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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贏的政府採購



政府機關要有最好的產品，廠商要獲得最佳利潤



創造雙贏的公式

透明有效率的行政作為

守法有紀律的優質廠商



防貪 肅貪vs

如何建立透明有效率的行政作為



為什麼防貪先行， 肅貪在後？

政府和機關形象受到嚴重的傷害。

公務員可能被停職或撤職。

公務員要面對冗長的訴訟程序。

查扣犯罪所得，美夢成空。

妻小名譽受害，甚至殃及子孫。

5
自我與社會的標籤讓公務員難以翻身。



透明 黑箱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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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透明案例



「全民顧水、
臺灣足水」
專 案

公 民 參 與

水 權 申 請

查 詢
全 民 督 工

工 程 資 訊

公 開

南水局行政透明措施五項主題



行政透明專區

行政透明專
區快速連結



水權申請查詢

就人民重要事項如水權申請，提供網路查詢，俾利人
民保障己身權益。

輸入水權申請案之申請書案號或狀照號碼
即可進行內容查詢。



工程資訊公開
就南水局管轄區域之
近年工程資訊落實公開揭示原則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投標廠商意見調查表 

各位廠商朋友您好！為瞭解本局辦理招標案件適切與否，特製作本意

見調查表，惠請撥冗填妥後，按確認送出，您的寶貴意見將是本局興

利除弊及業務精進之重要依據。 

本次問卷調查案件名稱  

101年清潔維護勞務工作採購案(測試案件!)  

本次回覆廠商名稱：  

全聯環境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意見調查回覆結果：  

1. 投標期間有無異常情事發生 無 有 (如選擇「有」請續回答後續問題) 

2. 是否有圍標情形 否 是 (請續填寫題 3) 

3. 請填寫圍標情形有圍標情形 

4. 是否有綁標情形 否 是 (請續填寫題 5) 

5. 請填寫綁標情形有寫綁標情形 

6. 是否有低價搶標情形 否 是 (請續填寫題 7) 

7. 請填寫低價搶標情形有低價搶標情形 

8. 應保密之採購資訊是否外洩 否 是 (請續填題 9) 

9. 請填寫應保密之採購資訊外洩情形 

10. 是否違反採購程序 否 是 (請續填寫題 11) 

11. 請填寫違反採購程序情形 

12. 是否遭受差別待遇 否 是 (請續填寫題 13) 

13. 請填寫遭受差別待遇情形有遭受差別待遇情形 



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招標作業

1、辦理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設計暨施工公
開說明會

2、辦理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廠商說明會
3、針對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發布新聞稿及

刊登電子媒體
4、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及行政透明滿意度調查
5、廉政與檢察機關協助合作



辦理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設計暨施工公開說明會
基於工程透明、資訊公開之原則，邀集大埔鄉及楠西區民眾地方環保團
體、村里長及村里幹事參加工程說明會。



辦理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廠商說明會
於重大工程施作前，辦理廠商公開招標說明會，以公開透明方式，使廠
商瞭解各項投標資訊，避免因資訊不對稱影響投標公平性。



針對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
發布新聞稿及刊登電子媒體



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及行政透
明滿意度調查
為使公共工程招標作業公開化、透明化，藉由招標文件公開閱覽，
徵求廠商或民眾意見，提升公共工程規劃設計品質，並減少招標及
履約爭議。



廉政與檢察機關協助合作
過去相關重大工程施作時，因伴隨有龐大執行預算挹注，故也因此
引發相關人士關注，致使過去貪瀆、官商勾結及黑道勢力介入等情
事頻傳。此曾文水庫防淤隧道工程，則於招標作業辦理時，即邀集
廉政與檢察機關合作，並告知工程標案內容與辦理程序，以防範不
當勢力介入。





守法與紀律是公司業績成長的基礎



工程會PPT.pdf

公共工程履歷介紹.pdf

工程會PPT.pdf
公共工程履歷介紹.pdf


不得參加公開招標購案之廠商



採購招標弊案之類型

(一)、圍標罪

１、圍標之定義：

(1)稱圍標者，指多數有競爭關係廠商相互約定，於政府招標

時不參與競投標；或雖參與投標，但其標價必須訂出較內定

得標廠商所定單價為高（以低於底價決標時），俾使內定得

標廠商得標（俗稱「搓圓仔湯」）。

(2)圍標之目的在於圍標業者意欲迴避激烈競爭以坐取不法利

益，其方式乃業者透過協議、決議或以抽簽等方式決定由那

家廠商得標，當然得標廠商會相對給予合作業者一定利益。



２、圍標之態樣
(１)非法得標：(搶標)

