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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廉政署宣導資料



別人怎麼做……

影片



2012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公佈，由本會葉一璋執行長（左3）主持，台
灣觀光學院董事長柴松林（右2）、警察大學李宗勳教授（左2）、世新
大學陳俊明教授（右1）共同與談，廉政署副署長楊石金（左1）也列席
共同參與。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TI）於德國柏林時間12

月5日清晨5點，公布以全新方法計算的「CPI-全球清廉印象指數」的各國排
名及得分。

ㄧ、全球貪腐概況分析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自1993年成立以來，致力於全球反貪腐的工作，
其中每年公佈的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至今已逐漸受到各國
的重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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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3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MEASURES THE PERCEIVED 
LEVELS OF PUBLIC SECTOR CORRUPTION IN 177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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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連結TI影片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5from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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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S • 21 FEBRUARY 2018

https://www.transparency.org/news/feature/corruption_perceptions_index_2017

2017年的指數，新西蘭和丹麥分列最高，分別為89和88。敘利亞，南蘇丹和索馬里分列最低，分別
為14,12和9。表現最好的地區是西歐，平均分為66分。表現最差的地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平
均分數為32分），東歐和中亞地區（平均分數為34分）。

2017年，從指數中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
國家得分低於50分，平均分數為43分。
顯示，大多數國家在打擊貪腐方面的進展
甚微或沒有進展。

https://www.transparency.org/search?topic=14


值得關注的是……

對新聞和非政府組織（NGO）保護最少的國家往往也是貪腐最多
的國家。資料顯示，每周至少有一名記者在一個高度腐敗的國
家遇害；而在過去六年遇難的所有記者中，超過9人在指數45分
以下的國家遇害…

•
•

•REGIONAL ANALYSIS

連結TI影片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7 _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mp4


執政腐敗已經太久了，統治精英很少數，
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窮之中…

Angola
2017年的貪腐印象指數是19分
在排名的180個國家中是167名…



2012年

2017年

2018……2020……2030……2050……2100…

2017

Rank
Country

2017 

Score

2016 

Score

2015 

Score

2014 

Score

2013 

Score

2012 

Score
Region

29名 Taiwan 63分 61分 62分 61分 61分 61分
Asia 
Pacific

排名較低的國家受到不
可信賴和運作不良的公
共機構影響，如警察和
司法機構的困擾。人們
經常面臨賄賂和勒索的
情況；企業和政客之間
的勾結。

排名較高的國家往往擁有
更高程度的新聞自由，獲
得關於公共揭露的資訊，
加強公職人員的誠信標準
和獨立的司法系統；但是
排名較高的國家不能免於
閉門交易、利益衝突、非
法金融和違法補助政策。

連結TI影片



台灣歷年清廉印象指數CPI趨勢



二、公務倫理核心價值與行為概念



廉正

忠誠 專業

效能 關懷
word(2)

核心價值

考試院98年11月3日頒布5項文官核心價值



公務倫理核心價值對應倫理行為概念圖像

廉正

廉潔自持不受賄

秉持公義不徇私

保守機密重隱私

保持品格重形象

忠誠

忠於憲法及法律

忠於國家及全民

誠信誠實重榮譽

專業

專業敬業講效能

依法行政通情理

各盡本分重倫理

效能

公務資源善運用

協調溝通重合作

關懷

全民福祉擺第一

體察民意重民生

便民服務態度佳



「倫理學」為哲學相當重要的一個分支，也稱

為道德哲學或道德學，其西方歷史十分悠久，

其源頭可以在最古老的史詩與神話中。

考究其焦點乃在處理有關道德及其相關問題與

適當行為判斷之思考準則是對人類道德生活進

行系統思考和研究的學科。它試圖從理論層面

建構一種指導行為的法則體系，即「我們應該

怎樣處理此類處境」，「我們為什麼/依據什麼

這樣處理」。

何謂「倫理學」(ethics )?



