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林園區公所102年第1次廉政會報紀錄

壹、時間：102年 4月 17日(星期三)上午11時

貳、地點：本所2樓會議室

參、主席：陳區長興發                  記錄：王文俊

肆、出席委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本所102年第1次廉政會報，請各位委員針對經

管業務，如社會福利、公共建設、採購案件、民政工作或為

民服務等事項，踴躍提出應興應革建議，俾作檢討及改進。

陸、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及檢討

項 次
主席指(裁 )示及

決 議 事 項
辦理單位 執 行 情 形

1

請各單位加強為民

服務工作，如電話

禮貌，以提升本所

行政效能。

各單位 遵照辦理

2 本所員工應確實遵 各單位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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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工作紀律，不可

怠忽職守，而影響

公務之推動，影響

本所形象。

柒、工作報告：

一、轉達上級重要政風工作指示：(101年 10月 5日至102年

4 月 16日)

(一)有關法務部102年-103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業經行政

院審議通過，請於辦理政風法令宣導活動時，依據機

關環境與業務性質，俟機配合安排消費者保護相關資

訊宣導，以保障同仁消費權益。

(二)為辦理本府102年廉潔楷模選拔保薦作業，請確實依

規定辦理。

(三)農曆春節將屆，請加強宣導「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

理規範」，對於與機關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

或團體之餽贈財物或邀宴應酬，應予拒絕，並落實知

會登錄制度。

(四)法務部廉政署「101年廉政民意調查及指標研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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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期末報告書業公布於該署網站，可自行下載參考。

(五)為提昇民眾對貪腐的存在、根源、嚴重性及其所構成威

脅的認識，法務部廉政署現階段加強宣導「廉能是政

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

堅持廉潔，拒絕貪腐，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等相關廉政宣導訊息，請運用機關網頁、電子看板、跑

馬燈等民眾可能接觸之管道，或協調有線、無線媒體

之公益頻道加強宣導，以提升全民之反貪意識。

  二、政風工作執行情形(101年 10月 5日至 102年 4月 16日)

(一)鼓勵檢舉貪瀆不法：

1.本室已設置檢舉郵政信箱(林園郵政第 150號)、檢

舉電話(07-6411324)、傳真機(07-6410262)，並於

政風宣導資料及各項招標文件中附加檢舉專線，以

鼓勵廠商、民眾及員 工踴躍檢舉不法。

2.對於檢舉案件均依「獎勵檢舉貪污瀆職辦法」及「檢

察、調查機關處理貪瀆案件注意事項」規定辦理，對

檢舉人身分嚴予保密。

3.本期間受理民眾檢舉 1 案，經查證結果未發現有不

法情事，予以澄清結案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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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級交查 2 案，依相關作業規定予以查證並函復調

查結果。

5.期間內計調查機關及高雄市政府政風處各調卷 1 案。

(二)加強宣導「高雄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端正

政風行動方案」防貪部分應注意事項：

1.各單位主管應利用各種機會持續宣導有關請託關說、

贈受財物、飲宴應酬等報備登記作業規定，並以身

作則確實辦理；另外禁止所屬同仁接受廠商不當邀

宴。

2.期內未有飲宴應酬或拒受餽贈登錄案件。

3.辦理政風法令有獎徵答 1次。

4.其他辦理政風法令宣導6次。

(三)辦理反賄選宣導(張貼海報)5次。

(四)辦理行政處理1案。

(五)辦理 101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計 4人，均

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申報作業。

三、專題報告：會計室─政府內部控制意義與現況簡介

    前言

          近年來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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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政府組織規模與業務範圍日益龐雜，除於實施績效

