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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是針對各國建立基本反貪腐法制架構的指導

文件，其序言特別指出各國應「關注貪腐對區域穩定與安全所造成之問

題及所構成之威脅的嚴重性」，並且「貪腐已不再是地方性問題，而是一

種影響所有社會與經濟之跨國現象」。就因為貪腐危害之深，除了事後追

訴懲處，國際上更強調事前預防機制的完整與有效性，透過定期性教育

訓練以維護廉正及提倡反貪腐風氣即是其一。 

國防部體察到這樣一種倡廉反貪的趨勢與必要性，2018 年完成國軍

廉潔教育相關規劃，並自 2019 年起，納為各軍事教育、訓練班隊的常態

性課程。本書作為廉潔課程的教學指引，包括第 1 章「民主社會的軍人

廉潔價值」、第 2 章「全球反貪腐運動」、第 3 章「我國廉政建設與具體

作為」、第 4 章「廉政法規概述」與第 5 章「國防廉政風險評析與控制」。

章節的安排係從體現廉潔價值重要性的論述開始，逐步介紹廉政政策架

構、相關法規及國防風險控管，期望讀者在獲取知識之餘，亦能瞭解該

如何應用於日常職務環境。 

「廉政」尚屬新興學科，為周延課程規劃與教材內容，國防部長嚴

德發先生特委請副部長沈一鳴上將擔任主任委員召開審查委員會，督導

「審定指導組」、「複審組」、「課綱審查組」與「教材編輯組」工作進行。

在此感謝本部政治作戰局、法律事務司、人事次長室、訓練次長室提供

教育政策與執行之建議；國防大學余一鳴教授、謝志淵教官、馬煥棟教

官、王祥昀教官以豐富教學經驗使研討成果貼近實際；法務部廉政署陳

范回組長的積極參與及提供廉政政策上的指導；台灣透明組織李宗勳教



 

 

授、莊文忠教授、陳勁甫教授、陳俊明教授分享最新國際廉能趨勢。尤

其莊文忠教授與陳俊明教授長期關注國防廉政工作推動，自本案規劃時

即給予大力幫助，歷次對談與請益均獲益良多。 

本書自確認章節安排至審查結束僅短短 5 個月餘，感謝各章作者配

合在這段期間內反覆的調修，合力完成國內第一本以「廉政」為主題的

教科用書。另外，也感謝世新大學余致力教授、國防大學余一鳴教授協

助內容審查，以及國防大學師生提供的試閱建議。因為你們的參與，讓

國軍廉潔教育制度化工作在 2018 年邁出重要的一步。 

期望讀者能看到國軍致力廉政的心意與努力，以本書作為推動廉潔

國軍的濫觴，在充分吸收廉潔相關概念與知識之後，由自身廉正意識的

培力做起，逐步推展到組織清廉文化的形成，讓廉潔、透明、參與、問

責等價值能日積月累的落實在國防各項施政，成為國人引以為傲的國防

勁旅。最後，本書編輯雖經一再審校，然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各界

賢達不吝指正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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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主社會的軍人廉潔價值 
陳俊明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了解民主政體下，軍隊與文人政府及公民社會間應有的相互關係。 

 了解公共行政的演進及其與軍事行政間的關聯。 

 從機密安全與透明公開兩個不同的角度，了解國防廉政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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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主的軍文關係 

我們觀察 1974 年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等三個南歐國家所發

生曾經介入政治的軍隊（the military）「退回軍營」（return to the 

barracks）的舉動；以及隨後在 1980 年代出現的拉丁美洲、亞洲、

非洲等地，軍人放棄先前所介入的威權統治；乃至於 1989 年由前

蘇聯揭開序幕，隨即在 1990 年引發的一連串東歐共產國家政體轉

型潮；也就是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所涉及的國家，可以發現，在這些國家從「民主

過渡」（democratic transition）邁向「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過程中，軍隊或武裝部隊（armed forces）與民

選的文人政府之間如何互動、為何如此互動、以及這些互動所帶

來的影響，其實是學者們評估這些國家民主發展的關鍵指標之

一。 

這是因為，原本國家出於對抗外在威脅與內部衝突的需要，

而設法建立軍隊這樣一個國家防衛機構。然而，建立一支強而有

力的軍隊，意味它不僅具有相對有效率的組織，且往往是規模最

大、預算最多的公共機構（public institution），才能達成其守護國

家安全、主權與領土完整的用意；但也可能因為一些政治人物利

用軍隊滿足私慾，或是少數軍人發動軍事政變等因素，出現軍隊

不接受民選的文人政府領導的行為，反而無法實現當初欲藉由設

置軍隊來保護民主制度的初衷。即使經歷了威權政體轉型的國家，

也會因為民主的制度與規範仍然相對脆弱，公民們更欠缺管理及

監督的能力，而難以確保軍隊能夠有效維護民主化帶來的成果。

某些非洲國家及其軍隊間，就出現「國家傾向於依賴軍隊為本身

得以存活的機構，卻在一旦縱放軍隊之後，明顯的無法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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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kham, 1998:3）的情形。 

民主國家要想避免發生這樣的狀況，都會就應該如何管理非

軍職人員（the civilians）與軍隊間的關係，也就是所謂的「軍文

關係」（civil-military relations）加以探討。一般來說，任何一個民

主國家都會在憲法中明文規範軍隊的角色，防止國家中負責國防

任務的軍隊，遭致兩種型態的潛在危險：一是防止那些有軍事野

心的政治人物，一是防止具有政治野心的軍人。這也是為什麼民

主國家無不設法使國家（the state）與軍隊之間、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與軍隊之間，維持一種適當的關係，以便確立軍隊接受

人民與政府的問責（accountability），給提供國防預算來源的全體

納稅義務人一個交代， 並推動國防政策與作為的透明

（transparency），使政府與社會各界也能參與（participation）國

防事務，期望能達到所謂的「民主的軍文關係」（democratic 

civil-military relations）的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 20 世紀的最後十年，前東歐共產國家陸

續出現威權政府垮臺之際，包括歐洲聯盟在內的那些關心政體轉

型之後，軍隊與文人政府間關係（軍文關係）未來發展的各界人

士認為，原本以軍文關係為核心的「國防改革」（defense reform），

應該是範圍更廣，連同情報機構乃至其他治安執法機關在內的「安

全部門改革」（security sector reform, SSR）的一部分。這種從軍

文關係演變到安全部門改革的趨勢，所凸顯的正是問責的重要性。

因為如果忽略軍隊的問責，其實就等同於冒著使具有能力與權力

（empowering）的軍隊，可能會濫用權力而危及國家及其人民的

風險。這個有關要使軍隊問責的議題，在像美國這樣一個有著長

期主張軍隊應該遠離政治，聚焦於本身專業責任（having a military 

that keeps its distance from politics and focuses on its professional 

軍文關係／文武關係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國家的武裝部隊做為

一個機構，與武裝部

隊所源自的社會其他

行者間的互動。 

問責 

（Accountability） 

願意向相關利害關係

人辯護與解釋行動的

正當理由。亦有譯為

課責、當責。 

透明 

（Transparency） 

以一種對民眾、顧客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公

開、可見的方式來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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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Brooks, 2008:228）歷史
1
的國家而言，如果不能

力行遵守，就可能會牴觸了軍隊與民間社會間應該要加以分離的

傳統。 

當然，前述演變顯然與過去一段時間以來，多數國家的軍隊

在既有的任務之外，也得擔負原本比較屬於由警察負責的國內安

全（internal security）任務有關。例如，軍隊被要求對抗來自國內、

外恐怖主義者之類的非國家行動者（non-state actors）等敵對力量

對於國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的威脅，因而引發政府的安全

部門是否侵犯人民在憲法上的自由權利；以及使軍隊成為安全部

門的一環，是否導致原本應該中立不介入政治的軍隊，反倒政治

化（politicizing）的爭議2。 

在這樣的情況下，除了軍隊本身透過教育訓練，致力於確保

本身的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內化（internalize）類似「軍隊

國家化」、「國軍行政中立」的價值觀，在民主政治體系下，大體

而言，還會有幾個監督、問責軍隊的外在行動者（external actors），

共同確保軍隊接受「文人領軍」（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armed forces）。（參見圖 1-1） 

  

                                                      
1 根據 Suzanne C. Nielsen（2008:239）對於 Huntington（1957）有關文人領軍與安全極大

化之間均衡問題的討論，在美國，自由主義者對於軍事功能及軍事體制的看法較有敵意：

這些人甚至主張將軍隊化約至最小可能的程度，或使之蛻變文人化。 

2 此處有關軍隊與社會間的關係（文人領軍），究竟是政治領袖不介入軍隊作戰，軍隊則

透過中立、自主、強化專業，不過問政治的所謂「客觀文人領軍」（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

