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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民總醫院 109年第 2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0月 27日（星期二）14時 

地點：本院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許惠恒 院長                               紀錄：孫建鴻 

出(列)席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冊 

會議內容： 

壹、主席致詞： 

葛副院長，嘉義分院的李院長，埔里分院的徐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及我們的外聘委員李律師，歡迎大家來參加本院 109 年第 2 次廉政

會報。廉政會報一開始就先頒發本院「109 年廉政楷模」暨「108 年

執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知會報備登錄作業績優團體」等獎項，分

別計有 6 員及 5 單位，恭喜這些獲獎的單位與人員，我想廉政工作

是醫院裡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尤其是疫情發生以來，我們醫院的工

作都有作了很大幅度的修正，廉政工作方面還是希望大家持續堅持

相關的防疫及醫療廉能的作為，同時也要符合各項的廉政倫理規範。

另外，因為本院廉政會報部分委員有變更，本次會議新就任的委員

有 4 位，分別是：口腔醫學部陳代理主任惠鈴、精神部林主任志堅、

家庭醫學部許主任碧珊及主計室葉主任秋滿，非常歡迎他們加入。

會前先以主任委員指示與各位共勉：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同理心」，

處理民眾檢控違失案件、查詢個人權益或興革建議事項等信函，一

定要秉持同理心，審慎積極查復，並向民眾充分說明機關盡力協助

的立場，必能慢慢化解許多誤會與批評。今天的專題報告是由「教

學部」及「放射線部」等 2 單位提報，另有 3 案廉政提案，對本院

廉政工作推動具有實質效益，也請各位委員踴躍發表意見。 

貳、秘書單位報告：（詳會議資料） 

   一、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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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事項的執行情形，如果各位委員對

於這些辦理情形，沒有其他意見的話，就都解除列管結案。 

   二、本院廉政工作執行要項報告 

     主席裁示： 

     洽悉，謝謝政風室的廉政工作報告及宣導，有關政風室報告的

資料內容及宣導事項，會後請各委員及各部科主管再向同仁宣

導提醒。  

參、專題報告 

   一、教學部「前契約醫務管理組員侵占院外醫事人員訓練費案檢討

策進報告」（報告人：陳委員啟昌） 

     主席：  

         針對教學部的報告，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的意見或補充？ 

       姚委員鈺： 

       第一點，在人員輪調的部分，一個管財務的人員，本來就不應

該久任一職，應該要有安排輪調的機制，相關管財務的人員就

應該要遵守相關的規定。第二點，在流程部分，開立繳款通知

書，繳款金額的證明文件也是他在判斷，萬一該繳一萬元，只

開八千元，就結案了，所以這些在組長那邊就要把關，如果說

整個業務都是他承辦，從繳款到驗證到匯款，全部都是他一個

人，還是會有問題產生，在繳款通知書開立的源頭，繳對了沒

有？期間？金額多少？反正出納是不會管你繳多少錢，繳款通

知書是你教學組開出來的，你開八千元，到出納那邊就繳八千

元，所以正確與否，承辦人與繳款通知書的開立，最好不要同

一個人，要有交叉，要有稽核的機制。最後是結訓，整個發結

訓證書的把關要一一的檢覈，不要漏掉。 

       主席： 

       謝謝姚委員，這個部分請問陳委員有沒有補充？ 

       陳委員啟昌： 

       謝謝姚委員的指導，有關這個部分，本來負責開立通知書的人，



第 3 頁，共 8 頁 

他都不會碰到錢，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個例，因為該員他非常

客氣的跟受訓人員說我替你繳款，所以，以至於在這個過程裡

頭才會產生這樣子的弊案，所以，教學部現在嚴禁所有的人員

替受訓的人員代為繳款，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在我們後續的

部分，因為以往藍組長很難去看到他的這個紙本，現在因為都

全部上到我們的電腦系統，而且所有的繳款必須在電腦系統裡

包括收據包括繳款都在裡面，所以藍組長在辦公室的電腦就可

以直接掌控，連教學部的主管都可以直接來瞭解，我想，這部

分在整個系統裡頭，的確提供了相當多的便利性，以上報告。 

       主席： 

       發生這樣子的事情，非常令人心痛，不希望發生的，可是還是

發生了，所以這個事情，從頭到尾我們有在密切注意，最後聽

說是檢察官緩起訴一年，他也表達歉意，繳交侵占的財物，向

公庫支付五萬，這些都是檢察官最後的裁示。但是還是有很多

事情的檢討，不要期待不會再發生，唯有作好制度的管控，這

個是所有的單位都要引以為鑑的，而且輪調一定要，行政人員

都需要輪調，還是要堅持。請問各位委員還有沒有意見需要補

充？ 

       鄭委員惠宇： 

       在查辦這個案件的過程裡面，感謝教學組陳主任及藍組長的幫

忙，實際上在這個案子裡面，該員將所有資訊隱蔽，讓我們在

查證時也都看不到，謝謝藍組長抽絲剝繭的一筆一筆地找出來，

才能夠在案件進入地檢署後，讓檢察官能夠清楚判斷這是個不

法的行為。 

       主席： 

       我相信藍組長是該員的直屬長官也都嚇一跳，更沒想到會發生

這種事，這件事情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這個主管要懲處，你

們要報上來，有嗎？ 

       梁組長毓怡： 

       報告主席，有關於懲處的部分，政風室現在正在積極的檢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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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檢察官的裁處，最近才下來，近日就會把這件簽報上去。 

