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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100年度第 3次廉政會報程序表 

項次 程   序 起迄時間 使用時間 
主持人 

（報告人） 
備考 

1 主席致詞 14:00~14:05 5分鐘 陳處長靖宇   

2 秘書單位報告 14:05~14:20 15分鐘 莊主任良乾  

3 專題報告 14:20~14:35 15分鐘 方主任水連   

4 討論事項 14:35~15:05 30分鐘 陳處長靖宇  

5 臨時動議 15:05~15:15 10分鐘 陳處長靖宇  

6 

外聘委員席副

教授代麟指導

與建議 

15:15~15:25 10分鐘 
席副教授代

麟 
 

7 主席結論 15:25~15:35 10分鐘 陳處長靖宇   

8 散會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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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100年度第 3次廉政會報秘書單位報告 

壹、前次會議主席裁示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主席裁示（決議）事項 辦  理  情  形 

1 

有關公務人員溢領公費相關案

例與本處同仁息息相關，差旅

費、值日費、加班費等金額不

大，若未依規定覈實請領，一

旦經認定屬貪瀆行為，所負刑

事責任頗重，同仁不可不慎，

請各單位主管務必嚴加監督及

審核同仁差假及相關費用之報

銷。本案例請正式函文各單

位，以提醒同仁謹慎為之。 

1.差假及相關費用報

銷，各單依規定覈實

審核。 

2.本案例業以 100 年 5

月 9 日拓政字第

1006002169 號函各

單位。 

2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已實施多

年，本處同仁均須遵照該規範

要求辦理。 

1.本處政風室於重要節

慶前透過發文及至各

單位實地查核等方

式，積極向各單位同

仁宣導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 

2.年度內計登錄 8件。 

3 

本次專題報告-「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簡介」、「中山高速公路

主線 5K+000~5K+635 主線拓寬

暨路堤抬高路段施工報告」資

業於 100年 5月 6日張

貼於本處電子公文公布

欄供同仁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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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充實，請張貼於本處電子公

文公布欄供同仁參考。 

貳、廉政工作上級指示事項： 

一、馬總統在法務部廉政署成立典禮致詞時指出，有決心建立一

個廉能有效率的政府，期待法務部廉政署應讓全民正確的認

識貪腐之危害，擴大社會參與反貪，並往下教育扎根，也要

落實廉政倫理規範。在肅貪防弊方面，應同時樹立嚴謹的辦

案文化，讓貪瀆的公職人員接受法律應有之制裁外，也應維

護其基本尊嚴。希望透過「預防、查處、再預防」機制，建

構廉潔家園、乾淨政府，在各機關、部門通力合作，抛開本

位主義，一定會讓中華民國政府變成亞洲廉政的新典範。 

二、行政院吳院長在「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7次會議指出，廉政

不是只有追求清廉，而是「廉能」，不僅要清廉還要有效能，

才是政府施政追求的目標。廉政工作的重點，並不只是在抓

貪瀆，而是健全防弊的機制，只要內控機制做得好，機關內

部就不會藏污納垢。 

三、交通部 100年度廉政會報第 3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如下： 

（一）所屬各機關須確實配合辦理行政院所頒「健全內部控制

實施方案」，以預防缺失、管控風險，並做好興利除弊

。 

（二）所屬各級機關經辦工程之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合約，

應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中有關「餽贈財物」、「飲

宴應酬」及「請託關說」等相關規定，納入合約條款並

詳列違反之處罰規定，並應持續追蹤辦理情形。 

四、交通部毛部長於 100年 9月 1日第 1473次部務會報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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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是公務員最基本的要求，行政院制訂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目的就是要使公務員執行公務，能以公共利益

為依歸，提升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因此本部同仁應

謹守本規範以實際行動維持本部廉能施政之優良形象與聲

譽。 

參、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事項： 

一、本處 99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人數計 18人，依法務部頒定

99年度實質抽查比率 14%核計，於本處第 2次廉政會報公開

抽出 3人進行實質審查，另再由前述人員中依 2%比例抽出 1

人進行前後年度申報財產比對事宜，經實質審查及比對結

果，無故意申報不實、財產異常增加情事。 

二、法務部「全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於 99年度 11月正式

上線使用，高公局暨所屬各工程處統計 99年度財產網路申

報比例為 36.93%，本處 99年度採網路申報計 5人，比例為

27.77%，低於高公局總體比例，且距交通部政風處函轉法務

部廉政署於 100年 8月 19日廉財字第 100500258 號函期望

100 年度財產申報義務人網路申報上線率能達 80％之要求

仍有落差。高公局政風室已完財產網路申報教育訓練，100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定期申報自 1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請各財產申報義務人多利用網絡申報，以提高網路申報上線

