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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地環境綠化新植及維護撫育工程」採購案 

驗收不實案再防貪專報 

壹、前言 

森林除具有涵養水源、淨化水質、調節溫度與氣候、

改善空氣品質、強化國土保安、鞏固土壤避免流失，並

可作為各種動植物庇護的場所，是以維持自然生態的多

元與多樣性，為市民安適生存的重要依據。森林大致上

可分為經濟林與保安林，經濟林係以林木生產為目的，

著重於經濟生產功能；保安林則是以國土保安為目標，

著重於公益性功能，依《森林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

「保安林之管理經營，不論所有權屬，均以社會公益為

目的。各種保安林，應分別依其特性合理經營、撫育、

更新，並以擇伐為主。」簡言之，保安林是為了達到特

定公益目的而編列，藉由森林植被的覆蓋來截留雨水、

減少沖蝕以保護避免土地流失，或是藉由植物根系來固

著土壤、增加土壤間之孔隙，以達牢固土壤與涵養水源

之作用。 

爰此，承辦保安林地之林務管理、林務植栽之公務

人員，該如何維護保安林地之資源並永續經營管理，事

關市民安全的生活環境，誠屬此等公務人員應嚴正面對

的議題。尤其是不肖造林廠商與公務人員倘若存有不正

之利益關係，虛偽辦理保安林地造林業務、盜伐珍貴林

木之犯罪行為，更可能造成保安林林地崩塌與毀壞，進

而引發山崩落石或土石流等危機，實應立即加強查察以

防患未然。 

本件再防貪作為係○○機關之業務單位與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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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公有地環境綠化新植及維護撫育工程」會勘，經

會勘結果發現契約執行之保安林地造林面積容有重大

錯誤，原採購案承辦人、監工、主驗人三人因重大疏失

未依契約規定核對竣工時報驗之造林地測量圖，肇至原

應執行造林面積 5 公頃之契約規範，實際落於契約標的

內面積僅有 l.2266 公頃，致使施作廠商溢領價額達新臺

幣 373 萬餘元。 

另經該機關調查結果，系爭案件之相關承辦人員，

於辦理造林地相關業務，就相關圖說核定、監工審認、

驗收審認等業務，其執行及督導面等，均發生嚴重疏漏，

肇致契約廠商將疑有不法虛偽節省工料，惟相關人員仍

渾然不知，核有重大違失。全案追徵 373 萬餘元之公帑，

另經會簽呈報該機關首長導正後，將旨案不良廠商依政

府採購法第 101 條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依規追究相關

人員行政責任及研提相關檢討與策進作為。 

貳、案情概要 

一、基本資料 

（一）涉案被告之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 

１、○○機關技工徐○○（本案擔任監工一職，下稱徐

員）。   

２、時任○○機關業務科技士許○○（本案擔任承辦人，

下稱許員）。 

  ３、時任○○機關業務科技士曾○○（本案擔任主驗人

一職，下稱曾員）。 

（二）行政肅貪之機關： 

 ○○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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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案號： 

法務部廉政署 106 年度廉立中字第○○號案。 

二、行政違失及涉犯法條 

（一）案件緣貣： 

        本案緣為○○市議員洪嘉鴻於○○市議會第 1

屆第 7 次定期會總質詢案提出建議於○○、和平等適

當地點種樹造林，以期民眾也能因此重視種樹造林

之重要性。 

        權責機關遂擇定於經管之公有土地○○區○

○段之 10 筆林地，執行造林面積 5 公頃，該林地

為○○公所原已規劃設立「多樣性植物園區」之土

地，為符合原撥用之目的，及提供生物覓食及棲息

良好空間，藉以營造動植物生態多樣性的綠地環境，

兼顧生態平衡。本案於 103 年 8 月 6 日簽奉時任該

機關首長同意後，9 月 9 日上網公告辦理招標徵求

廠商承攬，同年 9 月 17 日復由○○營造有限公司

（下稱施作廠商）以 494 萬餘元得標，施作廠商於

103 年 9 月 26 日貣開工。 

        該機關所擇定之造林地範圍，分別為○○區○

○段之 10 筆地號，造林面積共計 5 公頃。工程項

目分別為造林地測量、整地、植栽種植及圍籬架設、

維護撫育等。施作廠商需於開工日貣 30 個日曆天

內於現場測量及釘樁插旗完畢，於造林地界範圍固

定紅白旗築標，每 50 米加測界樁，並於繪圖圖面

上加蓋測量公司及技師之印章，並於驗收時交付。

施作廠商並將造林地範圍全園區及邊坡除草，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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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後需至該機關指定之苗圃載運苗木至造林地種

