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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11 時 14 分）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有幾個問題想

請教科技部陳部長及中科管理局陳局長。部長，本席延續上一次的質詢重點，中科

上億元的採購竟然出現了違法量身打造的弊案。這件事情，對於我們政府說要推動

新創給年輕人機會，算是非常糟糕的負面教材。部長之前跟大家說，你會澈底調

查，絕對不包庇、絕對不隱匿，但是我對於科技部部長所展現的決心是不是有落實

到實際上面，我是高度的懷疑，我為什麼這樣子講？先請問一下主席：請科技部中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陳局長說明。 

 

陳局長銘煌：主席、各位委員。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有提到…… 

 

黃委員國昌：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陳局長銘煌：應該是在我們去拜會的時候，他就有提到，但是不知道…… 

 

黃委員國昌：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面嗎？ 

 

陳局長銘煌：是。 

 

黃委員國昌：你們什麼時候去拜會的？ 

 

陳局長銘煌：應該是在 1 月 28 日，但是不知道是什麼親戚關係。 

 

黃委員國昌：那個時候你就已經知道了嘛！ 

 

陳局長銘煌：知道。 

 

黃委員國昌：所以 1 月 28 日那一天你也有去嗎？ 

 

https://youtu.be/Du0DQf11xTw


陳局長銘煌：有。 

 

黃委員國昌：1 月 28 

 

陳局長銘煌：跟委員報告，事實上原先是生科司莊司長介紹要去看我們這個單位，

之後就是生科司兩位，司長加上同仁，至於管理局則是從台中上來，加上我和主

秘，大概有 4 位。 

 

黃委員國昌：生科司司長，然後局長、主秘，永齡基金會有誰？ 

 

陳局長銘煌：當天應該是陳總經理，加上他幾位同仁。 

 

黃委員國昌：所以你那一天就知道他們有親屬關係了嘛！那是第一次見面嗎？ 

 

陳局長銘煌：是，從以前…… 

 

黃委員國昌：你確定是第一次見面嘛！ 

 

陳局長銘煌：一定確定。 

 

黃委員國昌：好，沒有關係，從那一次以後，到它投標中間的期間，你還有沒有跟

陳俊嘉碰過面？ 

 

陳局長銘煌：因為是第一次見面，所以我們是說互相……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從那一次 1 月 28 日，你跑到永齡基

金會見到了陳俊嘉以後，你們去談製造基地合作的案子，到後來他投標為止，中間

的過程當中，還有沒有跟陳俊嘉碰過面？ 

 

陳局長銘煌：事實上，我們不是請他來，而是互相了解，因為我們不知道他是做什

麼的。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要怎麼說，我都尊重，但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從你碰面

以後，到他投標，中間這段期間還有沒有碰過面？ 

 

陳局長銘煌：就是請他也能夠來看一下，到我們的園區參訪一下，我們了解他之

後，他是不是可以…… 

 

黃委員國昌：來園區參訪幾次？ 

 

陳局長銘煌：我不一定都有參加，所以我……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就講你有參加的。 

 

陳局長銘煌：應該是在 30 日，他就有回訪。 

 

黃委員國昌：然後呢？30 日碰面一次，還有沒有？ 

 

陳局長銘煌：之後，應該是在決標之後。 

 

黃委員國昌：中間都沒有見過其他面？ 

 

陳局長銘煌：中間，我印象中，目前是……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今天下班以前以書面回覆，如果有見面，時間、地點、事

由，參與的人員，全部都列出來。 

 

陳局長銘煌：是，我再想想看。 

 

黃委員國昌：結果 1 月 28 日，林梅綉跟陳俊嘉有親屬關係這件事情，你已經知

道了。 

 

陳局長銘煌：對，但是不知道是什麼關係。 

 



黃委員國昌：然後接下去，你們的計畫本來是智慧機器人，回去了以後就要求承辦

人員加上智慧醫療，這是你的指示，還是林梅綉的指示？ 

 

陳局長銘煌：跟委員報告，這個絕對沒有，也可以跟委員報告，因為中科……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我再問一次，這個需求說明書改過了，絕對不是你剛剛所講

的沒有，現在我的問題很具體，這是你的指示，還是林梅綉的指示？ 

 

陳局長銘煌：我不知道，我這邊是一直都認為是這兩個都有。 

 

黃委員國昌：你不知道？ 

 

陳局長銘煌：不是，我…… 

 