或承認軍隊無法自絕於社會，占有軍隊高位主要是因為政治上的忠誠而非軍事專業，而

出現所謂的主觀文人領軍（su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可參見陳俊明（2005）、洪陸訓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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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軍隊監督機制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網路相關概念介紹後繪製。 

首先是行政的控制（executive control）：它指的是，透過憲法

明文規定，由通常是三軍統帥的國家元首，以及他或她所任命內

閣中的文人國防部長，與同時具有諮詢與協調性質的國家安全會

議等有指揮權的上級，透過層級節制，對所屬軍隊的行動行使內

部的控制。 

我們對照《國防法》的相關條文，例如：第 7 條「中華民國

之國防體制，其架構如下︰一、總統。二、國家安全會議。三、

行政院。四、國防部。」；第 8 條「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為三

軍統帥，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部長，由部長命

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不難發現，這些條文對於國軍與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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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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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軍統帥及其所屬之間的關係，存在著非常明確的指揮與問責

規範。 

第二個監督、問責軍隊的行動者則是，至少在理論上代表或

反映民眾意見及偏好的國會或立法機關。因為國會擁有就軍隊及

其他國家安全機構所從事的活動為界定架構與規則的立法功能，

又可以經由國會本身的國防、情報等專業化委員會，控制前述規

則如何執行，故而應具備強大而有效率的檢視及監督能力，以便

在國防部等使用人民納稅的政府行政部門，完成施政規劃後，將

擬支出的預算交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代表來決定，這些預算應在用

在何處，以及何時動用。 

中華民國國軍因此依據《國防法》第 31 條的要求，由「國防

部…定期向立法院提出軍事政策、建軍備戰及軍備整備等報告書。」

並且，「為提升國防預算之審查效率，…每年…編撰中共軍力報告

書、中華民國五年兵力整建及施政計畫報告，與總預算書併同送

交立法院。」 

值得注意的是，國會或立法機關是否能有效監督軍隊，近年

來甚至受到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高度重視。作為國際間最主要的反

貪倡廉非政府組織－國際透明組織的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

（Defense &Security Programme, TI-DSP），於 2013 年與 2015 年

先後執行政府國防廉潔指數（Government Defense Anti-Corruption 

Index, GDAI）對於國會的評比項目，在在顯示國會或立法機關在

維繫民主的軍文關係中的重要性。這些指標如下： 

 是否有正式的條款，使立法機關能對國防政策進行有

效而獨立的檢視？ 

 是否具備一個可以辨識，又能有效地行使監督權的國

會國防暨安全委員會？ 



 

 

7 

第一章 民主社會的軍人廉潔價值 

 國防或安全機構是否有對公民社會組織公開的政策或

證據？ 

 國防政策是否有所辯論並可公開取得？ 

 是否有就國防議題進行定期、主動的公開辯論的證據？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政府是否參與辯論？ 

關於這個部分，其實更為關鍵的問題是，任期有限的國會或

立法機關成員本身，是否具備與國防及安全部門匹配的專業知識，

以及能否獲得高度專業幕僚協助的監督能力（ capacity for 

oversight）（Naidoo, n.d.）的問題。以後者而言，我國立法院預算

中心因為掌理中央政府的預、決算及預算相關法案的「研究、分

析、評估及諮詢事項」；因此，會在立法委員質詢前，主動提出類

似「國軍現役人事費，加上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占中央政府總

預算歲出人事費預算總額超過 5 成」的研析報告，並具體建議國

防部：推動募兵制，應妥善規劃財源，以免高額的人事費產生資

源排擠效應（立法院預算中心，2018）。 

值得注意的是，根據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評比結果，我國雖

然獲評為 B 級低度貪腐風險。但是，是項評比也提醒了我們應該

積極改善之處。首先，有鑑於臺灣的人均國防支出在東亞各國名

列前茅，立法機關應該要更堅實地檢視國防預算，使不論是整體

支出或個別預算項目均能有效地運用，才能確保公眾對於國防費

用的支用方式給予最高程度的支持。遺憾的是，立法機關對於國

軍的監督，除了刪減或凍結預算之外，立法院的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對國防預算只有部分的影響力。 

因此，要能更有效地進行監督或問責，還得要有國會所無法

取代的其他控制軍隊與安全部門行動者的存在。這些在國會之外

的行動者，包括司法機關監督國防及安全部門遵從相關的立法，

並在國防及安全部門違反人權，或在與各項根本的憲政原則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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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時，採取行動。相對於立法及行政問責，司法機關無權主動

對軍隊或安全部門直接加以問責。法官唯有在有適當的案子進入

審判階段，才有能力如此；而這個部分通常是由公民社會中的非

政府組織藉由揭露濫權與因為保障人權提出訴訟，才能協助司法

機關維護公共利益及保守法治。 

關於軍隊接受司法機關問責的落實情形，從我國因為軍中出

現「洪仲丘」的管教事件，導致修正《軍事審判法》，改由司法機

關來追訴與審判現役軍人在平時觸犯法律的案件，可見一斑。事

實上，國防部為了使司法機關了解軍事勤務與管理具有不同於其

他公、私部門的特殊性，還主動建立現役軍人涉法案件通報司法

機關的作法。 

而相對於協助立法委員進行「事前監督」（ex-anti oversight）

的立法院預算中心，負責「事後監督」（ex-post oversight）的審計

部門（The Auditor General Office）這樣的獨立機關（independent 

bodies），也必須不僅能夠調查對國防及安全部門濫權的申訴，更

要能對軍隊預算執行的控制與評估，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以我

國監察院審計部的「政府財政問責機制」實際運作方式為例，審

計部根據民意機關授予審計部的查核權力，一方面可以要求國防

部檢送資料，一方面也可以到國防部所屬辦理查核，然後再向民

意機關3提出查核報告。以下分別提供審計部審查國防部所屬機關

所提出的查核結果，以及國防部所屬機關回覆監察院及審計部處

理情形的例子，作為了解審計機關實際問責過程的說明。 

  

                                                      
3 依中華民國《憲法》，監察院原由省市等地方議會選出監察委員，與立法院同為民意機

關，惟自 1992 年起的兩次修憲後，監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並分別由國民大會及立法

院同意後任命。但審計部仍依法將審計結果送交監察院，以供行使職權。 

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不是由政府所成立或

受政府控制的組織，

獨立於政府之外，主

要是從事公益與非營

利性的活動，包括價

值主張、政策倡議、

監督政府及提供服務

等。非政府組織有時

會被視為與非營利組

織是同義詞，近年來

已成為全球社會與國

際政治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或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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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查核發現，陸軍 AH-1W 超級眼鏡蛇攻擊直升機配賦之空用

拖式飛彈，因涉飛安風險已於民國 99(2010)年起停止射擊訓練，惟

仍按該型機之戰備及訓練需求維持後勤整備，徒耗人力、設施及相

關作業成本，顯無實益。經函請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通盤檢討妥處，

提升裝備管理運用作為及使用效益，業已研提具體改進措施，提升

整體地面防衛作戰效能。 

審計部查核發現，海軍司令部及所屬辦理升降船臺性能提升案，建

案文件審查、適用船型規劃、污染場址調查及專案督導作為等未臻

周延，致整體計畫執行嚴重落後，經函請國防部查明妥適處理。案

經審計部追蹤改善結果，國防部業已議處相關人員疏失責任，並就

建案初期可行性評估、營區土地污染場址調查、建案人員實務訓練、

專案督導小組成立等擬具精進作為，以確保計畫、執行階段周延可

行，符合海軍修護任務需求。  

審計部查核發現，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採購靶機系統，規劃、審標、

履約及驗收作業核有違失，致投入近 7 億元採購之靶機系統無法提

供雷達、紅外線導引飛彈追瞄及射訓，經陳報監察院。該院已彈劾

相關失職人員 7 員，並糾正空軍司令部。…  

這些來自審計部的審核報告，近年亦獲得立法院預算中心納

入參考，做為協助該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多數欠缺國防專業助理

的立法委員們，行使問政質詢權、挑戰國防部，甚或刪減、調整

或凍結國防預算，對國軍進行問責的重要依據。也因為審計部定

期公開對於國防部門結算的審計結果，往往成為媒體有關國防新

聞的重要來源之一。 

事實上，由推動公共辯論與安全議題意識的媒體及公民社會

所做的公民控制，更是民主國家軍人與文人政府間關係的根本。 

關於媒體的部分，我們觀察以下一則報紙與網路所刊登，有

關海軍重要武器裝備採購的新聞，即可大致體會媒體所能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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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效果。根據這項報導，在政府「國艦國造」的政策下，潛艦

