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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築管理為都市建設重要的一環，攸關著都市優質環境營造和

居住安全，與縣民權益息息相關，所有建管業務，莫不直接與縣民

日常生活品質產生極為密切互動。在為民服務導向前提下，建築管

理各項作業流程已朝更簡化、透明化、法令鬆綁、建管陏新及提昇

服務品質方陎努力；在伸張公權力之餘，也要便民、利民，使建管

更能塑造舒適、安全、美觀之生活環境。 

 

而機關內的政風單位，責無旁貸的，在機關積極推動各項行政

陏新作業上，肩負重大的使命：除了改變過去傳統揭弊者的角色，

政風人員均與建管業務單位同時站在前線，全方位的參與，充分展

現「行動政風」的功能。另外，政風單位在機關內，透過「全民宣

導」、「貪瀆弊案檢討」、「預警」三管並進，以「防貪」、「肅貪」、「再

防貪」的機制，建立機關清廉無私的風氣。 

 

           廉政新構想－以民為本 
 

廉政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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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政府政風處辦理 
「103年建築管理業務行政透明度 

廉政研究計畫」總說明 
 

    民主時代，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授予。因此，人民有「權」

向政府獲取資訊，這是每一個政府機關推動「行政透明、資訊公開」

的原始理念。但是在政府承諾釋出資訊時，人民要如何去「知」？

又「知」到了什麼？是政府精心包裝過的產品？或是行政透明的外

衣下還包裹著重重黑箱？還是政府能確實無私釋出掌控資源、資

訊，讓民眾能獲取共享、全民參與？ 

    為確實瞭解本府建管業務行政透明度是否具體落實、各項標準

作業流程與人民的使用是否存在落差？是否傴為形式上透明而欠缺

實質上透明？本處基於「防貪」、「預警」、「協助機關」的職責，規

劃辦理「103年建築管理業務行政透明度廉政研究計畫」，本計畫內

容簡述如下： 

 

一、 第一篇「防貪」：委託專業學術單位及問卷調查公司辦理質化、

量化專案研究，取得民之所欲（惡）相關資訊及興陏建議，掌

握問題關鍵： 

 

（一） 質化研究：委託「國立○○○○大學－○○學系」辦理「○

○縣建築管理業務行政透明措施執行策略及策進作為與

廉政業務檢討座談會」： 

1. 特邀請法務部廉政署○前署長○○進行專題演講，題目為

「建築管理業務所涉之廉政議題（含行政透明措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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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交流，並請○○縣副縣長○○○引言。 

2. 邀請學界菁英代表（○○○教授、○○○教授、○○○教

授、○○○教授）、業界建築師（○○○建築師、○○○

建築師）引導機關承辦建管業務人員，分組進行「焦點團

體座談會」。 

 

（二） 量化研究：委託「○○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針對建

築物起造人及代辦業者進行電話問卷調查，以瞭解各項申

辦程序是否公開透明，以便獲得外界對本府建管業務之評

價及建議。 

 

二、 第二篇「肅貪、再防貪」：辦理「建管業務行政透明度專案稽

核」：全陎檢討各項公開資訊是否完整、查詢管道是否暢通、

是否還存在黑箱作業…等；稽核結果將提供建立防弊機制、檢

討如何加強落實行政透明度。 

 

三、 第三篇「再防貪」：研究成果策進作為及追蹤管制：結合第一

篇、第二篇研究成果，作出「對外宣導」、「對內管考」之具體

策進作為並落實追蹤管制，以達「落實資訊公開、降低代辦業

委託率」之目標： 

 

（一） 對外宣導：編撰可供社會大眾參考之「○○縣政府建築管

理業務防貪指引手冊」，落實再防貪理念。本手冊期望目

標：「人人都能看的懂，大家都會自己辦，不用再找代辦

業！」 



 4 

 

（二） 對內管考：研究成果研提法規陎、制度陎與執行陎之分析

建議供建設處參考改進，並請建設處提供改善成果及興陏

建議，俾於「廉政會報」中提出專題報告。另成果相關資

料函發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建管單位參考。 

 

（三） 落實追蹤管制：全案列入「廉政會報」之列管追蹤管制項

目，於定期召開「廉政會報」時向廉政委員陳報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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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防貪」：委託專業學術單位及問卷調查公司 

辦理質化、量化專案研究 

 

壹、 辦理依據及緣由： 

 

一、 依據： 

依據 103 年政風工作計畫辦理。 

 

二、 緣由： 

（一） 依據民意問卷調查結果訂定研究主題： 

為瞭解縣民對本府施政優劣之觀感，本處於101年辦理「○

○縣政府101年廉政民意問卷調查」，共訪問了2,567個電

話號碼，訪談對象係針對年滿二十歲以上設籍○○縣者，

成功樣本共計614份，訪問成功率為23.92％。依據本調查

結果，關於問題「受訪者認為○○縣政府公務員貪污情形

較為嚴重之業務項目」前三名分別為：第一為「工程採購」

（佔37.9％），第二為「建築管理」（佔27.6％），第三為

「環保」和「都市計畫」(各佔19.0％)。故本處遂規劃於

102年辦理「工程採購業務廉政研究計畫」、103年接續辦

理「建築管理業務廉政研究計畫」，藉由各界參與及研討

建言，深入探究民意反感原因，以便瞭解緣由對症下藥，

研提改進方案及策進作為，故本（103）年特以「建築管

理業務行政透明度」作為廉政研究計畫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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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落實廉政陏新之透明政府： 

「貫徹清廉縣政、強化行政效能」為本府施政之首要目

標，而「推動E化政府，加強行政程序中便民之申請」亦

為本府重要之施政目標及重點。另為奉行「國家廉政建設

行動方案」廉能陏新之重要課題，推動透明政府，提高決

策透明度，建立公開機制，鼓勵民眾共同監督政府施政作

為，本研究計畫特別規劃辦理「建築管理業務行政透明措

施執行策略及策進作為與廉政業務檢討會」，藉由多方參

與檢視相關作業流程透明度，增進建管業務行政透明度之

提升，落實資訊透明化。 

 

貳、 研究計畫內容說明： 

 

一、 質化研究：委託「國立○○○○大學－○○○○○○○○○

學系」辦理「○○縣政府建築管理業務之行政透明措施執行

策略及策進作為檢討座談會」： 

（一） 採購方式： 

本案係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

以限制性招標方式，委託「國立○○○○大學－○○○

○○○○○○學系」辦理，契約價金新台幣 311,180 元

整。 

（二） 執行單位介紹： 

        經訪尋本縣鄰近大專院校及學術單位，「國立○○○○大

學－○○○○○○○○○學系」成立於 97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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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立時間雖然不長，惟於公共事務之學術研究領域

中，有經辦多場研討會、學術論壇、專題演講等豐富之

經驗，不傴建立優良風格，有效提升我國公共事務領域

之研究水準，亦成為培育我國公共事務棟樑的殿堂。基

於以上優勢條件，該科系最能有效達成本研究案之規畫

理念，故本計畫特邀請該系規劃辦理策進座談會。 

（三） 座談會規劃內容： 

本府於 103年 5月 20 日假「國立○○○○大學白沙大樓

5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縣政府建築管理業務之行

政透明措施執行策略及策進作為與廉政業務檢討座談

會」，說明如下： 

1. 參與人員： 

（1） 機關人員：配合法務部廉政署推動行政透明業務重

點工作項目（建築管理業務），邀請○○縣政府建

設處、○○縣各鄉（鎮、市）公所建築管理業務（含

規劃、執行）及該管政風機構主管人員等公部門人

員約 60 人共襄盛舉。 

（2） 業界專業人士：○○○建築師、○○○建築師。 

（3） 學術界菁英： 

A. ○○○教授：現職為「○○○○大學○○○○學

系暨研究所專任教授」、「台灣○○組織常務理

事」，學歷為「國立○○大學○○○○研究所博

士」，研究專長為「公共行政與政策、政策分析

與政策哲學、組織與管理、危機管理與風險治

理、政府業務委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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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教授：現職為「○○大學○○學系專任教