「傳統倫理學」在探討議題上會考慮到人的全
部理想、最高可能達到什麼，能成為什麼樣的人，
還會考慮到有關生命意義與終極關懷等問題，因
此是一種包括了「人生哲學」乃至「宗教學說」
的「廣義的倫理學」。
「現代倫理學」則側重於探討人的行為和行為

準則，因此對於人與社會、與他人之間如何互動
的問題，有著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換言之，是以
探討社會正義和個人義務的「社會倫理學」構成
其探討的主幹部分，因此屬於「狹義的倫理學」。

「倫理學」的區分方式有許多種，如果以時代來做為
區分標準的話，則我們可將之區分為「傳統倫理學」
與「現代倫理學」兩種。



何謂公務倫理（Public Service Ethics） ?

又稱為「行政倫理」、「職場倫理」「公務

道德」、「服務道德」或「服務倫理」。

公務倫理是種政策和手段，透過執行而反應

在價值的選擇及行為的具體標準。換句話說，

公務倫理是指在行政體系中公務員在角色扮

演時應掌握的「分際」，以及應該遵守的行

為規範(邱華君，2007；蔡良文，2007)。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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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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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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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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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次

政治倫理

行政倫理

著重政府內部的領導、決
策及對外溝通

含工作態度、行政處理、
生活態度與人際交往

專業倫理

個人倫理

含法規執行、裁量權使用
與公共利益

重視反省能力及鍛鍊自身
個性及判斷風格

公務倫理的範圍

-摘自蕭武桐老師分類



「積極性」公務倫理

強調公務員應該「為所當為」，公務員

應該有擔當並積極實踐其公共事務行為

「消極性」公務倫理

係責成公務員要依法行政，悉依規範及

施行細則辦事，用以防杜其非法行事；

亦即是一種基於「防弊」的考量。



倫理是一套價值判斷，任何組織均有其(職場)能約
束成員順利遂行其組織目的，並符合社會期許。

 家庭倫理、企業倫理、醫護倫理、教育倫理、公務倫

理……

 重點在觀念: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

條例化就成了員工行為準則(守則)。

 事事只要嚴謹以對，即可免除不必要困擾。

倫理學的研究可被視為價值理論的一分支，但是如若狹義的
理解，價值理論可被視作倫理學一個分支。



別人怎麼做……

公部門……(倫理相關規範)

私部門……(行為倫理準則)