植，新植作業執行完畢後以書面報請機關派員辦理

驗收。 

        本案直至 103 年 11 月 20 日竣工，嗣施作廠商

於同日發函該機關申報竣工，並檢附相關驗收文件

後，該機關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派時任業務科技士

曾員、監工徐員、承辦人技士許員前往驗收，前揭

三人於 103 年 12 月 2 日前往辦理驗收，並於同日

決議驗收合格。本案於 103 年 12 月 4 日辦理結算

驗收，經該機關業管單位簽獲機關首長同意核銷，

並予以驗收合格款 494 萬餘元。 

（二）風險評估 

        案於現任承辦人業務科技士劉○○（下稱劉

員），為辦理後續之撫育與發包，以繼續上網招標

請其他業者續行撫育本案造林範圍，由於本標案造

林面積 5 公頃，現仍處於保固階段，劉員遂於保固

期滿交地前夕，委請該機關「104 年公有土地調查

及測量作業」標案廠商，針對造林區域進行測量，

併同於 106 年 1 月 5 日由劉員與該機關政風室、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施作廠商、本案測量廠

商辦理會勘結果，經測量實際造林面積僅有 3 公頃

多。 

        另查，本履約標的範圍應為○○區○○段之 10

筆地號，然施作廠商實際之施作範圍，落於契約標

的內面積僅有 l 公頃多，顯與驗收時廠商交付之圖

說嚴重相左，其未依契約執行面積幾近 4/5，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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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不足面積追還價額，溯自本契約決標貣至交地

時止所支付之全部驗收合格款，廠商溢領之價額高

達新臺幣 373 萬餘元。 

        全案於 106 年 1 月 9 日由業務科將會勘結果簽

報機關首長報告，該機關政風室奉示後於 106 年 1

月 13 日深入調查在案。 

（三）該機關政風室啟動調查，依規定陳報政風處核轉法

務部廉政署參處： 

        本案經該機關首長裁示全案由政風室啟動調

查後，爰調閱相關文卷並訪查本案相關承辦人員，

經查測量廠商所提供予施作廠商之造林地測量圖，

包含其所做之「界址點座標成果表」與「造林地測

量圖」，二者所測畫之範圍，皆符合本案契約所載

○○區○○段之 10 筆地號。惟查，施作廠商之施

作範圍卻與測量廠商之造林地測量圖完全不符，施

作廠商涉有虛偽檢送驗收資料乙情，容有審究之

處。 

        復查，施作廠商所報驗之施工日誌記載之工作

期程，分別為 9/26～9/30 備料；10/1～10/10 測量及

標示紅白旗築標；10/11～10/15 備料；10/16～10/25

整地；10/26～11/15 施作植栽。惟本案驗收文件，

測量廠商所檢附之「紅白旗築標」照片，其照片內

容顯已完成整地，似未如施工日誌所記載「先測量

築標，再行整地」；另測量廠商所檢附之「整地」

照片，其內容卻未見有「紅白旗築標」，爰高度研

判施作廠商係勾結測量廠商，先行由施作廠商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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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濫擅整地，再行尋覓知情施作廠商未依本案契約

