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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101年第 1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5月 7日（星期一）下午 4時 

地點：新市政中心惠中樓 6樓 601會議室 

主席：吳副局長世瑋           記錄：科員林采蓁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廉政問題十分重要，畢竟大家都是辛苦經過國家考試，進入政

府機關服務，若一不注意而發生風紀問題或司法問題，前途就將毀

於一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貳、 報告事項： 

一、 100年度廉政會報列管事項執行情形： 

（一） 報告內容：詳會議資料。 

（二） 主席裁示：各位委員若無其他意見，本案備查。 

二、 政風業務報告： 

（一） 報告內容：詳會議資料。 

（二） 主席裁示：針對政風室報告若無意見，本案洽悉。 

三、 專案報告－建設局（土木工程科）成立以來檢（調）單位調卷案

件專案報告： 

（一） 報告內容：詳會議資料。 

（二） 主席裁示： 

1. 有關道路開闢事宜，之前都市發展局局長曾回答，若本

市所有都市計畫道路均開闢，需要 1兆 2千多億的經費，

但畢竟預算有限，因此我們還是維持現階段由議員建

議，並參採里長意見的方式辦理。 

2. 縱雖未知檢調調閱東海橋改建工程卷宗的原由為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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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案後續之承攬廠商「堃成營造」將交通改道規畫做

得十分完善，使市長十分讚賞；該營造公司承攬本局建

築工程科長安國小改建案，亦榮獲許多獎項。本案採購

程序若無涉及不法，就依照流程繼續執行。 

四、 專案報告－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國家賠償事件發生原因及承辦流程

缺失之探討： 

（一） 報告內容：詳會議資料。 

（二） 主席裁示： 

1. 在此和各位主管分享，當年我和主任秘書擔任養護科科

長時，現在的 1999電話均是由我們親自接聽，唯有主管

重視這些事情，方能有效提升公共設施維修的品質。 

2. 此外，請四個工務大隊大隊長確實督促巡查員，再微小

的事件均應回報，並確實控管，希望能有效降低國家賠

償事件，使市民覺得生活安全。 

參、 討論提案： 

一、 修正本局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核准規定一覽表。 

（一） 提案內容：詳會議資料。 

（二） 決議：照案通過。 

二、 提送「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應辦理財產申報人員職稱表」。 

（一） 提案內容：詳會議資料。 

（二） 決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本次會議各委員如無其他意見，在此宣布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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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本次廉政會報列管事項： 

編號 列管事項 主辦單位 辦理情形 備考 

1 請確實督促巡查

員，再微小的事件均

應回報，並確實控

管。 

各工務大隊   

柒、 散會（下午 4時 30分） 

捌、 附錄：本次廉政會報提案討論提案表共 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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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局 101年第 1次 

廉政會報提案 

提報案號：1 

提報單位：政風室 

案由 
修正本局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件核准層級

規定一覽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局業以100年11月22日中市建政字第1000104383

號函頒布「本局處理總標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案

件核准層級規定一覽表」，為因應實務運作，爰修正

部分內容。 

二、 修正重點臚陳於下： 

（一） 為免陪標或圍標情事，造成雖有多數廠商投

標，惟僅少數廠商合格，失去競價功能，故

修正「投標廠商 2 家(含)以上」為「有效標

廠商 2家(含)以上」。 

（二） 為免廠商報價恰與綜合標價相符而無法判別

態樣，故修正「最低標廠商總標價在綜合標

價以上者」為「最低標廠商總標價在綜合標

價以上（含）者」，明定廠商報價恰與綜合標

價相符時，所適用之執行程序。 

（三） 為免工程履歷不佳或無承攬經驗之廠商利用

本項次執行程序低價搶標，故賦予開標現場

裁量餘地，爰修正「通案授權開標現場逕行

決標」為「通案授權開標現場得逕行決標（逕

行決標前應先參考工程履歷）」。 

（四） 配合修正流程圖內容。 

擬辦 
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隨會議紀錄函發本局各單位

知照。另函發市府秘書處參照。 

決議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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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態樣 執行程序 決行層級 修正理由 
一 最低標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

出說明或差額保證金，或提出之說

明不足採信，經機關重行評估結

果，改變先前之認定，重行認為無

顯不合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信

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 

另簽奉 核准後，照價決

標予最低標。 

局長 

（一層決行） 

未修正。 

二 低於底價 80%，但在底價 70%以上，

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最低標廠商於機關通知期限內說

明，機關認為該說明顯不合理，

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

或其他特殊情形者。 

2. 最低標廠商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

提出說明或其說明尚非完全合理

且未於機關通知期限內提出差額

保證金者。 

另簽奉 核准後，不決標

予最低標，而以次低標廠

商為最低標廠商。 

局長 

（一層決行） 

未修正。 

三 低於底價 80%，但在底價 70%以上，

且符合下列條件者： 

1. 有效標廠商 2家(含)以上。 

2.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在綜合標價以

上（含）者。 

視該總標價無顯不合

理，無降低品質、不能誠

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

情形，無需通知最低標提

出說明及差額保證金，逕

行決標。 

通案授權開標現場

得逕行決標（逕行

決標前應先參考工

程履歷）。 

1. 為免陪標或圍標情事，造成雖有

多數廠商投標，惟僅少數廠商合

格，失去競價功能，故修正「投

標廠商 2 家(含)以上」為「有效

標廠商 2家(含)以上」。 

2. 為免廠商報價恰與綜合標價相符

而無法判別態樣，故修正「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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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態樣 執行程序 決行層級 修正理由 
標廠商總標價在綜合標價以上

