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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第 10 次廉政會報1 

「新廉政2，從新北出發」專題報告 

The Integrity’s Progress Pioneered By NTPC 

聞其聲3 

 

 

主席、各位委員，城鄉局進行「新廉政，從新北出發」專題報告。 

    今年是馬偕博士以大愛精神從淡水上岸、開啟來臺行醫助人的 150

年紀念，所以選用馬偕上岸祈禱處圖片，作為簡報封面；藉以比喻重視

分配正義、追求群體共好的新廉政，從新北出發。 

 

                                                      
1 新北市政府 111 年 8 月 23 日於市府 18 樓市政會議室召開第 10 次廉政會報。 
2 所謂「新廉政」，意指「廉政」不僅指「正直不貪污」與「省約不浪費」二者，更應擴及「共好

不壟斷」。因為「廉」之本義乃「不貪取過度不合理之利益」，其核心關切乃是「利益合理分配，

使民各得其份」，蓋廉政的目的，本不應僅以消極地追求「乾淨政府」為已足，更係在於積極實

踐有助於分配正義之施政，以增進社會公平與經濟正義，實現「清廉社會」為其真實目的。此概

念援引自《尚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一語，意指施政若能致力於正德、利用、

厚生三者，則社會必能臻於祥和。正德，即反貪污也；利用，即反浪費也；厚生，即反壟斷也。

此三者，為廉之主要內涵，故名之曰「三一廉政」(Trintegrity)。 
3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政風室主任，代表機關於會中進行專題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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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簡報大綱，分為 4部分，分別是「拓增廉能內涵」、「具體耕耘

作為」、「抵達新里程碑」，以及「未來努力方向」。 

 

 

    首先，由於現今時代所面臨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各種問題，在

在動搖世界各地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著名學者福山教授曾表示:「經

濟與分配是問題的核心」。而去年侯市長在透明晶質獎訪評會議時，也

多次強調重視公平正義及發展衡平性之重要。 

    為了提升本府廉能公義城市治理形象，增進民眾對於建立公義社會

的高度意識，所以本府去年廉政會報通過了「新北 3D 廉政」的提案，

率先正式將「分配正義」導入廉政思維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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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第二部分說明這 9個多月來的具體宣導作為。 

    首先，本局利用去年底透明晶質獎頒獎典禮之機會，向出席之政府

高階首長、得獎與觀摩機關團體代表、媒體等各界人士約 200餘人，以

「從 3D 看廉政」為簡報主題，來介紹本局廉能施政成果及參獎經驗，

以實例闡述反貪污、反浪費及分配正義此三者為廉政之核心價值目的。

隔日聯合、蘋果等新聞媒體特別報導指出，本局所提之重視「分配正義」

以促進「清廉社會」，是未來廉政新領域。 

 

 

    為使推動廉政結合分配正義有更完整深入的文字論述，本局先後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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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新北 3D廉政─五股夏綠地篇》及《迎向分配正義課題，Two Mites 

Are Might Too》等文章；特別是後者篇幅逾 2萬 4千 3百字，闡發反

貪污、反浪費、反壟斷的「三位一體之清廉思想」，提出「如果失去分配

正義，追求發展意義何在」等問題思考。該文名稱係引耶穌讚許窮寡婦

所奉獻的 Two Mites，也就是「兩個小錢」的故事，強調對於改善分配

正義，哪怕只有 Two Mites般微小但卻真誠的付出，也都是具有其意義、

價值、和重要性，而應將之匯聚凝結，使其成為不可忽視的一種正向力

量(Might)! 本局另透過臉書宣導，並獲網友積極回應，認同「廉‧政」

應同時指追求「分配正義之施政」。 

 

 

    本局今年辦理清廉思想課程，特邀請國際透明組織會籍審查委員、

臺藝大葛傳宇副教授以「新北 SDGs:貧富不均與分配正義」為題講課；

將現今國內外社會所面臨之經濟發展貧富不均與分配正義課題，透過廉

政治理的視角，來加以探討、解讀。相關活動並經「今周刊」等數家媒

體報導。為擴大新聞揭露效果，本局更撰寫英文新聞稿，刊登於本府「市

政新聞」及本局「即時新聞」。另本府今(111)年新版之「New Taipei SDGs」

中英文網站，亦將之收錄為亮點案例，展現予國際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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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前述本府團隊在侯市長領導下，費時兩年餘整頓五股垃圾山，

將之成功翻轉為陽光夏綠地，此一重大施政具體實踐相關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亦同時體現追求社會公平與經濟正義之廉政目標。本局今年辦

理「三一廉政在五股夏綠地 SDGs 藝術競賽」活動，除期待藉由活動徵

求宣揚分配正義的視覺創意作品外，也希望藉活動本身，讓參與的全國

民眾認識「翻轉五股的成果與勇氣」，以及瞭解「蘊含正德、利用、厚生

思想之傳統廉政精神」。 

 

 

    法務部廉政署第 48 期新進學員訓練期間，政風處安排新北廉政實

務經驗課程時，本局(政風室)亦配合參與，特別以「鏈結 SDGs:分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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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清廉思想」為題，進行新理念分享。 

