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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對核四廠糾正紀錄 
＊台電公司應針對監察院對核四廠各項糾正案提出具體回應改善說明，本表謹彙總原能會對相關案件之具體作為 

審議日期 糾正案號 文件案由 原能會具體作為 

92.9.3 092財正 0028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評估重件碼頭對環境

之影響，係以監測及人工判斷取代科學實質

評估，有悖於環境影響評估「預防重於補

救」之精神，又對於「核能四廠環境保護監

督委員會」提出之警訊，疏於查證因應，另

於九十年六月五日知悉海岸地形產生變化

時，卻未即時釐清原因，研謀補救對策，致

重件碼頭工程結合颱風與沙源不足之多重影

響，造成部分沙灘流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於審查「核能四廠第一、二號機發電計畫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時，未善盡審查責任，

亦未切實監督該公司審慎面對沙灘流失問

題，二者均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乙案。 

核能四廠環境影響評估係於環境影響

評估法實施之前，原能會依行政院核

定之「環境評估委員會設置辦法」，

邀集政府相關機關代表及國內外專家

學者組成「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進

行審查，除原能會法定業務主管相關

項目外，舉凡海岸地形變遷、文化古

蹟遺址、景觀、海陸域生態、漂沙

等，原能會均委請其他業務相關主管

機關進行審查，原能會則充分尊重各

政府主管機關專業審查結果，予以彙

成審查結論。 

100.6.8 100財正 0024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第四(龍門)核能

發電廠興建計畫，無視既有法令規定及行政

院原子能委員會之要求改正及裁罰，逕自辦

理並核發千餘項設計變更通知，輕忽核能安

1. 原能會針對台電公司逕自辦理設計

變更部分，已裁處罰鍰新台幣一千

六百萬元，並開立違規(EF-HQ-

100-001)要求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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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且未依設計圖說或相關規範，監督承商

敷設纜線及落實檢驗，致須耗時近年重新整

線及測試，影響試運轉測試及商轉期程，核

有未當，爰依法提案糾正。 

2. 針對台電公司未依設計圖說或相關

規範，監督承商敷設纜線及落實檢

驗部分，已裁處罰鍰新台幣五十萬

元，並開立違規(EF-LM-99-006 )要

求改正。 

100.7.19 100財正 003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龍門施工處辦理龍門

(核四)混凝土採購案，明知龍門計畫所需混

凝土數量不足，卻未及早辦理採購作業，復

曲解法令，誤以限制性招標辦理發包作業，

核均有失當，爰依法提案糾正。 

糾正案主要為台電公司採購議題，屬

該公司依權責自行管理之範疇，無涉

及原能會安全管制權責。 

101.3.20 101財正 0004 行政院貿然於 89年 10月 27日宣布停建進

度已達 33.81%之核四工程，又經濟部對於臺

電公司三度函詢核四停建相關疑義，卻一再

模糊虛應，恝置所屬無所適從，另臺電公司

為迎合上意，未待上級正式函示或召開董事

會應變，即由公司高層僅以口諭方式擅為傳

達停建核四，並倉促發函指示廠商不限期暫

停契約執行，且核四工程未能採統包方式辦

理，亦未有總顧問協助整合複雜之施工界

面，導致工期延宕、預算追加、鉅額損失及

糾正案主要為釐清停止執行核四合約

等重大決策之議題，無涉及原能會安

全管制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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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安全疑慮等情事，其工期及經費至少增

加 44個月及 1,870億元，未來核四是否安全

運轉，屢遭質疑，且現已逾核四計畫一號機

展延後之預訂商轉日期，惟尚未見修訂計畫

期程，行政院暨所屬經濟部、臺電公司等均

難辭其咎，爰依法提案糾正乙案。 

101.3.20 101財正 000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核四計畫，未採

統包模式，衍生各類採購標案多達 835項，

界面整合困難，且怠忽控管顧問公司工作內

容，肇致服務費用暴增卻無法依約完成工

作，又在未取得關鍵外購設備細部規格前，

竟同意承商以假設數據先行設計，致到貨後

須額外補償修改變更費用，加上工地防颱應

變失當等諸多違失，導致計畫執行效能不

彰，進度嚴重落後，商轉日期一再展延逾 11

年迄仍無著，工程經費更由新台幣 1,697億

餘元暴增至 2,736億餘元，增幅超過 6成達

1,039億餘元，且後續增加勢必難免，斲喪

國家利益與政府形象；經濟部為核四計畫執

行督導機關，長期粉飾計畫執行遭遇之瓶頸

糾正案主要為台電公司採購履約管理

議題，屬該公司依權責自行管理之範

疇，無涉及原能會安全管制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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癥結，未能積極督飭台電公司有效因應妥