倫理準則案例



三、廉政專業知能回顧

為什麼要訂定「公務員廉政廉理規」？？？
（參考規範第1點）

 世界潮流
 美國1989年的倫理改革法 (1978政府倫理法)、總統命令

(例12674號行政命令 ) 、政府倫理局的行政命令。

 日本1999國家公務員倫理法、國家公務員倫理規程、各省
廳所屬職員職務倫理的訓令、公務員倫理審查會。

 國際透明組織1999年邀集全球11大銀行訂定的反洗錢準則。

 律師、法官、新聞從業人員、國會議員、跨國企業……



美國1989年的「倫理改革法」規定，眾議

院議員、職員不得收受禮物，除非該物的

市場價格低於美金75元。參議院議員及職

員每年收受金額總數不得超出美金100元，

特殊情況也不得超過美金300元。聯邦公

務員只能接受基於私人關係且非用以回報、

影響職務的20元美金以下之禮物。



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法第6條(贈與等

報告)規定，公務員接受事業主的金錢、

物品或其他因職務關係而收受勞務報

酬超過5000日圓，在一定期間必須對

於贈與內容提出報告書。



新加坡公務員「行為與紀律準則」規定，公

務員除了退休外，不能接受部屬所餽贈的任

何禮物。部屬因長官退休而為餽贈、邀宴應

先報告機關常務次長。常務次長如果斟酌：

1.該禮物或娛樂活動給予退休人員不會涉及

太多機關成員；2.禮物不超過新幣一百元

（新台幣兩千元）；3.娛樂活動並不奢華；

4.參加人純屬自願；5.每位成員分攤禮物或

娛樂的金額不超過其月薪的百分之二後，方

得許可之。



本規範共有3大類

 3大類係針對臺灣長期的潛存貪瀆因子

 （參考規範第2點5.6.7款）

1.請託關說：針對「關說文化」見面三分情

2.受贈財物：針對「紅包文化」禮多人不怪

3.飲宴應酬：針對「應酬文化」卻之不恭

注意：公務人員易產生的倫理問題並非僅限於此

三大類，尚包含公務目的之餐敘(第11點)、支領

演講費（第12點）、妥善處理個人財物狀況

（第13點）等。



 院版增列收受私部門勞務報酬上限：

 行政院版公務員出席私部門各項活動出席費及稿費有5000
元及2000元之規定，臺北市政府則無是項規定。

 院版增列避免公務員財務困窘之訓示規定：

 行政院版規定公務員應避免借貸、參與合會及擔任保人，
北市府則無是項規定。

行政院版與北市府版規定之差異



常見未登錄之情形：
未知吃飯也要報備

不知道規定(不知道正常社交禮俗標準為
何？)

怕麻煩、怕政風室

忘記而未第一時間報備

主管未以身作則

貪小便宜的心態



推動上的盲點與瓶頸

部分與民眾接觸頻繁、具行政裁罰或准駁權限之
同仁少見報備登錄案件。

性質相同的機關間登錄案件存在相當差距。

首長機要人員扮演重要角色。

人員素質、單位分散成為推動上的缺口。

結構性障礙。

規範仍有未盡明確、周詳、合理之處。

專業倫理為未來關注重點。



「圖利」要件領與否? 二階段思考

第1階段「身分認定」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為貪污治罪條例的規範對象，

也就是行為人有無具備公務員的身分…

第2階段「圖利要件認定」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具備符合圖利罪的成立要件，

包括「明知故意」、「違背法令」及「獲得好處」等。

第1階段要件 第2階段要件 成立
圖利罪

一般人與公
務員為共犯
也算喔!

四、圖利與便民…分清楚、不要怕!



第2階段「圖利要件認定」
係確認行為人是否具備符合圖利罪的成立要件，

包括「明知故意」、「違背法令」及「獲得好處」等。

1、「明知故意」 圖利罪僅處罰故意犯，無圖利的故意，則
不會成立圖利罪；亦不處罰過失犯。

2、「違背法令」

3、「獲得好處」

違反法令的範圍，包含：法律、法規命令、
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
及其他對不特定多數人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
規定等。公務員違反僅具機關內部效力的行
政規則、契約條款、採購契約要項等或如公
務員服務法，尚難認定有違反法令。

圖利罪為結果犯。「利益」係指一切能夠足使圖利對

象（本人或他人）的財產，增加經濟價值的現實財物及其他一
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均屬之，例如：
免除債務、提供擔保、授予權位、招待宴飲或性招待等，且不
限於提供時，已經確定的利益，其他將來會發生的利益、附條
件的利益等，均屬之。但無論是否為財產上利益，均應以「可
轉換為財產上的利益，並可計算其數額者」為限。



圖利案例教育 摘自法務部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

賈關懷當選鄉長以後，為了實現給鄉民更便利洽公環境的競選政見，
努力爭取到縣政府的補助款，辦理機關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開標當
日，公所建設課課長賈仙跟技士放水弟等人，進行第一階段廠商資格審查
時，發現賺很大公司、兩光公司跟肉腳公司等3家廠商，投標文件有下列
不符合規定，卻仍然審查通過，讓他們可以進行第二階段採購評選委員會
的評選：（一）肉腳公司、兩光公司沒有提出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文
件；（二）賺很大公司沒有提供共同投標協議書。

賈關懷、賈仙跟行政室主任吳優等三人，同時擔任評選委員會的委員，
評選過程也發現下列情形，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應該不能決標給任何一
家廠商，但他們還是讓賺很大公司得標承攬：（一）賺很大公司、兩光公
司跟肉腳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建議書內容，幾乎完全相同，而且每家廠商所
填寫的地址與電話號碼都是相同的，廠商間疑似有互相掩護圍標；（二）
賺很大公司的服務建議書所列單價偏高、施作項目未核實丈量，擺明想要
把公所當作肥羊敲一筆。

