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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上級機關重要政風工作指示及相關重要事項宣達。
一、 本府廉政會報第 5 次會議決議暨指示事項，請各單位依
指裁示辦理：
（一） 接獲各類人民陳情案件，應儘速妥善簽辦，俾落實控管
案件處理時效及回復品質。
（二） 回復民眾陳情意見，應本公平、公正之立場及迅速、確
實原則處理，最主要者應瞭解民眾陳情內容來龍去脈，
具體陳述依據的法規及處理情形，使陳情民眾充分的瞭
解，以避免民眾重覆檢舉，影響機關本身行政效率。
（三） 重新檢視廢品管理現況，對於仍具價值之廢品應納入常
規作業予以處理管制，避免私自轉賣獲利情事發生。
（四） 就機關已執行、預計規劃或所遭遇之困境，不論環境、
說明

社會或軟、硬體等方面之議題，均得提會報告，經政風
處彙整後於會議中正式討論，藉以落實廉政會報辦理之
宗旨。
二、 請各單位主管協助加強宣導廠商參與政府採購不得對該機
關人員餽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違背職務或不違背
職務行賄等行為，有關公務員因公務禮儀受贈貴重財物之
處理方式，依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下稱本規範）
第 4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三、 邇來某地方政府機關遭民眾檢舉，上、下班時間有駕駛公
務車處理私務、將公務車私用等情，涉有違反公務車輛使
用管理等相關規定，除追繳油料費用外，另予追究其行政
違失責任。請各單位注意公務車應予公務使用，勿使用公
務車作私人用途，使用後依規定填報往返地點及油料。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102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報報告案
報告單位

政風室

編號

2

案由 102 年 7 月至 10 月本局政風工作推動情形。
一、 政風預防工作
（一）102 年 9 月 17 日編撰廉政季刊乙份，彙整相關政風法

令供同仁參閱。
（二）102 年 9 月 24 日辦理政風法令講習-「廉能政策與廉政

倫理」乙場。
（三）102 年 9 月 28 日配合參與 102 年高雄市政府政風處各

所屬政風機構「2013 高雄國際無車日」反貪倡廉宣導
活動乙次。
（四）為增進本府應辦理財產申報公職人員對財產申報及利

益衝突迴避法令之知能，謹訂於 102 年 10 月 23 日（星
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假本市鳳山區公所 4 樓多媒體
說明

簡報室舉行說明會，請申報義務人務必參加以了解申
報法令及操作方式。
（五）另經本府政風處 102 年 6 月 21 日高市政預字第

10230485601 號函轉法務部廉政署 102 年 6 月 13 日廉
財字第 10205014520 號函指示，採購業務主管人員應
依法申報財產，於立法理由並載明：
「『營繕工程』部
分因應政府採購法之實施，已屬『採購』之範圍」是
以營繕工程主管人員亦屬採購主管人員，而應申報財
產。
二、 建議事項
（一）採購評選案依採購法規定於招標前成立，如有前例可

循且條件簡單者，敘明理由簽准於開標前成立，請各

單位注意前開期程。另簽准委員名單密封後送政風
室，並預留 2~3 天作業時間聯繫委員，並留意敦聘函
及開會通知連絡人資料填具政風室資料，以利委員聯
繫過程保密。
（二）請各單位妥善規劃採購案以利執行，非有緊急情事，

盡量避免請廠商先行施作後補辦契約變更，另依契約
範本第 20 條規定，機關於接受廠商所提出須變更之事
項前即請求廠商先行施作或供應，應先與廠商書面合
意估驗付款及完成契約變更之期限，類此案件請先與
廠商簽訂書面合意資料，以為程序之完備。
（三）有關採購案廠商報請展延，請於履約期間依契約規定

辦理，展延期限係以「非可歸責於廠商」且有下列情
形者：
1、發生契約規定不可抗力之事故。
2、因天候影響無法施工。
3、機關要求全部或部分暫停履約。
4、因辦理契約變更或增加履約標的數量或項目。
5、機關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
6、由機關自辦或機關之其他廠商因承包契約相關履約標的

