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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10年第 1次廉政會報程序表 

時間：110年 10月 12日(星期二)11時 00分至 12時 10分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起訖時間 議程 主持人 

11：00-11：05 
主席致詞 

(介紹外聘委員) 

市長兼 

召集人 

11：05-11：10 上次會報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市長兼 

召集人 

11：10-11：15 秘書單位工作報告（政風處） 
市長兼 

召集人 

11：15-11：23 
專題報告（政風處） 

臺中市政府重大採購廉政平臺 

市長兼 

召集人 

11：23-11：30 
專題報告（建設局） 

道路工程品質管控策進作為 

市長兼 

召集人 

11：30-11：50 

提案討論 

一、辦理「工程倫理廉政宣導與企業誠信

論壇」 

二、加強宣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規定事項 

三、加強督導資通系統委外廠商機敏資料

管理案 

市長兼 

召集人 

11：50-12：00 意見交換 
市長兼 

召集人 

12：00-12：05 臨時動議 
市長兼 

召集人 

12：05-12：10 主席結論 
市長兼 

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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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報主席指(裁)示事

項執行情形 





臺中市政府 109年第 1次廉政會報主席指(裁)示事項分辦表 

項次 主席指(裁)示事項 
主 ( 協 )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管 考

建 議 

一 

「臺中市殯葬 e 化精

進作為」專題報告： 

(一)准予備查。 

(二)請民政局加強向

家屬宣導相關葬儀事

項訊息可選擇是否公

開。 

本府民政局 

【本府民政局】 

民政局所屬臺中市生命

禮儀管理處業以 109 年 7

月 30 日中市生服字第

1090005791 號函請本市

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向殯

葬業者加強宣導，於代辦

家屬線上申請各項公立

殯葬設施時，得選擇是否

公開相關殯葬資訊。 

解除

列管 

二 

「推動成立『臺中市

巨蛋體育館新建工程

重大採購廉政平臺』」

提案： 

(一)照案通過。 

(二)有關針對外聘委

員加強廉潔觀念

宣導事項，請相

關單位納入參

考，並請政風處

積極協助建置廉

政平臺之機關，

務必妥善建立跨

本府政風處、 

建設局、 

運動局、 

都市發展局 

【本府政風處】 

一、本處於 110年 4月 14

日召開本案協調會議，決

議由本市新建工程處政

風室為本案廉政平臺主

政單位、住宅發展處及運

動局政風室協助辦理。 

二、本處適時協助平臺與

檢察、廉政、審計、工程

會等聯繫，建立跨域溝通

管道，強化監督機制。 

【本府建設局】 

建設局刻正配合本府政

解除

列管 

3



域溝通管道，強

化監督機制。 

風處辦理「臺中市巨蛋體

育館新建工程」案之風險

評估作業，未來將賡續加

強廉潔觀念之宣導，妥善

建立跨域溝通管道，強化

內外部監督機制。 

【本府運動局】 

運動局部分業由運動產

業科及運動設施科，積極

辦理中。 

【本府都市發展局】 

一、本工程設計規劃階段

由本局所屬住宅發展工

程處辦理，預計 110年 12

月將相關資料移由建設

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工程

發包作業。 

二、有關成立「廉政平臺」

及「聯繫會議窗口」並加

強外聘委員廉潔觀念宣

導事項部分，本局遵照指

(裁)示事項辦理。 

三 

「辦理『2020臺中公

安聯合稽查與複查作

業策進研討會』」提

案： 

(一)照案通過。 

(二)請政風處及各有

關機關積極研辦。 

本府政風處、

本府各機關 

【本府政風處】 

本研討會業於 110年 1月

22日於本處會議室召開，

由黃秘書長崇典擔任主

持人，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及公安權責機關(消

防局)共同研討。經秘書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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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裁示：由本府消防局研

擬建置跨局處系統平台，

e 化管理，俾利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橫向聯繫，並

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建立業者自主檢查制度，

解決稽查人力問題，另善

用行政指導，加強新興材

料管理，以落實公共安

全。 

【本府各機關】 

由本府消防局研擬建置

跨局處系統平台，e 化管

理，並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建立業者自主檢查

制度。 

四 

「強化本府各機關資

通安全及公務機密維

護」提案： 

(一)照案通過。 

(二)各機關應透過辦

理宣導、講習等方式，

培養同仁保密意識及

強化法治觀念。 

本府各機關 

【本府各機關】 

109 年度本府政風處暨所

屬政風機構辦理公務機

密維護檢查共計 175案，

缺失共計 87 項，其中 78

項均改善完成；宣導部分

則透過講習、測驗及網宣

等方式辦理，共計 689案，

有效強化機關公務機密

維護及提昇同仁保密意

識。 

另資通安全部分，本府政

風處暨所屬政風機構依

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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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資訊稽核計畫積極

