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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廉執政｣是政府對人民永遠不變的承諾。有廉潔正直的公務
員，才能營造廉潔政府與誠信社會，這亦是國家發展的基礎與人民
的期盼。馬英九總統上任以來，即以「廉能、專業、永續、均富」
作為國家施政方向，更以「透明、負責」作為政府努力追求的兩大
目標，除了在行政院設置「中央廉政委員會」，以推動乾淨政府，
檢討防貪、肅貪及廉政倫理工作，並要求各級政府召開廉政會報，
由機關首長親自主持，展現根除積弊及清廉執政的決心，使所有公
務員「不敢貪、不能貪、不願貪、不必貪」，以維護公務員的榮譽
與尊嚴，並提升政府清廉形象。

本部為提升廉潔效能，至104年已舉辦八屆廉潔正直楷模選
拔；本(104)年本部各機關(構)共推薦33人參與選拔，受推薦者在落
實公務員廉政倫理、檢舉貪瀆不法、防貪瀆省公帑等方面均有傑出
表現，由本部及外聘專家學者共同組成之評審小組，審慎選出11人
為本部104年廉潔正直楷模，為同仁表率，特表賀意；惟因名額有
限，難免有遺珠之憾，對於未獲選之同仁我們亦表達嘉勉之意。

本部業務職掌除了陸海空交通運輸外，並包括觀光、郵電及氣
象等業務，交通建設是國家建設之基礎，更是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
展的火車頭。我們除應落實建立廉潔政府之外，更要以「臺灣幸福
心交通」為使命，持續以永續、智慧、創新及友善之服務精神，並
結合具前瞻思維的「想像力」及與時俱進的「執行力」，以達安
全、永續、優質、公義與無縫的「臺灣幸福心交通」。

期盼未來本部各機關(構)在廉潔正直楷模人員示範下，持續配
合推動相關廉政工作，回應民眾期待，並請各機關(構)皆能主動發
掘優秀同仁，共同參與本部廉潔正直楷模之選拔，以肯定及獎勵勇
於任事、廉潔自持之同仁。在此謹與大家共勉，希望各位同仁能落
實「廉潔」價值，因應國際潮流，提升國家競爭力。

部長  陳建宇  謹識

中華民國104年8月



本部104年獎勵
廉潔正直楷模人員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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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自97年起接受台灣透明組織協會之建議，研擬推動廉
潔正直同仁之獎勵辦法，嗣經本部訂定「交通部獎勵廉潔正直
楷模實施要點」，迄今已有72名優秀同仁獲選接受表揚。

104年獎勵廉潔正直楷模選拔，計有33位同仁參選，經本
部政風處就資格條件、廉潔事蹟初步審核，簽奉部長核請吳常
務次長盟分於104年5月29日召開「獎勵廉潔正直楷模評審小
組」會議，經過嚴謹之評審程序，選出本部公路總局黃仲達等
11位同仁為「本部104年廉潔正直楷模」。

本年獲選為廉潔正直楷模，其優良事蹟或為踐行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拒受廠商之餽贈或邀宴，或係經辦各項業務過程中
有效防制貪瀆不法、節省鉅額公帑或提出創新作為，亦有因負
責盡職積極協助民眾解決問題等，大幅提升本部廉潔形象，其
廉潔事蹟，足堪為廉潔正直楷模。

爰此，本部將獲選同仁之廉潔正直具體事蹟摘要臚述，編
輯成冊，供本部暨所屬機關(構)同仁參閱，以收表揚示範效
果。

交通部  謹述



廉潔事項 踐行或推動「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防貪瀆省公帑

黃仲達
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運輸業管理課

辦事員

廉潔事項 其他廉潔事蹟

蘇聖惠
臺灣鐵路管理局高雄機廠

助理工務員

廉潔事項 其他廉潔事蹟

蔡宗描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正工程司

P6

P7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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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事項 防貪瀆省公帑

