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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員 郭惠津

薦任科員 文國貞

薦任科員 江文雄

11 月 1 日 （星期一）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 議 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審查事項
審查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歲出部分預
算（詢答及處理）。
（本次會議有委員陳根德、楊仁福、郭榮宗、林建榮、蔡錦隆、林
明溱、郭玟成、葉宜津、徐耀昌、朱鳳芝、曹爾忠等 11 人提出質
詢，均經交通部常務次長張邱春、路政司司長陳彥伯、運輸研究
所所長林志明及相關人員予以答復說明；另委員林建榮、葉宜津
質詢另提書面補充意見，及委員李鴻鈞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
錄並刊登公報。）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交通部運輸研究
所歲出部分，另定期處理。
三、交通部應於明(100)年洪汛期以前，完成蘇花公路整體監視系統
之建置。
四、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交通
部及相關單位儘速以書面答復。
11 月 3 日 （星期三）
審查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歲出部分預算
（詢答及處理）。
（本次會議有委員葉宜津、楊仁福、徐耀昌、蔡錦隆、賴坤成、林
建榮、郭玟成、王幸男、李鴻鈞、黃偉哲等 10 人提出質詢，經交
通部常務次長陳威仁、中央氣象局局長辛在勤及相關人員予以答
復說明；另委員林建榮、李鴻鈞質詢另提書面補充意見，及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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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鳳芝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中華民國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歲出部分，處理完畢。
三、審查結果：
第 3 項 中央氣象局 16 億 8‚213 萬 3‚000 元，照列。
第 1 目 氣象科技研究發展 8 億 0‚895 萬 8,000 元，照列。
本目有委員提案 2 案，不予通過：
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0 年度關於「氣象科技研究」編列 1 億
7,665 萬 1,000 元，較上年度增列 2,534 萬 3,000 元，主因係
「發展鄉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計畫」較上年度增列 1,730 萬
元，以及新增「落實防災氣象整合資訊實作計畫」1,350 萬元，
惟查兩項計畫目標與內容多有重複，均用於擴展至 368 個區鄉
鎮之天氣預報，是以上述預算應予凍結五分之一，俟向立法院
交通委員會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葉宜津 王幸男 賴坤成
2.中央氣象局以 368 個鄉鎮區為天氣預報之單位，已列入「發展
鄉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計畫」推動，如今另行提出計畫內容相
似、而名稱卻不同之「落實防災氣象整合資訊實作計畫」，有
重複編列之嫌，爰將 100 年度中央氣象局「氣象科技研究發展
-氣象科技研究」項下「落實防災氣象整合資訊實作計畫」編
列之 1,350 萬元予以全數刪除。
提案人：賴坤成 王幸男 郭榮宗
第 2 目 一般行政 5 億 4‚708 萬元，照列。
第 3 目 氣象測報 3 億 0‚427 萬 1‚000 元，照列。
本目有委員提案 1 案，不予通過：
1.氣象預報資訊之準確性，為救災系統啟動最初機制，惟氣象
局對於部分地區最大雨量預測值之掌握，仍無法準確預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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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累積)降雨量或降雨強度(每小時降雨量)，俾達到防災
所需定量降雨預報之需求，嚴重影響防災及後續救災之時效
性。爰要求全數凍結 100 年度中央氣象局「氣象測報」項下
「台灣地區雨量自動測報系統汰換及增設計畫」3,611 萬 4,
000 元，俟提出雨量監測機制改善方案後，向立法院交通委
員會說明並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賴坤成 王幸男 蔡錦隆 郭榮宗
第 4 目 一般建築及設備 2‚094 萬 4‚000 元，照列。
第 5 目 第一預備金 88 萬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8 項：
1.鑒於交通部所屬各機關於相關颱風、驟雨、地震等天災上及工安
意外應變能力不足，所屬機關間溝通預警及預防功效不彰，交通
部應於 1 個月內成立專案小組，徹底檢討並提出改善方案，並提