率，並於申報期間內完成申報。 

肆、政風案件查處情形： 

本年度受理檢舉案件計 2 案，案件類別為廉政倫理規範及工

程偷工減料，經查結果與事實不符，予以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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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新增用地徵收拆除作業
案例分享

報告單位：八德工務所
報 告 人：方水連
日 期：中華民國100年10月28日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1

目錄
一、施工環境
二、工程新增用地內建物疏導拆遷處理

程序
三、建物申請自動拆遷處理程序
四、工程新增用地內建物拒配合拆遷之

強制拆遷處理程序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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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2

一、施工環境

H42標

H52標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完成徵收法定程
序(提保管專戶)

通知限期拆遷
(30~45日)

YES

NO

洽請桃園縣政
府地政處辦理

拆遷戶
配合意願

自拆會勘
(拆遷證明)

YES

NO

準備代執行

請拆遷戶洽高公局
領取自動拆遷獎勵
金

函請桃園縣政
府工務處辦理

桃園縣政府工務
處自行辦理

配合縣府
辦理

YESNO委託施工
單位辦理
(續下頁)

二、工程新增用地內建物疏導拆遷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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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委託施工
單位辦理

擬訂代執行計畫
(包含人員及機具)

邀集相關單位召開執行前協調會議
(包含縣政府地政處、工務處、

管線單位、警察局等)

請縣府再通知
業主限期拆遷

(7日)

拆遷戶自行
拆除結案

YES

NO

依代執行計畫實施
(並通知縣府相關單位及警力到場)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發函通知
限期拆遷

責付承包商放樣
或檢視拆除線

業主自行拆遷

全拆:
斷水、斷電、門窗卸
除、人物搬離

半拆:
業主自行雇工切割,
路權內建物斷水、斷
電、人物搬離

業主通知本所現
場勘驗並開具自
動拆遷證明書

業主持自動拆遷
證明書洽高公局
領取自拆金

請承包商提送營建
廢棄物處理計畫並
清除建物

三、建物申請自動拆遷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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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邀集縣政府及警察機關
召開代執行前協調會議及

確認代執行日期

YES

NO

請承包商擬訂
拆除執行計畫

拆遷戶
配合意願

函請縣政府通知
建物所有權限期拆遷
(確認公文送達)

施工拆除結
案

確認完成徵收法定程序
準備代執行

攝影蒐證並
製作強制執行

筆錄

四、工程新增用地內建物拒配合拆遷之強制拆遷處理程序

拆除前1~2日
再召集相關單位
沙盤推演

再請里長及警方
前往拆遷戶進行
最終疏導

代執行前確認
1.再次確認徵收程序完成
2.請管線單位確認斷水電瓦斯
3.確認警方將人員驅離
4.指定發言人及準備新聞稿

請承包商騰空
屋內物品並製作
點交紀錄

現場指揮官
下達代執行命令

代執行拆除完成
確認營建廢棄物
運至合法處理場

現場指揮官
宣布代執行完成

召開代執行
檢討會議

相關文書紀錄
歸檔備查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7

疏導黃瑞嬌女士之建物拆遷辦理案例分析

建物：合法1、2、3樓，增建4、5樓。
業主：為國道2號二次拆遷戶、家管、先生從事導遊。
訴求：補償偏低應以市價、房屋津貼、漏估、變更為

甲種建地並准重建、加發80％建物遷移費、加
發五成補償成數，計新台幣1500萬元。

複估：3次。
拆前協商：8次。
往來文件：68件。
求助民代：里長張國平、市民代表張富、縣議員劉茂

羣、張文瑜、立法委員孫大千（2）、郭榮宗
（2）、黃仁杼（6）、徐耀昌（1）。

困難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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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8