    另本局(政風室)受大學社團「國際紅豆社」之邀請，前往臺東縣海

端鄉錦屏國小參與該社團所辦理之「閱讀與品格教育營」活動，將本府

廉政機構所領頭宣揚「分配正義，清廉社會」理念之觸角，向社會上更

多方面延伸。 

 

 

    本局局長應土地改革紀念館之邀請，以「新北市城鄉發展規劃新思

維」為題撰文發表。文中首長論述本局相關施政時，亦不忘提及施政作

為符合「Decency(誠信正直)、Development(卓越發展)、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義)」之「3D廉政」新理念。 

    另本局官網廉政園地開闢「新北 3D 廉政」專區，並陸續充實專區

內容，使相關宣導工作，有一較為完整之資訊傳播平台。 

    本局也藉由辦理「土城員和社宅」重大工程驗收之機會，以簡報方

式向出席驗收之廠商及機關共約三十餘名人員，進行簡要理念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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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是經過一連串努力，在「廉路歷程」上，來到新的里程碑。

今年 7 月出刊之法務部官方刊物「法務通訊」，刊出本局前所辦理之廉

政課程，特別將本局原投稿之標題「新北城鄉局『分配正義與 SDGs』清

廉思想課程」，修正為更具有歷史性意義之標題:「分配正義入廉政，安

居樂業續發展」一語。新標題除突顯，並肯認此項「新廉政」工作之價

值外，也同時期許、激勵更多廉政人員，未來為此更加努力! 

 

 

    最後一部分是未來努力方向。主要分為對內及對外。 

    在對內部分，可以新北市的英文縮寫 NTPC 四個字母代表，分別是

Narration(精進論述)、Team(結隊前行)、Publication(付梓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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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聯結同道)等 4方面來深耕、拓展。 

    在對外部分，「廉政」是國際文明社會的共同語言，也是城市治理核

心工作之一環。開放政府夥伴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簡稱 OGP），係 10 年前成立之國際組織，其所倡議推廣的核心價值為

「透明、參與、課責及涵容」，強調政府與公民社會間的合作共創。雖然

此一正式國際組織如欲以國家地位申請加入，須以聯合國會員國資格為

要件，然而各國城市仍得以地方政府之名義而申請加入 OGP Local (開

放政府「地方」夥伴聯盟)。經查今年 5 月 17 日又有 30 個全球各地城

市加入，累計已達 106個成員，然而目前我國尚未有任何地方政府參與

其中。為持續構築新北廉能透明的治理文化，並拓展新北城市外交新舞

台，新北市未來可以研究嘗試加入該組織。藉由參與該組織，進而促進

公民參與，增進公私協力，健全問責制度，強化公義能量，將臺灣反腐

敗的工作，再次提升至另一個高度。 

 

 

    子曰:「仁者樂山」，正如此圖玉山山景，「廉政」也將抱持「仁者」

關懷弱勢，追求社會公平與經濟正義此一崇高理想，繼續向前努力。 

    簡報結束，恭請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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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新北市政府 110年第 10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節錄) 

(新北市政府 111年 8月 30日新北府政四字第 1111639783號函) 

三、「新廉政，從新北出發」專題報告。(詳會議資料) 

◎城鄉局林主秘炳勳補充：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剛剛簡報中有提到「三一廉政在五股

夏綠地」這部份。五股夏綠地是市府這三年來，由府一層成立大規模

跨局處合作，並與民間一起努力把五股垃圾山翻轉成五股夏綠地!這

案子在推動執行時即秉持積極輔導、合法納管之方式，展現市府行動

治理、簡政便民的作風，除了落實依法行政來捍衛公務員應有尊嚴外，

同時也不忘秉持同理心、維護合理正當權益，並打破不當壟斷現象、

增進公益，還利於民，可說與本次報告的「分配正義」新廉政理念相

當符合。本局政風室突破既有廉政概念之窠臼，一年來積極創新作為，

率全國之先嘗試透過匯聚廉政部門的力量，喚醒社會公民重視分配正

義的意識，以期望能穩步改善貧富不均，建立安居樂業、永續發展的

「清廉社會」，相信這些都是合理、有益、並且未來成果可期的作法。

期待將來有更多的單位可以一起集思廣益，共同合作，整體發揮相關

宣導與教育的能量!以上補充說明，謝謝。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吳副教授怡融發言： 

