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0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工作報告表
政風室

報告單位

編 號

１

本局政風業務執行情形報告

案由

一、政風法令宣導業務
表揚廉能，嚴密三節查察，本室利用春節前後召開局務會議等
時機，加強宣導廉政倫理規範，並審慎處理員工請託關說、贈
受財物及飲宴應酬等相關事宜，期間內並無違反規定之情事發
生。
二、興利防弊業務
(一)依照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規定，會同本局採購案件承辦單
位及會計室執行各項監辦作業，使採購作業程序更形完備。
(二)配合本局各業務單位辦理招標評選案，協助聯絡各評選委員，
順利完成評選作業。
(三)隨時掌握機關內應申報人之職務動態，如遇職務異動致應申報
說明

時，除函請申報人依規定辦理申報作業外，並適時提醒申報人
依限申報，以免逾期受罰。
三、政風查處工作
(一)鼓勵員工、與本局有業務往來之廠商或民眾，對於本局暨所屬
單位人員有違法疏失情事，本室於網站上列有檢舉專用電話、
傳真，以鼓勵民眾檢舉不法，落實保障人權，並依行政院頒「獎
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辦理。
(二)針對首長交查、民意代表質詢、民眾檢舉、媒體報導或上級交
辦之風紀案件，深入蒐證查處，並瞭解有無特例狀況，研析處
理方式與防範措施。本年度至今處理計 10 案次，均依規定審
慎處理函覆結案。
四、現況檢討及精進作為
本局政風工作重點仍以重大節慶活動、旅館(民宿)管理、不動

產管理、各風景區工程暨維護管理及一般行政業務之採購業務
等為重點工作。秉持上述工作重點，應持續辦理下列工作：
(一)本諸「預防重於查處」之工作理念，將適時辦理各項易滋弊端
業務稽核，用以從中發掘缺失並要求業管單位檢討改進，以有
效防杜弊端之發生。
(二)將不定期舉辦廉政講習課程，由本室林主任針對公務員應具備
基本法律常識進行介紹外，並將邀請司法機關法律專家實施專
題演講。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0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工作報告表
報告單位
案由

維護管理科

編 號

2

本局轄管各風景區管理情形及防弊興革措施
一、本局轄管各風景區管理－加強環境清潔與美綠化
由於本市都市生活圈快速發展，市民對風景區服務品質要求日益提
高，故本市各風景區綠地維護機制與其他有關單位必頇加強橫向聯
繫，讓本市風景區枯木、狗排遺及雜草列為工作重點處理。利用辦
理植樹活動綠化生活環境，美化風景區觀瞻並供學校辦理戶外教學
之機會培養孩子們愛鄉土、愛學校、愛社區的情懷，進一步落實環
境教育。訂出風景區綠地維護品質再提升策略，俾能提升本市生活
機能，使市民對風景區品質滿意度邁向新的里程碑。
二、防弊興革措施－建立維修通報機制
(一)路園燈等設施：
訂定標準程序旨在規範本市各風景區維修作業管理，做好預防與應

說明

變作業，以降低公有設施因維護不當造成之損失與市民之不便。本
市各風景區之路園燈維護已委由民間廠商負責維修，定期巡邏檢
視，每週通報各管理站。風景區園燈、水電、遊具及設施損壞，如
係自有人員與機具可修復者，修復時間以 2 日為限，如必頇外包商
維修者，先以警示帶或告示牌告知預計修復時間，並儘速招商處理。
(二)風景區場域髒亂：
依據 1999 馬上派工通報系統新增立即處理事項:中午 12 點前通
報，下午 5 點 30 分完成，中午 12 點以後通報，隔日中午 12 點前
完成，風景區設備損壞有立即危險者，1 小時內處置並做警示，4
小時內完成有立即危險之虞者。
三、風景區改造計畫
本局所轄之蓮池潭風景區、金獅湖風景區、壽山風景區、旗津海岸
公園及澄清湖風景區等，為本市市民、遊客及國內外觀光客使用率