報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討論。
提案人：李鴻鈞 楊仁福 王幸男 徐耀昌
賴坤成 林建榮
2.鑑於目前國內本有諸多「十分鐘雨量」觀測設備，分屬不同機關
管理觀測再經由中央氣象局彙整分析，但未即時公布。臺灣本屬
氣候多變之海島型國家，國內地形複雜，實有適時適地公布「十
分鐘雨量」數據之必要。建請中央氣象局應將十分鐘雨量納入訊
息公布平台，以利機關與民眾第一時間查詢。
提案人：蔡錦隆 賴坤成 徐耀昌 林建榮
王幸男
3.建請中央氣象局應儘速與相關機關及民間公司，包括：台灣電力
公司、核能發電廠、各學校、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鐵路管理局、瓦斯公司、高科技生產線公司、金融機構等，共同
建署災害預防、通報及緊急應變系統，俾達到「地震發生後立即
一定時間內通知運輸系統、瓦斯、電力、核能、金融、高科技生
產線、校園及各縣市所有民眾」之目標，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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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提案人：蔡錦隆 賴坤成 徐耀昌 林建榮
王幸男
4.鑑於地球極端氣候，台灣地區的降雨量屢破歷史紀錄，例如：98
年 8 月 8 日莫拉克颱風的降雨量在南台灣破紀錄，99 年 9 月 19
日凡那比颱風雨量在高雄也破歷史紀錄。99 年 10 月 21 日梅姬
颱風降雨量在宜蘭地區又破歷史紀錄。但是到底是破什麼紀錄，
無從了解，因此，中央氣象局應上網及在其他訊息管道上提供雨
量紀錄等資料，以讓民眾查詢到雨量資訊及其他極端氣候觀測紀
錄。
提案人：蔡錦隆 賴坤成 徐耀昌 林建榮
王幸男
5.建請中央氣象局為因應未來極端氣侯變化(包括地震)，應考慮遷
移他處，擴充設備，擴大規模，以期有最好的氣象服務。
提案人：蔡錦隆 賴坤成 徐耀昌 林建榮
王幸男
6.中央氣象局 100 年度預算書預算總說明有關 99 年上半年施政績
效達成情形中，氣象預報準確度項下 24 小時降雨預報命中率之
改善率為-2.07，相較於 98 年全年度改善率-0.9 更低，顯現氣
象局 24 小時降雨預報仍須改善，且氣象局 99 年起執行「發展鄉
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計畫（99-100 年）及「災害性天氣監測
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
（99-104 年）
，兩項計畫執行後 24 小時降
雨預報命中率不僅未改善反而下降，值此氣候變遷暴雨連連之劇
烈天候因素下，台灣脆弱敏感之地形極易因豪大雨而形成土石
流，氣象局增加降雨預報準確率，方能做好事先預防因應，減少
民眾生命財產之損失，重要性不可謂不大，爰此特請氣象局應儘
速提出書面報告，具體說明如何改善 24 小時降雨預報之準確率。
提案人：郭玟成 王幸男 蔡錦隆 徐耀昌
賴坤成 林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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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交通部轄下各單位，於颱風等天然災害來臨時，負責第一線之道
路、橋梁、港口、機場等重要交通運輸之管制。然而，各單位之
人員大多限於氣象常識或知識之不足，而不能藉由氣象資料預判
而採取必要防災、救災之動作。因此有必要將提昇該等人員之氣
象常識及知識，建請交通部應強制要求轄下有關防災、救災之單
位，定期派員由氣象局傳授教導有關氣象之常識、知識，俾利於
日後之防災、救災作業。
提案人：葉宜津 王幸男 賴坤成 蔡錦隆
徐耀昌 林建榮 楊仁福
8.梅姬颱風襲台，蘇花公路未能及時封閉，造成重大傷亡，顯示降
雨量之掌握非常重要，現行蘇澳至新城全長 100 多公里卻僅設有
4 個測量站，無法進行微氣象變化之監測預警，影響人民生命財
產安全甚鉅。爰建請中央氣象局在全國危險路段及山區集水區增
設雨量觀測設備，以增加雨量監測及預報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及
財產安全。
提案人：賴坤成 王幸男 蔡錦隆 楊仁福
徐耀昌 郭榮宗 林建榮
四、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交通
部及相關單位儘速以書面答復。
11 月 4 日 （星期四）
審查 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單位預
算(詢答及處理)。
（本次會議有委員郭玟成、楊仁福、葉宜津、林明溱、郭榮宗、徐
耀昌、蔡錦隆、王幸男、賴坤成、林建榮、曹爾忠、江義雄、陳福
海、黃仁杼、翁金珠等 15 人提出質詢，均經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主任委員范良銹、技術處副處長葉祖祈及相關人員予以答復說
明；委員葉宜津、林建榮質詢另提書面補充意見，及委員楊瓊瓔、
朱鳳芝、李鴻鈞所提書面質詢，均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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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中華民國10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單位預算部 分 ，處理完畢。
三、審查結果：
歲入部分
第2款