協助機關落實資通安全

法應辦事項並持續追蹤，

ISO27001 導入完成(含導

入中)之完成比例達約

78%，資安責任 D 級機關

更參照 ISO制度精神規劃

稽核表，擴大稽核層面與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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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壹、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一、致力社會參與行政透明，提升機關廉潔效能 

（一）辦理「廉能透明獎」成績亮麗，展現廉能施政決心

為創造本市成為清廉城市，積極鼓勵本府各機關提升

業務行政透明，增加外部監督可及性與提高便民程

度，藉由辦理「廉能透明獎」激勵各機關提出相關業

務透明作為。本府 110年度「廉能透明獎」，經本處督

同所屬政風單位積極推動，計 53 個機關報名，72 件提

案，其中一般參賽類 32案、精進發展類 4 案、公共工

程類 19 案、公所廉能類 17 案。評審結果將透過本府

市政會議時機由市長公開表揚獲獎機關，積極致力於

業務透明化、政府公開透明，有助提升民眾信賴感，

達成「富市臺中、新好生活、陽光政治、清廉城市」

之願景。

（二）結合大學策略聯盟，攜手推動工程倫理課程

本府與中興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學及朝陽科技大

學 4 所大學院校共同進行「臺中大學聯盟推動工程倫

理」計畫，展開合作課程，邀請臺中市議會行政室陳

有政主任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馬鴻驊檢察官預錄教

學影片，由各校依合作課程時間播放，兼顧防疫政策

及工程倫理計畫之推動，4 校總計開設 6 堂線上課程及

1 小時線上即時問答互動，總時數約 15 小時，各校師

生反應熱烈，回饋踴躍，有效觸及師生人數約 400 人，

擴大整合理論與實務之學習效益。

（三）廉潔繪本宣導動畫，社會參與不打烊

持續強化廉潔教育數位宣導，擇選 109 年與本府教育

局合作辦理本市學校廉政繪本創作比賽得獎作品「愛

漂亮的小水母」為互動式動畫腳本，依據劇情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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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 次作答，2 種結局，透過關卡選項觸發不同結

局，引導小小觀眾思考誠實及廉潔之意涵，向下扎根

品格教育。 

（四）廉潔教育台中行，推動「品格教育·廉潔誠信」穩健向

前行 

鑒於教育需日積月累，培育誠信觀念應從小扎根，本

處設計誠實日記活動，廣邀本市國小及育幼院學童共

同參與撰寫「廉小風的誠實日記」，活動以臺中市廉潔

寶寶－小風形象化身為校園小尖兵，帶領學童以日記

形式省思日常生活中自身或他人經驗，達到教育廉潔

誠信之觀念。經擇選優秀作品共 30篇，偕同臺中市立

圖書館自 110年 8月 17日起於臉書粉絲專頁進行線上

展覽，跨越距離及場地限制，以各式饒富童趣的圖文

創作，展現學童對於品格教育的感知，並同步於本市

43 個圖書分館大螢幕推播系統展出，加強社群欣賞者

與廉潔誠信價值之聯結，擴大宣導成效。 

（五）成立廉潔文創小組，腦力激盪創作教案及繪本

本處結合本府教育局政風室，共同以「品格教育、廉

潔誠信」為主軸，進行「廉潔教育－誠信融入式教案

徵選比賽」，廣徵轄內國小現職教師針對不同學齡對

象，設計創新教學方案，建立學生誠實、信用及廉潔

之價值，涵養良善特質。另進行廉潔繪本甄選，以童

趣為取向創作廉潔小故事，推動親子閱讀風氣，相關

優秀作品將用於後續宣導教育，擴大社會參與之深度

及廣度。

二、執行廉政志工業務，擴大社會參與 

（一）協助一般性宣導活動

110年 1月至 9月廉政志工支援本處暨所屬政風單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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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56 場廉政宣導活動，動員 128人次，服務總時數共

