

 

  







107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 

 

日期：107年 9月 26日；人數：47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主持人致詞 

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日期：107年 9月 26日；人數：47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陳主任敏森簡報 

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107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主辦機關：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 

 

日期：107年 9月 26日；人數：47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授課講座：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鄒主任檢察

官茂瑜 

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日期：107年 9月 26日；人數：47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調查

站梁組長世明致詞 

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107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 
 

 

日期：107年 9月 26日；人數：47人     

地點：本局石管中心環翠樓 1樓會議室 

說明：參與座談會廠商發言 

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附件 9



局長率員拜訪桃園地檢署彭檢察長談話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06年 7月 18日(星期二）下午2時30分至3時

30分

地    點：桃園地檢署檢察長會客室

出席人員：江局長明郎、張副局長庭華、吳課長啟順、林正工程司

政志、吳主任仁毅

陪同人員：桃園地檢署政風室史主任正知
記錄：吳仁毅

江局長：

感謝檢察長今年1月12日參加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招商階

段廉政宣言簽署活動，該統包最有利標工程採購案已於5月25日順

利決標，由於本案屬巨額工程採購，本局在招標時對於廠商資格及履

約能力均有特別規定，參加投標代表廠商有中華工程、榮工工程及福

清營造等三家公司，經評選委員會最後評定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投標：三源興股份有限公司，主分包商：黎明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為最有利標廠商，後續施工履約階段仍請貴署繼續給予本局

指導及協助。

張副局長：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已於 5月 22日完成評選工作，

並於 5月 25日決標，雖然評選過程冗長，但在承辦單位及相關同仁

事前周延準備之下，順利完成這項重要採購工作。在評選會議之前，

本局特別提醒本工程採購評選委員會的所有委員必須遵守採購人員倫

理準則，同時也進行相關廉政宣導。

本工程完成採購程序後，本局立即成立工務所來準備相關文書

作業及開工事宜。工務所的成員都是一時之選，不僅工程經驗豐富、

工作認真，在操守方面也都能廉潔自持。

我們有能力也有信心可以克服困難來完成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這一個重要工程，使石門水庫能永續營運，持續發揮它的功能。

工務課吳課長啟順：

將要求得標廠商中華工程公司團隊確實履行所提出之承諾事項，

以維採購公平，並要求確實完成細部設計，以減少變更，及公正執行

合約，減少履約爭議，順利完成工程。

政風室吳主任仁毅：

為加強同仁法紀觀念，訂於7月24日（星期一）下午2時邀請地

檢署薛全晉檢察官蒞臨本局講授「圖利與便民」專題，並預定在 9月

辦理採購業務廉政座談會，屆時將邀請地檢署檢察官蒞臨指導及法紀
1



宣導。

彭檢察長：

後續貴局如有任何問題，需要幫忙，地檢署當全力協助，排除

不當外力干擾，希望工程順利進行。

附錄：合影照片如下

局長與桃園地檢署彭檢察長合影

2



局長率員拜訪桃園地檢署彭檢察長合影

局長率員拜訪桃園地檢署彭檢察長於該署一樓大廳石門水庫大壩洩洪

沙畫前合影

3



張副局長率員拜訪桃園地檢署鄒主任檢察官談話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12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至 3 

時 30分 

地    點：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鄒主任檢察官辦公室 

出席人員：張副局長庭華、吳課長啟順、林正工程司政志、吳主任仁

毅及吳專員村修 

陪同人員：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政風室黃主任泓智 

 

記錄：專員吳村修 

張副局長： 

本局訂於 107年 9月 26日舉辦「107年度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廉政座談會」，屆時敬請主任檢察官蒞臨指導及法紀宣導，因局

長是日另有要公，特指派本人主持座談會。 

另有關「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仍請貴署繼續給予本局指導

及協助。 

 

工務課吳課長啟順： 

（簡報「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辦理情形」，如附件 1）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自 106年 11月 20日開工，工期

48個月，目前施工進度正常，並落實執行三級品管制度，由工程會、

經濟部、水利署及本局分別實施查核及督導，希望能如期如質完成阿

姆坪防淤隧道，以利水庫減淤延壽及增加排洪能力。 



政風室吳主任仁毅： 

本局訂有「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提供鄒主

任檢察官參考（如附件 2），希望藉由廉政平臺建立溝通聯繫機制，

保護機關同仁及廠商免受不當外力干擾。目前工程進行至今，尚無發

生檢舉等異常狀況。 

 

鄒主任檢察官茂瑜： 

9月 26日之廉政座談會個人將以經驗分享的方式向同仁及廠商進行

法紀宣導，並了解有無需要協助之處及鼓舞大家的工作士氣為主。另

如後續貴局如有任何問題需要幫忙，當全力協助，排除不當外力干擾，

希望工程順利進行。 

  



附錄：合影照片如下 

 

鄒主任檢察官與本局人員會談 

 

鄒主任檢察官與本局人員會談 

 



       

          

附件 10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 2號
聯 絡 人：吳村修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1
電子信箱：hsi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22日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 1071401678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第 1次會議紀錄.odt、行政透明措施一覽表-各課室填寫.

odt、1071018簽到表.pdf

主旨：檢送本局 107年 10月 18日第 1次「行政透明推動小
組」會議紀錄，請查照。

正本：本局工務課、品管課、計畫課、政風室
副本：本局張副局長室、主任工程司室(均含附件)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本局第1次「行政透明推動小組」會議 

貳、開會日期：107年 10月 18日 15時

叁、開會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伍、記錄人：吳村修

陸、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名冊

柒、主席致詞：(略)

捌、討論事項：

議題一

蔡課長秉儒：

1. 有關「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辦理歷程之「編列預算階段」、「擬定招標

文件階段」及「招標決標作業階段」行政透明措施，本局均有相關辦理紀

錄可稽。

2. 另「擬定招標文件階段」中所提「於招標文件及契約內規定，承攬廠商施

工報表、檢驗報告等工務文件，將列入政府公開資訊，俾廠商之所遵循」

一節，本局作法是將相關施工規範、品管制度公告於招標文件，俾使廠商

有所遵循。

蘇主任工程司俊明：

1. 請政風室再了解詳細評比方式、項目及時間點，俾利準備參審資料及管控

進度。

2. 建議工務課及計畫課可以彙整「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辦理歷程各階

段之照片及影像，剪輯製成小影輯呈現，俾使參審資料更加豐富。

主席：

1. 有關「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辦理歷程各階段本局行政透明措施之資

料，請各業務單位於本（10）月31日前完成彙整並將相關資料送政風室。

2. 有關「履約管理階段」之「對民眾或廠商進行行政透明度滿意度調查，並

公開調查結果」部分，請政風室於明年參加評選前完成調查並公開結果。

3. 請工務課向水利署工程事務組洽詢「工務行政透明與履約疑義輔導計畫」

之執行方式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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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主席：

1. 請工務課將「履約管理階段」之工程進度（含施工、監造報表、工期展延理

由、日數及各重點工項之品質檢試驗報告)、在建工程施工照片或即時影像、

施工品質計畫書及品質成果報告書、變更設計說明、修正預算(變更設計)

內容明細表及經費變更比較表等行政透明措施相關資料導入「石門水庫阿

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專屬網站呈現。

2. 有關「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專屬網站執行進度，請工務課依局

長指示意見儘速辦理。

議題三

蘇主任工程司俊明：有關公民參與部分，建議可以邀請工區所在社區發展協會

及里長(民)共同參與、觀摩工程進度。

主席：

1. 有關公民參與部分可考量以工區在地居民為主，藉由觀摩可以關心周遭

生活環境，參與意願較高。俟 11月 24日選舉後，再行拜訪當屆里長，邀

請渠等共同參與。

2. 本局「行政透明推動小組」會議除本局相關課室主管外，建議邀請廉政平

臺成員（如：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等）、台

灣透明組織及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派員參與，給予本局指導及補強不

足之處。

3. 邀請台灣透明組織部分，請政風室先行與該會聯繫，請該會協助推薦適

當人選；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請該公司指派現場負責人（所長

或副所長）出席會議。

玖、主席結論：

    請政風室針對本日所討論事項進行了解並期前規劃執行方式，若有需要再

召開第2次小組工作會議討論，俾利本項工作推動。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散會。(16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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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稿)