罰款及賠償收入

第24項

公共工程委員會 原列 30 萬元，增列第 1 目「罰金罰鍰及
怠金」第 1 節「罰金罰鍰」100 萬元，改列為 130 萬元。

本項有委員提案 1 項：
1.歲入第 2 款第 24 項(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 1 目罰金罰鍰收入
編列 30 萬元，因 98 年度決算為 138 萬元，建議增列 100 萬元，
改列 130 萬元，以符實際。
提案人：蔡錦隆 葉宜津 陳福海 徐耀昌
決議：照案通過。
第3款

規費收入

第 27 項
第4款

9‚524 萬 8‚000 元，照列。

財產收入

第 25 項
第7款

公共工程委員會
公共工程委員會

2 萬元，照列。

其他收入

第 29 項

公共工程委員會

820 萬元，照列。

歲出部分
第2款

行政院主管

第25項 公共工程委員會原列 5 億 5‚829 萬 5‚000 元，減列 100 萬
元，改列為 5 億 5,729 萬 5,000 元。
有關各目核列及減列情形如次：
第1目

一般行政

3 億 3‚643 萬 8‚000 元，照列。

本目有委員提案 1 案，交付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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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工程委員會採購稽核小組於今(99)年 8 月 27 日稽查台北市
新工處所辦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採購案時，明確查出諸多不尋
常的違法事證，報告指出共違反技師法、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
證規則、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機關主會計及有
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與公共工程委員會兩道函釋，共 8 項
法令。然而卻於 8 月 30 日發新聞稿稱該工程「價格調整符合工
程慣例」
，對於違法事實隻字未提，明顯包庇不法、為北市粉飾
太平，有失職守，使原為國家監督政府採購的重要功能淪為包
庇執政者不法的橡皮圖章，為避免該種情況成為常態，有檢討
必要，是以其 100 年度「一般行政」3 億 3,643 萬 8,000 元預算
爰予刪減 10%。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7 人，贊成者 3 人，反對者 4 人。贊成者
少數，不通過。
第2目

公共工程企劃及法規業務

7‚897 萬6‚000 元，照列。

本目有委員提案 1 案，交付表決：
1.對於新生高弊案，其中經稽核有違反政府採購法、政府採購法
施行細則、技師法、公共工程專業技師證規則、機關主會計及
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函釋，共計違
反 8 項相關法令規定。然主管公共工程品質及政府採購法之主
管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卻於稽核後意圖知情不報、粉飾太平
，事後反發新聞稿表示，新生高契約價格之調整符合工程慣例。
對於公共工程委員會揭示「建立清廉政府形象，防範公共工程
發生弊端，並加強清廉度訓練」之施政目標顯然有違，爰予以
刪除公共工程企劃及法規業務計畫下中央採購稽核小組業務之
為建立完整的防貪、肅貪制度，以整飭貪腐與防範徇私舞弊，
達成廉能政策等施政重點，及辦理中央採購稽核業務、協助部
會署及地方政府採購稽核小組辦理採購稽核、採行提昇稽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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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具體措施及針對採購稽核人員實施訓練，並提供採購稽核
經驗交流管道等經費 112 萬 4,000 元。
提案人：葉宜津 郭玟成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8 人，贊成者 3 人，反對者 5 人。贊成者
少數，不通過。
本目另有委員提案 2 案，不予通過：
1.小金門海淡廠工程與離島空中醫療直昇機轉診勞務採購均多
次流標，影響金門鄉親生存權益甚鉅。經查近年來公共工程標
案流廢標狀況頻傳，每年流廢標案件數平均 900 件，未決標案
之金額占當年度招標案預算總金額 6%以上；另外最近 3 年流
廢標次數超過 3 次以上之公共工程標案竟超過百件，甚至還有
流廢標超過 10 次以上者。顯見公共工程委員會在加強各機關
承辦採購人員之專業訓練成效不彰。爰此，建議將本年度公共
工程企劃及法規業務預算編列數 7,897 萬 6,000 元統刪 10%，
以促其加強各機關採購專業訓練。
提案人：陳福海 郭榮宗
連署人：徐耀昌 葉宜津
2.公共工程委員會 100 年度關於「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編列
4,426 萬 8,000 元，該計畫係屬收支併列，其經費依「服務費
收入」列計，而同年之「服務費收入」卻較上年度減少 10%，
可見業務量似有減少，應配合該收入減少予以調整，是以前述
預算酌予刪減 10%。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第3目

