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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3



設立專責廉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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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7月20日總統主持設立「廉
政署」記者會

成立廉政署的原因

加大、增強肅貪、防貪的能

量，讓肅貪防貪的工作更能

夠有效的發揮

符合民眾的期待

符合國際潮流，向國際展現

肅貪與防貪的決心
解決貪污的

關鍵-首長
的決心



廉政署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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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的目標

降低犯
罪率

提高定
罪率

保障人
權

100年7月20日總統出席「法務
部廉政署揭牌儀式暨首任署長佈
達典禮」

杜絕公務員貪瀆最有

效的方法-

防貪比肅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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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四大任務



買官賣官案衍生之議題

強化國防部肅貪、防貪的能量，具體

提昇國軍廉能形象

落實馬總統肅貪與防貪決心

103.9.19政風主管研究班13期與廉政班33

期結訓典禮中，馬總統於致詞時強調任內

在國防部成立政風室之事績

本
部
成
立
政
風
室
之

緣
起
及
預
期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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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政風室於102年1月1日編成，
確遵「雙軌併行、複式監督」、
「協調互助、功能整合」原則，與
總督察長室及政治作戰局(保防安
全處)就業務分工達成共識，並於
102年7月29日令頒全軍施行，共同
推動國軍肅貪防弊工作。

國軍政風與督察及保防業務權責劃分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與本部

101.12.30頒布之「國防部處務規程」第14條規定，

執行下列職掌：

一、本部廉政之宣導及社會參與。

二、本部廉政法令、預防措施之擬訂、推動及執行。

三、本部廉政興革建議之擬訂、協調及推動。

四、本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廉政倫

理相關業務。

五、本部有關之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理。

六、對於具有貪瀆風險業務之清查。

七、本部公務機密維護之處理及協調。

八、承部長之命辦理本部所屬機關、部隊貪瀆與不法

事項之預防及處理。

九、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9



國防部政風室編組職掌圖

主任

查處科

承部長之命執
行本部所屬機
關、部隊貪瀆
與不法事項預
防及處理。

預防科

執行廉政宣導、
預防措施、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
貪瀆風險業務清
查等。

綜合科

執行維護業務、
政風人事、採購
監辦及綜合業務
等。

廉評小組
(附加編組)

負責國防廉潔指
數評鑑整備工作
及政風業務聯繫
事宜。

專門委員 簡任編纂



政風業務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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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廉潔評鑑

•參與公民活動

•委託研究計畫

反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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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廉潔評鑑

2013年國際透明組織公布全球「政府國
防廉潔指數評鑑」成績，我國與美國、
英國、韓國、瑞典、挪威、奧地利等6
個先進國家併列B級（貪腐危險指數等
級區分：A最低、B低、C中等、D高、E
很高、F危險），足見國軍近年在肅貪
防弊與貫徹廉能風尚方面，業獲國際社
會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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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公民活動

103年1月20日至27日、8月17日至24日與
台灣透明組織、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韓國
延世大學、日本多摩大學及蒙古大學等學
術機構合作，舉辦「深耕東北角」-「瑞
濱藝術與品格教育營」活動，除獲瑞濱、
保長國小師長及弱勢學童喜愛外，並獲韓
國透明組織與台灣透明組織高度肯定，有
助於提升「2014年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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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研究計畫

國際透明組織於102年公布之「全球政府國防
廉潔指數(GDAI)」，我國與英、美等國同列
「B」級，此成績彰顯本部推動廉政各項業務
的肯定。惟仍有部分評鑑項目結果不盡理想，
如:反貪小組未法制化、欠缺與公民社會溝通、
機密預算、政治影響軍購等。對照前揭評比
結果之弱項部分，本室爰以「我國公民社會
如何參與國防部門反貪腐機制之研究」為題，
透過元智大學研究如何整合公民社會參與反
貪腐機制。

16



•辦理財產申報
•研修廉政法規
•召開廉政會報
•健全採購秩序
•推動廉潔教育
•提升廉政專業

防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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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財產申報

因應組織變革，於102年修頒「國軍人員財
產申報作業實施規定」，明確規範部本部及
各軍受理申報單位，由本室負責全軍相關財
產申報統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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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廉政法規

因應行政院修頒「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及組織變革，於103年1月16日修頒「國防部
廉政工作會報設置要點」。

