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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多元、法治、清廉是臺灣的核心價值，且清廉施政攸關國家競
爭力，也是人民對政府信任及期待的基礎。本部為提升廉能政治風氣，
並表揚廉潔正直事蹟顯著之優秀同仁，爰每年舉辦廉潔正直楷模選拔；
本(106)年本部各機關(單位)共推薦31人參選，經本部及外聘專家學者共
同組成之評審小組，審慎選出10人為「本部106年廉潔正直楷模」。

　　本部主管全國交通行政及交通事業，涵蓋陸海空運輸、觀光、氣
象、郵電4大領域，負責交通政策、法令規章之釐定和業務執行之督
導，其中交通建設更是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先驅。本次31位廉潔正
直楷模受推薦者，在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防貪瀆省公帑及提升機
關廉潔風氣等方面多有傑出表現，足為同仁表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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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所有受推
薦者在機關內發揮揚清激濁之功能，以收風行草偃之效。

　　以人本為出發點，透過強化管理作為、妥善運用數據資料與科技工
具，及持續精進交通專業能力，打造出智慧運輸連結美好生活，並落實
「安全」、「公共運輸」、「觀光發展」及「資訊運用」4項施政主軸，
也期盼著各機關(構)繼續主動發掘廉潔正直之楷模人選，藉由肯定及獎
勵勇於任事、廉潔自持優秀員工，激發全體同仁之榮譽心，型塑良好廉
政風氣。在此謹與大家共勉，希望本部同仁將「廉潔」落實成為一種思
維模式、生活態度及工作方式，更期盼本部各機關(構)同心協力，創造
乾淨政府、誠信社會之願景，提升國家競爭力。



本部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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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已舉辦9屆，共有93位優秀同仁獲得獎
勵表揚。

　　本(106)年第十屆獎勵廉潔正直楷模選拔，計有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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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核請鄭主任秘書賜榮於106年4月26日召開「獎勵廉潔正直楷
模評審小組」會議，並由各被推薦人選之單位主管列席進行補
充說明，經過嚴謹之評審程序，選出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
司會計處事務員羅心穎等10位同仁為「本部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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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省巨額公帑或提出創新作為，興利除弊，大幅提升本部廉潔
形象，其廉潔正直事蹟足堪為本部同仁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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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本部及所屬機關(構)同仁參閱，以收表揚示範效
果。

交通部  謹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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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高騰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第二區工程處

工務課幫工程司

p7

羅心穎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會計處

事務員

p6

黃緯洲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資訊管理

中心分析師

p8



106 04

陳堂昇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p10

汪天才

p9

劉世琳

p12

許煜騰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p11

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技術發展科

修護技工

廉潔事項：踐行或推動「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防貪瀆省公帑

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資訊室

股長

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廠

技術助理

鐵路改建工程局東部工程處工務課

副工程司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其他廉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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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如俊

p14

周重遠

p13

p15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其他廉潔事蹟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其他廉潔事蹟

鐵路改建工程局東部工程處工務課

副工程司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工務組

副工程司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技士

鄭旭閔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郵局

勞安(總務)科專員

廉潔事項：防貪瀆省公帑、

其他廉潔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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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心穎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處事務員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

　　羅員負責桃機公司之會計業務，

於審核該公司電費時發現，部分電號產生高於基本電費

1至2倍超約附加電費之情況日趨頻繁，建議業務單位應依該公司實

際用量來調整契約內容並獲採納，經統計105年度機場旅客人次較

104年度成長383萬人次，惟電費於105年度決算數較104年度減少

新臺幣7,775萬元(節省比例約14%)，具降低營運成本成效。

　　另羅員審核印花稅業務時，請業管單位自行清查該公司採購契

約773件，並補正完成繳納印花稅14萬餘元，同時擬訂該公司書立

採購契約，應附貼印花稅票之標準作業程序，並協調該公司資訊處

修正合約系統及經費動支請購系統，以確實強化完納印花稅之內控

程序。

　　羅員於經費審核過程充分發揮內部控制及節約經費之積極功

能，本於職責詳實分析，提供資訊予業務單位及提報管理階層作為

決策參考，減少不必要支出，消弭漏稅之可能，確實節省巨額公

帑，具重大貢獻。



張高騰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第二區工程處工務課

幫工程司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

　　國工局辦理國道8號銜接西濱公路

工程，因承商不當使用回填材料，造成路面不均勻波浪

回脹，該案經媒體報導，引發行車安全疑慮，張員遂蒐集現地回脹

情形及施工紀錄等資料，並研擬改善及監測發包共8案，前述採購案

結算金額計新臺幣7,876萬488元，依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建造費用百

分比上限參考表，計節省公帑338萬6,700元。

　　另張員就上述發包之採購案向承商及監造提起民事訴訟，除提

供法院前述採購案設計成果外，並積極蒐集彙整相關文獻提出證

據。該案經三審定讞，最高法院裁定承商須繳納追償金9,774萬

1,570元，及監造須繳交監造服務契約金額計3,392萬6,948元，旋

即張員據判決結果向臺北地院民事執行處申請強制執行，以確保機

關債權。

　　張員積極向專家學者請益，思索研擬解決方法，並有效節省公

帑，且積極追償債權確保機關權益，亦讓業者有所警惕，足堪同仁

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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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緯洲