   大家好，我們台灣透明組織這幾年來一直參與法務部廉政署透明

晶質獎的評審工作，我想城鄉局去年正式提出來的這個「分配正義」

的廉政概念，以及這一年的積極推動工作，足見去年城鄉局榮獲透明

晶質獎特優機關，實在當之無愧!我們真的覺得在這時代，能夠看到

有一個地方的局處，可以有如此跨部門和國際視野的思考模式，我們

真的非常非常謝謝城鄉局的努力!以下我補充幾點意見。 

    這一年我們看到城鄉局出產非常多文字紀錄，或者也有將來付梓

成冊的規劃。我們常常覺得政府部門裡面，有非常多很寶貴的文字記

錄或資訊，但最可惜的是很多時候它的宣導作用就好像只有在我們的

政府內部之中。所以我不曉得城鄉局這位同仁所撰寫的「迎向分配正

義課題，Two Mites Are Might Too」這一篇文章，有沒有刊登在什

麼樣的期刊論文裡面?如果沒有的話，我建議是不是嘗試投稿到不論

是學術或是實務的期刊論文當中，因為這樣可以很大程度地擴大讀者

群。像我們學者做研究，常需要查考學術與實務的期刊，當我們用了

這麼一個期刊的概念，又寫出我們自己的研究論文之後，就能陸續增

加學生乃至民眾知悉的機會，而且在參考的過程當中，也有助於增進

外界對政府部門的政策思維與概念邏輯的瞭解。 

    其次，城鄉局透過結合大學社團營隊活動，來向年輕人及小朋友



10 
 

宣揚、扎根「分配正義，清廉社會」的理念，我覺得這非常好!新北市

轄內有好幾個學校可以去洽談，像是包括我的母校臺北大學也位於新

北境內，都是可以嘗試接觸的對象；甚至某些協助政府執行一些任務

的團體，也是可以思考有無合作的可能性。還有像是臺北大學今年辦

了一個公共事務的個案比賽，讓參賽的學生對公共事務的個案問題進

行思考與提出可能的解決對策，這也是一個瞭解年輕人對公共事務有

何新意見或新觀點的很好途徑。當然有時候年輕人所提出來的答案不

見得有那

麼高的可

行性，但我

們覺得這

也是政府

部門和年

輕人之間

一個很好

聯結以增

進相互理

解的管道，

也有助於

像是城鄉

局所提「分

配正義」這

一廉政新

理念的傳

揚。透過多

方面的接

觸聯結，我

想這樣也

比較不會

白費了我們同仁在這方面所付出的這麼多努力和心血。我非常謝謝城

鄉局在過去這一年來為了分配正義的新廉政理念所做的努力，以上是

我個人的想法。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毛檢察長有增發言： 

    副市長、各位委員，本來這個議題跟我們地檢署比較沒有直接的

關聯性，但是看到城鄉局報告中提到「如果沒有分配正義，追求發展

意義何在」這一破題，我想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們現在發現

因為社會上詐騙集團橫行，民眾的善心義舉就越發變得保守，深怕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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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的愛心最終去處不明不白，而且捐贈的金錢物資是否公平妥善受到

分配，也會影響民眾捐助的意願。 

    這部分跟社會局的業務有某些關聯，並且社會局在這方面其實也

能協助我們檢察機關。以我們檢察機關來說，它的業務面向主要屬於

剛性司法，但近來法務部也推動柔性司法這部分，所以對於被害人、

更生人的扶助，也都有所著力。同時檢察官有緩起訴的處分權，緩起

訴處分權就是可以命被告在緩起訴期間內履行一定的行為，通常處罰

被告繳交一定金額的金錢到國庫是最簡單的方式，對地檢署也不會造

成負擔。但是我們之前也曾思考，有沒有更有意義的做法。 

    我之前在臺中服務的時候，曾經在處理某個個案時，請臺中社會

局去清查一些特定的低收入戶家庭到底需要什麼。因為地檢署不像社

會局具備這方面的能力來了解這些家庭的真正需要。社會局有社工人

員，對他們的實際需求狀況比較了解。我們請社會局方面詳列出來的，

這些低收入家庭所需之物品，種類很多，金額從幾百塊到上千塊都有。

當我們了解之後，我們讓緩起訴案件的被告去採購那些物品並捐贈出

去，用這種方式可以讓需要的人能得到他真正需要的東西。有時候我

們提供出去的很多社會資源或社會愛心，並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那

這樣的分配並未達到我們原先的目的，所以我想就這部份可以提出來，

請地檢署如果有合適的案件，藉由社會局的調查資料，在個案彼此來

合作，讓部分低收入戶家庭的真正需要得到一些滿足。這樣做，可以

說也是從各自掌理的實際業務中，去主動積極尋找哪些是有助於減少

貧富不均的可行作法，為促進分配正義多發揮屬於自己的一份力量。 

    所以我建議社會局可以在平常訪視的時候，建置一些有關低受入

戶家庭需求的資料，當我們檢方遇有合適個案時，我們會請檢察官與

社會局方面合作，我相信這也能有助於讓我們政府的施政更加得到人

民的信賴與讚賞。 

 

◎主席裁示： 

    很謝謝兩位委員的發言!剛剛吳教授和毛檢察長提供給我們許多

寶貴的意見，都非常值得我們深入參考，也確實有助於我們未來一起

持續精進推動廉政相關工作。 

 

 

貳、新北市政府 110年第 10次廉政會報(會議資料‧專題報告三) 

「新廉政，從新北出發」(The Integrity’s Progress Pioneered By NTPC)

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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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機關：城鄉發展局 

(政風室主任聞其聲) 

壹、前言 

為了要讓四百多萬市民都能過上好日子，新北市以「安、居、

樂、業」做為的市政建設與城鄉發展的主軸。在經緯萬端的城市治

理挑戰之中，廉政工作又是一項相對不易明顯立即看到努力成果但

卻極為重要的工作，因其深切攸關政府所擁有之最核心、最寶貴的

資產─「民眾的信任」。 

去(110)年本局代表本府參與法務部廉政署辦理之透明晶質獎

評選，於 17 個中央與地方參獎機關中，為 6 個獲得特優機關之一，

並為全國首獲此獎項之城鄉發展機關。包括五股夏綠地、多元社宅

社福、塭仔圳都市計畫……在內等許多翻轉新北城鄉發展的重大建

設之推動工作，因其所具有之「廉」的要素與價值，受到透明晶質

獎評審委員高度肯定! 