這項重大的國防採購可能涉及廠商甚或立委等各方利益紛爭，乃

至國軍決策階層意見不合。海軍司令部在新聞刊登當天，即快速

回應並明確的以文字公開聲明：「海軍不參與任何開標與議

價，…負責專案管理與履約督導，…確保此案依法依約執行」，

期使納稅人相信海軍杜絕弊案的決心。 

潛艦國造預算大餅，各方爭搶，從美國大軍火商相爭，鬥到臺北的

立法院，更引起國防部高司與海軍司令部將領的紛爭。這場近年少

見的大亂戰，也造成潛艦國造第一階合約設計今年編列 5 億餘元預

算，遭到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凍結 1 億元，因為有部分立委與國

會助理也要分食這筆龐大的潛艦國造利益。 

…由主合約商台船公司議約、議價，海軍不參與任何開標與議價，

負責專案管理與履約督導，避免有任何不當意圖謀利，確保此案依

法依約執行。 

至於在公民社會的部分，雖然根據國防部 2017 年出版的《四

年期國防總檢討》，民間社會似乎並不重視國防相關議題，「國防

意識趨於淡化」，一如其中的說明（2017: 17）： 

兩岸經濟、社會及文化等交流持續發展，國人對臺海仍處於軍事敵

對狀態及戰爭風險並未消除的認知，漸趨淡化。…降低對國防事務

的支持。 

與此相關的是，因為「受到社會及經濟環境等多重影響，少

子女化問題日益嚴重，使青壯人力總額逐漸減少，對國軍編制充

實與戰力維持造成衝擊」（2017:18），但臺灣的公民社會卻「輕忽

兩岸軍力持續失衡，中共對我威脅日增之事實」（2017:17）。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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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國防部依據《國防法》第 31 條，於每任總統就職後十

個月內，向立法院公開提出《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的作法，就有

助於提升公民對於國防事務的支持，引發公民協助促進民主的軍

文關係之發展。事實上，報告書中有關國防部「參與國際透明組

織『政府國防反貪（廉潔）指數』評鑑，展現國軍廉潔與透明施

政成效，以及增進與外部公民團體對話和合作，協助評估廉政風

險」所展現的用心，也的確獲得從外部監督國軍的國際性公民社

會組織之一的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正面

回應，與國防部建立廉潔夥伴關係，協助國軍贏得民眾信任。 

一個具體的實例是，上述作為公民社會一環的國際透明組織

臺灣分會－台灣透明組織（TI-Taiwan），結合國防部政風室，共

同促使國軍了解，推動反貪倡廉不應淪為僅在爭取國際排名，反

而要能順勢深植諸如透明、問責、參與、法治等各國公部門均試

圖使其人員加以內化的公共服務價值觀，協助重塑軍中文化。 

關於這個部分，台灣透明組織與國防部政風室，透過共同邀

請國際透明組織主席，以及該組織的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前來，

乃至遴聘師資於國防大學指參及戰爭學院開設相關課程、舉辦「廉

潔教育工作坊」等諸多創新作為，意義深長。 

第一，2013 年間，前述專案小組首度受邀來臺，對包括國防

部長、參謀總長在內的近三十位國軍高階將領，就所執行之政府

國防廉潔指數 77 項指標，逐一說明所代表的意涵，使國軍自上至

下，清楚地意識到防治貪腐與公共服務價值間的關係，並因此使

公開討論貪腐問題不再是一個禁忌，反而能因為坦然面對而有效

因應。 

其次，2015 年 5 月，國際透明組織時任主席 Jose Ugaz 覲見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並於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發表專題演講，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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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台灣透明組織與國防大學就廉潔反貪的研究與教學師資，簽

訂《廉潔教育合作協議書》。自茲而後迄今，國防大學的陸、海、

空軍指揮參謀學院及戰爭學院，即在國防部的指導下，定期邀請

台灣透明組織熟悉軍文關係與全球軍隊貪腐風險管理的學者們，

以不同於過往反貪腐教育的講授內容，使國軍中階幹部得以意識

到，貪腐對於國軍在形象、效能以及受到信任的程度等方面，可

能造成的顯著傷害。 

此外，2016 年 3 月間，國防部邀請台灣透明組織常務理事，

在部長主持的國防部廉政工作會報中，就該組織針對千餘位隨機

抽樣中選的國軍將、校、尉級軍官及士官兵，在自主不受干擾的

環境中所表達有關國軍清廉程度的認知與評價，分析整體意見趨

勢，並深入解讀意義所在。隨後，台灣透明組織再與國防部政風

室攜手，於 6 月下旬舉辦全軍共計 114 位將校與軍校文職教師參

與的「廉潔教育工作坊」，並由人事異動後的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

團隊，親身與國軍人員進行第一手的互動。 

  

圖 1-2：國防部邀請

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

時任主任 Katherine 

Dixon、顧問 Steven 

Newman 來訪，並擔

任國軍廉潔教育師資

研習營講座。（軍聞社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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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教育合作協議書 

為拓廣國軍與民間非政府組織在廉潔教育的交流與合作，國

防大學與台灣透明組織於 2015 年 5 月 14 日簽署《廉潔教育合作

協議書》，協議書內容如下： 

國防大學與台灣透明組織協會雙方為增進廉潔學術涵養，協議共

同推動廉政教育相關之各項國內外交流合作計畫。經雙方協調，基於

強化國防廉潔之目的，同意條款如下： 

一、 雙方秉持互惠平等精神進行下列合作事項： 

(一) 共同合作推動廉潔相關教育與知識傳授、宣達等事宜。 

(二) 建立合作關係，加強雙方各項訓練課程合作之資訊交流。 

(三) 雙方得不定期召開會議，深化教育內容。 

(四) 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得受國防大學委託，辦理各種在職進修、短期

訓練、專長訓練、教師研習或學術論壇等訓練課程，其實際內容

以雙方書面同意為憑。 

(五) 國防大學得延聘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學者專家實施相關課程之專

題演講。 

(六) 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將配合參與國防大學不定期舉辦之校內或校

外學術活動，鼓勵學習風潮。 

(七) 其他雙方同意合作之事項。 

二、 雙方應遵守對方之保密規定，相關之權利、義務悉依本協議書辦

理，若有未盡事宜或雙方合作內容細節，則由雙方協議另簽訂備

忘錄，並做為本協議書之附冊。 

三、 本協議書自雙方簽訂日起有效期限 3 年，如因故需終止，需由

一方以書面向另一方提出，於收件日起 30 日起自動終止，若雙

方有意續約，依協議事項另簽訂新協議事宜。 

簽署人： 

國防大學代表人   台灣透明組織協會代表人 

鄭德美         黃榮護 

見證人：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 Jose Ugaz 

資料來源：國防部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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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近年來，做為民主國家最高民意機構的立法院與其國防及外

交委員會，由於獲得立法院預算中心與監察院審計部（第二廳）

等幕僚部門的協助，已逐漸展現能夠接近先進民主國家國會對於

軍隊的監督能力。 

相對於此，司法機關對於國軍較為被動的問責，主要見諸於

我國各級法院與檢察署，根據所被賦予的審判及偵查功能，監督

國防部及其所屬，遵從包括採購、驗收等與廉政較為相關法律，

並在國防部及其他相關部門違反人權，或因國防施政與各項根本

的憲政原則有所衝突時，採取偵查起訴或定罪判刑等行動。 

至於類似國際透明組織這樣的公民社會團體，則藉由建構足

以彰顯正直清廉的普世價值、激發各國國軍追求榮譽的跨國評比

指標（如政府國防廉潔指數），協助傳遞新穎的軍隊「反貪倡廉」

觀念與作法，不僅提供「最佳實務」以供各國國軍相互進行標竿

學習，同時也搭建了中華民國國軍融入國際軍事反貪社群的橋樑，

讓國際間了解國軍為什麼能在面對巨大的敵對威脅下，於努力維

護國家安全的同時，還能夠兼顧「公開透明」原則，迎接「公共

參與」國軍的戰備和救災。 

正因為以上所有這些「民主控制安全力量」（democratic 

control over security forces）的各個監督者，彼此間存在著一種互

補且相互增強的關係，使得中華民國國軍能遵從民選文人國家元

首及其所任命國防部長的領導，接受人民與政府的問責，並推進

國防採購決策與行動的透明；從而有效防止「濫用受託付的職權，

圖謀私利」，減少國軍官士兵貪腐的風險。 

貪腐（Corruption） 

為了私人的利得而濫

用受託付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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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一、 為什麼軍隊或武裝部隊與民選的文人政府之間的如何

互動、為何這樣互動、以及這些互動帶來那些影響，是

評估一個國家民主發展程度的重要指標？ 

二、 監督軍隊使「民主控制安全力量」的理想可以實現的各

個軍隊外部監督者分別是那些？這些不同的監督軍隊

者，分別用那些方法來控制軍隊？ 

 