103年3月21日修頒「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
等相關法規，俾符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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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於103年3月底修頒後，受理件數有明顯
下降，詳見下表：

月份 3 4 5 6 7

登錄件數 1233 258 141 571 147



召開廉政會報

(一)依據「國防部廉政工作會報設置要點」規定，
自103年起每2個月召開會報乙次，精準評估
機關廉政風險，提升本部廉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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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3年6月11日，於本部第40次廉政工作會報，
邀請國際透明組織馬克派蒙博士（ Dr.
Mark Pyman）及大衛霍克先生（Mr. David
A. Hook）蒞會實施「建構廉潔風氣，降低
國防貪腐風險」專題演講，有助於展現國
軍擴大公民社會參與國防事務，提供與會
各級長官瞭解全球廉潔透明趨勢，作為推
動國軍廉政工作決策參考。



健全採購秩序

自102年5月1日起接辦國防採購室採購監
辦業務，經由書面審查及實地監辦，檢視
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規，提出法規面與執
行面之興革建議，另透過本部採購案件會
同監辦之檢核工具，機先發現採購作業異
常或違失態樣，運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稽核平臺，就本部採購案進行異常篩選
及稽核，發揮預警功能，健全採購秩序效
益。

* 102-103年稽核及監辦採購所見違失態樣彙整表
21

102-103年採購錯誤態樣彙整表(健全採購秩序).docx


推動廉潔教育

103年6月12日，邀請國際透明組織學者馬
克派蒙博士(Dr. Mark Pyman)及大衛霍克
先生(Mr. David A. Hook)赴國防大學戰
爭學院，針對受訓學官計160人實施廉潔
教育專題演講與分組討論活動，藉由國外
學者深入淺出的介紹全球打擊貪腐的理念
與策略，有助於建立國軍中堅幹部廉潔的
共識與作為，為未來國軍各級單位推動廉
政工作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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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廉政專業

為呼應國際透明組織學者專家建議「將反貪
腐訓練整合納入各級幹部相關專業訓練學程
並擴及至基層單位訓練課目之重要性」，於
103年8月18日邀請法務部廉政署署長賴哲雄
先生赴國防大學，針對戰爭學院學官及本室
人員計176人，實施「當前廉政政策說明」專
題演講，期勉與會學官於未來發揮上行下效、
風行草偃之綜效，共同型塑國軍廉潔形象與
維護廉能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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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價值:

廉潔自持、公正無私、依法行政
立法精神:

引導公務員執行職務過程，服膺本規範核心價值，
達提升政府清廉形象之目的

保護同仁幫助同仁說不 以獲得人民信賴與尊重
建構優質公務服務環境 建立行政團隊效能品牌

國軍人員其他公務倫理法例:

公務員服務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政府採購法(採購人員倫理準則)、公務人員任用法

國軍廉政重要命令、軍人讀訓 …

恪遵倫理規範

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



一、國軍人員： 係指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構)、部隊、學校之政務人員、現役
軍官、士官、士兵、文(教)職人員、學生及聘雇人員(含編制內、編制外之
聘雇人員)。

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國軍人員之服務
機關或其所屬機關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業務往來—如憲兵與警察機關、軍備局與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地政機關、
眷服單位與眷舍住戶。

指揮監督—如上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長官與部屬

費用補（獎）助—如機場與周邊噪音補助之居民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如機關正在辦理
工程、勞務或財物採購招標作業，某廠商擬參與投標、已參與投標或已得
標均屬之。

3.其他因國防部及所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遭受有利或不利
之影響--如受理業者或民眾之申請案、執行(代為執行)檢查、驗收業務之
對象等。

相關名詞定義§2



 

 贈(受) 

 財物 

§2、4 

5、6 

與其職務有利

害關係者餽贈

財物 

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

係者所為之餽贈     

§5-Ⅰ- 

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

財物 § 6 

原則 

不得贈與或要

求、期約、收

受 

 § 4 

例外 

係偶發

而無影

響特定

權利義

務之虞

時得受

贈之 

 § 4 但

書 

應予拒絕或取據退還，並簽報其主官及知會政風(監察)機構  

§5Ⅰ前 

無法退還時 應於受贈之日起 3 日內，交政風

(監察)機構處理   

  §5Ⅰ後 
 

屬公務禮儀  §4、§2④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4②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 500 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