進行施作之測量廠商前往標示紅白旗築標，俟測量

廠商拍照後，再行供施作廠商報驗相關驗收記錄。 

        末查，依本案契約第 9 條施工管理(四)施工計

畫與報表規定「廠商應於開工前，擬定施工順序及

預定進度表等，並就主要施工部分敘明施工方法，

繪製施工相關圖說，送請機關核定」。是以，本案

屬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案件，依契約之規定，

廠商應送施工及品質計畫書等文件予機關核定後

方可施工，惟綜觀驗收全卷資料，皆未見相關資料，

廠商違反契約之規範即自行開工，顯與常理不符。 

  （四）辦理行政肅貪，追究行政責任： 

        經該署調查結果，發現惟渠等人員均未發現廠

商施作範圍與契約相佐，涉有行政疏失，該機關政

風室爰依上情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經該機關政風室後續辦理行政肅貪調查結果，

徐員辦理監工期間，未依契約規定就廠商所提之施

工計畫、施工詳圖進行審核及管制；許員擔任承辦

人期間，於開工前未依契約規定核定施工相關圖說、

施工順序及方法。許員與曾員於辦裡驗收期間，未

依契約規定依照竣工時報驗之造林地測量圖核對

竣工之項目及數量，肇至原應執行造林面積 5 公頃

之契約規範，落於契約標的內面積僅有 l 公頃多，

顯與驗收時廠商交付之圖說嚴重相佐，差異甚大，

技士曾員、監工徐員、承辦人技士許員 3 人卻仍予

以驗收，致使施作廠商順利取得合格驗收款 49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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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元，按不符契約範圍計算，共計溢領價額達新臺

幣 373 萬餘元。 

        本案部分事實業經擬付懲戒人於該機關政風

室調查中坦承不諱，復有相關資料附卷可稽，其違

法失職事證，已臻明確，渠 3 人未依法定及契約程

序辦理相關監工及驗收之實質作為，違反政府採購

法相關規定，破壞該機關採購監驗制度，損及行政

作業制度之正常運作，核有嚴重違失。該機關政風

室爰簽陳首長同意後，移請考績委員會依法審議在

案。  

        本案承辦人員徐員、許員與曾員三人承辦旨揭

採購，確實未能遵守契約規範，核實辦理監工、驗

收等情事，核其所為乃係懈怠職務或處事失當，情

節輕微，考績委員會於 106 年 10 月就許員予以申

誡 2 次、監工徐員予以申誡 1 次。 

  （五）涉犯法條： 

    １、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及施行細則第 92 條： 

      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及施行細則第 92 條為政府

採購法中，就驗收作為之具體條文，先予敘明。 

    查本件被懲處人許員、徐員、曾員三人均為依

法任用服務於國家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而受有

俸給之公務員，明知有關採購案之監工、承辦、驗

收辦理過程，應合乎正當法律程序，核實確認施作

廠商確實按照原設計圖說施工，履行公務人員應盡

之責，然渠三人等竟未落實系爭工程之監督管理及

驗收，暨要求施工廠商遵守本案契約之相關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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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偷工減料，以維本案施作達到契約目的之程度

等責任。 

２、公務員服務法第 1 條、第 5 條及第 7 條： 

        該機關業務科技士許員於本案擔任承辦人及

該機關前業務科技士曾員於本案擔任主驗人，皆為

政府採購法所稱之採購人員，原應應致力於公平、

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

品質，並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其作為應本於良

知，公正執行職務，並辦理採購應努力發現真實，

對機關及廠商之權利均應注意維護，對機關及廠商

有利及不利之情形均應仔細查察，務求認事用法允

妥，以昭公信。惟查，許員於本案擔任承辦人期間，

竟未依本案契約相關規定核定重要之施工圖說、亦

未要求系爭施作廠商應確實提出相關工程計畫、品

質管理計畫；主驗人曾員亦未能依契約抽查驗核廠

商履約結果有無與契約、圖說或貨樣規定不符。 

        承上開事實及證據所載，核其三人所為之重大

過失實屬深辱官箴，莫此為甚，嚴重影響機關利益

至鉅，違失情節重大，其執行職務已違反公務員服

務法第 1 條、第 5 條及第 7 條公務員應依法令執行

職務、應謹慎勤勉，及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之規定，

確有從重懲處之必要。 

參、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一、弊端態樣 

      本案之弊端態樣主要係徐員辦理監工期間，未依

本案契約規定就廠商所提之施工計畫、施工詳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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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及管制；許員擔任承辦人期間，於開工前未依本