367小時，充分發揮廉政志工親民愛鄰，全民動員之精

神與功能。 

（二）辦理廉政志工教育訓練及會議

為落實本處廉政志工隊幹部自主管理精神，於 110 年 4

月 19 日辦理「110年度廉政志工幹部會議」；另於同年

5月 11日及 8 月 17日辦理「110 年臺中市政府廉政志

工故事培訓課程」，以強化志工專業知能及凝聚向心

力，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

（三）辦理 110年度廉政志工公開招募

本處於 110 年辦理廉政志工招募活動，相關簡章並函

請本府各機關協助公告及上傳至本處網站。完成面試

作業後，錄取名單業於 110年 8 月 20日公告於本處網

站。

三、辦理廉政防貪指引，研擬具體防治措施 

（一）為協助各機關公務員順利履行各項職務，不被質疑圖

利，使公務員勇於任事，本處 110 年度擇選「代辦業

者-建管類」及「偏遠地區各類型採購」風險業務，蒐

集重複出現之弊端、違失及司法判決等，挑選具代表

性案例深入檢討，督同都市發展局政風室及和平區公

所政風室規劃彙編廉政防貪指引手冊。

（二）110 年 8 月 16 日於和平區公所召開「廉政防貪指引-

偏遠地區各類型採購」案例研討會議，由本處廖主任

秘書與和平區吳區長共同主持，邀請臺中地方檢察署

馬鴻驊檢察官、建國科技大學工程系陳建志教授與新

社區公所、東勢區公所、石岡區公所等業管單位同仁

及政風人員與會。藉由結合行政部門及外部監督力

量，透過廣泛討論及意見交流，凝聚實務面、法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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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術面之共識做為回饋資訊，適時更新防治措施，

提供同仁及其他機關參考運用，擴大廉政宣導成效，

期能藉此協助機關深入瞭解內部作業流程易發生弊端

原因及相關隱藏風險因子，機先完善制度作業流程，

防範各項弊端重複發生。 

四、稽核風險業務，協助機關興利 

（一）110年法務部廉政署規劃辦理「110年警察機關刑案證

物管理作業專案稽核」及「110 年針對事業廢棄物(污

泥類)全國性專案稽核」2 案全國性專案稽核，本處刻

督同警察局政風室及環境保護局政風室積極辦理。 

（二）本處及所屬政風單位規劃辦理「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各

分局、(大)隊 109 年度採購案專案稽核」、「工程採購

案件專案稽核」、「臺中市補助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及熱水器遷移更換業務專案稽核」、「公共運輸補助業

務專案稽核」、「流行音樂產業活動行銷推廣補助專案

稽核」、「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10年度私立幼兒園立案、

稽查及處分業務專案稽核」、「臺中市焚化廠污染防制

設備採購及管理措施專案稽核」、「臺中市政府暨所屬

機關 110年路燈採購（含新設及養護）專案稽核」、「個

人資料查調系統專案稽核」、「藥品採購業務專案稽

核」、「110 年度納骨設施管理業務專案稽核」及「109

年旅宿業管理裁處業務專案稽核 」等 12 件專案稽核。

後續針對稽核所見違失，彙整研析作業流程是否有疏

漏，就建議事項追蹤採納改進狀況與修訂規管措施情

形，協助機關完善作業機制並提升行政運作效能，周

延法令規範，增進市政服務品質，營造本府優質行政

環境。

五、落實再防貪及預警，強化風險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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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處偕同所屬政風單位針對機關所發生之貪瀆不法或

行政違失案件，就發生之原因、過程、內部控制監督

作業漏洞等進行具體研析，編撰「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特搜大隊搜救犬隊隊員 106 年間藉不實單據核銷採購

案」及「臺中市養護工程處員工勾結廠商調換試體並

獲取不正利益案」等 2 件再防貪檢討專報，研提策進

作為 21項，追究行政責任 5人(書面警告 3 次、記過 1

次、記一大過 1 次)，相關措施均獲機關首長支持，利

用機關廉政會報檢討，並追蹤後續執行情形及效益，

貫徹「防貪、肅貪、再防貪」機制。

（二）本處及所屬政風單位針對機關可能涉及貪瀆不法或涉

有違失之案件，機先採取預防作為，適時提出建議事

項並陳報機關首長，以防杜弊端發生。110 年 1月至 9

月本處及所屬政風單位共計辦理 86件預警作為，財務

效益合計 1,339萬 3,976元，追究行政責任 10人次，

修訂規管措施 14 種，召開廉政會報或檢討會議 16場，

辦理廉政宣導或講習 13案。

六、辦理公共工程抽查驗、提升本府公共工程品質 

110年 1月至 9 月，抽查本府各級機關、學校公共工程案

件共 31 件，計有機關 13 個、學校 2 間及公所 2 個：包括水

利局 5 件，教育局、新建工程處各 4 件，建設局、住宅發展

工程處、文化資產處、停車管理處各 2 件，運動局、觀光旅

遊局、環境保護局、地政局、農業局、原住民族委員會各 1

件；學校部分國小 1 件、高中職 1 件；另公所類抽驗 2 件。

抽查結果共發現缺失 372項，提出建議 26項，發現缺失事項

除請各工程主辦機關督促承攬廠商改善及說明外，針對違反

契約及相關規定者應依約究責，並追蹤至解除列管。 

七、辦理公共安全查核，維護公共場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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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配合本府消防局辦理公共安全聯合稽查複查，業於