柳正村
臺灣鐵路管理局

副工程司

廉潔事項 其他廉潔事蹟

倪　毅
民用航空局高雄國際航空站

工務員

廉潔事項 防貪瀆省公帑

林娟娟
中央氣象局秘書室總務

專員

廉潔事項 踐行或推動「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

吳慶福
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課長

P9

P10

P11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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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事項 其他廉潔事蹟

林松青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馬祖郵局

郵務稽查

廉潔事項 防貪瀆省公帑

林文欽
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中區工程處

大甲工務段

正工程司兼段長

廉潔事項 防貪瀆省公帑、其他廉潔
事蹟

蕭淑媺
民用航空局臺北國際航空站

秘書

廉潔事項 防貪瀆省公帑

侯彥廷
航港局

技士

P13

P14

P15

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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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仲達自99年6月迄今，負責推動及規劃執行「公路汽車客運動態資訊管

理系統」之相關採購業務，自規劃建置至103年元旦啟用上線期間，需蒐集專

家學者代表及各區監理所意見，居間協調研處，亦須統籌辦理多項契約，採

購案件之總金額高達新臺幣2億491萬6,139元，由於黃員在執行過程認真負

責、細膩思慮及積極任事的態度，並本於業務職責及叮嚀輔導廠商之立場，

落實履約管理審核之責，不僅為機關節省公帑達新臺幣854萬6,216元，同時

也確保機關權益及採購履約品質。

廠商雖多次於履約過程中，提出減少扣(罰)款之訴求，然黃員均能秉持著

依法行政及遵守合約之精神，並嚴守驗收期間不宜與承辦廠商私下商議的立

場，主動踐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規定，落實報備登錄程序，在協商

過程亦能兼顧法、理、情，以專業角度向廠商委婉說明，進而消弭無理訴求

及維護雙方權益，其執行公務廉潔自持，提升機關廉能聲譽，殊值肯定。

姓名：黃仲達

現職：公路總局

　　　臺北區監理所運輸業管理課

　　　辦事員

事蹟簡介 踐行或推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防貪瀆省公帑

06



蘇聖惠於擔任高雄機廠「橡膠地板布300MR」採購案的樣品檢驗員，在各

次檢驗期間，均能仔細比對技術組標準樣品與廠商送驗樣品，確實依據契約

規範檢驗送驗樣品，遇有疑義，並能主動會同現場施作人員及技術組同仁共

同研商討論，其堅守崗位努力完成份內工作之精神，殊堪嘉許。

該採購案決標後，得標廠商曾多次邀約蘇員飲宴，皆遭其嚴詞婉拒，其執

行職務拒絕業務往來廠商之飲宴應酬，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規

定，樹立正直廉潔之公務員形象。

該得標廠商於送交第1次檢驗樣品，遭蘇員依據契約規範判定樣品檢驗不

合格，該廠商便多次傳送暗藏恐嚇施壓內容之簡訊，造成其心理極大困擾，

惟其均能抗拒壓力，嚴守檢驗標準，多次判定檢驗不合格，致該廠商無法提

出合格樣品而終被解除契約，蘇員勇於任事的工作態度，有為有守的廉能具

體表現，足為楷模。

姓名：蘇聖惠

現職：臺灣鐵路管理局

　　　高雄機廠

　　　助理工務員

事蹟簡介 其他廉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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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事眼中，蔡宗描是一位認真做事的好公僕，其所負責國道1號五楊拓

