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行政透明廉政紀事
序
號

日期 行政透明大事 推動成果

1 105年
11月 18
日

依據「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規定，本

局「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招標文件於105年 11月

18日至同年月28日期間辦理公開閱覽。有關公開閱覽廠商疑

義及研辦說明表106年 1月 20日登載於本局官網重大計畫專

欄，使廠商或利害關係人皆能得知標案資訊，進而提出意

見，避免限制競爭之質疑。

2 106年 1
月 12日

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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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說明會前，邀請檢、廉、調 、政風 及上

級機關假本局中山堂舉行該工程廉政宣言簽署活動，由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彭檢察長坤業、法務部廉政署防貪組劉組長

廣基、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桃園站王主任金貴、 經濟

部政風處徐簡任秘書世通、經濟部水利署黃主任秘書宏莆及

本局江局長等共同簽署廉政宣言宣示：

(1)建立跨域溝通管道，促進司法與行政積極合作

(2)預防妨礙採購公平行為，促進計畫履約成果

(3)秉持專業、效能、廉明原則，提升工程品質

(4)強化機關廉政作為，落實風險管控機制
3 106年

3月 16
日

為加強廉政宣導，本局於106年 3月 16日函送廉政宣導影片

（評選委員容易誤蹈的犯罪法令宣導）及「採購評選委員會

委員須知」、「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等規定光碟片，供本局

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評選委員參考。
4 106年

2月 9
日

江局長率張副局長、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主辦單位計畫課蔡

課長及政風室吳主任會同水利署政風室陳主任拜會法務部廉

政署曾主任秘書，就辦理採購廉政平臺相關事宜進行交流。

同時並透過桃園地檢署政風室聯繫該署肅貪專組主任檢察官

指導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廉政平臺案。
5 106年

4月 14
日、5
月12
日及6

有關本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案之招標公告、投標須

知、補充規定、資格標開標紀錄、通知合格廠商參加評選會

議進行簡報及採購評選委員會評選會議紀錄等資料，本局分



月8日 別於106年 4月 14日、5月12日及6月8日函送桃園地檢署

及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參考。

6 106年
7月24
日

辦理「106年圖利與便民專案法紀宣導」，邀請桃園地檢署薛

檢察官全晉蒞臨講授，就採購各階段可能涉及之廉政風險及

應行注意事項進行宣導，加強公務員及廠商對其權利、義

務、相關法律與契約責任之瞭解。

7 106年
7月18
日

江局長率張副局長、工務課吳課長、林正工程司及政風室吳

主任等拜訪桃園地檢署彭檢察長說明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

購辦理進度，交流本計畫工程可能風險及防制。

8 106年
9月 28
日

江局長主持「106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會

中邀請桃園地檢署邱主任檢察官文中講授「公共工程弊案案

例解析及防制」，並由計畫課蔡課長秉儒報告「阿姆坪防淤

隧道工程採購案」興利防弊作為及最後進行綜合座談，與承

攬廠商及機關同仁座談工程潛存之不當勢力介入、圍標、盜

濫採等風險，宣導透明公開、公平、效能原則。

9 106年
11月

成立專屬網站以利資訊主動公開，網站內容共分成計畫內

容、最新消息、工程資訊、大事紀要、生態保育監測、廉政

平臺等項目呈現，並於計畫專屬網站公開工地監視畫面，全

國各地民眾均可隨時上網觀看工地現況，達到全民督工及防

弊目的。

10 107年
3月16
日

邀請經濟部政風處楊處長石金蒞臨講授「廉政倫理與行政透

明」之專案宣導課程，藉由楊處長憑其對廉政倫理與行政透

明內涵之專精，針對該議題以深入淺出、敘說故事活潑生動

之講授方式，引起本局員工極大的回響，有效增進員工對於

行政透明與廉政倫理相關措施及規定之認識。

11 107年
4月16
日

舉行「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開工動土典禮」活動，邀請採購

廉政平臺相關廉政及調查機關長官參加。



12 107年
9月12
日

張副局長率工務課吳課長、林正工程司、政風室吳主任及專

員等人拜會桃園地檢署鄒茂瑜主任檢察官說明本局阿姆坪防

淤隧道工程施工進度，就廉政措施辦理情形、計畫工程進度

及招標階段風險防制作為等進行交流。

13 107年
9月26
日

召開「107年度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座談會」，邀集檢

察、調查、政風及承攬廠商等參加座談聯繫溝通，會中安排

經濟部水利署政風室陳敏森主任簡報「前瞻水環境透明水臺

灣專案」及吳啟順課長報告「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簡報」，並邀請桃園地檢署鄒茂瑜主任檢察官擔任專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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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進行綜合座談，與承攬廠商及機關同

仁座談工程潛存之不當勢力介入、圍標、盜濫採等風險，宣

導透明公開、公平、效能原則。

14 107年
9月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07年9月12日經水廉字第10711023840