案契約規定核定施工相關圖說、施工順序及方法；許

員與曾員於辦裡驗收期間，未依本案契約規定依照竣

工時報驗之造林地測量圖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肇

至原應執行造林面積 5 公頃之契約規範，落於契約標

的內面積僅有 l 公頃多，核其弊端態樣係屬驗收不實

情狀。 

二、原因分析 

（一）法規面：契約訂定未臻完備 

    經詳端本案契約之規範，多有未盡明確之疑慮： 

１、查本件契約標的內容略為就○○區○○段之 10 筆

辦理 5 公頃之植栽，惟查，前開 10 筆地號之實際

面積卻遠高於 5 公頃，是以，投標廠商何以得知履

約標的於地號內何處、5 公頃範圍如何劃定，要約

之引誘不甚明確。 

２、本案契約書第 9 條(二一)點略以，契約使用之上地

由機關於開工前提供，其地界由機關指定，倘本案

執行地界確依上述規定執行，誤植部分機關將背負

相當大責任，部分金額亦可能因廠商主張無法追

回。 

３、本造林標案標的另包含測量工作，由廠商整地後自

行測量面積結果交付機關，頗有球員兼裁判之嫌，

易造成管理上之風險。經該機關政風室詳查 102 至

103 年間，○○區○○段共辦理 3 次招標，皆由系

爭施作廠商得標，得標廠商亦皆尋覓同一測量廠商

辦理測量工作，如此作法容有亦生勾結驗收不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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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實有檢討修正必要。 

（二）制度面：內部控制漏洞 

      有關林務業務之監督管理，現行該機關目前內部控

制有「林務科監工注意事項」乙種，內容約略強調

「加強監工人員能確實掌握現場工作之全盤情

況」，然如本案系爭情事存在之「監工應確認施作

面積」、「監工應確認施作位置」、「監工與承辦人間

施作圖說之確認往返」，以及其他諸如「監工日誌

的提送」、「監工之方法」、「勘查作業之規範」，卻

皆未能就實際操作及作業流程有所明確規範，規範

難謂詳實，應加強規管密度。 

（三）執行面：監工、承辦人、主驗人未依規定妥處 

１、監工與承辦人之業務聯繫未盡詳實： 

    徐員時任監工時，並未接取時任承辦人許員所提供

之「造林測量繪圖」，任意聽憑承辦人許員之指示

即前往廠商施作之現場進行監工，肇至當施作廠商

自施作初期即已與圖說嚴重相佐，差異甚大，而徐

員對此情況皆未能查察，未能依契約之規定詳實確

認廠商所提之施工詳圖，以及廠商所施工之範圍是

否核實正確，使施作廠商已明顯種植偏離時，仍未

機先導正。 

２、監工日誌記載未能詳實： 

   本案監工徐員，其差勤記錄與監工作為出入甚大，

又本案所存之監工日誌經該機關政風室訪據徐

員：「請問這本監工日誌，是你自己寫的嗎？還是

廠商幫你寫的？」，經徐員回復表示：「不是我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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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是許員拿給我蓋的。」可徵相關監工日誌未

