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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07 年第 1次廉政會報紀錄 

時間：107年 1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3時整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主持人：召集人林市長佳龍 

記錄：林芷吟、莊惠雰、陳韋如、林逸豪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壹、臺中市政府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宣示儀式 

一、市長致詞 

臺中市政府 107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及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宣

示儀式於今日舉行，首先感謝各位嘉賓的出席，包含臺中地方法

院檢察署張檢察長宏謀、臺中律師公會洪理事長明儒、法務部調

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單處長培祥、廉政署中調組謝組長名冠，還有

公共工程的專家黃秘書長景茂以及本府重要顧問中興大學李副院

長長晏，此外還有廉政相關單位主管及各局處代表，共同指導廉

政會報的進行及參與本次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宣示儀式。臺中市現

在已經成為臺灣第二大都市也是公認的宜居城市。在經過縣市合

併升格為直轄市後，很多重大建設包括前瞻基礎建設等都在興建

當中，這些大型的軌道建設及舊城的新生，譬如正在大興土木的

重劃區、水湳智慧城以及「大臺中一二三」(1 條山手線、2 大海

空港、3 個副都心)政策等均如火如荼推動中，也全數得到中央的

支持補助。臺中市區域計畫經過相關單位 2 年多的努力，在去年

底由內政部審定並於今年初公告實施，於此關鍵時刻，本府的年

度預算也持續增加中，現階段彷彿「囝仔轉大人」，是很需要營養

的時刻。 

市府的重大工程除了考量安全與品質，也應該兼顧清廉及效

率，近來本市多項施政建設均已展現具體成果，包括本府 9 項工

程獲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金質獎」，已經打破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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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平均 1 年有 3 項工程得到肯定，必須歸功於林陵三副市

長及黃景茂秘書長的督導有方，以及市府同仁不斷地精益求精。

我認為，一個政府除了需要「能」也需要「廉」，因而在我上任之

初即率先簽署廉能公約，並擴及中彰投苗區域聯合治理相關公共

工程的廉能宣言，一方面希望提昇本府公共工程品質，一方面也

期盼營造市府廉能文化。我相信人是環境的產物，如果營造好的

環境，人性善的一面就會被發揚，人性較脆弱或經不起誘惑的那

一面就不會顯現，本府於重大工程推動過程中，市府同仁、廠商

及各利害關係人已然形成共同治理的夥伴關係，這是非常值得肯

定的。 

在我就任後的這三年也彙集地檢署、調查處、廉政署等各方

單位及學者專家的建議，透過政風處舉辦廉政會報並提案探討，

檢討如何展現公共工程的品質及效率。而資訊的揭露也相當重要，

正所謂「陽光下就不會有陰影」，透過資訊的開放，將有助於我們

做出正確有效的決策。我在一週前去新加坡參訪，大家都知道新

加坡是相當重視廉能的國家，新加坡為全面推動智慧國願景，將

公共建設、交通或氣候等相關資訊均大量的開放，這是極有創意

及遠見的構想，也是本市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希望透過市府團

隊的通力合作，共同朝向打造臺中成為智慧城市的目標。再次感

謝與會的各單位代表，也利用過年前祝福大家平安喜樂、喜迎來

富! 

二、張檢察長宏謀致詞 

「廉政」除了由市府同仁共同推動，最重要的還是取決於首

長的決心。林市長堅持廉潔的決心一直展現在施政過程中，全體

同仁也應共同配合推動廉政。而資訊的公開揭露也很重要，透過

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建立民眾、廠商、公務員與相關政府機關（檢

察、調查、廉政、審計等）的跨域溝通管道，並藉由公開透明的

機制讓同仁勇於任事、不要劃地自限，避免因害怕誤觸法網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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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積極執行公務。重大採購廉政平臺的運作可以同時嚇阻廠商

