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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我國開放政府行動方案規劃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08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會 610 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美伶、唐政務委員鳳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顧尚潔  

伍、 主席致詞：（略） 

陸、引言簡報：（略） 

柒、 會議結論： 

一、 我國開放政府行動方案將配合總統任期，4 年 1 期，

明訂未來四年的承諾事項與具體目標，由政府與民間

共同提出。依照目前的時程規劃，預計將於 109 年 1

月份開始擬具國家行動方案草案並與民間團體及相關

機關進行討論，於 4 月陳報行政院核定，5 月開始推

動。 

二、 請各部會在 109 年 1 月 10 日前提出未來 4 年（109 年

5 月至 113 年 5 月）的承諾事項（初步建議項目及格

式詳如附件），涵蓋規劃達成的目標與建議的主、協辦

機關。承諾事項由本會彙整後，俾便召開多元利害關

係人會議共同進行意見交換與討論，據以完成我國開

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初稿。 

三、 本案將建立部會聯絡窗口，初步由今日出席會議同仁

擔任，如有調整請即通知本會知悉。 

捌、與會人員發言紀要（依發言順序）： 

一、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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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列承諾事項初步建議中，將「政治獻金」、「防制洗

錢」及「政府採購」等 3 項歸類為「反貪腐」，似乎

過於狹隘，這 3 項工作的本質應屬於透明與課責，

反貪腐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且並非其主要目的。 

（二）在選擇承諾事項前，應該要先釐清的是我們要選擇的

應該是「已經做得很好的」，還是「準備做、即將做

或還沒做的」。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案列承諾事項初步建議中，在「公共參與」下列有「優

化公民參與機制」及「促進多元性別與族群包容對話

及參與」等兩項，考量公共參與的範圍非常廣大，不

知道為何只鎖定多元性別與族群包容，尤其是多元

性別如身分證是否加入第三種性別選項等相關議題，

目前社會上仍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為避免不必要的

爭議，建議調整為「促進性別平等與族群包容對話及

參與」。 

三、 財政部： 

（一）案列承諾事項初步建議中，將「洗錢防制」的主管機

關列為「法務部、內政部、金管會、財政部」，建議

參採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國家洗錢防制風險評估

報告，現階段執行反貪防貪業務、調查貪腐及洗錢的

主管機關為法務部廉政署，財政部只是配合廉政署

之規範推動相關業務，建議該承諾事項仍建議以法

務部為主辦機關，如有涉及需其他部會配合事項，再

由其他機關配合辦理。 

（二）在「極大化政府資訊公開」及「落實各級政府決策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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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部分，財政部分別在國發會「智慧政府行動方

案」及「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之規劃指導下配合

相關作業；另在「公私協力促進資料開放及透明」部

分，財政部亦是從 107 年起配合辦理總統盃黑客松

競賽，就相關議題提報參賽，上述承諾事項均建議由

主辦機關統籌負責，如涉及其他部會業務部分，再由

其他機關配合辦理。 

（三）承諾事項既然是承諾，其出發點應該民眾期待政府做

什麼，而不是由行政部門單方面討論我們應該給他

們什麼，希望有適當的管道傾聽一些公民團體或一

般民眾的意見，由他們提出期待，政府部門回應承諾。 

四、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案列承諾事項初步建議中，

在「反貪腐」下列有「政府採購」，考量政府採購的主

要目標在效率、功能、品質，公開透明及防弊僅為手

段，爰建議將「政府採購」移列到「公開及透明」的項

下。 

五、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觀察其他國家所提承諾事項中

有關洗錢防制的部分，比較強調實質收益的領域，例

如收益人資訊的揭露、建置共同標準、提升資訊可用

性及註冊資訊的正確性，確保民眾的參與，能夠監控

正確的收益的資訊等。前述部分我國目前在公司法第

22 條之 1已訂有相關的機制，如果從國際接軌、國際

關切的角度來看，洗錢防制部分或許可以考慮將重點

放在實質受益人這個議題。 

六、 內政部：就整體時程部分，內政部將全力配合。 

七、 經濟部：案列承諾事項初步建議中，在公開與透明部

分下有一項是「提升企業資訊的透明度」，考量目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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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有不同類型，建議把所謂企業的定義再做明確的規

範。 

八、 文化部：今年 2 月開始實施財團法人法，無論是公設

財團法人或民間財團法人，都必須朝相關資訊公開揭

示的目標邁進，建議可以將財團法人的資訊公開一併

納入承諾事項的範疇。 

九、 高副主任委員：承諾事項的選擇有一個重要原則，就

是必須是公眾關注的課題，而且對於公共問題的解決

有幫助。例如要求公司揭露薪資水準，除了符合資訊

公開的原則外，同時也將有助解決低薪問題，屬於民

眾關切的議題。 

十、 唐政務委員鳳： 

（一）有關多元性別的爭議，雖然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已

經將促進多元性別納入承諾事項，但畢竟我國國情

有所不同，我國的亮點在於「包容」而非「多元」，

贊成將「促進多元性別與族群包容對話及參與」修正

為「促進性別與族群包容對話及參與」。 

（二）有關承諾事項，各國第一次研提行動方案時，一般會

選擇已經有亮點而且後續發展狀況穩定的，例如寬

頻偏鄉普及率已經到達 98％了，未來 4年要到 99.5

％，一方面可以達到國際宣傳的效果，另一方面未來

的目標也一定可以達成。通常要到了第二或第三期

行動方案，才會逐漸開始提出一些符合國際趨勢，但

現階段還沒有開始做的項目。以上實際狀況跟大家

分享。 

（三）OGP 網站上線後，上面會有「政府聯絡人」跟「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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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的資訊，未來 OGP 相關政策的推動，都會遵循

