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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政風處中程施政計畫(100 至 103 年度) 

壹、 環境情勢分析與優先發展課題 

一、 環境情勢分析 

（一） 廉能的政府，是提昇國家競爭力重要因素，貪瀆行為不僅斲傷公務 

人員尊嚴，降低政府行政效率，甚影響國際形象與競爭力，更進而

產生民眾對政府不信任感；故可謂廉政是市政建設之基礎，沒有廉

能的政府一切的建設都是枉然。是以，政府在面對全球化之競爭與

衝擊下，民眾對政府廉能施政要求日益殷切，本市自胡市長上任後，

主要政見為建立「文化、經濟、國際城」，打造一廉潔之「陽光城市」，

顯見其對公務員清廉操守之重視，故建構一個清廉的市政團隊，為

當前本市施政之重要目標。 

（二） 機關施政滿意度與清廉度評估分析 

99 年度政風實況問卷調查結果：受訪民眾中，針對臺中市政府及所

屬機關學校紅包與關說文化改善情形，有 29.9%民眾表示有改善，

10.0%表示和以前一樣，4.9%表示較為嚴重；應酬文化改善情形，

有 28.6%民眾表示有改善，13.2%表示和以前一樣，3.8%表示較為

嚴重；和 98 年相比，有 42.1%民眾表示清廉程度有提昇，8.7%民

眾表示需要改善。針對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承辦人員服務態

度，有 79.6%民眾表示滿意，10.4%民眾表示普通，9.1%民眾表示

不滿意，與 98 年度相比，承辦人員服務態度滿意的比例增加 3.7%，

滿意度有顯著增加；對於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承辦人員辦事

效率，有 76.9%民眾表示滿意，7.1%民眾表示普通，14.8%民眾表

示不滿意，與 98 年度相比，承辦人員辦事效率滿意度的比例減少

3.4％。。 

（三） 99 年度員工受行政懲處件數為 36 案 53 人，受刑事處分有 3 案 3 人；

在受理檢舉案件數方面，99 年度為 604 件，另其他自行調查件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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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件。 

（四） 綜上評析，本府之施政滿意度與清廉度雖已獲得市民之肯定，惟仍

尚有少數員工心存僥倖，經辦業務仍間有發生貪瀆傳聞或弊案，顯

見在政風業務之推動上，仍尚有提升的空間，殊值努力檢討改善。 

二、 優先發展課題 

（一） 積極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工作，維護民眾個人資料與財產安全 

避免本府所掌握之民眾之個人資料外洩，影響民眾權益，期使機關

同仁與民眾能重視個人資料保護問題，避免個人資料外洩。 

（二） 積極辦理反貪宣導活動，推動全民加入反貪行列 

政風機構應積極推動號召全民加入反貪防貪行列，宣示政府反貪腐

決心，灌輸民眾知法守法的觀念，使民眾認識貪污問題之嚴重性，

激起民眾反貪意識，期使反貪防貪蔚為風潮，以型塑創造社會之廉

潔風氣。 

（三） 落實業務防弊稽核，預防貪瀆不法 

為適時發現弊失，本處針對本府各項易滋弊端業務如採購及建管、

消防、環保、衛生、工務等業務，深入瞭解其相關法令規定、作業

流程，透過不定期稽（抽）核或專案業務稽核方式，發現弊失適時

建議改進或予以導正，以預防貪瀆不法。 

（四） 提供興革建議，提高行政效率 

針對本府及所屬機關與民眾權益關係密切之業務，透過政風實況問

卷調查或實地訪查方式，廣納興革意見，作為業務檢討改進、研修

防弊措施參考，以提升機關行政效率，促進廉能政治。 

（五） 發揮機關廉政會報功能，健全機關業務 

定期召開本府廉政會報，檢討研議相關政風防弊議題，移請各機關

執行外，並落實督導各機關政風機構定期召開機關廉政會報，就機

關現存業務防弊措施，研提改進作為，健全機關業務，並藉以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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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政風工作共識，有效推動機關廉能政風業務，建立廉能效率政