3月 17日至 3 月 23日進行第 1 次公共安全聯合稽查複查，共

計 5日，每日查核 3家，總計查核 15家事業單位，有轄內體

育(運動)場館、休閒娛樂服務業、補習班及老人福利機構等

類別。因應防疫政策，配合本府消防局賡續規劃於同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10 日進行第 2次公共安全聯合稽查複查，透過公共

安全聯合稽查，助於落實內控風險管理，並提高查核公信力，

以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八、配合財產檢核，維護國產權益 

為瞭解本府各機關學校經管市有財產之產籍管理與使用

情形，由本府財政局、主計處及本處組成檢核小組，辦理市

有財產定期或不定期檢核，110年辦理期間為 5 月 12日至 11

月 15日(因疫情影響，自 110年 5月 18日起延期辦理，於同

年 8 月 16 日起續行辦理)，本處預計會同檢核 43 場次(總數

130場)，截至 110年 9月已會同辦理 28場。 

九、辦理臨界工作，擴大業務成效 

為落實法務部 109-110 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強化機關

同仁及一般社會大眾消費者保護意識，杜絕消費詐欺等不法

情事，督同所屬政風機構辦理 110 年消費者保護宣導。截至

110 年 6 月底，專題演講 5 案、文字宣導 282 案、電化宣導

137 案、有獎徵答 7 案、口頭宣導 31 案、藝術宣導 8 案及其

他宣導 4 案，共計 474案。 

十、執行「肅貪工作」業務報告 

110 年函送貪瀆線索案件 5 件、一般非法案件 15 件、起

訴案件 4 件、辦理行政肅貪案件 5件、行政責任案件 14件、

機關安全違常案件 4件、專案清查 4件、蒐報政風資料 15件、

行政處理暨澄清結案 35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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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貫徹清廉執政，致力「路平」與「廉能」 

本處擔任本府道路工程查驗小組秘書單位，戮力加強抽

查、提高能量，透過縝密系統化作為，每月勾稽篩選低價搶

標、不良廠商、承攬能量異常等 7 件以上高風險道路工程，

會同外聘查驗委員、道路工程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施工廠

商進行平整度、厚度、壓實度與含油量等實地查驗取樣。110

年度 1月至 9月辦理情形如後： 

（一）110 年 1 月至 9 月總計選案 76 案，鑽心取樣 221 點，

發現缺失者計 6 案，涉屬重大缺失者計 2 案，共計節

省公帑、減少浪費或追繳廠商不當利益合計 32 萬

4,022 元。其中本府道路工程查驗小組選案 65 案，涉

屬重大缺失者計 1 案，共計節省公帑、減少浪費或追

繳廠商不當利益合計 25萬零 910元；各工程主辦機關

及區公所之政風單位選案 11 案，涉屬重大缺失者 1

案，計節省公帑、減少浪費或追繳廠商不當利益合計

新臺幣 7 萬 3,112元。

（二）為落實本府重大工程品質推動委員會 108 年第 1 季會

議決議，將「道路修補或管線挖掘案件」列為查驗重

點，本年度 1 月至 9 月針對管線挖掘案件辦理道路工

程查驗計 44 案(第一季至第三季分別查驗 20 案、3 案

及 21 案)，查驗結果涉屬重大缺失者計 1 案。 

（三）研編道路工程相關法令彙編

本年度研擬編纂「道路工程相關法令彙編」，內容部分

擇定 21項本市最新道路及管線挖掘重點法規、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本府重要函釋，並包含「本府採購

稽核小組彙整之道路工程採購違失態樣」及「本府道

路工程查驗小組統計之查驗常見缺失態樣」，以便道路

工程主辦機關及監造單位查考與執行，期對優化道路

工程品質有所裨益，進而提供市民安全、舒適、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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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路環境。 

