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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111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8月 23日（星期二）上午 11時整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主持人：召集人盧市長秀燕 

紀錄：陳韋如、童容姿、曾煒婷、趙岑家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壹、主持人致詞 

黃秘書長、負責主政辦理廉政會報的政風處詹處長，以

及各位委員、各位同仁，大家好，現在召開本年度第 1次廉

政會報。首先介紹今天蒞臨的外聘委員，第一位是余致力委

員，余委員現任僑光科技大學校長，也是國際透明組織台灣

分會台灣透明組織顧問團召集人，研究專長包括公共行政管

理、廉政治理以及企業誠信；第二位是李長晏委員，李委員

現任中興大學法政學院院長，研究專長包括地方政府與政

治、跨域管理、府際關係、公共政策、公共管理、都會治理

與規劃；第三位是蕭淑芬委員，蕭委員現任東海大學法律學

院教授，研究專長包括憲法、行政法、法理學、基本人權及

法治；第四位是林孟玲委員，現任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副教授，研究專長包括智慧財產權法、生物科技法、財經法；

另外第五位是郭永發委員，現任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因

為郭委員先前已經排定個人行程，今天不克參加，請我們代

為致意。感謝各位委員今天特別出席，委員們都學有專長且

形象良好，有豐富的學術及實務經驗，在事務忙碌之餘，仍

願意出任市府的外聘委員，再請各位委員在今日會議中以專

業第三者角度，針對本府廉政業務推動情形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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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未來策進的方針。 

跟大家報告，市府每年例行召開廉政會報，定期檢視各

項廉能措施執行成效，今年是我第 4次主持廉政會報，尤其

在這四年當中有兩年的時間碰到新冠肺炎疫情，對臺中市民

的生活帶來很大的衝擊與改變，不過市府團隊一方面積極防

疫，守護市民、守護臺中，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以及廉政

業務也沒有停下腳步。臺中市身為全國第二大城市，貫徹地

方廉能治理是首要的基礎，自我上任以來，市府在廉政治理

上有很多重大的變革，第一、秀燕就任以來的執政主軸就是

「陽光、空氣、水」，陽光排在第一位，就是「廉能治理、公

開透明」，這是我認為施政很重要的要素，臺中市政府凡是對

外簽訂的合作備忘錄一律公開，至今已公開近百筆，在市府

的網站上都可以查閱。另外大家都知道各縣市政府或行政院

各部會，一定會例行召開機關最高層級會議，以臺中市政府

而言，即是每週的市政會議，市政會議的重要性就在於，但

凡與市府有關的預算、人事、法律案等，都需要經過市政會

議討論，參加對象都是一級機關首長，過往各縣市政府未必

會公開市政會議過程，但是秀燕就任以來，近 180 場市政會

議皆全程公開直播，讓市民清楚了解市府正在進行中的重要

政策。 

此外，我們也成立了機關採購廉政平臺，過往機關的採

購案都由各單位自行主政，但現在針對重大工程，導入採購

廉政平臺機制擴大外部監督，讓局處更公開、透明、公平地

辦理採購業務，同時以昭公信，到目前為止運作良好，我前

不久看到一篇有關各縣市機關採購廉政平臺的評論，肯定臺

中市設置採購廉政平臺對防貪的正面成效，是一個很好的典

範，我心裡也覺得十分安慰。而我們每年也持續辦理廉能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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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獎活動，優化行政業務流程，對於各機關獲評優異的措施，

都有公開表揚獎勵，促使各機關在推動廉政業務方面達成相

互激勵的效果。 

我的本屆任期再過一百天左右就要屆滿，因此我把四年

來所做的改革以及發展的方向，向市民朋友們進行說明，過

去四年裡，市政團隊致力奠基在「操守廉潔、傾聽民意、透

明治理、簡政便民」的施政要領上努力打拼，同時我也要謝

謝市府同仁們，臺中市的公務員素質都非常好，我從政的時

間很長，將近三十年的時間，經歷過很多機關，我敢說臺中

市政府的公務人員素質真的很高，光是能進臺中市政府工作

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臺中市是大都市，地理位置優

越，臺中是許多公務同仁的志願首選城市，我在巡視各機關

時，常有主管向我介紹同仁是高普考的榜首、探花或前幾名，

甫入公門就選擇臺中市為第一分發志願，因為臺中市的公務

人員都非常優秀，所以我們有很好的基礎，只要在廉政業務

上更加地落實，取得市民的信賴，政府機關組織運行的首要

目標就有達成。在此再次謝謝這四年來所有委員、市府同仁

的付出，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們未來會繼續努力，謝謝

大家。 

貳、上次會報主席指（裁）示事項辦理情形：（略） 

主持人指（裁）示： 

謝謝政風處所做的報告，上次會報指（裁）示事項統一

解除列管。 

參、秘書單位工作報告（略) 