極高之觀光景點。因此本局將以建置舒適、便利、友善之旅遊環境
為目標，建設各景點以推動高雄市觀光產業。
(一)蓮池潭風景區
1.發展遊潭觀光之旅，推動纜繩滑水運動，並以促參方式辦理。
2.推動原風景區管理所行政大樓場域作為鄧麗君文物展示館，俾引
進民間資源，使維護管理與觀光發展效益提升。
(二)壽山風景區
1.由市府邀集相關單位及民間生態團體成立專案小組或委會，共同
針對壽山風景區各項發展議題研商解決共識。
2.整體規劃打造壽山風景區成為兼具生態環保與休憩功能之景點。
(三)旗津海岸公園
1.全面檢視旗津海岸公園各項導覽設施、座椅及公廁等及作必要之
改善。
2.整體規劃打造旗津海岸公園成為兼具生態環保與休憩功能之景
點。
(四)金獅湖風景區
1.發展成為一個兼具宗教意向與蝴蝶生態之觀光休憩區。
2.建構南臺灣蝴蝶研究中心，結合蝴蝶研究專業，提升園區多面向
觀光遊憩功能。
(五)澄清湖風景特定區
製作行銷摺頁，增加遊客旅遊文化薰陶，並提供休閒、聯誼的
大自然景點。
(六)月世界風景特定區
建置自然生態服務站，提供遊客對惡地形等自然地景旅遊及自
然教育、戶外教學之遊程。
(七)觀音山、觀音湖風景特定區
提供登山客使用便利、安全之登山環境，進而推廣登山活動，
促進地區觀光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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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本市旅館(含日租屋)及民宿業務管理現況及防弊興革措施
壹、前言
隨著國民所得增加及周休二日實施，國人對休閒生活的重視日
漸提升，對觀光旅遊的品質及需求隨之高漲。此外，政府大力
推動觀光產業，將觀光產業列為六大新興產業之一，開放大陸
人士來臺旅遊。為因應全臺各地觀光人潮增加，旅館業之管理
更顯重要。近年來旅館業及民宿業皆朝多元發展，除住宿之外，
亦協助旅客安排休閒旅遊及套裝行程，提供旅客多樣化服務。
因此，為改善高雄地區旅館業之管理，增進旅遊品質，確保旅
客住宿安全，研擬改善旅館管理之具體作法，維護旅客住宿安
全係本局目前的首要任務。
貳、旅館管理實務分工
說明

依據「旅館業管理規則」第 29 條：
「主管機關對旅館業之經營
管理、營業設施，得實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旅館之建築管理
與防火避難設施及防空避難設備、消防安全設備、營業衛生、
安全防護，由各有關機關逕依主管法令實施檢查；經檢查有不
合規定事項時，並由各有關機關逕依主管法令辦理。」爰此，
有關旅館業之建築安全、消防安全、營業衛生等由本府相關單
位依權責辦理。
參、現行具體作法
一、旅館及民宿申設作業：
依據發展觀光條例，經營觀光旅館業務及經營民宿者，應向
地方主管機關申請設立登記。本局目前受理旅館業及民宿之
設立登記，於收件後審核其檢附資料是否完備，並分會請相
關權責單位審查其是否符合建管、消防、衛生等相關規定，

再予准駁旅館登記證（辦理流程如附件一）
。
二、合法旅館及民宿管理
為維護旅客權益，本局定期稽查合法旅館及民宿，依據發展
觀光條例第 37 條：
「主管機關對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
業、觀光遊樂區或民宿經營者之經營管理、營業設施，得實
施定期或不定期檢查。」及第 54 條第 1 項：
「旅館業、民宿
經營者經主管機關依第 37 條第 1 項檢查結果不合規定者，
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另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定
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仍繼續營業
者，廢止其登記證。」之規定裁處。
三、非法旅館管理
98 年原高雄市列管之未合法旅館計有 18 家，經輔導至 99 年
底尚有 12 家尚未合法（4 家取得旅館業登記證，2 家停止營
業）
，其中 3 家已向本府申請籌設，另有 1 家面臨未達 15 米
道路，現辦理社區參與程序中。縣市合併後截至 100 年 1 月
14 日止，本市未合法旅館計 43 家，其中原高雄市轄內計 12
家，原高雄縣轄內計 31 家。針對非法旅館業者，本局每年
會同本府相關單位辦理聯合稽查，稽查結果依違反「發展觀
光條例」
、
「建築法」及「消防法」等相關規定，由各權責機
關依法查處；處分前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給予該處分
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陳述意見顯無理由，則依發展觀光
條例裁罰標準辦理（其裁罰及催繳作業流程如附件二）。99
年本局聯合稽查非法旅館共 11 家次（名港汽車旅館、金思
貝汽車旅館未見營業），並已開立處分書。為輔導未合法旅
館合法化，已完成提案修改都市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
放寬住宅區設置旅館條件，面臨已開闢道路由 15 米放寬至
12 米，惟 12 公尺~15 公尺部分，頇辦理社區參與會議。本
案 業 經 本 府 都 發 局 99 年 7 月 29 日 高 市 府 都 二 字 第