承辦單位：歸檔／申請歸檔展期　天
收文字號：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吳村修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1
電子郵件：hsi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會辦單位：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pdf、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

透明措施實施計畫.pdf

主旨：為推動工程行政透明措施，敬邀貴組織派員參與本局「行政透
明推動小組」案，請查照。

說明：
一、鑒於本局辦理之水利工程金額龐大，且攸關國家建設發展及

民眾生命、財產等權益，為期相關工程能如期、如質完成，
爰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
畫」成立「行政透明推動小組」，期使承辦同仁安心執行職
務、廠商專心施作工程，民眾享受政府優質施政成果。

二、本局當前以「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作為行政透明實施標的，
並訂有「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為
深化公私協力監督成效，敬邀貴組織派員參與本小組，適時
指導與提供建議。

三、檢附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廉政平臺實施計畫」及
「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畫」等
相關資料各1份。

正本：台灣透明組織
副本：本局政風室(含附件)
抄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稿)

承辦單位：歸檔／申請歸檔展期　天
收文字號：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吳村修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1
電子郵件：hsi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會辦單位：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水北政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odt、1080306簽名冊.pdf

主旨：檢送本局108年 3月 6日第2次「行政透明推動小組」會議紀
錄1份，請查照。

正本：台灣透明組織、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本局工務課、品
管課、計畫課、養護課、政風室

副本：本局張副局長室、主任工程司室(均含附件)
抄本：

局長 江 ○ ○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本局第2次「行政透明推動小組」會議 

貳、開會日期：108年 3月 6日 10時

參、開會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記錄：吳村修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名冊

陸、主席致詞：(略)

柒、前次會議裁示事項追蹤辦理情形：(略)

捌、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概況及進度簡報：

    廖副執行長興中：

1. 工程進度因天候狀況、地質因素致較預期進度落後，可以於簡報中能

有更具體的呈現或說明，使聽講者更容易理解。

2. 職安工作是目前各政府機關普遍應落實的工作，建議可以於簡報中

具體提出本局超出基本要求的作為，讓民眾更知道本局的努力。

    主席：

請工務課更新簡報內容，其中應就「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做說明及

比較，俾利閱讀者清楚掌握目前工程進度概況；另本工程屬丁類危險性

工作場所，本局在各項職安措施均有落實，將來在簡報時可以將具體作

為及成果予以呈現。

玖、討論事項：

議題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辦理歷程各階段之行政透明措施修正情形

及可行性討論案。

    政風室：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8年 3月 5日經水廉字第10811004780號函發「工程

行政透明措施」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行政透明措施」研商

會議紀錄，補充說明如下：

1.「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畫」(下稱工程透

明計畫)第陸點所列行政透明措施，有關「招標文件階段」及「履約管

理階段」部分內容予以修正。

2. 行政透明滿意度調查辦理方式可針對個案工程，亦可結合機關整體

採購案件。

3. 工務課於局務會報簡報「工務行政透明與履約疑義輔導計畫」，使有

需要的案件可以獲得相關諮詢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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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請各業務單位依照「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

畫」辦理。

議題二、「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程行政透明檢核表及規劃表討論案。

    廖副執行長興中：

1. 建議爾後辦理類似案件時，可將採購辦理歷程各階段本局行政透明

措施列入招標文件內敘明，提醒廠商應注意及執行事項。

2. 在「履約管理階段」各項工程進度資料應思索公開形式及資料樣式，

讓民眾更便於使用或了解工程狀況。

3. 在「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專屬網站建議也設計「民眾陳情專

區」，除了提供民眾反映意見的管道外，也可以在個人資料保密的情

況下，提供民眾查詢案件辦理進度及查詢陳情案件歷史資料（如：

陳情主題、內容、本局辦理情形...等），讓民眾可以更清楚本局對於

人民意見的重視與作為。

4. 依過往個人經驗，滿意度調查大多是針對廠商實施，調查面向可從

招標文件公開情形至評選階段是否客觀公正...等實施調查，建議調

查內容可以更深入去探查；至於針對民眾調查的部分，可能發生民

眾不了解工程概況，僅憑媒體報導或是個人主觀印象回答，導致資

料失真的狀況，所以建議調查對象以廠商為實施標的會較妥適。

    鄒主任檢察官茂瑜：

1. 建議本局各業務單位應妥善、如實的保存相關資料，如欲公開在網路

上之資料，應確認其真實度，並由專人負責定時更新。另可參考桃園

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專屬網頁，思索如何呈現可以讓民眾更易於了解

各項工程資訊。

2.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對於有價料之處理情形，建議可以一

併於專屬網頁呈現。

    李調查官中丞：

以法務部調查局真實事件為例，檢舉信箱常易接收大量重複、無效之郵

件，建議陳情案件收件後應由內部人員進行檢視、篩選整理後，再把資

料上網。

    主席：

1. 民眾使用本局官網或是專屬網站陳情專區或是其他管道（如：廉政署

調查局...等）陳情，請政風室與業務單位研議規劃於專屬網站上提

供民眾查詢案件辦理進度及查詢陳情案件歷史資料。

2. 除了「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相關資料外，有關主體工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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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工程「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工程」或工程用地取得之相關資料是

否一併於專屬網站公開，請政風室研議。

3.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專屬網站資料更新部分，請工務課

指定專人負責管理更新。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請工務課依鄒主任

檢察官建議，參考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專屬網頁修正本局專屬網

站設計。

議題三、結合NGO團體及公民參與，至「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地現

場參觀及解說活動規劃討論案。

    廖副執行長興中：

建議可以規劃近期及長期目標，近期目標可以邀請 NGO 團體及公民至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地現場參觀；長期目標可以考慮與桃

竹地區各大學土木系所合作，安排學生實際至工地體驗，結合理論與實

務，設計系列課程活動。

    鄒主任檢察官茂瑜：

建議可以動畫或影片方式簡報工程概況，使民眾更易於理解工程相關資

訊（如：預期目標、施工內容、工程完成後可達之效益...等）；另可透

過邀請各上級機關長官蒞臨或媒體報導等方式來多元行銷，讓民眾更能

瞭解本項工程。

    李調查官中丞：

石門水庫是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有規劃參訪活動時，如有必要可洽詢法

務部調查局協助清查參訪人員資料。

    主席：

1. 為使民眾更加瞭解本局在維持庫容的努力，建議本次參訪活動結合

養護課水庫清淤工作宣導活動辦理，可規劃安排參訪民眾至工地現

場參訪後，搭船參觀本局抽泥船實際操作情形，再至依山閣辦理座

談會，與參加民眾進行意見交流，相關執行細節請政風室與養護課

規劃辦理。

2. 本局「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3D模型已建置完成，下次行政

透明推動小組會議可移至工務所會議室舉行並參觀該模型；至 3D動

畫部分目前設計製作中。

3. 請工務課參考鄒主任檢察官建議，在工程達一定進度後，可規劃安

排媒體參訪或是辦理相關活動，多元行銷本項工程。

拾、臨時動議：

    李調查官中丞進行肅貪宣導及資安宣導簡報。

壹拾壹、散會。(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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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吳村修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1

電子信箱：hsi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政風室

 

中華民國108年3月12日

水北政字第1081400334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第2次會議紀錄.odt、1080306簽名冊.pdf

檢送本局108年3月6日第2次「行政透明推動小組」會議紀錄1份，請

查照。

 

 

台灣透明組織、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本局工務課、品管課、

計畫課、養護課、政風室

本局張副局長室、主任工程司室(均含附件)

 

 

線

訂

裝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本局第2次「行政透明推動小組」會議 

貳、開會日期：108年 3月 6日 10時

參、開會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記錄：吳村修     

伍、出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到名冊

陸、主席致詞：(略)

柒、前次會議裁示事項追蹤辦理情形：(略)