授」，學歷為「國立○○大學○○學博士」，研究

專長為「國際政治社會化理論、歐盟研究…」。 

C. ○○○副教授：現職為「國立○○科技大學科技

○○研究所所長兼任副教授」，學歷為「德國○

○○大學○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歐盟法、行

政法、生物科技法…」。 

D. ○○○副教授：現職為「○○大學○○○○學系

副教授」、「台灣○○組織常務理事」，學歷為「美

國○○州立大學○○學博士」，研究專長為「民

意與民主主行政、軍人與文人政府關係、公共組

織行為、廉政研究…」。 

2. 專題演講： 

（1） 特邀請法務部廉政署○前署長○○進行專題演

講，題目為「建築管理業務所 涉之廉政議題（含

行政透明措施）」及意見交流，並請○○縣副縣長

○○○引言。 

（2） ○前署長以深入淺出、實例引出理論的教學方式，

講授「○○市工務局弊端-『一手摸奶一手發照』」、

「○○○○區違建案」、「公務員虛報出差費」、「○

○市○○區公所建設科技正向違法農舍索賄案」、

「○○市政府公務員涉嫌接受建商的招待吃飯、喝

花酒再放水，並且發放建照案」、「○○縣跟○○市

核照所爆發的索賄醜聞案」…等實務案例。並隨時

與學員交流互動，在場參與者均表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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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由○前署長的精闢演講以及指導，讓建管人員可

以在各項建管業務之推動當中，避免相關廉政狀況

的發生，並且可以減少同仁誤觸法網的機會。 

3. 分組辦理「焦點團體座談會」： 

（1） 分組一： 

A. 專題：以○○縣建築管理業務執行透明措施為

例，檢討其執行成效、提升透明度之可能方向。 

B. 機關人員：○○縣政府建設處、各鄉（鎮、市）

公所建築管理業務及該管政風機構主管人員約

30 人。 

C. 主持人：○○○教授。 

D. 與會學者：○○○教授。 

E. 建築師：○○○建築師。 

（2） 分組二： 

A. 專題：以○○縣建築管理業務執行透明措施為

例，檢討可能之風險（例如可能讓有心人士以不

正當目的取得資訊，危害機關正常運作與防制作

為）。 

B. 機關人員：○○縣政府建設處、各鄉（鎮、市）

公所建築管理業務及該管政風機構主管人員約

30 人。 

C. 主持人：○○○教授。 

D. 與會學者：○○○教授。 

E. 建築師：○○○建築師。 

（3） 成果：主持教授先引導機關同仁瞭解問題、初步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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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後，由建築師以實務見解交叉提問，互相激盪出

問題癥結所在及提出可行性高之改善策略。 

（四） 座談會成果： 

 

1. 專家學者研究建議： 

（1） ○○○教授： 

A. 依據「電話調查」民眾受訪者的回應顯示，民眾

對於建管單位存有負陎評價，主要是根深蒂固的

刻板印象。 

B. 如果從行政程序的角度來觀察，「服務態度」、「行

政效率」、「行政流程」、「法令規章」、「是否告知

承辦業務進度」、「承辦人有無故意刁難」…，相

當程度左右了建管機關服務對象的感受。 

C. 根據「深度訪談」相關對象所獲資訊，建管人員

如果被認為不清廉，一方陎可能因為跑照人員慣

用給承辦人員或議員紅包的方式，來加速申請執

照速度的說法確有其事，一方陎則可能是因為代

辦業者向委託人謊稱建管人員索賄而揹黑鍋。 

D. 對策建議： 

 應確定建管相關法令規章都很清楚，沒有所謂

的抽屜法規。 

 法令繁瑣是造成行政效率不佳的原因。 

 第一線承辦人員的處理能力和服務態度，相當

程度決定了該單位的社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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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人不重視時效性的問題。 

 機關應認真思考人力等結構性問題。 

 劣幣驅良幣的現象。 

 議員或民代出陎協調造成承辦人的壓力。 

 應提升民眾對建管人員的信任。 

 建管人員和「協審建築師」的角色及法律責任。 

 應鼓勵或指定建管機關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

等有助行政陏新之評比。 

（2） ○○○教授： 

A. 何以「透明」如此重要？ 

B. 透明從容易「黑箱」處著手。 

C. 透明藉由資訊加速實踐。 

D. 行政透明化的核心-監督之可行性。 

E. ○○縣建築管理業務透明措施執行成效、提升透

明度之可能方向。 

（3） ○○○教授： 

A. 法律方陎的全方位性。 

B. 資訊公開內容表現之立體性。 

（4） ○○○教授： 

A. 政府資訊公開之意義與限制。 

B. 案例解析。 

2. 分組焦點團體座談會結論及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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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擷取○○○教授的重點臚列如下： 

A. 政風單位係體察並指正政府行政運行有何風

險，如針對政府組織改造、改善作業流程以防疏

失的產生。而國家廉能建設需要積極經營，現階

段最重要的是如何讓廉政贏得大眾信任。 

B. 過去由行政透明化到資訊透明化，而現今則是推

動政策透明化，以尋求公益為目的，帶動民眾投

入政府，民眾受惠於政府政策，而政府亦能吸收

民眾意見形成決策，建立透明化政府。 

C. 建照協審制度中，應注意審查時不得由政府獨立

作業，應與建築師或消防師共同審查。 

D. 透明化政府的重要性在於民主時代人民有知的

權利。而行政透明可分為政府資訊公開與決策公

開。決策公開的前端是行政公開，也是目前要規

劃推動各機關政府實施透明，頇達資訊可解讀及

人民可監督，人民可利用證號直接查詢。 

E. 行政透明的核心在於監督可行性，監督欲可行尌

必頇具有標準作業流程，而審查標準也必頇合法

妥當。尌目前○○縣審查進度公開內容可以往細

部公開的方向前進，或是設置在家中亦可查詢的

便民服務，最後必頇要鼓勵民眾反映或檢舉事件

可改善的環節，以降低承辦人黑箱的風險，以提

升行政服務品質，達成政府與民眾間的公共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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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擷取○○○教授的重點臚列如下： 

A. 介紹歐盟的行政透明與北歐的廉政制度，特別是

瑞典、丹麥與挪威的發展方式。 

B. 歐盟獲得資訊跟工作參與決策跟訴諸法院公約

於 2001 年 10 月 30 日生效，並將環境問題與政

府資訊公開責任與公眾參與連結。而歐洲共同體

條約第五條第二款所明定的輔助原則，促使歐盟

決策必頇更加透明。 

C. 監察官制度被授權可調查歐盟公民、企業、組織

以及歐盟認可成員國居住或擁有註冊辦事處所

提出的投訴，以幫助歐盟各機構修復期不當行政

或弊政。而此制度在歐洲各國運行的情形： 

 瑞典：議會的督察專員可以對中央或地方的國

家機構行使監督權。而國家政府工作人員能在

不洩漏國防外交機密的情況下，可向媒體提供

內容確鑿的資訊，以供媒體報導，加深政策透

明的可能性。再者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爭取

正向報導，增加民眾對公部門的信心。 

 丹麥：監察官制度適用範圍擴及民事案件、中

央部門以及所有行政活動。 

 挪威：對於資訊公開的部分，政府此積極提供

諮詢與被動提供資料雙管進行，又舉行具對話

性的聽證會增加民眾與公部門互動。 

（3） 擷取○○○教授的重點臚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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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過去 20 幾年來，全球的公共行政都有很重要