府。 

（六） 鼓勵民眾檢舉，查處貪瀆不法 

運用媒體、廣播及製作宣導品，廣為宣導本處檢舉熱線，鼓勵民眾

勇於檢舉貪瀆不法。對檢舉案件悉盡依法查處之能事，使案案有著

落，並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相關規定善盡檢舉人身分

保密之責，爭取民眾對本府反貪作為的支持與信賴。 

（七） 增進採購稽核效能，落實依法行政 

本處職司本府採購稽核小組秘書業務，負有匡正採購程序之責，應

加強本府採購稽核小組成員執行採購稽核職能，以增進採購稽核效

能，並藉由專家學者不同面向及觀點，依採購法及相關法規協助稽

核，期能將採購業務更臻完善，以達依法行政之要求。 

（八） 落實執行陽光法案，建立廉能政府 

針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義務人之財產申報表，落實執行實質審核作

業，將申報不實者報請法務部裁罰，並受理民眾申請查閱事項。並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受理申請或處理及調查違反利益衝

突迴避案件，對於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報請法務部或監察院裁

罰，落實執行陽光法案，建立機關清廉機制。 

貳、 現有計畫執行成效與資源分配檢討 

一、 現有計畫執行成效 

（一） 反腐敗作為－服務興利，贏得友善 

1、 清廉臺中政風宣導活動 

建立廉能政府不僅是國家目前重大政治工程之ㄧ，更是社會大眾

一致的殷切期望，為宣揚市長「清廉臺中」施政願景，本處 99 年

搭配「2010 臺中國際花毯節」舉辦「花期有約 清廉無限」親子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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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綠園道大型反貪倡廉活動，結合臺中市各社區、協會、社團組

織、學校機關等，進行宣導及行銷活動，有效整合機關及地方資

源;另辦理「反貪倡廉暨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宣導活動」、「2010 客家

丁粄節倡反貪宣導活動」、「99 年全民健康路跑暨反貪倡廉宣導活

動」、「2010 臺中縣客家文化桐花祭反貪倡廉宣導活動」等多項反

貪活動，將反貪觀念深植人心。 

2、 政風實況問卷調查 

為瞭解市民對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清廉形象之經驗與感

受，每年均委託民意調查專業機構辦理整體政風實況問卷調查，

藉由專業統計方法分析歸納出民眾意向，且與前一年（次）進行

分析比較，透過長期觀察機關滿意度及清廉度變動情形，瞭解民

眾對機關執行業務及廉政措施等相關評價之趨勢變化，以供機關

（首長）施政檢討改進參考。另為瞭解民眾對本府特定業務之執

行與政風狀況之觀感，以計畫性作為結合業務稽核前置作業，設

計問卷題目，辦理單項業務問卷調查，除作為研擬改善措施之參

據外，並深入評估檢討可能發生貪瀆不法之潛在因素，將所發現

問題及缺失，協同業務權責單位研提具體廉能措施（方案）或建

議事項，99 年辦理「臺中市政府採購人員清廉度評價調查」，對於

臺中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採購人員品德操守清廉度評價方

面，受訪廠商給予的平均分數為 85.9 分。 

3、 召開廉政座談會 

99 年度臺中縣市計召開 5 次廉政會報會議，各委員針對本府廉政

事項熱烈充分表示意見、提出建言，主席並就廉政機制做出重要

決策，並充分執行列管追蹤主席裁（指）示事項及決議事項，對

本府實質廉政運作制度深具效益。 

4、 落實公務機密維護，維護施政順遂，保障民眾權益 

積極辦理公務機密檢查、資訊安全稽核與反監聽電子檢測，發現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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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簽移相關單位檢討改進；並編印宣導刊物及辦理有獎測驗活

