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份 平臺名稱 案件數 當月總金額 類別

1月 [臺中市-運動局]巨蛋體育館重大採購廉政平臺 1 約65億 工程類

[交通部-鐵道局]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廉政

平臺
工程類

[苗栗縣-工商發展處]廉能電栗廉政平臺 能源類

[臺南市-水利局]仁德再生水廠新建工程統包計畫案廉政平

臺
工程類

[高雄市-捷運工程局]捷運橘線O10站土地開發案廉政平臺 土地開發類

[退輔會-臺中榮總]第三醫療大樓興建採購廉政平臺 工程類

[高雄市-都市發展局]高雄市左營區機關用地（機 20） 單

元 1、2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實施案廉政平臺
都市更新類

[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屏東縣立國際棒球場興建工程採購

廉政平臺
工程類

[嘉義縣-建設處]嘉義縣布袋住宿式長照機構新建工程廉政

平臺
工程類

[臺東縣-地政處]臺東縣政府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廉政平臺 工程類

[高雄市-捷運工程局]捷運橘線O13大東站土地開發案廉政

平臺
土地開發類

[新北市-新建工程處]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廉政平

臺
工程類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北市大安區仁愛

段五小段225地號等國有土地合作開發案採購廉政平臺
土地開發類

[桃園市-捷運工程局]捷運土地開發案廉政平臺 土地開發類

2月

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單一入口(截至111年4月20日)

迄今已開設廉政平臺總計46案 (運作中40案，已完成5案，1案政策重新規劃暫緩執行)總金額高達1兆1,100億

5千7百萬餘元

中央機關:總計15案

經濟部-7案；交通部-5案；財政部-2案；退輔會-1案

地方政府:總計31案

臺北市-8案；新北市-3案；桃園市-2案；苗栗縣1案；臺中市-4案；臺南市-4案；高雄市-5案；嘉義市-1案；

嘉義縣-1案；屏東縣-1案；臺東縣-1案

3月 6 約364.5億

5 約2621億

4月 2 約238億

http://www.taichungarena.com/bbunit01.htm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aspx?n=28450&sms=22178
https://wrb1.tainan.gov.tw/News.aspx?n=28450&sms=22178
https://mtbu.kcg.gov.tw/JointDevelopmentOffice/LandDevelopment/IntegrityPlatform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page/KDA020100.jsp?PK01=KDA110408&PK02=EcoTradeZoneG21.jsp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page/KDA020100.jsp?PK01=KDA110408&PK02=EcoTradeZoneG21.jsp


中央 平臺名稱及連結 成立時間 金額 類別

[經濟部-水利署北水局]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平臺 1060112 約38億 工程類

[經濟部-水利署中水局]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廉政平臺 1071126 約199億 工程類

[經濟部-水利署四河局]南投地區砂石廉政平臺 1080408 約12億 工程類

[經濟部-水利署南水局]曾文南化聯通管工程廉政平臺 1080617 約120億 工程類

[經濟部-台灣電力公司]111年「特高熱值煙煤」現貨採購

案廉政平臺
1100512 約52.6億元 能源類

[經濟部-台灣電力公司]離岸風力發電第二期計畫-風場財

物採購廉政平臺
1100512 約628.88億元 能源類

[經濟部-水利署中水局]大安大甲聯通管工程廉政平臺 1100604 114億元 工程類

[交通部-臺鐵]購車案廉政平臺 1060619 約997億 財物類

[交通部-桃機]第三航廈廉政平臺 1070710 約956.81億 工程類

[交通部-公路總局]淡江大橋廉政平臺 1080510 約125億 工程類

[交通部-郵政公司]郵政物流園區建置案廉政平臺 1080730 約162億 工程類

[交通部-鐵道局]臺鐵都會區捷運化桃園段地下化建設廉政

平臺
1110223 約1047.93億 工程類

[財政部-關務署]海關巡緝艇汰舊換新採購廉政平臺 1081125 約8.25億 財物類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臺北市大安區仁愛