手冊的精神與程序。OGP 的精神是每一個國家制訂行

動方案時，都要透過一個利害關係人論壇的機制，它

的召集人與副召集人分別來自政府跟民間，委員的

數量也是政府與民間對等，所以我們政府部分做的

只是拼圖的一半，我們接下來依手冊程序執行後續

作業的時候，將會與另一半民間的代表交換意見，彼

此做出調整，所有的承諾事項，都必須是充分討論且

一致同意的結果。 

十一、 陳主任委員美伶： 

（一）在與開放政府相關的民間團體和主要的承諾事項相

關機關進行初步的對談後，本會已經開始著手進行

一些 OGP 文件與手冊的翻譯工作，目前簡要版手冊

的翻譯已經完成。 

（二）有關 OGP 網頁專區的部分，現階段會先在本會網站

上開一個專區，在今天會議討論後，會陸續將 OGP 的

簡介、相關會議紀錄、操作手冊的中文翻譯，以及網

站連結等資訊，公布在網頁上。民間團體的期待是公

開意見參與能夠愈早愈好，也希望網頁能夠具備意

見互動與討論的功能，畢竟公開參與是 OGP 的核心

價值，這也是我們未來努力的目標。 

（三）本會篩選承諾事項初步建議時的考量，主要是希望

各部會每年已經在做的人權公約、反貪腐公約、身障

及性別平等相關報告之外，不要再重複準備，增加額

外的行政負擔，原則上希望同樣的成果能夠放在兩

個地方使用，只要就不足的部分稍做補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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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的行動方案是規劃配合總統的任期，4年 1 期。

承諾事項的議題都很廣泛，例如政治獻金，但在我們

內部討論的時候，主辦機關還是要清楚闡述在未來

四年中，要就這個項目的承諾內容為何，要達成哪些

目標。 

（五）行動方案的承諾事項，是由政府與民間共同提出，向

國際組織提出的承諾。我們與民間團體的溝通討論

會積極持續進行，依照目前的時程規劃，預計將於

109 年 1月份開始擬具國家行動方案草案，屆時與民

間團體及相關機關開會共同就內容進行意見交換並

進行必要的修正，於 4 月呈報行政院核定，5 月開始

推動。 

玖、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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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承諾事項初步建議 

 

．政治獻金（內政部） 

．防制洗錢（法務部、內政部、金管會） 

．實質受益人資訊揭露（經濟部、金管會） 

．政府採購（工程會） 

．極大化政府資訊公開（法務部、國發會、各機關） 

．落實各級政府決策透明度（各機關） 

．公私協力促進資料開放及創新（各機關） 

．提升企業資訊透明度（經濟部、國發會） 

．優化公民參與機制（各機關） 

．促進性別及族群包容性對話及參與（各機關、行政院性平處、

原民會、客委會） 

．其他符合透明、課責及參與的相關施政措施（各機關）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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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開放政府行動方案承諾事項建議表 

承諾事項名稱與編號 

承諾事項的起迄時間：109.5-113.5 

主（協）辦機關 

 

承諾事項之描述 

承諾事項將涉及

哪些公共問題？ 

●描述承諾事項將涉及的社會、經濟、政治及環境相關問題，

盡可能提供確切的背景資料、事實及統計數據以資佐證。 

承諾事項為何？ ●描述承諾事項的內容、可預期的成果以及總目標。 

承諾事項本身對

於解決這些公共

問題有何貢獻與

助益？ 

●描述承諾事項將如何有助於解決問題或改變政府解決問題的

運作方式。 

 

為何此一承諾事

項與OGP的核心價

值（透明、公共參

與、課責）有所相

關？ 

●承諾事項如果有利於揭露更多資訊、提升所揭露資訊之品質、

促使更多社會大眾獲取這些資訊，或是提升了民眾的資訊權，

即是與 OGP 核心價值之透明相關。 

●承諾事項如果創造或促進更多的機會、提升大眾影響決策的

能力，將創造或促進有利於公民社會發展的環境，即是與 OGP

核心價值之公共參與相關。 

●承諾事項如果創造或促進規範、法令與機制的建立，要求政

府官員必須對其決策行動提供更多的公開說明以利民眾瞭解，

即是與 OGP 核心價值之課責相關。 

其他資訊 

可參考下面內容提供更多有用資訊，例如： 

●落實承諾事項之預算 

●與其他政府相關計畫之關連性 

●與國家發展計畫或其他部門或地方性計畫之關連性 

●與其他相關計畫如國家反貪策略的關連性 

●與永續發展目標的關連性 

可量化或驗證之衡量指標 起始日期 結束日期 

   

   

   

   

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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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員  

職稱與部門  

Email 與電話  

其他

參與

人員 

相關政府機
關人員 

 

公民社會團
體、私部門
或工作團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