寬北段工程之設計，乃五楊工程中最艱鉅的一段，設計完成後，蔡員又請調

前往工地主辦五楊段C904A標施工，該標最大的量體為跨越中山高速公路的林

口跨越橋，為減少干擾高速公路車流，採用旋轉工法施作，為國內之首例，

難度非常高。蔡員落實各項施工管理及文件管制作業，以確保工程優良品

質，該標榮獲「101年第12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土木類特優

獎」，績效卓著。

為配合桃園航空城計畫推動，蔡員奉派辦理「桃園航空城北側聯外高速公

路(下稱國1甲計畫)可行性研究」，其中涉及高速公路穿越中油公司桃園煉油

廠之安全議題，備受各界及地方民意代表關心。蔡員不論參與相關協調會、

都委會審議會議，或面對民意代表及民眾之關切、陳情，均能秉持專業公

正、不徇私之精神，且在面對各方意見，始終能細心傾聽，耐心回應，突破

種種難關，使國1甲計畫可行性研究成果於103年11月獲得行政院支持。

103年5月外交部組團遠赴非洲邦交國考察工程，蔡員針對某交流道工程，

協助評估工程經費，詳細檢核工程項目及數量，不僅著有勞績，且其評估結

果較該國顧問公司所提報之工程費，減少約新臺幣3億400萬元，值得肯定。

姓名：蔡宗描

現職：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正工程司

事蹟簡介 其他廉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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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副工程司97年服務於臺灣鐵路管理局(下稱臺鐵局)企劃處開發科，承辦

花東地區都市計畫及都市更新業務期間，勇於任事，努力完成「臺東觀光魅

力據點計畫都市計畫」變更，促進鐵路閒置資產活化利用。

99年起柳副工程司負責推展臺鐵局「南港調車場都市更新開發招商案」業

務，恪盡職守，主動積極，103年1月辦理公告招商，至104年4月即完成簽

約。本案為臺鐵局六大臺灣都市更新領航旗艦計畫之一，亦是該局自主推動

都市更新招商成功之首例。柳員針對產品定位、方案評估等事項進行策略性

規劃，並藉由各種招商說明會充分掌握潛在投資需求及市場動態，有效透過

嚴謹之開標作業與底價組合，使得該局預估實際配回房地總價值約可達新臺

幣602.3億元，較規劃期間預擬之開發效益414.14億元，增加188.16億元，對

改善該局財務吃緊之現況，具有重大貢獻。

為防止貪瀆舞弊，提升機關廉潔風氣，柳副工程司在辦理前開業務時，對

於廠商前來拜會與召開討論會議時，皆能落實廠商簽到作業，並主動邀請政

風室陪同與會，對提升機關廉潔風氣及形象，有積極正面效益，足為楷模。

姓名：柳正村

現職：臺灣鐵路管理局

　　　副工程司

事蹟簡介 防貪瀆省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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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際航空站每月旅客流量高達40萬人次，為我國主要航空站之一，如

何使該站達到國際級水準並與全球接軌，係為未來發展的重要課題。倪毅身

為該站之一員，除了辦理日常性業務外，更積極整合現有的網路資源，包括

洽商開發該站App，成為全國首創使用App航站，此一便民創舉，使得該站勇

奪交通部101年為民服務考核第2名；另倪員積極改善該站WiFi服務品質之工

作成果，亦使該站名列「全球10大機場WiFi」第7名；倪員復於103年更極力

爭取設置SKYPE免費網路電話，幾經波折，該站終獲廠商無條件免費提供設

置，此舉除能節省公帑外，更創造出優質服務品質與環境，深獲國內外旅客

之稱許與全國媒體大篇幅之讚揚報導。

倪員所承辦的業務中，尤值得一提的是辦理「飛航顯示資訊系統」，它提

供航班即時資訊，使旅客在時間的掌握上，獲得莫大助益；此外，倪員在規

劃辦理「機場周界防護安全監視系統」時，將「中控室機房、監控中心遷移

及設備汰換工程」結合，使機場周界安全系統整合於中央控制室監控系統

內，使機關安全及飛行安全得以兼顧。

倪員以前瞻性眼光和全球化視野帶動高雄地區無限商機，使該站產值突破

法定盈餘，且其為人謙和、主動任事，並能積極爭取機關與民眾權益，足為

廉潔正直表率。

姓名：倪　毅

現職：民用航空局

　　　高雄國際航空站

　　　工務員

事蹟簡介 其他廉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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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專員出生於臺北內湖鷺鷥湖畔的小農村，從小深刻體會到農民克勤克儉