利用不當的外力干預公共工程，有助保障優質公共工程的建構，

也為全體市民謀福利，這是我們共同期盼的廉能願景。 

三、單處長培祥致詞 

參與廉政工作的人都知道「制度」是所有貪腐的溫床，採購

過程如果變成黑箱作業，便可能造成圍標綁標甚至貪瀆不法，不

論執法人員多麼努力，永遠比不上「制度」的落實。重大工程採

購案件因為牽涉人民甚至整體社會重大利益，如果只有偉大的遠

見，而沒有確實執行，恐怕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臺中市從今年

開始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明年則將舉辦東亞青奧，緊接後面

還有很多的施政建設尚待執行，其中軌道建設就獲得中央 1,597

億元的預算補助，占前瞻計畫整體預算的大部分，廉能透明機制

若能在這部分落實執行，相信將為臺中市民創造更優質的生活環

境，調查處也會給予必要的協助，幫助臺中市達到翻轉的能量。

調查處內部同仁曾跟我提到，若成立重大採購廉政平臺，不法案

件會減少、肅貪績效會降低，然而在思考問題時不能單向思考。

事實上，重大採購廉政平臺的成立對調查處有很大的幫助，譬如

蒐集的各方訊息及線索皆可透過平臺來查證或諮詢，減輕不必要

的人力資源，而透過地檢署指揮領導加上廉政署分進合擊以及市

政府的協助，整體而言可說是四贏的局面。況且若臺中市的貪污

案件真的減少，調查處會有更多的時間及人力著重於更嚴重的毒

品或經濟犯罪問題，屆時將能達成全國皆贏的榮景。藉宣誓儀式

表達調查處對於廉政平臺的支持，很珍惜和市府團隊、地檢署及

政風處共同合作的機會，最後預祝大家新春愉快、萬事如意。 

四、謝組長名冠致詞 

重大採購平臺是廉政署近年推動廉政工作的重點，這個平臺

包含幾個重要的面向，其中之一是「資源整合」，也就是「跨域整

合」，包括公部門、工程單位及審計單位的加入，除了可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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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品質，也可讓預算執行更有效率。此外，這個平臺將檢、調、

廉一起納入，是希望排除採購過程中的不法干預，讓公務員執行

職務時更能安心的依法行政。而這個平臺也包括公、私部門的整

合，所謂私部門即民間團體或廉政志工等，加入民間的力量擴大

公民的參與，也是民主的深化與落實。一個機關清廉與否取決於

首長的決心，有感於臺中地區肅貪案件日漸減少，雖然肅貪績效

下降，卻也同時顯現防貪工作的成效，這要感謝林市長及市府團

隊致力於機關的清廉。重大採購平臺還有一個重要理念是「透明」，

即程序的透明與公開，透過外界的監督，避免有心人士介入干預

並提升市府執政的公信力。相信在林市長的帶領下，重大採購平

臺的成立將促使市府團隊朝向更優質、更清廉及更有效能的目標

前進。 

 

貳、廉政會報市長致詞 

新的一年期待市府團隊有新的氣象，市府團隊經過三年多來

的磨合，目前已能妥善分工合作並建立良好默契。本府施政建設

過程中，最重要的依循原則不外乎「興利」及「防弊」，本市市民

對於本府施政品質要求相當高，為了符合市民的期待，希望本府

各局處持續加強分工聯繫並落實減少弊端，以下開始進行議程。 

 

參、上次會報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指(裁)示： 

列管事項皆辦理完竣，同意解除列管。 

 

肆、秘書單位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第 1~20頁) 

秘書長黃委員景茂： 

秘書單位工作報告非常豐富，計有 20項，請張處長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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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處張委員榮貴補充說明： 