動，提高員工保密警覺與素養；且針對重大考試活動，如教師甄試

與學力鑑定考試研訂專案保密措施，切實執行，有效防範洩密情事

發生。 

5、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宣導、審核與裁罰 

本處每年均舉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作業說明會並彙編相關規定、裁

罰案例、易滋疑義及常見錯誤等供申報人參考，以加強申報人對財

產申報作業認知，以免因一時疏失而受罰。99 年度本府所屬各機

關、學校受理財產申報案件數共計 2,842 件，因故意申報不實移送

法務部審議者共計 43 件。 

6、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制度宣導 

除轉發有關法規與案例供市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應申報財產人員參

閱外，並分別於 96、98 年邀請中興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李惠

宗教授、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王捷拓檢察官蒞臨本府進行「公

職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制度」專題演講，並於 99 年結合本府「花

期有約 清廉無限」親子漫步綠園道大型反貪宣導活動、廣為宣導，

成效良好。 

（二） 反浪費作為－稽核防弊，健全行政 

1、 業務專案稽核 

本處 99 年辦理「本府暨所屬機關辦公廳舍修繕等相關工程採購案

件」、「公務車輛油料管理業務」、「公有財產使用管理」、「工程變更

採購案件」、「社會補助業務」、「資源回收業務」、「各鄉鎮市托兒所

營養午餐食材採購」、「各鄉鎮市休耕補助」、「消防救護」及「地政

規費業務」等業務專案稽核，以發掘潛存弊端因素，針對缺失提出

具體業務興革建議，並提報廉政會報及簽陳機關首長移業務單位參

考，以落實追蹤管考機制，強化業務稽核效能。 

2、 工程抽查（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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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辦理工程抽查（驗）係結合採購案件綜合分析與採購稽核小

組業務辦理，於分析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之工程採購案件有

標比偏低、巨額採購、特殊採購，或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結果有異

常情形及廠商異議、檢舉案件，均透過工程抽驗予以監管，且工

程抽驗發現之缺失均責由業務單位要求承商依合約規定改善、扣

款，甚或拆除重作，對業務單位在監督承包廠商方面獲得有效助

力，提高本府公共工程品質及效率，並提昇本府形象。 

3、 採購稽核小組業務 

本府採購稽核小組每年辦理書面稽核約 213 件、專案稽核約 84

件，在不斷之稽核監督與追蹤改善情形下，目前本府各單位暨所

屬機關學校採購案件已獲大幅改善，然本處仍將持續稽核監督採

購案件，並加強與本處業務結合，稽核結果發現有綁標、圍標或

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情事，則移請本處查處科進一步調查或移

送司法機關偵辦，若發現工程案件有低價搶標之情形，則辦理工

程抽驗，以確保公共工程之品質。另為增進稽核人員之專業知能

與技巧，提昇稽核品質，本處每年均聘請講座辦理多場次政府採

購法講習。 

 

（三） 反貪污作為－關懷公正，愛心辦案 

本處受理檢舉貪瀆不法案件，本公正原則，依法處理，應善盡查處

之能事，並秉持「預防重於查處、興利重於防弊、服務代替干預」

的工作原則，以「機關有政風人員在，不容許有惡質的貪污存在」

與「機關有政風人員在，不容許同仁的權益受到不當侵害」的工作

目標，再以「愛心貫穿全程」來推動政風工作，協助機關推動興利

行政，並強化公務員「以廉潔為榮，以貪瀆為恥」之觀念，以期建

立清廉及乾淨政府，達到澄清吏治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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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分配檢討 

（一）本處係於 99 年 12 月 25 日方改制為機關，縣市合併前係為本府之內

部單位，以升格前之員額配置及預算編列情形對比目前之規模，並

無參考價值，故以下僅將本處各業務科 100 年之員額配置及預算編

列額度比例分述如下： 

業務科別 編制員額 現有員額 預算比例 

第一科 11 6 48% 

第二科 10 5 38% 

第三科 11 7 1% 

第四科 10 5 13% 

合計 42 23 100% 

（二）本處各科業務職掌 

本處係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設置成立，在各項業務力求

法制化、公開化、透明化，以「興利優於防弊」、「服務代替干預」、

「預防重於查處」的觀念作法執行政風工作，並以提升政府機關士

氣自我期許。 

本處置處長、副處長、主任秘書、專門委員各 1 人、科長 4 人、秘

書室主任 1 人、視察各 1 人、專員 3 人、股長 8 人、管理師 1 人、

人事管理員、會計員各 1 人、科員 19 人，助理員 3 人、辦事員 4 人、

書記 3 人，總計編制員額計 53 人。所屬依法設置政風機構之機關有

49 個，分別為市府一級機關 21 個、區公所 28 個。 

1、 第一科：有關政風行政、公務機密維護、機關安全維護、政風綜

合業務及政風人員管理等事項。 

2、 第二科：有關政風法令宣導、政風實況問卷調查、業務稽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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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程抽查驗，召開政風座談會、臺中市政府廉政會報等預防貪