貳、公共行政與軍事行政 

一支能被由民主方式產生的文人政府有效控制的軍隊，不僅

接受上一節所分析的外部力量對其制度性監督與管理，軍隊本身

的內部控制與組織，同樣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談到內部的控

制與組織，就不能不觸及民主國家憲法賦予軍隊執行「國家防衛」

（national defense）這項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所需要的「軍

事行政」（military administration）或「國防行政」（ defense 

administration）（Fusea, 2016:1）。 

另一方面，追本溯源，一如大家所知，政府原來是人們為了

集體對抗侵略所產生，並逐步演進而成的事業（enterprise）。到了

今天，政府更常見、也更為明顯的角色，則是為了管理公共事務

或執行公共政策而採取行動，也就是所謂的「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Shafritz, Russell and Borick, 2011:6）。 

然而，如果公共行政或公共服務對於有關防衛國家安全的各

資料來源：國防部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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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相關議題與活動無知或冷漠，或者不將軍事組織當成公共行政

的一部分，就難以使我們有足夠的理論基礎與適當的經驗數據來

了解軍隊。 

那麼，甚麼是軍事行政4？基本上，軍事行政指的是軍事部門、

機構、各軍種部隊所使用有關管理部隊的技術及系統。軍事行政

描述的是除了作戰之外，發生於軍事組織內部的各種過程，特別

是軍事人員的管理、訓練與服務的提供。軍事行政涉及軍隊的所

有組織實體，而這些實體係確保各級部隊在人員、物資、結構及

其他軍事相關責任領域的運作能力。其範圍除了官士兵等人員，

也包括文官與約聘雇人員。在許多方面，軍事行政所扮演的角色，

一如公民社會裡的公共行政，而且也常常成為政府整體官僚的來

源。軍事行政也會因為在軍中有其他更明確的應用，而產生類似

「準則發展行政」、「後勤補給行政」等區分。 

從軍事行政的角度看民主的軍文關係的內涵，不難發現，這

種關係除了要具備政治層面的文人領軍要素，同時也應考量軍隊

長久以來因為採購和管理與企業間的互動，而特別重視的「軍隊

效能」（military effectiveness）及「國防效率」（defense efficiency）。

畢竟，軍事行政的目標是建立軍隊、裝備軍隊、使軍隊永續，以

便從政府提供的資源，盡其可能地產生可用的鎮制力量（Bland, 

2005:15）。 

從上面的說明看來，軍事行政與公共行政不僅彼此相容，甚

至根本就是公共行政。遺憾的是，公共行政與軍事行政之間，一

方面可能是因為軍事專業本身的獨特性，以及軍隊採用企業的規

畫及效率提升技術，並相當仰賴私部門產業生產或製造所需，而

                                                      
4 為了使讀者易於了解「軍事行政」的內涵，此處特別依據維基百科對於軍事行政一詞的

相關說明。 

軍事行政（Military  

Administration） 

軍事部門、機構、各

軍種部隊所使用有關

管理部隊的技術與系

統。 

效能 

（Effectiveness） 

以一種最佳可達成所

期望結果的方式來行

動。 

效率（Efficiency） 

以一種使用最少資源

的方式來達成所期望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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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觸及公共行政。而在公共行政方面，似乎因為主要的研究者與

國防部門及軍隊間，在國防事務上有明顯地資訊不對稱的情形，

對於軍事行政興趣缺缺，致使彼此缺乏互動（Jefferies, 1977）。 

為了強化軍事行政與公共行政間的相互交流，軍事行政或許

有必要參酌公共行政領域過去這一段時間以來，面對的挑戰及因

而產生的改變。 

基本上，當代公共行政體系自 19 世紀首先在西方國家成形後，

一直到 1960 年代，各個國家的政府，在生產、供應（provision）

與管制方面的介入特性（interventionist character）相當明顯。這

種特性下的傳統公共行政，包含了以下幾個要素：（1）政治人物

掌握較大的權力與責任，公務人員只能在政治人物嚴格監督下執

行政策的「政策、行政二分」（policy-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2）行政過程具備正式（formal）且明確的標準可供依循；（3）

以規則（rule based）而非個人意願為基礎的行政管理；（4）根據

功績用人（meritocracy）；（5）能夠長期投身工作的永業制 （career 

system）；（6）不偏不倚一視同仁（impersonality）；（7）分工（division 

of labor）；（8）指揮隸屬關係明確的科層（hierarchy）；（9）誠實

（honest）（Peters, 1996）。根據上述這些特性運作的政府，的確

曾經對於公共行政產生重大的貢獻。 

相對於此，一個能有效對於軍隊進行內部控制的軍事行政機

制，通常也會顯示以下幾個頗為接近公共行政的特徵： 

 適當的準則、行為規範、訓練、資源及組織性的支持

有關人權與法治運作的實踐。 

 一個納入個人與指揮責任，命令確實符合國家及國際

法的有效指揮鏈。 

 一個能夠平衡問責、正義以及軍紀需要的司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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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能夠承認（有權利）拒絕不法命令，並促進非歧

視工作環境的內部監督及申訴系統。 

 一個使用功績為基礎的績效評估，以及不因性別、族

群、宗教或社會地位而有歧視的甄拔、訓練與升遷體

系。 

 非常清楚地了解保護各層級人員人權的職責、責任以

及義務。 

 了解服從文人當局以及尊重民主與法治的義務。 

上述這些相應於公共行政的軍事行政特徵，其實非常清楚的

顯示在足以鳥瞰中華民國國防部的組織架構及其職掌與權責分工

的《國防部組織法》當中。 

首先，國防部是由一位文官來領導國防部的部本部單位、直

屬機關（構），以及參謀本部及各軍事機關（構），並在言行當中，

展現對於民選總統所組成的行政部門，以及代表民意的立法機關

的尊重。 

其次、包括國防部的總督察長室、任務編組的官兵權益促進

委員會、人事室、政風室、法律事務司在內的單位，共同協助國

軍建立一個確保人權、排除歧視、維護申訴管道暢通，並激勵績

效的工作環境，落實內部監督與軍紀安全。 

另一方面，自 1970 年代開始，傳統的政府行政模式被認為帶

來效率不佳、民眾缺乏參與的機會，以及公部門正當性日益下降，

陸續遭致了許多的批評，也因此提供了主張允許各機構及其顧客

來決定公共政策內涵，一連串由下而上界定公共利益的所謂「新

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崛起的機會。究其原因，一

如 Minogue（1998）等人的觀察，諸如政府財政危機、公部門在

許多領域乏善可陳的施政表現、官僚作風、缺乏問責、貪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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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期待的改變、出現更佳替代服務遞送選項等因素，都直接或間

接促成新公共管理模式風起雲湧。 

前述顧客導向（customer-oriented）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承諾

使社會可以獲得一個規模變小卻表現更佳的政府、地方分權、賦

能人民、顧客滿意與公共問責機制。這個承諾其實也顯示了國家、

私部門與公民社會組織之間，在各式各樣活動中顯現了一種「夥

伴關係」（partnership）。主要的目的在於紓緩政府過度負荷的壓力、

引進政府之外其他更有效率的行動者，以從事財貨與勞務的生產，

並將這些財貨與勞務提供給人民。過去 20 多年來，包括紐西蘭、

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等許多已開發國家，相對順利的進行這

些轉變。 

相對於此，即使許多開發中國家的政府也試圖引進新公共管

理，期能透過市場機制與顧客導向，擴大人民要想影響政府當局

所能運用的選項，拉近人民與行政機關的業務處理及服務提供的

距離，卻面對了不少的挑戰
5
。原因在於，新公共管理其實還是必

須建立在傳統公共行政所強調韋伯式（Weberian model）有效率

且是控制導向的系統（efficient and control oriented system）之上。

關於這個部分，對於新公共管理有所質疑的所謂「後新公共管理」 

（post-new public management）論者，特別強調來自外在的控制，

包括「政治問責」（political accountability）與「管理問責」

（managerial accountability）。其中，管理問責的控制主要在紀錄

與評估政府是否有效率及有效能地執行任務；目的在使獲得授權

的公務人員，根據已有一致看法的績效標準，執行一致性的工作，

來向民眾負責，較強調中立性與技術性；而政治問責在使政治領

                                                      
5 根據一項比較新加坡與孟加拉政府推動新公共管理的研究，兩國在成效上顯示了相當大

的差異。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於，這樣一種行政體系的轉變要能成功，需要政府存在某

些先決條件（Sarker, 2016）。 

公民社會組織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CSO） 

與非政府組織、非營

利組織的概念相近，

亦可視為是第三部門

的另一個代名詞，強

調公民的自主性與自

發性的結社，以集體

的力量採取行動，解

決社會與環境問題、

協助社區發展，甚至

是影響政府的決策，

行動的過程具有平等

參與及公民賦權的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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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能夠系統性地回應人民期待，為其行動向民眾負責，並且就應

