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
    淡江大橋廉政交流平臺第5次定期聯繫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月 14日上午9時30分  地點：淡水區工信工務所會議室

主持人：詹處長益祥                            紀錄：陳俊豪

出席來賓：詳簽到表

一、前次會議列管事項：略(詳如簡報)，解除列管。

二、工作小組報告：略(詳如簡報)。

三、專題報到：略(詳如簡報)。

四、會議列管事項

(一)  淡江大橋影攝服務工作，唐鼎公司申請保證金退還案：

   工程會建議，履約期限超過原預定時間（109年 12月 31日），

係非屬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宜似屬歸責於機關之情形，機關得

參酌民法情事變更原則，與廠商合意辦理契約變更。

(二)淡江大橋影攝服務工作，勞務契約價金議題討論：

   工程會表示，查契約內容係由機關自行訂定，本會尚難表示意見，

應由訂約機關依權責解釋之（民法第98條規定「解釋意思表示，

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惟契約解釋仍不應悖離文義，或有違

公平合理原則。其餘意見同上開建議，機關得參酌民法情事變更

原則，與廠商合意辦理契約變更〈例如就相關履約人員薪資上漲

部分，調增契約價金〉。

五、臨時動議

   無。

六、散會

    12時 15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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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發言紀錄)

(主席致詞)

詹處長

    劉檢察官、何處長、王副處長、呂專委、翟主任、國際透明組織葛

委員、總局許主任、職安署長官，還有鐵道局同仁，感謝共同參與淡江

大橋廉政交流平臺第五次定期聯繫會議。淡江大橋主橋塔工程(下稱淡3

標工程)自 105年至今，最重要工程正要開始，因大環境疫情因素，影

響財力及勞工問題，新北市政府也曾到場檢查外勞工作有無符合防疫要

求，因為有這樣的平臺透明的作業，當初預想防止的不當介入也真的不

敢介入，工程一直很平安。

    今日歡迎工程會何處長蒞臨指導我們在政府採購法政府契約疑慮，

本處研提兩個案例，希望指引方向，讓案件順利進行。很多人很關心淡

3標工程，許多網紅亦在幫工區空拍，我們也強調將施工過程全部公開

在網站上，目前工進未達 30％，接下來主橋塔要往高空搭建，工作危險

性增加，也請廠商注意勞工安全要有安全措施，有些措施如果係契約沒

有規範到，或係因其他工安事件引發而需特別加強但不在契約規範內者，

屆時要利用平臺運作，在公平合理情形下討論，讓工作順利進行。因即

將過年，在此先向各位拜個早年。

(專題報告補充)

詹處長

    BI M廣泛應用於建築界，對土木工程而言並不普遍，本案因招標流

標 7次，許多業界流傳這座橋蓋不起來，因為橋塔從樁帽到頂點，所有

曲面都不一樣，橋面板下端像船造型，曲面角度也都不同，曾有人說這

樣的設計會做不出來，還有另外的聲音說工信做不出來，試想，若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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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工程未按圖施作，我們要如何證明?如何驗收?傳統方式只能將周遭

尺寸量一圈，無法實際測量曲面角度，而現在，我們利用BI M將點雲建

置掃描後，與設計圖比對，就可以成為驗收資料，並可比對出設計圖與

實際完成的差異，查核是否符合設計要求，得以平弭外界的雜音。

    因為這座橋非常複雜，材料強度設計要求也遠高於臺灣一般工程，

橋長因為懸空長度達650公尺，要符合高承重的需求，若使用一般強度

鋼材，體積會增加十分之一，加上需要更多鋼筋作為骨架，及許多鋼纜

拉撐，衝突非常多，事實上，我們是以雕塑的方式來建造淡江大橋，考

量每個角度都不同，只能用BI M來輔助，因其特殊性，造成工程單價遠

高於其他工程；如果有人質疑或投訴工程價格不合理時，希望大家可以

理解它高價的原因。

何處長

    BI M原本多作為建築工程輔助居多，把它運用在本案複雜的橋梁工

程，運用這麼好是值得肯定，誠如處長說明，如何驗收的問題，利用

BI M建模、點雲掃描，本人在 10年前辦理古蹟修復時曾使用過，現在精

度更為提高，整個曲度、幅度、造型會更精準，施工時可以控制，驗收

也有依據驗收，包含衝突檢查，也將BI M發揮到淋漓盡致，要給予高度

肯定。

(議題討論)