高公局疏導黃瑞嬌女士之建物拆遷辦理情形一覽表
日期 辦理情形 陳情人回應 備註

98.7.15
高公局中工處函限非都市土地徵收業主限於
98.7.31前自行拆遷完竣

-------

98.7.30

由朱副主任率承辦人至大仁里辦公處參加黃瑞嬌
君陳情拆遷補償偏低說明會，本所當場請徵收主
管機關桃園縣政府就陳情人所提查估疑義儘速處
理

陳情人表示查估補償不符,已向縣府異議處理
中，未得合理補償拒配合拆遷

98.8.12 至和平路1441巷等6戶再疏導拆遷
仍表示未獲得桃園縣政府合理補償前拒絕配合
拆遷

98.9.3
由方主任率承辦人參加劉茂群議員召開查估補償
疑義說明會

要求辦理現場複估
決議由桃園縣政府工務
處再辦理第3次複估

98.10.22
高公局中工處召開代執行準備會議後，由王副處
長培攻率朱副主任及承辦人親訪黃瑞嬌君

黃瑞嬌君表示案已向內政部訴願，要求訴願決
定后再決定配合辦理與否

98.11.27 邀請黃瑞嬌夫婦至本所協調自行拆遷事宜

黃瑞嬌君表示查估內容不符，本所即依所請，
請桃園縣政府工務處聯絡查估公司大有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務派員98.11.30北上與陳情人核
對查估內容；當日並告知及分析自拆獎勵金及
救濟金高達約278萬元，領取之權利及義務，
請其珍惜及慎重思考。

98.11.30
會同桃園縣政府工務處及查估公司至現場查對查
估內容

惟親訪黃君未遇，大門深鎖並多次致電黃君
( 家 用 電 話 03-3675418 及 行 動 電 話
0921167841)，均未接聽及回覆。

98.12.3 再邀集黃瑞嬌君至本所協調自行拆遷

惟黃君仍未出席，會後即由陳副處長柏融率方
主任及承辦人等親訪，大門仍深鎖並多次致電
黃 君 ( 家 用 電 話 03-3675418 及 行 動 電 話
0921167841)，均未接聽及回覆。

決議即於98.12.8邀集相
關單位再召開代執行細
節協調會議

98.12.8 邀集相關單位再召開代執行細節協調會議 -------
訂於98.12.23、24代執
行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9

高公局疏導黃瑞嬌女士之建物拆遷辦理情形一覽表續
日期 辦理情形 陳情人回應 備註

98.12.21
再邀請黃瑞嬌君至本所協調自行拆遷事宜，
並再次告知自拆金及獎勵金受領條件及權利
及義務

同意請其苗栗家鄉長者自稱前立委何智
輝先生秘書何雲龍先生北上協調配合拆
遷事宜，並告知22日10時於自家召開記
者會及允諾於記者會前先至本所協商，
惟未保證能予配合拆遷。

98.12.22邀集相關單位辦理代執行前沙盤推演 -------

98.12.22
黃瑞嬌君召開記者會後即赴本所協商拆遷事
宜

黃瑞嬌君要求證物保全並請第二家公司
鑑價，並先象徵性卸除門窗，俟民事判
決再拆除,如本處未能答應即向地方法院
申請假處分，並告知執意代執行,即向法
院控告相關人等

本所同意證物保全部分,惟委由第二家鑑估公
司鑑價,事涉干預徵收主管機關行政權,故未便
同意,並向大局政風室求助法律咨詢,法定程序
已完成,除法院同意假處分外,代執行應無違反
相關法令，並再次強調告知自拆金未領取對其
影響損失甚鉅，請其深思。

98.12.23
當日會同八德分局警力、消防局及管線單位
赴現地執行強制拆除，惟經民意代表協調由
黃君切結同意於98.12.30自行拆遷。

黃瑞嬌君要求證物保全並請第二家公司
鑑價，並先象徵性卸除門窗，俟民事判
決再拆除,如本處未能答應即向地方法院
申請假處分，並告知執意代執行,即向法
院控告相關人等