(一)採購篇(1) 評選眼不明，圍標分不清



賈關懷、吳優、賈仙與放水弟等人，明知道賺很大公司有不符合投
標資格、投標廠商文件雷同、服務建議書內容不實等情，卻故意讓
賺很大公司得標，並獲得不法利益新臺幣40萬6,670元。最後，4 
位公務員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圖利罪，判
處5 年4 個月至5 年6 個月不等有期徒刑，褫奪公權4年。

圖片來源:摘自法務部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



(一)採購篇(2) 手機洩底價，綁標更不該

小島市的橋樑受水災影響，河道砂石阻塞且河堤護岸受損嚴重，亟需
疏濬，市公所即向河川單位申請自辦疏濬工程，獲得同意後，由財建課承
辦人放水弟負責辦理「上下游河川疏濬工程併辦土石標售案」的設計監造
及工程發包採購案。

歐北座公司對這個案子很有興趣，負責人曾貪心與小島市的市長熟識，
邀請市長、秘書、課長賈仙及承辦人放水弟等人，一起前往曾貪心的住處
聚會。席間，曾貪心要求賈仙及放水弟，在廠商投標資格中，加入「廠商
負責人須有土石採取場技術主管訓練結業證書」的特殊條件，企圖用這樣
的方式，讓歐北座公司比較有優勝的機會得標。後來，因為其他投標廠商
對工程疏濬砂石的數量計算提出異議，採購案流標。

第二次招標程序期間，賈仙負有督導職責，應該避免與廠商有程序外
的不當接觸，卻私下打電話將標案底價洩漏給歐北座公司，讓歐北座公司
順利得標，獲取不法利益新臺幣59 萬5,162 元。



賈仙明知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底價在未決標前，仍應保密，卻
在決標前，故意將機關的工程標案底價，洩漏給歐北座公司。最後，
賈仙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之圖利罪，判處有
期徒刑3 年，褫奪公權3 年。

圖片來源:摘自法務部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Part1



(一)採購篇(3) 利衝未迴避，女兒得好處

大島縣政府積極推廣觀光，縣政府文化局打算將行銷活動，外包給專
業廠商辦理，書記放水弟依法公告勞務採購案，公開徵求廠商投標。怎知，
局長倪大偉心中已有盤算，倪大偉的女兒多金妹，擔任天天劇團團長的職
務，在標案公告前，倪大偉就已把標案設計理念及經費額度等採購資訊，
告訴多金妹，讓多金妹預作準備。

投標前，倪大偉和放水弟邀請多金妹參與籌備協調會，由多金妹報告
活動會場的施作規劃情形，倪大偉更直接於會議中，指定多金妹擔任文化
局的聯絡窗口，儼然此案已全部交由多金妹處理。放水弟並發函借用活動
會場，讓多金妹在採購案開標前，事前進駐會場開始佈置裝潢。

採購評選時，評選委員質疑天天劇團提供企劃書的規劃施工日期，竟
然早於開標時間，放水弟卻表示廠商誤植，並以採購案有急迫需求為由，
要求評選委員先核分通過，再請天天劇團修改進度表，評選委員們被蒙在
鼓裡，讓天天劇團通過評選並得標。後來，天天劇團向文化局請款時，放
水弟明知部分施工費用憑證開立於決標日前，擺明天天劇團在未得標時，
就已先行施作，卻仍核章審查通過，讓天天劇團順利領款。



圖片來源:摘自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官網

倪大偉與放水弟明知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竟
於採購招標公告前，私自故意讓廠商先行施作；採購評選當日，放
水弟掩飾廠商提前進駐施工事實，並護航廠商驗收請領。因此，天
天劇團獲得新臺幣19萬1,000元的不法利益。

最後，倪大偉、放水弟等人，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 
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倪大偉有期徒刑5年2個月，褫奪公權2年；
判處放水弟有期徒刑3年，褫奪公權2年。



四、廉政志工業務概況及分享

廉政志工業務推動依據：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13條：「各締約國…在其能力所

及之範圍內採取適當措施，推動政府部門以外之個人

及團體，如公民團體、非政府組織與社區組織等，積

極參與預防和打擊貪腐」。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105.8.24修正)中，具體策略-

