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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 3333 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1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地   點：本府四維行政中心第六會議室 

出      席：郝建生、林皆興（請假）、黃俊嘉（請假）、吳宏謀（請假）、黃

昭輝（林福成代）、曾姿雯（簡煥宗代）、李瑞倉（蘇琡惠代）、

鄭新輝（戴淑芬代）、藍健菖（呂德育代）、孫志鵬（黃登福代）、

蔡復進（鄭清福代）、許傳盛（陳瓊華代）、盧維屏（林裕清代）、

楊明州（鐘萬順代）、李賢義（廖哲民代）、張乃千（陳世璋代）、

鍾孔炤（林信興代）、黃茂穗（宋孔慨代）、陳虹龍（伍光彥代）、

何啟功（林柏勳代）、陳琳樺（陳居豐代）、陳存永（鍾禮榮代）、

史哲（潘政儀代）、王國材（李青堯代）、許銘春（徐武德代）、

趙文男（吳卓政代）、謝福來（利明輝代）、賴瑞隆（王永隆代）、

許立明（謝惠卿代）、范織欽（請假）、古秀妃（劉國雄代）、張

素惠（孫蜀南代）、城忠志（陳詩鍾代）、陳榮周、張惠博（李

文魁代） 

列      席：林志嫻、葉世仁、林弘仁、郭瀞宜頁、蔡珮珊 

主   席：陳副市長啟昱              

記 錄：蔡珮珊 

壹壹壹壹、、、、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在過去一年來對於市政推動及廉能工

作的努力，在歲末之際召開本府廉政會報第 3 次會議，正好可

以檢視這一年來各機關業務執行狀況，提供來年工作規劃的方

向。 

高雄捷運南岡山站於昨（23）日正式通車，自從郝董事長

主持高雄捷運公司以來，捷運的載客量不斷提升，營運狀況也

愈來愈好，而且除新站通車外，捷運公司近期在週邊土地開發

及招商部分均有很大的成就，郝董事長是我們大家的典範，所

以公務人員如能嫻熟法令，勇於承擔，我想在很多行政作為上

均能有所突破。希望大家都能學習郝董事長的精神與專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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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有更大的貢獻。 

建立廉能的政府，是市長推動市政很重要的工作，因為它

需要各機關對於主管業務不斷地自我檢討修正，不斷地提升行

政效率與服務品質，才能真正貼近市民的需求。所以我們不僅

是要求公務同仁不收禮、不受賄，更要積極地讓業務在合法範

圍內發揮到最大的效能，這也是市民對於市政團隊的期許。 

不過，除了業務的自我檢視，我們也應該多觀摩其他機關

的經驗，藉由今天的會議，大家可以對如何落實依法行政，讓

作業流程透明化，做到讓市民安心，讓市民都能感受到我們對

市政推動的用心。 

此外，也請各位首長務必掌握機關狀況，除了要求公務同

仁秉持依法行政及程序透明原則來執行公務之外，也要帶領機

關團隊創造更高的服務品質與效能，一起建構幸福的城市。 

接下來的會議請各位委員針對廉政工作盡量發表意見，也

特別請郝董事長提供我們各種寶貴的意見。 

貳貳貳貳、、、、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第第第第 1案案案案—秘書單位秘書單位秘書單位秘書單位：：：：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上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第第第第 2案案案案—政風處政風處政風處政風處：：：：101年年年年 1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0月受理檢舉案件檢討分析報告月受理檢舉案件檢討分析報告月受理檢舉案件檢討分析報告月受理檢舉案件檢討分析報告。。。。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一）各機關業務執行，應力求程序透明，齊一處理標準，讓民

眾對其所提出申請之執行程序有可預見性，可減少民眾誤

解，降低檢舉案件之發生。 

（二）另外，各機關於受理檢舉案件時，應就民眾指述內容詳為

調查瞭解，回覆處理結果應明確，與檢舉人充分溝通，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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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重覆檢舉造成行政資源浪費情形。 

（三）如檢舉案件調查結果有涉及公務人員責任，請依法公正處

理；但機關也要自我檢討是否有法令、制度等不夠完備的

地方，造成業務執行漏洞或對同仁保障不周，並積極研提

因應改善方案。 

（四）餘准予備查。 

第第第第 3案案案案—交通交通交通交通局局局局：：：：接管停車場用地履約管理辦理情形接管停車場用地履約管理辦理情形接管停車場用地履約管理辦理情形接管停車場用地履約管理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一）交通局針對縣市合併後接管之停車場用地管理情形逐一清