黃委員國昌：等一下，需求說明書更改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陳局長銘煌：我不知道在作業階段，因為我們到最後……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喔，所謂你不知道是從第一版需求說明書改成第二版需求說明

書，身為局長，你不知道？ 

 

陳局長銘煌：當然不會知道，因為它在作業階段。 

 

黃委員國昌：第二個，所以把它加上智慧醫療，非常幫永齡基金會量身打造，這件

事情你也不知道？ 

 

陳局長銘煌：報告委員，絕對沒有，因為…… 

 

黃委員國昌：絕對沒有？奇怪了，這不是白紙黑字加上去嗎？現在我的問題只有一

個，是林梅綉指示，還是你也有指示？ 

 

陳局長銘煌：跟委員報告，這個我要負責，就是中科一直要推這兩個行業，那為什



麼是這兩個行業？台中中科……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請你針對問題回答，從第一版需求說明書變成第二版需求說

明書，是你的意思還是林梅綉的意思？ 

 

陳局長銘煌：在作業階段，我是不知道，但是…… 

 

黃委員國昌：你都不知道？好，沒有關係，你在國會裡面答詢的紀錄都會留下來。 

接下來，從一開始，1 月 19 日上簽，2 月 6 日上簽，2 月 25 日上簽，除了幫

永齡基金會打造智慧醫療以外，要求的 KPI 不斷的下降，KPI 下降這件事情是你

的指示還是林梅綉的指示？ 

 

陳局長銘煌：其實我們有經過討論，但是看起來是互有高低啦，譬如說，我們從基

地轉成新創的培育…… 

 

黃委員國昌：你先看一下嘛！300 組變成 100 組，30 案變成 20 案，15 件變成

10 件，20 家變成 none，2,000 人變成 none，700 個變成 460 個，全部都降

低啊，KPI 全面降低啊！所以智慧醫療這件事情你不知道？KPI 這件事情是互有討

論？所謂互有討論是基層人員的建議，還是局長的指令，還是林梅綉的指令？ 

 

陳局長銘煌：如果委員注意看的話，是互有高低，不是說全部調降。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你要說互有高低，我們事後都可以檢驗，這是誰的意思？ 

 

陳局長銘煌：這個應該是經過幾次，由大家參考…… 

 

黃委員國昌：大家？所以責任推給大家就對了？ 

 

陳局長銘煌：不是，我跟委員報告，在這個階段…… 

 

黃委員國昌：我直接跟局長講啦，我已經約談過承辦的人了，承辦人直接點名你

啦，我問他 KPI 下降是誰的意思，他說是局長的意思，我問他加上智慧醫療是誰



的意思，他說是主秘的意思，你還有臉推給基層人員哦！ 

 

陳局長銘煌：這可能要跟委員報告，這是…… 

 

黃委員國昌：沒關係，我們繼續往下看。你說你在 1 月 28 日就知道他們有親屬

關係，評選委員的名單是誰核定的？ 

 

陳局長銘煌：我有勾選、排序，但是核定的時候是經過同仁再調整之後，所以我也

不知道最後是誰，因為有人要來…… 

 

黃委員國昌：你不知道最後是誰？請看，上簽圈選評選名單，這是誰圈選的？ 

 

陳局長銘煌：是我。 

 

黃委員國昌：是你圈選的嘛！ 

 

陳局長銘煌：是。 

 

黃委員國昌：你明明知道林梅綉跟他有親屬關係，你為什麼還圈他？ 

 

陳局長銘煌：這個案子很特殊，因為圈選的時候是在簽完全還沒有做的時候，他就

先上來了，那時候…… 

 

黃委員國昌：先停一下。你們之前就已經去跟永齡基金會見面，你也是那一天知道

他們有親屬關係，你後面在圈選的時候，還繼續圈選林梅綉當評審委員，局長，你

到底在做什麼？ 

 

陳局長銘煌：因為他在簽還沒有上來時，前面就已經先簽這個上來，我的習慣上，

所有主管大概都會排序，但我只是排序。 

 

黃委員國昌：奇怪，你明明就知道他們有親屬關係，你還圈林梅綉的理由是什麼？ 

 



陳局長銘煌：我只是排序，他不一定會上，因為如果他迴避，他就沒有了。 

 

黃委員國昌：他到什麼時候才迴避？他到什麼時候迴避？ 

 

陳局長銘煌：他事實上已經跟同仁講說他不參加，所以自然就已經…… 

 

黃委員國昌：才怪，4 月 10 日晚上 8 點。 

 

陳局長銘煌：那天晚上我是自己去請教…… 

 