該做些甚麼事，與人民有所對話或辯論（Christensen and Laegreid, 

2009）。 

事實上，時序在進入 1990 年代後，關於國家應如何「施政」

（governing）的問題，包括聯合國所屬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

在內的後新公共管理論者，有鑑於開發中國家的施政方法與結構，

均有進一步強化的空間，因此提出了一套稱之為「治理 6」

（governance）的原則或政策，以協助開發中國家或第三世界。

在這些人看來，當代政府不能像新公共管理途徑，只強調效率，

單單以「顧客」（customers）或「消費者」（consumers）來看待人

民；反而應該將公民（citizens）置於中心的位置，凸顯公民性

（citizenship）的重要，成為政策的合產者（co-producer）（Robinson, 

2015:9），並使人民有權利問責政府，要求政府就何以採取，或何

以未能採取某些行動的緣由，加以說明。這些有助於改善公共行

政的見解，促使公共行政人員意識到，改變公民與公共行政人員

的角色、關係及行政過程的必要性，也就是說，應從過度仰賴技

術與專業的行政模式，轉為使公民能夠經由對於聚焦的議題、委

身投入、進行信任而坦誠的對話、做出決定（decision-making），

而非僅僅就已然形成的決定，做些無足輕重的評斷（judging）

（King, Feltey and Susel, 1998:320-321），以期達到「良善治理7」

（good governance）的境界（參見圖 1-3）。 

  

                                                      
6
 所謂「治理」指的是協調政策與解決複雜環境中的公共問題的施政能力。治理所關切的

是，社會如何集體地面對和解決問題，並滿足需求。至於與具「治理」這個概念所揭

示的「另類服務遞送」（alternative service delivery）則意指：公共部門與機構，識別、

發展以及採納除了傳統科層官僚以外的公共服務遞送。 

7 所謂的「良善治理理論」（good governance theory）包括以下原則或指標：參與、法治、

透明、回應、廣泛的共識、平等和包容、效率與效能、問責、策略性的願景等（Ekundayo, 

2017:156-157）。 

治理 

（Governance） 

協調政策與解決複雜

環境中的公共問題的

施政能力。 

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 

包括：參與、法治、

透明、回應、廣泛的

共識、平等與包容、

效率與效能、問責等 8

種特性；以確保貪腐

減少、少數意見受到

考慮，決策過程聽得

到社會最弱勢者的聲

音；也回應當下及未

來的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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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參與模式比較圖 

資料來源：King, Feltey, &Susel, 1998:320-321。 

值得注意的是，從軍事行政的角度來看，新公共管理因為一

方面主張更大的管理裁量權，一方面卻又要求更多的問責（特別

是政治問責），而存在一些緊張關係。具體而言，某些時候來自公

共行政的需求，使政治領袖必須回應民眾的期待，有可能反而讓

軍事行政偏離了的主要目標。除了「防衛國家」這項最重要的使

回應 

（Responsiveness） 

以一種根據民眾、顧

客及其他相關利害關

係人偏好的方式來行

動。 

傳統的參與系絡或安排 

真正有意義的參與 

公民 

行政人員 

行政體系與過程 

議題 

行政體系與過程 

行政人員 

公民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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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外，公共行政也偶因指示軍事行政人員從事其他相對而言較為

次要或輔助性的任務，例如：比起純粹為滿足軍事本身所需而投

注的心力，軍隊為了嘉惠本土產業而發展國防能量，顯然必須在

時間、人力、金錢和管理技巧等行政資源方面有更多的花費，從

而影響了軍隊運用國家所提供資源，以提供國家最大鎮制能力產

出（provide the greatest outputs of coercive capability）這項主要目

標的達成（Bland, 2005:15）。 

另一方面，新公共管理基本上是一個植基於個人與經濟之上

的模型，它的主要特徵在於單一面向的強調經濟規範與價值

（Nagel, 1997）。這種受到「新制度經濟學」影響而運作的政府管

理途徑，認為所有的管理都面對相同的挑戰，因此應該以相似的

方法來處理，不必特別去依據結構或任務的型態加以區分（Peters 

and Pierre, 1998）。接受新公共管理倡議的政府，往往會將市場競

爭（market competition）這種原本只見於私部門的誘因結構，導

入公共服務的提供，並透過委外（ contract out）、準市場

（quasi-market）與消費者選擇的設計，使用諸如補助款、貸款、

合約、代金劵等工具（tools），取代過去凡事都由政府直接提供的

作法。在這些人看來，既然民主制度允許公民們選擇所偏好的制

度安排，那麼，如果公民們不滿於現有的系統，理應有權嘗試其

他的安排。例如以「公私協力」（public private collaboration）或

「代理政府」（proxy government）的理念，取代傳統層級節制模

式下機關內部指揮與控制的垂直關係，以及機關之間分工卻少合

作的水平關係；由第三方的行動者扮演遞送政府服務的角色，也

就順理成章。但也因此使得運用這些公共行動新工具的第三方，

能夠分享非常基本的政府功能，例如：對公共權威的使用行使裁

量權、支用公共資金等。 

新制度經濟學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新制度經濟學一如傳

統經濟學，假設人是

理性自利的，但會更

考慮到理性是受到限

制的，做成決定所需

要的資訊是高成本

的；認為制度是為了

規範人們彼此間的互

動，而設計出的規

則，因為它會決定參

與互動者所能接觸的

資訊、誘因和限制，

所以會左右個人的工

作動機及表現，乃至

於整個組織的績效。

影響所及，人們會為

了提高資源使用的效

率，追求較好的規

則，因而持續修正正

式或非正式的制度。 

層級節制 

（Hierarchy） 

類似階梯一般由上而

下地排列權力順序的

組織形式，亦稱科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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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國家對國防及安全的管理或軍事行政的作法，如

國防部在 2011 至 2014 年間所執行的「精粹案」中，所提及的「行

政、後勤人力委外」，似乎也呼應了新公共管理所強調，允許私人

公司參與公共財貨與服務的遞送。關於這個部分，《國防法》第

22 條，就國防科技發展委外事宜有如下的規定：「國防部得與國

內、外之公、私法人團體合作或相互委託，實施國防科技工業相

關之研發、產製、維修及銷售。國防部為發展國防科技工業及配

合促進相關產業發展，得將所屬研發、生產、維修機構及其使用

之財產設施，委託民間經營。」期待減少軍事官僚組織科層結構

調整不易、較少注意成本效益觀念等因素，所導致的效率缺失。 

必須一提的是，儘管新公共管理的目標在於使公共行政向民

眾開放，卻可能到頭來反而減少了「民主問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的程度，並因此導致公共服務中「公共性」（openness）

的消蝕（Haque, 2001, Peters, 1999）。甚至也正因為新公共管理導

入各式各樣行動者的彈性（flexibility），使得問責與監督更為困難，

而政府及私部門行動者間的界線更加模糊，從而升高「濫用受託

付的權力以謀取個人私利」，也就是貪腐的可能性。 

 面對這樣一個局面，後新公共管理論者主張，或許可以藉由

創造一個不容易貪腐，甚至不會獲得報酬的環境，來減少這種源

自於人的自利動機的誘惑。例如：環境中存在一個獨立的司法系

統與法律架構以執行上述政府與私部門間的「契約」（contract）、

負責任的使用公共經費的機關、對立法機關負責的獨立公共審計

人員，與遵守法律並尊重人權的各級政府。此外，還應該具備績

效標準以利實際進行監督，經由透明資訊，接受問責及避免圖利。

這樣一來，契約內容才能符合經濟與正義的原則。也就是說：政

府或公部門一方面因為經濟發展而與私部門締約，進行類似 BOT

公共性（Openness） 

某些公共行政學者為

了使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 能 與

企 業 管 理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有 所

區分，提出「公共性」

一詞並且多所討論。

值得注意的是，它包

括兩層意義：一是因

心智成熟而瞭解私人

行為會影響他人的關

聯；一是在與他人共

同努力的過程中，關

懷他人。正因如此，

「公共性」的高低，

其實取決於受到政治

權威行使和影響的程

度，因此可以展現

在：憲政體制保障民

眾政治參與並維護程

序正義、組織(包括私

人企業或非營利組織)

提供公共財促進公共

利益、公共組織欠缺

市場競爭且受立法與

司法約束等方面。 

官僚（Bureaucracy） 

在政府的行政部門擔

任參謀或幕僚工作的

職業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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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operate-transfer）的夥伴關係；一方面與非營利或非政府

組織合作，以提供社會救助及促進社會公益。 

就在因為軍事行政所借鑒公共行政的新公共管理思潮，遭批

評有可能反倒引發貪腐，使公共行政再度出現新的研究取向之際，

我們注意到取代新公共管理的後新公共管理論，也包括倡議能夠

結合「資訊通訊科技」（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發展的「網絡治理」、「電子治理」或「新公共治理」等新典範，

