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9 國際反貪日系列活動聯合啟動儀式 

    為強化公私部門對反貪腐的參與，法務部廉

政署結合中央及地方政府，於今（2016）年 11月

9日至 12月 9日期間，依序在中部、南部、東部、

北部等四個地區，舉辦「1209國際反貪日系列活

動」，透過論壇、展覽、座談會、辯論賽、兒童

戲劇等多元方式，擇定機關、民眾或公務員相關

廉政議題，進行理論探索與實務研究，以凝聚營

造透明社會及廉潔文化之共識，藉由一系列活動

引領民眾主動關切廉政事務，進而型塑貪污「零

容忍」的社會風氣，呼籲全民支持誠信倡廉運動，

發揮民眾外部監督力量，共同監督政府廉潔與透

明。 

    本府於 11月 9日舉辦「1209國際反貪日系

列活動聯合啟動儀式」，由林市長佳龍擔任儀式

主持人，以「廉能政府 透明臺灣 接軌國際 中部

領航」為核心主軸，邀集法務部、經濟部、廉政

署、水利署、臺中榮總、苗栗、南投、雲林、彰

化等機關共同參與領航啟動，象徵各機關同心合

作致力貫徹廉能透明，攜手點亮廉能希望；並創

新於會場外設置廉能展示專區，本市提出本年首

度舉辦「廉能透明獎」得獎優質案例、廉能透明

向前行廉政座談會等相關成果，另包含彰化、南

投、苗栗、雲林廉能專區、臺中榮總廉能專區、

經濟部水利署廉政透明智慧管理專區及臺中市

水利局廉能專區等八大區，聯合行銷年度廉政工

作成果，共同展現廉能反貪正面能量。 

第
１
版 

清
廉
臺
中 

季
刊 

▲本府邀集法務部、經濟部、廉政署、水利署、臺中榮總、苗栗、南投、雲林、彰化等機關共同參與領航啟動 

廉能政府˙透明臺灣˙接軌國際˙中部領航 

▲林市長佳龍擔任儀式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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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貫徹本府「清廉執政」、「行動市府」以及「廉能、開放、效率、品

