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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監錄系統驗收不實案 

再防貪專報 
宜蘭縣政府政風處 

中華民國 104年 10月 

壹、 前言 

政府機關為推行業務，增進服務民眾效能，均有向

廠商採購之需求，廠商為圖利益，不惜冒險偷工減料，

甚至行賄機關人員請求驗收放水，利益之所在、弊端隨

之叢生，採購業務均為機關防弊重點。 

宜蘭縣監視錄影系統經費補助來源係本縣議員地

方建設經費(宜蘭縣政府第二預備金)，提供各社區填具

「宜蘭縣政府地方建設建議表」向縣政府申請，各鄉、

鎮、市公所亦可申請，再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下稱警

察局)辦理建置採購，98 年間辦理宜蘭市思○社區、五

○社區、員山鄉永○社區、○○鎮公所、礁溪鄉玉○社

區、礁溪鄉白○柴圍全民關懷協會等 6社區建置監錄系

統採購案，於 99 年初驗收時，過程中驗收人員未逐一

檢視查驗，致使未發現監錄系統有多處與原採購規範訂

定不同，屬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查驗或驗收作業不

實」，另有無涉及刑法或貪污治罪條例等相關法令，警

察局尚難判斷，遂函請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罫調查，

地檢罫調查後於 103 年 8 月 15 日予不起訴處分，並經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罫 103 年 9 月 19 日予再議駁回，原

不起訴處分確定在案，相關人員行政疏失與考監責任予

行政懲處追究。 

貳、 案情概要 

一、 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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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涉案被告：宜蘭縣政府警察局ＯＯＯＯ科警務員

蔡ＯＯ，以下簡稱蔡員。 

(二) 行政肅貪之機關：宜蘭縣政府警察局。 

(三) 起訴之檢察機關(或判決確定之法院) 

1.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罫 103年度偵字第○、

○號予不起訴處分。 

2.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罫 103年度上職議字第○號

再議駁回處分書。 

二、 行政違失（或犯罪事實） 

警察局 98 年間辦理宜蘭市思○社區、五○社

區、員山鄉永○社區、○○鎮公所、礁溪鄉玉○社

區、礁溪鄉白○柴圍全民關懷協會等 6 社區建置監

錄系統採購案，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查驗或

驗收作業不實」；該案 98 年 11 月 13 日開標，由Ｏ

ＯＯ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得標，該公司於 98 年 12 月

24 日函文報請驗收，警察局於 99 年 1 月 12 日辦理

初驗，99 年 1月 20 日辦理驗收，驗收合格後，相關

設備即交由各社區或鄉、鎮、市公所保管。 

 惟該案監錄系統與原採購規範訂定不同計有 6

大項： 

(一) 總錄影張數與原採購規範訂定不同 

1. 宜蘭市五○社區：原採購規範為每秒 120 張，

惟該社區總錄影張數最高僅每秒 60 張。 

2. 礁溪鄉玉○社區：原採購規範為每秒 480 張，

惟該社區總錄影張數最高僅每秒 60 張。 

3. 礁溪鄉白○柴圍全民關懷協會：原採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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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每秒 240 張，惟該社區總錄影張數最高僅