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 1000 元以下  §4③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伍)休、辭

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

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新臺幣 3000 元，同一年同

一來源不超過 10000 元；超額退還） §4④、§2③ 

市價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

準（新臺幣 3000 元） 

無須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單

位  

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新臺幣 3000 元） 

3 日內簽報其主官並知會政風

(監察)單位適當處理§5② 

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者  §6 

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前款之人者  §6② 

贈、受財物(利益)事件處理

程序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
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
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     

（獎）助等關係。 
(二)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

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三) 其他因國軍人員服務機關或

其所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
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
之影響。§ 2② 

 

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所為 不受限制 

非親屬或經常

交往朋友所為 



 

 

 

 

 

 

 

 

 

 

  

飲宴應酬 

§2、7、9、 

10 

國軍人員對

於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

者之飲宴應

酬 

受邀參加之飲宴應酬，與職

務無利害關係 

         § 7 

公務員於視察、調查、 

督導、出差或參加會議

等活動    §9 

  原則 

§7Ⅰ 

  例外 

§ 7 但書 

不得參加 

飲宴應酬事件處理程序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7 

應先簽報主官核准並知會

政風(監察)單位後始得參

加 §10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活

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7 

屬長官對屬員之獎

勵、慰勞者 §7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

遷、就職、陞遷異動、退

休、辭職、離職等所舉辦

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

交禮俗標準 

   §7 

原則 

例外 

原則 

例外 

得參加 ，但宜注意場合及對象 

 

與身分、職務顯不相宜，仍應避免 

        §7Ⅱ 

不得接受相關機關飲宴或其他應酬活動 

                  § 9 

僅得接受茶點及執行公務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交通   

                   §9 

可以參加 

無須簽報

及知會 

不當場所

與程序外

接觸 §8 

國軍人員除因公務需要報請主官同意或有其

他正當理由者外，不得涉足不妥當場所並不

得與其有職務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

觸。 



 

請託關說、利益衝突事件處理程序 

  請託關說 
  利益衝突 

§ 2、11、17 

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
（構）或所屬機關
（構）業務具體事項
之決定、執行或不執
行，且因該事項之決
定、執行或不執行致
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 2⑤ 
指執行職務時，因其
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
間接是本人或關係人
獲取利益§ 2⑥ 

無法判斷 
請政風(監察)
機構之諮詢
專人協助  
§17 

應於 3 日內簽報其
長官並知會政風
(監察)機構 § 11 
如有利益衝突者應
自行迴避 § 3Ⅱ 



肅貪業務

政風室成立之初，國防部與法務部
協調未來政風室與督察室及政治作
戰局之分工原則及共識中，認「軍
事作戰與文職工作性質不同，故具
有作戰演訓任務之軍事機關、部隊，
應由軍事人員執行職務」﹔

29

業務分工原則



依據本部102年7月29日國風綜合字第
1020000248號部令頒「國防部政風室
與總督察長室（軍紀督察處）業務權
責劃分及協助執行事項對照表」，內
述略以：查處作為不以人員別 、階級
(身分)別及單位別區分，有關「貪瀆」
案件查處依線索來源定調主、協辦單
位，並相互支援；「軍風紀」案件查
處由總督察長室(軍紀督察處)負責。



•案例一

31

不法案例分析

(一) 案例事實
某單位上尉因業務性質曾多次受理民人
檢舉案件，惟該員於承辦檢舉案件時疏
未注意，於函發相關單位及陳情人時，
未依相關規定確實保密，致洩漏檢舉人
身分情事。案經檢舉人洽本部反映上情。



(二) 偵辦情形
經本部行政調查屬實，且當事人坦承
不諱後並深表悔意。因其行為已構成
刑法第第132條第2項過失洩漏國防以
外秘密罪，全案經當事人同意後，由
本部派員陪同前往司法單位自首。



(三)案例檢討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
要點第18點規定「人民陳情案件有保密之
必要者，受理機關應予保密」，是以檢舉
人之身分，屬應秘密之範圍，公務員負有
保守該秘密之義務，如因疏失而洩漏檢舉
人身分，恐涉有刑法第132條第2項過失洩
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本案承參疏未注意，於公文流程中未循一
般公務機密文書密件方式辦理，致洩漏檢
舉人身分情事，。