捌、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概況及進度簡報：

    廖副執行長興中：

1. 工程進度因天候狀況、地質因素致較預期進度落後，可以於簡報中能

有更具體的呈現或說明，使聽講者更容易理解。

2. 職安工作是目前各政府機關普遍應落實的工作，建議可以於簡報中

具體提出本局超出基本要求的作為，讓民眾更知道本局的努力。

    主席：

請工務課更新簡報內容，其中應就「預定進度」與「實際進度」做說明及

比較，俾利閱讀者清楚掌握目前工程進度概況；另本工程屬丁類危險性

工作場所，本局在各項職安措施均有落實，將來在簡報時可以將具體作

為及成果予以呈現。

玖、討論事項：

議題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辦理歷程各階段之行政透明措施修正情形

及可行性討論案。

    政風室：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8年 3月 5日經水廉字第10811004780號函發「工程

行政透明措施」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行政透明措施」研商

會議紀錄，補充說明如下：

1.「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畫」(下稱工程透

明計畫)第陸點所列行政透明措施，有關「招標文件階段」及「履約管

理階段」部分內容予以修正。

2. 行政透明滿意度調查辦理方式可針對個案工程，亦可結合機關整體

採購案件。

3. 工務課於局務會報簡報「工務行政透明與履約疑義輔導計畫」，使有

需要的案件可以獲得相關諮詢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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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請各業務單位依照「經濟部水利署暨所屬機關工程行政透明措施實施計

畫」辦理。

議題二、「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程行政透明檢核表及規劃表討論案。

    廖副執行長興中：

1. 建議爾後辦理類似案件時，可將採購辦理歷程各階段本局行政透明

措施列入招標文件內敘明，提醒廠商應注意及執行事項。

2. 在「履約管理階段」各項工程進度資料應思索公開形式及資料樣式，

讓民眾更便於使用或了解工程狀況。

3. 在「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專屬網站建議也設計「民眾陳情專

區」，除了提供民眾反映意見的管道外，也可以在個人資料保密的情

況下，提供民眾查詢案件辦理進度及查詢陳情案件歷史資料（如：

陳情主題、內容、本局辦理情形...等），讓民眾可以更清楚本局對於

人民意見的重視與作為。

4. 依過往個人經驗，滿意度調查大多是針對廠商實施，調查面向可從

招標文件公開情形至評選階段是否客觀公正...等實施調查，建議調

查內容可以更深入去探查；至於針對民眾調查的部分，可能發生民

眾不了解工程概況，僅憑媒體報導或是個人主觀印象回答，導致資

料失真的狀況，所以建議調查對象以廠商為實施標的會較妥適。

    鄒主任檢察官茂瑜：

1. 建議本局各業務單位應妥善、如實的保存相關資料，如欲公開在網路

上之資料，應確認其真實度，並由專人負責定時更新。另可參考桃園

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專屬網頁，思索如何呈現可以讓民眾更易於了解

各項工程資訊。

2.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對於有價料之處理情形，建議可以一

併於專屬網頁呈現。

    李調查官中丞：

以法務部調查局真實事件為例，檢舉信箱常易接收大量重複、無效之郵

件，建議陳情案件收件後應由內部人員進行檢視、篩選整理後，再把資

料上網。

    主席：

1. 民眾使用本局官網或是專屬網站陳情專區或是其他管道（如：廉政署

調查局...等）陳情，請政風室與業務單位研議規劃於專屬網站上提

供民眾查詢案件辦理進度及查詢陳情案件歷史資料。

2. 除了「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相關資料外，有關主體工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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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工程「後池堰下游河道整理工程」或工程用地取得之相關資料是

否一併於專屬網站公開，請政風室研議。

3.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專屬網站資料更新部分，請工務課

指定專人負責管理更新。另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請工務課依鄒主任

檢察官建議，參考桃園國際機場第三航站專屬網頁修正本局專屬網

站設計。

議題三、結合NGO團體及公民參與，至「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地現

場參觀及解說活動規劃討論案。

    廖副執行長興中：

建議可以規劃近期及長期目標，近期目標可以邀請 NGO 團體及公民至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工地現場參觀；長期目標可以考慮與桃

竹地區各大學土木系所合作，安排學生實際至工地體驗，結合理論與實

務，設計系列課程活動。

    鄒主任檢察官茂瑜：

建議可以動畫或影片方式簡報工程概況，使民眾更易於理解工程相關資

訊（如：預期目標、施工內容、工程完成後可達之效益...等）；另可透

過邀請各上級機關長官蒞臨或媒體報導等方式來多元行銷，讓民眾更能

瞭解本項工程。

    李調查官中丞：

石門水庫是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有規劃參訪活動時，如有必要可洽詢法

務部調查局協助清查參訪人員資料。

    主席：

1. 為使民眾更加瞭解本局在維持庫容的努力，建議本次參訪活動結合

養護課水庫清淤工作宣導活動辦理，可規劃安排參訪民眾至工地現

場參訪後，搭船參觀本局抽泥船實際操作情形，再至依山閣辦理座

談會，與參加民眾進行意見交流，相關執行細節請政風室與養護課

規劃辦理。

2. 本局「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3D模型已建置完成，下次行政

透明推動小組會議可移至工務所會議室舉行並參觀該模型；至 3D動

畫部分目前設計製作中。

3. 請工務課參考鄒主任檢察官建議，在工程達一定進度後，可規劃安

排媒體參訪或是辦理相關活動，多元行銷本項工程。

拾、臨時動議：

    李調查官中丞進行肅貪宣導及資安宣導簡報。

壹拾壹、散會。(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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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林煒傑

聯絡電話：03-4712001　#429

電子信箱：weijei@wranb.gov.tw

傳    真：03-4712300

 

政風室

 

中華民國108年4月15日

水北養字第1081701805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行程表.odt

本局訂於108年4月24日辦理「石門水庫清淤工程及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行政透明宣導」活動，詳如行程表，敬邀貴單位參加，請查照

。

 

 

台灣透明組織、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經濟部水利署、桃園大

溪區義和里辦公室、桃園大溪區復興里辦公室

本局局長室、本局張副局長室、本局主任工程司室、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政風室、保育課、

秘書室、工務課、養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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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水庫清淤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行政透明宣導活動行程表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負責單位

9:30~10:00
(30分鐘) 報到、領取資料

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工務所

養護課

10:00~10:15
(15分鐘)

長官及來賓致詞

1.北區水資源局 江明郎局長

2.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鄒茂瑜主任檢察官

3.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 陳敏森主任

4.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李文義主任 政風室

10:15~11:05

(50分鐘)

工程行政透明宣導

主題：行政透明相關法令宣導

報告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鄒茂瑜主任檢察

官

11:05~11:15 休息(10分鐘)

11:15~12:05
(50分鐘)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說明

1.防淤隧道工程影片簡介

2.現況工程內容簡報說明

3.隧道工程模型導覽解說

工務課
吳啟順課長

12:05~13:05
(60分鐘) 午餐

13:05~13:30 集合、移動(25分鐘)
工務所-大壩碼

頭

13:30~14:20
(50分鐘)

石門水庫清淤工程說明

1.石門水庫重要設施說明

2.浚渫抽泥工程-抽泥船作業現場解說

3.石門水庫清淤工程說明

大壩碼頭-阿姆

坪碼頭

養護課、華

翊公司

1:葉洸雄

2:秋維書

14:20~14:40 休息(10分鐘)、集合、移動(10分鐘)

阿姆坪碼頭-阿

姆坪防淤隧道工

程進水口

14:40~15:00
(20分鐘)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進水口工區現況解說

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進水口
工務課

15:00~15:30 集合、移動(30分鐘)

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進水口-工

務所

15:30~16:00
(30分鐘)

廉潔誠信與行政透明廉政座談會 阿姆坪防淤隧道 政風室



石門水庫清淤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行政透明宣導活動行程表

時間 課程主題 地點 負責單位

主持人：北區水資源局 江明郎局長

與談人：

1.台灣透明組織 廖興中副執行長

2.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鄒茂瑜主任檢察官

3.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 陳敏森主任

4.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李文義主任

工程工務所

賦                   歸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正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林煒傑