每秒 60張。 

(二) 畫面畫素與原採購規範訂定不同 

原採購規範為錄影影像單 1路畫素為 720×480畫

素，惟宜蘭市五○社區最高僅 720×240畫素。 

(三) 錄影張數及錄影品質調整方式與原採購規範訂

定不同 

原採購規範為具備多種等級之壓縮比率供使用

者選擇影像品質，可設定個別攝影機錄影之影像

品質與解析度，惟前揭宜蘭市思○社區等 6 社

區，均僅能在同一畫素之設定環境下，個別調整

每路攝影機之錄影張數及錄影品質。 

(四) 飛梭快速放影查看功能與原採購規範訂定不同 

原採購規範為須具備飛梭快速放影查看功能，惟

宜蘭市五○社區、○○鎮公所及礁溪鄉玉○社區

等 3社區，錄影回放時無飛梭快速放影查看功能。 

(五) 攝影機規格及計價方式與原採購規範訂定不同 

原採購規範成本分析表中「攝影機」與「防護罩

及支架」係獨立分為 2項計價，且攝影機須具防

水防塵系數 IP66(含)以上功能，亦有訂定 OSD選

單控制功能，惟前揭宜蘭市思○社區等 6 社區，

防護罩內均僅有「感光元件機板、鏡頭、變壓

器」，無「單槍攝影機本體」，亦無 OSD(攝影機本

體上有功能設定鍵，可以手動按鍵方式調整攝影

機參數)選單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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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訊號線架設方式與原採購規範訂定不同 

原採購規範成本分析表有單列「管線地下化」施

工經費項目，惟○○鎮公所(裝設於○○協天廟

周邊)8 支攝影機之訊號線均採架空施工方式，沿

路燈桿與建築物外牆，連接至廟內 DVR主機，現

場未發現有「地下化施工」之管線。 

該 6 大項與原採購規範訂定不同之缺失，警察局

辦理初次驗收時未逐一檢視查驗，僅清點 DVR 主機、

攝影機數量是否正確、拍攝角度是否偏移、螢幕畫面

是否正常、錄影畫面是否具快速播放、回放及搜尋功

能、錄影機是否具有保存功能，未發現有關缺失，致

錯使廠商驗收合格；另有無涉及刑法或貪污治罪條例

等相關法令，因尚難判斷，遂函請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檢察罫調查。 

三、 涉犯法條、起訴或判決無罪理由 

(一)ＯＯＯ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設置監視錄影系統規

格與採購規範要求不同，蔡員涉有貪污治罪條例

第 6條第 1項第 4款之圖利罪嫌及刑法第 213條

之偽造文書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

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 2 項定有明文。

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

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蔡員對相關採購作業程序無

經驗又不熟悉，亦未曾受有採購驗收等訓練，縱

於本件採購案之驗收過程不能免於過失之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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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尚無從認定蔡員主觀上有何圖利及偽造文書

之故意。 

(三)依ＯＯＯ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負責人陸ＯＯ證

稱，蔡員不認識陸ＯＯ，彼此之間亦無其他往

來，尚難遽指被告有何圖利陸ＯＯ之動機及犯

意，自無從僅憑驗收過程之瑕疵即推論被告涉有

圖利及偽造文書之犯行。況經核陸ＯＯ、蔡員及

其他承辦人員與其配偶間之資金往來資料，並未

發現異常情狀。 

(四)查無積極證據足認蔡員有何圖利及偽造文書之

不法犯行，應認其犯罪嫌疑尚屬不足，為不起訴

之處分。 

 

參、 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一、 弊端態樣 

驗收未逐一檢視查驗，未發現監錄系統有多處

與原採購規範訂定不同，屬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查驗或驗收作業不實」，涉有違反： 

(一)「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

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驗收結果與契

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

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其驗收結果不符

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並經機

關檢討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

付部分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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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利罪：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

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

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

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三)「刑法」第 213 條之偽造文書罪：公務員明知為

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二、 內部控制漏洞 

本案驗收方式，係僅對監錄系統之功能性查驗，清

點 DVR 主機、攝影機數量是否正確、拍攝角度是否

偏移、螢幕畫面是否正常、錄影畫面是否具快速播

放、回放及搜尋功能、錄影機是否具有保存功能，

未按採購規範項目逐一查驗，係因承辦人員不熟悉

採購作業程序，不知道需逐項核對採購規範，致發

生「查驗或驗收作業不實」行政瑕疵。 

三、 原因分析 

(一) 法規面 

1. 承辦人員不全然瞭解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

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

貨。…」及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91 條第 1

項第 2款「會驗人員：會同抽查驗核廠商履約

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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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決定不符時之處置。」法規內文「與契約、