十二、辦理採購稽核，增進採購效益，防制弊端發生 

（一）採購案件稽核情形

本處擔任本府採購稽核小組(下稱本小組)秘書單位，

本小組 110 年度函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稽核件

數目標值」為「386 件」、「稽核總預算金額目標值」為

「80 .67 億元」，截至 9 月底止，「實際稽核件數」為

「248 件」、「實際稽核總預算金額」為「54.3億元」，

皆達每月目標值。另專案稽核案件為 80 件、書面稽核

案件為 168件。

按採購案件性質統計：工程採購 83 案、財物採購 82

案、勞務採購 83 案；按稽核監督結果統計：聲復結案

171案。

另就上揭聲復結案 171 件採購案，統計採購稽核結果

(含缺失事項)共計 806 項，按採購缺失態樣類型統計

分析如后：

1、違反政府採購法令及函釋，共計 32 項：採購規格

訂定不當計 1 項、刊登招決標公告作業欠當計 20

項、底價訂定作業欠當計 7項、開審決標作業欠當

計 4項。 

2、一般性作業疏漏，共計 659項：簽辦準備招標文件

草率疏漏或有瑕疵計 494項、開審決標等相關文件

有疏漏或瑕疵計 123項、履約驗收過程作業有疏漏

或瑕疵計 42項。 

3、改善建議事項及其他，共計 115 項。 

（二）受理廠商陳情異議採購案件

110 年度受理廠商陳情異議採購案件計 36 件、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移案或督責招標機關妥處者計 7 案、

14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函請本小組提供後續缺失改善辦

理情形暨稽查人員審核意見者計 3案，均予依法妥處。 

（三）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1、錄製「善用政府採購－採購評選常見缺失諮詢站」

教學影片 

聘請外聘稽核委員陳有政，以錄製「善用政府採購

－採購評選常見缺失諮詢站」影片方式，針對採購

評選之特性、程序及複數決標應注意事項等重點介

紹，並已將 DVD分送本府各機關及學校參閱。 

2、為防止類案缺失重複發生而影響採購效率，爰彙整

「臺中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109年稽核監督所見採

購違失態樣暨改善措施一覽表(通案性)、(營養午

餐及校外教學)、(道路工程)」，函知本府所屬各機

關、各級學校及道路工程主辦機關參考運用，並公

告於本府政風處網站。 

3、研編「採購評選常見缺失諮詢站」客製化宣導教材 

針對採購評選常見缺失研編客製化宣導手冊，供採

購人員辦理此類採購之參考。 

4、召開專案輔導稽核會議 

為提升採購稽核品質，邀請具有採購相關專門知識

之專家學者，於 110 年 8月 3日辦理本市臺中工業

高級中等學校「新實習大樓新建工程」、南屯區東

興國民小學「東興國小球場暨周邊設施整修工

程」、8 月 5日辦理本市警察局「109 年防水透氣雨

衣及行政人員服裝採購案」及 8 月 23 日辦理本市

經濟發展局「臺中市篤行公有零售市場 D 棟耐震能

力補強工程」、8 月 25 日辦理本市沙鹿區公所「臺

中市沙鹿區 109 年度交通安全設施改善工程(開口

契約)」、8 月 27日辦理本市太平區公所「10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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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區水土保持及農路維護小型工程(開口契

約)」、8月 30日辦理本府衛生局「109 年度高關懷

定點心理諮詢服務計畫」、8 月 31 日辦理本府新聞

局「2020搖滾臺中音樂節系列活動採購案」、9 月 3

日辦理南屯區公所「109 年度臺中市南屯區災害緊

急搶險搶修工程(開口契約)」稽核查察作業暨採購

常見缺失研討會議，會中邀請受稽核機關相關業務

主管及承辦人到場說明，並請相關機關政風室及本

小組成員列席觀摩，有效落實採購稽核經驗傳承。 

5、辦理採購稽核業務講習，建構稽核人員專業能力 

(1)110 年 3 月 22 日邀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蔡

承平技正講授「政府採購常見錯誤行為態樣暨

案例解析」課程。

(2)110 年 8 月 25 日邀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張

志偉技正講授「最有利標理論與實務探討」課

程。

6、編印「110年度採購稽核案例彙編」，提供稽核小組

成員及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參酌運用 

為提供稽核案例予各稽核委員及稽查人員，作為稽

核業務撰擬稽核報告方式之參考，本小組將稽核

109 年度本府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採購案件，所見缺

失甚多、外聘稽核委員辦理專案稽核及審計單位賡

續查察等案件，整理挑選後編列「110 年度採購稽

核案例彙編」，列有工程類、財物類及勞務類各 3

案。 

（四）考核績效及獎勵

1、本府採購稽核小組 109年度績效考核評分綜合成績

為 92.68分，審定等第連續第 5 年榮獲優等。 

2、緣 109年 12月 17日召開之年終檢討會議通過「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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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稽核人員獎勵計畫」，於考核等第為優等時啟動