聯絡電話：03-4712001　#429

電子信箱：weijei@wranb.gov.tw

傳    真：03-4712300

 

政風室

 

中華民國108年4月1日

水北養字第1081701549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會議紀錄.odt、簽名冊.pdf

檢送108年3月26日「石門水庫清淤工程暨工程行政透明宣導教育訓

練」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請查照。

 

 

華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本局主任工程司室、石門水庫管理中心、政風室、工務課、養護課

副本：

 

 

線

訂

裝





石門水庫清淤工程暨工程行政透明宣導教育訓練

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3月26日 14時

貳、 地點：本局第二會議室

參、 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記錄：林煒傑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伍、 政風室說明工程行政透明相關活動需求及內容：

本次活動係邀請公民參與、公私協力監督工程施作，屆時

將邀請檢調單位、水利署政風室、台灣透明組織講課及宣

導政令（行政透明）及意見交流。

陸、 綜合討論

柒、 結論：

一、 經研商，本次活動名稱訂為「石門水庫清淤工程及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行政透明宣導」。

二、 請工務課及政風室於 3月 28日前協助提供宣導內

容及相關規劃資料。

三、 請養護課調查擬邀請參加對象意願，修正企劃書內

容、研擬具體分工表及經費概算。

四、 下次籌備會議訂於 108年 4月 1日 14時召開。

（以下空白）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主旨：

正本：

副本：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函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林煒傑

聯絡電話：03-4712001　#429

電子信箱：weijei@wranb.gov.tw

傳    真：03-4712300

 

政風室

 

中華民國108年4月10日

水北養字第1081701681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會議紀錄.odt、簽名冊.pdf、活動企劃書及分工表-1080403版.odt

檢送108年4月1日「石門水庫清淤工程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行政透

明宣導第二次籌備會議」紀錄1份暨修正後企畫書與分工表，請查照

。

 

 

華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本局主任工程司室、政風室、石門水庫管理中心、工務課、計畫課

、養護課、保育課、秘書室

本局張副局長室

 

 
線

訂

裝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會議紀錄

壹、開會事由：石門水庫清淤工程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行政透

明宣導第二次籌備會議

貳、開會日期：108年 4月 1日（星期一）下午 2時

參、開會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肆、主持人：張副局長庭華

伍、記錄人：林煒傑

陸、出席單位及人員：（如附簽名冊）

柒、主持人致詞：（略）

捌、主辦單位報告：（略）

玖、綜合討論意見：（略）

拾、綜合決議：

一、本次座談會依政風室建議，主題訂為：「廉潔誠信與行政

透明座談會」，俾利與會人員了解當前政府廉政政策；另

請養護課調整參訪行程，並依會中討論事項修正企劃書及

分工表。

二、請政風室聯繫台灣透明組織、桃園地檢署及桃園市調查處

確認參加人員名單；請養護課徵詢確認復興里、義和里居

民各 5名、石管中心徵詢確認 5名珍水志工、保育課徵詢確

認環教志工 5名參加意願，並於下次會議提出說明。

三、請政風室、石管中心協助本次活動參與人員保險事宜，並

應於活動前完成。

四、請工務課邀請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施工廠商參加座談會。

五、下次籌備會議訂於 108年 4月 11日 10時召開。

拾壹、 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第 1頁，共 1頁



受文者：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速別：

附件：

開會事由：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主持人：

聯絡人及電話：

出席者：

備註：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開會通知單

 

政風室

 

中華民國108年4月10日

水北養字第10817017140號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會議議程.odt、活動企劃書及分工表.odt

「石門水庫清淤工程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行政透明宣導」第

三次籌備會議 

108年4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時

環翠樓會議室

張副局長庭華

林煒傑　03-4712001　#429

 

華翊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本局主任工程司室、政風室、石門水庫管理中心、工務課、計畫

課、養護課、保育課、秘書室

列席者：

 

 

本次會議不列印紙本資料，請與會人員先行下載會議資料攜帶與會

。

 

 

線

訂

裝



       

          

附件 12



說明：本局全球資訊網設有「廉政透明專區」，項下提供「廉政信箱」、
「檢舉管道」及「廉政平臺」等資訊。

說明：本局全球資訊網「廉政透明專區」項下「廉政信箱」頁面，提供民眾
陳情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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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局全球資訊網「廉政透明專區」項下「檢舉管道」頁面。

說明：本局全球資訊網「廉政透明專區」項下「廉政平臺」頁面。

2



說明：本局全球資訊網「廉政透明專區」項下「廉政平臺」執行成果頁面。

說明：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專屬網頁」亦提供「民眾陳情」頁面，多元提供
民眾陳情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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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

「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研究」成果報告

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政風室

107年 7月 23日



一、年度規劃作業

　　本研究調查係依據本局 107年度廉政工作計畫暨「政

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第 5款規定辦

理。旨在瞭解辦理採購業務人員之服務態度、行政效率與

廉潔程度及對機關整體廉潔之印象，以提供本局推動廉政

工作之參考，並依據研究成果提出政策建議與效益評估。

本室於 107 年 3 月 13 日簽陳經奉機關首長核可後(附件

1)，委託廠商辦理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看法問卷調查

研究」，簽約日期為107年 3月 27日(附件 2)；履約項目

包括「採用電話訪問的量化研究」、「採購業務流程滿意

度」、「風紀滿意度」、「相關施政建議」等，履約期限

自簽約日之翌日起50個工作天內完成民意調查報告。

二、辦理經費

    本研究調查係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之採購案件，依

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五條規定，

委請台灣趨勢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以新台幣 42,079

元逕洽該公司採購，所需經費由本局「管理及總務費用─

專業服務費─委託檢驗（定）試驗認證費」項下支應。

三、執行成果

(一) 調查主題：

　　本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看法問卷調查研究，主

要以「服務滿意度」及「廉政滿意度」兩大主軸進行，

茲分述如下：

1. 服務滿意度：服務滿意度的量化調查研究中，針對

北區水資源局（以下簡稱「北水局」）承辦人員的

「服務態度」、「行政效率」及「整體工作表現」

給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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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廉政滿意度：廉政滿意度項目分別包括-辦理採購

業務時，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藉機刁難或索

取回扣」、「請託關說」、「財物餽贈」、「飲宴

招待」、「圍標」、「綁標」、「利用職務關係介

紹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利用職務關係向廠商

借貸」、「提出檢舉意願」以及對本局「整體清廉

度」等給予評價。

(二) 樣本分析：

　　本研究對象由本局提供調查抽樣樣本母體及問卷

調查表委託專業機構─台灣趨勢研究股份有限公司辦

理，訪問對象係自 106年 1月起至 12 月止（約 1年）

曾參與本局採購案件之廠商(附件3)。於本研究調查期

間（107年 3月 30日至 107年 4月 3日），以電腦輔助

電話訪問系統（CATI,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進行訪問。

　　本次調查採用普查方式進行，依曾參與投標北水

局採購案之廠商、業者名單進行全面調查，名單共計

為155筆，接觸89筆樣本數，有效回收85份成功樣本，

問卷回收率為54.8%，訪問成功率為95.5%。

(三) 滿意評價或訪談建言：

　　本研究成果報告使用「頻次分析」與「交叉分

析」統計方法進行數據研究，以瞭解受訪民眾對問卷

各議題之看法與相關意見的整體輪廓，並且可檢視出

不同類型受訪者對於各議題的看法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其中，數據呈現方面，以四捨五入為原則。

1. 服務滿意度評價：

(1) 服務態度─根據調查結果可知，有98.8%的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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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承辦人員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其中包含

「非常滿意」（55.3%）以及「還算滿意」

（43.5%）。

*承辦人員服務態度滿意度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非常滿意 47 55.3%

還算滿意 37 43.5%

不太滿意 1 1.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18。

(2) 行政效率─調查研究成果得知，共有98.8%的受

訪者對本局承辦人員的行政效率感到滿意，其

中包含「非常滿意」（48.2%）與「還算滿意」

（50.6%），而有1.2%的受訪者感到不太滿意，

其中不滿意之原因為「付款拖延」（100%）。

*承辦人員行政效率滿意度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非常滿意 41 48.2%

還算滿意 43 50.6%

不太滿意 1 1.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22。

*對承辦人員行政效率不滿意之原因（n=1）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付款拖延 1 10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22。