段五小段225地號等國有土地合作開發案採購廉政平臺
1110407 約15.19億 土地開發類

退輔會

-1案
[退輔會-臺中榮總]第三醫療大樓興建採購廉政平臺 1110213 約73億 工程類

經濟部

-7案

機關採購廉政平臺明細表

交通部

-5案

財政部

-2案

https://amp.wranb.gov.tw/
https://nzt.wracb.gov.tw/
https://www.wra04.gov.tw/default.aspx
https://www.wrasb.gov.tw/windows/windows09_new1.aspx?no=14&pno=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6592&cid=4117&cchk=0ff43579-6c45-43f3-b388-747495a8f2e0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6592&cid=4117&cchk=0ff43579-6c45-43f3-b388-747495a8f2e0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6592&cid=4118&cchk=a1a1616a-96d7-40fb-bfe8-26059fa9d1b3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age.aspx?mid=6592&cid=4118&cchk=a1a1616a-96d7-40fb-bfe8-26059fa9d1b3
https://www2.wracb.gov.tw/
https://www.railway.gov.tw/tra-tip-web/adr/customized_info?I=BOdk9mvOPKw4nr9W8kfiZqgN%2Bif9LX%2B2JNc1p3BL6n6lGNMk7Cu8ecRFzX2oGuoqyhk%3D
https://www.taoyuanairport.com.tw/main_ch/docdetail.aspx?uid=1732&pid=25&docid=129
https://dj.sinotech.com.tw/
https://www.post.gov.tw/post/internet/Group/index.jsp?ID=1586166474768
https://kaohsiung.customs.gov.tw/multiplehtml/2924


地方 連結 成立時間 金額 類別

[臺北市-捷運局]雙子星C1D1廉政平臺 1060425
約606億

（已結束）
土地開發類

[臺北市-工務局新工處]果魚市場改建工程廉政平臺 1080510 約140億 工程類

[臺北市-產發局]士林科技園區設定地上權廉政平臺 1080830
約100億

（已結束）
設定地上權類

[臺北市-財政局]信義區土地設定地上權廉政平臺 1080902
約100億

（已結束）
設定地上權類

[臺北市-捷運局]捷運環狀線北環段及南環段捷運工程廉政

平臺
1090708 約935億 工程類

[臺北市-工務局水利處]音樂與圖書中心新建工程廉政平臺 1100316 約71.6億 工程類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E1/E2街廓公辦