廉政工作在市長的支持及指示下，有三大作法：1、「以興利

的思維來推動廉政」。本處不論是推動廉能透明獎或舉辦廉潔公務

人員選拔活動，均是以興利的思維作為核心理念，在市府同仁的

努力下，各局處踴躍參加廉能透明獎或廉潔楷模活動，已展現相

當具體成果。2、「以防貪預警措施協助機關施政」。此方面呈現於

工程抽查驗及採購稽核工作上，希望以善意性、保護性及預防性

作為出發點，於驗收前透過履約管理來改善，避免後續採購爭議

的產生，本府採購稽核小組秘書單位政風處在秘書長領導下，協

助機關學校改善及減少採購缺失態樣也有相當成效。3、「政風作

為要標本兼治」。所謂的治標是呈現於廉政宣導工作中，也就是讓

機關同仁瞭解相關法令規定；而治本則是呈現在採購作業流程 SOP

的規劃，這是市長及秘書長相當重視之政策，不但能夠統整各單

位採購作業，減少驗收及付款作業延宕，也可增進採購效率。另

外秘書單位工作報告提到的民意調查，有 60%市民在清廉滿意度、

執政信心及清廉信心上，都肯定市府的服務品質，有 88%市民表示

無遇到索賄情形，這是相當好的情形。 

主席(黃秘書長景茂)指(裁)示： 

(一)採購標準作業程序並非政風處所職掌，但政風處同時辦理採

購稽核及工程抽驗業務，因而接受府一層指示制訂相關採購

作業規範，包括府版「採購標準作業程序」、「採購作業規範」

及「投標須知範本」目前皆在試行中，試行 1 年後將會進行

檢討，希望藉由範本的制定協助傳承優良採購經驗。而本府

採購稽核小組於近期也會針對採購評選委員會召集人及工作

小組辦理最有利標作業講習，協助各機關瞭解最有利標相關

法令以減少評選過程產生的缺失。 

(二)秘書單位工作報告准予備查，並請政風處持續推動精進。 

伍、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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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風處專題報告-「臺中市政府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專題報告」

(詳如會議資料第 21~31 頁) 

地政局張委員治祥： 

 本局針對「第 14 期重劃區第 6 工區」景觀標已經成立重大採

購廉政平臺，目前工程部分委託建設局代辦採購，已經完成發包

並剛進入施工階段，廉政平臺部分已經由本局政風室完成採購風

險評估及資訊平臺的建置，接下來會繼續充實平臺的資訊內容，

也會聘請廉政委員召開會議，相關運作會陸續展開。 

政風處張委員榮貴： 

 相關機關建置重大採購廉政平臺不論是說明會、業務聯繫座談、

訓練講習或者邀請檢察、調查、廉政系統等部門的參與，政風處

都會給予協助，共同推動辦理。 

主席(黃秘書長景茂)指(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請政風處積極協助建設局、都市發展局、地政局建置重大採

購廉政平臺，務必達成資訊公開、防貪及防弊。 

二、政風處專題報告-「採購標準作業程序推動情形報告」(詳如

會議資料第 33~43 頁) 

政風處張委員榮貴補充說明： 

(一)為了推動本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採購作業規範」及「投

標須知範本」，近期已經召開相關說明會，市府同仁較不習慣

的應該是「投標須知範本」，相對於工程會的投標須知範本，

府版投標須知範本內容較完整與詳細，若適用於比較單純的

採購案件，可能產生複雜或不易操作等問題，基於簡政便民

的理念，希望未來能依據各機關採購特性分別制定不同類型

的範本。 

(二)為試行順遂，希望各機關於說明會時能踴躍提供意見。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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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首長報告，這是能夠提升採購效能也是市府相當重視的政

策，希望促進基層採購承辦人員瞭解及實際運用於採購實務，

本案試行 1 年後將於明年正式頒布，而明年剛好也是政府採

購法施行接近 20週年，屆時希望臺中市政府能擁有屬於自己

版本的採購作業範本。 

洪委員明儒： 

 貴府「採購標準作業程序」、「採購作業規範」及「投標須知範

本」已於 106年 12月 1日起開始試行，在試行的這一年內若有召

開意見交流或討論會議，希望能夠邀請建築師、專業技師或律師

公會等專業團體共同參與，以廣納建言。 

主席(黃秘書長景茂)指(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並請機關首長告知所屬同仁善用府版「採購標準作業程序」、

「採購作業規範」及「投標須知範本」。 

(三)府版「採購標準作業程序」、「採購作業規範」及「投標須知

範本」試行過程中若有召開意見交流或討論會議，請政風處

一併邀請建築師、專業技師或律師公會等專業團體共同參

與。 

 

陸、提案討論 

案由一：討論「結合中彰投苗區域治理，成立『中彰投苗廉能透

明工作坊』」 (詳如會議資料第 45頁) 

提案單位：政風處 

政風處張委員榮貴補充說明： 

「中彰投苗廉能透明工作坊」是基於中彰投苗區域治理的概

念來共同推動廉能透明機制，會先和四縣市的政風單位共同研究

廉能透明機制內容，待研究成熟時再提報中彰投苗首長、副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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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有關「廉政研究興利作為」部分，會編撰相關廉政指引，