(3) 整體工作表現：由調查結果可知，有98.8%的受

訪者對承辦人員的整體工作表現感到滿意，其

3



中包含非常滿意(50.6%)及還算滿意(48.2%)。

另有1.2%的受訪者感到「不太滿意」。

*承辦人員整體工作表現滿意度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非常滿意 43 50.6%

還算滿意 41 48.2%

不太滿意 1 1.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24。

2. 廉政滿意度評價：

(1) 據調查報告發現所有(100.0%)受訪者均表示未

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人參與本局採購案

時，出現「藉機刁難或索取回扣」之情事。

*人員藉機刁難或索取回扣情事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85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研究報告》，頁 27。

(2) 全數受訪者（100%）均未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

聞，有人參與本局採購案時，出現「請託關

說」之情形。

*人員請託關說情事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85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28。

(3) 全數受訪者（100%）均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同

業傳聞，有人參與本局採購案時，出現「財物

4



餽贈」之情形。

*人員財物餽贈情事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85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29。

(4) 所有(100.0%)受訪者皆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同

業傳聞，有人參與本局採購案時，出現「飲宴

招待」之情形。

*人員飲宴招待情事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85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30。

(5) 調查資料發現，有90.6%的受訪者認為本局在宣

導杜絕請託關說、財物餽贈及飲宴招待之情形

良好，其中包含「改善很多」（24.7%）及「有

改善」（65.9%），而有3.5%的受訪者認為「沒

有改善」，另有5.9%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

意見」。

*宣導杜絕請託關說、財物餽贈及飲宴招待之情形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改善很多 21 24.7%

有改善 56 65.9%

沒有改善 3 3.5%

不知道/無意見 5 5.9%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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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有(100.0%)受訪者皆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同

業傳聞，本局辦理採購業務時，有「圍標」情

事或其他異常情況。

*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採購業務圍標之情事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85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33。

(7) 有 97.6%的受訪者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

本局辦理採購業務時，有「綁標」情事或其他

異常情況，另有受訪者表示「有，親身經歷」

（2.4%）。

*採購業務綁標情事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有，親身經歷 2 2.4%

沒有 83 97.6%

*採購業務綁標之型態（n=3）

項目
次

數

百分

比

機關限定引用特定廠商之規

格資料
2 66.7%

機關限定使用特殊工法材料

或驗證
1 33.3%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35。

(8) 全數受訪者（100%）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同業

傳聞本局人員「利用職務關係介紹親友至廠商

處所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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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職務關係介紹親友任職情事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85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37

(9) 全數受訪者（100%）皆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同

業傳聞本局人員「利用職務關係向廠商借貸」

（或非經公開交易之投資關係）。

*利用職務關係向廠商借貸情事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沒有 85 100%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38。

(10) 進一步詢問受訪者，若遭遇本局人員索賄時，

將有 89.4%的受訪者「會」向有關單位提出檢舉，

而「不會」檢舉則占 10.6%。

*檢舉意願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會 76 89.4%

不會 9 10.6%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39。

(11) 願意提出檢舉的受訪者表示，會透過「經濟部

水利署北水局政風室」提出檢舉的比例最高，

為 82.9%，其次依序為「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

（48.7%）、「經濟部政風處」（42.1%）及

「法務部廉政署」（35.5%），其餘檢舉單位之

比例則皆低於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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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管道分析表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政風室 63 82.9%

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 37 48.7%

經濟部政風處 32 42.1%

法務部廉政署 27 35.5%

地方法院檢察署 13 17.1%

法務部調查局 13 17.1%

監察院 10 13.2%

報章媒體 7 9.2%

自己公司的主管 1 1.3%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43。

(12) 針對不會提出檢舉（10.6%）的受訪者，進一步詢

問其不會檢舉原因，發現受訪者不願提出檢舉最

主要的原因為「怕曝光，影響以後辦事」及「怕

耽誤自己的案子」，比例都是 55.6%。其次為

「沒有證據，只好作罷」、「司空見慣，檢舉也

沒用」及「怕遭到報復」，比例皆為 22.2%。而

其餘回答的比例皆低於二成。另有 11.1%的受訪

者「拒答」。

*不願提出檢舉原因分析表（n=9）

項目
次

數
百分比

怕耽誤自己的案子 5 55.6%

怕曝光，影響以後辦事 5 55.6%

怕遭到報復 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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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見慣，檢舉也沒用 2 22.2%

沒有證據，只好作罷 2 22.2%

已經花錢辦好事情，沒必要檢舉 1 11.1%

即使檢舉也無濟於事，還不是官

官相護

1 11.1%

拒答 1 11.1%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46。

(13) 調查結果顯示有98.8%的受訪者對本局的整體清

廉度感到滿意，其中包含「非常滿意」

（62.3%）及「還算滿意」（36.5%），另有

1.2%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見」。

*整體清廉滿意度分析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非常滿意 53 62.3%

還算滿意 31 36.5%

不知道/無意見 1 1.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報告》，頁 48。

(14) 進一步詢問整體清廉程度的改善情形，有 89.4%

的受訪者認為本局整體清廉度之改善情形良好

其中包含「改善很多」（42.3%）以及「有改

善」（47.1%），而有2.4%的受訪者認為「沒有

改善」，另有 8.2%的受訪者表示「不知道/無意

見」。

*整體清廉度改善情形分析表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改善很多 36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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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改善 40 47.1%

沒有改善 2 2.4%

不知道/無意見 7 8.2%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107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研究報告》，頁 51。

3. 訪談建言：

(1) 量化之滿意評價：

    受訪廠商對於本局服務滿意度及廉政滿意

度均達高度滿意評價；惟仍可持續精進服務態

度，追求專業、敬業與效能，以提升行政效率

與服務品質，進而增進民眾信任感，塑造優良

機關之形象。

(2) 整體施政之訪談建議：

A. 建議截止和開標時間集中在上午或下午半天

一次完成，例如可在 9點截止 10點開標，有

時上午 10點截止，下午 14:00才開標，對外

縣市參與投標廠商較困擾。

B. 公司承辦採購案在採買喬木及灌木材料時發

現只有一兩家有販售此材料，是否委外之設

計師的問題，之後是否可用同等材質承作工

程。

C. 基層員工大都十分努力工作，但有時會因高

層外行領導內行，導致錯誤影響。

D. 投標案件之圖示位置要清楚一點，尤其是山

上的位置，要更清楚標示。

E. 建議備標期延長一些時間，讓廠商有更充分

時間準備更完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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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付款作業程序拖延太久，1月份應付的款項，

到 4月才開發票。

G. 希望投標時能與設計單位到現場勘察，如有

疑問可提問。

H. 加強現場施工的人員，要進場時要穿戴安全

防衛齊全。

I. 招標規範制定要完善，讓多家廠商可參與。

J. 希望公部門能開放投標廠商使用洗手間。

K. 希望開標時間快一點，不要拖延太久。

四、政策建議

(一) 法規面：避免過於特殊的材料與工法，或清楚說明使

用原因，減少廠商對於綁標的疑慮。

    建議制定招標文件前，可先與各方相關人員進行

開會討論，確定整體作業之細項、廠商投標時所需檢

附之證明文件，是否有特殊要求等，使招標文件能正

確且詳實地反映實際情形，以減少廠商得標後履約過

程中的爭議。另外，也建議於訂定採購規格時，在不

影響最終結果下，提供一定限度之彈性；若須採用特

殊規格時，也可提供合理之解釋，以公開透明之態度

清楚說明，避免未得標廠商因規格限定而有綁標疑慮。

(二) 制度面：

1. 九成八以上廠商肯定本局服務表現，宜持續精進人

員服務能量：

    建議持續保持良好的人員服務品質，以友善的

服務態度與業者互動，以保持業者對本局服務的良

好印象，而在行政效率方面，可針對人員的專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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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強訓練，對於各承辦案件的標案流程更加熟悉，