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之意涵，而未能逐一項

目落實驗收。 

2. 雖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均訂有驗收程序、條件 

、內容等，惟未規範違反規定之處罰條文，對

於承辦人員往往僅有告誡意味，未能達到約束

效果，亦是採購缺失一再出現之原因。 

(二) 制度面 

警察局辦理採購驗收未列表載明驗收項目及內

容，驗收程序不夠清楚明確，易使驗收走馬看

花，只就明顯項目查驗，忽略細節，發生「查驗

或驗收作業不實」之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 

(三) 執行面 

1、 承辦人員不諳採購業務 

政府採購流程繁複、法令複雜，且無實作經驗

者亦難體會瞭解，新進承辦人員未受相關採購

課程訓練，承辦經驗不足，不瞭解驗收流程及

方式，不知驗收時需依採購契約規範內容逐項

查驗核對。 

2、 承辦人員對於購置之監錄系統未具物品專業

知識 

承辦人員對所購置物品不具專業知識，訂定採

購規範常參考機關前案或他機關，而採購規範

內容中常有部分為商品專業知識，如：監錄系

統每秒錄影張數、畫面畫素等，承辦人員亦未

求甚解，使驗收時該些項目未能查驗，或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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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相信廠商。 

 

肆、 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 內控漏洞之因應措施 

(一) 懲處警惕過失承辦人員 

本案雖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罫為不起訴處分 

，但仍涉有驗收不實情事，有關行政疏失與考監

責任等追究，警察局政風室於 103 年 11 月 3日第

1030052307 號簽核機關首長，函報內政部警政罫

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懲處相關人員，以茲警

惕，避免再犯同類疏失。懲處結果如下： 

1. 警察局ＯＯＯＯ科警務員蔡ＯＯ驗收程序未逐項

查驗，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之瑕疵，核處記

過 1 次。 

2. 同單位股長程ＯＯ、科長蔡ＯＯ未盡考核監督責

任，各核處申誠 1 次。 

(二) 增訂內部驗收流程細項規定 

1. 製作驗收明細表 

警察局辦理驗收時，將依採購規範項目製作驗收

明細表，並註明驗收方法採用目視、丈量、送檢

驗單位等，逐項實施查驗，避免疏漏項目。 

2. 請專業單位檢驗 

本次監錄系統採購案，已於爾後契約當中增加攝

影機需抽樣送檢驗機構檢驗之要求，檢驗項目為 

：(1)有效圖素、(2)水平解析度、(3)最低照度、

(4)信號雜訊比、(5)具自動增益功能、(6)具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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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補償功能、(7)具自動白平衡功能，檢驗結果