即非法迫使他廠商違反本意投標或放棄得標(87條第1項)不肖廠商可能在

標場外對非其掌控之廠商訴諸暴力，要脅渠等違反本意投標或放棄投標；

或於決標後脅迫得標者放棄得標權，改由圍標成員繼受。

(２)合意不為競標：(搓標)

指投標廠商協議不為競爭，分配流輪得標之次序，甚或劃訂各廠商之「

地盤」，致生「陪標」、「分割市場、不為競爭」等情形，即俗稱「搓

圓仔湯。

(３)合意讓受得標權 (搓標)

不肖廠商蓄意低報價格搶得最低標資格後，於保留決標期間，與次低標

磋商索取不當利益後，再放棄得標權。



(４)一人多標：(詐標)

包括投標廠商具有屬從關係或授權關係、一廠商使用不同名義分身投

標，皆一人多標之態樣。

(５)無資格者參標：(借牌)

指無合格參標資格廠商借用有合格參標廠商之名義參標之行為，故自

己投標外，復找二家參與投標陪標，非借牌。



３、圍標罪處罰之類型：

(１) (政府採購法87條第1、2項)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迫使他廠商違

反本意投標或放棄得標者；及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如黑道圍標)

(２) (政府採購法87條第3項)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

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如比價時一人多標)

(３) (政府採購法87條第4項)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

協議或其他方式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包括合意

不為競爭、不法合意讓受得標權)

(４) (政府採購法87條第5項)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

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二)、綁標罪

１、綁標定義
(1)標係指「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而有妨礙公平競爭

之虞。

(2)是否綁標，不以形式上之商源家數為綁標之判斷準據，而以「招標需求」

是否具備「必要性」為標準。必要時得請鑑定是否構成綁標。

２、綁標之態樣：
(1)綁規格：不當限制採購標的之規格或性能採購標的之規格訂定，機關須依

「功能或效益」訂定採購標的之規格或要件，任何有關規格之決定「在目

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如無法精確說明招標需求，須以商標或品

牌等代替者，必須於特定名稱之復加註諸如「或同等品」字樣，接受名稱

不同但功能效或效益無遜之其他標的。

(2)綁資格：不當限制投標廠商之資格，但

A、機關辦理採購，得依實際需要，規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

B、特殊或巨額之採購，須由具有相當經驗、實績、人力、財力、設備

等之廠商始能擔任者，得另規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



３、綁標罪之類型：
(1)、機關「內部採購人員」自主綁標(貪污或圖利罪)

(2)、機關委託規劃或代辦採購之「受託採購人員」之綁標(採88條)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理或代辦

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技術、工法、材料

、設備或規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或審查，因而獲得利益者，處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其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廠商或分包廠商之資格為違反法令

之限制或審查，因而獲得利益者，亦同。

(3)、有意投標廠商利誘或迫使採購人員之綁標。(採90條) 

意圖使機關規劃、設計、承辦、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

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就與採

購有關事項，不為決定或為違反其本意之決定，而施強暴、脅

迫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下罰金。



(三)、洩密罪

１、原則：除法律明文應保密者外，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政
資法6)                   

２、是否採購應秘密事項認定標準：
應按個案具體判斷是否足生差別待遇之結果，倘無差別待
遇之影響，該等消息應屬無實益之資訊，即非採購應秘密
之事項。



3、洩密犯罪類型

(1)機關「內部經辦採購公務員」之洩密(刑132條)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

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2)機關委託規劃或代辦採購之「受託採購人員」洩密(採89條) 

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

為私人不法之利益，洩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

品或其他資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3)「有意投標廠商」迫使機關或委託經辦人員之洩密。(採91條)
意圖使機關規劃、設計、承辦、監辦採購人員或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

、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洩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

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而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四)其他態樣

1.偷工減料

2.相關報表登載不實

3.行賄採購、監造或驗收人員

4.工安意外



雙贏局面的典範(代結論)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