然而由於當前不論國內外社會，都面臨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正

義的嚴峻挑戰，臺灣也遭遇同樣嚴肅的課題!盱衡世界局勢、掌握時

代脈動、體察民眾需要，廉政工作的內涵範疇，實有待重新探究認

識，以提升、豐富其價值與意義；故新北市自獲獎後，復於去(110)

年 10 月 14 日本府第 9 次廉政會報正式提案討論通過，成為全國首

將「分配正義」導入廉政思維理念與宣導工作範疇之機關，並由城

鄉局政風室率先推動相關宣導工作。 

本專題報告即以城鄉發展局及政風室推動分配正義理念宣導9

個月以來的具體作為、階段成果及未來努力方向，於本廉政會報中

進行重點報告。 

貳、具體耕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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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10 年召開第 9 次本府廉政會報後，本局推動分配正義之重要宣

導工作，分述如下: 

一、 首長出席重要廉政盛會領頭對外倡議: 

    110 年 12 月 7 日，本局黃局長國峰赴國家圖書館國際會

議廳出席法務部廉政署辦理之「110 年透明晶質獎頒獎典

禮」，接受法務部蔡部長清祥頒獎，並應邀發表簡報。是日出

席之各界人士，包括主辦單位邀請蒞臨之政府高階首長、台

灣透明組織協會及評審團成員、得獎機關首長及代表團、觀

摩機關代表團，以及媒體及各界人士，約二百餘人，場面盛

大隆重! 

    黃局長與其他五位得獎機關首長均進行致詞簡報，說明

機關廉能施政成果並交流參獎經驗。本局簡報特別以「從 3D

看廉政」為主題，分享本局(府)廉能施政成果。除首先向各界

出席長官貴賓簡介本府第 9 次廉政會報「新北 3D 廉政」之

提案外，接續分別以「Decency→反貪污」、「Development→

反浪費」、「Distributive Justice→反壟斷/分配正義」等三個層

面，列舉本局相關施政成果，以實例闡述此三者為廉政之重

要核心目的，使在座之聽眾明瞭「Integrity+SDGs，讓後來的

我們，『都更』好了」此一本局參獎申請書、參獎簡報所用標

語之涵義，並對簡報留下特別的印象! 

    在簡報最後，黃局長引述侯市長友宜於 110 年 8 月 23 日

蒞臨透明晶質獎實地訪評會議會場致詞所揭櫫之「重視廉潔

效能、關注公義衡平、追求永續發展」之理念，並語重心長

地強調「廉政乃是安居樂業與和諧社會的基石」，並點出聯合

國永續發展目標第 10 項「減少不平等」及第 11 項「永續城

鄉」與吾人所追求之安居樂業的重要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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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國內多家重要媒體如聯合新聞網於翌(8)日特別報導

指出「黃國峰局長補充，廉政透明的工作除包括傳統核心的

管控風險以防範貪腐事件外，在當今時代，為落實追求 2030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對於宣揚分配正義以促進社會和諧穩

定發展這方面，也是未來可以發揮許多價值的廉政新領域。」

相關媒體揭露對於民眾認識本府整體廉能施政作為，發揮正

面積極效益。 

二、 伏案深入撰寫文章充實理論基礎 

    由於廉政結合分配正義係本局首倡之理念，雖相關提案

經過本府最高級別廉政會議討論通過，並決議由本局率先做

出相關成果示範以為他機關之參考；為利能就推動該理念之

動機、目的、內涵、方法、精神等有更詳細周延之說明，俾

有助未來其他機關更易深入明暸，實有以充分文字詳加剖析

論述之必要! 