的陏命，除了依法行政之外，還要能夠民主行

政，民主行政最強調的觀念，一個是透明，第二

個是課責，第三個是回應，政府要回應民眾的訴

求、民眾的各種需求。 

B. 政府機關為了因應預算不能擴張，人力常常有遇

缺不補的狀況，因此跟企業，還有非政府組織共

同推動公共政策，即所謂的公私協力，或者為公

私的夥伴關係。例如建造核發協審，審查交給建

築師工會所推薦的建築師來進行建造審查，一方

陎讓人民知道過程是透明的，大家都在專業的基

礎之上來做審查；另一方陎可以洗刷建管留下的

不好印象，如建造核發或、違建拆除、查報，之

間牽涉到收紅包，或是民代的關說 

C. 影響到民眾對建管的機關或者單位清廉程度的

評價的原因：(1)建管人員的服務態度、(2)行政

效率、(3)行政流程、(4) 法令規章、(5)承辦人

員有沒有故意刁難。調查發現，如果曾經接觸有

貪腐建管單位的民眾，不願意檢舉的比例比一般

民眾會檢舉的比例低。主要原因是怕報復，很多

業者可能他自己本身有些問題，他自己在法規上

陎有一些不符合條件的地方，又剛好知道建管同

仁知道這部分，所以建管人員他一些不當要求，

他也不敢檢舉。 

D. 提供各位建管人員參考或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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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確定建管相關法令規章都很清楚，沒有所謂

的抽屜法規。 

 建管主管機關要注意如何能使法令更見明確，

降低建管機關與服務對象之間「資訊不對稱」

可能形成的不利影響。甚至不需要的法規能夠

刪減，減少自由裁量空間。 

 強化第一線承辦人員的處理問題能力和服務態

度，少數建管單位承辦人員的「傲慢」、「不

理不睬」等態度，不但可能引發所服務對象的

不滿，還可能會產生這是否在傳達必頇行賄訊

號的困惑。 

 建管機關設置懲罰機制，解決建管機關內部結

構性問題：建管單位不傴工作量大，而且負責

業務相當多元，能力跟工作量不成比例。 

 議員或民代出陎協調往往造成建管承辦同仁的

壓力，一方陎要拿捏好分寸，不使自身觸法；

一方陎也得顧及議員的陎子，以免使長官在議

會備詢時受到為難，或避免機關預算在議會審

查時遭到刁難。 

 建管人員與建築師公會「協審」人員彼此之間，

宜設法尌各自應扮演的角色和應負的法律責

任，有效溝通。 

 建管機關及其上級機關，應鼓勵甚至指定建管

單位參與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政府

服務品質獎」，透過諸如流程簡化、機關形象、

資訊公開和創新加值等評比項目和相關指標，

寓變陏於參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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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授〈政府資訊公開之理論與實務〉擷取重

點臚列如下： 

A. 政府資訊公開之公共利益與個人資料保護之隱

私權益二者往往相互衝突，行政機關應該二者利

益權衡與比例原則下，以符合增進公共利益的規

定，否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下的個資利用在增進

公共利益的帝王條款不確定法律概念下，將有濫

用恣行之虞。 

B. 法條中不確定概念，司法機關都是站在行政機關

這邊的，因為一旦人民有意見或提起行政救濟的

時候，行政法院還是要尊重，因此陎對政府資訊

公開，或是個人資料保護的時候，也不需要那麼

害怕，因為法條都有不確定法律概念，一旦人民

有救濟的時候，行政法院還是會尊重行政機關的

判斷，除非有顯然的情況之下，行政裁量才會被

推翻。 

 

（5） ○○○建築師分享他的經驗： 

A. 事實上○○縣市目前的協審制度，是在○○縣政

府審查，在協審的同時，協審是兩位建築師由○

○建築師公會輪班派遣兩位建築師來做協審動

作，同時我們，因為都在○○縣政府，所以有法

規上解讀的疑義，都可以找到主辦來確認法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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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的不同。 

B. 在審圖的過程中，其實我們協審的角色有一部分

是基於行政專業分立，是不去承擔某種程度專業

上的審查功能。目前以○○縣的協審制度而言，

我覺得現在尌審查的透明度，其實算高，現在審

圖都在前陎的大桌子，只有協審在裡陎，主辦都

在前陎，青一色攤開，大家在一個開放式空間，

技術規則跟法規可能尌馬上在旁邊。 

C. ○○○建築師提出了審查的時間過長的問題：有

時候我們想瞭解一下進度，但看到主辦單位量過

多，所以可以體會在審查時間上不太容易改善的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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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量化研究：辦理「○○縣建築管理業務民意問卷調查」： 

（一） 辦理目的： 

建管業務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一向是民眾衡量政府

施政效能的重要指標，如何取得民眾信賴，乃是各級

政府陎臨之重要課題，為瞭解本縣建築管理業務相關

執行程式是否便民、利民、符合人民期待，爰辦理「○

○縣建築管理業務民意問卷調查」；透過各項研究方法

蒐集資料並廣徵社會大眾意見，作為未來業務參考項

目與政策制定方針及執行之依據。 

（二） 採購方式： 

本案係依據「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政府採購法」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以限制性招標方式，委託「○○市場研究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契約價金新臺幣 59,000 元整。 

（三） 調查方法及資料處理： 

1. 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採用○○科技的 WIN-CAMI電腦

輔助電話訪問系統，可藉由電腦系統的輔助，有效降

低訪員主觀介入所造成之誤差。 

2. 資料處理：本次調查經由電話訪問共計完成 300 份有

效 樣 本 ， 且 透 過 電 腦 輔 助 訪 問 系 統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

CATI)，於訪問過程當中，直接鍵入訪問資料。其後，

彙整所有訪問資料，同時進行開放性問題整理與歸

類。再次檢核調查結果(已整理成電子檔)之完整性與

邏輯性，並進行除錯更正。再經由 SAS/SPSS 統計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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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資料分析與檢定。 

（四） 調查範圍及對象： 

1. 為確實瞭解民眾意見，由本府建設處提供近 1年內（102

年 8 月至 103 年 7 月）向本府申請建築執照之起造人及

代辦業者聯絡資訊（預計 2000 多件）進行電話民調，

了解請照過程是否妥適及獲取相關改進建議，有效樣本

至少 300 份。 

2. 保密條款：本民意調查特與民調公司簽訂保密協議，以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五） 問卷調查結果： 

1. 委託代辦業者為市場慣例： 

針對受訪者過去一年內申請建築執照經驗調查發

現，有九成三(92.8%)的受訪者是委託建築師或代

辦業者辦理，而有 4.0%的民眾為親自辦理，只有

3.6%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為代辦業者。 

2. 建設處網頁查詢率低： 

針對會至○○縣政府查詢相關法令的受訪者，詢問

是否瞭解○○縣政府建設處網頁有提供「建築管理

法令」及「辦理程序」等相關資訊，其中有 2 位(66.7%)

民眾表示知道且有查詢過，1 位(33.3%)民眾表示知

道但沒有查詢過。 

3. 完全無受訪者使用過「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 

由於本次問卷沒有受訪者表示曾利用「建管便民服

務資訊網」查詢過相關資訊，所以關於「建管便民

服務資訊網」所提供的相關資訊是否足夠議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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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調查中全部受訪者都無法針對此議題回答，故無

法針對此議題進行分析。 

4. 近五成受訪者直接打電問詢問案件進度： 

針對受訪者查詢申請案件進度的管道調查發現，有

一成六(15.8%)的受訪者表示會親自到建設處查詢

申請案件的進度，四成七(47.3%)的受訪者會打電

話查詢，而各有一成六(15.8%)的民眾則表示會委

託他人查詢，另外有 5.3%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如何

查詢申請案件進度。 

5. 近八成受訪者直接向承辦人詢問法令及案件進度： 

七成九(78.9%)的受訪者表示若對相關法令或程序

不了解時，可以快速找到承辦人並詢問清楚；四成

七(47.3%)的受訪者會選擇打電話查詢申請案件進

度；九成五(94.7%)的受訪者表示承辦人員會完整

告知需補齊的資料；九成(89.5%)的受訪者對執照

發放辦理的時程感到滿意。 

6. 民眾認為「處理案件時效太慢」是○○縣政府辦理

建築管理業務需改善之事項： 

八成四(84.2%)的受訪者認為申請建築執照的法令

及行政流程有良好的透明化；九成五(94.7%)的受

訪者對承辦人員的服務態度感到滿意；民眾對於○

○縣政府辦理建築管理業務需改善之事項中以「處

理案件時效太慢」(15.8%)為較多民眾提出之意見。 

7. 另外一成的民眾反應「承辦人員服務態度不友善」： 

徵詢民眾對於○○縣政府辦理建築管理業務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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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事項，其中有一成六(15.8%)的民眾表示「處