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

資訊管理中心分析師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

　　近幾年因兩岸航線擴展、廉價

航空市場蓬勃發展以及國籍航空機隊數顯著擴張

等因素，使得臺北飛航情報區的航行量持續成長，為更有效率提升

航管服務，黃員於105年主動參考香港流量管理工具，自行開發設

計「桃機表定航班流量顯示軟體」，以條狀圖方式顯示每小時流量

，並即時更新，讓該總臺航管單位可預先掌握未來24小時內桃園國

際機場航班架次。航管單位可依據此軟體，預估航班超量情形及啟

動流量管制措施，俾能確保飛航安全及兼具作業效率。

　　黃員運用其本職學能及資訊技術專長，主動開發本軟體，作為

該總臺掌握桃園國際機場架次及本國對其他鄰近飛航情報區實施流

量管制措施之參考依據，有效節省委外開發建置費用約新臺幣150

萬元及後續每年維護成本約20萬元，其積極任事之作為，除節省公

帑，又能促進飛航安全，績效卓著，足為同仁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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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天才

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

技術發展科修護技工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踐行或
　　　　　推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汪員為解決公路人員訓練所

現有教練小客車之車齡過高極需汰換以及乙類營

業大客車專業訓練車輛不足窘境，於105年7月間主動積極與國安局

協商汰換車輛移撥事宜，嗣經該局同意辦理撥贈乙類大客車2輛、廂

式小客車4輛及轎式小客車13輛等共計19輛，其總價值約新臺幣

250萬元。此將現有老舊教練車汰換更新，提高訓練所教練車輛妥

善率，車輛維修費用每年預估可節省約12萬7,000元。

　　另104年間桃園汽車客運火燒車事故，汪員奉派檢視同型式車

輛有無安全疑慮，結束後業者致贈禮盒及現金3,000元，當下立即婉

拒，事後並依規定向政風單位登錄。

　　汪員負責訓練所各式車輛保養維護、汽車底盤教學及協助提供

各區監理所事故車輛鑑定意見等。平日工作積極主動、認真負責，

學有專精，具熱忱服務精神，工作態度足以樹立機關廉能形象，實

為同仁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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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堂昇

公路總局高雄市區監理所

資訊室股長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

　　陳員辦理公路總局南部資訊中心

電腦機房整體環境改善建置案，本案原規劃經費

新臺幣1,460萬元，最後經費978萬元，省下482萬元(節省約

33%)，並獲資訊安全SGS第三方驗證公司認證稽核肯定，相較現行

機房能源使用效率，10年約可節省963萬元。

　　另陳員自行開發首創全國「物聯網智慧行動管理-e指掌控

APP」，每年節省8,760小時查驗處理作業時間，且自行維護管理，

減少每年管理維護及各項異常告警簡訊費用，共節省205萬元，獲

交通部105年創新提案甲等獎；並研發首創全國「智慧監理所-觸觸

為民APP系統」，案件處理平均時間從104年的8分3秒下降至105年

的3分55秒，進步206%。另透過推播訊息告警，逐步推廣至全國監

理所站，每年預估節省簡訊告警費用約420萬公帑支出，並獲該局

105年創新提案甲等獎。

　　綜上，陳員前述多項具體事蹟，恪遵法令，確保機關權益，有

效節省公帑，足為廉潔正直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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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煜騰

臺灣鐵路管理局臺北機廠

技術助理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

　　臺鐵局現有的自強號(PP)機車

頭車齡約20年，每一個PP機車頭共裝置4台ACE三相

輔助模組，其功能主要為供電予設備使用，若模組損壞，則PP機車

頭將無法啟動運轉。自104年起三相輔助模組及電子卡已相當老

舊，並進入維修高峰期，然因機廠搬遷後，許多有維修經驗之員工

相繼提早申請退休，造成該廠維修人力不足及維修技術經驗傳承出

現斷層；為克服前述困難，並大幅提升修復定期維修車輛及段修品

之ACE三相輔助模組與各式電子卡效率，許員積極利用工餘時間，

與同仁研討相關技術，使定期維修車輛及段修品均能順利修復。經

統計至105年為止許員共計修復6組「三相輔助模組」、17組「機架

總成」、18片「GDP卡IGBT」及3片「四萬赫電源供應卡」，共為

該局節省公帑新臺幣2,128萬5,223元。

　　許員積極任事，有效節省公帑，對提升機關廉潔風氣，具有重

大貢獻，足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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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琳