    為此，自去(110)年 12 月下旬起，本局政風室即著手構思

先以本府整頓五股垃圾山為例，論述其展現在廉政上之意義，

目的在於呈現廉政之價值實乃蘊藏在具體之施政作為。農曆

年前完成《新北3D廉政─五股夏綠地篇》一文，以「Decency(誠

信正直)、Development(卓越發展)、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

義)」等 3D 為面向加以說明。主要列舉包括「積極輔導，合

法納管，預防貪瀆風險」、「依法行政，捍衛應有尊嚴」、「行

動治理，實踐勤政愛民」、「舉賢才，有效激勵」等 4 項關於

廉政對於「Decency(誠信正直)」之要求；其次係「簡政便民，

減省時間成本」、「除舊鼎新，點石成金」、「熱誠默契，增進

效能」等 3 項關於廉政對於「Development(卓越發展)」之要

求；最後是「資訊透明對稱，杜絕哄抬操弄」、「秉同理心，



15 
 

照顧弱勢，維護合理正當權益」、「尊重生命，妥善安置遊蕩

動物」、「打破壟斷，增進公益，分配正義還利於民」等 4 項

關於廉政對於「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義)」之要求；並強

調實現公平及分配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安居樂業

乃是廉政的實質目的。 

    其次，為透徹闡述結合了分配正義理念之廉政觀，並期

待未來匯聚包括但不限於廉政部門在內的各種大大小小公私

力量，共同攜手致力穩健地改善社會公平與經濟正義的社會

課題與時代挑戰，本局政風室復撰寫《迎向分配正義課題，

Two Mites Are Might Too.》一篇逾二萬四千三百餘字之論文。

文中先以闡發蘊含反貪污、反浪費、反壟斷之「三位一體之

清廉思想」(Trintegrity)為始；其次說明腐敗具有貪污、浪費、

壟斷三大類，如同一條「腐敗三頭犬」（Corruperus），會危害

社會分配正義並嚴重斲傷政府公信力，乃是分配不正義之元

兇。並舉實際數據證明現今國內外貧富差距持續惡化，英文

俗語「獅子的份額」(Lion's share)或已不足以形容巨富之財富，

如改以「恐龍的份額」(Dinosaur’s share)比擬，庶幾近焉；而

許多窮困家庭如今生活相當艱辛，故如失去分配正義而致貧

富不均惡化，則追求經濟發展對其意義何在!?且從「我國傳

統儒家與道家政治思想」、「憲法保障與人權思潮」、「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或「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等四方

面探究，可謂民之所欲實即分配正義以安居樂業耳。本文除

認為改善「分配正義，廉政有責」外，並藉聖經中窮寡婦奉

獻的「兩個小錢」( Two Mites)的故事，引申「Two Mites Are 

Might Too.」(兩個小錢，力量不小)的信念，說明面對社會問

題，公私部門各領域的各種貢獻，不論多寡都有很高的意義、

價值和重要性，並期盼各領域都可以思考，該如何從自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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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領域做出不同的貢獻來改善臺灣社會分配正義的相關問

題。最後說明「廉」字本即具有「涵養正直德性(即『正德』、

『反貪污』)、儉約並珍惜萬物以發揮效益(即『利用』、『反浪

費』)，不貪取過度不合理利益以利益眾生(即『厚生』、『反壟

斷』)」三重涵義，故在全球面臨自然及社會環境之永續治理

課題挑戰的時刻，寓含「利用厚生」與「仁民愛物」的清廉

思想，乃是致力追求世間清平的的社會福音；而對於分配正

義(反壟斷)此一理念的宣揚與推動，也將是廉政工作今後需

要開始加緊努力的嶄新大藍海。 

    本文完成後除奉首長批示於 4 月 7 日局務會議擇要重點

宣導主管周知外，並首次透過本局「我愛陳香菊」臉書開始

向社會大眾宣導分配正義理念。數日內即獲近 140 名網友按

讚，並分享或留言給予正面回應。有民眾留言稱「看到『廉

政』這個公務體系多年來推行的運動，有了新的論述，並不

是僅僅消極的『不貪污』而已，而是看見社會貧富不均下，

公務人員更應有主動的作為，在制訂政策的時候，應當考慮

到『分配正義』，所謂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而『重視分

配正義的政策，正是廉政的核心價值』，……。」，積極肯定

本府所領航倡導之新廉政觀。 

三、 與國際透明組織成員合作，廉政部門首次辦理以分配正義為

主題之廉政課程: 

    有別於以往一般對於廉政意涵僅限於反貪污與反浪費，

本局 111 年 5 月 11 日辦理清廉思想課程，特邀請前台灣透明

組織協會副執行長、現為國際透明組織會籍審查委員、國立

臺灣藝術大學副教授葛傳宇博士擔任講座以「新北 SDGs:貧

富不均與分配正義」為題，進行專題課程；將現今國內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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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面臨之經濟發展貧富不均與分配正義課題，透過廉政治

理的視角，來加以探討、解讀，使廉政領域範疇與為民興利

除弊工作間之鏈結更加深廣，同時拓展機關同仁的新視野。 

    由於侯市長上任後一直秉持新「三民主義」便民、利民、

愛民之精神，推動諸多重大建設，透過行動治理，積極翻轉

新北，欲使新北未來能成為北臺灣發展的重心，故本局特辦

理前揭清廉思想課程，讓吾人在追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有

關「永續城鄉」理念的同時，也致力於「減少不平等」此一

與廉政概念密切攸關之目標，以深耕新北廉能公義城市治理，

增進施政品質，贏得民眾信賴。 

    相關活動並經「今周刊」等數家媒體報導，並特別指出

主辦機關抱持「Leave No One Behind(不遺留一人)的分配正

義社會，也將是清廉、和諧、幸福的社會」之信念，辦理此

一講習活動。      

    本局為擴大新聞揭露效果，本局政風室更撰寫英文新聞

稿，刊登於本府「市政新聞」及本局「即時新聞」。另本府今

(111)年新版之「New Taipei SDGs」中英文網站亦將之收錄為

亮點案例展現予國際社群，突顯本府促進社會公平與經濟正

義之廉政相關工作對於實現 SDGs 及安居樂業施政目標之重

要作用。 

四、 辦理「三一廉政在五股夏綠地 SDGs 藝術競賽」擴大行銷市

政建設與分配正義廉政新觀念: 