它們的主要訴求包含了：考量「多重（而非單一）的利害關係人」、

建立夥伴關係、連結社會問責及社會審計等議題。在公共行政內

部則向員工強調，讓一般大眾發聲，並藉由前述資通科技，傳達

公民相關資訊乃至他們應負擔的責任。 

從軍事行政的角度看來，在軍中「創造一個不容易貪腐，甚

至不會獲得報酬的環境」的必要性，也許可以從一項由台灣透明

組織於 2016 年接受國防部政風室所委託的調查研究，略窺一二。

這項以全軍為母體的調查，詢問隨機抽取出的樣本官士兵：軍方

與公民社會團體間應該建立甚麼樣的關係的看法，結果顯示，有

高達 67.4%的受訪者，不同意「國軍本身就能做好反貪污、廉政

的工作，不太需要社會上民間團體的監督」的說法；更有 57.1%

受訪者，不同意「社會上的民間團體，不太了解軍隊是怎麼運作

的，所以不太可能有效監督國軍的反貪污廉政的工作」。 

此外，我們觀察到，國軍存在如「國防採購室」與「政風室」

等可共同視為「負責任的使用公共經費的機關」。其中，由國防採

購室就國軍對於國內外的民間企業所進行的採購案件負主要的管

理責任。該室除有商情調查、採購發包乃至履約驗收的分工，並

試圖分別就國軍主要武器系統與裝備在採購前的審查，以及採購

過程中的稽核，層層把關。國防採購室也在國防部網站以預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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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公開每週開標案件，而有關實際的招標公告及開標結果等

資訊，則成為業管政府採購政策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

購網的一部分。 

客觀來說，我們如果參考國際透明組織 2013 年與 2015 年對

臺灣實施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比的結果，可以發現，在採購方面，

國軍有非常嚴謹的武器獲得規劃流程，但監督機制與同儕評價侷

限於內部，未來宜從重大武器獲得的計劃階段即納入外部成員，

特別是非政府組織，以確保武器採購更符合臺灣的戰略需求。 

臺灣表現得較弱的一環是採購風險範疇，這是因為臺灣的政

治情勢所造成的一種可理解的限制。因為臺灣多數武器的購買，

是透過美國的「外國軍事銷售程序」（foreign military sale），造成

單一來源的程度相當高。就此而言，國際透明組織認為還有強化

空間之處主要在於：即使臺灣受限於特殊的國際處境，仍應多考

慮單一來源的風險，這包括對於所擬採購產品與價格的調查，以

便確保沒有額外支出用於給付快單費或疏通費，並訂定明確的競

爭規則。 

至於國防部政風室則有以下主要的工作：財產申報、利益衝

突迴避、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乃至倫理規範等在內的廉政預防措

施擬定推動與執行，以及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等貪瀆不法事項

的處理，與貪瀆不法業務的清查等工作。另為推動廉政政策，並

且設置「國防部廉政工作會報」，除了水平跨越政治作戰局、主

計局、法律事務司、總督察長室、國防採購室、政務辦公室、參

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與後勤參謀次長室的內部成員外，也邀請

部外委員，希望有助於落實公民參與。 

那麼負責國軍「倡廉反貪」任務的國防部政風室，與既存的

國防部其他相關機構間的分工，國軍弟兄姊妹們是否有所了解？

外國軍事銷售程序

（ Foreign Military 

Sale） 

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

種基本工具，係由美

國國防部的安全合作

署根據《武器出口管

制法》所授權的安全

協助形式。根據該

法，當美國總統發現

出售軍事物資或服務

給外國或國際組織，

可強化安全和推進世

界和平時，就可以由

美國國務院決定適用

此一方案的國家，並

由國防部負責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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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在軍事行政上相當特殊的一個單位？ 

根據前述台灣透明組織於對全體國軍的調查，儘管有 45.9%

的受訪者沒有接觸過國防部政風室所安排的教育訓練課程，或有

關反貪污的文宣；更有 12%的受訪者，從來沒有聽過國防部政風

室。但是，在追問占了 7 成、表示「『會』檢舉貪污違法行為的受

訪官士兵員生，較傾向向哪一個機關提出檢舉？」所獲結果，竟

然顯示「國防部政風室」能夠拔得頭籌（27.5%）；居次的分別是

「部隊長」（23.4%）與「國防部總督察長室」（13.2%）。 

不僅如此，在回答「在您看來，下列哪一類人員會比較適合

來做防止我們部隊貪污的工作?」的提問時，有接近 5 成（49.3%）

的受訪官士兵認為，「不是軍人身分的政風公務人員」比較適合；

明顯地超越了「監察官」（27.3%）與「政戰主管」（13%）的適合

程度。 

為了適切解讀上述結果，台灣透明組織特別深度談訪國軍中

將級的高階將領及基層校、尉級監察官，在這些受訪者看來，之

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為：政風人員的非軍人身分（第三者），比

較會讓官士兵產生一種相對客觀、專業的印象，形成「國防部政

風室」在推動國軍廉政工作的優勢與特色。 

從軍事行政的角度來看，前此數度提及的政府國防廉潔指數

顯然更進一步提供了政府、軍事機構、公民組織、一般民眾，有

關各國國防及安全部門貪腐風險的詳細資訊，如果能透過國防部

長領導全軍，將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評鑑指標融入軍事行政的環

節當中，不但在消極面可以避免因國防貪腐危及國家乃至全球安

全，更值得國軍與政府參考建立更有力的防治貪腐制度與組織。

使國軍在戰戰兢兢於法規遵循，設法降低各類小型貪腐（petty 

corruption）的發生之際，也能在執行武器的自製或外購方面，注

小型貪腐（Petty  

Corruption） 

涉及為了「催促加

速」，例如清關（出口

結關）或建築執照申

請，而付出小量的金

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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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流程透明、資訊共享、參與公平、問責明確，並建立可供國會、

媒體乃至公民社會有效監督國軍的機制與平臺，避免因為政治競

爭及市場競爭，為國軍帶來有重大貪腐（grand corruption）之嫌

的形象衝擊。  

小結 

綜合前面的說明，我們獲得了一些初步的共同印象：一方面，

政府既然原本就是一個因為集體防衛外來侵略的需要，之後逐漸

演進而成的組織，公共行政自然無法忽略與安全及軍事行政有關

的各式各樣的議題與活動。就此而言，傳統公共行政並非全然一

無是處，鑒於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安全情勢的幾經起伏、武器研發

生產製造能力日新月異，各國國內發展整體人力需求殷切，軍事

行政宜持續傳統公共行政追求效率的策略作法，例如：精簡兵力、

簡化（指揮）層級、減少作業流程，降低行政成本，協助強化國

軍的作戰能力。 

另一方面，無論是軍事行政或公共行政，都因為本身有實際

的需要，卻無法由本身來加以滿足，所以往往透過可能會模糊了

政府與私部門間界線的契約，使私部門接受軍事行政或公共行政

的委託或授權，代為執行政府及軍隊的若干功能，而建立彼此之

間的關係網絡，因此出現公共行政及軍事行政中以「治理」取代

「統治」的現象。 

然而，這種藉由引進政府本身以外的資源、技術或服務，使

得公共行政或軍事行政衍生的各個新公共管理改革元素，例如：

倡導市場競爭價值、分權、業務以商務契約方式委外，以便提供

重大貪腐（Grand  

Corruption） 

國家元首、部會首長

或其他高階政府官員

等牽涉在內，為了一

小群商人、政治人物

或犯罪份子的利益而

服務，所產生的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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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佳的服務遞送，卻也可能引發公共行政或軍事行政人員對於未

來存在不確定感；以及在委外過程中，因為忽略必要的控制機制，

而降低貪腐被發現的風險等「非預期的後果」，其實也足以成為我

國公共行政或軍事行政進行治理時引以為鑒。 

此外，軍事行政所存在的軍中文化，一如其他類型組織的文

化，早已深入軍事組織的歷史與集體經驗中；因此，如果我們同

意，除非推動軍事行政改革的力量來自軍隊之外，否則，軍人比

較難以看到某些通常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務的負面影響。那麼，公

共行政一連串有關改革與反省改革的各種辯論，值得軍事行政的

領導階層帶領軍事行政人員，深入思考公共行政的後新公共管理

中的多重利害關係人（multiple shakeholders）的概念，改變軍事

行政人員的角色及行政程序，更積極主動地結合企業、公民社會

團體、政府的其他公共行政部門、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等，並

善用結合資訊通訊科技所搭建的平臺，使所形成的網絡中的利害

關係人，因為國軍提供相對透明而對稱的資訊，願意針對「防衛

國家安全」的共同目標，以及如何「建置專業國軍」與「落實國

防自主」等共同問題，相互對話、審議思辨與突破創新，從而使

「全民國防」展現新意，提升軍事行政的效能。 

  