處，恝置履約爭議及施工管理問題層出不

窮，亦難辭怠忽監督之咎，爰依法提案糾正

乙案。 

101.8.8 101財正 0025 台電公司未落實「核四工程品質保證方

案」，致龍門電廠試運轉時違規與注意改善

事項層出不窮，如抑壓池灌水作業不當，致

反應器廠房底層淹水、壓力試驗合格之室內

消防栓系統，其太平龍頭竟脫落，致汽機廠

房積水等，均嚴重衝擊國人對核能安全運轉

之信心等情，確有諸多違失，爰依法提案糾

正。 

原能會嚴格執行龍門電廠建廠期間試

運轉測試之安全與品質管制監督作

業，針對核四廠多次淹水事件，已開

立違規(如 EF-LM-100-004、EF-LM-

101-001、EF-LM-101-003)、注意改進

事項(如 AN-LM-99-022、AN-LM-100-

024、AN-LM-100-054、AN-LM-101-

014)要求改正。 

102.1.15 102財正 000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核能發電廠採購

之可撓性金屬導線管，並未符合採購規範，

竟同意廠商採事後補測部分檢測項目，即予

驗收計價付款，且部分導線管位置安裝錯誤

及供應廠商未具核能品質保證資格，又對於

導線管配件電鍍鋅厚度之採購規範未能確實

瞭解，驗收標準任意變更，相關採購作業顯

有諸多缺失，亦未落實相關檢驗作業及品保

原能會針對核四廠一號機電氣安裝工

程－安全級電氣管槽(Raceway)之具外

被覆可撓性金屬導線管審查及安裝作

業，未落實龍門工程品質保證方案之

要求，已裁處結罰鍰新台幣三十萬

元，並開立違規(EF-LM-101-004)要求

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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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核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108.3.6 108財正 0004 核四封存後每年仍耗費數億元於資產維護管

理，行政院及經濟部對外宣告核四重啟不可

行，核四興建費用 2,833億元須列為損失，

行政院及經濟部對核四政策之重大變動，導

致資源嚴重浪費；再者，經濟部宣布能源配

比(燃氣 50%、燃煤 30%、再生能源 20%)之

能源轉型政策，未經能源安全、能源經濟及

環境影響等完整評估，復於再生能源發電量

增加有限情況下，以運轉中核電機組長期停

機方式減核，致近年火力發購電量逐年提

高，106年占比達 84.4%，燃煤發電增幅甚

至高於燃氣，造成嚴重空氣污染；以及經濟

部宣布新能源政策之前，並未評估其對電價

之影響，迄 106年 3月行政院始於國公營企

業體檢小組會議評估等情，均有違失，爰依

法提案糾正。 

糾正案為我國相關能源應用規劃議

題，係屬能源主管機關之權責範疇，

無涉及原能會安全管制權責。 

108.9.4 108財正 0022 行政院對於鹽寮福隆沙灘流失案，於 92年

游錫堃前院長接見陳情人起即高度重視，指

示成立調查委員會及專家調查小組，結論為

糾正案無涉及原能會安管制之權責。 



6 
 

沙灘流失與核能四廠興建重件碼頭具有因果

關係，台電公司應負起責任，行政院並指示

公共工程委員會召開會議研擬補救措施，歷

經 94年、96年行政院公文指示應辦長期性

監測、海灘保育規劃及研擬具體作法，惟經

濟部於 102年竟將台電公司函報「不定期人

工養灘作為沙灘長期保育方案」逕予同意備

查，未轉報行政院交由公共工程委員會循例

召開會議審查是否合宜；復台電公司於行政

院指示下，辦理沙灘監測工作，並研擬各項

長期性保育措施，且於學者之監測結果與建

議下，分別於 93年、97年辦理 2次養灘，

後續則對外界以「歷年沙灘最大侵蝕量作為

啟動養灘機制」為由，宣稱鹽寮沙灘無明顯

流失情形，且面對核能四廠環保監督委員會

歷次要求說明最大侵蝕量之理由與合理性，

均未具體回應，顯見台電公司對上級機關以

「不定期人工養灘作為沙灘長期保育方案」

搪塞後，再訂定超高之養灘啟動標準，以掩

飾其自身之不作為。102年起，每次監測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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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核能四廠開工前比較，鹽寮福隆沙灘量