主持人指（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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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謝謝政風處的報告，我要藉這個機會特別謝謝政風處

由詹處長所領導的團隊，這幾年來在政風業務上的努

力及改革，包括剛才有提到廉能透明獎，以及舉辦企

業誠信論壇，取得企業對本府公開透明的信賴以及合

作；另外市府也針對重大工程，推動機關採購廉政平

臺，讓外界能夠了解這些工程採購案的運作情形，取

得民眾、議會的信賴，顯示相關預算或採購的辦理是

符合規定、公正無私；另外像道路及建築工程抽查驗，

以及稽核業務、強化風險控管等都有很好的做為，對

於興利除弊非常有成效，我在此也表示肯定，希望能

夠更上層樓，大家繼續努力。 

（二）秘書單位工作報告准予備查。 

肆、專題報告 

一、政風處專題報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

補助規定之介紹」（詳如會議資料第 31~39頁） 

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補充說明，因為這個法案很重要，所

以監察院特別召集全國各地方政府的秘書長開會研議，而市

府很多單位都有補助款申請的業務，因為法令更迭快速，所

以容易忽略程序正確性與利益衝突迴避的問題，例如很多民

意代表的關係人都有擔任基金會、協會的職務，他們來申請

補助時就會受到利益衝突迴避法的限制，對於常受理補助款

申請的單位而言，執行上就應該要合於政風處所提的作業方

式。報告裡其實有 2項重點，第一、補助案辦理之前必須要

公開；第二、在受理階段，申請機構必須填列事前揭露表，

因為是否有利益衝突迴避法所規範的親等關係，只有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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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清楚。在此請各單位務必特別注意提醒，避免申請人因此

而觸法。 

政風處詹處長政曇補充說明： 

有關本專題報告還有一個重點，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修正以後，公職人員的關係人有例外可以向公職人員服

務或受其監督機關申請補助的規定，但因為有部分違失案例

出現，所以受到監察院的指正，因此在本次會報也有研擬相

關提案討論，希望透過檢核表制度，確切落實到各機關妥善

執行，在政風單位協助下，避免違法狀況再次發生。 

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一）謝謝詹處長補充說明，請各局處與會人員務必回機關

轉達相關資訊，並適時與政風室配合，藉由檢核表機

制完備作業程序，避免違反法律規定。 

（二）准予備查。 

二、水利局專題報告─「透明晶質『廉』續創新─111 年度

參獎心得經驗分享」（詳如會議資料第 41~47頁） 

政風處詹處長政曇補充說明： 

首先感謝水利局范局長，支持機關參加由法務部廉政署

舉辦的透明晶質獎，評核結果應該會在 9 月份公布，預祝水

利局獲得佳績。透明晶質獎自 108年開始舉辦，市府地方稅

務局 108年即獲評為特優機關，當年度教育局、衛生局、地

政局等亦有參加。另外像重大採購廉政平臺，也有賴各機關

協助，如建設局陳局長很支持國際會展中心及巨蛋體育館興

建工程採購廉政平臺的設立，並注重對於公共工程倫理的推

廣，在此非常感謝各位局處首長的鼓勵與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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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一）詹處長補充的也是我想說的，謝謝水利局參與法務部

廉政署透明晶質獎評核，爭取廉政的最高榮譽，在準

備過程中，再進行自我檢視及修正。我發現這幾年來，

工程單位都有很正向的改變，如水利局、建設局、運

動局或交通局等，因為許多工程都非常緊急，例如剛

才報告中提到豪大雨，機關人員必須及時處理淹水、

修復等，同時也要非常注重與民眾的溝通，一如剛才

報告中所提到的「水文化」，也就是說，我們不只要把

工程做好，結果也要符合市民的期待，期盼各局處能

把這件事當成目標，將為民服務做到更好。 

（二）准予備查。 

伍、提案討論 

案由一：研擬「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辦理補助公告作

業檢核表」案(詳如會議資料第 49~51頁) 