   正如前述本府團隊在侯市長領導下，費時兩年餘整頓五股

垃圾山將之成功翻轉為陽光夏綠地，此一重大施政具體實踐

相關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亦同時體現追求社會公平與經濟

正義之廉政目標。為彰顯本府(局)追求 SDGs 中「永續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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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減少不平等」等有關城市治理與廉政建設的理念，弘揚

蘊含「正德、利用、厚生」此一傳統積極精神之清廉思想，

並提倡文化藝術與創作風氣，及追求實現安居樂業的願景，

本局辦理「三一廉政在五股夏綠地(Trintegrity Shining Wugu 

Charlotte)SDGs 藝術競賽」活動，邀請關心城鄉永續發展、廉

能公義治理及愛好藝術文化的臺灣民眾與在臺外國人士，踴

躍參加提供優質及創意作品。 

本局主辦單位政風室秉持「分配正義，廉政有責」之信

念，期待首先藉由匯入廉政部門的力量，逐漸喚醒大眾重視

分配正義的社會課題與時代挑戰，以追求實現 Leave No One 

Behind （不遺留一人）的清廉、和諧、幸福社會；而為強化

此一廉政活動宣傳，除發布新聞稿，以及行文通知並獲許多

機關、學校、團體於其網站宣導訊息外，主辦單位另積極運

用當前網路社群媒體渠道強化訊息傳遞，包括 LINE 社群、

本局「我愛陳香菊」臉書、「iloventur」IG 等，另本府 Twitter

亦刊登訊息，凡此均有助擴大行銷市政建設及宣揚廉政新觀

念。 

五、 向全國新進廉政人員分享分配正義廉政新觀念: 

經由本府政風處的安排，111 年 7 月 11 日下午至法務部

廉政署，透過視訊方式向受訓中的廉政人員訓練班第 48 期

之 44 名全國新進廉政人員，以「鏈結 SDGs:分配正義與清廉

思想」為題，進行分享。內容先以當前吾人已來到民主政治、

自由經濟、開放社會的重要關口加以說明為何要推動將分配

正義導入清廉思想，並逐一介紹本局政風室這一年來所推動

鏈結 SDGs 之新廉政宣導的重要具體作為，最末闡述蘊涵「正

德、利用、厚生」之清廉思想，是未來社會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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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與大學社團合作推廣理念: 

    透過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園社團「國際紅豆社」

(International Red Bean Club，IRBC)之接洽，該社團決定就今

(111)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在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小所辦理之

「閱讀與品格教育營」課程內涵，首次嘗試融入分配正義相關

議題，以簡單易懂之教學內容，讓偏鄉小朋友也開始學習關

心分配正義此一攸關社會上每個人實際生活的重要課題。本

局政風室主任並榮獲邀請前往參與營隊活動，將本府廉政機

構所領頭宣揚「分配正義，清廉社會」理念之觸角，向社會

上更多方面延伸。 

七、 首長發表《新北市城鄉發展規劃新思維》一文提及「3D 廉政」: 

    應土地改革紀念館之邀請，本局黃國峰局長以「新北市

城鄉發展規劃新思維」為題撰文投稿，並發表於該館 2022 年

6 月 15 日出刊之第 5 期電子報。文中首長論述本局相關施政

時，亦不忘提及施政作為符合「Decency(誠信正直 )、

Development(卓越發展)、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義)」之

「3D 廉政」新理念。 

八、 持續耕耘宣揚分配正義理念之本局官網廉政園地: 

    110 年 12 月起，本局政風室於本局官網廉政園地中除新

增「透明晶質獎特優機關」專區外，另開闢「新北 3D 廉政」

專區，置放相關文章、文件及會議記錄、媒體報導等，並陸

續充實專區內容，使本局廉政單位在推動分配正義理念宣導

時，有一較為完整之資訊傳播平台。 

九、 首次嘗試辦理「行動宣導」: 

    藉由 111 年 5 月 17 日會同本局相關單位辦理「土城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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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社會住宅」工程驗收之機會，以簡報方式向包括本局相關

科室、本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負責監造及專案管理之亞

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王正源建築師事務所，以及統包

商建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出席驗收之約三十餘名人員，宣

講結合分配正義之廉政新理念。 

參、經過一年，來到「廉路歷程」的新里程碑 

    經過一年的努力，由本府所率先倡議將分配正義導入廉政思維

之理念推動工作，在今(111)年 7 月取得一個具體的進展指標。 

    刊行已歷一甲子歷史的法務部官方重要刊物「法務通訊」於 7

月 1 日出刊之第 3113 期內容，刊出本局今(111)年 5 月 11 日由廉政

部門首次辦理以「分配正義」為主題之清廉思想課程，特別將本局

原投稿之標題「新北城鄉局『分配正義與 SDGs』清廉思想課程」，

修正為文字更加精鍊而意義更為深刻之歷史性標題:「分配正義入

廉政，安居樂業續發展」一語。法務部刊物所下新標題除充分突顯

並肯認此項「從新北出發」的「新廉政」工作之核心精神與實際做

法外，更重要的是也同時期許、激勵更多志同道合、有德有識之廉

政人員，為了改善分配正義課題以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一起結隊向

前行! 