皆減少逾 10萬立方公尺，107年底減少量更

高達 18.4萬立方公尺，佐證 97年迄今，該

公司已逾 11年從未辦理養灘工作，核有嚴重

怠失；另交通部觀光局為發展東北角福隆地

區之觀光產業，辦理福隆濱海旅館區

ROT+BOT案，立意良善，惟於 100年現勘

同意福容飯店興建工程開挖剩餘土石方優先

堆置於鹽寮沙灘上，未要求需先篩選成黃金

沙粒徑大小始能放置，102年實際運至沙灘

過程中，該局所屬東北角管理處亦未詳細檢

查有無過篩，肇致長達 3公里之鹽寮福隆黃

金沙灘上，有包含臺 2線工程及福容飯店興

建工程等合計高達 6萬立方公尺之土石方，

致使日治時期存在迄今之黃金沙灘竟混雜碎

紅磚、水泥塊等，並於該局主辦之沙雕藝術

季期間屢上新聞版面，影響觀光形象至鉅。

經濟部、台電公司、交通部觀光局均有違

失，爰依法提案糾正乙案。 

108.11.6 108財正 0026 國內學術界於 90年代已發現臺灣北部區域 1. 經濟部於 102年 12月曾依立法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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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拉張構造環境，正斷層即為活動斷層，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核四廠址地質調查

過程，卻長期忽略該等陸域斷層以及向海域

延伸的可能性，致未能及時發現並評估海域

斷層對核能電廠的影響；福島核災後，經濟

部及台電公司於 102年及 103年所完成相關

地質調查，既引用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98

年報告的附圖，並於報告中載明核四廠外海

存在一條長約 90公里的活動正斷層，猶仍

未全面進行深入調查及討論，攸關核四廠安

全甚鉅，確有違失。又，台灣電力股份有限

公司對於核四廠申請建廠前發現之不連續剪

裂或擾動帶，及建廠期間發現之剪裂密集帶

等本質上為斷層之地質弱帶，不僅未進一步

深入探查，反而於報告中將這些斷層以「低

速帶」、「S構造」等名詞模糊稱之，且於地

基開挖時未特別注意地質情形，逕以混凝土

回填，顯有混淆視聽及規避審查之嫌，亦有

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乙案。 

濟與文化委員會要求，提出「核四地

質調查安全評估報告」。原能會當時

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以核安管

制角度，進行平行檢視，並彙整審查

結果後提出安全評估報告初稿，並公

布於原能會對外網站。 

2. 108年原能會因應立法院多位委員要

求，再聘請專家學者就核四廠相關地

質事證資料進行檢視與討論，蒐集專

家學者對核四地質需再釐清與進一

步調查項目之建議。雖然核四廠建廠

執照已於 109年 12月 31日屆期，依

法不得繼續進行興建作業，已無建廠

安全議題，然本會仍就再調查小組對

相關議題之建議事項與台電公司回

應彙整完成總結報告，以作成本案地

質調查相關議題之紀錄，並上網公

布，供民眾參閱。 

108.12.4 108財正 0029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於本 有關試運轉期間台電公司為避免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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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調查核四廠一號機因施工測試期間設備損