98.12.31
98.12.31施工單位擬進入拆除，黃君現場阻
撓施工

黃君仍表示待法院判決再配合拆遷
本處八德工務所是日因無警力支援,無法執行
拆除作業,爰再訂於99.1.6申請警方等單位協
助再辦理代執行拆除作業

99.1.6
當日再會同八德分局警力、消防局及管線單
位赴現地執行強制拆除

黃君仍與其親屬在於現場阻撓施工，由
警方請離住宅

本處八德工務所於人員淨空後,由承包商進場
拆除,於1630完成拆除作業,營建廢途物依規定
送合法資源回收場

99.3.2
立委郭榮宗國會辦公室召開黃瑞嬌君陳情核
發自拆金及救濟金協調會

黃君自稱已配合騰空,需地機關應核發自
拆金及救濟金

結論:黃君未配合99.1.6騰空拆除,無法核給自
拆金及救濟金

99.3.24
立委孫大千服務處關切黃瑞嬌君陳情核發自
拆金及救濟金案

孫委員受黃君所託可否從寬核發自拆金
及救濟金

將相關黃君阻撓施工及動用警力排除資料及影
帶提供孫委員服務處,諒解本處作法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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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10

高公局疏導黃瑞嬌女士之建物拆遷辦理情形一覽表續
日期 辦理情形 陳情人回應 備註

99.4.19
立委黃仁杼國會辦公室為黃瑞嬌君陳情請求發還自拆
獎勵金及建物救濟金案

黃委員受黃君所託可否從寬核發自
拆金及救濟金

已將歷次相關協調過程向黃委員國會辦
公室主任說明，並說明黃君所提各項疑
問及不符發放自拆獎勵金及建物救濟金
之要件；請黃君循法律程序，本局會依
法院判決辦理後續事宜

99.5.18
立委黃仁杼國會辦公室為黃瑞嬌所有建物自拆獎勵金
認定標準疑義案

黃委員受黃君所託可否從寬核發自
拆金及救濟金

1.黃委員認為代執行案有行政瑕疵
2.本處八德工務所主任說明處理過程,並
向黃委員說明99.1.6動用大批警力強制
架離黃女士，不符發放自拆獎勵金及建
物救濟金之要件(陳處長及方主任參加)

99.5.19
立委黃仁杼國會辦公室為黃瑞嬌所有建物自拆獎勵金
認定標準疑義案

黃委員受黃君所託可否從寬核發自
拆金及救濟金

1.黃委員認為代執行案有行政瑕疵2.高
公局陳代組長及本處八德工務所主任說
明處理過程,並向黃委員說明99.1.6動用
大批警力強制架離黃女士不符自拆要件
(曾局長、陳代組長及方主任)

99.5.21
立委黃仁杼國會辦公室為黃瑞嬌所有建物自拆獎勵金
認定標準疑義案

黃委員受黃君所託可否從寬核發自
拆金及救濟金

1.黃委員認為代執行案有行政瑕疵2.高
公局陳代組長及本處八德工務所主任說
明處理過程,並向黃委員說明99.1.6動用
大批警力強制架離黃女士不符自拆要件
(曾局長、陳代組長及方主任)

99.7.14
立委黃仁杼於第7屆第5會期最後1次院會結束提出質詢
黃瑞嬌處理未符合行政程序

黃委員要求核給黃君自拆金及救濟
金

已 於 99.7.14 代 辦 部 稿 交 高 字 第
0996005771號函復黃委員

99.9.17
立委黃仁杼中壢服務處為黃瑞嬌所有建物自拆獎勵金
認定標準疑義案

黃委員要求核給黃君自拆金及救濟
金

1.黃委員認為代執行案有行政瑕疵2.高
公局陳代組長及本處用地課趙課長、八
德工務所主任說明處理過程,並向黃委員
說明99.1.6動用大批警力強制架離黃女
士不符自拆要件(陳副局長、陳代組長、
趙課長及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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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國2拓寬第H42、H52及H61建物拆除補償戶
計----『 258戶』
如果新工與拓寬工程可以數據來表示
新工是 0 →→→1 的工作
國2拓寬是 1 →→→1.5 的工作
＋ 0.5的代價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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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100年度第 3次廉政會報提案單 

提案順序 第 1案 提案單位 政風室 

案    由 
建請本處工程變更設計應依契約程序辦理，並加強

審核機制，以避免不當變更情事發生。 

說     

 

 

 

 

 

 

 

 

 

 

 

明 

一、交通部 98年 3月 9日接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全民督導公共工程網路通報系統」通報案