能詳實，便宜行事作為本案之驗收文件。 

３、驗收作為便宜行事： 

   又相關承辦人許員、徐員、曾員三人，未應依「造

林地測量圖」作為驗收之依據，以判斷廠商之實際

施作其真實與否，驟然就廠商之實際施工場所進行

監工及驗收，驗收之七個抽樣區域，皆非落於本案

之契約範圍內，渠等未能依相關圖說查察位置是否

正確，猶執意辦理監工及驗收，致有本案工程施作

整體位置錯置，造成本案延伸一連串錯誤之不利條

件，終生施作面積及位置相左之結果。 

肆、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由政風室督同業務單位辦理實地會勘，共同做出追繳

全數溢領金額之決議，並全數追繳溢領金額，節省公

帑達 373 萬 3,402 元： 

       本案於 106 年 1 月 5 日由業務科與該機關政風

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施作廠商、測量廠商辦理會

勘結果，經測量實際造林面積僅有 3 公頃多，且施作

廠商實際之施作範圍，落於契約標的內面積僅有 l 公

頃多，顯與驗收時廠商交付之圖說嚴重相佐，差異甚

大，其未依契約執行面積幾近 4/5，本合約總計價金

494 萬餘元，按不符契約範圍計算，共計溢領價額達

新臺幣 373 萬餘元。本案由業務科與政風室共同做出

會勘結論： 

廠商於非契約規定地號之種植面積，其所有費用由

廠商自行吸收，溢領金額由該機關全數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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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案關於政風室及業務科共同會勘之記錄於 106

年 1 月 9 日由業務科簽報該機關首長報告，並簽請該

機關首長同意將旨揭會議結論函送各單位，並依會議

結論儘速辦理後續追繳金額事宜，經該機關首長裁示

依規辦理後，業務科爰於 106 年 4 月 6 日函請施作廠

商繳交溢領之金額，併同扣押保固金，說明如下：  

（一） 本案溢領金額 373 萬餘元，加計會勘之委託

第三方測量費用共計 1 萬 1,455 元：逾期違

約金 1 萬 4,841 元；複丈分割費 2000 元，

共計 376 萬餘元。 

（二） 共計 376 萬餘元另扣除先前已繳交之保固

金扣底 98 萬餘元，廠商仍頇繳回 277 萬餘

元。 

          承上開計算說明，本案再防貪作為財務效益共計

373萬餘元，扣除先前已繳交之保固金扣底 98萬餘元，

廠商仍頇繳回 277 萬餘元，本件施作廠商並於 106 年

6 月 8 日以函文檢附臺中市市庫收入繳款書將前述之

277 萬餘元全數繳回在案。 

二、由政風室簽請業務科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將施作

廠商違法情形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三

年：    

        鑒因於本案施作廠商辦理旨揭工程容有重大疏

失，於業務科關於廠商應繳價金疑義之簽呈中，政風

室另以會辦意見表簽立意見，簽請業務科依政府採購

法第 101 條，將施作廠商違法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經業務科於 106 年 3 月 29 日結簽回復「敬悉，奉核



13 
 

後依規定辦理」，案經該機關首長核可後，該機關秘

書室並於 106 年 8 月 1 日將施作廠商以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列為拒絕往來廠商，

並刊登 3 年期限（拒絕往來期限至 109 年 8 月 1 日）。 

    承上所述，經該機關政風室再防貪作為將旨案不

法廠商以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

大」，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並刊登 3 年期限之政府採

購公報，以作為各機關辦理其他採購案時，於招標文

件規定該等廠商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

廠商之依據，以杜不良廠商之違法、違約行為，避免

其再危害其他機關，並利建立廠商間之良性競爭環

境。 

三、由政風室提出建議修正該機關「林政監工注意事項」，

期機先防範未來重蹈覆撤弊失風險： 

          承前開說明，本件鑒因監工未依本案契約規定就

廠商所提之施工計畫、施工詳圖進行審核及管制；承

辦人於開工前未依本案契約規定核定施工相關圖說、

施工順序及方法：主驗人於辦裡驗收期間，未依本案

契約規定依照竣工時報驗之造林地測量圖核對竣工

之項目及數量，而造成本件廠商有偷工減料等重大情

節。 

     綜觀上開系爭案件及弊失生成因子，該機關政風

室爰就現行該機關內部控制漏洞予以提出修正相關

規管措施，期機先防範未來重蹈覆撤弊失風險，該機

關政風室並於 106 年 11 月 17 日以簽呈提出建議修正

該機關「林政監工注意事項」，經業務科會簽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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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配合辦理，並經機關首長批示核可後，業已移請該