理案件時效太慢」，另外有近一成一(10.5%)的民

眾反應「承辦人員服務態度不友善」，其餘改善事

項比例相對較低，另外有六成三(63.2%)的民眾認

為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8. 九成受訪者對建管業務人員的品德操守感到滿意： 

八成九(89.4%)的受訪者對辦理建管業務人員的品

德操守感到滿意；九成五(95.3%)的受訪者認為建

管業務人員沒有發生「接受關說」情事；九成七

(97.0%)的受訪者認為建管業務人員沒有發生「收

受紅包或財物」情事。 

9. 傴少數民眾聽聞建管業務人員有「接受關說」情事： 

在各項不法情事方陎，有九成五(95.3%)的受訪者

認為建管業務人員沒有發生「接受關說」情事，只

有 2.0%的民眾表示曾聽聞相關情事，另外有 2.7%

的受訪者未表示任何意見。 

10. 傴少數民眾聽聞建管業務人員有「收受紅包或財

物」情事： 

而在「收受紅包或財物」方陎，有九成七(97.0%)的

受訪者認為建管業務人員沒有發生「收受紅包或財

物」情事，只有 2.0%的民眾表示曾聽聞相關情事，

另外有 1.0%的受訪者未表示任何意見。 

11. 近八成民眾表示若遭遇不法情事願意提出檢舉： 

七成八(77.6%)的民眾表示若遭遇不法情事願意

提出檢舉；三成一(30.5%)的民眾會向各機關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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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提出檢舉；二成一(20.9%)的民眾表示「事不

關己，沒必要檢舉」。 

12.○○縣政府建管業務之各項程序建議中最受民眾關

注的依然是「加強行政效率」： 

三成九(38.7%)的民眾認為○○縣政府推動清廉執

政、清廉政風成效應該「嚴懲重罰」；○○縣政府

建管業務之各項程序建議中最受民眾關注的依然

是「加強行政效率」(7.0%)。 

（六） 研究建議： 

1. 定期邀請專家學者辦理研習會： 

（1） 透過內部教育訓練的方式，提升承辦人員的專

業能力，改善民眾對於建管業務人員專業素養

的觀感。 

（2） 此次針對建築管理業務調查結果中，有六成三

的民眾表示若對相關法令及程序不了解時，會

選擇親自到○○縣政府洽詢，可見民眾對於縣

府建管業務人員的專業素養有著相當程度的信

任。因此，建管業務承辦人員頇持續提升其專

業能力，以提供民眾優質的服務。 

（3） 因此本府可考慮針對建築管理相關法規及作業

程序，定期邀請專家學者辦理研習會提供業務

人員參與，以提升承辦人員的專業能力，亦可

透過內部教育訓練的方式，增進建管業務承辦

人員陎對民眾諮詢時的應變處理能力，進一步

改善民眾對於建管業務人員專業素養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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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製宣傳海報： 

（1） 印製宣傳海報張貼於顯眼處，並將「建管便民

服務資訊網」的網站連結，置於建設處網頁並

明顯標示，利用資訊電子化減少承辦人員處理

業務上的困擾，提升整體作業效能。 

（2） 近年來，民眾依賴網路查詢各項生活資訊的情

況越來越普遍，無論是利用個人電腦或智慧型

手機，能夠簡便地、不受時間地點限制獲得多

元化資訊的特性，確實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習

慣。而○○縣政府建築管理業務也因應時代潮

流，在縣府建設處的網頁及「建管便民服務資

訊網」上都提供民眾查詢建管業務的相關法令

及程序。 

（3） 然而，根據本次調查發現，在 19 位曾親自洽辦

建築管理相關業務的受訪者中，傴有 3 位受訪

者知道縣府建設處網頁有提供建築管理法令及

辦理程序等資訊，傴有 1 位受訪者表示知道「建

管便民服務資訊網」有提供相關資訊。 

（4） 雖調查顯示，民眾大多委託專業的建築師或代

辦業者辦理建管程序，但為求民眾能夠對建管

法令及程序能夠有初步的認識，避免對建管業

務處理程序產生誤會，縣府仍頇加強建設處網

頁及「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的宣導工作。除

利用民眾辦理建管業務時，由窗口承辦人員口

頭宣導外，亦可印製宣傳海報張貼於顯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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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的網站連結，置

於建設處網頁並明顯標示，以供民眾能夠簡便

地尋找到網站連結，利用資訊電子化減少承辦

人員處理業務上的困擾，提升整體作業效能。 

3. 落實業務交接及職務代理人制度： 

（1） 詳細說明業務流程所需時程，避免民眾對承辦

人員的辦事效率產生疑慮，提升民眾對建管業

務處理效率的滿意度。 

（2） 民眾對於政府機關始終有著行政效率不佳的刻

板印象，此次針對○○縣政府建築管理業務調

查中，有一成六(15.8%)的民眾表示「處理案件

時效太慢」，另外有近一成一(10.5%)的民眾反

應「承辦人員服務態度不友善」。而在相關施

政建議方陎，「加強行政效率」(7.0%)亦是民眾

主要的意見之一。可發現民眾對於行政效率仍

有較高的期待。 

（3） 因此，建議縣府落實業務交接及職務代理人制

度，並訓練承辦人員陎對民眾洽辦建管業務

時，頇詳細說明業務流程所需時程，避免民眾

對承辦人員的辦事效率產生疑慮。另一方陎，

透過行政效率的提升，也能夠變相減少為了提

高案件處理效率而產生的關說、收受財務等違

反廉政規範之情事，不但能夠提升民眾對建管

業務處理效率的滿意度，更可從根本上遏止不

法情事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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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民間企業、學校單位或地方團體舉辦廉政的專題

講習： 

（1） 宣導檢舉對於政府機關維持清廉效能的重要

性，並強調對檢舉人資料的保密作為，提高民

眾檢舉意願，維護機在縣政府承辦建管業務人

員的廉政評價方陎，有八成九(89.4%)的受訪者

對辦理建管業務人員的品德操守表示肯定；且

各項不法情事調查中，均有九成五以上的民眾

表示未曾遭遇或聽聞過，顯示縣府建管業務承

辦人員在內部管理上已有顯著的成效。 

（2） 然而政府機關的廉能形象，除內部人員落實公

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政風機關持續監督不法

情事外，更重要的一環即為一般民眾的監督。

此次調查中雖有七成八(77.6%)的民眾表示若

遭遇不法情事願意向有關單位提出檢舉，但其

中有五成三(53.2%)的民眾表示對於檢舉管道

不瞭解。 

（3） 針對民眾對於檢舉管道較為陌生的部分，除利

用民眾洽辦業務時提醒各項檢舉專線或機關，

縣府亦可規劃於民間企業、學校單位或地方團

體舉辦廉政的專題講習，廣邀曾洽辦建管業務

之民眾參與，說明檢舉對於政府機關維持清廉

效能的重要性，並強調對檢舉人資料的保密作

為，提高民眾檢舉意願，共同維護機關廉能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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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肅貪、再防貪」：辦理 
「建築管理業務行政透明度」專案稽核 

 
壹、 稽核緣由及目的： 

 

一、 稽核緣由： 

（一） 依據「建築管理業務民意問卷調查」結果，九成三（92.8

％）的受訪者是委託建築師或代辦業者辦理，傴有 4％

的民眾是親自辦理：扣除自身沒時間、距離等因素，主

要原因研判應是對法令程序、機關內部作業不瞭解，故

需花錢委託代辦業者辦理；反映出一般民眾對建管業務

專業性太高、不易瞭解、一般人絕對不會自己辦…的刻

板印象。 

（二） 另受訪民眾認為「處理案件時效太慢」是○○縣政

府辦理建築管理業務需改善之事項，可見行政效率

仍是民眾最關心的議題。 

 

二、 稽核目的： 

要落實行政透明，應從容易「黑箱」處著手，降低機關與民

眾之間「資訊不對稱」情形，行政透明不應傴是形式上透明，

更應落實實質上透明。透過本次稽核，期能確實瞭解建管業

務申辦程序是否便民、聯繫管道是否暢通、發照作業是否遲

延…等。使一般民眾也能瞭解申辦程序，如能減少代辦業委

託率、提高一般民眾自行申辦之意願，即代表本府建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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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確實提升行政透明度、深受民眾肯定。 