•案例二

(一)案例事實
甲係某單位修護人員，負責單位車輛修護
作業，緣該單位辦理某購案驗收作業，廠
商為遂行其不法，透過該單位退伍人員，
假藉昔日同袍情誼接近甲員等人，再分別
以新臺幣3千元至5萬元不等之賄款，要求
李員私下以單位檢測確認合格之貨品，與
經抽樣之貨品進行替換，使驗收測試符合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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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偵辦情形
甲之行為屬貪污治罪修例第4條第1項第5
款之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已由
管轄地檢署偵結起訴。另其行為由單位
檢討後核予二大過，並列入不適任人員
檢討汰除。
(三) 案例檢討
官士兵退伍後常有赴廠商任職情形。如
其心存不軌，而藉昔日同袍情誼接近，
致當事人心防鬆懈，又因素人員自身法
紀觀念淡薄，未能廉潔自持，心生貪念，
因而肇生案件。



•案例三

(一)案例事實
甲係某單位少校行政官，負責單位人
員值班夜點費申請、結報事宜，緣甲
員於經費申請、結報作業時，心起貪
念將總計新臺幣2萬2,500元之款項據
為己有，並花費殆盡。案經查察，當
事人坦承不諱並自動繳交全數所得，
全案業函送轄管地檢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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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偵辦情形
甲之行為屬貪污治罪修例之公務員侵占
職務上持有之公用財物罪、利用職務上
機會詐取財物罪，全案已由管轄地檢署
偵辦。
(三)案例檢討
單位對於應發放至官兵個人之值班夜點
費用，未能落實考核管制，致使承辦人
員心生僥倖；復因該員法紀觀念淡薄，
未能廉潔自持，心生貪念，因而肇生本
案。



•案例四

(一) 案例事實
甲係某單位上尉採購官，負責單位採
購、驗收事務，緣甲於承辦驗收作業
時，因與廠商長期往來熟稔，多次就
廠商未依契約檢附文件之驗收案，基
於長期情誼及方便廠商，逕允許廠商
事後補正，未依法令判定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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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偵辦情形
案經調查，當事人於調查中坦承有前述
便利廠商情事，惟辯稱並未受廠商招待
饋贈，更未收受不法利益或賄賂。惟其
行為仍係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全案
函送轄管地檢署續行偵辦。
(三)案例檢討
承辦人員因職務關係與廠商長期往來，
致未能恪遵本分並嚴守依法行政之原則，
基於一時便利而不法圖利廠商。



•案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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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事實
甲係某單位中尉採購官，負責單位採購、
驗收事宜。緣吳員於辦理大卡車車輛引擎
採購之驗收作業時，就廠商檢附之進口報
關文件及檢測報告，未發覺廠商所附之進
口報關日期與契約要求不符；另檢測報告
所載之引擎型式與採購之型式不同，廠商
疑以其他報告混充，惟驗收人員因未發覺
而逕予判為合格。致遭外界質疑有驗收不
實、圖利廠商之嫌。



(二)偵辦情形
案經查察，當事人於調查中雖坦承未確實就
相關文件審核，但表示係其一時疏忽，並未
有不法意圖。惟經司法單位瞭解，甲於該廠
商其它案件驗收時，曾接受廠商招待至餐廳
用餐，故全案併案偵辦，以瞭解吳員與廠商
間是否有其它不法。
(三)案例檢討
承辦人員因未能嚴守採購人員倫理分際，於
辦理驗收作業時與廠商赴餐廳用餐。又因一
時懈怠疏忽未確實審核驗收文件，致遭刑事
調查。



•案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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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例事實
甲係某單位中校業務主管，緣甲多次赴外
縣市指揮部開會時乘坐同僚車輛，當晚雖
寄宿親戚家中卻表示住宿單據遺失，於事
後申報不需檢據之鐵路票價及住宿費用全
額，並於事後虛報出差旅費，有關住宿部
分經主計單位審核不符現行規定而不予結
報，惟其他交通費部分卻詐領既遂。