肆、未來努力方向 

    為持續推動「分配正義、清廉社會」之理念，未來努力方向將

分為內外兩個方面: 

一、 對內:「深耕新北，開枝散葉」部分: 

此部分可以「新北市」(New Taipei City)之英文縮寫 NTPC 此

4 個英文字母為代表，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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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NARRATION(精進論述): 

未來將持續尋求提升文字論述之質與量，深耕與永續發展目

標中有關「分配正義、反壟斷、減少不平等」之鏈結論述，

厚實新廉政理念之根基。 

(二) TEAM(結隊前行): 

自 110 年 10 月 14 日召開本府第 9 次廉政會報決議由本府城

鄉局率先嘗試推動此一廉政宣導新工作以來，相關工作基本

上均由本局政風室負責推動。為提升相關工作推動時之資源

及人力條件，未來將尋求本府其他政風夥伴之加入以及本府

政風處之更多支持與投入。 

(三) PUBLICATION(付梓成冊): 

就不同程度與類型之閱聽對象，分別妥為編輯並製作與分配

正義相關知識之宣導材料，或在政風處未來印製出版之廉政

刊物中，積極規劃固定納入分配正義相關議題之內容。 

(四) CONNECTION(聯結同道): 

反腐敗的廉政工作有賴公私部門跨域合作，故未來將陸續尋

求志同道合之廉政部門以外的機構團體的助力，匯聚正向力

量，一起為喚起更多社會大眾重視改善分配正義的課題而努

力! 

二、 對外:「廉能新北，接軌國際」部分: 

    「廉政」是國際文明社會的共同語言，也是城市治理核

心工作之一環，因此廉政外交可以成為新北市廉政工作努力

邁進的地方，同時也是新北市城市外交可以拓展的領域。 

    開放政府夥伴聯盟（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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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P），於 2011 年經由美國主導，與巴西、英國、墨西哥、

南非、菲律賓、挪威、印尼、美國，八國政府共同組成 OGP，

簽署《開放政府宣言》，將此概念向全球推廣。OGP 倡議的

核心價值為透明（transparency）、參與（participation）、課責

（accountability）及涵容（inclusion），強調政府與公民社會間

的合作共創。 

    雖然此一正式國際組織如欲以國家地位申請加入，須以

聯合國會員國身分為要件，然而各國城市仍得以地方政府之

地位而申請加入 OGP Local (開放政府「地方」夥伴聯盟)，經

查今(2022)年 5 月 17 日又有 30 個全球各地城市加入，目前

OGP Local 累計已達 106 個成員，然而目前我國尚未有地方

政府參與其中。 

    為持續構築新北廉能透明的治理文化，並拓展新北城市

外交新舞台，以及增進國際城市間相互學習交流具體廉能施

政經驗，新北市未來可以研究嘗試加入該組織。藉由參與該

組織，促進公民參與，增進公私協力，健全問責制度，強化

公義能量，將臺灣反腐敗的推動工作再次提升至另一個高度。 

伍、結語 

    我們所身處的時代現今已面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發展

路途上的重要關口，各國多面臨艱鉅的挑戰，並顯現出政府的治理

普遍遭遇民眾信任的危機。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Y. 

Fukuyama)教授嘗言:「經濟與分配是問題的核心」4。去(110)年 8 月

23 日侯市長友宜出席透明晶質獎實地訪評會議致詞時，也多次強

調重視公平正義及發展之衡平性5，相信亦是看重並期許廉政工作

                                                      
4 吳玉山，〈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內外挑戰〉，刊印於《從歷史的終結到民主的崩壞─法蘭西

斯．福山講座》，長風文教基金會編，聯經出版，2018 年 8 月。46 頁。 
5 新北市政府 110 年 9 月 10 日新北府城政字第 110173864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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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促進社會公平及經濟正義，積極發揮更大的價值。 

    誠如法務部廉政署今(111)年新到任之莊署長榮松所言，現在是

「全面性廉政時代」，「對『廉政』工作範圍之認知」，將關係我們對

於自身工作角色、目標、成效及價值的看法6。為提升本府廉能公義

城市治理形象，增進民眾對建立公義社會的高度意識，本府自去

(110)年第 9 次廉政會報議決通過「新北 3D 廉政」提案，率先正式

將分配正義導入廉政思惟理念，積極推動迄今已有初步具體耕耘成

果，同時也激勵有心的人未來持續不懈向「分配正義，清廉社會，

安居樂業，永續發展」的理想一步步邁進。 

 

 

 