相關獎勵，後須將配合防疫規定辦理相關行政作業

事宜。 

十三、推動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強化政府監督機制，營造優質公

務環境 

（一）本府為提升公共工程建設品質，強化保障採購人員機

制，配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法務部廉政署之政

策指示，推動成立重大採購廉政平臺，本府建設局、

都市發展局及地政局分別業擇定重大工程，成立「臺

中國際會展中心重大採購廉政平臺」、「臺灣智慧營運

塔新建工程廉政平臺」及「市地重劃工程-第十四期第

六工區公園景觀標（含 14期全區公園簡易綠美化）採

購廉政平臺」在案。

（二）地政局「市地重劃工程-第十四期第六工區公園景觀標

(含 14 期全區公園簡易綠美化)」業分橋樑、機電及景

觀三部分驗收完竣在案；本處並於 110年 4月 14 日召

開「臺中市巨蛋體育館興建工程」重大採購廉政平臺

實施計畫協調會議，刻正督同運動局、建設局、都市

發展局、住宅發展工程處及新建工程處政風室辦理相

關事宜。 

十四、落實公務倫理、陽光法案，完善申報、登錄作為 

（一）完善倫理規範登錄，建構廉潔公務文化

本府 110年 1月至 9月受理登錄廉政倫理事件共計 130

件，其中受贈財物 123 件、飲宴應酬 5 件及其他廉政

倫理事件 2件，均依規妥處。

（二）極積推動陽光法案，邁向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利益衝

突零裁罰之目標

1、完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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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之立法意旨，在於端正政

風、澄清吏治，以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

110 年度本府應辦理定期申報約 2,572 人、就

(到)職申報約 426 人、代理或兼任申報約 21

人、解除代理或兼任申報約 16人及卸(離)職申

報約 296人，共計約 3,331人。

(2)109年度實質審查公開抽籤比率定為 10%，前後

年度財產資料比對則於前述 10%中另依 2%為

之，本處暨所屬單位辦理實質審核件數 355件、

前後年度比對作業 61件。

(3)推廣授權查調財產功能，協助申報人正確申報

財產，本處 110年度以「財產申報案件零裁罰」

為目標，積極辦理各項陽光法案工作，並函頒

「臺中市政府辦理 110 年陽光法案工作實施計

畫」予各機關配合執行，以積極推廣並敦促申

報義務人辦理。本年度刻正輔導本府申報人辦

理授權作業，協助申報人提升申報財產資料正

確性大幅提高，同時降低因申報不實而遭致裁

罰之機率，未來財產申報實質審核移送裁罰案

件將大幅降低。

2、防止利益衝突促進行政透明 

(1)辦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年度彙報作業

督同所屬政風單位辦理 109 年度公職人員各類

迴避情形彙報作業，經統計 109 年度本府各機

關學校共計 1,054 件，均為自行迴避案件，相

關資料業依規彙報法務部廉政署。

(2)加強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預警作為

督同所屬政風單位於機關監辦或會辦採購、補

助、人事進用等相關業務過程中，針對疑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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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本法者提出預警建議，機先採取防範作為，

避免不當利益輸送情事，建構本府廉潔公務文

化。 

十五、擴大廉政宣導，深化同仁廉潔意識 

為提升各機關同仁廉潔意識，促進同仁依法行政、積極

任事，加強辦理廉政法令宣導，深化同仁對貪腐風險之認識，

強化廉潔心防，重點成果如下： 

（一）培育優質採購人力，建構廉能採購環境

1、訂定本府「110 年度採購健檢專案宣導活動」實施

計畫 

為提升本府廉能採購環境，完善採購作業流程，結

合本府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監督能量，運用健檢概

念，診斷研提缺失改善措施，並採取實體及數位雙

軌宣導模式，提供本府同仁多元學習管道。 

2、辦理採購暨廉政法令教育訓練 

於 110 年 4 月 26 日辦理「政府採購常見刑事責任

解析」廉政法紀課程，邀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馬鴻驊，講授常見採購違失案例及相關刑事責

任，協助本府同仁建立廉潔自律觀念。 

3、製作數位影音課程 

本處將製作之「善用政府採購-採購有夠正小講堂」

影音課程，上架「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網站，鼓

勵同仁線上學習，並延續採購議題，錄製「善用政

府採購-採購評選常見缺失諮詢站」影音光碟，函

發本府各機關宣導運用，有效降低時間及空間之限

制，兼顧防疫與宣導，持續提升採購人員專業知能。 

（二）表揚廉潔楷模、型塑廉潔風氣

110年度廉潔楷模遴選活動，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共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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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103 位候選人，經資格初審，並組成「複審及遴選