都市更新案廉政平臺
1100324 約270億 都市更新類

[臺北市-動物園+捷運局]生態主題園區及周邊停車場興建

營運移轉案廉政平臺
1100913 約40億元 工程類

[新北市-水利局]新店溪碧潭堰整建工程暨水環境營造廉政

平臺
1090729 約4.5億 工程類

[新北市-捷運工程局]新北環狀線土地開發案廉政平臺 1100506 約699.73億 土地開發類

[新北市-新建工程處]淡水河北側沿河平面道路工程廉政平

臺
1110316 約73.4億 工程類

[桃園市-工務局]桃園航空城區段徵收工程廉政平臺 1100518 約576億 工程類

[桃園市-捷運工程局]捷運土地開發案廉政平臺 1110411 約222.81億 土地開發類

苗栗縣

-1案
[苗栗縣-工商發展處]廉能電栗廉政平臺 1110223 約1145億 能源類

[臺中市-地政局]市地重劃第14期廉政平臺 1060914
約6億

（已結束）
工程類

[臺中市-建設局]臺中(水湳)國際會展中心廉政平臺 1060925 約56億 工程類

[臺中市-運動局]巨蛋體育館重大採購廉政平臺 1110112 約65億 工程類

桃園市

-2案

臺北市

-8案

臺中市

-3案

新北市

-3案

https://www.dorts.gov.taipei/cp.aspx?n=AD43A2270196A11D&s=613567DF60F92733
https://nco.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00CB5029F72CCDDA
https://nco.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00CB5029F72CCDDA
https://dof.gov.taipei/Content_List.aspx?n=F4C33AF15A27287D
https://www.dorts.gov.taipei/cp.aspx?n=AD43A2270196A11D&s=C9254847D2A500DF
https://www.dorts.gov.taipei/cp.aspx?n=AD43A2270196A11D&s=C9254847D2A500DF
https://heo.gov.taipei/cp.aspx?n=3777C5A977EFCE9D
https://uro.gov.taipei/cp.aspx?n=A6B930B27E3BAD94
https://uro.gov.taipei/cp.aspx?n=A6B930B27E3BAD94
https://www.zoo.gov.taipei/cp.aspx?n=E92A58E3EB34BE60&s=6F9EFBE2A7CD2BEB
https://www.zoo.gov.taipei/cp.aspx?n=E92A58E3EB34BE60&s=6F9EFBE2A7CD2BEB
https://www.wrs.ntpc.gov.tw/home.jsp?id=76bf808ecc7045dd
https://www.wrs.ntpc.gov.tw/home.jsp?id=76bf808ecc7045dd
https://www.dorts.ntpc.gov.tw/home.jsp?id=17bbf8452e6c9f3c
https://oapc.tycg.gov.tw/home.jsp?id=60&parentpath=0
https://im.land.taichung.gov.tw/Replan14/intro.aspx
http://www.shuinanicec.com.tw/page/about/index.aspx?kind=79
http://www.taichungarena.com/bbunit01.htm


嘉義市

-1案
[嘉義市-環保局] 嘉義市灰渣掩埋場工程廉政平臺 1100111 約6億 工程類

嘉義縣

-1案

[嘉義縣-建設處]嘉義縣布袋住宿式長照機構新建工程廉政

平臺
1110308 約3億 工程類

[臺南市-水利局]安平再生水廠新建工程統包計畫案廉政平

臺
1090305 約103億 工程類

[臺南市-經發局]臺南市政府委託公民營事業辦理七股科技

工業區開發、租售及管理廉政平臺
1090616

約82億

(已結束)
土地開發類

[臺南市-環保局]臺南市城西垃圾焚化廠更新爐新建營運移

轉促參案廉政平臺
1100510 約54億 環保設施類

[臺南市-水利局]仁德再生水廠新建工程統包計畫案廉政平

臺
1110210 約28億 工程類

[高雄市-工務局新工處]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5

廠光復營區、大樹北營區暨中科院林園營區新建工程廉政

平臺

1091026 約122.8億 工程類

[高雄市-都發局]多功能經貿園區特貿三都市更新事業實施

案廉政平臺
1100406 約350億 都市更新類

[高雄市-捷運工程局]捷運橘線O10站土地開發案廉政平臺 1110217 約326.9億 土地開發類

[高雄市-都市發展局]高雄市左營區機關用地（機 20） 單

元 1、2 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實施案廉政平臺
1110301 約100億 都市更新類

[高雄市-捷運工程局]捷運橘線O13大東站土地開發案廉政

平臺
1110311 約159億 土地開發類

屏東縣

-1案

[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屏東縣立國際棒球場興建工程採購

廉政平臺
1110307 約25.8億 工程類

臺東縣

-1案
[臺東縣-地政處]臺東縣政府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廉政平臺 1110314 約3.3億 工程類

臺中市

-1案
工程類

[臺中市-都發局住宅處]

智慧營運中心廉政平臺(107年底因政策重新規劃，工程暫緩執行)

臺南市

-4案

高雄市

-5案

https://epb.chiayi.gov.tw/cl.aspx?n=8079
https://wrb1.tainan.gov.tw/cl.aspx?n=22920
https://wrb1.tainan.gov.tw/cl.aspx?n=22920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cl.aspx?n=5190
https://economic.tainan.gov.tw/cl.aspx?n=5190
https://web.tainan.gov.tw/epb/cp.aspx?n=28164
https://web.tainan.gov.tw/epb/cp.aspx?n=28164
https://wrb1.tainan.gov.tw/cl.aspx?n=22920
https://wrb1.tainan.gov.tw/cl.aspx?n=22920
https://ncd.kcg.gov.tw/Governments/Arsenal
https://ncd.kcg.gov.tw/Governments/Arsenal
https://ncd.kcg.gov.tw/Governments/Arsenal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page/KDA020100.jsp?PK01=KDA110406&PK02=KDAA/KDAA.jsp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page/KDA020100.jsp?PK01=KDA110406&PK02=KDAA/KDAA.jsp
https://mtbu.kcg.gov.tw/JointDevelopmentOffice/LandDevelopment/IntegrityPlatform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page/KDA020100.jsp?PK01=KDA110408&PK02=EcoTradeZoneG21.jsp
https://urban-web.kcg.gov.tw/KDA/web_page/KDA020100.jsp?PK01=KDA110408&PK02=EcoTradeZoneG21.j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