公共工程技術業務

1 億 1‚761 萬 1‚000 元，照列。

本目有委員提案 2 案，交付表決：
1.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加強協助各機關推動民間參與投資愛台 12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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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擬有「促進民間參與愛台 12 建設中程推動計畫」
，計畫期程
自 98 年至 101 年，總經費 4 億 2,726 萬 2,000 元，已編列 2 億
368 萬 4,000 元，本年度續編 9,877 萬 8,000 元。查其執行成效，
雖使促參案件略有成長，但執行品質堪慮，蓋審計部於 98 年度
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明確指出促參案件執行效能不彰的
情況：核有不利主管後續追蹤、統計及管考，或履約管理品質
長期不佳且無改善跡象，以及因履約爭議延宕建設進度等缺
失。公共工程委員會只注重量之提昇，卻未對其品質嚴加把關，
此舉嚴重影響公共建設安全性與民眾權利，有檢討必要，是以
該計畫本年度預算爰予酌減 10%。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8 人，贊成者 3 人，反對者 5 人。贊成者
少數，不通過。
2.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審議重大工程技術經費、辦理災後復建工程
經費審議、落實公共工程節能減碳政策與推動促參等事項，於
100 年度預算「公共工程技術業務」項下編列「業務費」6,532
萬 9,000 元，惟其中辦理金擘獎活動即花費 1,010 萬 4,000 元、
占業務費 15%。此與交通部之金路獎預算 495 萬元、占業務費
2%相較，明顯偏高，有檢討必要，該獎金費用應予酌減 500 萬
元。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8 人，贊成者 3 人，反對者 5 人。贊成者
少數，不通過。
本目另有委員提案 1 案，不予通過：
1.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置作業計畫補助
，近年預算執行率不佳，且尚未辦理結案之件數比例偏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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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影響資源之有效分配，爰將 100 年度公共工程委員會於「公
共工程技術業務」工作計畫下之分支計畫「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業務」編列獎補助費 4,500 萬元予以刪減三分之一，即
1,500 萬元。
提案人：賴坤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第4目