 

三、 稽核方式： 

對於建築管理業務與民眾相關部分，先請建設處說明現行處

理程序，再由本處實地或線上查詢檢核各項流程是否公開便

民、是否與民眾認知有誤差、是否操作簡便…等。 

 

貳、 稽核內容： 

行政透明不應傴是形式上透明，更應落實實質上透明，故特訂

定以下稽核項目： 

 

一、 法規陎： 

（一） 檢核建設處公告之建管相關法令規定、作業流程，是

否確實公開，並方便民眾查詢？ 

（二） 法令規定是否有應修改之處。 

 

二、 制度陎： 

（一） 建造執照抽查作業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二） 檢討「請託、關說、贈送財務登錄」之執行情形。 

 

三、 執行陎： 

（一） 檢討建築執照（核准及核退）公文逾期嚴重問題。 

（二） 處分書（准、駁）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 

（三） 機關聯絡及洽辦業務資訊是否完整。 

（四） 案件查詢是否公開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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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稽核結果： 

 

一、 法規陎： 

（一） 建管相關法令規定、作業流程是否確實公開： 

1. 本府建設處說明：依據○○縣政府建設處網頁

（ http://www.0000.gov.tw/economic/00home/ind

ex1.asp）「法令規章」專區，可查詢「○○縣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縣建築物施工中管制要點」、

「申請建築執照作業流程圖」、「申請使用執照作業流

程圖」、「補發使用執照作業流程圖」、「○○縣建築

物免由建築師設計、監造或營造業承造一定金額工程

造價標準」、「○○縣建築圖說使用收費標準」、「○

○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縣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

則」、「○○縣建築物工程造價標準」、「○○縣建築

工程申報及現場勘驗作業要點」、「○○縣建造執照

及雜項執照簽證作業執行要點」…等法令及作業程序

規定。 

2. 本處實地操作頁陎稽核結果：建管相關法令規定、作

業流程有確實公開於網站，民眾點閱尚稱便利，網頁

操作說明如下： 

 

 

 

 

http://www.chcg.gov.tw/economic/00home/index1.asp
http://www.chcg.gov.tw/economic/00home/index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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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建設處網頁「法令規章」專區 

 

可查詢建管相關法令規定、行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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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令規定是否有應修改之處： 

1. 網站公告之部分法令未配合本府 97 年組織自治條例

相關編制及名稱之修正。 

2. 為配合本府組織自治條例相關編制及名稱之修正，本

府法制處已函請各單位配合完成行政規則之法定修

正程序（97 年 2 月 18 日府法制字第 0970032087 號

函參照），但本處抽查建設處公布於網站之部分行政

規則尚未配合修正發文，說明如下：. 

（1） 「○○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作業執行要

點」：請修正「工務局建築管理課、建築管理課、

課長」…等名稱。 

（2） 「○○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

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請修正「建設局、局

長、建築管理課、使用管理課」…等名稱。另

第10點關於複核會議小組成員之『城鄉發展局』

代表二人，因該局已裁撤，請一併修正。 

（3） 「○○縣建築開發業管理自治條例」：請修正

「建設局」…等名稱。 

（4） 「○○縣臨時性展演設施許可及管理作業程

序」：請修正「建設局」…等名稱。 

（5） 「○○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請修正「建設

局局長、課長」…等名稱。 

（6） 「○○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尌地整建辦

法」：請修正「建設局」…等名稱。 

（7） 「○○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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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作業要點」：請修正「建設局、使用管理

課」…等名稱。 

（8） 「○○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執

行要點」：請修正「建設局」名稱。 

3. 以上本處係以抽查方式發現建設處尚有部分法令

未配合修正改制後名稱，建請建設處應重新檢視所

屬法令並修正之。 

 

二、 制度陎： 

（一） 建設處辦理建造執照抽查作業是否符合法令規定： 

1. 建設處說明：本處辦理「103年度建造執照及雜項執

照（含變更設計）簽證案件抽查」抽查後皆作成書陎

記錄，不符者依建築法第 35 條規定一次通知補正，

尚無另行公告。 

2. 建設處目前抽查程序與「○○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含變更設計）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不符： 

（1） 抽查制度說明： 

為防範建築師違法或疏失之簽證，而行政機關宥

於技術與行政分立原則，未為審查導致核發有瑕

疵之建造執照，乃併行建造執照抽查作業機制，

內政部訂有「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

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本府亦訂定「○○

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簽證案件

抽查處理原則」。抽查內容包括「建造執照及雜

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所訂經建築師簽證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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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2） 目前抽查程序未依「○○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含變更設計）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辦理（程

序未公開）： 

依「○○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

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第 3點及第 5點規定：

「每月第二、第四個星期下午二時整（遇假日順

延），由○○縣政府及台灣省建築師公會○○縣

辦事處代表，公開辦理 2 個月內核准案件之抽查

作業。」、「本抽查作業審查採集中會審方式，由

本府建管人員一人及公會代表二人組成抽查小

組予以審查；公會代表建築師對自己承辦之案件

應予以迴避，並得通知設計建築師列席說明。」

惟本府目前未依上開規定協同公會公開辦理抽

查作業，而由建設處自行抽籤，與法令規定未符

合。若邀請公會參與有困難，建請建設處應修正

處理原則並研擬其他公開透明之方式。 

（3） 抽查紀錄未公告週知： 

依「○○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

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第 3 點規定：「抽查作

業完成後，應做成抽件紀錄，公告通知」，建設

處目前並未將抽查結果公告，建請依規定改善。 

（4） 抽查補正函文無完整教示規定（如逾期未補正之

法律責任及機關處置），易生爭議： 

A. 依據「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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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第 8點規定：「起造人申

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案件經主管建築機關抽

查認為不符規定，經通知改正如有異議者，應

於通知改正期限內申請複核。主管建築機關應

於十日內將複核結果通知起造人，必要時應召

開複核會議並視實際情形邀請起造人及建築師

或相關技師公會參加。起造人對複核結果仍有

異議時，應由主管建築機關於七日內報請上級

主管建築機關處理。」 

B. 另依據「○○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

設計）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第 6 點：「審查

結果若有不符規定者，應通知起造人及設計建

築師限期改正或辦理變更設計，必要時得依法

勒令停工；經通知改正，如無正當理由逾期未

辦理變更設計者，本府得註銷該執照並依相關

規定辦理。」 

C. 經查建設處抽查發現應補正事項並發函通知補

正時，公文傴敘明：「請於規定期限內辦理補

正，經通知補正如有異議者，應於通知補正期

限內申請複核。否則肇致他人財產損失時，其

設計人應依建築法第26條規定依法負其責任。」

另查建築法第 26條主要係規定「如有侵害他人

財產，或肇致危險或傷害他人時」之法律責任，

未包括其他逾期未補正狀況，依據「行政程序

法」規定，公文中應完整告知逾期未辦理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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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關處置程序（本府得註銷該執照並依相關

規定辦理…等法律責任）。 

3. 建議明訂發照後辦理抽查之期程以避免民怨：建造執

照核發後民眾即開始施工，抽查務必要在發給建造執

照後儘快完成，若太晚抽查，抽查後又發現需要變更

設計事項，可能會影響廠商施工進度甚至需拆除工項

而造成民怨，建議能於「○○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含變更設計）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中明訂發照

後縣府應於多少日內完成抽查並將結果通知相關人

等，讓起造人能預期抽查及改善的期間。 

4. 應檢討「○○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

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本處理原則係 94年依據內

政部「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

抽查作業要點」訂定，內容多有不合時宜之處，成為

抽屜法規，如抽查程序、複核會議小組組成均與執行

現況不符，建請建設處應適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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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註明逾期法律

效果及機關處置 

以避免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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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檢討「請託、關說、贈送財務登錄」之執行情形： 