瀆不法事項。  

3、 第三科：有關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人員之查察，辦理市長、市議

會或上級機關之交查，刑責案件之移送及行政責任案件之查處，

政風資料之蒐報，受理民眾檢舉陳情案件等查處事項。 

4、 第四科：有關本府採購稽核小組秘書業務、採購案件綜合分析、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倫理事件登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利

益衝突迴避法、表揚廉潔楷模等相關陽光法案事項。 

（三）預算額度及人力資源檢討 

      本處各業務科在人力之配置上尚屬均勻，然因業務屬性之不同，致

有預算額度差距甚大之情形，第三科之業務因屬政風查處工作，其

預算之編列額度僅占本處預算比例之 1%，然該業務之執行情形不能

僅以預算經費編列之額度來涵攝。展望未來，本處將在人力資源及

資源分配大幅調整策略。 

參、 策略績效目標與衡量指標 

一、 策略績效目標 

（一） 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1. 落實公務機密維護，保障民眾權益： 

編撰宣導刊物及辦理有獎測驗活動，期透過全面有效宣導，提高員工

保密警覺與素養；辦理保密檢查與資訊安全管理稽核，將發現缺失簽

移相關單位檢討改進；針對重大採購、會議等研訂專案保密措施，切

實執行，防範洩密情事發生；發覺洩密或違規案件，深入查察，追究

相關人員責任，並研採補救措施。 

2. 辦理業務防弊稽核，協助機關興利除弊： 

（1）辦理易滋弊端業務專案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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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本府所屬政風機構，針對本府各機關與民眾接觸頻繁及易

滋弊端業務，簽報首長會同機關相關單位辦理專案稽核，並對

發現之缺失，研提具體改善意見或措施，移請業務單位及時改

善，健全機關業務，提供市民大眾優質政府服務效能，有效提

昇本府施政成效。 

（2）執行工程抽（查）驗，列管追蹤改善缺失： 

針對重大工程及標比偏低（低於 60％以下者）採購案件，由本

處主辦或透過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執行抽（查）驗，發現缺

失予以列管追蹤改善。 

3. 辦理政風民意問卷調查，瞭解施政得失： 

每年辦理廉政民意問卷調查一次，並就調查結果研編分析報告，瞭

解民眾對本府各機關政風狀況及施政得失看法，提供市長參考。  

4. 發揮機關廉政會報功能，健全機關業務： 

定期召開本府廉政會報，檢討研議相關政風防弊議題，移請各機關

執行外，並落實督導各機關政風機構定期召開機關廉政會報，就機

關現存業務防弊措施，研提改進作為，健全機關業務，並藉以凝聚

端正政風工作共識，有效推動機關廉能政風業務，建立廉能效率政

府。 

5. 查處貪瀆不法，樹立廉能政府： 

（1）依據市長「清廉臺中」施政願景，規劃執行查處政風案件，提

升查處效能，為廉潔風紀把關，使公職人員清廉自持，塑造

優質公務環境，以回應民眾廉潔效能和公平正義的殷切期望。 

（2）針對與民眾權益接觸頻繁之鉅額採購案件、工商登記、都市計

畫、建築管理、稅務稽徵、環保稽查、衛生醫療、市地重劃、

消防安檢、殯葬管理、違建拆除等易滋弊端之機關人員，列

為反貪優先查察對象，加強發掘線索移送司法機關偵辦，以

遏阻貪瀆不法，實現清廉、效率的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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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強化採購稽核小組成員職能，匡正採購業務： 

召開採購稽核小組會議，辦理採購專題講習，延聘專家學者講授，隨

時蒐集採購稽核參考範例，供採購稽核小組成員參考。另訂定採購稽

核獎勵基準，促使採購稽核案件在質及量上能同時併進，有效匡正採

購業務之進行。 

7. 積極推動陽光法案宣導工作，型塑機關清廉形象： 

推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等陽光法案宣導工

作，期使機關員工依法確實申報並切實遵守利益衝突迴避規定，以減

少受裁罰案件發生，避免爭議事端，型塑機關清廉形象。 

（二） 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有效運用本處暨所屬政風機構人力。 

（三） 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1. 辦理大型反貪活動 

為加強民眾對廉政的認知，宣揚市長「清廉臺中」施政願景，政風

機構每年辦理大型反貪活動，藉以建立民眾反貪意識，確保關於反

貪措施的資訊得以傳播給社會團體與公眾，促進預防貪腐工作和提

高對反貪機構的認識。 

2. 辦理廉政問卷調查 

廉政問題調查工作之目的，在於藉統計分析問卷調查資料，瞭解機

關施政品質滿意度、清廉度、政風狀況、民眾興革意見等，得由政

風機構自行規劃辦理，或委託學術機構、專業民意調查機構辦理，

列入年度計畫辦理，每年辦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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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衡量指標 