查掌握實際現況，值得各機關學習仿效，尤其近期部分合

併後委由區公所代辦代管的業務，陸續回歸各主管機關自

行辦理，各機關在業務移交或財產接管之際，應該要清楚

交代並充分掌握業務現況。 

（二）有關停車場用地目前仍有承租人違法使用情況者，請交通

局儘速依法處理；如因公共利益考量，採取輔導承租人合

法化時，也要兼顧法令及公平原則。 

（三）餘准予備查。 

第第第第 4案案案案—農業農業農業農業局局局局：：：：本市農藥販賣管理與取締查核執行現況本市農藥販賣管理與取締查核執行現況本市農藥販賣管理與取締查核執行現況本市農藥販賣管理與取締查核執行現況。。。。 

鄭主任秘書清福鄭主任秘書清福鄭主任秘書清福鄭主任秘書清福補充補充補充補充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有關偽劣農藥的查緝管道來源，除民眾檢舉外，本局亦會

密切注意農民使用情形，若發現有異常情事者，均會主動追查，

俾維護農業用藥安全。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一） 農藥使用不僅關係農業產能，也涉及環保、公衛及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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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議題，尤其前陣子新聞報導旗山香蕉殘餘農藥事件，

經查證該批香蕉並非旗山所生產，但已對產地價格造成影

響，農民生計遭受損失，所以農藥管控相當重要。請農業

局積極主動查緝偽禁農藥，並可研議與農會合作，加強向

農民宣導農藥正確使用觀念及建立偽禁農藥通報管道。 

（二）餘准予備查。 

第第第第 5 案案案案—衛生衛生衛生衛生局局局局：：：：市立醫院醫療器材採購及管理業務廉政研究委市立醫院醫療器材採購及管理業務廉政研究委市立醫院醫療器材採購及管理業務廉政研究委市立醫院醫療器材採購及管理業務廉政研究委

託服務調查報告託服務調查報告託服務調查報告託服務調查報告。。。。 

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主席裁示：：：： 

（一）為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引進優良或先進的醫療器材是有必

要的，採購單位應該思考在符合採購法的規定內，採取合

適的採購方式，買到最好的儀器，讓醫事人員能專心在臨

床醫療上努力。 

（二）各醫院醫療儀器審查委員會應確實運作，妥適評估需求及

預期效益，並活絡器材之運用，才能真正發揮採購的效益。 

（三）餘准予備查。 

參參參參、、、、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第第第第 1 案案案案—政風處政風處政風處政風處：：：：與本府有關職務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義務人之與本府有關職務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義務人之與本府有關職務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義務人之與本府有關職務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義務人之

人事異動資訊人事異動資訊人事異動資訊人事異動資訊，，，，由各服務機關及指派機關主動通報監察由各服務機關及指派機關主動通報監察由各服務機關及指派機關主動通報監察由各服務機關及指派機關主動通報監察

院院院院，，，，請請請請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  

陳委員榮周補充陳委員榮周補充陳委員榮周補充陳委員榮周補充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有關本府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之義務人，包括各機關首

長、公營事業之首長及副首長，還有代表本府出任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等，如會議資料說明四所列舉。本府現行係由本處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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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監察院，惟執行過程中，曾發生部分單位未按時將人事異

動資料傳送，造成延誤通報監察院情形，或有單位對現行通報

程序似有所疑慮，認為董、監事名單應予保密而未知會政風單

位異動資訊。鑑於上述執行問題，因此監察院建議本府回歸法

令規定，由各服務機關及指派機關直接通報監察院，而且經瞭

解台北市政府目前亦採直接通報方式作業。 

為讓通報作業更為準確，避免本府應申報人員因逾期申報

而受罰，本處建議，對於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之對象，由各服

務機關或指派機關直接通報，尤其董、監事及公營事業部分最

易遭疏忽遺漏，建議由各機關指派主管科為監察院業務聯繫窗

口；而本案如獲決議通過，本處亦將全力協助各機關負責人員

辦理相關通報作業。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凡是機關或是指派機關有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者，應責成

專人負責即時通報申報義務人之人事異動資訊予監察院，

且為免通報專責人員職務異動後即疏漏通報，請各機關務

必將此列入職務移交事項，以維護申報人的權益。 

（三）各機關通報監察院時，如有相關疑義或問題，可請政風處

協助提供諮詢。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郝郝郝郝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建生建生建生建生：：：： 

主席、政風處陳處長及各局處長官，今天會議開始承蒙主

席對於高雄捷運公司的努力給予非常多的肯定，高捷今年的表

現其實是經由市府各局處的協助與幫忙，在此向大家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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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請大家明年繼續支持我們，最重要的就是協助我們提供