多重利害關係人 

（Multiple  

Stakeholders） 

有直接或間接利益的

企業、公民社會、政

府、研究機構、非政

府組織等，形成網

絡，一起合作及參與

共同目標或共同問題

的對話、決策，以及

解決方案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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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一、 何謂公共行政？所謂的傳統公共行政有那些特徵？是那

些原因提供新公共管理崛起的機會？ 

二、 何謂軍事行政？相應公共行政的軍事行政有那些特徵？ 

三、 所謂的後公共管理這一派的學者們，在哪些方面挑戰新

公共管理的主張？ 

四、 為什麼有學者認為，推動向民眾開放的新公共管理反而

可能引發貪腐？ 

 

參、軍事機關廉政情境的特性 

在許多國家，儘管政府資訊公開與透明可見於多數的政府部

門，卻不太常見於軍隊與情報部門。這是因為，軍事武力是每一

個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工具，但也因此常常與機密緊密相連。因

此在我國，根據《國防法》第 32 條的規定：「國防機密應依法保

護之」。 

然而，如果因此誤認國防事物都涉及機密，或者不了解即使

涉及機密也應區分等級，就像《國防法》第 32 條也表明：「國防

機密應劃分等級；其等級之劃分及解密之時限，以法律定之。」

從而不允許依法有權監督國防事務及軍隊的「垂直問責」行動者

進行監督，不但違反，也無法落實該法第 3 條「中華民國之國防，

為全民國防」，所蘊含鼓勵民眾參與國防事務，爭取社會各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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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的原始用意。 

許多國家期待能在透明與國家安全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

點，以便減少引發不安全及衝突的原因。這些國家的相關法律也

顯示，政府認知到支出的透明是國會及公民社會有效參與政治過

程的先決條件。但當真正觸及國防預算時，政府往往就沒那麼透

明了。這些國家將軍事預算與武器採購及銷售視為高度敏感的事

情，認為一旦公開那些訊息，等於在幫助敵對國家進行戰略規畫。

因為這樣的思考，這些國家便限制公眾近用資訊（access to 

information），甚至避開國會的檢視。這對民主及安全而言，會有

相當嚴重的後果。 

相反地，包括國防政策、軍事支出、軍事能力等相關訊息的

透明，卻是民眾對軍隊建立信任與產生信心的關鍵。軍隊如果能

夠努力維持透明，可以防止浪費購買及維護武器裝備所需的花費。

此外，透明還能協助民意代表、媒體，以及所有繳稅的國民，有

能力對國軍進行監督、問責與資源分配的提議。 

以我國向美國採購武器為例，媒體因為近年來我國國防預算

的透明程度極高，卻因國防部 2019 年將陸軍 M1A2 主戰車、新

型榴砲、自走砲的採購資訊納為機密預算，而這些擬採購的裝

備卻可能在稍後即由美國政府加以公布，引發媒體質疑國防部：

將這些資訊納為機密預算，是否有其必要；立法委員也就此質

詢國防部「走回頭路」、「黑箱作業」，不符透明原則。 

立委江啟臣質詢表示，108（2019）年度許多國防預算編在機密預

算，「國艦國造、國機國造有太多機密」，對美採購 M1A2 主戰車、

採購新型榴砲、自走砲都全數改列機密預算，…國防部顯然在走回

頭路，回到過去的黑箱作業，「到底誰在主導？」…立委馬文君也

質疑，既然已有要價書，放機密預算意義何在。（陸軍司令部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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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楊海明備詢時，證實採購戰車案已對美遞出要價書，他說我方

極力爭取，但美方…（洪哲政，2018）。 

108（2019）年度預算已經送到立法院，先前各媒體報導，陸軍將

採購 108 輛 M1A2 戰車，明年開始建案。不過在 108（2019）年度

預算書中，看不到相關預算編列。對此，國防部軍事發言人陳中吉

解釋，明年確實有編列 M1A2 戰車採購預算，不過是放在機密預算

項目，因此外界沒法看到。對於採購數量及預算額度，國防部不評

論（洪哲政，2018）。 

近年我國的國防預算透明度相當高，各項新式武器產製與採購，幾

乎都編在公開預算部分。國軍規劃採購M1A2戰車，外界傳揚已久，

等到美國政府正式批准，國防部安合局（DSCA）也會公布金額與

數量。因此將 M1A2 採購預算編入機密，原因相當耐人尋味。國防

部發言人公開證實某項軍售「確實有，但在機密預算內」，更是相

當罕見回應（程嘉文，2018）。 

關於國防政策、軍事支出、軍事能力等相關訊息的透明，從

國與國之間的互動而言，也非常的重要。這是因為國與國之間如

果能提供有關彼此軍事能力資訊的交換，可以有助於避免誇大對

方的威脅、誤解相互的意圖或行動，而造成軍事上的錯誤計算與

過當的武器製造，帶來不穩定的國際安全情勢。 

在這個部分，1980 年代的聯合國曾經因為各國對於透明原則

的支持，而建立了「聯合國申報軍事支出工具」（United Nations 

Instrument for Reporting Military Expenditures）。隨後在 1991 年，

聯合國又建立所謂的「傳統武器登錄」（Register of Conventional 

Arms）。 

可惜的是，即使聯合國要求會員國提供有關該國軍事花費、

武器輸出入的標準資料，卻因為上面這些聯合國的要求來自於沒

有強制力的志願性質機制，各會員國配合遵守的比例極低。以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陸軍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國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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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為例，在聯合國的 193 個會員國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國

家實際申報了任何有關武器輸出入資訊。即使前述國與國之間透

明機制的實質成效還不明顯，但透明的觀念畢竟普獲各國支持。 

相對於此，各國內部軍事預算與武器採購及銷售的透明程度，

卻缺乏一個全球一致的拘束性規則或指導綱要。文獻顯示，每一

個國家在軍事這方面的透明度，其實差異不小。多數國家會定期

提供有關該國的國防政策（要不是透過類似國防白皮書，就是藉

由有關年度預算的特定報告），或是公開聲明（public statement）

（提供有關軍事目標以及達成這些目標所需的軍事結構與裝備的

訊息）。然而，也有許多國家的軍事議題，常因牽涉到機密而顯得

晦澀不明，造成不易出現具有建設性的公共或國會辯論、檢視、

提出需求或表達支持。 

即使如此，整體來看，各國在軍事透明這件事情上所做的努

力，還是呈現了一定的進展。以拉丁美洲為例，在這個曾經大量

出現以軍事領袖為首的「官僚威權政權」（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 B-A regime）的區域，近年來，多數國家的政府所提供有

關軍事預算與武器採購資訊的周延性，顯示了長足的進步；重大

的採購計畫也都多半是在公開討論後才做成決定。至於這個世界

的其他區域，例如非洲的迦納（Ghana），國會會定期就軍事支出

及採購的細節進行辯論；而亞洲的印尼，在終結蘇哈托將軍

（General Suharto）所領導的軍人威權政府以來，國會對於軍事

預算及採購的審議，也變得更進入狀況、更直言不諱。 

更有進者，做為政府與政府間跨國組織的聯合國，固然對於

各國有關軍事資訊透明的拘束力，未必滿足期待；但在另一方面，

我們非常樂見做為國際公民社會一份子的國際透明組織，能夠挺

身而出，針對國防與國家安全機構指認出：政治、財務、人事、

官僚威權政體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regime, 

B-A regime） 

是非民主政治體制中

「威權政體」下的一

種類型，具有以下特

徵：主要的基礎是社

會上層的「資產階級」

(bourgeoisie)；設法排

除官僚威權政體出現

前，原本極為活躍的

「階級性組織」或群

眾運動，並嚴控這些

組織或運動賴以生存

的資源；壓制連結國

家與社會的政黨組

織，阻擋對於實質正

義的追求；在經濟上

偏袒大型具有寡占性

質的大企業或部分國

家機構，造成明顯的

社會不平等；接近政

府的各種管道，僅限

於對軍隊、企業及文

官等大型組織的領導

層開放，一般民眾與

工人階級利益的代表

則被拒於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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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行動、採購等 5 個政府國防採購的主要貪腐風險領域，以及