0990044449 號令修正發布實施。本局另以 99 年 12 月 13 日
高市府觀二字第 0990074527 號令訂定「高雄市申請設置旅
館社區參與辦法」，以為辦理社區參與之憑藉。
四、日租屋管理
(一)本市目前有業者以短租、日租型態提供住宿服務，此類型業
者非屬旅館或民宿型態經營，現場未設市招，而以網路行銷
廣告，該等業者營業出租場所為大樓內之套房或住家，不僅
對旅客住宿安全造成威脅，亦影響該大樓住戶安全甚鉅。
(二)根據交通部觀光局 99 年 12 月 29 日交路字第 0990012444 號
解釋令，除合法經營之觀光旅館業及民宿以外，其以不動產
租賃方式經營，提供旅遊、商務、出差等不特定人有日或週
之住宿或休息事實而收取費用營業者，核屬旅館業務之營業
行為，應依法取得旅館業登記證，始得營業。
(三)囿於人力限制，本局限依 99 年 9 月 16 日簽奉 市長核示之
日租屋管理輔導案，以住宅區及檢舉案為優先稽查。本局一
旦接獲民眾檢舉本市日租案，邀集財政部國稅局、本府工務
局、消防局、衛生局、稅捐處及警察局辦理聯合檢查；並函
請相關權責單位就缺失部分繼續追蹤管制，本局亦依查獲事
實核判是否有違反規定之情事。自 99 年 6 月迄今本局聯合
稽查日租屋共 54 家次，並已開立 13 張處分書，罰鍰金額達
新台幣 182 萬元，餘賡續辦理。又為使民眾了解日租屋並非
合法之住宿場所，本局主動於本局網站發佈新聞稿，強調日
租型套房未合法，呼籲民眾慎選合法旅宿。
(四)為更積極有效管理日租屋，本科現已辦理下列事項：
1.主動於本局網站發佈新聞稿，強調日租型套房未合法，呼籲
民眾慎選合法住宿場所。(100 年 3 月 17 日發佈)
2.將本局網路搜尋建檔之日租(套房)屋名冊提供予建管、消防
及警察單位，請其依權管法令加強管制。（本局 100 年 3 月
30 日高市觀產字第 1000003600 號函）

3.函請本府工務局轉知所轄各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將禁止經
營日租型套房列入大樓規約，一旦發現住戶擅自經營日租型
套房，應立即向本府舉報。
（本府 100 年 4 月 7 日高市府四維
觀產字第 1000030378 號函）
4.已簽陳 市長成立日租屋之輔導與管理專案小組，成員包括
工務局建管處、消防局、衛生局、警察局、都發局及稅捐處
等單位（已完成簽核）。
肆、精進做法
一、研訂旅館及民宿輔導管理計畫(研擬中，如建立旅館業自主
管理機制)
二、依法查處非法旅館業者本局針對非法旅館及民宿業者依法
查處；部分業者輔導其改善，並向本局申設。至於發展觀光
條例第 55 條第 3 項規定：
「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而經營
觀光旅館業務、旅館業務…，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營業。」，有關禁止其營業乙節，前
有台中縣政府以 99 年 9 月 20 日府交旅字第 0990295596 號
函詢交通部觀光局應如何辦理(如附件 3)，請其提供具體事
例及相關意見供參考辦理，惟交通部觀光局迄今仍未正式函
復。
三、主動參與稽查取締實務相關講習及座談主動參與交通部觀
光局舉辦之稽查取締實務相關講習、座談及觀摩研習等活
動，並將執行成效列為「交通部考核地方政府辦理旅館業及
民宿管理輔導績效考核」之評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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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現行不動產管理情況及業務興革對策(含占用、借用及出租
建物、土地)
一、前言：
有關本局權管之土地及建物，依事務管理規則第三篇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手冊第一章總則第八條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財產
管理單位管理。但其性質需由各有關單位管理者，得交由各有
關單位分別管理。必要時，簽請首長核定分工事宜。」本室已
於 99 年 6 月 28 日簽奉局長核定，爾後有關本局各科室管理場
域，仍請各科室自行處理借用、租賃、委外經營等收益及違規
佔用處理事宜在案，是以有關本室之財產管理權責依此規定，
辦理本局公用財產產權登記、減損及檢核等事項。
二、有關本局現行不動產管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租賃部分：
說明

1.維護管理科經管的部份-三清院案：
(1)96.12.1~99.10.31 委託財團法人高雄市三清歷史文化院慈
善事業基金會管理，99.11.1~102.10.31 續約。
(2)地號：高雄市鼓山區壽山段 126 地號
(3)委託管理面積：13,344.14m2
2.動物園管理中心經管的部份
(1)動物園區及停車場販賣部租賃：
動物園區停車場及販賣部，與世豪商行訂定租賃契約，經
管的部份約日期自 99 年 8 月 1 日至 103 年 7 月 31 日止
(2)高雄市鼓山區鼓中四小段 657 地號
動物園停車場：面積 13,20m2
停車場販賣部：面積 202.23m2
(3)高雄市鼓山區壽山段 126 地號