黃委員國昌：4 月 10 日晚上 8 點，現在第一個問題是，你明明知道他們有親屬

關係，但你還圈他。第二個，從永齡，就是睿綸正式取得資格，到評選的前一天晚

上 8 點，他才匆匆忙忙將評委的職務給辭掉，中間這段期間，請問你們到底在做

什麼？ 

 

陳局長銘煌：本來他就不會參加，只是說，我們去請教工程會…… 

 

黃委員國昌：什麼叫做他本來不會參加？第一個，你身為局長，知道他有親屬關

係，結果你還勾他。第二個，你說他本來就不會參加，但我看到白紙黑字的證據，

他是到 4 月 10 日晚上 8 點，也就是評選的前一天晚上才辭任啊。 

 

陳局長銘煌：那是因為我們請教工程會，如果他…… 

 

黃委員國昌：什麼叫請教工程會？ 

 

陳局長銘煌：他不來，這樣還要把名單去掉。 

 

黃委員國昌：基本上面的法規你不瞭解嗎？更離譜的事情是什麼？你們有臉對外去

跟大家講說，最後的時候、評選的時候，他沒有來。主任祕書，依照政府採購法的

規定，整個標案，他的親姪子有參與。中間行政流程的作業，包括規格、需求書，

他可以參與嗎？他可以參與嗎？你們第一次辦採購嗎？他可以參與嗎？機關承辦、

兼辦，與採購有關係的事項應該迴避，三親等之內，林梅綉跟陳俊嘉是幾親等之



內？就是三親等啊，可以不迴避嗎？你們事後還有臉喔，去跟媒體講他最後沒有參

與評選，他最後幹嘛參與評選？前面資格都綁了啊，該改的也改了，幫他量身打

造，加了一個本來沒有的項目，KPI 也幫他調低，為什麼不迴避？ 

 

陳局長銘煌：我們不是委員講的這樣，而且我們已經在調查中了…… 

 

黃委員國昌：不是我講的這樣？那請問是怎麼樣？ 

 

陳局長銘煌：我們會配合調查。 

 

黃委員國昌：請你用道理說服大家，讓大家聽得懂！不是我講的那樣，那是怎麼

樣？是他不是三親等？還是採購前面的公文、規格，林梅綉都沒有參與？到底是怎

麼樣？你跟大家說明啊！ 

 

陳局長銘煌：因為這個案子已經在調查中，是不是由…… 

 

黃委員國昌：對不起哦！不要推給調查啦，你們的行政調查，自己關起門來調查會

調查成什麼樣子，我老實講，我非常沒有信心，我非常沒有信心啊。你們自己調

查，可以做為你拒絕在國會裡面回答的理由嗎？你用道理說服大家啊，你早就知道

了，他也是三親等，法規規定要迴避啊，有迴避嗎？有迴避嗎？ 

 

陳局長銘煌：我並不清楚三親等…… 

 

黃委員國昌：這個公文，主任秘書林梅綉，公文上面就有他蓋章啊，還第一層決行

耶！第二個，最後參與投標的廠商一共有幾家？ 

 

陳局長銘煌：其實有些我並沒有參與，據我了解是 3 家。 

 

黃委員國昌：沒有啦，這個標案，最後參與投標的有幾家廠商？ 

 

陳局長銘煌：據我了解是 3 家。 

 



黃委員國昌：3 家嘛！ 

 

陳局長銘煌：是。 

 

黃委員國昌：這 3 家有幾家是本土廠商？ 

 

陳局長銘煌：從廠商的登記看起來，都是本土吧？ 

 

黃委員國昌：全部都本土嘛！ 

 

陳局長銘煌：是。 

 

黃委員國昌：那很奇怪喔，這個弊案爆發了以後，開始有號稱知情的人士對媒體放

話，他說 3 家廠商只有 1 家是本土，就是睿綸，所以我們要鼓勵本土廠商。奇怪

了，這種悖於客觀事實的假新聞都拿出來帶風向，那位知情人士是中科的人嗎？ 

 

陳局長銘煌：不是。 

 

黃委員國昌：確定不是？ 

 

陳局長銘煌：不是。 

 

黃委員國昌：沒有人對媒體這樣放話？ 

 

陳局長銘煌：不是。 

 

黃委員國昌：針對這個假新聞，政府不是說要打擊假新聞嗎？科技部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處理？ 

 

主席：請科技部陳部長說明。 

 

