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機關：
富市臺中
活水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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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Water Resources Bureau of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廉」續創新

透明晶質

~111年度參獎心得經驗分享

111 年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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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下 的 越 緊 心 就 是 越 揪 著

防 洪 治 水 揪 感 心

滾滾泥水，巷道淹成溪流，不斷灌進民宅
這波波的洪水猛獸 ~讓30多戶居民恐懼與害怕

~我們感同身受

但是水利局：成功東路排水改善刻不容緩

但現地腹地不足、違建叢生、水溝阻塞…  ~困難度極高
這個工程不是水利局說了算，還需要都發局…

協調溝通、跨域合作、無償提供土地
~種種的問題都努力克服了

最短時間達成「活水興利」目標，解決居民問題

給市民一個安全的水利環境
是我們的責任 更是我們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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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PART 機關決心、資訊透明、風險防制

主持廉政會報標竿學習 整備會議

首長決心 重視支持

持續用心 解決民怨

座談說明會

同仁同心 榮譽共享

主題網站資訊公開

◆主動公開透明，外
界容易取得資訊。
◆制定標準作業程序，
業務執行有規則可循。
◆輔以資訊科技系統，
增加資訊透明化，縮
短民眾資訊取得時程
及達到風險防制目的。

風險防制-危機處理

拜會檢察長

拜會新任檢察長

民眾段○○陳情案

●建立司法互助關係。
●機關發生廉政危機，以司法機關
為後盾，圓滿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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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模範公務人員
績優採購人員
廉潔楷模



03
PART 資訊透明-民眾參與、減少陳情

惠來溪改善計畫

東大溪改善計畫

綠川改善計畫

資訊透明 民眾參與
外部監督 減少陳情

廉政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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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關鍵&地方需求

◼ 南山截水溝民國64年規劃，
歷經臺灣省建設廳、經濟
部水利署，最後內政部都
委會審決通過本案都市計
畫變更。

◼ 徵收面積縮小，受益地主
約2000人，經費大幅減
少，協調過程在完全透明
及公開作業下，經土地所
有人及公部門協力完成，
創造雙贏。

◼ 與校方公私協力合作關係
是順利推動的關鍵。

◼ 拜訪里長、邀請在地民眾、
師生、關心環境的NGO專
體及週遭國小等，辦理超
過15場互動式工作坊、淨
溪、座談會活動，建立雙
向溝通平台。

◼ 資訊公開，工程各階段提
供多元資訊揭露及意見回
饋管。

◼ 中興大學扮演重要的角，與
校方多次討論，師生同意將
原來圍牆J拆除。實現了「學
校即花園」的願景。

◼ 辦理培力計畫幫助工程推動，
透過與民眾討論溝通，雙方
共識，設計及後續施工限段
鮮少抗議陳情。

◼ 辦理多場次說明會，杜絕市
長：「民眾不滿意也沒用」
情形。

◼規劃前拜訪周遭各里，進
行說明及訪談，以確認地
方需求。

◼舉辦生態檢核及地方、民
眾、施工等說明，並利用
各種公開管道設立專頁公
開相關資訊或發布訊息，
持續溝通。

◼整治完成後與周邊逢甲大
學合作，作為實際教學案
例。

◼多次地方與中央跨部會
協商；辦理水價、水質、
水量協助及用水契約的
協商等。

◼採促參有償BOT方式辦
理，中部首件與高科技
產業合作之再生水案。

水安全 水環境 水文化

03
PART 資訊透明-公私協力、符合人民期待

東大溪綠川興大段 惠來溪南山截水溝 福田再生水

公私協力 雙方溝通

公私
協力

參與
設計防洪 水質 景觀

跨域
合作

符合人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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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成效



03
PART 評價回饋、風險防制-外界肯定、節省公帑

廉政成效

全國水環境計畫居民高度肯定

◆南區平和里里長柯瑞洲 ◆南區長春里
里長林姍汝

感謝水利單位
感謝政府 環境改善，常常會回來走走

確實是里民所期待的

◆南區城隍里里長林炳儀
◆龍井區新東里-里民何明秀

可以帶來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

河道整理後，
水都不會淹到橋面了

◆南區積善里
里長余惠貞

資訊科技系統回饋及風險防制成效

●資訊科技系統回饋成效：

◆山坡地資訊查詢縮短公文時間，由5天變成系統即時查詢；另紙本公文查詢量由每年600件降到100件
以下，提升效率及民眾滿意。

◆水土保持申請案件躍升，1,730件/108年，4,084件/110年，效率提升。案件進度查詢次數大躍進。滿
意度達90%以上，大幅提升。

◆溫泉智慧物聯網增加國庫收入，3,308,564元/108年，7,042,290元/110年，運用科技計量用水情形，
達到公開透明，避免不法。

●廉政預警成效：108年至110年期間，採購案件廉政預警作為79件，節省公帑或增加國庫收入約1,880餘
萬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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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水文化
首創污水服務團、溫泉智慧物聯網