詹處長

    本次討論這兩個議題都不是淡江大橋主橋體工程的部分，是為拍攝

工程的攝影勞務契約( 103年招標)，原本工程預計 109年完工，因為流

標 7次，最主要原因是國際標評選後施工工法造成，技術原因造成工期

由4年延長為6年，非當初勞務契約招標時所能預想，而且勞務採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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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押標金問題，本處先前將它當一般工程契約辦理設有押標金，原

本契約如按時到期應退還廠商押標金(預設 109年)，但因流標 7次造成

工程標案順延開工(當時預計於107年開工)，預計完工期程要延長至

113年，勞務契約廠商因成本考量，認為這樣不合理，也要求退還押標

金。

    第二個議題是價金調整問題，以工程契約而言，增加工項部分應與

廠商辦理議價，再來是因為物調，工期展延時，非歸責於甲乙雙方還要

支付管理費，當初訂定契約時是以甲方立場所訂定不平等契約，以現有

履約爭議的規定及許多案例判決，政府機關都會輸，厲害的廠商還會追

加利息的求償，反而增加政府公帑支出；反之，如果給予合理的價金，

對政府而言，可以省下的費用是非常多，雖然契約有這樣的規定，但是

契約是雙方合意的，還是要將事情釐清解決，本案過去幾年的攝影資料

都在廠商手中，廠商若是離開對我們損失非常多，若是重新招標，要接

續前後的資料並非那麼容易，這些都是主要爭議點，提出這些問題請各

位委員提供建議。

何處長

    此就原則性說明，這兩個議題是勞務採購的履約爭議，後續由本會

企劃處張技正予以詳細說明，履約爭議甲乙雙方各有立場，採購法的意

旨就是維護公共利益與公平合理，其中會探討歸責性，有些變化與變更，

要參考民法情事變更，所以要探討契約的原意，請張技正詳細說明。

張技正

( 一)第一案：

１、查本案（淡江大橋興建計畫紀錄影輯攝製服務工作）投標須知第39

點載有：「履約保證金金額( 無者免填) ：契約金額之一定比率：

10%」；契約第 7條第1款約定：「履約期限：......決標日起至計

4



畫路段全線通車日（預定 10 9 年 12 月 31 日）後 3 個月內

止」，第11條第1款約定：「履約保證金於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

決事項後 30 日內發還」。

２、本案目前尚在履約過程中（履約期限內），未符上開契約約定發還

履約保證金之要件（履約驗收合格且無待解決事項），除經雙方變

更契約，機關尚難依約發還履約保證金。

３、又本案履約期限（淡江大橋新建工程之完工通車日）超過原預定時

間（109年 12月 31日），係非屬可歸責於廠商（唐鼎公司）之事

由，宜似屬歸責於機關之情形；上開淡江大橋完工通車日超出原預

定期限4年（110年至113年），亦非屬雙方（機關及廠商）於契

約成立前所得預料。機關得參酌民法情事變更原則，與廠商合意辦

理契約變更（例如補償廠商「超出原預定期限4年〈110年至113

年〉」繳納履約保證金之必要費用）。

(二)第二案：

１、查本案契約第3條約定：「契約價金結算方式......單價計算法」。

另查本案服務說明書 5.2.1規定：「『淡江大橋興建計畫之 全線

紀錄影輯設製服務工作』施工紀錄專輯 1 輯，『橋梁施工紀錄特

輯』 1 輯，『各年度施工紀錄影片』約 7 輯依實際施工進度增減

」。

２、關於本案服務說明書 112.1所載「本工作中各影輯、影片及書冊之

單價不隨工作期限延長而調整」乙節，上開所稱「不隨工作期限延

長而調整」之「單價」，是否指「單一年度工作期限因故延長」

（原預估履約期間內<103年至109年>，將兩個年度拍攝成果合併

於一個年度），抑或指「整體契約履約期限延長」（110年至113

年之年度拍攝成果），查契約內容係由機關自行訂定，本會尚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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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見，應由訂約機關依權責解釋之，惟契約解釋仍不應悖離文義，