視為驗收合格條件，針對商品專業知識項目交由

專業單位檢驗，確保商品符合採購規範，保障機

關權益。 

3. 驗收過程錄音錄影 

為避免違失再犯，警察局採購案件辦理驗收時，

均有錄音錄影，若事後發生採購爭議，將可透過

錄影影像還原驗收經過，查證有無包庇放水之可

疑行為，釐清事實真相。 

(三) 持續進行機關廉政風險評估及處置 

積極發掘機關廉政風險事件及人員，並將廉政風

險事件適時簽報機關首長或提廉政會報，並及時

採取搜報情資、稽核清查、導正缺失、追究行政

責任或提興革建議等作為。 

(四) 廉政預警機制 

政風單位於辦理監辦過程、業務稽核、查核等工

作項目時，若發現機關內員工、業務有違常或疏

失，及時反映機關及採取導正措施，以發揮政風

機構預警功能並遏止錯誤情事發生。 

二、 強化預防機制 

(一)加強法治教育及宣導 

1. 強化承辦人員採購教育訓練 

(1)強化教育承辦人員驗收流程，應依採購規範

逐項查驗，監辦人員列為監辦事項重點，並

請各主管督促提醒，警察局每年派員參加內

政部警政罫辦理「政府採購專業人員證照考



 10 

詴基礎訓練專班」，使承辦人員熟悉採購流程

及相關法令，避免機關採購過程發生政府採

購錯誤行為態樣，並於 104 年下半年度廉政

會報中，將本案及相關案件作專題報告，提

醒主管人員落實督導之責。 

(2)本府工務處為強化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同

仁採購專業智能，於 104年 7 月 9 日辦理「宜

蘭縣 104 年度採購稽核暨採購教育研習」，邀

請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總務室梁靜

媛副主任及交通部觀光局阿里山管理林炳坤

技正進行「政府採購招決標選擇及評選實務」

與「屢約驗收重點及契約變更、同等品與後

續擴充實務」課程。 

2. 本府政風處於每個月彙整最新案例及廉政資訊

刊登於內網、處網及本處 Facebook 上，加強本

府及所屬機關人員對法令及實例之認識，期勉

公務員能廉潔自持，培養守法守紀、依法行政

觀念。 

(二) 針對監錄系統採購案加強稽核 

為周延本案再防貪措施，政風處於 104 年 9 月

11、14 及 22 日擇定警察局 103 年至 104 年相關

監錄系統建置與維修採購案，分別為「103 年治

安與交通要點監錄系統監錄建置與維修案」、

「104 年民間捐贈治安與交通要點監錄系統建置

與維修案」及「宜蘭縣警察局 104 年治安與交通

要點監錄系統建置與維修案」等三案辦理採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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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稽核，稽核結果發現缺失，如履約期限未填

寫、驗收紀錄登載不實、後續擴充金額過高而有

採購錯誤態樣之情形等 10 項，並提出招標公告

應載明實際地點、開標紀錄詳實填載等 4 項建議 

，冀期減少警察局辦理類似案件之採購缺失，提

升採購品質與效益。 

三、 興革建議 

(一) 訂定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採購作業

獎懲要點(草案)  

本府政風處於 104 年 4 月 2 日簽陳 103 年度採購

案件綜合分析報告，並綜整全年度異常採購案件

錯誤及違失態樣，研提策進作為，經副縣長同年

月 15 日簽准請採購稽核小組研訂違失懲處辦法；

本府採購稽核小組即研擬「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辦理採購作業獎懲要點(草案)」，並於 104

年 8 月 20 日以府稽字第 1040140469 號函發本府

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調查有無相關意見，本處

並建議新增要點七(四)「未確實依施工圖說辦理

驗收作業，或未依規定將缺失事項登載驗收紀

錄、未限期要求廠商改正等，致生驗收不實或遭

審計單位追究責任，經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二) 持續加強民間風紀情蒐，暢通檢舉管道 

採購弊案之發現，往往有賴於參與採購之廠

商，廠商瞭解業界生態，亦能風聞各家廠商動態 

，從民間可獲得廠商與機關人員有無互動過於密

切、廠商進貨來源有無問題等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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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即是因情資而發現，調查後函送地檢

罫，另警察局設有局長電子信箱及 110、0800- 

038110 電話專線等，契約投標須知上註明公共工

程委員會、宜蘭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法務部調

查局、廉政罫等多種管道，供民眾檢舉員警貪瀆

不法。 

(三)採購程序落實公開透明 

警察局採購案件招標與決標公告持續落實刊登

政府電子採購網，招標文件亦有上網電子領標，

公開標案相關資訊，提供各家廠商公平投標競

爭，及各家廠商公開檢視開標結果，亦能透過政

府電子採購網分析採購案件數據，瞭解廠商集中

得標、超底價決標等情形，是否發生採購異常。 

 

伍、 結語 

政府機關辦理採購案件攸關利益甚深，承辦人員若

發生行政瑕疵，極易涉及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又採

購法令、作業程序複雜，機關對承辦人員採購法令、作

業程序之培訓甚為重要，提升承辦人員對採購法令、作

業程序熟悉度，便可降低「查驗或驗收作業不實」等政

府採購錯誤態樣發生機會。 

本府警察局除強化承辦人員採購訓練外，懲處過

失承辦人員，讓承辦人員加以思錯悔過，謹慎小心，並

增訂內部驗收流程細項規定、訂定「宜蘭縣政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辦理採購作業獎懲要點(草案)」，使採購案

件程序完備，遏止錯誤情事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