之延誤而影響契約進度者。
7、其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經機關認定者。

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檢具事證，儘速以書面
向機關申請展延履約期限。機關得審酌是否符合上開
情形後，以書面函復廠商同意展延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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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金獅湖滯洪池周邊地景環境改造工程—植栽遭水淹沒死
亡案。
一、 案件概況：
（一） 金獅湖堤岸為水泥護岸且長期處於低水位景觀不佳，另
之前「100 年度金獅湖風景區整建工程」亦曾在湖邊種
植水柳綠美化已有成效，為改善湖岸景觀，故規劃於湖
岸種植樹木以加強綠美化。
（二） 本案為內政部營建署 101 年度「臺灣城鄉風貌整規劃示
範計畫」補助案件，總預算 800 萬，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560 萬，本府自籌 240 萬，規劃辦理步道改善、邊坡擋
土改善、綠美化改善及照明改善等工作，於金獅湖畔共
種植落羽松 154 株、水柳 138 株及野薑花 1668 株，三種
植栽總經費為 82 萬 3912 元，後因金獅湖水位提高，該

說明

三種植栽遭水淹沒而折損(本局原主張工程尚未驗收完
成，廠商應全數重新補植，惟廠商主張其係依設計位置
種植，並無過失，故依契約規定提出履約爭議調解)，案
經進行履約爭議調解後，由廠商負擔 15%，本府負擔
85%，本府負擔金額為 70 萬 325 元。
（三） 該等植栽於 101 年 10 月 28 日時種植，於 102 年 2 月 6
日辦理初驗複驗時發現該等植栽遭水淹沒，後續即電話
聯繫水利局請其降低水位，其表示金獅湖水位提高係考
量地方及民意需求，後 102 年 2 月 9 日至 2 月 17 日適逢
春節期間無法協調，春節後再經協調，水利局表示需請
本局發文後再簽辦，本局於 102 年 2 月 27 日函請水利局
降低水位，水利局表示需先辦理現場會勘後才能決定，
102 年 3 月 19 日水利局才辦理現場會勘，惟廠商於 3 月

19 日前已先表示植栽已因泡水而死亡，後續要申請履約
爭議調解，要求保留證據，並已請「中華民國景觀工程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3 月 20 日現場會勘鑑定，
故 3 月 19 日會勘時告知水利局暫緩降低水位，「中華民
國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現場會勘後表示
該等植栽係因泡水而死亡，並提出報告，報告重點如下：
1、水柳、落羽松及野薑花若依據原設計圖面施工及養護
下，並無不妥適之處，然而因驟然的積水或長期淹水情
況下，則會導致植栽無法生長與無法存活現象；蓋因落
羽松、水柳及野薑花皆為水岸植物，而非水生植物或具
有挺水性機能之植物，因此皆無法長期浸泡在水中存活
生長。
2、前述三種植物於移(種)植初期如有足夠的表土介質層
供其根系之生長，待期根部發育完全(落羽松、水柳一般
約需一年以上、野薑花亦需有半年以上時間)之後，其根
部就可自然親水生長…。倘若驟然且長期淹水自將無法
存活。
本局為求慎重，復於 102 年 4 月 11 日邀請「高雄市景觀
工程商業同業公會」現場會勘，其表示認同「中華民國
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之報告。
（四） 102 年 5 月 23 日進行履約爭議調解會議，協議由本局負
擔 85%，廠商負擔 15%。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
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力，除本法有特別規定者
外，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調解之規定。
（五） 水柳、落羽松及野薑花雖屬水岸植物，但不屬水生植物，
本案設計單位設計時未精確掌握金獅湖水文狀況，亦未
在設計圖說或規範提及防範水位過高之情形，確有設計
不當之責任，此外水利局調升水位前未知會本局，本局
要求調降水位時又因行政程序而無法儘速配合，導致該

等植栽因水淹沒而死亡，亦為造成損害之重要因素，本
局已簽辦追究設計單位責任，扣罰死亡植栽部分之設計
服務費用 10764 元。
二、 改善措施：
（一） 爾後於設計時當考量水文因素，並加強植栽之審核。
（二） 爾後於設計審查會時，就重點問題以問答表之方式逐條
紀錄設計單位之回答，避免發生類似情形。
（三） 加強與本府其他局處之橫向聯繫，避免再因其他局處之
作而影響本局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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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辦理「102 年度壽山動物園園區設施改善工程」民眾反映疑涉
綁標、不當限制競爭乙案。