（一） 業務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一  

落實公務機密維

護，維護施政順

遂，保障民眾權

益。(15%) 

一 

辦理公務機

密維護宣導

(2%) 

1 
統計 

數據 
年度完成宣導次數 60 65 70 75 

二 

辦理機密維

護檢查與資

訊安全稽核

(7%) 

1 
統計 

數據 

年度檢查及稽核結果

違規減少件數 
2 3 4 5 

三 

發掘查察違

規或洩密案

件(6%) 

1 
統計 

數據 

年度內查察洩密案件

減少件數 
1 1 1 1 

二 

辦理業務防弊稽

核，協助機關興

利除弊(10%) 
一 

辦理機關易

滋弊端業務

專 案 稽 核

(5%) 

1 
統計 

數據 

年度內業務缺失改善

率 
80％ 82％ 84％ 86％ 

二 

辦理公共工

程抽驗件數

(5%) 

1 
統計 

數據 

年度內工程抽驗不合

格減少比率 
2％ 2％ 2％ 2％ 

三 

 

辦理廉政問卷調

查，瞭解施政得

失(8%) 

一 

辦理政風實

況問卷調查

(8%) 

1 
統計

數據 
問卷調查民眾滿意度 65％ 70％ 72％ 75％ 

四 

發揮機關廉政會

報功能，健全機

關業務(7%) 

一 
召開機關廉

政會報(7%) 
1 

統計 

數據 

各機關召開廉政會報

次數 
2 2 3 3 

五 

查處貪瀆不法，

樹立廉能政府。

(15%) 

一 線索、綁標圍

標、一般非法

及政風資料

等發掘(7%)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去年度線索、

政風資料．．等發掘數

/去年度線索發掘數、

政風資料．．等*100%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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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全年度線索、綁標圍

標、一般非法及政風資

料等發掘數。 

(102.7.5 奉核) 

   440 

二 行 政 肅 貪

(8%) 1 
統計 

數據 

本年度-去年度行政處

分數/去年度行政處分

數*100% 

2% 2% 2% 2% 

六 

強化採購稽核小

組成員職能，匡

正採購業務(7%) 

一 

採購稽核小

組績效考核

作業要點(附

表二之量化

指標) (7%) 

1 
統 計

數據 

函報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中央採購稽核

小組之年度稽核件數

目標值 

297 297 300 200 

七 

推動陽光法案宣

導工作，型塑機

關清廉形象(8 %) 

一 

推動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

及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

避等陽光法

案宣導工作

(8%) 

1 
統計 

數據 

年度完成宣導次數 

30 35 40 45 

 

（二） 人力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一 

有效運用本

處暨所屬政

風機構人力

(15%) 

法務部廉政署

核列本處政風

工作整體績

效。 (15%) 

1 
統計 

數據 

法務部廉政署年度

政策目標列管工作

項目達成率。 

100

% 

100

% 

10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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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面向策略績效目標 

策略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衡量指標 
評估 

體制 

評估

方式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00 101 102 103 

一 

合理分配資

源，提升預算

執 行 績 效

(15%)。 

一 

經常門預算

執 行 率 。

(10%)  

1 
統計 

數據 

(經常門實支數+應付

未付數+節餘數)/經常

門預算數*100% 
  80% 80% 

二 
資本門預算

執行率。(5%) 
1 

統計 

數據 

 

 

(資本門實支數+應付

未付數+節餘數)/資本

門預算數*100% 

 

  80% 80% 

肆、 計畫內容摘要 

一、 落實公務機密維護，維護施政順遂，保障民眾權益(策略績效目標一) 