或有違公平合理原則。

３、其餘意見同上開說明（一）、3（機關得參酌民法情事變更原則，

與廠商合意辦理契約變更〈例如就相關履約人員薪資上漲部分，調

增契約價金〉）。

何處長

    企劃處說明工程會立場，本會內部也有討論，剛剛提及，這是流標

7次導致目前的情形。

呂專委

    這兩個議題工程會以就主管機關的立場提供意見，主辦單位可以依

工程會見解做因應。

劉檢察官

    這部分是屬私法民法契約部分，本署也尊重工程會意見，將來可能

也有一體通用的狀況。

詹處長

    謝謝工程會的意見，本案契約金額不小，最後也需報上級機關核准，

後續將再與上級機關溝通；有些工程契約若非歸責乙方所造成的展延與

費用，基於甲乙雙方平等的契約精神就該給付，非如過去一昧由廠商吸

收，本處會再研討如何調整。

(意見交換)

何處長

    很高興參加今天的會議及了解工程現況，本人107年5月來過淡江

工區，同年8月也陪同監委來過，當時還沒什麼實質內容，很擔心工程

施作，108年 5月廉政交流平臺啟動，之後一切順利，本次感謝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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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副座及西濱北的邀請，我對 P130很關心，淡江大橋是工程會列管工

程案件排序相當高，橋梁類以淡江大橋及金門大橋最為關心，工作小組

簡報內容非常好，其中有一部分很重要，有關現在 COP26氣候變遷會議

決議，工程會也正進行相關工程減碳及零排放思維，節能減碳有關碳管

理，淡江大橋碳盤查作為相當不錯，可作為各工程參考和觀摩，記得蘇

花改工程也有被觀摩，公總在這方面做得很好，這些盤查資料日後也會

建檔再結合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目標，包含生態調查、檢核與環境監

測等，都非常重要，工程非只有硬體，還要結合環境與節能減碳。

   另外，有關資訊公開，包含網站、網頁及結合全民督工、檢驗、即

時影像等公開透明機制，都值得各機關參考與仿效，特別是即時影像，

民眾可以觀看工程進度，觀看的角度愈多愈好，許多捷運工程及重大工

程也都有設置，還有一些網紅，拍了許多重大工程，包含淡江大橋，我

也有觀看，現在是資訊公開全民監督的時代，有好的措施，交通部其他

單位都應該來觀摩，這已經是模範工地，當然施工及監工的廠商也非常

優秀，希望工程能如期如質完成，希望能順利完工通車。

王副座

    呼應何處長的說明，淡江網頁的瀏覽人次有26萬人次，一直在思

考瀏覽人次如此高的原因，是因為有 CCTV公開，各位現在如果用手機

觀看，鏡頭前甚至連海浪都能看到，這是民眾對政府公開透明的信賴，

交通部去( 110) 年廉政會報有一個提案，關於交通部的重大工程都要架

設 CCTV，目前以淡江大橋做最好，重大工程督導會報張技監提議找機關

來試辦，正在規劃讓交通部主辦工程的單位到淡江大橋工地觀摩，以前

是用廉政的角度來看CCTV的效果，政風處希望換由執行業務同仁角度，

來看CCTV架設會有甚麼困難或如何更能精進，在工程行政透明與執行

面找到平衡點，讓工程進行順利同時滿足民眾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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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告示牌都寫全民督工，一旦施工圍籬圍起來就不知全民如何督

工，架設 CCTV可能會讓監造產生不被信賴的感覺，認為自己都有執行

監造，為何還要用鏡頭攝影，其實鏡頭是信賴的表示，民眾可以經由鏡

頭監看施工過程，間接告訴政府工程是值得信賴的。

    驗收時常寫「隱蔽部分由承商負責」，完工後實體都被隱蔽了，承

商怎麼負責?今天的簡報看到 BI M建模、點雲掃描，顯示得很清楚，驗

收時亦可將 CCTV的影像紀錄交給業主來驗收，都可作為驗收依據，建

議交通部重大工程督導會報來的時候，廠商端及業務執行端可以把想法

都透露出來，讓工程透明度更好。

葛委員

    上次來是 2年多前，在岸邊指點江山，這次來看P130令人非常感動，

是重大公共工程的親身體驗，感謝詹處長及所有工作人員細心安排，此

外，有一個問題和建議，有關簡報 P69頁的比對分析，為什麼設計在+-

1.8公分內，對於1.8公分外的部分( o u t l i e r，統計學上稱為離群值) 如

何處理?是否為控制風險中很重要的關鍵?