伍、鼓勵社會參與，促進透明與貪腐零容忍的共識。

（一）推動全民教育，提高公眾對貪腐的存在、根源

、嚴重性及其所構成威脅的認識。（二）針對民眾權

益相關事項，採行透明措施，提高審駁過程之透明度

，促進民眾監督之可及性。」
48



廉政志工組隊概況

為激勵民眾投入廉政志願服務工作，發揚公民參與精

神，帶動廉潔風氣，廉政署於100年9月訂定「法務

部廉政署推展廉政志（義）工業務實施計畫」，並會

同各機關政風機構據以推動。

截至106年12月31日止，全國（含各中央部會及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政風機構）共成立廉政志（義）工

隊30隊，參與之志（義）工計1,584人，服務內容以

「廉政行銷宣導」為主軸，協助各機關辦理廉政反貪

活動，深入社區、學校及村里宣導廉政理念，此外，

並協助瞭解政府施政是否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成為推

動廉政工作之有效助力，積極發揮反貪腐之最大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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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明檢視

廉政志工專案服務項目

1.廉政宣導(例如故事志工、社會參與活
動協助、刊物官網製作管理等)

50

2.全民督工

廉政志工專案服務內容

4.廉政平臺

5.政風問卷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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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志工專案服務內容分享

透過廉政志工推動廉政行銷，協助辦理
各項廉政反貪活動，進而喚起民眾對廉
政議題之重視，塑造「貪污零容忍」的
社會。

此外，更召募對學童品德教育，有服務
熱忱及興趣之廉政故事志工，希望透過
廉政志工以講故事方式，深入校園對國
小四年級（含）以下學生及幼稚園學童
廉政宣導，以落實推動校園誠信，深化
學子品格教育。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於大稻埕碼頭廣場、圓山花
博公園及信義公民會館等3處，成立「志工驛站
」，作為廉政志工常態性宣導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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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志工驛站」
專案宣導

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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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政風處結合機關大型宣導活動時機
，運用廉政志工表演廉政話劇，強化民眾反貪
意識，行銷政府廉潔作為。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話劇演出宣導廉政宣導

廉政相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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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廉政志工規劃、設計歡樂廉廉暑期人文夏
令營課程及活動，並運用39位志工擔任夏令營
幹部，透過夏令營寓教於樂的方式，融入倡廉
反貪理念，讓學生學習廉潔守法精神。

基隆市政府政風處-105年歡樂廉
廉暑期人文夏令營

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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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政風處運用廉政故事志工辦理廉政
故事宣講，宣導對象為學齡前及一到四年級學
童，並委託兒童劇團專業講師，編撰廉政故事
，作為故事志工的宣導教材，統計107年1至6
月，計宣講393場次，參與學生共計9,926人次
。

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故事志工廉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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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政風處於104年10月間運用廉政故
事志工至屏東縣偏鄉及原住民鄉國小辦理校園
巡迴廉政宣導12場次，以說故事及話劇演出方
式與學童互動，引領學童體認廉潔誠信的重要
，參與學生共計4,650餘人。

屏東縣政府政風處-104年廉政故
事志工校園宣導

廉政宣導

廉政故事話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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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志工計38人，以北部地區大專院校在學學
生為主。

結合廉政志工編制該署政風刊物電子報，提升
同仁廉潔意識及法治觀念。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刊物製作廉政宣導



廉政志工於發現工程品質不良、安全措施不
足、環境衛生不佳、工程進度緩慢等情形，
皆可向各運用單位通報，由各政風機構通知
該工程主管機關列管改善，協助政府部門及
早發現工程缺失，並從中瞭解有無偷工減料
、浪費公帑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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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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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廉政志工力量，巡查臺北市申請挖掘之道
路工程，例如：是否設置施工告示牌、張貼挖
掘許可證、施工地點、時間與範圍是否與許可
證相符、開挖深度、回填原料是否符合規定等
，藉以判斷是否有擅挖或超挖情事並結合相關
通報、查證機制，追蹤改善情形。

臺北市政府政風處
-道路申請挖掘督工

全民督工

工程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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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瞭解桃園市道路施工情形，強化施工履約管
理及確保保固期內施工品質，桃園市政府政風
處藉由廉政志工道路巡查，針對具有立即危險
性之道路坑洞、下陷、掏空、人手孔不整為重
點，以即時改善路況，維護用路安全。