委員會」，擇優遴選出 24 名廉潔楷模，業於 110 年 8

月 31 日簽奉市長核定在案，後將視疫情狀況安排於擴

大市政會議場合，恭請盧市長頒獎表揚，並將相關活

動訊息及內容並登載於本府全球資訊網，彰顯本府優

質清廉形象。 

十六、召開廉政會報，凝聚機關廉政共識 

（一）本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擬於本年 10 月 12 日召開，本

屆廉政會報聘請包含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黃謀信檢察

長、僑光科技大學余致力校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李

長晏院長、東海大學法律學院蕭淑芬教授及逢甲大學

財經法律研究所林孟玲副教授等 5 位外聘委員。會中

擬進行「臺中市政府重大採購廉政平臺」及「道路工

程品質管控策進作為」等 2 項專案報告，並針對 3 項

提案進行討論，將於會後列管指裁示事項，督請權管

機關積極辦理，期利用會報平台，結合各機關防貪肅

貪能量，有效發揮統籌整合、興利防弊之功能。

（二）本年度截至 9 月，督同所屬政風單位召開機關廉政會

報 31 次，透過會報平臺，由首長親自主持，展現機關

反貪決心，凝聚機關廉政共識，並就機關各項廉政推

動措施、廉政議題及貪腐之治理，專案檢討策進，提

升機關廉政形象。

十七、執行公務機密與機關安全維護業務 

（一）研編「臺中市政府 110 年機關維護工作成效報告」及

「110 年臺中市政府各機關資通系統及資訊安全稽核

專報」。

（二）辦理公務機密與安全維護宣導共計 610 案。

（三）辦理公務機密檢查執行共計 54案與機關安全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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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狀況檢查執行 71案。 

（四）協助處理本處暨所屬機關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陳情

請願案件共計 34 件。

(五) 蒐報有關本市疫情假訊息情資共計 16則，並依通報程

序通報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辦理。

十八、建置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強化資通安全管理機制 

（一）由本府各機關之政風單位依 110 年資訊稽核計畫，偕

同資訊及業務單位採獨立查核方式，判斷資訊安全管

理的控制目標、方法、流程及程序是否符合法令法規

及本府之資訊安全要求，勾稽有無不當查詢及個資外

洩情事，再協調各機關資通安全管理部門及業管單

位，就機關現有資通系統特性及運作現況，界定「系

統存取異常狀況」及建構相關通報機制，就資通安全

管理部門每月彙送系統存取異常狀況報表進行瞭解，

以防止機關資通系統或資訊遭不當使用、洩漏、竄改、

破壞，並採納機關同仁相關建議，進而研析從中所發

掘問題，提出具體可行改進意見或措施，彙編資訊稽

核專報，簽陳首長後移請業務權責單位改進現有缺

失，作為邇後相關政策擬定之參考。

（二）有鑑於近年來隨著雲端運算、人工智慧、物聯網、大

數據等科技發展與應用，政府推動各項施政，資訊設

備及系統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項工具，政府機關也因

此常常持有或隨時可查得民眾生、老、病、死及個人

所有財產資料，藉由該龐大資料庫執行各項政策，使

業務進行更為迅速且有效率。爰此，本次稽核作業特

擇定含有大量機敏資料或民眾個資之所屬機關－本府

社會局及都市發展局，針對特定資訊系統執行稽核，

以確保上開機關主要輔助資通系統、系統資料、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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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路通訊安全，並有效降低因人為疏失、蓄意或天

然災害等導致之資訊資產遭竊、不當使用、洩漏、竄

改或毀損等風險，並建構「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ISMS,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以符合資通系統之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與法律遵

循性之資通安全管理體系。 

十九、落實防疫措施，掌握機關維護安全 

（一）機關為因應新冠肺炎採行之防疫措施，部分涉及公務

機密維護及機關安全維護，為協助與配合機關落實公

務機密及機關安全工作，兼顧機關既有緊急疏散動線

及標示，確保實聯制個資無外洩之虞，掌握異地辦公

及居家辦公衍生之資安風險，本處推動「110年防疫專

案維護」並訂定執行計畫。

（二）前開專案維護透過實地檢查方式，結合防疫、機關安

全(緊急逃生動線)、公務機密(實聯制個資保護)及資

訊安全(居家及異地辦公資訊軟硬體檢查)等事項綜合

檢視；本案自 110 年 6 月起於共檢查一級機關及公所

等 37 處廳舍，並發現封閉逃生出口、阻塞逃生通道及

實聯制個資保存逾期等 108 項缺失，截至 110 年 9 月

相關缺失改善率為 92.3%；另為深化本次專案成果，業

簽奉本府核可將檢查範圍擴大至本府各級機關學校，

由各一級機關檢視所屬機關(構)有無前開缺失態樣並

督導改善，本處將彙整相關執行成效後簽報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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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題報告

