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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塑廉明、有效率之組織文化，建立清明政治環境係本部主要施政目標。

2003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序言：貪腐不是局部問題，而是影響所有社會和經濟

之跨國現象，反貪腐應當有公部門以外個人及團體之支持及參與。本部有感於

貪腐攸關國家競爭力之強弱，廉能政府需要有更高透明度，而資訊公開及暢

通之意見交流管道係政府廉潔最佳防腐劑。本部創辦政風電子報，期冀建構

全國政風完善網絡關係，期盼社會各界及學者專家不吝提供

寶貴意見，帶動全民反貪腐力量，建立乾淨美好之廉潔家園。 

　　推動廉政的工作已不再侷限於政府公部門，私部門及民間社會的角色亦愈趨重要。

鑑於一般大眾對於政風人員在「公、私治理」工作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所發揮的功能仍不

甚了解，這份「新廉心－政風電子報」成立的目的，即是希望外界能夠對於政風同仁的

工作內容及成果有所了解，拉近彼此的距離，並進而共同參與、支持廉政工作，也期望

此份電子報能夠成為一般社會大眾及全國公務員與政風人員間聯繫溝通的平台。

部長的話

政風司司長的話

部長  曾勇夫

發 刊 詞

臺
北市政府政風處暨所屬政風機構計有73個，現有政風人員289人，除積極辦理各項政風業務外，並能持續以

創新的元素導入政風工作中，透過府內各機關間的資源整合及有效運用機關特性，讓廉政工作受到各級機

關與民眾的支持與關注。

提起臺北市政府政風處的工作特色，就必須從政風機構如何切入機關施政重點的理念開始，楊處長特別導入

了「廉政肅貪中心」、「風險管理」的概念於政風工作，介紹如下：

司長  張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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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大盛事，都能以風

險管理的角度讓政風同

仁積極參與，同時凝聚

政風整體的團隊意識。

也許你不知道，在

去年聽障奧運期間曾發

生有某國選手央求服務

台提供餐食，雖然服務

台尚有多餘之工作人員

便當，惟為慮及餐食應

由各國自行負責，並為避免他國選手仿效，

政風同仁自願陪同選手選購餐食，且代為支付

餐費，使該國選手感動萬分，也為市府爭取更多國際友

誼。另外，印度選手於賽事結束後突然昏倒緊急送醫，

政風同仁隨即趕往醫院關切並提供協助、陪同檢查，直

至該名選手恢復意識確認無生命顧慮情形下，甫離開醫

院…，眾多小故事僅是會期發生的一些插曲，卻串起了

聽奧的點點滴滴，也由於同仁的無私奉獻，各自在崗位

上發揮小螺絲的力量，才能成就完美的賽事，也讓政風

團隊得到市長、各級機關首長及聽奧全體工作夥伴之高

度信賴與肯定，這都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文/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工程處政風室  鍾宛玲

一、 為實踐郝市長的施政目標，

臺北市政府在96年率先成立

「廉政肅貪中心」，除就媒

體及民意關注案件提出專案

報告外，並針

對興革與弊

失提列具體

建議，藉由

定期會報緊密

結合各機關力

量，強化行政

品質與效能。

二、 為 響 應 聯 合 國

在2004年將每年的12月9日這一天訂為「國際反貪

日」，臺北市政府開風氣之先，亦自97年起規劃

「臺北廉能月系列活動」，除有表揚廉潔楷模人

員、社區大學廉政學程暨廉政志工成果展、全國大

專廉政盃辯論賽及行政透明獎之外，並連續舉辦各

項易滋弊端業務之學者專家座談會，提出具業務興

革建議與方案；另有「青少年誠信教育融入式教案

甄選」、「小學生說誠信故事比賽」等方案的推

出，透過誠信教育培養、民眾親身參與，共同實踐

廉能政府的願景。

三、 近年更將「風險管理」概念導入政風工作中，針對

各項易滋弊端業務提出預

警式風險評估，研擬降低

風險發生機率的措施。楊

處長石金認為無論是聽障

奧運或是國際花卉博覽會

∼政風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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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身為中央廉政委員會委員，請問您對政風機構的期許與