桃園市政府政風處-路平專案全民督工

有立即危險性的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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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0月28日至12月26日間，結合所屬39位
廉政志(義)工辦理加水站巡查作業，檢視雲林縣
轄加水站是否依規定張貼核准證書、水源供應許
可證、加水站衛生管理人員證明文件及現場環境
環境衛生等。

雲林縣政府政風處
-加水站巡查作業

全民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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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

發掘加水站可疑情事計24件，經移請業管機
關衛生局查證違失案件計19件，其中6件依法
請業者改善，另13件依法辦理裁罰作業，裁
罰金額計新臺幣20萬元。

雲林縣政府政風處
-加水站巡查作業

全民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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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檢視政府機關是否將民眾所關心或
所需求之資訊(如各類申辦案件、捐助、
補助等)對外公布，從公共事務的參與中
，瞭解政府部門的運作，發揮公民外部
監督的力量。

例如：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執行里鄰經費
透明檢視。

透明檢視



64

擇定民眾生活關切議題，結合機關業務
單位，並運用廉政志工協助訪查、蒐集
民情反映。

廉政平臺、政風問卷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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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關懷區政」廉政平臺：針對關懷急難救助

、公有財產管理及調整耕作制度等項目，訪查各區

公所、民眾，蒐集意見及研提策進作為。

103年「噪音污染」廉政平臺：結合環保局及區公

所針對噪音議題進行政風訪查，並提出10項興革建

議。

104年「公園維護」廉政平臺：擇定公園維護項目

，結合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及區公所，向承攬廠商及

使用民眾等進行政風訪查，以節省公帑及改善公共

設施品質。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廉政平臺、政風問卷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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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年12月13日邀集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
「村里廉政平臺」及「廉政志工」召開座談會，由廉政
署署長及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局長共同主持，推
展公民教育，讓公民有管道投入，以民間力量監督工程
施作，並安排參訪庫區建設。

 101年1月16日，廉政署邀請臺南地檢署、經濟部水利
署南區水資源局、四縣市廉政平臺與志工、學者專家、
工程會、審計部等，假臺南市政府召開第一次聯繫會議
，以水利弊案原因分析、如何激發志工熱情、參與志工
心得分享及如何督工等議題提出專題報告並互動交流，
凝聚共識與情感。

廉政平臺、政風問卷訪查 全民顧水
臺灣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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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2月23日，廉政署協請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
局成立「廉政志工」，並舉行授證儀式及實務訓練講
習會，同時舉辦座談會，聽取大埔地區居民之意見，
以促發志工團隊肩負起水庫治理的守門員。

廉政平臺、政風問卷訪查 全民顧水
臺灣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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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8 九縣市志工專業訓練活動(在台中)



如何讓別人看見!!!!!(影片部份）

–高雄市-2016校園誠信教育「送愛到偏鄉」~

自製。

–屏東縣-廉政話劇「籃子裡的秘密」~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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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ac.dbodm.com/cht/index.php?act=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3zBuIzVWg


如何讓別人看見!!!!!(國際篇）

– International Anti-Corruption Video Competition 

Gold Prize 國際廉政短片比賽金獎~香港廉政公署

– Anti-Corruption Video 斯里蘭卡反貪腐影片- 斯里

蘭卡有關當局跟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

六、影音分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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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9W10hXROQ&list=PLR5TBX8Y-wim54DTv111ZfMI12kT5s0ze&index=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q0P0JHiv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9W10hXROQ&list=PLR5TBX8Y-wim54DTv111ZfMI12kT5s0ze&index=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lq0P0JHivw


他山之石
香港ICAC-廉政之友

• http://www.icac.org.hk/tc/monthly_highlight/in
dex_year_2015_month_1.html

• http://www.icac.org.hk/icac/club/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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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影音分享介紹

http://www.icac.org.hk/tc/monthly_highlight/index_year_2015_month_1.html
http://www.icac.org.hk/icac/club/tc/index.html