管理面臨著多項挑戰外，施政風險亦隨之增加，若未能有

效控管風險，輕者影響施政品質，重者有礙取信於民。行政

院多年來隨著時代脈動，已由相關主管機關就其權責部分

陸續訂頒內部控制相關規定，而在各界對於增進政府效能、

降低施政風險且達到興利及防弊功能等有所共識下，應更

致力於強化施政績效管考與風險評估，以促使發揮政府內

部控制的功能。由於政府內部控制涉及層面極廣，包括各機

關及各項業務，非一蹴可幾，經奉行政院吳院長核定，由

林秘書長籌組成立跨部會之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

組；另基於主計人員長期肩負政府財務收支審核工作，且

提供可靠財務資訊供機關決策之用，為協助機關發揮內部

控制功能的重要一環，爰由行政院主計處擔任幕僚作業，

藉以整合規劃健全內部控制機制相關事宜。主計處經依吳院

長指示「事半功倍及簡明有效」之原則，在兼顧與國際接軌

及符合我國實務運作需求下縝密研議，陸續建置配套規範

，逐步穩健推動各項作業。

健全內部控制機制的意涵與重要性

           政府內部控制，係為了合理確保機關達成施政目標，
由機關內部全體人員共同參與，經整合各項業務的控管及
評核措施，所設計、執行及維持的管理過程。為能發揮內部
控制功能並妥適運行，有賴統合機關內部每一成員的力量，
營造廉能之控制環境及設定明確化的目標，並確實評估影
響目標達成之各項風險因素；而為了降低風險及增進效能
等，再進一步經由機關各單位協力檢討現有過多、過時之
管制或程序，於合乎相關法令規定前提下秉持化繁為簡原
則，針對各項業務採取控制作業且加以文件化，使機關人
員可瞭解、易遵循並掌握控制重點。另藉由適時提供可靠資
訊以支援內部控制各項環節，同時透過自行檢查與現有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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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職能，監督整體流程是否依規定落實執行且管考其執行
成效，並適時提供改進建議及追蹤改善情形，以確保機關
內部控制制度持續有效運作，俾精進機關管理之體質。基
於內部控制的重要，行政院已積極推動健全內部控制機制，
經由有效整合作業、積極創新，以精進及突破政府之管理，
促使國家整體運作更有效能，同時也能創造落實政策能力，
防範政府資產濫用與活化閒置公共設施；透過公開財務及
業務績效等資訊，供各界瞭解政府相關責任履行情形，藉
以合理確保提升施政效能、遵循法令規定、保障資產安全及
提供可靠資訊等四項目標之達成。

內部審核與內部控制之關係

         以往很多人認為內部審核就是內部控制，其實是錯誤
的。內部控制是由上而下，由機關長官督導內部各單位設
計、建制，並由機關所有員工共同遵循，因此內部控制制
度之實施是機關內每個人的責任。而內部審核則為協助內
部控制發揮功能之重要機制，依行政院主計處94 年委託
淡江大學韋伯韜教授主持「強化政府內部控制機制與內部
審核之研究」報告指出，「內部控制」與「內部審核」的關係
如下：
（一）內部審核為內部控制之一環，與各項管理制度具有

橫向交叉管控之關係，可促使內部控制更為健全。
（二）健全內控制度之實施，不保證組織各項事務之成功，

但具有使組織各項制度日趨健全，提升施政或營運
績效之功能，透過內控所具制度管理、興利之特性，
可消弭弊端於無形。

（三）機關屬性不同，應有不同之內部審核作為，以協助
內控機制功能之發揮。

（四）內部共識之有效形成，為內部審核成功協助推動內

部控制之前提。

我國財政內控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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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行政機關目前雖未建置完整之內部控制制度，

及設置專責內部稽核部門，但對於應行控制之活動或措

施，從未曾忽略，如研考、政風、採購、會計等部門已辦理

財政有關之內部控制作業，分別說明如下：

1.研考部門：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網站首頁，自我期許為「優

質政府治理的推手」，以下列四大任務為施政目標：

(1) 活化公共資訊與知識，提升政府策略思維能力；

(2)強化政策統合協調機制，進行政府一體的組織改造；

(3)促進政府透明化，協助民眾參與公共事務；(4)精進

結果導向的績效管理，落實政府對民眾的承諾。為強化

政府協調統合能力，使制度更具彈性創新並與時俱進，

於98 年4月17 日訂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要點」，統合中程、年度施政計畫及施政績效評估相

關作業規範，務期施政績效管理制度能更臻完善。新制

重點及原則係為提升各機關願景規劃、策略思維能力及

執行力，建立全員參與機制，落實低密度管考，強化資

訊公開及考核結果透明化，並促請各機關首長對外承諾

施政目標，以落實施政課責性。

2.政風部門：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5 條規定，各機關政風機

構人員職司各機關員工貪瀆不法之預防、發掘及處理檢

舉事項。法務部為與國際反貪腐趨勢接軌，兼顧公私部

門廉潔及倫理規範，經行政院97 年10 月3 日中央廉

政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決議，參考《聯合國反腐敗公

約》（The United Nation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及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相關倡議，擬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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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整合現行「端正政風行動方案」、

「掃除黑金行動方案」、「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後續推動方

案」及「反貪行動方案」，統籌規劃廉政政策，並督考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有關肅貪、防貪各項措施辦理情形，以