參、媒體報導 

【台灣新生報】 

2022.08.31 記者周貞伶、王志誠／新北報導 

    新北市政府於日前由新北市長侯友宜主持召開市府第十次廉政會

報，由各局處首長暨外聘委員商討廉能施政方針及議題；本次會議並特

別聽取去(一一 0)年榮獲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特優機關之城鄉

發展局，就新北市率全國之先將「分配正義」導入廉政思維之創新作法

及一年來執行宣導成果，以「新廉政，從新北出發」為題所進行之專題

報告。 

    新北市城鄉局簡報首先強調當前時代來到政治、經濟、社會的歷史

                                                      
6 111 年 6 月 21 日法務部廉政署 1 11 年第 2 次全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高階主管會議會議紀錄

(法務部廉政署 111 年 7 月 11 日廉政字第 11107013130 號書函)。 



24 
 

發展重要關口，國內外多面臨經濟發展貧富不均惡化之現象，除動搖民

眾對政府治理之信任，亦同時對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與生活型態造成莫

大的危機，然歸根結柢，「經濟與分配乃是問題的核心」。 

    為增進公民意識以共謀穩步改善分配正義課題，該局去年即倡導

「廉‧政」內涵除包括固有之反貪污及反浪費外，未來更應對於反壟斷以

追求群體共好、增進社會公平與經濟正義，帶頭發揮宣導及促進之積極

作用，以實踐「廉」所蘊含之「利用厚生、仁民愛物」的精神。 

    與會的

台灣透明組

織協會執行

長、世新大

學吳怡融副

教授特別肯

定專題報告

內容充分反

映時代精神

及展現國際

視野高度，

並對該局這

一年來為宣揚分配正義所付出之心力與行動，包括為深化新廉政理念論

述所創作「迎向分配正義課題，Two Mites Are Might Too」論文、向新進

廉政人員分享新觀念，以及結合臺灣藝術大學「國際紅豆社」在臺東縣

海端鄉錦屏國小的暑期服務營隊來宣揚扎根理念等工作，給予讚許；且

同時對於未來如何向年輕族群擴大傳揚等精進作法，提供寶貴意見。 

    另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毛有增指出，新廉政專題報告所提「如果

失去分配正義，追求發展意義何在」一語，確實是一重要議題；雖然地



25 
 

檢署的業務對此較無太大直接關聯，但就刑事訴訟法中規範緩起訴得命

被告履行一定義務，此部分可與地方政府的社會局合作嘗試提供低收入

戶家庭生活所需物資以減輕其負擔，相信對於促進分配正義並增進民眾

對政府的信任，也將有所助益。 

【新頭殼】 

2022.08.23 新頭殼 newtalk | 王峻昌 新北市報導 

    新

北市政

府於 8

月 23 日

上午由

新北市

長侯友

宜主持

召開市

府第 10

次廉政

會報，

由擔任

委員之各局處首長暨外聘專家學者一同參與商議新北重大廉政建設相

關議題；去(110)年榮獲法務部廉政署頒發「透明晶質獎」特優機關獎項

之城鄉局今(111)年度並受邀以「新廉政，從新北出發」(The Integrity’s 

Progress Pioneered By NTPC)為題，進行專題報告。 

    廉政會報去年議決通過「新北 3D 廉政」提案，正式將「分配正義」

導入廉政思維理念，首倡廉政除包括反貪污及反浪費外，更應對於反壟

斷以追求共好、增進社會公平與經濟正義，發揮宣導及促進之積極作用，



26 
 

並由城鄉局率先推動宣導工作。 

    城鄉局長黃國峰表示，追

求永續發展及安居樂業，必須

以社會公正和諧為基礎，分配

正義正是與之相關之重要議

題，而分配之多寡在概念上與

「廉」的內涵難以分離。為了喚

醒更多公民關注進而穩步改善

貧富不均的課題，城鄉局一年

來嘗試推動許多工作，也取得

一定具體宣導成果；諸如去年

透明晶質獎頒獎典禮以「從 3D

看廉政」進行得獎簡報強調分

配正義此一廉政新領域、今年

邀請國際透明組織葛傳宇博士

以「新北 SDGs:貧富不均與分配

正義」為題講授之創新廉政課

程、舉辦「三一廉政在五股夏綠

地 SDGs 藝術競賽」活動、政風

室撰寫「迎向分配正義課題，

Two Mites Are Might Too」論文深化理念論述等。另外，政風室也向廉政

人員訓練班第 48 期全國新進廉政人員以「鏈結 SDGs:分配正義與清廉

思想」為題分享廉政新觀念、以及受邀參與以社會關懷服務為宗旨之校

園社團─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國際紅豆社」，在台東縣海端鄉錦屏國小的

營隊活動，讓宣揚「分配正義，清廉社會」理念之觸角，向社會上更多

方面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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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主任聞其聲表示，

廉政工作除一直與時俱進外，

也有賴更多民眾共同關心。對

於改善貧富不均的社會課題，

最重要的是喚醒公民意識，群

策群力，共同面對。任何人真

誠的努力與付出，即便像聖經

中窮寡婦所奉獻的「兩個小

錢」(Two Mites)般看似微小，

但也都具有其獨特意義、價值

與重要性，而是社會所需且不

可 忽 視 的 一 種 正 向 力 量

(M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