一、 案件經過：
（一） 本案為市府總預算 2000 萬，規劃辦理動物園園區內各項
設施改善工作，並於鹿園等相關園區設計工程使用的木
紋塑膠仿木、原木複製預鑄組立鋼筋混凝土製品；規範
要求限用進口材料環保漆料，ASTM G154 耐候性 1800
小時，疑有不當限制競爭情事。
（二） 旨揭工程於 102 年 4 月 19 日召開第一次細部設計審查會
時，本科即要求設計單位提供業主之製造廠商請已持有
國內合法工廠登記證或製造業登記證之廠商，不宜提供
僅有買賣之廠商，且至少提供 3 家以上，而設計單位亦
提供 3 家以上廠商給予本局，合先敘明。
（三） 本案本局以 102 年 7 月 17 日高市觀工字第 10231134300
號函請設計單位說明，並獲回覆如下：
說明
1、
經詳查所稱材料為木紋塑膠仿木及原木複製預鑄組立式
鋼筋混凝土製品所使用之進口環保漆料，本工程使用之
木紋塑膠仿木材料依據施工圖說材質與規範說明並未使
用進口環保漆料，該檢舉並未詳讀本材質與規範說明內
容，應屬檢舉有誤。
2、
旨揭檢舉本工程原木複製預鑄組立式鋼筋混凝土製品材
料使用之進口環保漆料，依據施工圖說材質與規範說
明，說明如下：
(1) 本材料為水性壓克力漆料，依據 ASTM G154 所規定內
容，僅為試驗儀器及試驗步驟流程，並未規定試驗結果
所需達到要求數據。
(2) 該材料所需耐候性 QUV 1800 小時無異狀（TAF 認證）
，

係考量該材料使用於戶外，長期受強烈陽光曝曬及天候
等影響，為維護本工程材料品質及經濟效益使用年限（至
少於戶外可達 3-5 年使用不受影響）
，避免排擠有限之工
程經費及維修頻繁浪費公帑，故本項材料於規劃設計時
已詳慮所需耐候性 QUV 1800 小時為最佳選擇。
(3) 經查詢國內試驗室，耐候性 QUV 1800 小時測試時數為
一般常見之測試時數，國內更有甚者要求 4000 小時、
7000 小時、最高達到 10000 小時。測試時數多寡取決於
工程經費、經濟效益考量、耐久性及滿足業主整體工程
之需求等其他重要考量因素，勿因單一材料測試時數要
求過長，導致成本增加，嚴重排擠影響本工程有限之工
程經費（本分項工程完成經費僅佔總工程經費 2%）。
（四） 綜上說明，設計監造單位雖有規定原木複製預鑄組立式
鋼筋混凝土製品材料使用之進口環保漆料，但其規定亦
為一般規定，是否有勾結特定材料商，以獨特的設計規
範綁標，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圖利特定廠商之嫌，經
會政風單位意見表示如下:該公司已違反公共工程委員
會 92 年 6 月 5 日工程企字第 09200229070 號令：「三、
規格限制競爭：序號 11『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指定進口
品』列為錯誤行為態樣」
。
二、改善措施：
（一） 上述材料指定進口品，查設計單位顯有設計不當之責，
依本工程合約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略以：
（一）懲
罰性違約金金額，依查核小組查核之品質缺失扣點數計
算之：『1000 萬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採購案：每點
扣款新台幣 500 元』」
，再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
缺失扣點紀錄表中（7.03.00：
「規劃設計有維護性不良情
事」之 7.03.02「維修材料取得不易」
、7.03.03「維護技
術困難」
）2 項各扣 2 點，合計 4 點及 7.00.09「其他規劃
設計不良之情事」1 項，扣 4 點，合計扣 8 點 4000 元整。

（二） 另為免類似情事發生，對於其他工程材料規則及審查，
避免發生限制競爭之虞，本科已於 102 年 9 月 9 日科務
會議檢討並決議爾後各工程案，於發包文件中之設計圖
說加註規範如下：
1、 本設計圖說僅供參考，實際施作內容以甲方核定圖說為
準。
2、 對於無法精確之方式規範或說明要求項目，將於設計圖
說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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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有關本科小額採購過多乙案。
壹、 前言(業務職掌)：
一、 依本局組織規程第三條：本科業務職掌係風景區經營管
理、環境綠美化、景觀維護等事項。
二、 本科經管風景區除原有 4 各風景區(金獅湖、蓮池潭、壽
山、旗津)，經縣市合併(99 年 12 月 25 日)，增加風景區
有澄清湖公園綠地、西子灣、大崗山如意園區、美濃中正
湖、田寮月世界、大社觀音山、觀音湖及鳳凌廣場等 8
處，共計 12 處場域。
三、 本科辦理委外經營案件有高雄市哨船頭公園整建營運移
轉案、高雄市愛河自行車道休憩站營運移轉案、高雄市城
說明