者」為「最低標廠商總標價在綜

合標價以上（含）者」，明定廠商

報價恰與綜合標價相符時，適用

本項次之執行程序。 

3. 為免工程履歷不佳或無承攬經驗

之廠商利用本項次執行程序低價

搶標，故賦予開標現場裁量餘

地，爰修正「通案授權開標現場

逕行決標」為「通案授權開標現

場得逕行決標（逕行決標前應先

參考工程履歷）」。 

四 投標廠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投標廠商僅 1家。 

2. 有效標廠商 2家(含)以上，

且最低標廠商總標價低於綜

合標價者。 

而標價低於底價 80%，但在底價 70%

以上，且最低標廠商於機關通知期

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合

理，無需提出差額保證金。 

另簽奉 核准後，照價決

標予最低標。 

局長 

（一層決行） 

1. 為免陪標或圍標情事，造成雖有

多數廠商投標，惟僅少數廠商合

格，失去競價功能，故修正「投

標廠商 2 家(含)以上」為「有效

標廠商 2家(含)以上」。 

2. 為免廠商報價恰與綜合標價相符

而無法判別態樣，爰修正「最低

標廠商總標價在綜合標價以下

者」為「最低標廠商總標價低於

綜合標價者」，明定廠商報價恰與

綜合標價相符時，不適用本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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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態樣 執行程序 決行層級 修正理由 
之執行程序。 

五 投標廠商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 投標廠商僅 1家。 

2. 有效標廠商 2 家(含)以上，

且最低標廠商總標價低於綜

合標價者。 

而標價低於底價 80%，但在底價 70%

以上，且最低標廠商於機關通知期

限內提出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尚

非完全合理，通知最低標提出差額

保證金。 

最低標廠商繳妥差額保

證金後，再行決標予該最

低標。 

各科（室）主管 

（二層決行） 

1. 為免陪標或圍標情事，造成雖有

多數廠商投標，惟僅少數廠商合

格，失去競價功能，故修正「投

標廠商 2 家(含)以上」為「有效

標廠商 2家(含)以上」。 

2. 為免廠商報價恰與綜合標價相符

而無法判別態樣，爰修正「最低

標廠商總標價在綜合標價以下

者」為「最低標廠商總標價低於

綜合標價者」，明定廠商報價恰與

綜合標價相符時，不適用本項次

之執行程序。 

六 低於底價 70%者，最低標廠商於機關

通知期限內說明，機關認為該說明

合理，無需提出差額保證金者。 

另簽奉 核後，照價決標

予最低標。 

局長 

（一層決行） 

未修正。 

七 低於底價 70%者，最低標廠商未於機

關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或其提出之

另簽奉 核後，不決標予

最低標，而以次低標廠商

局長 

（一層決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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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最低標廠商總標價態樣 執行程序 決行層級 修正理由 
說明經機關認為顯不合理或尚非完

全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

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者。 

為最低標廠商。 

※綜合標價：有效標廠商總標價平均值之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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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決標予最低標，而以

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

廠商 

低 於 底 價

80%，但在底

價 70%以上 

低於底價 70% 

重行評估 

投標廠商

僅 1家 

有效標廠

商 2家

(含)以上 
綜合標價

以上（含） 

低於綜

合標價 

說明合理，免提出差額

保證金 

說明尚非完全合理，提

出差額保證金 

說明合理，免提出差額

保證金 

不決標予最低標，而以

次低標廠商為最低標

廠商 

一層決行 

二層決行 

一層決行 

一層決行 

得當場 

逕行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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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局 101年第 1次 

廉政會報提案 

提報案號：2 

提報單位：政風室 

案由 
為確立本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義務人之範圍，提送「臺中

市政府建設局應辦理財產申報人員職稱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 條及第 2 條第 1 項第

12 款業務主管人員範圍標準辦理。 

二、 縣市合併後，本局獨立為一級機關，時因各科（大

隊）及秘書室均為主辦採購業務之單位，故通令上

揭單位主管人員應依法辦理財產申報。 

三、 惟經長達一年之實務運作，企劃科及工程品質管理

科幾無承辦採購業務，為因應實際及便於確認申報

義務，故擬定「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應辦理財產申報

人員職稱表」。 

擬辦 

一、 本案經本次會議討論通過後，隨會議紀錄函發本局

各單位知照。另函發市府政風處備查。 

二、 企劃科科長及工程品質科科長因之卸除財產申報義

務，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請

於會議紀錄函發之日起 2 個月內辦理卸（離）職申

報。 

三、 日後遇有「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應辦理財產申報人員

職稱表」表列職稱人員到職、離職（含退休）、代理

（兼任）或解除代理（兼任）者，請人事室協助通

知本室，俾便知會申報義務人辦理財產申報事宜。 

決議 

 

 

 

 



 

- 8 -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應辦理財產申報人員職稱表 

單位 職稱 依據 備註 

 局長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5款 

各級政府機關之

首長 

 副局長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5款 

各級政府機關之

副首長 

 
主任秘書 

總工程司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5款 

各級政府機關之

職務列簡任第十

職等以上之幕僚

長、主管 

建築工程科 

土木工程科 

景觀工程科 

道路養護科 

衛生工程科 

管線管理科 

公園管理科 

路燈管理科 

科長 

股長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款 

採購業務之主管

人員 

各工務大隊 
大隊長 

副大隊長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款 

採購業務之主管

人員 

秘書室 主任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款 

採購業務之主管

人員 

會計室 主任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款 
會計主管人員 

政風室 主任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11款 
政風主管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