質」之施政理念，強化民眾對廉能政風的認知，並與國際趨勢接軌，本府政

風處配合法務部廉政署「1209聯合國國際反貪日活動」規劃本次廉能嘉年華

活動，將廉政宣導與機關、學校與地方文化特色結合，提升民眾參與興趣，

並邀請本府林副市長陵三及法務部廉政署洪副署長培根蒞臨致詞，另苗栗縣

政府政風處長邱宏達、彰化縣政府政風處長許金來、雲林縣政府政風處長林

煥淳、臺中市調查站主任張彥文等貴賓皆到場共襄盛舉。 

    本次活動以積極活躍的嘉年華型態呈現，活動現場除舉辦「廉能反貪繪

畫比賽」、「廉能創意戲劇 show」及精彩表演節目，亦設置廉能行銷專區及

「廉能透明獎」專區，由本府各機關、區公所政風單位齊聚現場，展示年度

廉政工作推動成果及本府 105年廉能透明獎得獎機關之優質透明化措施，並

邀請彰化、南投、苗栗、雲林及中部地區廉政機構到場，共同行銷廉政理念，

透過輕鬆歡樂的方式讓民眾感受政風單位的廉能氣息與能量，提升民眾對廉

能事務的關注，瞭解市府推動廉能政風的決心，進而提昇為對政府施政的期

待與信任，並透過民眾及親子參與的過程，有效傳達正確的反貪觀念，讓廉

能的種子在全體市民的心中發芽深根，形塑「貪污零容忍」的社會風氣。 

  為貫徹本府「廉能、開放、效率、品質」施政理念，落實廉能政府之

目標，提供民眾外部監控之可及性，本府於今（105)年首次辦理「廉能透

明獎」活動，期透過本項活動鼓勵本府各機關致力研議現行重大業務之透

明、便民程度，進而保障人民知的權利，提供民眾監督政府施政管道，使

全民有感施政透明化，建構本市為高度廉潔城市之廉政願景。 

    本府 105年「廉能透明獎」活動自 105年 6月 15日至 7月 20日受理

報名，期間各機關踴躍投件，計有

本府 34個機關共 51案參賽提案，

先經本府政風處組成之工作小組

進行初審，彙整各機關提案具體審

核意見，再由秘書長擔任召集人，

邀集 9 位評審委員（計專家學者 6

人及人事處、法制局及研考會等機

關代表 3人)進行複審作業，計評選

出 12項獲獎措施，包含臺中市政府

都市發展局「建造執照申辦資訊透

明『e』指通」、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樂活臺中食安篇 APP」、臺中市政

府衛生局「裝牙好口福，健康又幸

福-裝牙補助『E』指查詢便利通」

及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申領

地籍謄本 easygo」等優秀透明化措

施。 

    本次獲獎機關包含本府一、二

級機關、區公所及地政事務所，於

105年 10月 31日市政會議中，在外

聘委員見證下，由林市長頒獎公開

表揚，除鼓勵獲獎機關對於推動透

明化措施之努力，並希望藉此激勵

本府各機關將推動透明化蔚為風

尚。 

▲道路工程抽查驗現場執行情形 ▲公共工程抽驗發現缺失拆除重作情形 

▲廉能創意戲劇 show 

105 年國際反貪日廉能嘉年華活動 
▲廉能反貪繪畫比賽 

▲市長與廉能透明獎獲獎機關合影 

廉能透明獎 -全民有感施政透明化   

建構本市為高度廉潔城市之廉政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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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平、燈亮、水溝通」一直是市民生活的

基本要求，也是本府施政之重點，更是市長一再

所強調，尤其道路是否平整更關乎到市民之生命

財產，對於市民而言，道路平整與否是每天生活

中都會留意到的小細節，也是對於本府施政成功

與否感受最深之一環。 

    本府政風處（下稱本處）擔任本府道路工程

查驗小組（下稱本小組）秘書單位，遵示持續加

強辦理道路工程查驗工作，並積極將查驗機制推

展至各工程主辦機關及區公所之政風單位。本府

道路工程查驗小組 105年計選案 84案，鑽心取樣

505點，辦理成果計節省公帑、減少浪費或追繳廠

商不當利益合計新臺幣 156萬 8,751 元。 

    本府持續積極辦理道路工程查驗工作，督促

主辦機關責成權管或抽查驗單位督導及查驗道

路工程，將道路工程主辦機關政風單位納入查驗

體系，加強抽驗之能量。另彙整查驗常見缺失態

樣一覽表請各機關參採運用，以加強道路查驗及

品質管控作為，戮力為道路工程品質把關，以共

創優質道路工程，滿足市民對路平之期待。 

問：農曆年將至，公務員可否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之飲宴應酬，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下稱本規

範)，其處理程序為何？ 

 

答： 

（一）原則：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

應酬（本規範第 7點前段參照）。 

（二）例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本規範

第 7點但書參照） 

1.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如首長受邀參加機關

新建工程工地開工儀式酒會；兒童福利聯盟成立

週年活動，邀請內政部兒童局公務員出席慶祝茶

會或餐會。 

2.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如承攬機關工程案之廠商舉辦年終尾牙活動，如

屬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者，公務員

於事先簽奉長官簽准，並知會政風，得參加該活

動；但不得參加摸彩，參加廠商尾牙摸彩即屬於

「受贈財物」之情形)。 

3.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如機關首長或主管邀

宴同仁吃春酒或年終聚餐；或於同仁生日時致贈

生日蛋糕；或同仁辦理特殊重大專案完竣後，機

關首長或主管舉辦慶功宴宴請同仁。 

4.因陞遷異動所舉辦之活動：如公務員從台北縣政

府陞遷至環保署，邀請同仁餐敘，每人未超過正常

社交禮俗標準。 

（三）處理程序： 

1.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

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等情形：應簽報長官核准並

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本規範第 10點參照）。 

2.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或因訂婚、結婚、生育、

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等所舉

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者，均無須

簽報長官核准及知會政風機構。 

提升採購稽核效能，確保採購品質 

    採購為本府各項施政計畫之具體執行，因此採購制度之良窳，與市政推動成敗息息

相關。「廉能」、「開放」、「效率」、「品質」是本府的施政目標，也是辦理採購的

核心價值。本府採購稽核小組（政風處為秘書單位）負有匡正採購程序的責任，同時要

協助各機關解決問題，督促本府各機關辦理採購之人員應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相關規定

辦理，並注意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以免違反法令及涉弊。 

    本府採購稽核小組 105年度實施稽核監督 200案（工程採購 67案、財物採購 64案、

勞務採購 69案），稽核發現缺失 666項，均函請採購機關改善，督促本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確依政府採購法令規定辦理採購，為強化採購稽核效能，對受考案件落實注意案件處

理時效及辦理積極度，以複審機制落實審核受考機關案件，對於採購缺失責請提出改正

措施及追蹤管制辦理情形，以有效提升採購效率與品質。 

落實路平查驗機制，確保道路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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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道路工程查驗小組現場執行查驗情形 

▲召開「105年度提升採購稽核效能會議」情形 

廉 政 列 車 

春 節 宣 導 



    為協助本府及所屬機關之財產申報義務人熟稔財產申報制度，並遵守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利益衝突迴避法等規定，本府於 105年 11月 1日邀