市光廊整建營運移轉案、河西路園道(愛河一期)服務中心
委託經營管理、河東路園道(愛河一期)服務中心委託經營
管理、鳳凌廣場 1 期遊客服務中心租賃案、鳳凌廣場 2
期 A 區委託經營管理案、澄園委託經營管理案、澄清湖入
口意象區委託經營管理案、鳥松育才公園標租案、津彩一
夏~旗津海灘活動委託服務採購案、蓮池潭風景區創意餐
車場域租賃案、蓮池潭遊園車遊潭委託經營案及拓展蓮池
潭水上遊憩活動租賃案，共計 14 件。
貳、 業務現狀報告(易滋弊端業務)：
一、 有關本科小額採購過多乙案：因本科轄管風景區如蓮池
潭、金獅湖、旗津、壽山、田寮月世界、大社觀音湖、美
濃中正湖、、、等等共計 12 處場域，幅員廣大且係為本

市重要觀光景點，場域範圍內許多設施損壞：如公廁馬桶
沖水設施損壞等狀況，須及時修復以維環境景觀及公共安
全，爰現行多以小額採購方式辦理。
二、 然此方式由各站各自辦理採購，造成行政程序繁多，且預
算控管不易，爰本科研擬以開口契約方式改善現況。
參、 改善措施：
本科刻正擬辦「103 年高雄市各風景區各項設施(備)維修
(護)開口契約」
，將木棧道、各風景區管理站小額修繕案件
及 1999 通報須及時處理之案件等等，納入此開口契約項
目，期減少臨時小額採購案件，以增進行政效率，並減少
公帑浪費。
肆、 結語：
本科將持續依業務職掌辦理，並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宗
旨為減少浪費公共資源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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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單位

政風室

編號

01

為維護本局優良形象及協助觀光業務之推動，擬訂定本局
案由

政風訪查工作計畫（如附件），請

審議。

一、為樹立本局優良形象並杜絕可能弊端，藉由直接訪查
方式，與轄內旅宿業者、業務往來廠商或民眾互動溝
通，深入瞭解本局政風狀況及發掘業務缺失，以為改
說明

善之參考。
二、政風室採不定期電話或實地訪查方式，蒐集業者反映
意見並提供給相關業務單位參處，發揮政風工作服務
、興利及預防機制，以維本局廉能風氣。
一、請本局相關單位協助提供業務往來廠商資料並經篩選
後訪查。
二、將訪查結果及處理情形按季彙整陳核，發現有員工涉

擬辦

及風紀資料即密陳

局長並依相關規定查處，發現有

行政缺失或應興應革事項，則簽會相關科室、中心參
處。

決議

修正後通過，訪查對象欄位分為廠商及民眾。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政風訪查工作計畫
壹、 依據：
本局政風工作年度計畫及「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五條第三
款、第四款辦理。
貳、目的：
為樹立本局員工優良形象並消除可能弊端，藉由直接訪查方式，
與轄內旅宿業者、業務往來廠商或民眾互動溝通，深入瞭解本局
政風狀況及發掘業務缺失，期能有效防制貪瀆不法情事之發生或
其他業務需改進之情形，以發揮政風工作興利、服務、預防機制，
以維本局廉能風氣。
叁、實施要領：
一、 訪查方式：由政風室採不定期電話訪查及實地訪查方式，每
月應完成五家以上商民訪查。
二、 訪查對象：與本局業務有關之民眾、廠商或業者等。
三、 訪查內容：如政風興革建議訪查報告表（如附件）
。
肆、訪查工作之作法：
一、 期前作業應蒐集本局業務往來廠商、本市旅宿業者或上級交
查等資料，經篩檢後進行訪查。
二、 辦理訪查時，應主動出示本局服務證，並注意電話禮貌、儀
容及態度，在受訪者同意下配合進行，不得接受受訪者任何
邀宴及招待。並請適切注意人、車及周遭環境安全，如有異
狀，應即時通報政風室。
三、 將訪查結果及處置情形按季彙整陳核，發現有員工涉及風紀
不法之資料即密陳局長並依相關規定查處，發現有行政缺失
或應興應革事項，則簽會相關科室參處。
伍、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政風興革建議事項訪查報告表
時間
地點