看法？

A 首先，非常肯定全國政風人員的努力。談到政風機構，
本人去年曾在媒體上發表過一篇「廉政機關不獨立，肅

貪難昭公信力」的文章，主要強調檢調與政風系統獨立

的重要性，因為在貪瀆案件中，由於涉案者很可能是政

務首長乃至於總統，政風人員乃至於偵辦貪瀆的檢察

官，其升遷、考績仍受制於行政權時，就很難期待其能

獨立、客觀地辦案。但遺憾的是，目前推動組織改造，

卻絲毫未見設置一個獨立於行政機關外的廉政總署或政

風局，不禁令人質疑政府當局肅貪的決心，此亦是本人

想請教馬總統。

除了組織定位的問題，現今政風人力的配置似未能與機

關政風狀況相互搭配，亦即政風狀況多的機關，其人力

卻不見得能增列足額，難免影響廉政的推動。另外，各

機關政風同仁間的橫向聯繫機制，以及函送檢調案件之

後續追蹤等也很重要，如此才能結合政風人員整體力

量，強化查察不法案件之產值。政風司司長身為2千多

名政風同仁的大家長，期待能帶領政風人員走出新局

面，建立正確認知、自我願景與使命感，共同為建立清

廉效能的國家而努力。

Q 法務部政風司近年來推動企業反貪，這與政風機構設置

於機關內部的監督功能有別，請問您對於政風工作的方

向建議為何？

A 「企業反貪」觀念的起源是美國，該國自1977年訂頒海
外貪污行為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

經過這些年的觀察，該法確實遏阻美國商人賄賂外國官

員的行為，並建立民眾對於美國商業機構的信心。企業

反貪其實是國際化的趨勢，合法的關說與遊說當然是容

許的，但部分企業藉機對承辦官員行賄，影響國家機器

運作，所造成的負面後果最後會由全民來承擔。

政風機構是行政機關內的輔助機制，透過政風訪查、廉

政民意調查等業務，都可以對企業實施反貪宣導。本人

建議政風機構除了積極預防公務員貪瀆外，同時可以運

用現有機制，在企業反貪上做出成績，法務部應請政府

高層宣示支持政風機構的作為，相信會有成效的。

Q 鑑於兩岸交流頻繁，未來政風人員在此方面的角色定位

及可著力之方向？

A 兩岸廉政議題的交流是一個很具啟發性的意見。馬總統
上台後，兩岸關係解凍，四次江陳會談，在兩岸經貿開

放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溝通角色。但是，就另一個角

度來看，卻凸顯出我們今天都只顧談「利」，卻忘談

「義」。ECFA固然重要，但比它更重要的是一種法治

的精神。如果江陳會在第5次、第6次的會面是討論兩岸

廉政議題，我覺得一定會振奮人心，對整個社會風氣會

有相當正面的影響，重要性甚至大過於去關注對方「讓

什麼利？」所以，本人認為應該把廉政工作拿出來與對

岸交流，我們的政風工作確實可以給他們的「反腐倡

廉」一些啟發，此議題不但沒有政治爭議，長遠來說還

保障台商的利益，也與兩岸執政當局推動廉政的願景相

符合。

Q 最後可否請您談談家庭理念？

A 談到家庭，在此提醒為人子女者，「時間分配」是非常
重要的，每個人除忙工作以外，也應該多花點時間在父

母身上。所以年輕人在十幾二十歲就應該懂得孝順，所

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希望為人

兒女者多關心父母的健康，即時盡孝。

採訪/文：李志強、簡惠文、劉世龍、劉傳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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鮪御水產  三重享受

 如果是1人或數人到此一遊，不想花大

錢消費，但又想享受像東港一樣新鮮

的宅配處理鮪魚，「鮪御水產」是一

個不錯的選擇，料理師傅處理食材方式

與日式居酒

屋方式一樣，讓

消費者除了享用料理外，

更進一步觀賞料理海

鮮的美技，可謂做到

了「口到、眼到、心

也到」的三重享受。

「現撈活魚區」

將於7月初正式登

場，包含各式活海鮮

（進口帝王蟹、龍蝦都有

喔），並有代客料理區，可

現買現烹飪，快來嘗鮮吧！

走出辦公室－找回躍動的心靈“ ”中臺灣鮮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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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搞錯﹏逛魚市場？!你絕對沒想到台中市的「哈魚碼

