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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發稿日期：110 年 10 月 12 日 

聯絡單位：襄閱主任檢察官辦公室 

聯 絡 人：襄閱主任檢察官張紜瑋 

聯絡電話：02-2836-1403 

 

士檢偵結起訴以郭 o村為首之暴力介入核一廠、核二廠

採購工程不法圍標集團及賈姓公務員收賄案件 

本署許恭仁檢察官、劉東昀檢察官指揮法務部廉政署、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等司

法警察機關，查獲郭 o村長期與富 o營造公司張 o懋糾集廠

商圍標台電公司核能發電廠工程採購標案，並發現擔任過台

電公司核一廠改善工程組專員、總部核能發電處土木組、核

能技術處廠房佈置組主管等職務之賈 o龍長期利用負責工程

採購案之規劃、招標、驗收等業務向廠商索賄，於 110 年 9

月 30日偵查終結，結案情形如下： 

一、 提起公訴： 

(一) 被告郭 o村、張 o懋、許 o英、陳 o淯等圍標集團核心

成員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詐術投標、第

4項與廠商協議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競爭罪及第 5項借

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等罪嫌，被告富 o、長 o 及唯 o



2 
 

等 3家公司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92條科以罰金。 

(二) 被告張 o 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第 2 項

對於公務員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嫌。 

(三) 被告賈 o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公務

員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及第 5條第 1項第 3款公

務員對於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等罪嫌。 

(四) 被告郭 o 村另與李 o 穎涉犯刑法第 29 條、第 271 條第

2項、第 1項教唆殺人未遂罪嫌，被告林 o叡、林 o博、

江 o文、黃 o平、尤 o勛等人則涉犯刑法第 271條第 2

項、第 1項殺人未遂罪嫌。 

(五) 具體求刑：被告賈 o 龍求處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

郭 o村求處 8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張 o懋求處 5年以

上有期徒刑、被告許 o英求處 2年以上有期徒刑、被告

陳 o淯求處有期徒刑 8月。另被告郭 o村、李 o穎、林

o叡、林 o博、江 o文、黃 o平、尤 o勛等人所涉殺人

未遂罪嫌部分，因已與告訴人許 oo 達成民事和解，請

另量處適當刑度。 

二、 附條件緩起訴處分： 

(一) 向賈 o龍行賄之核一廠、核二廠工程得標廠商或旗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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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即被告簡 o 山(雙 o 公司)、郭 o 儒(弘 o 公司，前身

為上 o公司)、鍾 o劍(中 o工程顧問社，下稱中 o社)、

劉 o明(鼎 o公司)、陳 o鳳(三 o公司)等人涉嫌違反貪

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第 1 項、第 2 項對於公務

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及對於公務員職務行為交付

賄賂等罪嫌。 

(二) 郭 o村為首不法圍標集團之外圍及陪標廠商即被告郭 o

儒、陳 o堅、徐 o航、林 o堂、陳 o豪、高 o智、簡 o

波、李 o明、蔡 o傑、謝 o書、謝 o龍、吳 o倉等人違

反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3項、第 4項、第 5項及弘 o(前

為上 o公司)、緯 o、韋 o、家 o、冠 o、啟 o、正 o等 7

家公司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92條科以罰金。 

三、 簡要犯罪事實： 

(一) 被告郭 o村與富 o公司張 o懋長期主導圍標核一廠、核

二廠工程採購標案，糾集緯 o公司陳 o堅、韋 o公司徐

o航、家 o公司林 o堂、冠 o公司陳 o豪、東 o土木包

工業高 o智、啟 o公司簡 o波、唯 o公司陳 o淯、展 o

公司李 o明、正 o公司蔡 o傑、詠 o公司謝 o書、謝 o

隆、坤 o 公司吳 o 倉為圍標或陪標廠商，分配以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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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o、緯 o、韋 o、長 o等五家公司輪流得標承作，並借

助郭 o村之勢力威迫，以提供金錢利益或承諾得標後分

包工項承攬等方式，使其他廠商同意配合陪標而不為價

格競爭，另為排除非規劃組合之廠商投標，除提供金錢

利益，誘使廠商不為投標﹐郭 o村並會於投標截止日，

在核一廠、核二廠門口守候，攔阻非內定得標或陪標廠

商入內投標，經查自 105年起至 108年間共以上開不法

方式獲得標案金額總計新臺幣 1 億 9479 萬 7906 元之

16項採購工程，嚴重影響採購公平與公正。又郭 o村就

106年間投標邊坡救災工程時，同為核一廠協力廠商之

許 oo 私自找來正 o 公司蔡 o 傑等人參與投標，致其多

支付 150 萬元給正 o 公司，使之不為價格競爭(即搓圓

仔湯)，且許 oo取得介紹費後，又向其索討工程管理費

50萬元等情形深感不滿，於 108年 3月 26日藉由邀約

許 oo談判之際，教唆李 o穎殺害許 oo，李 o穎再教唆

林 o博找來林 o叡、江 o文、尤 o勛、黃 o平及真實姓

名不詳號「國寶」之男子在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餐廳內

分持西瓜刀、棍棒等物毆擊許 oo，且由林 o博持西瓜刀

砍殺許 oo雙腿及臉部，許 oo經送醫急救始倖免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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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賈 o龍自 94年起至 106年 12月 7日擔任台電公司核一

廠改善工程組土木工程專員、106 年 12 月 8 日調任該

公司總部核能發電處土木工程組主管設計、107年 7月

3日起升任總部核能技術處廠房佈置組主管，負責小額

採購及工程採購案之規劃、招標、履約、驗收與結算請

款等業務，於 100年起至 109年 3月間利用經辦核一廠

修繕、補強等小額工程、土質調查暨評估工作委託服務、

核一、二廠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邊坡及土石流調查與

評估工作等採購案時，要求廠商浮報價額、安插配合廠

商予得標之中 o社、中 o工程顧問公司為下包廠商，以

便從中將工項價格低價高報、增加不必要工項等方式套

取工程款差價而收受賄賂，先後向雙 o公司簡 o山、上

o 公司張 o 懋及郭 o 儒、中 o 社之下包商鼎 o 公司劉 o

明、中 o工程顧問公司下包商三 o公司陳 o鳳收受 2萬

3000元、4萬元、46萬 2222元及 25萬元之賄賂。  

本署因偵辦此案，認發現核電廠之採購影響公共安

全甚鉅，且核電廠除役之後續工程可能引起不法勢力覬

覦，已於本年 4 月 20 日透過地區政風業務聯繫中心與

台電公司核一廠、北北區處召開會議，就法規面及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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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問題進行意見交流，並加強雙方聯繫與合作，期能

提升採購效率，並對違法行為產生嚇阻作用，維護採購

程序公平公正與民眾用電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