之精神，82年進入中央氣象局服務，由書記、辦事員、科員及至陞任專員，

均能秉持著踏實認真之工作態度，因此對於繁雜的行政事務，總能嫻熟應對

，並積極建置氣象局「國有公用財產管理系統」電腦化作業，將財管業務化

繁為簡，提升機關財產管理效率，撙節人力成本。

林專員負責中央氣象局國有土地、房屋眷舍之管理及建築物設備之投保火

險及附加險採購等業務，102年間因毗鄰學校施工廠商臨時工務所起火延燒，

造成該局資訊機房空調及冰水主機嚴重損壞，林專員於事發後迅速清點提具

災損清單，除與火險業者進行清點確認申請理賠外，另積極婉言接洽學校，

多次協助配合善後處理，由肇事廠商支付該局因處理火災衍生之損害費用，

迄103年5月止損害求償賠付金額計達新臺幣1,051餘萬元。

對林專員來說，清廉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習慣，由於其平日業將財產管

理列冊周全，故於事發後能立即清點填製災損報表，且嫻熟財物火險投保相

關法規，以最精省保費支出，換取機關最大承保效益，並爭取十足賠付，有

效節省公帑；另林專員雖因業務需要而與廠商、業者互動往來頻繁，但向能

清廉自持，進退有據，足堪表率。

姓名：林娟娟

現職：中央氣象局

　　　秘書室總務

　　　專員

事蹟簡介 防貪瀆省公帑

11



吳課長主要負責的業務包括管理處遊憩區之經營與管理、公共設施管理、

旅遊秩序維護及違規事件之處理等事項，與民眾及相關業者接觸頻繁。103年

1月間，新北市某漁會理事長因興建溫泉會館一案，親持紅酒禮盒5組(共10

瓶)至辦公室，欲贈送吳員；另因吳課長通報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進

行違建農舍拆除一案，103年2月間，該案當事人攜帶2盒咖啡禮盒前來商議。

上述兩案，皆因吳員公出，致無法當面交付，然渠等仍執意將禮盒置於服務

臺桌面，隨即離開。吳課長得知此事後，便立即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通報政風單位處理與登錄，並由政風單位協助退回禮盒。

另吳課長於辦理「104年度行動式遊客服務站出租案」評審期間，屢次接

獲立法委員服務處人員來電關切其審查情形，吳員均婉轉告知該案係公開招

標並辦理評審案件，且該局必定秉持公平、公正原則辦理，因該員應對得

宜，獲得對方諒解。吳課長不但能清廉自持，並能積極維護機關廉潔形象，

足為典範。

姓名：吳慶福

現職：觀光局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課長

事蹟簡介 踐行或推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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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稽查任職於馬祖郵局，擔任郵件投遞工作長達十餘載，在馬祖土生土長

的他，加上長年穿梭於鄉里間從事郵件投遞服務，因而蘊育出其深厚真摯的

鄉土情感。

工作之餘，林稽查除主動為馬祖鄉親解決生活上的疑難雜症外，更秉持著

「以自身力量協助周遭有需要之人」的精神，主動探望30餘戶地方獨居老人

及弱勢家庭，並在自身能力範圍內贈與他們生活必需品，熱心助人不遺餘

力。正因為林員無私奉獻的善行，不僅受到馬祖鄉親大力讚揚，並屢獲馬祖

南竿鄉公所來函讚譽，馬祖日報更於103年9月7日登載其關懷老榮民的溫馨感

人事蹟。

因林員在郵件投遞工作上所展現出的積極任事與堅持熱忱態度，使其於

104年6月陞任馬祖郵局稽查。更難能可貴的是，林員平日經辦業務，均能婉

拒用郵顧客的邀宴及餽贈財物，對於端正政風、倡導廉潔風氣及提升郵局形

象，具有正面意義，足堪表率。在大家眼中，林稽查不僅是位稱職的綠衣天

使，更是郵政同仁之光，其敬業態度及社會關懷胸襟，值得吾人學習。

姓名：林松青

現職：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馬祖郵局

　　　郵務稽查

事蹟簡介 其他廉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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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工務段轄區鄰海，海風強勁，外來植物生長不易，林段長率領同仁共