壞而移用二號機相關設備之過程，所提供資

料內容前後不一，設備組件損壞、採購及修

復個數未能確實清查正確，顯見台電公司核

四廠之料件管理系統紊亂，且回復本院公文

一再發生資料正確性不足，核有怠失；另台

電公司於 81年陳報核四廠興建計畫，竟以

69年所估算成本陳報，未能如實報告核四建

廠成本，致使政府無法確實評估該項投資計

畫之成本效益，台電公司表示當時即考慮日

後再以追加預算方式提出，此亦導致政府長

年來不得不對核四預算持續加碼，形成台電

公司及國家之財務負擔，核有違失，爰依法

提案糾正乙案。 

延誤，針對部分故障設備遂以 2號機

相同設備先行替換至 1號機使用，待

備品購回或設備由原廠修理送回後，

再安裝至適當機組，雖然該維護策略

做法屬台電公司對設備運用之管理範

疇，原能會仍透過定期視察就相關文

件紀錄與落實執行情形進行查核，確

認台電公司落實品保機制。有關核四

廠進行設備移用事宜相關缺失，原能

會已開理注意改進事項(AN-LM-104-

003、AN-LM-104-009)要求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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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對核四廠調查紀錄 

＊台電公司應針對監察院對核四廠各項調查案提出具體回應改善說明，本表謹彙總原能會對相關案件之具體作為 
審議日期 調查案號 

(糾正、彈劾案

號) 

文件案由 監察院 

處理進度 

原能會具體作為 

100.6.8 100財調 0056 

 

(100財正 0024) 

 

核四廠試運轉期間事故頻仍，凸顯任意

修改原廠安全設計、降低電廠零件之安

全規格等工程缺失，恐危害全民生命及

財產安全，究該廠於商業運轉前相關興

建工程、機具設備等有無符合安全標

準？相關機組設計、運作至後續管理維

護有無合理確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是否積極妥

處？均有深入瞭解之必要乙案之調查報

告。 

已結案 原能會從核四廠之設計、施

工到各項測試作業，均依據

法規及視察方案執行管制作

業，監督核四廠試運轉測試

之進行是否符合品質要求與

安全標準，並加強落實測試

程序書審查及現場查證等相

關作業，以確保符合相關規

定。  

100.7.19 100財調 0075 

 

(100財正 0035、 

100年劾字第 17號) 

據經濟部函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於 87年間辦理「龍門計畫(核四)混凝土

製造供應工程」採購案，核能火力發電

工程處副研究員周○○疑似收取廠商賄賂

已結案 調查案主要為台電公司採購

議題，屬該公司依權責自行

管理之範疇，無涉及原能會

安全管制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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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正利益，復與該處前副處長許○○及

龍門核四施工處前副主任周○○等 3人浮

報工程價額，均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相關

規定，涉有違失等情乙案之調查報告。 

101.3.20 101財調 0016 

 

(101財正 0004) 

行政院停止興建核四廠對工期延宕及經

費增加有無失職之責乙案之調查報告。 

已結案 調查案主要針對核四廠停止

興建對工期延宕及經費增加

之責任，無涉及原能會安全

管制權責。 

101.3.20 101財調 0017 

 

(101財正 000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核能發電廠

復工後，涉有工程延誤及效能不彰等缺

失乙案之調查報告。 

已結案 調查案主要為台電公司採購

履約管理議題，屬該公司依

權責自行管理之範疇，無涉

及原能會安全管制權責。 

101.8.8 101財調 0066 

 

(101財正 002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四廠於 101

年 4月 11日下午 2時 37分許，因自動

逸氣閥浮球故障，導致海水灌注廠房，

積水達 1公尺等情，認有深入瞭解必要

乙案之調查報告。 

已結案 原能會嚴格執行龍門電廠建

廠期間試運轉測試之安全與

品質管制監督作業，針對核

四廠多次淹水事件，已開立

違規(如 EF-LM-100-004、EF-

LM-101-001、EF-LM-101-

003)、注意改進事項(如 AN-

LM-99-022、AN-LM-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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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AN-LM-100-054、AN-

LM-101-014)要求改正。 

102.1.15 102財調 0008 

 

(102財正 000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四廠辦理電

氣導線管路採購案，涉嫌圖利廠商以不

符防輻射規格之次級品替代，該批管路

若用於核電廠反應爐之安全設備，恐發

生嚴重之核安疑慮，認有深入瞭解必要

乙案之調查報告。 

已結案 調查案有關採購部分屬台電

公司依權責自行管理之範

疇，無涉及原能會安全管制

權責。另原能會針對核四廠

一號機電氣安裝工程－安全

級電氣管槽(Raceway)之具

外被覆可撓性金屬導線管審

查及安裝作業，未落實龍門

工程品質保證方案之要求乙

案，已裁處結罰鍰新台幣三

十萬元，並開立違規(EF-

LM-101-004)要求改正。 

108.3.6 108財調 0011 

 