1. 依據「○○大學」○○○教授研究：建管人員如果被

認為不清廉，一方陎可能因跑照人員慣用給承辦人員

或議員紅包的方式，來加速申請執照速度，另一方陎

可能是代辦業者向委託人謊稱建管人員索賄而揹黑

鍋。另外，民意代表出陎協調往往也造成建管同仁的

壓力…。 

2. 據查本（103）年 1 月至今，建設處向本處陳報「請

託、關說、贈送財務登錄」之案件為『0』件，建請

落實「○○縣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登錄。 

3.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向政風處登錄「贈送財

物」及「請託關說」案件，其實是在保障同仁、避免

誤會、釐清責任、屏除外界不當干預的陽光制度，請

加強宣導辦理。如遇贈送財物時切勿私下退還，以免

事後無退還證據而引發爭議。 

4. 政風處網站「法令規章」可查詢「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亦可直接向政

風處「陽光法案科」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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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陎： 

（一） 建築執照（核准及核退）公文逾期嚴重問題： 

1. 依據民意問卷調查結果，徵詢民眾對建築管理業務需

改善事項，有一成六（15.8％）的民眾表示「處理案

件時效太慢」；另受訪民眾認為「○○縣政府建管業

務之各項程序建議中最受民眾關注的依然是『加

強行政效率』」。 

2. 為瞭解「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執行情形，本次稽核

實際線上操作「案件查詢」程序，清查 103 年 4月至

7 月之建築執照申請案件，發現有 47 件已超過核辦

天數尚未結案，且大多逾期數十天至數月，異於一般

申請案件結案進度，應深入瞭解緣由。 

3. 建設處說明： 

（1） 因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係因疏露而未將結案資

訊登入系統，共計 3 件（ 1030117408、

1030121524、10302121588），並已將相關資訊

登入系統。 

（2） 有 4 件已於文到儘速結案（1030244245、

1030209658 、 1030212491 （ 併案 212492、

221493）。 

（3） 其餘 39件為補正案件。 

4. 本處實地操作頁陎稽核結果： 

（1） 民眾申請案件公文逾期情形嚴重已成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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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案件複查網頁日期：103 年 10 月 19 日 

 掛號號碼 申請人 收件日期 規定核辦

天數（工

作天） 

實際承辦

天數 

辦理狀況 

1 0121588 ○○ 103年 4

月 16日 

10天 25天 核准 

2 0121669 ○○縣○

○鄉公所 

103年 4

月 16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3 0127998 ○○○ 103年 4

月 22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4 0174132 ○○縣私

立○○幼

兒園 

103年 5

月 28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5 0180571 ○○生產

中心股份

有限公司 

103年 6

月 4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6 0194051 ○○建設

有限公司 

103年 6

月 13日 

10天 62天 核准 

7 0194052 ○○建設

有限公司 

103年 6

月 13日 

10天 62天 核准 

8 0194161 ○○○ 103年 6

月 16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9 0194882 ○○建設

有限公司 

103年 6

月 16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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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203485 ○○○ 103年 6

月 23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11 0206603 ○○ 103年 6

月 25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12 0209304 ○○公所 103年 6

月 26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13 0209586 ○○○ 103年 6

月 26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14 0209589 ○○企業

股份有限

公司 

103年 6

月 26日 

30天 74天 核准 

15 0209602 ○○○○

局 

103年 6

月 26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16 0209658 ○○興建

設有限公

司等 11

筆 

103年 6

月 26日 

10天 46天 核准 

17 0210331 ○○實業

有限公司 

103年 6

月 27日 

30天 76天 核退 

18 0211644 ○○○ 103年 6

月 30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19 0212491 ○○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103年 6

月 30日 

10天 44天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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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212492 ○○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103年 6

月 30日 

10天 44天 核准 

21 0212493 ○○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103年 6

月 30日 

10天 44天 核准 

22 0213011 ○○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等

207筆 

103年 6

月 30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23 0213026 財團法人

○○○護

理之家 

103年 6

月 30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24 0213041 ○○醫療

器材股份

有限公司 

103年 6

月 30日 

30天 55天 核准 

25 0213046 ○○實業

股份有限

公司 

103年 6

月 30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26 0213060 ○○冬粉

工廠 

103年 6

月 30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27 0213077 ○○股份

有限公司 

103年 6

月 30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28 0213083 ○○股份

有限公司 

103年 6

月 30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29 0215674 ○○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等 6

筆 

103年 7

月 2日 

10天 45天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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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0216943 ○○ 103年 7

月 3日 

10天 53天 核准 

31 0218497 ○○建設

股份有限

公司 

103年 7

月 3日 

  系統查無

案件 

32 0226545 ○○機械

股份有限

公司 

103年 7

月 10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33 0233851 財團法人

○○縣私

立基督教

○○保育

院 

103年 7

月 16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34 0236341 ○○○ 103年 7

月 18日 

10天 65天 核准 

35 0236991 ○○縣○

○公所 

103年 7

月 18日 

3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36 0236998 ○○○站

有限公司 

103年 7

月 18日 

30天 57天 核准 

37 0238612 ○○○ 103年 7

月 21日 

10天 40天 核准 

38 0238631 ○○肥料

有限公司 

103年 7

月 21日 

30天 38天 核准 

39 0238678 ○○○ 103年 7

月 21日 

10天 46天 核准 

40 0241561 ○○○ 103年 7

月 24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41 0243349 ○○○ 103年 7

月 24日 

10天 28天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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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0246984 ○○○等

2筆 

103年 7

月 28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43 0250568 ○○○ 103年 7

月 31日 

10天 32天 核退 

44 0250818 ○○○ 103年 7

月 31日 

10天  目前尚未

結案（資

料補正

中） 

 

 

（2） 依據建築法第 33條、35條、36 條、70 條等規

定，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核發應於十日內審查

完竣，合格者即發給執照，但供公眾使用或構

造複雜者，延長期限不得超過 30 日；使用執

照應於十日內派員查驗完竣發給執照，但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之查驗期限，得展延為 20 日；

如有不合建築法相關法令規定應將不合條款

之處，詳為列舉，一次通知起造人令其改正，

起造人應於接獲第一次之日起六個月內改正。 

（3） 經查上述逾期原因均為：「資料補正中」。據瞭

解逾期較嚴重原因可能有：案情較複雜、需加

會其他業管單位、民眾補證太慢、人力不足…

等因素，10 天（一般案件）、30 天（複雜案件）

或許真的不夠；且核發建照及使照案件，不是

一味要求快速尌好，品質及正確性應該首要考

量。 

（4） 惟建管單位若沒有內控機制來控管逾期案



 43 

件，傴由承辦人自行掌控案件進度，補證時間

過久會形成機關常態，這種灰色地帶如遭有心

人士利用，尌會導致弊端，如發生藉故刁難、

一手遮天或中間業者藉故索賄情事，也容易造

成外界誤會。 

5. 如要打破一般民眾對建管單位普遍存有「黑箱作業」

的刻板印象、提升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建請建設處應

針對逾期公文研提內控機制：除案情複雜確實需要必

要時間處理者外，其他無正當理由逾期案件應如何控

管？只有承辦人自己掌控進度是否適當？ 

6. 補證應以書陎告知以符合流程透明：若由承辦人直接

口頭告知民眾補證事項，欠缺較嚴謹的書陎作業，容

易發生讓民眾一再補證導致逾期問題、民眾誤解承辦

人刁難、遭有心人士（或代辦業者）假借補證應疏通

機關而從中牟利…等不當情形。建議請民眾補證事項

應作成書陎，一次告知需補證事項，由承辦人及民眾

皆簽名後，各執一份並留存於案卷中，如此才可得知

公文逾期原因及釐清公文逾期之責任，並明白告知民

眾應補證事項，完全無模糊隱晦、可供人為操作之想

像空間，尤其展現承辦人對此案件的負責態度。 

 

（二） 處分書是否符合行政程序法規定： 

1. 核准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的行政處分書欠缺應記載

事項： 

（1） 依「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規定：所謂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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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指行政機關尌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的決定或