中興顧問劉經理

    簡報裡+1-2是規範的允收值，來判斷是否可以接受的標準，點雲掃

描第一步要先排除雜訊或與主體無關的物件，排除後再用丈量的方式確

認資訊得正確性，如果超出規範範圍，就不是可以允收的成果，在工廠

出廠前就要做修正，修正到符合標準規範後，才可以出廠。

葛委員

    5年前我曾帶外賓來台參加廉政署會議，並帶外賓到西門町裁縫店，

當時裁縫店就已使用BI M雷射掃描技術製作西裝，BI M用在重大工程施

作的前後比對是非常重要的。最後一點小建議，我是教導全球治理，何

處長提到 SDGs，是國際透明組織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長期在推動，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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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也希望能帶領學生到現場觀摩，讓他們自己體驗與感動，透過年輕人

自媒體傳播，也許會有260萬人次的點閱，這是公共工程重要的典範，

也期待 120年的使用年限得以實現，更是我們引以為榮且共同見證的一

項工程。

    最後一點建議，這樣的工程可以做到完善的廉政平臺，期盼廉政署

對國防工業、潛艦…等，國防部海空戰力提升特別預算 2,373億元、

2019-2025年間編列的 493億 6,170萬 9,000元的「潛艦國造-第2階段

原型艦籌建」預算案，也能有廉政平臺，與其期待檢調介入查察不法，

不如事前預防比事後偵查更有效率，馬上要辦聯合國第2次國家報告審

查，從公民社會的角度可以將淡江大橋作為一個典範，供廉政署及國內

重大公共工程建設及採購的參考，我非常引以為傲，我們一起努力繼續

建設這個 120年工程。

職安署

    感謝西濱北工程處邀請，讓職安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能首次

參與淡江大橋廉政平臺會議，職安署跟工程處在很多機會場合都互動密

切，但淡江大橋廉政平臺是首次參與，應該也是全國第 1次，首先分享

職安與廉政有甚麼關係?職安部門參與廉政平臺這個機緣，發想是去

( 110) 年 11月 9日勞動部和法務部共同主辦企業誠信論壇，參與對象是

國內營造業的標竿廠商，論壇主要探討內容為如何從誠信治理去落實職

業安全衛生措施，共同理念是如何透過職安法令遵循從前端做好，以預

防職災發生，據統計，台灣常年重大職災約有一半以上都是在營造工作

場所發生，這其中的四分之一是在公共工程，職災發生後多會衍生相關

司法調查及責任檢討，是各方不欲樂見的，我們期盼公共工程能引領民

間工程共同提升。

    誠信論壇中英國代表(英國職業安全衛生執行署，He a l t h & Saf e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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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 c u t i ve o f Gr e at  Br i t a i n )提到一個觀念，「創造風險的人必須負

責減緩風險」，開發商、設計者及承攬商要共同協力而非各自為政，要

思考如何安全地完成工程，這也是英國在職安領域居世界領先地位的關

鍵。工安與誠信這議題當次論壇得到非常大的迴響，與會廉政署鄭署長、

公總許局長都提到廉政平臺，特別是淡江大橋的成功經驗，平臺具備跨

域整合及公開透明特色，透過平臺業主與各相關單位及承攬廠商可以充

分交流對話，更早達成共識與預防的效果，因此鄭署長提到，職安議題

可以在廉政平臺上做一個很好的結合，也是協助企業落實社會責任的具

體展現，如同許局長在座談結語時提到，追求零事故，誠信與工安是人

人都有責任，職安署鄒署長也非常認同參與廉政平臺。感謝廉政平臺邀

請職安部門參與，如同多築一道安全的防線，簡報所提BI M在工程及假

設工程也運用非常多，這對於工地風險評估，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措施是

非常重要的，淡江大橋主橋塔工程即將開始，期盼未來也可以思考放入

職安議題，職安署可以透過議題對話提供具體建議，共同守護勞工安全。

詹處長

    謝謝職安署，這些都是平臺創建的概念，以前請人做危險的工作，

勞工很難拒絕，所以會發生工安事件，現在觀念轉變了，很多不安全的

工地，勞工是可以拒絕工作，現在有這些措施，可以降低不安全事故，

這和平臺理念一樣，許多事情我們走在前面，當初預想避免黑勢力介入，

把工程攤開後，黑勢力發現無法介入，許多不好事情就會降低。

何處長

    我們非常重視職安，最近三鶯線事故也造成停工，職災近幾年有下

降趨勢，但還需要努力，其中很重要的是風險評估，有些評估做不足，

容易有類似太魯閣事件的發生，重大工程廠商規模大，自我要求也高，

發生工安事件對其影響非常大，輿情壓力及廠商日後投標都會減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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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戰戰兢兢，採購法也很重視，108年修法增加第 70-1條，工程進行