動物園區販賣部：面積 395.29m2
(4)自動販賣機租賃：本局與松揚飲料訂定租賃契約，日期自
99 年 7 月 20 日至 103 年 7 月 20 日高雄市鼓山區壽山段 126
地號，租賃面積 24m2
3.秘書室
陳昌和租賃案：本局與陳昌和訂定租賃契約，契約日期自 98
年 12 月 1 日至 102 年 11 月 30 日止，地號：高雄市鼓山區
鼓南 4 小段 212 地號，租賃面積 63m2
(二)佔用部分
1.維護管理科
無極宮王母娘娘案：私人占用其期間 75 年至今，地號：高
雄市鼓山區壽山段 126 地號，占用面積：1,112.31m2，已於
100 年 3 月 31 日收取開徵使用補償金為 97,200 元。
2.秘書室
(1)農田水利會佔用土地案：高雄市左營區左東段 1052 地號面
積 486,970 m2 經估測農田水利會約占用 1,276m2，有關該案
依既有文件資料查自 79 年貣即被徵收。
(2)鼓中段 4 小段 659 地號案：私人占用，前為工務局下水道工
程處經管，之後因工務局清查認為該區應屬於動物園用地，
是以本局自 98.7.21 接管貣-迄今，被占用之面積為 1,227m2。
(3)鼓南段 2 小段 291-1 號案：私人占用 57 年以前貣-迄今，被
占用 1,090m2。
(三)鼓南段 2 小段 291-1 號案被占用處理情況如下：
1.本案自 83 年貣即循諸多行政程序協請相關機關協助查詢，其
間並辦理 2 次鑑界，惟結果均無法鑑界。
2.觀光局成立於 98 年 1 月 1 日，承接原高雄市風景區管理所業
務，針對該筆土地界址無法鑑界部分，本局於 99 年 7 月 22
日再次辦理鑑界，惟仍無法鑑界，另於 99 年 8 月 20 日邀集
相關單位召開會議，研商如何解決該案，會議決議係請本局

可否利用本府工務局之套圖系統與都發局之都市計畫圖或稅
捐處課稅資料等單位確認各戶佔用面積，如仍無法確認佔用
面積，並再進行委外測量。依會議結論於 99 年 9 月 30 日函
詢鼓山區公所、戶政事務所、稅捐處鼓山分處，以及瞭解航
照圖及地籍圖套圖系統仍無法確認使用戶名冊及各別使用之
面積，故委託專業測量公司於 12 月 6 日進場測量辦理土地占
用戶之清查及完成占用面積之測量，並於 98 年 12 月 24 日交
付報告書。
3.經查該筆土地使用分區為住 3，至少自民國 62 年貣即已被占
用，如朝收回方式辦理實屬不可能，朝收補償金方式解決，
該土地已於 99 年 11 月 3 日簽奉局長核准，請專業廠商測量
土地占用戶清查及占用面積並於 99 年 12 月底完成測量報
告，嗣候續辦理佔用戶占用補償金核算事宜。
三、本局經管國有及市有不動產登記情形
(一)國有土地總筆數：113 筆
(二)市有土地總筆數：242 筆
(三)市有辦公房屋總棟數：9 筆
四、有關財產經管防弊興革措施方面
(一)各類報表按時造送（如半年報、年報）
(二)動產受贈依自治條例 29、30 條規定報府後登帳列管
(三)各類財物依行政院頒財物標準分類規定編號，並依規粘貼標籤
(四)財產卡以一物一卡為原則辦理
(五)市有不動產依規定申請減免稅事宜
(六)新增財產時填列財產增加單並登帳列管
(七)財產移動依規填列財產移動單及更正財產管理系統
(八)經管財產毀損及報廢之處理情形
1.依「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規定辦理
2.報廢後財產依規減帳
3.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依「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

賣及估價作業程序」辦理
4.變賣後殘值繳庫
5.報廢後財產轉撥依自治條例 74 條規定辦理
(九)每年定期簽報機關首長核派財產檢查小組人員進行財產盤點
﹙財產、非消耗品﹚
(十)財產管理人異動時辦理移交
(十一)各類表單依規填製﹙含修改或增、減異動單﹚
(十二)每年年底辦理「年度事務管理工作檢核作業」

主席結論
「大家各盡本分，帄安退休，對於這個城市有所貢獻」是
本人對於本局所有同仁之期許，希望同仁均能確實依法行政，
遵守法令規定，避免違法、犯紀的事件發生，如發現業務缺失
應確實立即檢討改善，並防範類似案件再度發生。此外，同仁
與廠商、業者間之互動更需謹慎為之，不應有不當之飲宴應
酬。謝謝今天會議各提報單位及各位主管同仁提供寶貴意見，
請各單位依會議決議事項落實相關防弊機制，以建立本局清廉
與效能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