102 年
市（縣）

月
區

日上(下)午

時

分

路(街)

巷

弄

號

樓
公司行號名稱：
對象

負責人/代理人姓名：

聯絡電話：

一、您認為本局人員服務態度如何？
□良好
□尚可
□不佳
□有待改進
□無意見
二、政府推動企業誠信倫理，善盡社會責任，您對當前企業之誠信與倫
理是否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請說明：
)
訪

查

內

容

三、本局所轄風景區之設施維護管理是否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請說明：

)

四、本局人員有無於年節要求陋規、接受招待、受贈或需索等情事？
□不知道 □沒有 □有 (□親身經歷 □親友處聽聞 □其他)
五、您認為本局人員風紀如何？
□良好
□尚可
□不佳
□無意見
六、您認為本局人員有良好風評、服務熱忱，值得嘉許之人員？
□不知道□尚無人選 □有 (職稱：
姓名：
)
具體事實：
七、您認為本局人員訪視或執行公務時，有無不當之處？
□不知道 □沒有 □有 (請說明：
)
八、本局辦理招標或驗收等採購業務，有無不當或改善之處？
□不知道 □沒有 □有 (請說明：
)
九、您對本局現行觀光業務推動現況、法令規章或政風工作等事項有無
興革建議？

政
風
室

處
理 □陳閱後移請相關單位參處
意 訪查人：
見

□專案簽處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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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單位
案由

說明

擬辦

政風室

編號

02

為加強政風宣導及維護機關良好形象，本局採購契約書請
增列政風宣導文字，請 審議。
一、依據市府 102 年 9 月 6 日高市政預字第 10230727300
號函辦理。
二、為建立企業誠信倫理及強化廉能風氣，本局各單位辦
理採購時，於採購契約書(履約管理)上請增列「本採購案
件承包廠商於履約管理、驗收期間，不得與公務員有餽贈
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違背職務或不違背職務行賄
之行為」等宣導文字，並以「紅字」警示。

如說明

修正後通過，宣導文字以粗體、底線加註於採購契約，請
決議

將來函及宣導文字放置政風室 S 槽，供各單位參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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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單位
案由

政風室

編號

03

建立本局易滋弊端業務輪流提案報告機制。
一、 本府 102 年度廉政會報第 5 次會議指示，就機關已
執行、預計規劃或所遭遇之困境，不論環境、社會
或軟、硬體等方面之議題，均得提會報告，藉以落
實廉政會報辦理之宗旨。
二、 另為配合行政院推動「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及
強化機關組織力量，建立廉政品管圈，落實廉政會

說明

報功能，請業務單位提報易滋弊端業務報告，以提
升機關服務品質。
三、 為落實會議指示並貫徹廉政會報成立之宗旨，擬請
各單位針對主管業務易滋弊端部分輪流提案報
告，本局業務單位包括：行銷科、產業科、發展科、
工程科、維護管理科及動物園管理中心，合計共 6
業務單位，擬於每次廉政會報輪由 2 單位提案報告。

擬辦

決議

決議通過後，請各科室依輪流提案表配合辦理。
修正後通過。行銷科業於 102 年第 1 次廉政會報報告，修
正輪流報告序位，行銷科更正為序位 1，下次議程輪由發
展科、產業科報告，往後以次類推。

本局廉政會報輪流提案報告表
排序

單位

輪流提會報告

1

工程科

102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報

2

維護管理科

102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報

3

發展科

103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

4

行銷科

103 年度第 1 次廉政會報

5

產業科

103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報

6

動物園管理中心

103 年度第 2 次廉政會報

註：跨年度依排序類推輪流提會報告。

主席結論
謝謝今天會議提報單位及提供寶貴意見，請各單位主管依
照報告案所宣達內容轉知所屬同仁，並請各業務單位辦理採購
案件時，務必特別注意開立材料規格，除了工程外，財物採購
亦同，避免有限制競爭綁標情形，另外也全面檢視小額採購部
分，減少小額採購亦可減少承辦人業務量，盡量整併成招標案
或者開口契約執行，並且注意採購法相關規定，以預防角度檢
視各採購案，落實各項防弊機制，以建立本局清廉與效能的形
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