以更流暢的運作方式進行開標作業，並在付款方面

給予廠商迅速、不會延宕過久的印象，也可藉由舉

辦講座，由資深同仁向新進人員講解各項業務需注

意事項，藉此提升本局的整體服務能量。

2. 加強宣導檢舉人個資保護措施，以提高業者檢舉意

願：

    建議可針對檢舉人提出積極保護其個人資訊之

措施，避免檢舉人日後遭受惡意報復之情況，並加

強對內宣導在處理檢舉案件時的保密原則，對於檢

舉者的身分及文件等資料，依行政程序規定予以加

密保護。而對外則向廠商加強宣導「獎勵保護檢舉

貪污瀆職辦法」，並揭示本局已建構各項良好的個

資保護機制，能有效避免資訊外流，保護檢舉人權

益，藉此讓廠商信任本局的檢舉機制，可更加安心

地提出檢舉，以提昇廠商遇不法情事時的檢舉意願。

(三) 執行面：

1. 廠商對人員清廉度有良好印象，未來可繼續保持優

異的政風表現：

    建議本局未來能繼續保持良好的政風表現，建

立不需請託關說的端正政風印象，使廠商能夠公平

合理的競爭，對內可辦理廉政講習或課程，提昇內

部人員的法律觀念，並確立端正政風工作行為規範，

持續宣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的重要性，嚴格

檢視以防範不法情事的發生，樹立本局端正廉潔的

良好政風印象。

2. 加強端正政風措施之宣導，使廠商感受到機關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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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明顯進步：

    建議本局積極對外宣導廉政成效，讓廠商能夠

瞭解本局對於推動廉政工作之具體成果，並持續加

強向廠商宣導「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內容及相關

案例，杜絕行賄文化，樹立端正的廉政風氣。另外，

也可透過更多元的管道來宣傳廉政成效，包括在本

局官方網站張貼廉政宣導、電子報等方式，也可舉

辦廉政講座或座談會，藉此向廠商宣導廉政法規與

注意事項，也可透過宣導活動加強宣導檢舉不法行

為之途徑，結合廉政實績宣傳，展現政府打擊貪腐

的決心，藉由不同平台上的資訊傳播，盡可能接觸

到更多廠商，使廠商能體會本局在端正廉政風氣上

的努力。

3. 縮短付款時程並加快開標作業，以改善標案處理流

程:

    建議本局可設法提昇整體行政效率，檢視目前

作業流程是否有能再精簡之處，或可詢問廠商在標

案流程中的時間安排是否有可調整、改進之處，以

對未來整體作業時間排程上有更佳的規劃。為使廠

商能更便利地出席開標作業，建議可將標案截止投

標與開標時間集中在半天內，使廠商不需等候過久

的時間；另外，在標案完成後，也可加快驗收與審

核的作業流程，盡快完成付款，避免廠商有本局刻

意付款拖延的負面觀感。

五、 追蹤管考：本廉政研究成果報告於 107年 7月 3日提送修

正完成後，本室業簽陳機關首長，並以 107年 7月 12日

水北政字第10714010960號函發本局各單位參處並檢討改

進，將持續追蹤辦理情形(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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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創新特色：

　　「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研究，係針對前一年度曾參

與投標廠商、業者所進行的服務滿意度與廉政滿意度研究

連續兩年皆進行服務滿意度與廉政滿意度的調查與研究，

以下進行近兩年的年度分析：

年度分析比較表

年度

項目
106年度 107年度 比較

承辦人員服務態度之滿意

程度
98.8% 98.8% 持平

承辦人員行政效率之滿意

程度
96.5% 98.8% 比例上升

承辦人員整體工作表現之

滿意程度
98.8% 98.8% 持平

無藉機刁難或索取回扣之

情事
100% 100% 持平

無請託關說之情事 100% 100% 持平

無財物餽贈之情事 100% 100% 持平

無飲宴招待之情事 100% 100%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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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託關說、財物餽贈及飲

宴招待等方面改善程度
88.2% 90.6% 比例上升

無圍標之情事或其他異常

情況
100% 100% 持平

無綁標之情事或其他異常

情況
96.4% 97.6% 比例上升

無利用職務關係介紹親友

至廠商處所任職
100% 100% 持平

無利用職務關係向廠商借

貸（或非經公開交易之投

資關係）之情事

100% 100% 持平

提出檢舉之意願 88.2% 89.4% 比例上升

對整體清廉度之滿意度 98.8% 98.8% 持平

對整體清廉程度有改善 91.7% 89.4% 比例下降

資料來源：由本研究自行彙整。

　　年度比較如上表所示，在廉政滿意度方面，對於「請託

關說」、「財物餽贈」、「飲宴招待」等受訪廠商回答「沒

有」之比例均為 100%。另對於請託關說、財物餽贈及飲宴招

待等方面改善程度比例亦有提升，顯現本局在防範廉政違失

與監督內部員工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上表現優異；而對

於沒有「圍標」部分之比例則持平，至於「綁標」部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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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廠商回答「沒有」之比例較 106年度有所上升，由此顯示

本局在避免「圍標」及「綁標」部分表現優異，惟就避免

「綁標」仍有精進的空間。另外，就「利用職務關係」介紹

親友任職或向廠商借貸之情事比例均與去年相同，比例為

100%。

　　在檢舉意願程度方面而言，由去年的 88.2%上升為

89.4%，廠商業者檢舉意願上升，顯見本局就檢舉方式與檢舉

人個資保護措施表現進步，應持續精進以提升檢舉意願。在

提出檢舉管道當中，發現向本局政風室提出檢舉的比例從去

年的 69.3%提升為 82.9%，同時亦高於其他檢舉管道，足見本

局政風室獲得業者信賴。另外，在不知道檢舉管道的比例由

106年度的 1.3%下降至 107 年度的 0.0%，可見本局在宣導檢

舉管道方面有所成效。　

七、執行困難度

(一) 受限訪問時間較短，若延長則會造成人力、物力資源耗

費：調查者不能完全控制訪問過程，被調查者隨時可能

中止回答，且僅就電話訪問資料進行分析，無法獲得更

明確精準之質化資料為執行困難度之一。

(二)受訪者接受電話訪問時的情境無法標準化:由於受訪者只

憑藉聲音，對問題的理解可能會出現偏差，進而使調查

結果受到懷疑。

(三) 問卷回收率僅 54.8%，受限諸多因素影響無法回收更多

有效樣本：本研究採用電話訪問方式，並於本（107）年

3月 30日至 4 月 3日進行電訪，因為無人接聽、無合格

受訪者（受訪者外出/出差/出國等）等因素無法進行訪

問，使回收樣本有限。

(四)樣本數過低，無法採用卡方檢定進一步進行差異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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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方檢定主要是用於屬性資料之統計分析方法，非單純

計算變項的類別或數值，而是推算各類別變項所對應的

次數有無相關聯性，主要針對屬性資料（類別資料）進

行分析，以觀察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聯程度及獨立性。

卡方檢定可提供任何觀察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也可說

明哪項類別是歸因於此種顯著差異，進而分析並推論量

化研究資料。惟本研究因樣本數較低，而無採用卡方檢

定做差異性之統計推論。

　故未來，若能向參與投標之廠商業者加強宣導，將會進

行「服務滿意度」與「廉政滿意度」的電話調查訪問，以增

加問卷回收率與廠商業者接受電訪之意願，期待降低執行困

難度，有效提升樣本代表性。

八、效益評估：本研究之主要效益如下：

(一)透過本次研究，獲悉多數受訪廠商、業者對於採購業務

之正面肯定，並藉此瞭解廠商對於採購案之意見與建議。

(二) 本室基於廉政工作手冊之「廉政研究」專案之建議，對

於受試者之題目無作變更，利於歷年分析比較，從中知

悉變動之處，俾利機關成長。

(三) 將本研究成果提供機關內各單位參考，以此檢視其採購

流程或承辦作業有無策進作為。

　　本調查研究主要為改善服務品質及提升廉政風氣，問卷

內容以「服務滿意度」與「廉政滿意度」兩大評估指標，分

析機關服務與推動廉政工作之成效。

評估指標 評估內容

服務滿意度 服務態度、行政效率、整體表現

廉政滿意度
有無不法或其他異常之情事、提出檢舉之意願、

整體清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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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服務滿意度」指標進行效益評估，可知受訪廠商、