件，指署名「同昌建築無限公司現場工地主任」

檢舉指控「高公局一項荒謬變更工法案，在大

華交流道（國道 156 標）引進一種所謂靜壓植

樁工法用來取代傳統擋土牆工法。……」等情。

本案檢調機關同時接獲檢舉，交通部除指示高

公局查明外，另由交通部政風處組成專案小組

調查，並將調查結果移送檢調機關併案偵查。 

二、檢調機關調查指出，本工程將擋土牆由原設計

之懸臂式施工法變更為較昂貴但低噪音之靜壓

植樁工法，追加三千多萬元預算，並由合昌營

造公司（非 156 標承攬廠商）負責施工，涉有

工程舞弊情事。 

三、本工程變更採用靜壓植樁工法起因於基隆、瑞

芳地區居民陳情要求降低施工噪音，然經檢調

單位勘查工地現場及陳情人住處結果，並約談

本處相關人員驗證發現本工程工區橫跨範圍雖

廣，但與陳情人之住處及一般住宅相距甚遠，

應不足以對當地居民造成噪音之影響，無變更

採用低噪音之靜壓植樁工法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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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工程所涉之變更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相關

案情尚待司法調查釐清，惟涉行政缺失部分本

處宜先檢討及採改進措施。 

建 

 

議 

 

或 

 

辦 

 

法 

一、有關工程契約變更程序，務必依高速公路局「工

程標準作業程序」第九章「施工管理－契約變

更」作業流程辦理。 

二、落實本處「契約變更確認檢討會」審核機制，

在契約變更正式提案前，監造單位、督工所應

就各該施工項目變更設計理由、數量及金額、

必要性、援用法令、工期、責任歸屬、經費來

源等提出說明，經審核後，再依契約變更程序

辦理。 

三、對於施工管理之陳情案件，應指派專人，約請

陳情人面談或實地調查處理，再依據實際調查

結果簽辦並將處理結果答復陳情人。 

四、使用新材料、新工法時應先行陳報高速公路局

核定，經試用、測試無虞後再行推廣使用，並

避免採用具專利、獨占市場之工法。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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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 

100年度第 3次廉政會報提案單 

提案順序 第 2案 提案單位 政風室 

案    由 
建請本處工程進度落後達 15%以上者，請依契約一般

條款 K5規定及審酌實際情況，審慎辦理估驗計價。 

說     

 

 

 

 

 

 

 

 

 

 

 

明 

一、據本（100）年 7 月 30 日報載，調查單位受理

檢舉偵辦本處「國道高速公路橋梁耐震補強工

程（第 1 期）第 M12 標」工期屢屢落後延宕，

仍支付估驗款，涉有圖利廠商之嫌等情。 

二、按第 M12標工程契約一般條款 K5「施工速率及

時程」規定：工程累計實際進度落後預定進度

達百分之十時，其落後原因由工程司認定屬於

承包商之責任，經工程司書面通知改善，仍持

續落後達百分之十五時，得暫停給付估驗款至

停止付款原因消除為止。 

三、第 M12標 96年 9月 28日開工，原契約工期 792

日曆天，預定 98年 11月 27日完工，惟開工後

承商工班、機具及展開之工作面明顯不足，趲

趕動員成效不佳，工程進度已呈落後現象，直

至 97年 9月起落後進度已逾 15%，嗣後雖經修

正施工網圖，然至 98年 4月 8日落後又達 15%

以上，且後續無改善誠意，工進持續落後。承

商工進落後達 15%以上，本處未依契約一般條款

K5 規定暫停給付估驗款，21 至 30 期仍予計價

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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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民法第 409-1 條「承攬」之規定，當事人約

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

成後給付報酬，故工程依約給付或暫停給付估

驗，為契約執行之一部分，屬行政裁量範疇。

行政裁量雖有較大之行政空間，惟公務員執行

契約管理本應秉持契約精神維護機關最大利

益，避免機關權益受損，且行政裁量行使時，

仍應在法令規範範圍內選擇適當之處分，不宜

有逾越或濫用之情形，否則仍有違法之虞，機

關權益因而遭受損失則須負行政責任。 

建 

議 

或 

辦 

法 

承商提出估驗計價申請時，該工程進度落後已達 15%

以上，依照契約一般條款 K5規定，暫停給付估驗至

停止付款原因消除為止，若基於公益、公共目的或

其他特殊需求考量，應審酌承商實際改善情形，如:

工進落後明顯減緩，機具、材料、人力動員增加，

要徑工程施工…等對整體工程效益有助者，再予以

估驗計價。 

決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