號函，成立本局「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由業管副局長擔任

召集人，本室負責秘書作業，並於107年10月 18日召開第一

次會議，決議以「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作為行政透明實施

標的。

15 107年
10月
29日

依本局「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第1次會議決議，以水北政字

第10714017110號函台灣透明組織派員參與本局「行政透明

推動小組」，並獲該組織回復推薦副執行長廖興中擔任委

員。

16 108年
1月 22
日

邀請台灣透明組織廖副執行長興中以「基礎設施工程透明化

初探-國際理論與實務的啟發」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廖副執行

長憑其對行政透明內涵之專精，以深入淺出、活潑生動之講

授方式，引起本局員工極大的迴響，有效增進員工對於行政

透明之認識。

17 108年
2月 28
日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疏濬資訊公開透明措施」：土石清淤資

訊公開於本局全球資訊網，提供執行情形、疏濬量、路線說

明、各廠商販售總量、販售總價及累積提料量等相關資訊，

並定期檢視更新資料內容，提供最正確、完整、有效的訊

息。



18 108年
3月 6
日

召開「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第2次會議，除本局相關業務課

室主管外，計有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廖興中、桃園地檢署

鄒茂瑜主任檢察官、政風室主任黃泓智、法務部調查局桃園

市調查處調查官李中丞與會，會中並討論於108年 4月 24日

召開「石門水庫清淤工程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行政透明宣

導」活動事宜。

19 108年
4月 24
日

邀請台灣透明組織、檢調機關、珍水志工、環教志工服務

隊、阿姆坪及沉澱池周邊地區里長、居民及工程主要承攬廠

商等計94人參與「石門水庫清淤工程及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行政透明宣導」社會參與活動，透過本宣導活動互動交流擴

大社會參與效能，強化國人對廉能議題之正確認知，使民眾

感受本局推動「廉政」之決心。

20 108年
4月 29
日

「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以執行廉政平臺、資訊公

開、民眾參與等透明措施，榮獲經濟部水利署第一屆「工程

行政透明績優獎」採購金額五千萬元以上工程第2名。

21 108年
5月 28
日

依據水利署指示所屬機關召開「在建工程與履約廠商廉政誠

信座談會」，張副局長主持「採購正當程序廉政會議」，並

宣導「經濟部水利署工務行政透明與履約疑義輔導計畫」。

22 108年
6月 25
日

辦理與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廉政平臺聯繫會議，該處由桃園站李文義主任率站內副主任

及調查同仁計14人與會，透過本局工務課及中華工程公司解

說工程進度、執行現況、面臨問題與潛存風險因子及至阿姆

坪防淤隧道工程工區內實地參訪，使桃園市調查處同仁更加

了解工程進度及現況，俾利有效發揮監督外控力量。

23 108年
7月1
日

召開「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第4次會議，除本局相關業務課

室主管外，計有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廖興中、桃園地檢署

鄒茂瑜主任檢察官、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欒家祥科

長、副主任劉新邦及調查官李中丞與會，規劃阿姆坪防淤隧

道工程及清淤工作行政透明措施。



24 108年
9月 16
日

邀請桃園地檢署邱文中主任檢察官進行108年「圖利與便

民」專案法紀宣導暨反賄選宣導，邱主任檢察官闡述圖利罪

之不法內涵、保護法益及構成要件，並解析圖利與便民之區

別及裁量權之行使，輔以社會時事及案例剖析說明，讓同仁

釐清「圖利」與「便民」之界線，有助同仁於執行職務時能

善盡注意義務，並基於誠信之判斷，勇於任事、積極創新、

為民服務，避免誤觸法網，並加深機關同仁對相關法令之認

識。

25 108年
7月26
日

為踐行本局清淤作業行政透明及有效發揮本局廉政平臺與 NGO

團體聯繫機制，江局長率養護課及政風室同仁前往台灣透明

組織協會拜會徐理事長仁輝，會中與徐理事長交流廉政治理

經驗，希望透過與台灣透明組織攜手合作，精進本局工程行

政透明之作為，積極回應人民對於廉能政府的期待。

26 108年
10月 3
日

桃園地檢署於辦理「108年度桃園地區政風業務聯繫協調會

議」，特函邀請本局蘇主任工程司以「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廉政平臺執行現況（含行政透明）」為題前往該署演講，並