除品質進度外安全非常重要，工程進行風險管控也顯得非常重要，有關

職安署加入平臺，提供專業的建議，相信會讓工程更完整。

工信工程

    有關職安部分，我們了解三鶯線重大職災，公司在做危評過程，也

針對施工細節，在工法確定後，會針對特殊工法進行危險評估，請各位

長官放心，我們是與日俱進，隨工程要求進行。另外，何處長提到本案

將於113年完工，在開工時公司總裁是有承諾，然而，過去兩年發生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造成限制全球物流與人力取得，因不可歸責於雙方因

素，已經造成工期合理展延 277天，原先預定113年 9月下旬完工，目

前預定完工日期已經延至114年 6月27日。

    惟高層長官仍要求113年底完工，正常情況在工程上不是趕不起來，

但目前疫情還未結束，影響最大的是物料取得及外勞引進，本工程設計

中有很多進口物料，還有從新加坡進行自平衡作業，專業人員入境有困

難，盤式支承設備、國外技師入境都有困難，還有移工因國境限制也無

法進來，我們也想配合趕工，但因現實因素到目前都沒有解決的時間點，

現有條件要趕工真的有困難，另外在BI M簡報中，主橋塔與過河段的鋼

筋，在配置安裝綁紮角度都不太一樣，除了需要大量人力外，施工困難

度非常高，要向各位長官報告113年通車的目標愈來愈渺茫，希望長官

諒解不要因此而為難我們。

中興工程

    監造今天報告 BI M的部分，做橋工30餘年第一次置入BI M系統，帶

給我們非常正面的回饋，從中可以提早發現衝突及規劃安排，同時將假

設設備及施工程序放入系統，讓工程更準確更安全施作，確實帶來很大

幫助，在施作過程中除安全與精準外，也避免重複施作，以這樣概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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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分享。

詹處長

    本案是全台受矚目工程，開工典禮由總統主持，完工時間好像被定

住了，其實本工程有很多部分包括構件，台灣無法作出來，像防震機制

的阻尼器要在國外訂製，目前大家都無法出國，雖然可以使用視訊會議，

但仍會與實際到現場檢驗產生落差。

    除了材料機具外，還有設備及人力問題，工信申請300個移工，因

為疫情只進了 140個人，雖然與 CDC 溝通，但進來人數還是無法達到需

求，現在就是有人力的問題，雖然辦了展延工期，長官仍指示要在 113

年完工。

    一般情況下，要我們和廠商談精進計畫是沒有問題，就是變更設計

及經費給廠商，如果增加經費及物料，或許可以達成長官指示，但在現

在疫情的大環境下，缺工、缺料遲遲無法獲得改善，現實情況下實在無

法達到趕工條件，現在我們更擔心，縱使給了經費還是無法達成目標，

廠商投入的經費也會無法有效運用，廠商一直與我們溝通討論這些事實

問題，類似討論唐鼎公司的案例，要如何去討論並向長官報告，契約中

如果達成精進計畫的要求，相關經費會撥付給廠商，但如果沒達成則無，

廠商因趕工所投入的成本也將付流水，基層背負同意或不同意談精進計

畫的責任非常大，不知各位委員可否給我們一些意見?

何處長

    其實工程最重要是品質和安全，當然有政策考量，雖然政策訂有目

標，如遇到不可抗力因素，還是要和上級如實反映報告，沒有說不能調

整，當然還是要努力，努力過程還是要注意安全與品質，不要像某些建

築因趕工造成漏水就不好了，這是國際矚目的工程，還是要在合理的狀

況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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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處長

    公總最近發生網路事件，其實愈開放愈容易被人(駭客)從中做文章，

淡江大橋網站也被要求暫時關閉，隔天就有長官及民眾電話反映無法登

入網站，可見淡江大橋網站許多人在關心，目前只能從總局網站連結淡

江大橋網頁，限定只有台灣地區可以瀏覽，國外看不到，另外回應王副

處長要做 CCTV對外公開，沒有專屬網站還是有其困難度，謝謝各位長

官今天來一起探討問題，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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