業者對機關整體服務表現滿意程度雖高達九成八，較 106年

度略為上升，仍應賡續致力專業服務以提升並維持行政之效

能與服務品質；在「廉政滿意度」指標方面，大部分項目與

106年度相比略為上升，惟就「整體清廉度有否改善」部分，

較 106年度相比略為下降，對此應持續加強宣導廉政觀念與

推動廉政工作，讓廠商、業者感受機關清廉度的改善，以維

護機關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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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8 年度廉政為民服務看法問卷調查研究

問卷修正建議

一、問卷建議修正內容對照表

原始之問卷內容 修改建議 建議修改後之內容
Q5.請問，貴公司對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辦理採購業務承辦人員的「行政
效率」，不滿意的原因是哪些？

加註【可複選】 Q5.請問，貴公司對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
水資源局辦理採購業務承辦人員的「行政
效率」，不滿意的原因是哪些？【可複
選】

Q13.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
聞，有人參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採購案時，出現「飲宴招待」之情形？
【逐一提示，單選】
(1)有，親身經歷【續問Q14】
(2)有，同業傳聞【續問Q14】
(3)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續問Q14】
(4)沒有
(98) 不知道／無意見

選 項 (4) 與 選 項
(98) 加 註 【 不 問
Q14】

Q13.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
聞，有人參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採購案時，出現「飲宴招待」之情形？
【逐一提示，單選】
(1)有，親身經歷【續問Q14】
(2)有，同業傳聞【續問Q14】
(3)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續問Q14】

 (4)沒有【不問Q14】
(98) 不知道／無意見【不問Q14】

Q15.請問，您認為為何需要透過「請託關
說」、「財物餽贈」或「飲宴招待」等方
法？

加註【可複選】 Q15.請問，您認為為何需要透過「請託關
說」、「財物餽贈」或「飲宴招待」等方
法？【可複選】

Q18.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
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購
業務時有「圍標」情事或其他異常情況？
(1)有，親身經歷【續問Q18】
(2)有，同業傳聞【續問Q18】
(3)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續問Q18】
(4)沒有【跳問Q19】
(98) 不知道／無意見【跳問Q19】

選項跳題設定應為
【續問Q19】與
【跳問Q20】

Q18.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
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購
業務時有「圍標」情事或其他異常情況？
(1)有，親身經歷【續問Q19】
(2)有，同業傳聞【續問Q19】
(3)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續問Q19】

(4)沒有【跳問Q20】
(98) 不知道／無意見【跳問Q20】

Q20.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
業傳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辦理採購業務時有「綁標」情事或其
他異常情況？
(1)有，親身經歷【續問 Q20】
(2)有，同業傳聞【續問 Q20】
(3)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續問 Q20】
(4)沒有【跳問 Q21】
(98) 不知道／無意見【跳問 Q21】

選項跳題設定應為
【續問Q21】與
【跳問Q22】

Q20.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
業傳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辦理採購業務時有「綁標」情事或其
他異常情況？
(1)有，親身經歷【續問 Q21】
(2)有，同業傳聞【續問 Q21】
(3)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續問 Q21】
(4)沒有【跳問 Q22】
(98) 不知道／無意見【跳問 Q22】

Q24.請問，如果遇到經濟部水利署北
區水資源局人員索賄時，您會不會向
有關單位提出檢舉？
(1)會【續問 Q24】
(2)不會【跳問 Q25】

選項跳題設定應為
【續問Q25】與
【跳問Q26】

Q24.請問，如果遇到經濟部水利署北
區水資源局人員索賄時，您會不會向
有關單位提出檢舉？
(1)會【續問 Q25】
(2)不會【跳問 Q26】

Q25.請問，您會向哪些單位提出檢
舉？

加註【可複選】，
跳題設定為【問完
跳問Q27】

Q25.請問，您會向哪些單位提出檢
舉？【可複選】【問完跳問 Q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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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修改後之問卷內容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108 年度廉政為民服務看法問卷調查研究

先生/小姐您好：

我們是**公司，敝姓_____，目前接受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委託，進行

「108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研究」，希望藉由您的寶貴意見，來瞭解您

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之觀感及各項興革意見，麻煩耽誤您幾分鐘的時

間，請教您幾個問題，謝謝！

Q1.貴公司一年以來（107年1月至107年12月）參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局（註：以下問項含所屬機關）採購案投標共計幾案？
❑
❑
❑
❑
❑

(1) 一案(2) 二案(3) 三案(4) 四案(5) 五案以上
Q2.貴公司一年以來（107年1月至107年12月）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局採購案得標共計幾案？【逐一提示，單選】
❑
❑
❑
❑
❑
❑

(1) 一案(2) 二案(3) 三案(4) 四案(5) 五案以上(6) 從未得標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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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滿 意 度

Q3.請問，貴公司對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購業務承辦人員的「服務

態度」，滿不滿意？
❑
❑
❑
❑
❑

(1) 非常滿意(2) 還算滿意(3) 不太不滿意(4) 非常不滿意(98) 不知道／無意見
Q4.請問，貴公司對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購業務承辦人員的「行政

效率」，滿不滿意？
❑
❑
❑
❑
❑

(1) 非常滿意 【跳問 Q6】
(2) 還算滿意 【跳問 Q6】
(3) 不太不滿意 【續問 Q5】
(4) 非常不滿意 【續問 Q5】(98) 不知道／無意見 【跳問 Q6】

Q5.請問，貴公司對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購業務承辦人員的「行政

效率」，不滿意的原因是哪些？【可複選】

❑
❑
❑
❑
❑
❑
❑
❑

(1) 規範不明(2) 流程繁瑣(3) 開標冗長(4) 驗收逾時(5) 付款拖延(6) 展期推託(97) 其他，請說明：＿＿＿＿＿＿(98) 拒答
Q6.請問，就貴公司到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購業務的經驗中，貴公司

對承辦人員的「整體工作表現」滿不滿意？
❑
❑
❑
❑
❑

(1) 非常滿意(2) 還算滿意(3) 不太不滿意(4) 非常不滿意(98) 不知道／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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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請問，在您前往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購業務時，經濟部水利署北

區水資源局人員是否有「藉機刁難或索取回扣」之情事？
❑
❑
❑
❑
❑

(1) 有，親身經歷 【續問 Q8】
(2) 有，同業傳聞 【續問 Q8】
(3) 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 【續問 Q8】
(4) 沒有 【跳問 Q9】(98) 不知道／無意見 【跳問 Q9】

Q8.請問，「藉機刁難或索取回扣」的情況為何？【不主動提示，可複選】
❑
❑
❑
❑
❑
❑

(1) 倨傲怠慢官僚心態(2) 間接暗示要求好處(3) 刻意保障其他廠商(4) 私人情緒調整不佳(97) 其他，請說明：＿＿＿＿＿＿(98) 拒答
Q9.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人參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採購案時，出現「請託關說」之情形？
❑
❑
❑
❑
❑

(1) 有，親身經歷 【續問 Q10】
(2) 有，同業傳聞 【續問 Q10】
(3) 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 【續問 Q10】
(4) 沒有 【跳問 Q11】(98) 不知道／無意見 【跳問 Q11】

Q10.請問，貴公司曾經聽聞或經歷的「請託關說」情事為何？

Q11.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人參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局採購案時，出現「財物餽贈」之情形？
❑
❑
❑
❑
❑

(1) 有，親身經歷 【續問 Q12】
(2) 有，同業傳聞 【續問 Q12】
(3) 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 【續問 Q12】
(4) 沒有 【跳問 Q13】(98) 不知道／無意見 【跳問 Q13】

