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區養護工程分局 

110年度機關廉政暨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時    間︰110年 8月 4日 9時 30分 

地    點：本分局第一會議室 

主 持 人：賴榮俊分局長 紀錄：林裕傑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政風室今年度持續協助南分局落實相關廉政業務的推動與

執行，除了對機關內外風險業務的盤點，也給各工務段很多

的建議，近幾年特定節日假期或選舉期間都會有高層長官蒞

臨分局或服務區訪視或出席活動，為維護相關人員安全，有

賴政風室持續辦理及執行維安作業，接下來請開始本次會議。 

貳、上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編號第 108-1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4-5頁，

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政風室王委員豐益： 

本案自提案列管以來已經進入第 3年，建議回歸各單位自

行管考，若發生因個人疏失造成行政效率低落或延宕情事，

本室再依指示簽辦檢討或提報行政懲處。 

主席裁示： 

一、契約變更進度在每個月工程業務管理會報皆有追蹤、

討論，往後契約變更進度轉由工程業務管理會報管

控即可。 



二、新進同仁針對契約變更流程往往不夠熟稔，單位主

管應多加宣導屬員 SOP及採購法相關知識。 

三、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8-2 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6 頁，

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政風室王委員豐益： 

今年以來各主驗官驗收時均會特別注意保險種類及期限

是否符合契約規定，針對保險規定本室後續另有提案，建

議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8-3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7-8頁，

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9-1 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9 頁，

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 

一、部分承辦同仁可能怕違反法律，為了保護自己而在

契約變更時過於注重形式造成效率低落，單位主管

應適時輔導。 

二、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9-2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10頁，

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9-3 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11-12

頁，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9-4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13頁，

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 

一、請單位主管多對屬員宣導資訊安全意識及社交工程

演練。 

二、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9-5 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14-15

頁，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9-6 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16-18

頁，報告後建議解除列管。 

主席裁示：本案解除列管。 

【編號第 109-7案】：辦理情形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19頁，

報告後建議繼續列管。 

機料及保養場陳委員木隆： 

異地備援設備預計 10 月中可以處理完畢，二個工務段的

缺失本場亦列管中。 

主席裁示：本案繼續列管。 

參、轉達上級宣導事項（詳會議簡報資料第 21-26頁） 

岡山工務段陳委員素娥： 

關於國道掉落物部分，工務段常發生因掉落物性質特殊

(例如瀕死之動物)，致難以保存，即便只是單純價小之

有價物品，也難以找到其他可以承接處理掉落物之方式

（法規依據）或單位。 



政風室王委員豐益： 

一、每年度提報廉潔正直楷模時，歡迎各單位主管推薦

認真工作的同仁，使同仁付出的努力有所回饋，上

級也看得到南分局的努力。 

二、其他機關發生過採購評選選委員未告知機關其與投

標廠商或協力廠商有所熟識，未履行迴避義務，決

標後才遭檢舉評選委員與廠商關係過從甚密，大幅

降低機關採購效率，因此關鍵在於評選委員能否確

實履行利益衝突迴避義務。 

副分局長林委員瑞東： 

機關同仁對評選委員在外與廠商間的關係本質上即難以

知悉，建議同仁召開評選會議前，可以請所有廠商負責

人進來會場，介紹所有評選委員與廠商互相認識，若認

為評選委員（或程序）有不公正之虞，請廠商負責人當

場提出，評選委員若發現有熟識的廠商參與投標，應主

動提出迴避，評選時機關也會錄音錄影，往後若有評選

不公爭議，機關方有盡到防止義務，也能免於被課責。 

主席裁示： 

一、請交管科協助瞭解高公局訂定之事故掉落物相關處

置規定，使第一線工務段同仁辦理有所依據。 

二、同仁若知悉評選委員與投標廠商過從甚密，應盡速

通報承辦單位與首長，期能提早因應降低採購風險。 

肆、政風室重點工作報告 

【廉政業務】（詳會議簡報資料第 28-46頁） 

政風室王委員豐益： 

本室辦理業務稽核時發現部分單位監視設備老舊，功能



不佳，畢竟更新設備所需經費不多，監視設備對機關安

全影響重大，建議各單位盡速更新老舊並汰換故障設備，

增加影像儲存空間。 

主席裁示： 

一、廠商為追求利潤，本來就不希望派員工參加不必要

的課程，甚至有廠商負責人親自參加課程，而員工

在外工作等情事，機關與承包商應該是一起進步，

承辦同仁應多與廠商溝通，除要求廠商指派合適人

員參加講習外，另也要盡量減少與採購案無關之課

程。 

二、分局許多同仁業務量龐大，加班在所難免，惟申報

加班仍應按實際工作情形如實申報，政風室及人事

室對違紀風險較高之人員亦應適時關心及輔導。 

三、各單位應瞭解自身管理之監視設備功能是否正常、

硬碟容量是否充足，適時更新硬體確保影像儲存天

數不致過短，強化單位安全維護能力。 

【維護業務】（詳會議簡報資料第 48-70頁） 

主席裁示： 

感謝政風室對機關安全維護的付出，也感謝人事室盡心

盡力安排同仁順利完成疫苗接種。 

 

【專題報告】 

一、新營工務段報告：「新營工務段轄區瀝青混凝土路面整

修工程(107)空污費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感謝新營段積極為本分局爭取權益，替本分局節省 780