(108財正 0004)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核能發電廠

建而不用，究興建、封存成本若干，對

該公司財務影響如何，能源政策改變，

其替代電力是否順利銜接等情，認有深

入瞭解必要案之調查報告。 

已結案 我國相關能源應用規劃，係

由能源主管機關視國內實際

狀況決定，無涉及原能會安

全管制權責。 

108.9.4 108財調 0053 關於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核能四 機關檢討 調查案無涉及原能會安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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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財正 0022) 

廠重件碼頭之興建，未善盡環境影響評

估之責，造成突堤效應，並致使新北市

貢寮區鹽寮福隆沙灘消失，嚴重損害地

方漁業與觀光資源，相關機關有無確實

執行「海岸管理法」，以保護、防護、管

理鹽寮、福隆等北海岸地區，達成維繫

自然系統、確保自然海岸零損失之目

標，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調查報告。 

改善情

形，仍須

持續定期

追蹤。 

之權責。 

108.11.6 108財調 0071 

 

(108財正 0026)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頒布之核能電廠地

震與地質選址準則，規定廠址半徑 8公

里內不可有活動斷層，惟距核四發電機

廠房 1公里有枋腳斷層、距 1.5公里有屈

尺斷層、距約 2公里有貢寮斷層、澳底

斷層。又核四廠兩反應爐間之「低速

帶」，兩座汽機廠房正下方長達 2公里以

上之「S構造」，是否為斷層？民國 100

年福島核災後重新進行核四廠地質總體

檢，地質報告中新發現 10條海域斷層，

其中 7條已認定為活動斷層，陸域斷層

與海域線型斷層間之關係為何？根據最

機關檢討

改善情

形，仍須

持續定期

追蹤。 

1. 經濟部於 102年 12月曾依

立法院經濟與文化委員會

要求，提出「核四地質調查

安全評估報告」。原能會當

時邀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以核安管制角度，進行

平行檢視，並彙整審查結

果後提出安全評估報告初

稿，並公布於原能會對外

網站。 

2. 108 年原能會因應立法院

多位委員要求，再聘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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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質調查報告，核四廠址是否仍符合

美國核管會核能電廠選址準則規定？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歷年所做地質調查

報告之審查機制及資訊公開情形為何？

均有深入調查瞭解之必要案調查報告。 

家學者就核四廠相關地質

事證資料進行檢視與討

論，蒐集專家學者對核四

地質需再釐清與進一步調

查項目之建議。雖然核四

廠建廠執照已於 109年 12

月 31日屆期，依法不得繼

續進行興建作業，已無建

廠安全議題，然本會仍就

再調查小組對相關議題之

建議事項與台電公司回應

彙整完成總結報告，以作

成本案地質調查相關議題

之紀錄，並上網公布，供民

眾參閱。 

108.12.4 108財調 0080 

 

(108財正 0029) 

 

 

據悉，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

公司)龍門電廠(下稱核四廠)於 103年 5

月 20日應立法院要求提供「核四廠一號

機移用二號機之設備清單一覽表」1份。

由此清單內容簡要分析如下；1.由一號機

機關檢討

改善情

形，仍須

持續定期

追蹤。 

有關核四廠試運轉期間台電

公司為避免期程延誤，針對

部分故障設備遂以 2號機相

同設備先行替換至 1號機使

用，待備品購回或設備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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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用二號機之設備共計 197項，移用期