永續發展 依法治理 生活品質

國家廉政體系(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NIS)

國家廉政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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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際反貪腐的努力與困境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基本認識與體系呈現





V

V

V

V



資料來源:廉政署宣導資料



資料來源:廉政署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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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所屬共12部9會2總處2署6委員會，另於2017年3月16日成立「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立法院；司法院設各級法院、行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考試院所屬共4個機關；監察院設審
計部。本圖僅呈現涉及UNCAC第2、3、4、5章主要法規範內容訂定及實踐之權責業務機關(單位)。

反貪腐體系組織架構圖

本圖摘自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資料發布日期:107/03/30



機關 預防措施 定罪及執法 國際合作、追繳資產

行政院

內政部 政治獻金、遊說、訂定公職人員候選資格及當選標準、
競選經費籌措之透明度

政治獻金、遊說

內政部警政署 UNCAC所定犯罪之調查 國際執法合作

外交部 國際合作及司法互助、引
渡

財政部 政府財政管理

財政部關務署 洗錢防制、資恐防制 國際合作

教育部 社會參與─推動各級學校課程之不容忍貪腐公共教育方
案

法務部 政府資訊公開、加強檢察機關人員廉正並防止出現貪
瀆機會及訂定行為規範、洗錢防制等

UNCAC所定犯罪及相關刑事責任之立法政策、
法人責任、證人保護等

國際合作及司法互助、引
渡、跨國移交受刑人、
追繳資產等

各檢察機關 進行UNCAC所定犯罪之偵查及起訴、海外行賄
防制

追繳資產

法務部廉政署 指揮督導政風機構，規劃並辦理預防性反貪腐政策及
措施、公職人員行為守則、政府透明度、防止
涉及公、私部門之貪腐、社會參與等

貪瀆或相關犯罪之調查及處理、海外行賄防制、
證人及檢舉人保護、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國際合作及司法互助、追
繳資產

法務部調查局 防止涉及公、私部門之貪腐、洗錢防制、資恐防制 貪瀆防制及賄選查察、海外行賄防制、重大經
濟犯罪防制、企業肅貪、洗錢防制、資恐
防制

國際合作及司法互助、追
繳資產

法務部矯正署 UNCAC所定犯罪之假釋

經濟部 防止涉及私部門之貪腐

國家發展委員會 政府風險管理、政府資料開放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跨境執法合作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防止涉及私部門(金融機構)之貪腐、洗錢防制、資恐防
制

洗錢防制、資恐防制 國際合作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國際合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政府採購

行政院主計總處 政府財政管理、政府內部控制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公職人員之招募、聘僱、留用、升遷及退休制度

中央銀行 洗錢防制

立法院 議決法律案及預(決)算案

司法院 加強審判機關人員廉正並防止出現貪瀆機會及訂定行
為規範

UNCAC所定犯罪之審判 國際司法互助、追繳資產

考試院

銓敘部 公職人員之招募、聘僱、留用、升遷及退休制度

考選部 公務人員考試

監察院 彈劾、糾舉、糾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政治獻金、遊說

審計部 政府財務審計

反
貪
腐
體
系
分
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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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結論性建議



貪腐現況與案例-私公部門

毒茶再一樁！豆府花城紅茶農藥超標 已使用7個月了

英國藍6茶飲又驗出農藥 全台門市停業



貪腐現況與案例-公部門



2011年爆發新北市營養午餐貪瀆弊案，
經兩年審理，新北市地院下午4點一審宣
判，涉案38名校長（2人已過世）僅4人
無罪，31位被依貪污治罪等條例，判處1

年2月到10年6月徒刑，新北市思賢國小
前校長賴介洪，則因洩漏採購委員名單，
判刑3個月，得易科罰金，全案仍可上訴。

此案被告高達78人，先後傳喚286位證
人，包含頭前國中前校長曾茂山在內的
12位校長均否認犯罪，且沒有繳回犯罪
所得，新北地院以《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
為收受賄賂罪，判處7年4月到10年6月
不等刑期，並褫奪公權；其中曾茂山刑
期最重，收賄170萬，遭判處10年6月有
期徒刑；其餘校長部分坦承收賄，但否
認用於營養午餐採購、部分自首且繳回
犯罪所得，刑期在1年到6年不等。