進行廉政平臺交流。

27 108年
11月 6
日

鑒於石門水庫各項清淤業務預算金額龐大，為打造廉能政府

及推動行政透明，並瞭解工程執行風險及預防違失不法情事

發生，委託台灣透明組織執行「石門水庫清淤業務導入行政

透明措施研究」，透過外部團隊以廉政細工及社會參與運作

模式，研析本局石門水庫清淤業務執行過程、效能、導入各

項行政透明措施與研提建議策進作為。

28 108年
11月
21日

江局長主持「108年度廉政會報暨安全維護會報」，邀請外聘

委員桃園地檢署趙主任檢察官燕利蒞臨指導，本局以獲得

「第一屆工程行政透明績優獎」之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為

例，透過工程執行情形專題報告，展現落實採購公平、透明

及無污具體成果，充分展現政府跨部門共同貫徹廉能政策，

端正社會風氣，提升施政效能之決心。

29 108年
11月
25日

江局長率蘇主任工程司、工務課李正工程司、養護課林課

長、保育課江課長及政風室吳主任等人員拜會桃園地檢署郭

代理檢察長、林襄閱主任檢察官及趙主任檢察官，並就阿姆



坪防淤隧道工程執行進度及清淤工作現況進行簡報，藉由廉

政平臺的聯繫機制建構廉政風險預防及諮詢服務，討論可能

發生的各種弊端，採取相應的防貪措施，使國家重大建設能

「如期、如質、無垢」完成。

30 108年
12月 5
日

「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第5次會議，由郭副局長率本局工程

行政透明小組成員前往桃園市政府觀摩，藉由本次與桃園市

政府聯結互動，汲取風險預警與工程優質知識，建立標竿學

習機制與建構廉政風險預防措施。

31 108年
12月
29日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委託服務計畫效能評估與行政透明研

究」成果，請各機關參採行政機關策進建議，本局將該成果

報告資料函發各單位參辦。

32 109年
1月 10
日

邀請財政部資訊中心政風室主任陳秀慧進行109年度「陽光

法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說

明暨案例探討」專題演講，讓機關同仁瞭解法規之立法精

神、目的及如何判斷處理請託關說或利益衝突迴避之情形，

確實有助機關同仁對於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之認識。

33 109年
2月 11
日

召開本局「工程行政透明推動小組」第6次會議，邀請台灣

透明組織派員研商辦理「石門水庫清淤行政透明座談會」相

關辦理事宜及行政透明措施辦理情形、計畫工程進度及招標

階段風險防制作為等進行討論。

34 109年
2月 13
日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於由鄧處長雅文率所屬政風主管計40人至

本局參訪「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及交流行政透明

措施，以強化工程履約管理及行政透明之作為。本局由江局

長親自主持，並由蘇主任工程司以獲得「第一屆工程行政透

明績優獎」之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為例，進行經驗分享，展

現落實採購公平、透明及無污具體成果，充分展現政府跨部

門共同貫徹廉能政策，端正社會風氣，提升施政效能之決

心。

35 109年
3月 6
日

與台灣透明組織共同舉辦「石門水庫清淤行政透明」座談

會，除署長賴建信、經濟部政風處處長楊石金、台灣透明組

織理事長徐仁輝與法務部廉政署葉建華組長親臨會場外，本



局同仁、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廉政平臺成員、鄰近政府

機關政風同仁、本署所屬水資源局與河川局同仁、本局清淤

防淤工程廠商、珍水志工與民眾約80餘人參與。透過本宣導

活動互動交流擴大社會參與效能，強化國人對廉能議題之正

確認知，使民眾感受本局推動「廉政」之決心。

36 109年
5月 13
日

1. 桃園地檢署新任王檢察長俊力率林襄閱主任檢察官及林

書記官長拜會本局江局長，雙方就 106年成立之廉政平臺持

續加強推動，以建立良好採購環境及落實廉政措施合作有高

度共識。

2. 郭副局長接受桃園地檢署及桃園廣播電臺採訪，錄製

「空中司法．廉遊臺灣」廣播節目，在節目中介紹本局推動

行政透明措施等廉政議題。郭副局長在採訪中，提及如何導

入公共工程全生命週期理念進行廉政風險評估，讓各採購階

段在行政透

37 109年
6月 1
日

台灣透明組織提出「石門水庫清淤業務導入行政透明措施研

究」成果報告，就「政府採購與行政透明」、「清淤作業與

行政透明」、「行政透明措施的行銷」、「廉政平臺深化的

可能性」及「水利相關專業之廉政教育推廣」等五個面向提

出相關建議，經局長裁示函發各業務單位參辦。

38 109年
7月6
日

桃園地檢署為使學習司法官瞭解政府重大公共工程推行之程

序、促進行政機關與檢察機關之橫向聯繫及行政機關踐行廉

政及工程倫理等情，由該署李主任檢察官允煉率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地60期桃園、新北及新竹學習組之學習司法官計29

人，至本局參訪「石門水庫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及清淤工

程，並召開廉政平臺聯繫會議進行意見交流。

39 109年
7月17
日

為配合當前政府重大政策－加入開放政府夥伴關係聯盟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及精進採購廉政平臺，未

來廉政平臺資訊公開方式如何更加善用IT、API等資訊科

技，讓當前揭露的資訊有更好的呈現品質與符合社會各界所

需，並持續精進本局行政透明與廉政業務之推動，局長核定

以「石門水庫清淤業務建立廉政資料開放模型評估」為題辦

理109年廉政研究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