同研究並復育原生種植栽苗圃，積極繁殖白及、野牡丹等28種原生植物，並

利用國道工程廢料作為苗圃建構的資材，以達到資源回收再利用的目標，減

少廢料產生，節省公帑高達新臺幣895萬元。

由於臺灣已列入瀕臨絕種保育類動物之一的石虎於該工務段所轄路段之出

沒紀錄頻繁，林段長以共生概念，研究採取「生態補償」手法，採「最少的

經費」、「最環保的素材」營造最自然環境，於通霄1號跨越橋設置跨越式生

物廊道，不但較原規劃所需經費節省280餘萬元，並對保育本土瀕臨絕種之物

種，有莫大之貢獻。

林段長復以綠資源再利用、實現公路正義、落實生態教育、原生植栽復

育，建置「原生植栽復育苗圃與多功能生物廊道」，有效節省公帑，促使國

道成為一條安全的運輸道路，更是與「環境共生」而充滿生態及環保的綠色

高速公路，其事蹟卓著，足為同仁之廉潔正直典範。

姓名：林文欽

現職：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

　　　中區工程處大甲工務段

　　　正工程司兼段長

事蹟簡介 防貪瀆省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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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秘書承辦臺北國際航空站103年「國際航廈管制區內設置綜合免稅商店

民間參與經營管理招商案」，該站係首次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經營管理招

商，本招商案為擴建-執行-移轉之ROT案件，其就公告招商、甄審及議約等作

業，戮力規劃、縝密執行。

為因應該站整體發展及提升服務品質，蕭秘書於案內設定「基準權利金」

與「營運權利金」，預估未來12年免稅商店將可繳交權利金約新臺幣61億

3,112萬元；另將機場旅客諮詢服務處、兒童遊戲區、旅客景觀休憩區等納入

廠商代管服務項目，預估公共服務建置可節省約1億1,223萬元、公共服務人

力及維護費用可節省約1億5,214萬元。

蕭秘書另承辦「商務航空中心」業務，該中心啟用後，商務機起降架次平

均年增250架次，成長率約26％，每年創造航空站房屋、機庫及土地租金收入

達4,554萬4,152元，是資產活化成功案例之一。

蕭秘書承辦業務，均能提出創新措施，妥善利用民間的資金、創意、管理

及工程技術，撙節政府經費支出，實屬難得，並能遵循「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之規定，堪為楷模。

姓名：蕭淑媺

現職：民用航空局

　　　臺北國際航空站

　　　秘書

事蹟簡介 防貪瀆省公帑、其他廉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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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彥廷任職前高雄港務局期間，承辦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一期道路工

程，承攬廠商提出調解之要求，主張賠償新臺幣743萬7,875元，侯員於調解

會上據理力爭，會後調解成立，僅需給付125萬1,208元，節省公帑達618萬

6,667元，積極保障機關權益。

侯員另於任職航港局期間，承辦土地管理業務，就不合理的地價稅，撰寫

陳述意見書向澎湖縣政府申請減免，後由縣政府邀請該局協談，達成共識，

同意自102年度起減收，合計金額為21萬9,379元，著有績效。因侯員具有工

程專長，辦理該局旅運大樓辦公廳整修工程，發現舊有空調設備年久失修，

如完工後另案辦理，將增加天花板拆除及復原經費約50萬元，遂積極協調辦

理契約變更，順利完成遷移作業，亦為機關節省公帑。

侯員承辦業務，均能秉持著積極主動與堅持熱忱之精神，並能適時發揮專

業職能，順利完成交辦任務；亦能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規定，婉

拒廠商之邀宴或餽贈，足任廉潔正直楷模。

姓名：侯彥廷

現職：航港局

　　　技士

事蹟簡介 防貪瀆省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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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104年廉潔正直楷模

謝謝您的努力與付出

願大家與您一起分享這份榮耀～

交 通 部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50號

電話：(02)2349-2900   廉政專線：(02)2349-2543
廉政電子信箱 ：dac@mot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