公共工程管理業務原列 2‚177 萬元，減列「辦理建置台
灣基礎建設網路博物館及其相關費用」100 萬元，其餘
均照列，改列為 2‚077 萬元。

本目有委員提案 2 案：
1.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置台灣基礎建設網路博物館，該建置案已於
今(99)年 9 月 30 日議約決標，合約金額為 450 萬元，99 年度
支出金額為 160 萬元，但查公共工程委員會 99 年度單位預算，
並無編列此項預算，其經費支出係於「公共工程管理業務」計
畫項下挪支。對於無此項計畫項目預算，公共工程委員會卻尚
得從「公共工程管理業務」計畫項下經費挪支，表示該科目預
算編列過於寬鬆浮濫，致其有挪用勻支空間，爰於「公共工程
管理業務」項目下，除已具體刪除項目外，再刪除 200 萬元。
提案人：葉宜津 郭玟成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2.100 年度公共工程委員會預算就「公共工程管理業務」編列 217
萬 7,000 元，係為管考全國公共建設計畫以提昇公共品質與推
動道路平整專案等所需之經費，惟睽其計畫內容，本年度新增
「辦理建置臺灣基礎建設網路博物館及其相關費用」400 萬元，
經查該建置係各部會配合慶祝建國百年之活動費用，不僅與該
預算工作計畫的目的不符，且和上年度相較，該慶祝費用活動
費用已排擠辦理路平服務團、路平專案研討及考核、路平輔導
縣市政府等經費，實為不當。綜上，關於「辦理建置臺灣基礎
建設網路博物館及其相關費用」400 萬元應予全數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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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決議：以上兩案建議刪減數，併案修正為「刪減 100 萬元」後，
修正通過。
本目有委員提案 1 案，交付表決：
1.公共工程委員會 100 年度預算，其於公共工程管理業務下編列
400 萬元，辦理建置「台灣基礎建設網路博物館」及相關活動，
其時程規劃為於 100 年 6 月底建置完成網路博物館至 101 年 12
月底；另其於 100 年 1 月起要舉辦重大工程建設票選、工程之
美攝影比賽及遊戲 2 則活動。其活動目的係為歷史做見證並促
進觀光。然其所欲建置網站內容、各相關單位均早以其主管網
站內容內建置，再加諸各工程單位亦均有舉辦諸如金路獎、金
質獎、工程之美等類似活動。公共工程委員會負責公共工程全
生命週期之品質管理機制，面對民眾普遍不滿公共工程品質之
聲浪，公共工程委員會不思如何實質提升公共工程之品質及違
法層層轉包情事，反於管理業務項下編列舉辦活動預算，本末
倒置，爰予以刪除辦理建置「台灣基礎建設網路博物館」及相
關活動 400 萬元。
提案人：葉宜津 郭玟成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8 人，贊成者 3 人，反對者 5 人。贊成者
少數，不通過。
本目另有委員提案 3 案，不予通過：
1.有鑑於公共工程委員會雖對行政院列管之公共工程有指示、監
督之權，但 99 年度列管 247 項公共建設計畫，截至 10 月 15 日
止尚有 85 項計畫執行率低於 50%，致整體達成率僅 60.05%。其
中金門航空站空側短期及航廈第 1 期改善工程預算達成率
49.30%；金門國家公園建設計畫預算達成率 46.54%，都是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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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工程，嚴重阻礙地方發展，公共工程委員會監督效果明
顯不彰。爰此，建議將本年度「公共工程管理業務」預算編列
數 2,177 萬元統刪 10%，以促其強化監督考核作為。
提案人：陳福海 郭榮宗
連署人：徐耀昌 葉宜津
2.公共工程委員會 100 年度預算就公共工程管理業務編列 2,177
萬元，係辦理公共品質之督導。惟卻仍有多項工程，高於低價
決標，且超過法律規定，又設計規劃不當之情況發生。更有縣
市政府（例如桃園縣）包庇廠商，拒絕提供各工程之決算報告，
逃避民意監督，為確實監督公共品質，爰將上述預算全數凍結，
俟公共工程委員會將桃園青埔棒球場、桃園縣藝文園區多功能
展演中心，以及民國 88 年至 98 年桃園縣政府興建學校工程，
其工程款超過 5,000 萬元之得標工程等之決算書，提交立法院
交通委員會，並作報告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郭榮宗 葉宜津 賴坤成 王幸男
3.公共工程委員會為政府推動公共工程之主要機構，負責統籌公
共工程之規劃、審議、協調及督導，配合國家施政目標，賡續
健全公共工程制度，加速公共建設執行，以提升國家競爭力，
是以，對於所列管公共建設計畫執行率欠佳者，應主動就落後
原因深入瞭解並儘速協助解決，以加速計畫推動，惟 99 年度所
列管 247 項公共建設計畫，截至 10 月 15 日止尚有 85 項計畫執
行率低於 50%，致整體達成率僅 60.05%，督導不周，爰將 100
年度公共工程委員會預算「公共工程管理業務」項下「公共工
程計畫執行之督導協調及考核」之「業務費」141 萬 7,000 元
予以全數刪除。
提案人：賴坤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第5目