間為 99年 7月至 103年 3月。2.其中移

用組件原因說明，組件故障為 139項約

佔 70%，其他則為組件磨損、設計修

改、功能無法實現、光纖傳輸異常、閥

桿彎區、電纜線損壞、變壓器損壞、海

水腐蝕、孔蝕滲漏、儀器受潮、量測不

準、無顯示、指示不正確、無法校正、

無法鎖固、校驗不合格等原因計 58項，

約佔 30%；而重新採購者計 26項，已交

貨完成回裝 2項、廠家已提供新品 3

項、廠家維修完畢 1項。3.如上述除確認

由廠家提供新品及廠家維修完畢者共計 6

項，而重新採購之 26項，是否由國家預

算支出，抑是由廠家賠償待查明。因此

針對台電「核四廠一號機移用二號機之

設備」，其移用及管理不良之原因何在？

實有詳究之必要案調查報告。 

廠修理送回後，再安裝至適

當機組，雖然該維護策略做

法屬台電公司對設備運用之

管理範疇，原能會仍透過定

期視察就相關文件紀錄與落

實執行情形進行查核，確認

台電公司落實品保機制。有

關核四廠進行設備移用事宜

相關缺失，原能會已開理注

意改進事項(AN-LM-104-

003、AN-LM-104-009)要求改

正。 

109.7.21 109內調 0093 針對「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

電？」公投提案，中央選舉委員會（下

 原能會會配合中選會之聽證

程序，提供參與中選會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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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中選會）未召開聽證會，即於 108年 3

月 19日經委員會議審議認定合於規定。

據訴，該項公投案，內容包括「啟封」

與「商轉發電」二項政策事項，疑違反

《公民投票法》第 9條第 6項僅能一案

一事項的規定，且其理由書中多項理由

並非事實，仍有諸多核四安全問題應召

開聽證會加以釐清。究中選會之審議是

否依法負起把關之責？就該公投案之理

由書中所述，如「核一二三廠原始儀控

設計為類比系統，都可以抽胎換骨為數

位儀控」、「只要有決心，2年內可以放燃

料發電，3年內做完熱測試就可以商轉」

等語是否屬實？中選會是否有經查證？

而針對核四 1、2號汽機廠房正下方的 S

斷層是否為活動斷層，核四「大腦」數

位儀控多項設備使用期限將屆，能否找

到備品，啟封至商轉發電所需時間，以

及是否能通過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安全

審查等問題，中選會未召開聽證會加以

會議人員及社會各界核電廠

安全管制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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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中選會表示這是因為 107年宋雲

飛先生送同一案時已開過聽證會，惟經

查 108年所提公投案之理由書與 107年

所提之理由書內容有所出入，中選會是

否知悉？審議過程為何？鑒於核四運轉

攸關國家安全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危，實

有詳究之必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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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對核四廠彈劾紀錄 
＊台電公司應針對監察院對核四廠各項彈劾案提出具體回應改善說明，本表謹彙總原能會對相關案件之具體作為 

審議日期 
彈劾案號 

(調查案號) 
文件案由 原能會具體作為 

92.1.10 92年劾字第 1號 為中國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中船公司）及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辦理第四核

能發電廠（以下稱核四廠）一號機組反應爐基座

（以下稱基座）採購過程核有：輕忽基座施焊之監

工、檢驗、品保及銲材管理等作業，致承商長期蓄

意於基座第二層至第五層使用低強度銲材偷工，及

第一層銲道發現裂紋與諸多線性裂紋等情事，且中

船公司辦理本案發包作業亦有諸多瑕疵，嚴重影響

基座工程品質及反應爐安全，並造成鉅額損失及信

譽重挫，顯有重大違失。中船公司前總經理江元璋

及台電公司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處長呂學義等十二

員，未善盡本案核能設施之施工督考，洵有違失，

爰依法提案彈劾。 

原能會針對台電公司辦理

第四核能發電廠一號機組

反應爐基座採購過程核有

輕忽基座施焊之監工、檢

驗、品保及銲材管理等作

業部分，已開立違規(EF- 

HQ- 91- 001)要求改正。 

100.7.12 100年劾字第 17號 

 

(100財調 0075)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副研究

員周吉村於辦理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龍門(核四)

計畫後續混凝土採購案期間，利用職務機會收受廠

糾正案主要為台電公司採

購議題，屬該公司依權責

自行管理之範疇，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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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賄賂，嚴重斲傷公務人員形象，違失情節重大，

爰依法提案彈劾。 

原能會安全管制權責。 

 

註：本項資料係依參考監察院公布之資料，相關糾正、調查、彈劾之詳細內容請參閱監察院網站：https://www.cy.gov.tw/cl.aspx?n=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