集各機關業務承辦同仁及財產申報義務人約400人，在市政大樓集會堂舉辦

說明會，並由經濟部政風處陳秀慧科長擔任講師，針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兩大主題，透過法規及實

際案例的解說，協助同仁建立正確的法律觀念。 

    政風處張處長表示，「廉能、開放」是本府的施政目標，透過優質廉政

治理讓臺中邁向高度廉潔城市。在民意高漲，民眾不斷要求提升施政效能及

城市競爭的壓力下，如何謹慎盡責、堅守立場、依法行政、兼顧創新與廉潔，

打造更優良的公務團隊，為民眾提供最優質的服務，已經成為政府以及公務

同仁最重要的課題。此次說明會，宣導的主題包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利

益衝突迴避法以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都是外界相當關注的，涉及公職人

員廉潔操守。就財產申報的部分，除了告訴財產申報義務人如何依法詳實申

報，並積極推廣「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財產申報義務人先前如

有參與「授權」作業，12月 5日後即可以自然人憑證進入系統下載本人、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財產資料，只需要檢視該資料有無錯誤、遺漏之處，

加以修正後即可上傳完成申報。期待這個系統可以建置的越來越完善，未來

財產申報義務人申報財產就如同報稅一樣方便、簡單，從而達成零裁罰的目

標。 

    此次講習活動藉由陳科長豐富的實務經驗，提醒公務同仁於填寫申報

表應注意的事項，並遵守公職人員利益迴避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的規定，

避免執行職務時產生不當利益輸送等爭議甚或招致裁罰之情形，使參訓同

仁受益匪淺，獲得熱烈的迴響。期許市府同仁皆能在知法守法的範疇內勇於

任事、增進行政效能，為提升政府競爭力共盡一份心力。 

「廉政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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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同仁說明會參訓情形 

市府舉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利益衝突迴避法」暨「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說明會  深化同仁廉潔意識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死刑 新臺幣六百七十萬元以上至一千萬元 

十年以上未滿十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上至六百七十萬元
未滿 

七年以上未滿十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八十萬元以上至四百萬元
未滿 

五年以上未滿七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至二百八十萬元
未滿 

三年以上未滿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以上至二百萬元
未滿 

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上至一百四十萬元
未滿 

未滿一年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至八十萬元未滿 

    又檢舉獎金只要經過法院判決有罪者，就會先給與獎金三分之一，經

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還會再給與其餘獎金。已發放之獎金，除檢舉人有

誣告行為，經判決確定者外，不予追回。 

    總而言之，舉發貪瀆是我們的權利也是責任，除了能將貪污受賄的不

肖公務員繩之以法外，更可能因此獲取高額的檢舉獎金，還等什麼?現在就

加入廉政尖兵的行列，一起來建構優質廉潔的效能政府吧!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業於 104年 12月 9日正式施行，本公約之

規定已具有國內法律效力。為使公務人員（含廉政人員）及民眾瞭解本公約

內涵，並以生動有趣、容易理解之方式介紹本公約，本處爰辦理今（105）年

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電影賞析教育宣導，希冀透過播放「Z風暴」電影

及聚焦探討相關廉政議題，從電影情節引導參加人員廣泛地認識本公約。 

    上開宣導於 105年 11月 16日假本府惠中樓 301會議室舉行，全場聚焦

於賄賂、保護證人及檢舉人、窩裡反條款、財產來源不明、洗錢、反貪腐專

責機構、私部門會計及審計、旋轉門條款、政府財政透明等 9項議題，授課

講座與學員並針對當前廉政議題及工作重點進行討論，參加學員反映熱烈，

成效良好。 

    小智是營造工程有限公司的負責人，今年 3月承包市府的工程案，原

本預定 6月完工的案件，因為受到不明原因的刁難導致一直無法順利驗收，

還要被罰款，直到某天機關承辦人阿圖向他暗示只要小智願意付出一點”

心意”，整件事情可以很簡單處理，小智才恍然大悟，隨即義憤填膺並鼓

起勇氣具名向政風單位提出檢舉，全案在政風人員和司法機關的合作下很

順利的偵破，小智甚至在阿圖獲得有罪判決後還因此獲得了不斐的檢舉獎

金呢! 

    「檢舉貪瀆不法，人人有責」，但是，您知道嗎?民眾檢舉貪污瀆職案

件依照法律規定是可以獲得高額檢舉獎金的喔 !依據行政院頒「獎勵保護

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凡舉發貪瀆經法院依同法第二條所列各款所列

之罪判決有罪者，法務部將視法院判決情形發給檢舉獎金，其金額最少新

臺幣三十萬元，最高可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檢舉獎金給獎標準如下：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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