鐵路改建工程局東部工程處

工務課副工程司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其他廉潔事蹟

　　劉員主辦「東部鐵路改善北迴線

新觀音隧道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委託案」期間，勇於排

除指定設計工法及預算浮編等缺失，得以順利完成發包，節省公帑

新臺幣數十億元。另履約期間承攬廠商規劃設計延誤，依服務契約

予以罰款計306萬6,125元。

　　另劉員主辦「北迴新蘇澳三、四、五號隧道及附近路基橋涵新

建工程」，處理承商函提該工程期限及工程經費索賠之訴訟案，積

極蒐集針對工期及經費疑義之相關證明資料，最後由宜蘭地方法院

判決該處勝訴，不僅節省公帑，同時維護該處之信譽及廉潔形象。

　　劉員辦理新自強隧道關鍵工程，因該隧道南口屬沉泥困難地

質，工進推展不易，該員多次邀集國內外專家學者赴現場勘查，並

採行中導坑工法輔以土心加勁及導冪鑽灌等工法，終於突破困難完

成中導坑貫通，並獲交通部考列甲等，圓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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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重遠

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

工務組副工程司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其他廉潔事蹟

　　周員承辦履約爭議案件有具體成果

約12件，廠商主張金額合計新臺幣9億餘元，後或有

承商撤回調解或法院駁回廠商請求，經統計最後給付金額為1億餘

元，共計節省公帑支出計7億7千萬餘元(節省約84%)。

　　另辦理國道6號南投段交控系統委託監造技服契約之契約變更

案，經其檢討修正為22人月，節省監造費用約130萬1,997元(節省

約4.2%)；另辦理國道1號五楊拓寬工程計畫林口中壢段委託監造技

服契約之契約變更案，其中監造單位配合勞檢單位要求設置項目，

經檢討修正實際增加151人月，節省監造費用約724萬3,483元(節省

約1.4%)。

　　另該局技服契約原採行「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費方式，因執

行複雜性高，經周員研擬簽准於後續招標之技服契約採用「單價

法」為計費辦法，降低監造服務費之支出。

　　綜上，周員恪遵法令平息衍生之爭議，確保機關權益，有效節

省巨額公帑，努力維護機關之形象，對所交付之任務，積極配合達

成，足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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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如俊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技士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其他廉潔事蹟

　　麥員主要承辦中央氣象局海象觀

測業務，該局欲執行「強化臺灣海象暨氣象災防環境

監測」計畫，預計新增布放預警浮標，然布放浮標所需船費甚鉅。

麥員遂主動向科技部提請使用「海研一號」進行布放作業，後科技

部同意其請求，如以106年至109年預計進行7次外洋及海嘯浮標布

放作業估算，預計可節省新台幣1,680萬元以上之公帑(節省比例約

60%)。

　　另麥員辦理各項採購案時，履約過程中確實依據契約規範詳實

點驗各項物品，發掘廠商交付之履約標的中數項物品並未符合採購

契約規定之廠牌型號，要求廠商限期更換以完成履約，核實計算廠

商逾期違約金。

　　綜上，麥員本於業務職責落實履約管理審核之責，並確保機關

權益。廠商雖曾提出減少扣（罰）款之訴求，然麥員均能秉持著依

法行政及遵守合約之精神，於執行公務皆能廉潔自持，殊值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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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旭閔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郵局勞安(總務)科

專員

事蹟簡介：防貪瀆省公帑、其他廉潔事蹟

　　為配合臺中市政府自辦市地重劃，

鄭員需於限期內辦理「臺中嶺東郵局基地購置案」，惟

經多次公開徵求仍尋無適當地點，為順利完成本案，該員遂報請中

華郵政公司核准後改採限制性招標，並與臺糖公司議價標購建地，

如期於104年底前圓滿完成該案建築基地購置，有助於機關年度資

金運用及資本支出預算執行率目標之達成。

　　另臺中文心路郵局基地係臺中捷運車站用地，拆除工程如能於

市府所定期限內完成拆除並點交，即可獲市府核發之自動拆遷獎勵

金新臺幣2,506萬元。鄭員辦理本案以總工程款237萬元完成拆除工

程並如期點交，讓該公司順利領取獎勵金，計節省公帑達2,269萬元

(節省比例約91%)。鄭員另積極向市府爭取拆遷期間營業損失補償

金3,302萬元、機械遷移補償金734萬元及建築改良物補償金5,112

萬元，共計9,148萬元。

　　綜上，鄭員辦理前揭兩案，協助機關達成預算並節省巨額公

帑，對機關具有重大貢獻，105年核予記功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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