       主席裁示： 

       當然，我們都不希望懲處主管，但是要讓大家知道要有紀律，

我相信主管一定不希望發生這種事，但是也是因為不知道才發

生這樣子的事情。讓承辦人員經手所有的事情，不跟主管報告，

這個也是很奇怪，太放心了，所以這部分，該懲處的就懲處，

要讓大家知道，該有的紀律。會後再請葛副院長指導，請政風

室與人事室一起辦理，該懲處的，就一定要懲處。這個案子還

有沒有需要討論的，如果沒有的話，那就請繼續。 

   二、放射線部「醫療採購之經驗分享與建議方案」（報告人：蔡委員

志文） 

       主席： 

       謝謝蔡委員，蔡委員幫我們分析了三個，總院及分院相關的放

射線方面貴重儀器的採購，還有一些案例與檢討，這個部分看

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什麼意見來補充？ 

       方委員乃傳： 

       補給室補充報告，蔡委員所提到的，是發生在很多年前的事情。

本院目前單價三百萬元以上設備，不管是總院還是分院，都要

送到本院來開審查會，那在這方面，我們會提供比較多意見，

包括：DATA SHEET（設備規格表），或有英語的廠商專有名詞，

或有一些比較容易造成爭議的條文，我們都在設備規格審查會

議中作建議把它作增刪，跟過去規格可能只由一兩位承辦人看

過，這個效益是不一樣的，相信這種狀況將來是可以盡量避免

的。另外關於採購專業的主責部分，補給室當然是提供經驗上

的處理，如果是有法令上的解釋部分，當然還是要請法規人員

來負責，至於採購的實務經驗，補給室都可以提供分享。 

       主席裁示： 

       謝謝方委員，分院一定金額的採購都納到總院來一併討論，但

是三百萬元以下的部分還是要小心，不能掉以輕心，這是第一

點。第二點，有關採購人員相關法令的訓練，除了補給室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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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練及作好人員輪調的積極培育外，各單位特別是重要採購

的技術單位，例如，放射線部，技術主任、副主任的升等條件，

至少要上過幾個小時的採購課程，使用端一定要有人接受採購

課程的訓練，對於這個部分，會後請蔡委員、補給室方委員、

放射線部、外科部、檢驗部，與人事室研究看看，相關這些條

件，比較資深的技術主任、副主任，一定比剛新近的第一線人

員經驗更多，要給相關人員教育訓練，強化有關採購方面的訓

練，謝謝，那我們繼續。 

肆、提案討論 

 一、有關善心人士捐贈物資幫助住院弱勢族群，應訂定管理措施，

以期公開透明，導向廉潔效能目標案。 

     主席： 

     請補給室先表達意見。 

    方委員乃傳： 

補給室補充說明，當初在補給系統開始開發，只有設計贈與作

業功能，可是醫療器材如果接受贈與，會有健保署價量調查的

單價問題，所以我們目前是接受折讓，不接受贈與，等於這個

功能是備而不用，後來李組長有跟我們討論是不是可以作一個

系統上的管理，就是把功能找出來，確實還可以使用，這部分

不會與會計帳目混淆，是一個獨立管理的系統，再作一些修正，

將來可以提供類似這些非醫療物資贈品的登錄，及後續的追蹤

管理，這樣子可以利用這個功能來作贈品管理。 

主席： 

這樣子，可以嗎？社工室？有沒有意見？ 

         莊委員李和： 

沒有意見。補充說明，有一些病人或像全聯社，他們每一年可

能會捐個幾十萬元的消耗用品，比如說：衛材或零星的日用品。

現在只是我們把它簽出來後，會補給室，會護理部，那就分到

各護理站去，我們看到很多東西，幾乎都是完全沒有列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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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妥善運用就能夠物盡其用，萬一沒有用到，又沒有列帳，