業務科先行詴辦，建議修正加強規管措施內容臚後： 

 （一）增訂承辦人及監工於開工前之初勘及聯繫業務： 

  １、為防制本案類似之位址錯置情形再生，該機關政風

室爰建議，造林案件開工之前，承辦人應邀集廠商

及監工，前往施工現場進行初勘，詳細說明施工規

範及契約規定，敘明予廠商現場代表人及監工人員，

同時在作業現場確認施工界址並製成初勘紀錄，以

供日後查考。 

  ２、廠商按照契約指定期限內開工並檢送開工報告，承

辦人應確實將開工報告移付監工憑辦，監工於接到

廠商開工報告，頇於 5 日內（以日曆天計），查明

廠商是否依契約工期開工並報原承辦人核辦，如有

逾期情事一併敘明依契約之罰則處理。 

 （二）增訂承辦人及監工關於現場作業流程及日誌填寫之

方法： 

  １、明定監工在工作施作期間，應前往現場了解廠商作

業情形，監督廠商確實履行契約規定，將施工資料

(如當日氣候、出工狀況、施作範圍及數量等)詳實

記錄，並詳列監督作業次數。另規範監工日誌之提

送應併每項工作或每次監工完畢交機關承辦人簽

核，隨完工報告報送。 

  ２、明定監工辦理期間，應配備照相機，開、完工時應

親自定點拍照，如因故無法前往，應請職務代理人

代為監工、拍照，嚴禁交由廠商代為拍照或使用廠

商提供之照片。拍攝開、完工照片時，依規必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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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工日誌記號別、地點、工作項目或拍照日期等，

施工期間照片以相機日期為主。 

  （三）增訂完工作業後，承辦人及監工之後續監督及驗收

作業： 

  １、明定監工於完工期限或接獲完工報告後，應儘親自

赴造林地現場實際踏勘，並深入林地勘查施工情形，

是否已全部施作完工，確認依契約規定及圖面施作

完成後，於完工報告簽章，並檢附現場照片報送機

關承辦人核辦。 

  ２、明定完工日期應由廠商據實詳細填寫，監工及承辦

人不可代填，以免爭議；若對廠商所填日期有異議，

請查明詳實日期於監工簽章欄加註意見或另案提

送報告說明。 

（四）增訂監工及承辦人對於現場作業之環境檢測： 

  １、明定監工及承辦人應依照契約期程責成廠商即時實

施撫育與補植工作，並視現場實際狀況及時陳報處

理，例如：如藤蔓及雜草高度過長需提前割草切蔓

或追加次數、過短需延後刈草、切蔓或取消本次施

作，作業時間可視現場實際需要酌予調整可提前或

延後作業，如遇天候異常乾旱影響林木生長時應即

陳報處理，是否追加澆水工作，不應以天然災害而

毫無作為，任由林木枯死。 

  ２、明定監工及承辦人對於連續降雨後及悶熱天氣時，

督促廠商觀察苗木，注意是否有病蟲害跡象，若存

有跡象，應督促廠商做預防性噴藥，育苗期間如有

發生病蟲害督促廠商針對病蟲害種類給予適當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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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噴藥，以防蔓延，如不易防治且傳染快速時，應

即時陳報機關處理。 

  ３、明定監工及承辦人每期各項工作結束前，督促廠商

應負責清理施工期間所產生的垃圾，務必攜出造林

地。 

（五）增訂監工及承辦人辦理育苗、除草、造林作業監工

業務注意事項： 

  １、明定監工及承辦人就整地、造床、客土、篩土、土

壤消毒、培養土調製、容器、盛土及排列，於實際

監督情形之應注意事項。 

  ２、明定監工應注意整地行內、行間距離，草頭高度及

堆置情形是否符合規定，更應特別注意行內清理是

否切實澈底、新植造林地內之原生林木有無依契約

規定保留。 

  （六）增訂監工及承辦人完工後之測量作業： 

  １、為防範本案類似之偷工減料、面積短少情事，爰明

定造林新植完成後或交地前最後一次工作，監工應

辦理實測工作，核算是否與契約規定之造林面積相

符，必要時，應輔以科技資訊工具辦理之。造林測

量圖需標識界址，測量原始數值及成果圖頇存檔備

查並送原承辦人嗣後驗收核辦。 

  ２、明定監工日誌應按時填寫當日各項工作數量及面

積，累計完成數量及面積，查驗有無依照合約規定

實行並詳記載實施面積及數量，邊緣地區有無遺漏

施作。 

四、政風室持續宣導廉政及採購法令相關規定，並落實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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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評估，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為加強同仁瞭解公務人員應遵守之法紀及預算