永和國中校長侯全利(55歲)遭羈押48天 交保2天後猝死





貪腐現況與案例-公部門
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驚爆涉貪遭搜索，捲入
桃園八德合宜住宅標案收賄弊案，葉世文和
得標的遠雄集團負責人趙藤雄被移送台北地
檢署複訊，檢方訊問完趙藤雄，檢方認定他
涉行賄重罪、有勾串之虞，向台北地院對趙
藤雄聲押禁見；葉世文、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教授蔡仁惠及已退休的前遠雄開發部
副總魏春雄也遭聲押禁見。

http://news.ltn.com.tw/photo/focus/paper/469161


前內政部營建署長葉世
文被控於合宜住宅興建
弊案中，收受遠雄企業
團董事長趙藤雄2000萬
元賄款，共犯下3個貪污
罪與1個財產來源不明罪。
高院在3月16日上午就八
德合宜宅部分，改判葉
世文7年6月、褫奪公權5

年，沒收犯罪所得1600

萬；財產來源不明罪部
分則判他3年、褫奪公權
3年，沒收3317萬；至於
新竹眷改案仍維持1審無
罪判決；合計刑期共10

年6月。

趙藤雄於二審全部認罪，包括一審
判決無罪的新竹眷改案，趙藤雄也
承認和葉世文期約行賄，趙藤雄因
而獲酌減改判為2年徒刑，緩刑5年，
應繳交國庫2億元定讞刑。



檢方調查發現，許志堅為了協助業者加速審議，提供
人頭或是親自收受2家業者的賄賂，收受現金615萬元
外，甚至還利用嫁女兒的名義，收受蕭邦、香奈爾名
錶共值37萬4100元和2根5兩重金條價約47萬元。

前新北市副市長許志堅涉入都更弊案

貪腐現況與案例-公部門

2017.03.06依不違背職務收賄罪判許志堅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
另違反商業會計法判刑5月，得易科罰金。

http://news.ltn.com.tw/photo/politics/breakingnews/1426358_2


職場倫理近期案例…



歷史的省思空間
唐太宗曾謂：「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

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一個「感受」

一個「感動」

一份「感覺」

一種「清清白白」的舒服感覺

六、感動與內化-我們可以做甚麼?



歷史小故事

一、視貪官如寇讎的朱元璋

二、著「反貪倡廉」論的茹太素

三、收禮有道的孟子

四、嚴禁私下收、送禮的明成祖

五、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

六、無愧於屋陋的楊震

七、兩袖清風的于謙



歷史小故事

八、清廉的母親－有其母必有其子

九、瓜田李下的由來暨做好「利益迴避」

的幾個史例

十、避免「黑箱」作業的韓愈 (行政透明)

十一、不接受請託關說的沈葆禎

十二、不請託關說、不受餽贈的王旦和公孫儀

十三、一絲不茍的曹彬與竇儀(公器私用假公濟私)



歷史小故事

十四、清官典範－包拯

十五、諫整飭吏治、杜絕紅包的杜弼

十六、司馬光的告客榜示 (交通隊的例子)

十七、擅自變更設計、偷工減料的麻祜

十八、一代官九世牛的李林甫

十九、史上第一貪官－和珅

二十、收取敵人餽賄以致衰亡的季斯和伯嚭



現代版小故事

長江七號迷

母子相依

男童拾金不昧

清潔工拾金不昧
誠實心、快樂心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IService3/newspic.php?pic=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sep/15/images/bigPic/95.jpg


實踐清廉的迷思

肅貪就
能清廉?

清廉是經濟
富裕的阻力?

政策錯誤還
算清廉?

施政效能滿
意等同於政
府清廉?

廉政工作是
政府的事!



反貪腐



貪 腐
「反貪腐知識工具
和資料庫」（Tools 

and Resources for 

Anti-Corruption 

Knowledge, TRACK）







共 勉
每個人都能守法守紀，以
身作則，道德倫理自然實
踐其中！如此才有廉能的
政府與富強的社會!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