(二)偵辦情形
當事人雖坦承不諱後全數繳回不法所
得，惟原先詐領部分，仍涉有貪瀆罪
嫌；遭剔除部分，業涉偽造文書及貪
瀆未遂。
另該單位主官為避免貪瀆軍紀案件發
生影響考評，疑涉貪污治罪條例第13
條第1項明知屬員貪瀆有據而不為舉
發，由檢察官另案偵辦。



(三) 案例檢討
當事人為貪圖小利，明知搭乘同僚
車輛不得申請相關交通費用，心存
僥倖以為不須檢據之鐵路費用結報
不會遭人查覺；另為補貼其平日之
花費，而偽製電話紀錄辦理出差詐
領費用，相關權責長官如有明知卻
予輕縱，亦涉有包庇貪瀆及行政督
導不周之嫌。



•案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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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事實
某單位誤餐費係以申請人逾19:00離開營
區為申領標準(須檢附電子簽退紀錄)，
該單位某士官長，竟以職務之權勢要求
傳令兵不論渠於何時離開辦公室，均由
傳令兵於19:00後代為電子簽退。後由該
士官長據以詐領誤餐費。



(二)偵辦情形
案經比對該士官長申請誤餐費之電
子簽退紀錄並調閱營門監視器，發
現渠多次於19:00前離開營區，惟簽
退紀錄竟在19:00後，疑有詐領誤餐
費之情，傳令兵亦可能構成前罪之
幫助犯及刑法上偽造文書罪，全案
已移送地檢署偵辦。



(三)案例檢討
由於誤餐費數額不高，常有同仁逕將
誤餐費視為「福利」，未依規定冒領
誤餐費情事時有所聞，惟各項經費之
支用均仍應確實依規定辦理，以免誤
觸法網。另本案有關「代為簽退」涉
及偽造文書乙節，可能礙於同仁情誼
或長官壓力亦非罕見，提醒同仁勿以
事小而輕忽觸法。



•案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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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例事實
甲係某單位士官長，負責單位採購作
業，緣甲員於101年底辦理營舍修繕
工程招標作業時，因不諳建材規範，
遂引用廠商提供之規格標準，導致疑
有不當限制競爭暨圖利廠商之虞，且
在未變更契約程序前，卻逕自更改建
材規範。



(二)偵辦情形
本案受理檢舉時業已施工完成，經初步
查證係同仁便宜行事所致，為避免同仁
因一時疏忽而受刑罰，本室遂電請該單
位暫緩驗收付款，完成適法程序後再辦
理驗收作業。
(三)案例檢討
採購作業涉及專業性，如承辦人員輕忽
往往動輒涉法，對於廠商所提供之規格
標準，更應審慎查證是否有不當限制規
格。合約簽訂後，若有變更規格者，亦
應先依程檢討並完成變更契約程序。



•案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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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案例事實
某單位因違反環保法規，遭地方政府
裁罰後即招商建置A設備以符法規，
後因財管單位認為A設備無法結報，
該單位主管遂於半年後採購與A設備
有關之B設備，將A設備之費用灌入B
設備之報價併同結報。



(二) 偵辦情形
全案雖未有人員將公款納入私囊，惟
作業程序違反規定且有偽造文書等情，
全案經調查屬實，業已移請司法單位
偵辦。
(三)案例檢討
承辦人員往往認為「只要錢沒有進自
己口袋」就不算違法，惟為維護文書
之公信力，刑法定有偽造(公)文書等
規範，承辦人員於辦理文書作業時，
應特別注意，以免觸法。



依據「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檢舉貪瀆案件最高獎金一千萬元

國防部政風室

受理檢舉貪瀆電話

02-23315100

獎勵檢舉貪瀆



公務機密維護

維護業務

依據國防部處務規程第14條第7款規定「政
風室負責本部公務機密維護之處理及協
調」，本項業務職掌，政風室已與政治作
戰局（保防安全處）取得共識，「軍事機
密與國防秘密事項」由政治作戰局（保防
安全處）主政，部本部公務機密維護部分
由政風室負責，洩密案件之查處，則依來
源定調主、協辦單位，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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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54



• 秉持「興利優於防弊、預防重於查處、
服務代替干預」之工作原則及超然獨
立之立場，致力建構國軍廉政制度，
提升國軍廉政風氣。

• 建立正確價值觀及「不願貪、不必貪、
不能貪、不敢貪」的認知，維護廉潔
正義與效能，型塑國軍廉政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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