第一預備金

350 萬元，照列。

本項通過決議 8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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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辦理機關與廠商申請之調解案，應出具
明確之調解建議並遵照採購法之規定期限，俾減少爭議且影響機
關與廠商之權益。
提案人：徐耀昌 陳福海
連署人：李鴻鈞 葉宜津 林建榮
2.針對公共設施於興建後屢有完全閒置或使用率偏低之情形，導致
國家資源嚴重浪費，為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公共工程委員會
身為督導機關，應於網站設置專區將各部會歷年補助地方興建公
共設施之相關資訊彙整公開，俾利全民監督。
提案人：徐耀昌 陳福海
連署人：李鴻鈞 葉宜津 林建榮
3.有關申訴審議委員會之收費標準，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進行
通盤考量，對於未能作出調解建議之案件，應訂定合理之退費標
準。
提案人：徐耀昌 陳福海
連署人：李鴻鈞 葉宜津 林建榮
4.我國公共設施閒置狀況相當普遍，一般稱為「蚊子館」
，浪費鉅額
公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針對各部會歷年來補助地方興建
公共設施之計畫、經費、進度使用情形等相關資訊彙整，並按季
於網路設立專區公布，俾利全民監督。
提案人：蔡錦隆 葉宜津 陳福海 徐耀昌
林建榮
5.為有效推銷台灣製造(MIT)品牌及擴大內需，增加國民實質所得，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針對公共工程規定或鼓勵以優先採用國
貨為原則。
提案人：蔡錦隆 葉宜津 陳福海 徐耀昌
林建榮
6.中央補助地方政府興建之公共設施，截至 99 年 8 月底止完全閒置
之公共設施 18 處、總建造經費高達 35 億 6‚444 萬 4,000 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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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使用之公共設施則有 15 處、總建造經費高達 96 億 4‚955 萬
8,000 元。閒置的原因不外乎地方政府亂開選舉支票、沒有預估
使用率或運輸量、或不符合民眾實際需求、或經營管理不善、或
政策規劃不周延等原因。公共工程委員會應針對各部會歷年補助
地方興建公共設施之項目名稱、經費、完工日期、使用情形等資
訊公開，以受全民監督，避免地方政府浮報計畫、各部會浮濫補
助，致浪費公帑。
提案人：陳福海 郭榮宗 葉宜津
連署人：徐耀昌 林建榮
7.針對政府公共工程近來屢屢傳出外包商違法雇用非法外勞以及現
場工地勞工未投保勞保等事，不僅直接導致勞工權益受損，間接
更影響公共工程品質，特要求公共工程委員會應會同相關單位對
於政府重大公共工程之勞工現況進行清查，確保公共工程採購之
得標廠商確實遵守相關勞動法令。並公告違法廠商黑名單作為政
府各機關之參考。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8.針對政府辦理公共工程標案經常發生民眾質疑決標價格與底標差
距極近，顯有洩漏底標之嫌疑，致使政府公共工程採購案多為負
面評價，為使採購資訊公開，並達到全民監督之目的，避免發包
單位舞弊，建請公共工程委員會將中央政府工程採購案中，決標
價格與底價差距在95%以內之工程標案將發包單位、預算數、底價、
決標價等資訊全數於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上公告。
提案人：郭玟成 葉宜津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本項另有委員提案 1 案，交付表決：
1.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置台灣基礎建設網路博物館，該建置案已於今
年9月30日議約決標，合約金額為450萬元，99年度支出金額為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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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但查公共工程委員會99年度單位預算，並無編列此項預算，
其經費支出係由公共工程管理計畫項下挪支。其違法勻支違反預算
法第2條、第25條第1項、第62條及財政收支劃分法第72條規定。對
於此違法勻支挪用情形，應移送監察院調查，嚴懲違法失職人員。
提案人：葉宜津 郭玟成 郭榮宗 王幸男
賴坤成
表決結果：在場委員 7 人（含主席），贊成者 3 人，反對者 4 人。
贊成者少數，不通過。
四、委員於質詢中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儘速以書面答復。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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