高雄市民一個安全、舒適與便捷的捷運系統。 

其次，明天正好是改制 2 週年，本人雖已離開市府團隊 1

年半，依我的觀察，高雄市不論在業務層面或民眾對政府機關

的施政滿意度上，在五都當中都屬表現傑出。 

此外，從今天各機關報告中，顯示目前很多問題均屬原高

雄縣轄區部分，此非原高雄縣不好，而是高雄市自民國 68 年改

制，經過 31 年的院轄市發展，不僅組織、人員比原高雄縣多，

累積的經驗和程序也較成熟，所以誠如剛剛主席所裁示，各機

關處理案件一定要程序透明，檢舉案件也應清楚說明處理結

果，除此之外，建議未來可將清查原高雄縣轄區業務執行狀況

列為重點，對於原鄉鎮可能因人力不足或疏忽而未依規定辦理

者，作妥善處理或將非法情形導正改善，如此既能符合市長、

陳副市長的施政要求，也可讓民眾真正感受到市府的行政效

率。請大家繼續加油，也祝福大家一切順利，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謝謝郝董事長對大家的勉勵，事實上縣市合併 2 年來，市

長投注很大的心力於原高雄縣部分，而省轄縣與直轄市在法令

及制度上原即有很大的歧異，舉例而言，最近原高雄縣轄區活

動中心、圖書館或學校等單位在爭取補助過程中，發現許多設

施均無建照及使用執照，與現行法令有所牴觸，進而衍生補助

問題。當然，合併後應以嚴謹的標準、進步的理念來處理公務，

所以執行過程各機關常遭遇阻礙，惟所幸經過 2 年的努力均已

一一克服。 

在此代表市長向郝董事長，也是我們最熟悉的郝秘，表達

最誠摯的感謝，郝董事長雖然離開市府，但他將高雄捷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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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得很好，捷運載客量提升，開發情形增長，在在顯示郝董

事長的努力，這些也都是市政建設一大助力。 

此外，今天有新聞報導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表示本府

未邀請行政院出席捷運南岡山站通車典禮，也藉此提出說明。

事實上，市府在接獲行政院核定捷運通車隔日，即由本人在行

政院院會的議程中向院長提出正式邀請，22 日院長南下巡視衛

武營國家藝術中心時，亦由本人代表再次遞交邀請函給院長，

所以本府對於行政院的邀請程序是非常慎重而完備的，而且市

長對於政務推動只要是對的、對市民有利的，均不遺餘力，各

位同仁如於適當機會可澄清表達本府立場。 

伍伍伍伍、、、、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主席結論 

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非常謝謝各位委員與會提供寶貴的

意見，在此特別謝謝郝董事長對於市政推動的幫忙。本會報決

議事項請各機關轉達所屬確實執行，希望今天的會議藉由對報

告機關之業務探討及觀摩，提供各機關一個廉能並進的思考方

向。再次謝謝大家，也祝大家新年快樂！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上午 11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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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高雄市政府廉政會報第 3 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次會議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表辦理情形表辦理情形表辦理情形表 

 

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主席指示暨決議事項  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主辦機關 辦辦辦辦  理理理理  情情情情  形形形形 

一、各機關業務執行，應力求

程序透明，齊一處理標

準，讓民眾對其所提出申

請之執行程序有可預見

性，減少民眾誤解。 

各機關  

二、各機關於受理檢舉案件

時，應就民眾指述內容詳

為調查瞭解，回覆處理結

果應明確，與檢舉人充分

溝通。 

各機關  

三、檢舉案件調查結果如有涉

及公務人員責任，請依法

公正處理；並請檢討是否

有法令、制度等不完備之

處，積極研提因應改善方

案。 

各機關  

四、近期部分合併後委由區公

所代辦代管的業務，陸續

回歸各主管機關自行辦

各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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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機關在業務移交或

財產接管之際，應清楚交

代並充分掌握業務現況。  

五、有關停車場用地目前仍有

承租人違法使用情況

者，請交通局儘速依法處

理；如因公共利益考量，

採取輔導承租人合法化

時，亦請兼顧法令及公平

原則。 

交通局  

六、農藥管控相當重要，請農

業局積極主動查緝偽禁

農藥，並可研議與農會合

作，加強向農民宣導農藥

正確使用觀念及建立偽

禁農藥通報管道。 

農業局  

七、為提升醫療服務品質，醫

院採購單位應該思考在

符合採購法的規定內，採

取合適的採購方式，引進

最好的儀器，讓醫事人員

能專心在臨床醫療上努

力。 

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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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醫院醫療儀器審查委員

會應確實運作，妥適評估

需求及預期效益，並活絡

器材之運用，俾發揮採購

效益。 

衛生局  

九、應向監察院申報財產對象

之 服務 機關 及指派機

關，應責成專人負責即時

通報申報義務人之人事

異動資訊予監察院，並將

此列入職務移交事項，避

免疏漏通報致影響申報

人權益。 

各機關  

十、各機關執行申報義務人異

動資訊之通報作業時，請

政風處協助提供諮詢。 

政風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