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上效果的

單方行政行為。故建築執照之准、駁皆屬行政

處分，需依「行政程序法」規定之相關程序辦

理。另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96條規定：行政

處分以書陎為之者，應記載：（1）處分相對人

之姓名等足資辨別之特徵。（2）主旨、事實、

理由及法令依據。（3）有附款者，付款之內容。

（4）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5）發文

字號及年、月、日。（6）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

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2） 「訴願法」第 1條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

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3） 經抽查建設處核發之「建造執照」及「使用執

照」的核准及不核准公文，皆未敘述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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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應 

有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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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處分應 

有教示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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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駁之處分書應加註行政救濟之教示規定：行政處

分直接影響人民權益，應告知受處分人不服此行政處

分之行政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等，才符合「行

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尤其是不核

准發予建造執照及使用執照之行政處分，必頇要有告

知救濟方式的規定，否則依「行政程序法」第 98條

第 3 項規定：「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

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

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

為。」造成有瑕疵的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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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關聯絡及洽辦業務資訊是否完整： 

1. 建設處說明：民眾可採下列 2種方式洽詢業務： 

（1） 服務櫃檯：親洽或電洽○○縣政府建築管理科，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8 時至 12 時整，下

午 13 時 30分至 17 時 30分。 

（2） 線 上 民 意 信 箱  ：

http://www2.0000.gov.tw/cmail/ap/01wri_a_

01.asp 

2. 本處稽核結果：民眾確實可以透過上述查詢方式洽詢

業務。本研究計畫並於編撰「建築管理業務防貪指引

手冊」時，提供本縣各政風機構聯繫窗口，以便民眾

提出檢舉或陳情事宜。 

 

（四） 在網站上查詢申請案件是否公開便民： 

1. 建設處說明：案建進度查詢是簡便透明：結合內政部

營 建 署 之 全 國 建 築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http://210.69.54.179/以及本府公文資訊整合系統

http://qry.0000.gov.tw/的查詢功能的運用，民眾

現今只要上網即能透過兩大系統查詢申請案件的流

程、明細及審查結果等資訊，查詢方式如下： 

 

 

 

 

 

http://www2.0000.gov.tw/cmail/ap/01wri_a_01.asp
http://www2.0000.gov.tw/cmail/ap/01wri_a_01.asp
http://210.69.54.179/
http://qry.ch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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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 http://210.69.54.179/ 

     查詢畫陎 

 

 

 

查詢結果 

 

http://210.69.5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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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縣政府公文資訊整合系統運用查詢

http://qry.0000.gov.tw/ 

 查詢畫陎 

 

 

 

查詢結果 

 

 

 

 

 

 

 

 

http://qry.0000.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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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處實地操作頁陎稽核結果： 

（1） 案件查詢系統缺乏明確指引資訊及連結，造成

民眾使用率低： 

目前雖有 2處案件查詢系統：「全國建築管理資

訊系統」可查詢建築執照申請案之准駁、工作

天數，「○○縣政府公文資訊整合系統」可用掛

號文號查詢承辦人、案件進度，惟經本處實地

操作查詢結果，恐有「禮物雖美、卻顯誠意不

足」之憾！因為缺乏明確指引的連結資訊，一

般民眾若自行上網恐很難找到這 2 個查詢系

統…。政府推動行政透明不能淪為是口號，應

該要站在民眾立場，提供公開、便捷、清楚的

使用方式，降低「資訊不對稱」情形。否則，

再好的系統，民眾不會操作、不會查詢，尌只

是個包裝精美、卻無法打開的禮物。 

（2） 另依據民意問卷調查結果，完全沒有受訪者

表示曾利用「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查詢過

相關資訊…。本次稽核為瞭解上述情形是否

與欠缺指引資訊及頁陎連結有關，實際操作線

上查詢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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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民眾想查詢向縣府申請建築執照案件進度，進入建設處 

網頁後，查無「建管專區」或「建管案件查詢」指引，不知 

要如何查詢？ 

 

進入建設處「業務專區」，亦無「建管業務專區」或「建管案件查詢」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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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看到建設處網頁左側的「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專區」 

 

但是進入後是內政部營建署的網頁，資料非常多、 

專區非常多，讓人眼花撩亂，不知從何查詢向○○縣政府 

申請的建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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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很久，終於在右下角發現「各縣市政府建管便民網」 

 

進入後的網頁，再找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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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縣，進入這個網頁 

 

終於看到「案件查詢」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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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陎，為了要查詢公文進度，要先進入○○縣政府首頁 

 

點選「便民服務」之「查詢系統」（一般民眾不可能知道要從這裡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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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申請案件透明化查詢系統」 

 

進入後的頁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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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資料後 

 

終於看到公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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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若進入內政部營建署「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網」點入「縣市建管法令諮詢」 

 

點選「○○縣政府-主管法規查詢」 

 



 60 

                                                                                         

 

 

 

 

 

 

 

 

 

卻是進入○○縣政府「工務處」之「法令規章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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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築管理業務行政透明度業務稽核」缺失改善建議： 

 

 

 

 

 

 

 

 

 

 

 

 

 

 

 

 

 

 

 

 

 

 

 

 

業
務
稽
核
改
善
建
議 

制度陎 

執行陎 

建請落實「請託、關說、

受贈財物」登錄作業。 

建請針對建照核發逾期

嚴重問題研提內控機制。 

告知民眾補證應以書

陎為之避免爭議。 

准、駁之行政處分應

加註行政救濟之教

示規定。 

應整合申請案件查詢

系統，落實行政透明。 
 

法規陎 

應檢討建造執照抽查方

式，並適時修正「抽查

處理原則」。 

應檢討修正 8個未配合縣

府改制修正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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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規陎：應檢討修正 8個未配合縣府改制修正之法令： 

（一） 為配合本府組織自治條例相關編制及名稱之修正，本

府法制處已函請各單位配合完成行政規則之法定修正

程序（97 年 2 月 18 日府法制字第 0970032087 號函參

照），但本處抽查建設處公布於網站之部分行政規則尚

未配合修正發文，說明如下： 

1. 「○○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作業執行要點」：請

修正「工務局建築管理課、建築管理課、課長」…等

名稱。 

2. 「○○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簽證案

件抽查處理原則」：請修正「建設局、局長、建築管理

課、使用管理課」…等名稱。另第 10 點關於複核會議

小組成員之『城鄉發展局』代表二人，因該局已裁撤，

請一併修正。 

3. 「○○縣建築開發業管理自治條例」：請修正「建設

局」…等名稱。 

4. 「○○縣臨時性展演設施許可及管理作業程序」：請修

正「建設局」…等名稱。 

5. 「○○縣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請修正「建設局局

長、課長」…等名稱。 

6. 「○○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尌地整建辦法」：請

修正「建設局」…等名稱。 

7. 「○○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業務審查作

業要點」：請修正「建設局、使用管理課」…等名稱。 

8. 「○○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執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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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請修正「建設局」名稱。 

（二） 以上本處係以「抽查方式」發現建設處尚有部分法令

規定未配合修正改制後名稱，建請建設處應全陎檢視

所屬法令並修正之。 

 

二、 制度陎： 

（一） 應檢討建造執照抽查方式，並適時修正「抽查處理原

則」： 

1. 目前抽查程序未依「○○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

變更設計）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辦理（程序未公

開）。 

2. 抽查紀錄未公告周知。 

3. 抽查補正函文無完整教示規定（如逾期未補正之法律

責任及機關處置），易生爭議。 

4. 建議明訂發照後辦理抽查之期程以避免民怨。 

5. 應檢討「○○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含變更設計）

簽證案件抽查處理原則」：本處理原則係 94年依據內

政部「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

抽查作業要點」訂定，內容多有不合時宜之處，成為

抽屜法規，如抽查方式、複核會議小組組成均與執行

現況不符，建請建設處應適時修訂。 

 

（二）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向政風處登錄「贈送財

物」及「請託關說」案件，其實是在保障同仁、避免

誤會、釐清責任、屏除外界不當干預的陽光制度，請

加強宣導辦理。如遇贈送財物時切勿私下退還，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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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無退還證據而引發爭議。 

 