針對易滋弊端業務提出案例探討因素及改善方案，相關廉政指引

待提報中彰投苗首長、副首長會議後持續推動。有關「中彰投苗

公共工程廉能透明獎」部分，除了參考本府「廉能透明獎」辦理

經驗，也希望府內的工程單位能夠大力支持並給予指導。 

李委員長晏： 

 「廉能透明獎」在發展一段期間後應該再提昇，要有真正解決

問題及發揮功效的機制，透明獎因跨越不同領域轄區，可以藉由

ICT(智慧化與資通科技)的協助，譬如一件工程採購案從規劃、設

計各階段，都可建立相關計畫工程的網站，透過網站將規劃、設

計、招標、甚至施工及驗收各階段的文件公開予市民或業者；或

進一步用 QRcode方式，只要掃描某一工程採購案，就可以上網看

到該案所有資料，若未來中彰投苗公共工程廉能透明機制能達到

上述程度的資訊公開，會更能落實及發揮功用。 

主席(黃秘書長景茂)指(裁)示：照案通過。 

案由二：討論「整合產官學界資源，研發創新，建構公共工程管

理透明化機制」 (詳如會議資料第 47頁) 

提案單位：政風處 

政風處張委員榮貴補充說明： 

   「3D建築資訊建模」有助於驗收過程更加清楚明確，也能減少

施工中變更設計爭議。另外在施政建設過程中，多數民眾認

為舉凡工程採購皆有弊端，因此「公共工程重要資訊揭露機

制」是未來重要的推動目標，透過資訊揭露機制，才能挽回

民眾的信心及塑造本府公共工程優質透明的形象。 

李委員長晏： 

在以往蒐集的資訊中，發現部分國家完全是靠資訊揭露的方

式來進行工程品質的管控。他們的執行方式是邀集居民一起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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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過程，訓練居民瞭解施工有關知識，讓居民學習監督施工品

質直到工程完竣。將施工過程產生的問題攤在陽光下檢視，不斷

地與社區民眾溝通協調，也能有效減少因施工品質不佳所造成的

抗議事件。 

法制局吳委員梓生： 

關於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築資訊建模)

以及公共工程資訊揭露機制，個人原則上是贊同的，但要揭露何

種資訊，提醒一併注意政府資訊公開法等規定。而在全民參與督

工的過程中，因為資訊公開了，可以預見爭議也會隨之增加。廠

商有無依約履行將是全民的監督重點，屆時產生的問題已經不是

政府採購法所規範的履約爭議能夠處理，在爭議處理這部分必須

有另外的配套措施來因應，目前的處理機制大概有兩種模式，一

種是 DRB(Disciplinary Review Board，紀律檢查委員會)，另一

種則是由工程師在爭議產生時直接進行仲裁，以上建議提供參

考。 

主席(黃秘書長景茂)指(裁)示： 

(一)照案通過。 

(二)委員建議事項，請相關機關研議辦理。 

案由三：討論「修訂本府 107 年度『廉能透明獎』實施計畫，增

設『廉能公所類』及『公共工程類』獎項」 (詳如會議

資料第 49~50 頁) 

提案單位：政風處 

政風處張委員榮貴補充說明： 

公所業務與其他機關局處而言相對單純，參加廉能透明獎較難

有競爭力，因此本次提案增設「廉能公所類」獎項，促使提升公

所參與廉能透明獎的誘因。另外增設「公共工程類」獎項主要是

針對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主辦之工程案件，鼓勵從源頭研採透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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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並提升公共工程品質。 

主席(黃秘書長景茂)指(裁)示： 

(一)照案通過。  

(二)請政風處持續針對機關業務特性研議增設其他獎項的必要

性。 

案由四：討論「推動本府各機關共通性業務專案廉能透明措施」 

(詳如會議資料第 51~52 頁) 

提案單位：政風處 

政風處張委員榮貴補充說明： 

過去有許多局處反映「開口契約採購業務」較欠缺標準作業

流程，因而衍生不必要的派工及數量計算錯誤等違失，希望透過

此提案協助各類開口契約往廉能透明的方向運轉，進而建立標準、

透明之機制，也強化人民對施政的信任。 

主席(黃秘書長景茂)指(裁)示：照案通過。 

柒、意見交換：無。 

捌、臨時動議：無。 

玖、會議結束：下午 4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