臺中市政府 

重大採購廉政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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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題報告 

道路工程 

品質管控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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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辦理 

「工程倫理廉政宣導與企

業誠信論壇」





臺中市政府 110年第 1次廉政會報提案表 

編號 01 提案單位 政風處 

案 由 

為深化本府工程人員法令素養，同時強化廠商企業社會責

任，擬辦理「工程倫理廉政宣導與企業誠信論壇」，期建立

本市廉潔優良之公共工程文化，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市於近年推動之 12大施政發展策略及相關重大公共

工程建設案，為使本市各項公共工程皆能如期、如質、

無垢完成，除強化工程三級品管機制外，亦有必要從根

本提升工程人員敬業操守，進而對提升整體工程環境與

品質產生正面效益。實務上曾有工程機關人員因使用廠

商提供之財物等而疑涉不法之案例，顯見「工程倫理」

實屬現代工程人員必備專業知能，不分公私部門均應正

視且遵循工程倫理，以建構良好的工程文化與品質。 

二、本府業與法務部廉政署、中興大學、逢甲大學、東海大

學及朝陽科技大學等 4 所大學結合進行「臺中大學聯

盟推動工程倫理」計畫，並規劃進一步針對本府工程人

員及在建廠商深化工程倫理意識，分別透過公部門、私

部門及大學專業教育同步扎根落實，展現本府守護工程

品質及廉能風氣的決心。 

辦 法 

本案審議通過後，由本處與水利局共同研議規劃「工程倫理

廉政宣導與企業誠信論壇」相關事宜，並視疫情狀況調整活

動時間與內容，邀請本府建設局(含新建工程處及養護工程

處)、都市發展局(含住宅發展工程處)等相關工程單位人員

及工程廠商參與。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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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加強宣導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14條規定事項  





臺中市政府 110年第 1次廉政會報提案表 

編號 02 提案單位 政風處 

案 由 

加強宣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14條有關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事前揭露及機關事後公開之規

定，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法業於 107年 12月 13日修正施行，新制重點之一，

為擴大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例如將公職人員或其配

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董監事、理事的農會、漁會、

宮廟、社區發展協會、基金會等非營利之法人、非法人

團體均被納入關係人範圍。 

二、又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

係人與其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經公告或公開

方式辦理之補助或交易，於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

填寫事前揭露表以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

行為成立後 30 日內，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

公開於其機關團體網頁之揭露專區。 

三、有鑑於現今民間團體機構與政府機關申請補助及交易行

為態樣多元頻繁，如違反上述規定，依本法第 18 條第

3 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爰應加強宣導相關規範，避免本府之公職人員或

機關因不諳法令規定致遭裁罰，並配合推動相關行政透

明化措施，建立本府廉潔施政、透明治理之公務文化。 

辦 法 

請本府各機關利用公開會議場合(如主管會議或廉政會報)、

辦理講習等多元方式，加強宣導本法第 14條事前揭露及事

後公開之規定。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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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提案討論 

加強督導資通系統 

委外廠商機敏資料管理案 





臺中市政府 110年第 1次廉政會報提案表 

編號 03 提案單位 政風處 

案 由 請各機關加強督導資通系統委外廠商機敏資料管理案 

說 明 

各機關辦理之活動或措施為因應資訊社會或防疫需求，大量

運用電子或資訊系統，其中資通系統之建立及維運大多委託

外部廠商執行，為避免存有大量公務機密之系統成為駭客攻

擊對象，或廠商管理不當洩漏機敏資料或民眾個資，建請應

於採購評選及契約中加強委外廠商之管理，並建立督考機制

及罰則，俾降低機敏資料外洩之風險。 

辦 法 

機關應考量業務機敏性判斷有無將資訊作業委外辦理之必

要，有委外辦理者，應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之資訊

服務採購標案範本，落實資訊稽核，並確保各項安全管控需

求與保密規定，如簽訂保密協議、落實權限分級原則與最小

控制原則等，並於契約明訂洩密責任。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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