陳部長良基：主席、各位委員。跟委員說明，這當然要處理，上一次我有答應委員



回去之後立刻就請政風處進行調查，所以這一定會查。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跟部長講兩件事。今天你跟媒體說，涉案的主管已經調離現

職，局長呢？ 

 

陳部長良基：我們對外講證據到哪我們就辦到哪。 

 

黃委員國昌：我剛剛秀出來的證據還不夠清楚啊？ 

 

陳部長良基：我回去會請專案小組…… 

 

黃委員國昌：1 月 28 日局長跟主秘跑去跟他見面，回去了以後，就加上智慧醫

療，幫他改 KPI，應該迴避沒迴避，林梅綉的章在這邊，局長的章在這邊。 

 

陳局長銘煌：我們第一次見面…… 

 

黃委員國昌：局長要不要調離現職？請部長回答。 

 

陳部長良基：我們還是會就今天委員提的這些資料，請專案小組做一個建議啦。 

 

黃委員國昌：第二件事情，那一天你們的次長跑來找我，我跟他說，所有往來公務

上的 email 交出來，私人的我不要，次長已經答應我，結果現在中科局不給，部

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陳部長良基：禮拜五的時候，我知道，當時我有特別要求，就是請法規會協助認

定，到底中科局現在…… 

 

黃委員國昌：這樣就很奇怪了，你們其他的公文都給，但最關鍵的，公務上面往來

的 email 卻不給，標準是什麼？你們援引政府資訊公開法除外的條文，我看到後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個叫做坦坦蕩蕩、沒什麼好隱瞞的？是這樣嗎？ 

 

陳部長良基：跟委員說明，就這整個案子廉政署當天已經立案，所以現在中部調查



站…… 

 

黃委員國昌：我再跟部長講，你們的行政調查歸你們的行政調查！ 

 

陳部長良基：對，沒有錯，司法已經在偵辦了…… 

 

黃委員國昌：這麼多弊案下來，到目前為止，我對你們的行政調查沒有信心，司法

偵辦歸司法偵辦，我沒有發函去跟檢察官要東西，我發函要的對象是行政機關啊，

email 要不要交出來？ 

 

陳部長良基：我回去請政風處來查這件事情，也就是說，行政調查的部分，我們有

政風處，這些專業的調查還是信賴這些…… 

 

黃委員國昌：對啊，你所謂的專業調查是把林梅綉調走啊。但你們局長也涉案啊！ 

 

陳部長良基：這個我們會…… 

 

黃委員國昌：你們到目前為止所展現出來的，沒有讓大家感覺到真的坦蕩蕩。 

 

陳部長良基：證據充分我們就會做，委員提出的這些相關問題，我們回去一定會在

專案小組裡請他們好好去檢視，只要我可以做的我一定做，我今天對外所提的…… 

 

黃委員國昌：我希望在今天下班以前，科技部能給我一個正式的回覆，可以嗎？ 

 

陳部長良基：是哪一方面？ 

 

黃委員國昌：兩個部分。第一，局長要不要調離現職？ 

 

陳部長良基：有關局長要不要迴避的問題？ 

 

黃委員國昌：對啊，這麼明顯的違法，還要說什麼？第二，email 要不要交出來？ 

 



陳部長良基：針對那個部分，我也說明一下，因為現在廉政署在偵辦中，有一些相

關的 email…… 

 

黃委員國昌：廉政署介入偵辦跟我要求行政機關把跟這個案子有關係的資料調出來

到底有什麼關係？ 

 

陳部長良基：差別應該是偵查有些還是不公開，這樣才能讓偵查…… 

 

黃委員國昌：不好意思，部長，針對所有政府機關，立法院在監督的時候，所謂偵

查不公開是我不能去向檢察官要資料，但是這跟我向行政機關要資料到底有什麼關

係？ 

 

陳部長良基：好，就是…… 

 

黃委員國昌：這種相同的問題，從台電大林弊案，我把調查局找來，把法務部找

來，他們的態度都一樣，說從來沒有說過行政機關不能給立法機關資料，他們要求

的只有他們自己偵辦的資料啊！ 

 

陳部長良基：是，我向委員說明，因為現在在偵辦程序，如果可以給的，我一定儘

量給，我一定做到這幾個部分。 

 

黃委員國昌：對啊，但現實上就是沒有做到這件事啊！ 

 

主席：質詢時間差不多了，我請陳部長跟黃國昌委員溝通。 

 

黃委員國昌：該迴避的沒有迴避！這已經夠清楚了！ 

 

陳部長良基：我們回去就請政風來協助處理這兩件。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