各政風機構加強機密維護與個人資料保護宣導，落實保密檢查與資訊

稽核工作；查察違規或洩密案件，追究相關人員責任，有效遏止洩密

情事發生。 

二、 辦理業務防弊稽核，協助機關興利除弊（策略績效目標二） 

(一) 辦理機關易滋弊端業務稽核就機關與民眾接觸頻仍且攸關民眾權益

業務，不定期辦理稽核查察，發現缺失即時簽請改善，有效防杜弊

失情事發生。  

(二) 執行工程抽（查）驗，列管追蹤改善缺失 

針對重大工程及標比偏低（低於 60％以下者）工程採購案件辦理抽

（查）驗，發現缺失予以列管追蹤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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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採購業務專案稽核，導正個案缺失 

針對重大、民眾（廠商）檢舉、議員質詢或上級交查採購案件，進

行專案稽核，針對業務缺失採行防弊導正作為。 

三、 辦理廉政問卷調查，瞭解施政得失（策略績效目標三） 

 由政風機構自行規劃辦理，或委託學術機構、專業民意調查機構辦理，  

 列入年度計畫辦理，每年辦理一次。 

四、 發揮機關廉政會報功能，健全機關業務 (策略績效目標四) 

每年度定期四個月召開機關廉政會報，以審視機關各項廉政工作之推

動執行狀況，並就輿論、民代及民眾關切之相關廉政議題，請有關單

位提出專題報告或提案，研議具體方案據以執行，俾透過內控及外控

雙重機制，落實乾淨政府理念。 

五、 查處貪瀆不法，樹立廉能政府(策略績效目標五) 

(一) 線索、綁標圍標、一般非法及政風資料等發掘。 

(二) 對於未涉貪瀆刑事責任之案件，加強辦理行政肅貪。 

六、 強化採購稽核小組成員職能，匡正採購業務(策略績效目標六) 

(一) 辦理採購專題講習 

1. 每年預計辦理 2 次，結合採購稽核小組會議辦理。 

2. 延聘採購專家學者，講授採購稽核注意事項及技巧。 

(二) 蒐集採購稽核參考範例 

1. 蒐集中央採購稽核小組函發稽核監督各機關採購注意事項及錯誤態

樣。 

2. 對於本稽核小組稽核案件可供參者，送各稽查員參考。 

(三) 訂定採購稽核獎勵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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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稽核案件常發生延遲交件事項及稽核品質部分，訂定加扣分基

準。 

2. 於年終時依加扣分基準統計成績，作為獎勵之標準。 

七、 推動陽光法案宣導工作，型塑機關清廉形象（策略績效目標七） 

(一) 彙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令規定暨案例，提供申報人參考，並召開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作業說明會」加強宣導，期使各申報人均能瞭解

申報作業規定，依法確實申報。 

(二) 依綜合機關整體規劃完整性、對於申報義務人之助益等原則，為舉

辦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案例說明會，以降低機關員工違法及

受裁罰情事發生之機率。 

 

八、有效運用本處暨所屬政風機構人力（策略績效目標八） 

    依法務部廉政署年度政策目標列管工作項目達成率，以此目標案件值

之年度達成率為衡量標準，反映年度績效。 

 

九、合理分配資源，增進預算執行績效（策略績效目標九） 

(一)當年度經常門預算執行率=當年度經常門實支數/經常門預算數×100％

(以上各數不含人事費) 

(二)當年度資本門預算執行率=當年度資本門實支數/資本門預算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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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中程施政計畫經費總需求表                                              單位：千元 

策略績效目標 

計畫名稱 

以 前 年 

度已列預算

數 

100 

年度 

101 

年度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以

後經 費 

需 求 

100 至 103 

年度合計 

總  計 計畫性質 備  註 

 公共

建設 

社會

發展 

3.辦理廉政問卷調查，瞭解

施政得失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400 600  ˇ  

6.強化採購稽核小組成員職

能，匡正採購業務--辦理採

購專題講習 

190 190 190 190 190 190 760 1140  ˇ 

7.推動陽光法案宣導工作，

型塑機關清廉形象-- 

召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作

業說明會 

140.4 140.4 140.4 140.4 140.4 140.4 561.6 842.4  ˇ 

總計 430.4 430.4 430.4 430.4 430.4 430.4 1721.6 2582.4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