頭」會徹底顛覆了一般人對魚港碼頭的印象，它在四周完全不靠

海的情況下，藉由其寬闊的腹地及便利交通網絡，突破環境的限

制，成功成為中臺灣最大鮮魚拍賣地。

哈魚碼頭是台中市魚市場公司斥資一億兩千萬元開

發的多元化觀光休閒魚市場，交通極為便利，東鄰八十

米寬的環中路，西處中山高速公路南屯交流道，北接五

權西路，迎接南來北往的各地美食家，並提供近500個停

車位，成為台中市新興的觀光指標。這裡不僅提供民眾最

新鮮的漁貨、最美味的佳餚、最平價的消費及最自然舒適的假日休閒活動去處外，還

提供豐富的魚類知識與魚市場特有的人文市場文化。

哈魚碼頭的佔地大約為6000多坪，目前有「生鮮推廣展示中心」、「附屬餐廳區」、「農

漁特產品展售中心」、「景觀咖啡區」、「希望廣場」、「飛航區」、「現撈活魚賣場」等7個展

區。在以往對魚市場刻版印象就是潮濕腥味夾雜，不過哈魚碼頭突破了舊有思維，它不但乾淨而且

沒有難聞的魚腥味，其中一攤「中港好家海鮮廣場」屬於快炒海鮮餐廳，生鮮魚貨區佈置像極了海

洋博物，常吸引小朋友駐足不已。

來去哈魚碼頭來去哈魚碼頭來去哈魚碼頭



景觀咖啡廳  感官饗宴

另外哈魚碼頭因座落於流水潺潺的台中市

筏子溪旁，除可欣賞天然野溪及候鳥覓食

外，亦可於午後時分坐在景觀咖啡區內，

大啖精美套餐，不管是西式的旗魚排套

餐、香烤義式豬肋排、

巧克力鬆餅，或是日

式的海鮮烏龍麵、日

式火鍋、豚骨火鍋

…應有盡有。一邊慢條斯理地啜著香濃甘醇的咖啡，享受那午後的豔

陽透著透明玻璃折射進來的熱情，並遠眺急速呼嘯而過的高鐵，暫時

忘卻那擾人的城市喧囂，感受那美麗都會原始律動的聲音。

哈魚碼頭為方便全家出遊或團體暫時駐足，在希望廣場設置

有兒童戲水池區、餵魚池、兒童遊樂區、沙灘區及各類小吃攤

販，提供各式吃喝玩樂等選擇，小孩快樂嘻哈聲不絕於耳，成為

一個夢幻兒童戶外遊戲天堂。

美食加映場  哈魚碼頭QQQ樂透燒冰淇淋

網站上人氣超夯的QQQ樂透燒冰淇淋，口感綿密，用料

相當實在，芋頭、咖啡口味超好吃，基本上他們的冰淇

淋口感跟台北市某知名

3C商場1樓那家牛角冰

淇淋很類似，重點是

“價格”差很大，大

家有到哈魚碼頭來買

魚貨時，一定不要忘

記來吃吃看⋯

   哈魚一號  體驗漁上生活

哈魚一號是一艘標準作業魚船，僅是

無裝置動力引擎，內部空間改

裝為四十人左右的簡報區

供遊客參觀，而停放區外

圍則設置有夜間景觀設

備，在夜晚時分各種顏色

燈光投射在船身四周，再

由船下流水反射出光芒，四周

氣氛十分浪漫、溫馨，常吸引遊客登船

拍照，留存美麗

的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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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攝影：臺中市政府政風處科員  陳啟文/

               臺中市魚市場-哈魚碼頭 http://www.tcfish.com.tw     

如果你是美食愛好者，相信哈魚碼頭多元化美食展區的臺灣南北

海鮮絕對能滿足你的挑食味蕾；如果你是短暫休憩的旅客，它那廣

大的腹地，亦能放鬆你長途舟車勞頓；如果你是全家出遊，它亦能提供你親子午

后樂活場所。不管如何，來這裡一趟，它絕對能滿足你物超所值的休閒娛樂。

、網路資料

www.tcfish.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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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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