就不知道是用在哪裡？有些也可能是中古的，沒用到就有可能

會丟掉，應該有一個健全的制度，因為像全聯的話，每一年可

能會有五、六十萬元，那我們也會撥二、三十萬元到我們的分

院，這類還蠻多的。還有一些像病人的用品，沒用完的，也是

一樣，消耗品就幾千元，但是積少成多，每一年還是有很多這

樣子的物品。 

         姚委員鈺： 

這個系統裡面，是把它分為屬於非財產類，單價一萬元以下的，

單項，每一項的單價，不可以超過一萬元，超過一萬元會變成

我們的資產財產，所以這個管理辦法是不一樣的，這個只是說，

我們作內部管理的使用就可以了。 

         主席： 

         涉及到內部管理、登記，還有將來的查詢。 

         姚委員鈺： 

         那裡面就有流向，就可以知道流向。 

         主席裁示： 

要積極建立這個機制，也要納管，常看到有一些熱心的民眾，

例如捐了五十包尿布，也可以看到很多家屬，病患往生後，所

買的，往生後也用不到的，感謝醫院，就轉捐贈給醫院內其他

需要用到的，像這些小額的，還是要建立一些管理，到底是分

給了哪些單位來作使用，用了什麼東西，這個建議非常好，系

統本來就有，那希望趕快把它建置起來，修改一下，整個追蹤、

管理、怎麼使用，建立這種管理，那這個案子就照案通過。  

    二、本院一醫 B1F 裝修工程範圍涉及供應中心、中央藥局、核醫科，

契約定有分段工程範圍與期限，契約內容未有明確逾期違約金計

算方式案。 

        主席：  

        工務室伍委員南彰先說明，再請姚委員鈺補充。 

        伍委員南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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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工務室「工程以分段完工之精進管理」報告說明（報告人：

伍委員南彰）。 

        主席： 

謝謝伍委員針對很多工程的合約內容來訂的更周延，當然與廠商

之間比較有清楚的規範，這個部分請姚委員補充一下意見。 

        姚委員鈺： 

謝謝伍委員，我們每次在跟廠商作結案付款的時候，都產生爭議，

就是這裡面有特別提到的工期、停工、或者免計、或者我們追加，

這些工期，爭議的重點在於，這些廠商未必沒有及時提出，所謂

及時提出包括，幾月幾日，在施工哪個階段，因為臨床單位要求

停工兩個小時，因為震動、太吵，就停工兩個小時，那今天停工

兩個小時，明天停工兩個小時，這累積起來，這一個月下來，就

好幾天，但是大家都不理，等到結案時就沒有依據，所以我們才

要求說，一定當下就要處理，所以那個建築師我們特別有要求，

要馬上跟醫院提出要展延工期幾天，停工幾天，我們就展延幾天，

這樣是合理計算，一天兩個小時，十天就是二十小時，十小時就

是五天，所以我們上次就簽出來，這樣子就多五天的工期，雖然

你可以提前完工，但是對後面在作結案付款是個保障，雖然工期

這五天加給你，你沒有用到，也是對你有保障，免得以後溢罰，

廠商不服就發生履約爭議。因此，要求承辦人，當下就要提出來，

所以每週三，副院長這邊都會主持工程檢討會，每一週都會針對

這些問題馬上就提出來。 

        主席： 

        謝謝姚委員的補充說明。 

        李組長金松： 

大概簡單補充一下，為避免契約爭議，提醒工務室在擬訂工程採

購契約條文時，若契約欲約定分段進度及分段進度逾期違約金者，

務須於契約第 17 條第 1 款逾期違約金條文中，明確約定各分段

進度逾期係以「各分段進度工作之契約價金」計算分段進度逾期

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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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謝謝李組長的補充說明。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三、針對自動繳費機常有卡錢事件，為避免病人權益受損，明確訂定

本院處理流程，提請審議案。 

    主席裁示： 

我們智慧機器繳費偶而會有卡機的狀況，我們很努力排除，不過

還是會遇到，遇到後就會與民眾有一些繳費的事情，有的是錢已

經繳了一半了等等的困擾，現在第一線的工作同仁也很困擾，那

我們制訂了一個 SOP，有書面的，將來有個依據也比較好處理。

我想這個應該很清楚了，應該不用再補充了，希望醫企部趕快作

好這個部分。這個也算是機器損壞、危機處理的一個步驟，如果

各位委員都沒有意見，我們就照案通過。 

伍、意見交換及主席結論 

 主席： 

各位委員針對廉政會報的議題或內容，有沒有需要特別提出來再討

論的？請問李委員慶松是不是有什麼指教？ 

李委員慶松： 

謝謝主席，我沒有補充建議。 

主席： 

請問兩位分院的院長是否有補充說明？ 

李委員世強：  

謝謝主席，我沒有補充建議。 

徐委員慰慈： 

謝謝主席，我沒有補充建議。 

主席： 

如果各位委員都沒有補充意見的話，那最後謝謝各位委員今天的參

加，我們散會。 

陸、散會（15時 1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