提案單位：政風處 

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一）這個提案剛才已經做過詳細的專題報告，而最近因為

疫情，許多紓困振興方案都涉及補助的申請，這方面

請各機關要注意依照正確作業程序來辦理，同時保障

申請者的權益。 

（二）照案通過。 

案由二：推廣並落實「企業誠信服務廉政平臺」案(詳如會

議資料第 53頁) 

提案單位：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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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一）本案是針對企業誠信服務廉政平臺的成立，誠如剛才

水利局專題報告中提到，民眾的感受很重要，所以這

個提案的精神就是讓經常和政府機關接觸的企業或

單位，都能夠清楚了解申辦事項的程序，平臺的設立

是相當有意義的，能讓民眾知道我們提升便民服務及

行政效率的決心。 

（二）照案通過。 

案由三：加強委外資訊廠商維運管理稽核案(詳如會議資料

第 55頁) 

提案單位：政風處 

政風處詹處長政曇補充說明： 

這邊補充說明兩點事項，第一、本提案是依據 110年國

家資通安全情勢報告所提資安防護建議事項研擬，希望協助

各機關強化資通安全防護能量，打造市民安全信賴的數位城

市；第二、本提案如通過，政風單位將全力協助推動資通安

全的稽核。 

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一）謝謝詹處長補充說明，因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

有資訊採購契約範本，採購案涉及資訊服務時，按照

範本操作即可，並請各機關首長特別注意資訊安全的

問題，政風處及機關政風單位也會全力協助。 

（二）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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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意見交換 

余委員致力： 

主席、各位委員好，臺中市在廉政方面有非常多的創新

跟努力，對於達到「廉能政府、透明台中、接軌國際」的願

景來說，我相信有很多很好的作為可以落實執行。而提到接

軌國際，最近剛好是 UNCAC（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也就是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

報告國際審查會議的重要時程。我國在 104年通過《聯合國

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是接軌國際相當重要的一項作為，而

UNCAC（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內國法化後，臺灣在 108年也做了第一次的國家審查報告，

今年是第二次的國家審查報告，目前 5位國際審查委員應該

即將抵達台灣了，審查期間從今年的 8月底至 9 月初。關於

這項資訊我今天特別上網搜尋，發現例如市政府秘書處、區

公所、戶政事務所、學校等許多機關網站都有張貼相關的訊

息，也就是有在宣導讓大家知道有這樣一個法規，我認為相

當不錯。 

我在這邊具體建議，等國家審查報告出來後，特別是國

際委員的審查意見，地方政府可以稍微盤點一下，如果從臺

中市政府的角度而言，有可以參採之處，也可以納入落實執

行，達成如市長所言，繼續努力、更上一層樓，謝謝。 

政風處詹處長政曇補充說明： 

謝謝余委員的提點，有關這次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際審

查會議，法務部廉政署都會有相關的指導文件，屆時會再參

採落實執行。 

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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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余委員建議，有關審查報告結果及審查建議，請政

風處蒐集相關資訊，讓各局處參考運用。 

李委員長晏：  

秘書長、各位委員、同仁好，政風處這幾年在廉能透明

的各項措施做了很大的努力，並有賴各機關的協作，像剛才

水利局的專題報告，就是廉政與水利結合的良好典範，可見

廉能透明不能單只靠政風處推動，更需要各局處的協力。 

再來我想建議，在座各位身為公共機構的管理人員，有

責任確保提供市民更有效、更快速便捷的服務，而更重要的

是，在執行過程中要杜絕任何貪腐因子，尤其近年受到疫情

影響，會觀察到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信任關係相當薄弱，所以

如何建立一套公眾誠信管理的機制，讓各局處有據以推動的

指引，亦即如何讓民眾信任政府，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

執行上可能需要訂定誠信的標準，或建立系統化管控機制，

在民眾與政府之間建構出誠信的文化，讓民眾真正對公共服

務、市政表現有所感受，誠如秘書長所言，民眾要能體會到

市府的付出才有意義，這句話完全體現出公眾信任的重要

性，所以在此建議，政風處以此為方向推動，讓市政表現能

有更好的發展。 

政風處詹處長政曇補充說明： 

回應李委員的建議，有關建立公眾誠信的部分，政風處

會結合各機關或研考單位對於民意的調查，如有服務不滿意

或遭到阻礙干預等，我們會先行掌握了解，再統籌研究建立

系統化管理的機制。 

林委員孟玲： 

秘書長、各位同仁大家好，很感謝市府團隊的用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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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大家的努力，以下有幾點建議，第一、本人也非常認

