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103 年度施政績效成果報告
重要施政項目
壹、預防貪瀆
一、落實「國家廉政
建 設 行 動 方
案」
，推動行政透
明措施，強化內
控預警機能，增
益行政廉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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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有效推動本府廉能政策，並貫徹行政院「國家廉政建設行動方
案」
，分別於 103 年 3 月 12 日及 8 月 21 日召開本府廉政會報，除
通過審定工務局「工程品質管理」為 103 年廉政品管圈研究議題
外，並督導工務局推動建管業務行政透明措施。另所屬機關亦召
開廉政會報計 104 會議次，審視各項業務內控機制嚴謹度及廉能
政策執行現況，研提興利措施計 379 案次，律定廉能施政方針及
具體作法，建構廉能政府新能量。
2.發揚公民參與精神，結合廉政志工共同關懷家園，推動「2014 有
『志』一同來督工」專案，巡檢大街小巷各項公共工程共計 50 案，
確保施工安全及品質。復為瞭解民情需求，辦理「廉潔好厝邊－
清靜好家園」及「工安守護齊『廉』心─勞動安全攜手拼」2 項廉
政平臺專案，藉由訪查及辦理座談會，蒐集基層心聲，俾使廉能
施政更貼近市民需求。
3.全方位推廣廉能觀念，舉辦「雄愛『廉政』Q 寶貝─照片徵選」
、
「廉
想任遨遊、盡在電子書」
、
「跟著廉政看板遊高雄」
、
「廉政 FUN 送‧
幸福 ON LINE」等專案行銷活動，並拍攝「看不見的溫柔～廉政志
工的一天｣短片，藉由廉政志工推行工作之甘苦談，闡述政府現行
廉能政策，透過公益頻道及大型電視牆輪播，深入社區群落，展
現市府反貪倡廉決心，鼓勵全民踴躍檢舉貪瀆不法，建構全民反
貪網絡。
4.為將廉潔、誠信之價值觀植基校園，結合廉政志工前進校園，辦
理「2014 擁抱誠信 SUPERKID~『誠信』快樂學誠信學習單」
、
「2014
『廉潔‧誠信 FUN 電影』
」、「我是廉政小尖兵~向誠信說 YES 系列
宣導活動」及誠信體驗營，共計宣導 2,187 場次，引導學生對品
德核心進行思辨與價值澄清，讓廉政種子在學童心中發芽茁壯。
5.積極推廣企業社會責任，加強宣導企業反貪觀念及誠信倫理，舉
辦「消防安全檢查與企業誠信論壇」及「『工安守護齊廉心，勞動
安全攜手拚』勞動安全與企業誠信論壇」，邀集消防設備師公會、
事業單位及公（工）會代表等，探討企業誠信相關議題，喚起全
民廉能共識，提升市政競爭力。
6.擇定建管業務、垃圾進場傾卸及納骨塔管理作業等民眾關注議
題，推動行政透明措施計 3 案，充實公告資訊內容，並提供線上
即時監控及查詢洽辦功能，增益行政效能，落實外部監督，強化
社會對政府公權力之信賴。
7.強化個案風險評估作為，針對潛存違失風險事件或人員，機先採
取預警作為共 80 案次，計節省公帑 18,772,079 元、增裕公庫
14,033,562 元，並針對高風險不適任人員調整職務計 3 人次，另
擬訂違章建築拆除認定標準等規章，完善防弊機制，有效降低貪
瀆風險。
8.針對「僱用獎助措施」、「食品衛生稽查業務」等與民眾權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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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適採稽核查察作為計 24 案次，並就作業違失研提強化案件
審查機制、齊一裁罰基準等策進作為，增益機關內控機能。復辦
理「工程品質管理」
、「受理報案作業」等廉政研究計 4 案次，結
合內部稽核、外部訪查與綜合座談會等方式，剖析業務妨礙興利
因素，精進機關施政品質，型塑無障礙行政環境。
9.周全機關內控機制，嚴密防弊措施，分就貪瀆起訴及行政肅貪案
件，研編檢討專報計 21 案次及興革建議 10 案次，藉由剖析弊案
發生事實原因、弊端態樣及制度遺漏，並提出具體有效改善措施，
積極防杜是類不法情事再行發生。
10.為確保採購資訊公開透明，落實程序監辦作業，本府各機關政風
機構實地監辦採購案件計2,102件、書面監辦3,565件，並就監辦
過程發掘法規適用錯誤或招標規範疏漏疑義等缺失事項，適時啟動
預警機制，提出導正建議，加強採購作業流程控制，順遂採購案件
之進行。
11.每年定期彙整機關逾10萬元採購案件，進行清查與交叉比對，從
中發掘機關採購異常因子，並就違失案件追蹤後續施工、監造、
履約、抽驗及付款等程序執行狀況，另涉及圍標案件移送偵辦，
遏阻採購不法情事。
12.為強化公務同仁法紀知能，依機關屬性舉辦講習訓練、專題演講
及辦理法令測驗，另針對建管及殯葬等業務具裁量權限之公務同
仁，邀請檢察官講授圖利與便民，並進行意見交流，交換實務執
行困境與討論因應之道，確實提升員工廉政知能，協助同仁建立
正確行政觀念。
13.貫徹「高雄市政府員工廉政倫理規範」登錄制度，並配合春節、
端午及中秋三節，透過本府全球資訊網及平面媒體，籲請勿向公
務員「關說」
、
「送禮」
、
「邀宴」
，宣揚廉能政策，提升廉能形象。