執行與經費核銷實務等職能教育，該機關政風室爰

透過秘書室辦理本年度 7 月 6 日及 7 月 12 日二梯次

之全局員工教育訓練課程，並於 106 年 6 月 21 日簽

請該機關首長同意辦理講習，為使該機關職員及行

政助理、約聘僱人員，均能了解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及相關廉政法規，俾處理公務有所準據，不致誤

觸法網或違反廉政倫理規範，爰由該機關政風室人

員擔任講師，專題講授「公務員常見行政責任」、「公

務員常見刑事責任」、「採購常見違失態樣及責任」

等課程，共計 2 場次，每場次 2 小時。 

       本次宣導 2 場次到場人數共約計 120 人，期能

透過相關法令之宣導，避免類似之情形再生。 

 五、提列「廉潔楷模公務人員」，樹立同仁間之模範： 

           本案現時承辦人業務科技士劉員，於相關案件

辦理期間，勇於任事且不畏權勢，亟力配合政風室

辦理相關調查作為，堅守該機關利益之維護，經政

風室提列明年度本府「廉潔楷模公務人員」，並建請

機關首長予以獎勵，以樹立同仁間之模範：  

   （一）勇於任事、不畏權勢作為、且堅守該機關利益： 

     業務科技士劉員為辦理本案後續之撫育與發包，

經 106 年 1 月 5 日劉員與該機關政風室辦理會勘

結果，經測量實際造林面積僅有 3 公頃多，且未

依契約執行面積幾近 4/5，劉員時下不顧廠商之謾

罵與衝突，仍能堅守該機關立場，於會勘記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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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關政風室決議做出「廠商於非契約規定地號

之面積，其所有費用由廠商自行吸收，溢領金額

由該機關全數追回」之決定，強勢函令施作廠商

繳交不當溢領之金額，併同扣押保固金，維護公

帑高達新臺幣 373 萬餘元。 

   （二）不畏人情糾擾，仍能協助該機關政風室辦理調查

作為： 

         劉員不懼履約爭議及同事間之糾擾，甚而發生曾

與同事搶奪公文等情，卻仍能堅守正當法律程序，

於該機關政風室調查期間，不辭勞怨，多次配合

訪談、調閱卷宗及相關司法偵查，勇於舉發不法

廠商之偷工減料行為，所為克盡職責。並協助政

風室將施作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

廠商，機先防範不法廠商，對端正政風有顯著貢

獻。 

   （三）對造林業務革新作為： 

         劉員自 104年 3月 18日接任時任承辦人業務至今，

就相關之造林契約即不斷加強增補施工規範，諸

如詳實於契約明訂「苗木之修剪及保管規範」、「植

株之行間距離」、「植穴寬度及深度」、「整地之施

工要求」、「刈草、灌水之施工標準」、「補植之作

業流程」等，秉持自身所學專業，促進本府林政

管理之改進或業務之發展，且對防止、杜絕弊端

發生，有重大貢獻。 

伍、結語 

權責機關辦理造林地之採購案件遍及轄內各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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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言所及，維護保安林地之資源並永續經營管理，事

關市民安全的生活環境，誠屬此等公務人員應嚴正面對

的議題。 

各採購人員為使生產或營運順利進行，均應盡心盡

力辦理採購業務。本次發生承辦人員辦理造林地之採購

容有重大疏失、廠商嚴重減省工料等情，幸該機關政風

室及業管單位詳實辦理相關會勘，亦期藉由政風室追究

相關行政責任及將不法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併藉內

控規範機制之加強，得機先導正違法情事，能使採購、

監辦人員及主管等相關人員辦理採購業務時均能引以

為鑑，避免重蹈覆轍，以建構良好之採購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