建構國家廉政發展策略目標，創造乾淨政府、誠信社會

之願景。

3.採購部門：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織條例第1 條規定，行政

院為統籌公共工程之規劃、審議、協調及督導，設該會；

另政府採購法第108 條規定，中央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成立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監督採購事宜。採購稽

核之目的藉由稽核監督之手段，促使機關確實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採購，俾建構公開、公平之採購環境。該會

自成立以來，無論在合理運用政府預算，發揮公共工

程計畫審議功能；或是推動工程執行及品質管制措施，

有效達成公共建設對於整體國家發展的綜合效益等方

面，亦擔負了部分內部控制的任務。

4.會計部門：

會計單位目前辦理的內部審核，主要係推動與財務報

導可靠有關的法令遵循，及提升財務效能的內部控制，

為廣義「內部控制」架構中之重要一環，亦是使內部控

制發揮功能之重要程序。為健全內部控制與審核之功能，

避免各種浪費或不當支出等情事發生，以提升政府施

政效能，行政院主計處近年來陸續採取以下相關措施：
（1）函頒「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

要求各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進行現金及財務查核、
加強財產之管理及運用等，俾強化各機關財務控
管及內控機制。

（2）函頒「加強財務控管及落實會計審核方案」，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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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加強宣導預算支用財務責任規定，積極檢討
財務控管機制及落實會計審核作業等，以提升政
府財務效能及避免浪費或不經濟支出。

（3）彙編「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冊」及「內部審核作業
流程手冊」，提供各機關經費報支規定、作業程序
等及執行審核作業之參考。

（4）針對各機關近年來發生財務收支缺失案件，彙編
財務弊端與內部控制及審核疏失案例，通函各機
關參考，避免類似疏失情事再產生。

（5）每年開辦內部審核研習班課程，以利各機關自行辦

理相關教育訓練，加強推廣內部審核觀念與落實執

行成效。

結語

          內部控制對一個組織的健全運作非常重要，做好內部

控制，不但可以協助組織防止錯誤及舞弊，更可合理確保

組織達成營運之效率及效果、財務報導之可靠性、法令之遵

循三大目標。但內部控制並非是機關（構）中獨立的功能，

而是融入在機關（構）日常作業中所進行的一連串行動，

故應有效整合，以建立完善內部控制制度，並落實執行；

更重要是在觀念上，要體認內部控制的實施是組織內每個

成員的責任，從管理階層到所有員工，都有意願建立並遵

循大家所共同建立的內部控制制度，如此方能有效落實內

部控制，進而提升整體營運效能。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有關「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

作業獎懲處理原則 」，請討論。 (提案單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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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室)

     說  明：

一、立法背景：

1.馬總統於101年 7月 7日廉政座談會裁示，由行

政院將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俾部會首長及

相關同仁在處理業務時，有清楚分際。 

2.行政院爰訂定「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

登錄查察作業要點」，並依該要點第11點規定:

「各機關處理請託關說之獎懲處理原則，由人事

行政總處會同法務部定之」。 

二、立法目的：

1.為規範行政院及所屬機構機構請託關說事項登

錄與查察作業之獎懲。 

2.提升各機關辦理請託關說事項登錄與查察作業

之成效。

三、獎懲原則：

1.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三日內向

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2.各機關登錄之請託關說資料，經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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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風機構篩選分析，因而

查獲貪瀆不法案件者，應對相關人員予以獎勵。

3.請託關說事件未予登錄，經查證屬實者，應嚴

予懲處。 

           4.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如有故意隱匿、延宕

或積壓不報，經查證屬者，各機關或其上級機

關應懲處相關人員。

                5.各機關辦理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著有績效或違反規定，

得在下列獎懲額度範圍，核予獎懲(如附表)。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委員轉知同仁確實辦理。

    提案二：修訂本所廉政會報委員名單乙份(如附件)，請審

議。 (提案單位：政風室)

    說  明：

         一、依據本所廉政會報設置要點辦理。

二、本所前人事室主任葉東興因調他機關服務之故，

解除廉政會報委員職務，其所遺留之職務由新任

人事室主任莊世惠兼任。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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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臨時動議：略

    

拾、主席裁示及結論：

一、請各課室每月召開課務會議，以利課內各項業務之管控

及推動。

二、請研考發文予高雄市政府新聞局，若有需公告及政令宣

導事項可來函請本所刊登於全彩LED電視牆協助宣導；

另本所各單位如有其他政令宣導，亦可多加利用。

三、請各課室承辦人員加強公文用字遣詞，並請各課室主管

協助督導，以提升本所公文品質。

拾壹、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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