本府各機關登錄請託關說案件計 4,503 件，拒收餽贈並退還財物
計 1,309 件、拒絕飲宴應酬案件計 484 件，確保同仁權益，砥礪
員工品操，落實依法行政，進而提升外界對施政團隊之信賴與肯
定。
14.辦理本府 103 年廉潔楷模選拔，經由各機關薦報計有 16 機關推
薦 45 名同仁參加甄選，嗣經本府廉政會報審議選出 15 名廉潔楷
模，除刊登本府公報外，並公開表揚，用供市府同仁學習效法，
以收樹立廉潔典範，激發榮譽心之效。
二、落實財產申報制度 1.強化同仁陽光法令知能，舉辦財產申報說明會計 29 場次，共 1,893
，貫徹利益衝突迴
人參加，講授「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操作介面、財產
避，建構優質公務
申報常見錯誤態樣及實務案例研析等，協助申報人據實申報財
環境
產。另配合法務部財產申報查核平臺作業，成立申報服務團，針
對教育行政 103 年定期申報人員，提供到府桌邊服務，全面推廣
網路申報。
2.針對本府政風機構 102 年受理申報人數 3,839 人，依 14%比率公開
抽出 555 人辦理實質審查（含法務部廉政署審查 5 人）
，復全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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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前後年度比對作業，審查結果計有 134 人相符、379 人不符情節
輕微予以另表註記、37 人擬移請法務部複審；前後年度財產比對
作業 259 人非屬定期申報致毋庸比對，262 人財產增加未逾全年薪
資所得總額一倍以上，29 人財產增加逾一倍惟非無正當理由。
3.為避免公職人員誤蹈法網，結合財產申報說明會，宣講利益衝突
迴避法令，並積極推廣迴避報備制度，鼓勵同仁清廉自持，以促
進廉能政治；另年度查處涉嫌違反利益衝突迴避案件計 1 案。
貳、公務機密維護及預防
危害或破壞事件
一、落實自主管理思 1、針對業務執行訂定專案保密措施 82 案，訂（修）定公務機密維
維，強化機密維護
護規定或措施 2 案，編撰機密維護專報 2 案，有效強化公務機密
觀念，持續推動機
安全，預防機關可能洩密管道及防制作為。
密維護宣導及檢 2、本年度辦理公務機密維護檢查計 258 案，針對缺失研提改善建議
查，防杜洩密情事
列管追蹤，防杜洩密情事發生；另執行維護宣導 769 案，落實員
發生，有效維護民
工公務機密維護觀念。
眾及機關機敏資
料保密
二、結合機關行政資
源，強化維護會報
功能，完善機關設
備及人員安全，預
防危害事件發
生，建立安全辦公
環境，提供市民優
質服務

1、適時召開安全維護會報 127 次；另研訂機關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
實施計畫或措施 8 案次，有效強化安全維護機制，維護機關安全。
2、辦理機關安全維護檢查 203 案次，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740 案次，
有效發揮政風興利服務之效能，防杜危安情事發生。
3、蒐處重大危安及陳情預警情資 76 案，協調相關單位預先採取防
範作為，有效發揮協處功能。
4、本府各政風機構針對機關辦理各項重大活動或節慶集會活動，協
助機關辦理維護工作 31 案次，執行首長安全維護 48 案次，防範
危害或破壞事件發生。

參、政風調查
一、鼓勵檢舉貪瀆不 貫徹行政院頒「國家廉政建設行動方案」肅貪工作指示，配合廉政
法，縝密辦理政風 署及檢察機關打擊貪瀆不法，透過獎勵保護檢舉制度，運用各類宣
查處
導文宣，鼓勵機關員工、與機關有業務往來之廠商及民眾，踴躍舉
發貪瀆不法情事，本府均把握時效縝密查察、審慎處理，以強化民
眾肯定本府端正政風決心。全年受理民眾檢舉 566 件，其中具名檢
舉 414 件，匿名檢舉 152 件，經審慎處理後，其中函送偵辦案件 3
案、辦理行政責任 6 案、行政處理 122 案、澄清結案（含列參及其
他）者 111 案，餘函送權責機關參處或妥慎查處中。
二、加強業務查察，確 1.針對易滋弊端業務或可能妨礙興利之人員，伺機配合稽核業務機
實追究行政違，有
會，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制弊端發生，加強重點查察，以期防
效導正行政違失
制或發掘貪瀆不法案件。
2.確實推動行政肅貪工作，要求違規、違法人員確實承擔行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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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機先落實防處作為，消弭機關可能衍生之貪瀆不法情事，本年
度對於涉及行政違失人員，移請權責機關議處計 52 案 95 人次，
其中記過 21 人，申誡 64 人，其他 10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