Q12.請問，貴公司曾經聽聞或經歷的「財物餽贈」情事為何？

Q13.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有人參與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
局採購案時，出現「飲宴招待」之情形？【逐一提示，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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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有，親身經歷 【續問 Q14】
(2) 有，同業傳聞 【續問 Q14】
(3) 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 【續問 Q14】
(4) 沒有 【不問 Q14】(98) 不知道／無意見 【不問 Q14】

Q14.請問，貴公司曾經聽聞或經歷的「飲宴招待」情事為何？

Q9、Q11 或 Q13 回答 1-3 選項者需續問 Q15，其餘跳答 Q16

Q15.請問，您認為為何需要透過「請託關說」、「財物餽贈」或「飲宴招待」等
方法？【可複選】

❑
❑
❑
❑
❑
❑

(1) 得以順利得標或履約(2) 加速行政作業流程(3) 避免機關人員藉機刁難(4) 建立關係享有特權(97) 其他，請說明：＿＿＿＿＿＿(98) 拒答
Q16.請問，您認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在請託關說、財物餽贈及飲宴招待

等方面所作之宣導，是否有效扭轉機關貪腐意象，提供廠商公平合理的競爭
關係？ 

❑
❑
❑
❑
❑

(1) 改善很多                【跳問 Q18】(2) 有改善                  【跳問 Q18】(3) 沒有改善                【續問 Q17】(4) 反而更嚴重              【續問 Q17】(98) 不知道／無意見          【續問 Q17】
Q17.請問，您對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在請託關說、財物餽贈及飲宴招待

等方面有何精進之建議？ 

Q18.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
購業務時有「圍標」情事或其他異常情況？

❑
❑
❑
❑
❑

(1) 有，親身經歷 【續問 Q19】
(2) 有，同業傳聞 【續問 Q19】
(3) 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 【續問 Q19】
(4) 沒有 【跳問 Q20】(98) 不知道／無意見 【跳問 Q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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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圍標」的型態為何？【不主動提示，可複選】
❑
❑
❑
❑
❑
❑
❑

(1) 廠商劃分區域壟斷標案(2) 廠商威脅恐嚇領標他商(3) 廠商彼此協議投標價格(4) 廠商以多牌投同一標案(5) 廠商向機關打探領標者名單(97) 其他，請說明：＿＿＿＿＿＿(98) 拒答
Q20.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辦理採

購業務時有「綁標」情事或其他異常情況？
❑
❑
❑
❑
❑

(1) 有，親身經歷 【續問 Q21】
(2) 有，同業傳聞 【續問 Q21】
(3) 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 【續問 Q21】
(4) 沒有 【跳問 Q22】(98) 不知道／無意見 【跳問 Q22】

Q21.「綁標」的型態為何？【不主動提示，可複選】
❑
❑
❑
❑
❑
❑
❑
❑

(1) 機關限定使用特殊工法材料或驗證(2) 機關限定營業實績或特定地區公會會員(3) 機關限定引用特定廠商之規格資料(4) 機關限定須取得原廠證明（保證書）(5) 機關限定須取得材料供應商授權書(6) 機關限定有利於特定承商之履約時程(97) 其他，請說明：＿＿＿＿＿＿(98) 拒答
Q22.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採購人

員有「利用職務關係介紹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
❑
❑
❑
❑
❑

(1) 有，親身經歷(2) 有，同業傳聞(3) 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4) 沒有(98) 不知道／無意見
Q23.請問，貴公司是否親身經歷或同業傳聞，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採購人

員有「利用職務關係向廠商借貸（或非經公開交易之投資關係）」？
❑
❑
❑
❑
❑

(1) 有，親身經歷(2) 有，同業傳聞(3) 親身經歷及同業傳聞均有(4) 沒有(98) 不知道／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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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4.請問，如果遇到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人員索賄時，您會不會向有關單

位提出檢舉？
❑
❑

(1) 會 【續問 Q25】
(2) 不會 【跳問 Q26】

Q25.請問，您會向哪些單位提出檢舉？【可複選】【問完跳問 Q27】
❑
❑
❑
❑
❑
❑
❑
❑
❑
❑
❑

(1)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2) 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3) 經濟部政風處(4) 法務部廉政署(5) 地方法院檢察署(6) 法務部調查局(7) 報章媒體(8) 監察院(96) 不知道檢舉管道(97) 其他，請說明：＿＿＿＿＿＿(98) 拒答
Q26.請問，您不會提出檢舉的最主要原因，是什麼？【不提示，可複選】

❑
❑
❑
❑
❑
❑
❑
❑
❑

(1) 怕耽誤自己的案子(2) 怕曝光，影響以後辦事(3) 怕遭到報復(4) 已經花錢辦好事情，沒必要檢舉(5) 司空見慣，檢舉也沒用(6) 沒有證據，只好作罷(7) 即使檢舉也無濟於事，還不是官官相護(97) 其他，請說明：＿＿＿＿＿＿(98) 拒答
Q27.請問，您對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的「整體清廉度」滿不滿意？

❑
❑
❑
❑
❑

(1) 非常滿意(2) 還算滿意(3) 不太滿意(4) 非常不滿意(98) 不知道／無意見
Q28.請問，您認為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的「整體清廉度」與以前相比，是

比以前改善還是無改善？
❑
❑
❑
❑
❑

(1) 改善很多(2) 有改善(3) 沒有改善(4) 反而更嚴重(98) 不知道／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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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您對於這次機關辦理的採購案件程序之公正性是否滿意？
❑
❑
❑
❑
❑

(1) 非常滿意(2) 還算滿意(3) 不太滿意(4) 非常不滿意(98) 不知道／無意見
Q30.您對於這次機關辦理的採購案件程序之相關資訊公開程度是否滿意？如不滿

意，請簡略說明。
❑
❑
❑
❑
❑

(1) 非常滿意(2) 還算滿意(3) 不太滿意，請說明：＿＿＿＿＿＿(4) 非常不滿意，請說明：＿＿＿＿＿＿(98) 不知道／無意見
Q31.如有任何有關於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施政工作意見或其他寶貴建議，

請簡略說明，以供未來施政參考：

基 本 資 料 題

S1.請問，您在貴公司的職務是？
❑
❑
❑
❑

(1) 公司負責人(2) 經理人(3) 職員(97) 其他，請說明：＿＿＿＿＿＿
S2.請問，貴公司開業年期是？

❑
❑
❑
❑
❑

(1) 未滿三年(2) 3年以上未滿 5年(3) 5年以上未滿 10年(4) 10年以上未滿 15年(5) 15年以上

訪 問 結 束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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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政風室　函

承辦單位：歸檔／申請歸檔展期　天
收文字號：
機關地址：32547桃園市龍潭區佳安里佳安路2號
聯 絡 人：吳村修
聯絡電話：03-4712001　#811
電子郵件：hsiu@wranb.gov.tw
傳　　真：03-4112374
會辦單位：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 03月 18日
發文字號：水北政室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08年主管會報照片.odt、108年第3次主管會報會議記錄.odt、20180219工務行政

透明與履約疑義輔導計畫.odp、1081400326.odt

主旨：檢陳本局宣導「工務行政透明與履約疑義輔導計畫」簡報相關
資料1份，請鑒核。

說明：
一、依據鈞室108年 3月 5日經水廉字第10811004780號函辦理。
二、旨案本局業於108年 3月 11日第3次主管會報由工務課吳課

長提報完畢。

正本：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
副本：
抄本：





       

          

附件 15



說明：本局按月更新鈞署全球資訊網「業務專區」項下「工程行政透明專區」
有關本工程相關資訊。

說明：本局按月更新鈞署全球資訊網「業務專區」項下「工程行政透明專區」
有關本工程相關資訊。

1



說明：本局全球資訊網「廉政透明專區」下亦設有「行政透明」區塊，提供連
結至鈞署全球資訊網「工程行政透明專區」，俾利提供民眾多元管道了解工程
資訊。

說明：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專屬網頁」亦提供本工程設計、執行進度等工程
資訊，俾利提供民眾多元管道了解本工程。

2



說明：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專屬網頁」亦提供「民眾陳情」頁面，多元提供
民眾陳情管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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