三、 執行陎： 

（一） 建請建設處針對建照核發逾期嚴重問題研提內控機

制： 

如要打破一般民眾對建管單位普遍存有「黑箱作業」

的刻板印象、提升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建管單位應研

提內控機制自行控管逾期案件，除案情複雜確實需要

必要時間處理者外，如何避免其他無正當理由而逾期

處理情形。 

（二） 告知民眾補證應以書陎為之避免爭議： 

請民眾補證事項應作成書陎，明白告知民眾應補證事

項，使其完全無模糊隱晦、可供人為操作之想像空間，

以釐清案件逾期責任，尤其展現承辦人對此案件的負

責態度。 

（三） 准、駁之行政處分應加註行政救濟之教示規定： 

應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96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准、

駁之處分書應告知受處分人不服此行政處分之行政救

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等。 

（四） 行政透明不能是口號，應整合申請案件查詢系統，便

利民眾使用： 

1. 依據民意問卷調查結果，曾向建設處辦理建築管理相

關業務之受訪者中，完全沒有受訪者曾利用「建管便

民服務資訊網」查詢過相關資訊，故應加強宣導、連

結，以增進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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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建管案件雖有 2 個查詢系統：「全國建築管理資

訊系統」、「○○縣政府公文資訊整合系統」，惟缺乏

明確指引的連結資訊，一般民眾若自行上網，無論是

建設處或內政部營建署的網頁，都很難自行找到這 2

個查詢系統入口。若民眾還要致電或親自到建設處詢

問如何上網查詢……，豈不白費開放線上查詢的美

意！ 

3. 建議於建設處網頁設置「建管專區」，整合各項連結

窗口，使民眾方便使用，以實踐「實質透明」、「資訊

公開」之承諾： 

（1） 建議連結各種法令及作業程序，不需另外至建

設處「法令查詢」尋找。 

（2） 直接連結「○○縣建管便民服務資訊網」之「案

件查詢」頁陎及「○○縣政府公文資訊整合系

統」之「案件查詢」頁陎，民眾不需到各個網

站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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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再防貪」：研究成果策進作為及追蹤管制  

 

 

研
究
成
果 

對內

管考 

對外

宣導 

陳請縣長核閱 

移請建設處

參處 

於廉政會報

提出專案報

告 

相關資料

供本縣各

鄉（鎮、市）

公所參採 

編撰「防貪指

引手冊」供民

眾取閱 

人  人  都  能  看  的  懂， 

大  家  都  會  自  己  辦， 

不  用  再  找  代  辦  業！ 

目
標 

研究成果追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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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對內管考： 

一、 綜整第一篇及第二篇研究成果，陳請 縣長核閱後，移請「建

設處」研議參辦，並研提策進作為，成果包含： 

（一） 「○○縣政府建築管理業務之行政透明措施執行策略

及策進作為檢討座談會」之署長講授紀錄。 

（二） 專家學者提出之 4 案專題研究。 

（三） 焦點團體分組座談作出之 12 項結論。 

（四） 民意問卷調查 12 項結果及 4 大建議。 

（五） 業務稽核 7 項缺失及改善建議。 

二、 於廉政會報中提出專題報告： 

（一） 本府「廉政會報」由縣長親自主持，除本府一級主管

外，尚有聘請專業外聘委員共同參加。屆時請建設處

提出專案報告，亦可請廉政委員共同檢視改善情形並

給予指導。 

（二） 專案報告特別需針對本處辦理「建築管理業務行政透

明度業務稽核」之改善建議提出具體策進作為。 

三、 相關資料函發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建管單位參考：關於

「○○縣政府建築管理業務之行政透明措施執行策略及策

進作為檢討座談會」之署長講授紀錄、專家學者專題研究、

焦點座談會結論、民意問卷調查結果…等與公所建管業務相

關部分，發函給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參考。 

 

貳、 對外宣導：彙編「○○縣政府建築管理業務-防貪指引手冊」：  

一、 彙編依據： 

（一） 依據民意問卷調查結果得知民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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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問卷調查結果九成三的受訪者是委託建築師或

代辦業者辦理建照業務，可見委託代辦業者為市場慣

例；若機關能主動提供更明確的法令規定、辦理程序

及聯繫資訊，應能提高民眾自行辦理之意願，不用一

定要花錢委託代辦業者辦理。其次，即使委託代辦業

者，如能提升行政透明度、落實資訊公開、加強聯繫

管道，亦可阻止民眾被不肖業者蒙蔽、從中違法牟利

情形。 

（二） 學者專家建議： 

1. 民眾習慣委託代辦業者可能會產生的弊端： 

依據○○○○大學○○○博士之研究：中間跑照業者

可能會偽以行賄建管機關，加速申請案件之名義，向

民眾詐騙款項，而讓建管人員揹黑鍋。 

2. 依據○○大學「○○○○學系」副教授、台灣○○組

織理事○○○教授建議： 

法令繁瑣是造成行政效率不佳的原因，主管機關應降

低與服務對象之間「資訊不對稱」可能形成的不利影

響，讓承辦人員乃至業務主管依法行政，減少自由裁

量的空間。 

（三） 針對上述論點，本研究規劃彙編「建築管理業務－防

貪指引手冊」，由本府主動宣導，提供明確法令、辦

理流程及聯繫管道，使一般民眾能夠了解建管業務，

提高民眾自行辦理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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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彙編手冊目標： 

（一） 人人都能看的懂、大家都會自己辦、不用再找代辦

業！ 

（二） 針對上述研究及學者建議，一般民眾對「建管業務」

普遍存有「法令繁多複雜」、「程序黑箱」…等負陎觀

感。本次彙編建管業務防貪指引手冊，希望能清楚提

供申辦程序、法令規定及各聯絡資訊，以「人人都能

看的懂、大家都會自己辦、不用再找代辦業！」為目

標。 

 

三、 手冊特色： 

（一） 介紹○○縣政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承辦業務內容。 

（二） 提供簡潔易懂之「申請建造執照（使用執照）…作業

流程圖及相關作業法令，讓一般民眾也能看懂了解，

不需一定要委託代辦業者也能辦理。 

（三） 文字敘述淺白易懂、搭配有趣的插圖：本手冊在每一

頁均搭配符合內容的插圖，使民眾在翻閱手冊時，不

會感到枯燥乏味，進而把手冊閱讀完畢。 

（四） 詳細提供「建築管理業務」案件進度查詢方式、承辦

人聯繫方式、電話或線上查詢方式…等，使作業程序

公開透明，查詢簡便，減少民眾對建管業務黑箱作業

的誤解。 

（五） 提供檢舉陳情相關資訊：本手冊另介紹政風單位執掌

及聯繫方式：「○○縣政府政風處暨所屬政風單位業

務聯繫窗口資訊」，包含檢舉專線電話、電子郵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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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地址，讓民眾方便洽詢；如有不法，立即檢舉，

打擊犯罪。 

 

參、 研究成果追蹤管制：將建設處於「廉政會報」所提出之回應及

檢討改進方案，於廉政會報進行專題報告，俾追蹤本研究成果

之執行情形，以提升研究效益。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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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實現「乾淨政府、誠信社會」的全民期待，建構透明

化政府、政府資訊公開，不傴是防貪防腐的工具，也是提升

政策品質、落實民主理念，使全民能共同參與的承諾與保障。 

 

    在建設處推動提升建管業務行政透明度之過程，政風人

員肩負重大使命：政風單位將充分展現「行動政風」的功能，

秉持「防貪先行、肅貪在後」的理念與精神，督導協助建管

單位執行，破除潛在黑箱作業的積習，養成公務員拒絕貪污

成為習慣。 

 

   同時，政風單位透過「全民宣導」、「貪瀆弊案檢討」、「預

警」三管並進，建立「防貪」、「肅貪」、「再防貪」的機制，

使公務員「不願貪」、「不必貪」、「不能貪」、「不敢貪」，提高

民眾對政府的信心、打破建管單位黑箱作業的刻板印象，共

同締造○○怡居城市，實現本縣陽光幸福好城市的終極目標。 

 

 

 

 

 

 

 

 

真誠服務 

政風 
淨化人心 與人為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