首 創(擴散)

水文化特色

首 創

污水服務團與查詢平台

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

擴 散

廉能 透明事蹟交流分享

首 創

溫泉智慧物聯網

首屈一指(擴散)

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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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PART 首屈一指「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

與中興大學、台中教育大學、逢甲大學及東海大學等學校，共同簽署
「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合作協議備忘錄（MOU），永續發展河川水
環境，同時藉由多平臺或管道，發揮交流與擴散效益。

共同 守護 理念

河

東海大學中興大學 臺中教育大學 逢甲大學

一所大學

守護一條
惠來溪
潮洋溪

柳川東大溪綠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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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召開研商會議

永續不是階段性的任務，更不是
口號，「一所大學守護一條河」
信念不間斷，「定期召開研商會
議」，延續共同守護理念。

~增強外部監督程度 降低廉政風險
強化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04
PART 首創水文化-環境教育館

1912年，臺灣總督佐久
間馬太行經今中山綠橋
時，看見橋下溪流綠意
盎然，大加讚賞，自此，
這條無名溪有了一個美
麗的名字「綠川」。

早期，東大溪流域多為
農田，東海大學校園內
現存的「大社支線」灌
溉溝、「水道橋」更是
珍貴的農村記憶。

在過去，因時常有人
乘坐竹筏往來溪中垂
釣，竹筏的臺語發音
為「筏仔」，久而久
之，這條溪流就被稱

為「筏子溪」。

因河川兩旁種有許多柳
樹，在臺中市於1916年
實行市區改正之際，台
中廳長和民間有志之士
一同將此溪流命名為
「柳川」。

「廉」的基礎下創新公民文化課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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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持續擴散

讓 水 的故事永流傳



04
PART 污水服務團、溫泉智慧物聯網

首創 污水服務團與查詢平台

全國首創，成立
服務團與查詢平
台，建立雙方溝
通管道，讓資訊
透明，有效解決
民眾問題。

首創 溫泉智慧物聯網

全國首創，建置利用水計量之科技設備，
完善本市溫泉地下水資源管理。同時善用
科技輔助，讓用水計量公開透明，避免不
法，建立廉潔環境。

廉 能 透 明 事 跡 交 流 與 分 享

讓廉能透明 的事蹟永發熱

2019廉能政府·
透明臺灣國際交流系列活動

2021雲端物聯網創新獎頒獎交流
2022廉能透明獎特優案例交流分享

相關廉能透明作
為，除榮獲得獎
殊榮外，並利用
大型活動機會交
流並分享，型塑
標竿學習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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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水溝加蓋，就以為一切美好
但有天蓋子打開，才發現雜物、臭味瀰漫

推動透明晶質無非就是避免這種場景的發生，
符合本府透明治理理念~

★委員問到，這麼好的系統、措施，下載量有多少、
民眾善用情形如何?

光是做好還不夠，還需要完整的推展跟傾聽，有精進空間~

水利局持續貫徹及努力

加強傾聽民意 完整簡政便民 符合民眾期待

★委員提到，深刻感受到水利局在參獎作業上的用心與努力，
還有團隊的活力。

本次透明晶質參獎，平時除有賴全體同仁共同努力與經營外，
實地評核作業同仁再次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圓滿完成任務。

凝聚團隊向心力
-機關滿滿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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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加油



解決民眾問題、消除民怨，是本質

推動公私協力、跨域合作，藉由共同
參與及外部監督力量

未來，持續強化臺中韌性基礎降低水災
害，將水資源永續利用，給民眾一個兼
顧「水安全」、「水環境」、「水文化」
之水麗大臺中

民「 之所欲
就是市府施政方向！」

~讓民眾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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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本來美好的事，可以更美好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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