同剛市長所提，強調採購的公開透明，或如合作備忘錄的公

開等，而近期大家最關注的就是疫苗及快篩試劑的採購，如

果日後有開放給各地方政府來辦理的話，我認為也應該公開

這些採購合約，避免產生如同現在中央的爭議。 

第二、延續剛才李委員提到的，要建立一套讓民眾、企

業有感的機制，如設立企業誠信服務廉政平臺，而其中各機

關可以如何推展並落實，應該要思考的是具體可行的作為，

譬如市府在舉辦重大活動時，各機關可以加入促進與民眾互

動的環節，如有獎徵答或是徵件競賽獎勵的方式，並使民眾、

企業、有關單位熟悉企業誠信服務廉政平臺的運作，寓教於

樂又真正有感。 

第三、關於資訊安全維護的提案，在執行辦法裡面有關

稽核的部分很不錯，但我認為應該著重於個資保護的事前預

防，避免資安問題發生了才善後，所以這部分是否請第三方

的驗證單位定期稽核，而非等到必要時、或重大資安事件發

生後才處理，另外如設立定期評鑑機制，也是可以參考採用

的方式。 

最後附帶一提，經由水利局的專題報告，確實體現了各

機關也可以與政風處有很好的合作與連結，而呼應水利局的

報告內容，近期閱讀新聞有感，首爾市有面臨極端降雨的情

況，因氣候變遷往後旱災、澇災等極端氣候會更加頻繁，這

部分也建議市府可及早做出因應，以上謝謝。 

政風處詹處長政曇補充說明： 

謝謝林委員提供的建議事項，政風處這邊做幾點回應。

第一、有關採購的部分都確實依據相關法規程序，並以公開

透明的方式在進行；第二、針對讓民眾了解、認識機關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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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行的業務或程序事項這部分，目前各機關政風室，在搭配

機關活動辦理社會參與業務時，都能利用有獎徵答、法規宣

導等方式與民眾直接互動；第三、有關資安維護、個資洩漏

防範的問題，政風處平常即有進行保密的宣導，也會在採購

案件中要求廠商簽署保密協定；第四、有關各機關業務與政

風工作的連結合作，都是以「防貪優先」為首要方向去推行，

以上報告，謝謝。 

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剛剛林委員提到疫苗採購，我想補充報告，因為疫苗目

前都是由中央統一採購，日後如果有授權讓地方辦理的話，

就需要注意相關規範；另外委員建議的有獎徵答，我覺得是

很好的方式，例如最近建設局很多活動都有結合獎勵方法，

對於促進與民眾交流非常有效，未來也可以融合政風議題，

推行相關活動；另外關於個資防護的問題，以個人電腦委外

維護經驗為例，資訊公司人員都需要取得個人密碼才能進

行，雖然第三方都有簽署保密協定，但定期稽核的落實也相

當重要，提醒有關單位務必注意。 

蕭委員淑芬： 

秘書長、各位委員、同仁，大家好。誠如剛才市長所言，

臺中市政府的公務人員素質都非常好，在依法行政與專業倫

理方面都有很高的素養，能夠公正、公開、公平地執行業務。

我個人從接觸到的市府基層公務員中曾獲得一些意見，就是

同仁時常在執行業務過程中遭受民眾或陳情人質疑是否符

合公正、平等，並且不是單一個案的問題，所以剛才有委員

提到公眾誠信管理的議題，確實有其必要。而與之相呼應，

關於公務同仁所受到廉能程度的要求，也應該有相應的機制

來回應，在民眾與公務員間達成雙向均衡，對於同仁業務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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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過程也能有所保障。以上建議，謝謝。 

代理主持人（黃秘書長崇典）指（裁）示： 

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的意見，請政風處及各機關適時納入

參採，同時也謝謝政風處安排今日會議，感謝各位撥空參加，

協助市府推動廉政工作。今天會議到這邊結束，祝大家順心

愉快。 

 

柒、臨時動議：無。 

 

玖、會議結束：下午 12 時 2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