多萬經費，值得稱許。 

二、交通管理科報告：「本分局轄區疫情前後交通量變化及

交流道壅塞路段改善辦理情形」 

副分局長張委員勝緯： 

建議交管科可以用安定北側出口交通改善案報名交通部

舉辦的交通相關獎項。 

主席裁示： 

感謝交管科分享交流道壅塞路段改善情況，高公局關注

的路段也請交管科多加注意。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本分局政風室。 

案由：建議設計服務契約可增加「各階段審查如審查次

數(會議或書面)逾 3 次仍無法核定，則雙方得就

已完成部分進行結算後，合意終止契約」規範，以

免履約期間發現設計單位能力不佳，無罰則可罰

情事。 

說明：詳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75頁。 

工務科楊委員忠憲： 

「承包商無法履行合約」或是「機關與承包商何種情況

下可合意終止契約」等情形與 SOP 較無關聯，建議依照

採購案個案情況決定機關作為而非修改 SOP，例如承包

商提供的設計成果不符合機關要求，機關先要求承包商

於時限內改善，逾期仍未改善再依契約條款終止契約。 

交控中心張委員致遠： 

有關電視牆採購一案，工程案原金額 6,000多萬，契約變



更完 7,000 多萬，設計監造標依監造費用百分比法 10%

去計算，設計監造費至少應該要 700 多萬，合理的設計

費與監造費依比例應該各有 350 萬，而本案設計費的預

算只編 100萬，監造費 245萬，即便契約變更追加金額，

設計費廠商實拿 130 萬左右而已，廠商實拿的設計費只

有合理價碼的三分之一而已，最後考量給付金額遠不及

廠商的付出，監造部分合意終止契約，設計部分經過諸

多考量，決定不解約。 

副分局長林委員瑞東： 

政風室提議事項應屬契約條款範疇，技術服務採購會因

環境變遷或政策要求導致須不斷辦理契約變更，並非契

約變更超過三次仍未核定就可認定全是廠商的責任。政

風室的本意應該是，因可歸責設計廠商的事由造成契約

變更多次仍無法完成時，超過幾次可以裁罰廠商，但若

真要懲罰廠商不宜用合意終止契約，合意終止契約無法

起到懲罰廠商的作用，沒收履約保證金或停權才能懲罰

到廠商，若真要懲罰廠商建議採用懲罰性違約金方式，

最後，契約變更超過幾次就解約仍需考量是否可歸責於

廠商。 

決議：應由承辦單位依個案狀況及契約相關裁罰規定決

定對廠商的處置。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本分局政風室。 

案由：建議修正本分局工程標準作業程序「契約主文」

有關「員工團體意外傷害險」之保險期間案。 

說明：詳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76頁。 



政風室王委員豐益： 

本分局採購契約有關「員工團體意外傷害」保險條款大

多規定投保期間自開工日起至完工後三個月止，但實務

上前述保險期限契約都是一年一約，常發生廠商保險期

間不足忘記加保被扣款情事，契約保險條款與實務運作

難以配合，因此建議修正。 

工務科楊委員忠憲： 

目前契約範本已將營造綜合險與員工團體意外傷害險拆

開，廠商已可順利按照契約條款辦理保險業務。 

決議：工務科針對保險期限已修訂契約條款以符合實務，

本案依工務科意見循已修訂契約辦理即可。 

 

提案三： 

提案單位：本分局政風室。 

案由：對於檢查債權憑證內容正確性之情形，應留存紀

錄或批核軌跡等相關紀錄。 

說明：詳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77頁。 

業務科黃代理委員瑞貞： 

檢查機制方面，本科每個月會進入帳務查詢系統，每 10

個債權憑證會抽 1 個檢查。本科債權憑證是掛在高公局

的帳務系統底下，高公局會查完債務人的財產所得後登

錄系統，分局看到後就可以去申請強制執行。若是 10年

仍未追到錢的債權憑證，高公局系統會主動通知哪些債

務人須優先強制執行。 

工務科楊委員忠憲： 

債權憑證紙本主要存放在秘書室，本科的債權憑證是向



秘書室借來登錄的，簽辦時都有經過核對，是否以後簽

辦時在簽陳內註明核對金額、人別等資訊，當作核對紀

錄即可? 

副分局長林委員瑞東： 

車輛肇事賠償業務上，業務科因為承辦債權憑證人數較

多，而工務科只有 1個人承辦，建議工務科參考業務科

做法，看看能否套用以減少疏漏。 

副分局長張委員勝緯： 

因債權憑證有 5年時效限制，工務科 1個承辦人要辦很

多肇事賠償的案子，若憑證快過期忘了申請展期，會造

成憑證失效，應多加注意。 

決議： 

意見：請工務科、業務科瞭解其他單位的債權憑證管理

要點及管理機制有哪些作為，訂定檢核項目及檢核頻率，

若有實用的檢查表格亦可參考使用。 

 

提案四： 

提案單位：本分局政風室。 

案由：「交通設施肇事損壞賠償系統」系統介面應即時更

新系統資訊，以發揮系統及時管考功能 

說明：詳如會議簡報資料第 78頁 

政風室林科員湘芬： 

業務科債權憑證系統功能齊全，較易有問題的是工務科

車輛肇事賠償部分，本室稽核時發現登錄內容不完全，

建議登錄內容應建置完整，除可免去定期陳報表報另外

製作麻煩以外，也更加便於追蹤管考。 



決議： 

請工務科現階段先將系統內容建置完整，未來參加高公

局交管組的會議時，建議交管組優化其肇事賠償系統，

能比照業務科債權憑證電子系統功能。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 

感謝大家參與今天會議，同仁業務上有問題歡迎隨時向

上反映溝通，謝謝大家，也謝謝政風室。 

捌、散會（12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