領域之下 29 個子風險領域（如表 1-1），並將所發展出的 77 個檢

視題項（各風險領域之介紹詳見第五章），先後運用在 2013與 2015

兩個年度的全球 82 及 115 個國家的評鑑。因為有了這樣一種跨國

共通的標準，不但使各國了解國防採購貪腐風險所涉及的透明程

度高低幾乎覆蓋了國防事務的所有層面，也提供各國如何同時兼

顧機密與透明的比較觀摩來源及學習改善的依據。 

表 1-1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架構與面向 

5 大風險領域 29 個子風險領域 

政治 

Political 

國防與安全政策、國防預算、國防與國家資源關係、

組織犯罪、對情報部門的制衡、出口管制 

財務 

Finance 
資產處置、機密預算、軍工企業、非法私營企業 

人事 

Personal 

領導行為、薪資升遷派任及獎勵、兵役制度、薪俸

發放、價值觀與標準、行賄習性 

軍事行動

Operations 

國內漠視貪腐、軍事任務時涉及貪腐、契約、私人

軍火商 

採購 

Procurement 

政府政策、能力級距及資格條件之定義、投標管理

評鑑及審核、契約履行及支援、補償契約、仲介人/

掮客、財務方案、分包、供給商的影響力。 

資料來源：國際透明組織。 

前曾提及，某些政府因為認為如果公布軍事預算的訊息，可

能會落入敵人或者潛在的敵人的手中，而合理化將預算資訊列為

機密的必要性。然而，要想保守重大軍事採購計畫的機密性，在

實務上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因為像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

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這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

平研究所（SIPRI） 

1966 年成立於瑞典斯

德哥爾摩，以探討衝

突、軍備、武器管制、

裁軍等議題為主，是

一所備受推崇的獨立

性國際研究機構。該

所根據公開的資料來

源，對決策人士、研

究人員、媒體以及有

興趣的民眾，提供相

關的數據、分析與建

議，希望能有助於識

別及瞭解全球不安全

的來源，防止或解決

衝突，使和平能夠永

續維持。 



 

34 

廉政：從觀念到實踐 

樣一個極富盛名的國際研究機構，就靠著所擁有的 50 年以上蒐集

各國軍事預算及國際間武器移轉相關資訊的經驗，不論是官方或

非官方的公開來源，都能夠提供該機構有關各國重大武器採購案

極為豐富的資訊。 

如果散布世界各地類似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其他組

織，也都能夠以最少的資源，且單單仰賴公開的來源就能夠非常

全面而準確地計算出各國軍事支出與全球武器移轉，那麼，潛在

敵對國家的情報機構，毫無疑問地必然能夠掌握的更多！ 

此一現象顯示，政府其實只能做到對於部分機密的維護，而

無法完全掌握機密。為了不使這種只掌握部分事實（half-truths），

卻引導有關國防軍事的討論與決策，造成誤解與錯誤計算國家的

意圖，導致資源浪費及貪污，政府應採取一個更開放的途徑。關

於運用此一途徑最典型的例子是，國際間的武器供應國家，它們

越來越能體認到，既然有關武器採購的許多資料已經能夠公開獲

得，所謂的機密，其實根本是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些國家開始提

供他們的國會與一般公民大眾有關官方的武器出口資訊。此種資

訊的分享不僅不會危害國家安全，反而是要確定公民社會了解國

防政策，並且能夠對於負責任的國防政策有所貢獻所必須。畢竟，

透明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夠有助於問責。如果國防部門在有關

軍事預算及採購的部分，將國會蒙在鼓裡，那麼國會是不可能扮

演好它代表人民監督行政部門的角色的。 

同樣重要的是，即使各個利害關係人因為透明而能取得國防

相關資訊，軍方還應該注意，這些利害關係人是否有能力了解或

解讀出，所公開的國防預算與採購的機密性，實際上有可能造成

經濟上的浪費？如果利害關係人受限於本身對於國防軍事專業的

不足，或與軍方的專業有明顯的不對稱，那麼，有可能會因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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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而只能同意，或至少沒有清楚的反對，從而帶來其實不必要

的採購及軍事建設，降低這些採購與建設接受問責的可能性。這

樣一來，反而鼓勵了貪污及不明確的軍事採購定價。 

近年來，國防部已嘗試就所公開的資訊，提供易於近用、更

為友善的說明與詮釋。這樣一種努力，具體展現在提供年度《國

防報告書》漫畫版，讓即使對國防事務相對陌生的國民也能夠體

會國軍在防衛國家功能的績效。 

事實上，如果國軍刻意忽視「行政透明」（administrative 

transparency），致使國防資訊遭封閉或壟斷，不必就各項作為接

受問責，即可能增加貪腐風險，影響所及，難免會造成以下情形： 

 浪費稀少而寶貴的國防資源； 

 影響作戰效能； 

 降低公民社會對軍隊的信任； 

 國防預算成為政治人物尋求競選連任所需資金最易下

手的目標； 

 國際性公司避之唯恐不及的貪腐猖獗的經濟體。 

所幸，在有關如何尋求透明與機密間平衡的這個問題上，根

據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結果，臺灣明顯不同於同屬東亞區域內

的許多國家，因為臺灣相當了解，為求機密維護而犧牲透明所可

能帶來的重大國防貪腐風險。這主要反映在以下的評比發現上： 

 臺灣國防部門擁有公開說明及積極執行的反貪政策； 

 設有總督察長室與政風室兩個反貪單位； 

 國防部內部以層層的控制與監督來管理所使用的軍事

資產，相關的處理結果不僅均加以公開，且易於接近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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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軍擁有包括某些非常強而有力的監督機制，以及同

儕評估程序等在內的嚴謹採購計畫流程； 

 就國防事務進行高品質的公開辯論與監督。 

就此而言，海軍參謀長於 2018 年 10 月 3 日在立法院就我國

自製潛艦（Indigenous Defense Submarine, IDS）的主合約商–台

灣造船公司所選定的一家技術顧問公司，遭質疑「規模太小」時，

所做類似「即使是向（國防）部內甚至層峰報告，也都是只講進

度，不談內容」，以及「唯一能透露的就是一切依據預期的進度，

保證不會浪費」的回應（朱明，2018），也許會令人肯定文人國防

部長與身為三軍統帥的民選總統對於軍事專業的尊重，但也讓我

們意識到，「潛艦國造」受限於實際情境，難以全然滿足公開透明

的要求，因此可能存在著一定的風險！ 

也許下面一段一位旅美的臺灣軍事評論家，針對我國史上首

度自製潛艦，因為選擇技術顧問公司所引發爭議而做的評論，可

以讓我們更清楚而適當地了解此一眾所矚目的關鍵國防採購案：  

…各國懾於北京壓力，即便是技術諮詢顧問亦管制極爲嚴格，故歐

洲各潛艦大廠（或相關設計單位）均無法直接參與競標 IDS 案。唯

一可行的乃是以「散兵游勇」形式組織具有相關專業能力與實務經

驗的人員，以獨立小公司方式設法闖關，爭取出口許可。…IDS 案

可以討論的地方很多，尤其在極度保密下，有不少地方甚至已近乎

採單線領導指揮的作法也容易滋生一些問題。但在時程高度緊迫，

又基本上沒有多重技術來源可供選商的情形下，臺船能找到 GL 已

誠屬不易。就事論事，我們實在應該盡可能保守這個秘密的，以免

見光死影響潛艦國造案的成敗與進度。至於其他方面的問題（或是

否確有人謀不臧？），若有必要當然還是可以另行查究（洪哲政，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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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平心而論，許多經由國防或軍事單位界定為機密的文件，諸

如軍靴、制服、運輸車輛或辦公設施等採購案件的資訊，因為都

可透過招標過程而公開取得，其實未必真的有機密可言，卻以機

密、限閱來分類。之所以如此，根據國際透明組織（Pyman, 2011:53）

的分析，有可能純粹只是承辦軍士官兵的個人習慣或便宜行事的

考量。無怪乎同一資料來源也顯示，許多國家負責軍事採購部門

的首長都同意，接近七到八成的軍品採購合約，其實是無需保密

的。如果這些國際間的狀況也適用於國軍，那麼，國防部更應積

極地改變國軍的組織文化，使之融入透明、問責等民主政府所應

擁抱的幾項公共價值。 

另一方面，面對中共處心積慮壓縮我國國際生存空間，並運

用各式各樣難以防範的手段，意圖竊取我國軍事與商業機密的事

實，國軍對於如何確保軍事機密與國防事務安全無虞，顯然責無

旁貸。就此而言，國軍除持續檢討、精進保防教育與其他相關作

為的成效，使社會各界相信國軍具備高度的保密風險意識；也應

思考如何適度公開現行有關「國防部外洩機密資訊審議委員會」

的審議原則，以及「國防機密鑑定結論」，使社會了解國軍有能

力處理軍機一旦不幸外洩所形成的危機。畢竟，在維護國家安全、

持守軍事機密的同時，尚須兼顧資訊透明、人民知情；兩者之間

關係的適當平衡，就如同飛鳥的兩翼，缺一不可！ 

國防部外洩機密資

訊審議委員會 

國防部為周密審議外

洩機密資訊，使審查

結論更具客觀性與公

信力，以減少爭議，

並有效維護人民知的

權益及國家或國防整

體安全與利益，依《國

防部組織法》第 20 條

規定所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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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一、 在許多國家，儘管政府資訊公開與透明可見於多數的政

府部門，卻不太常見於軍隊與情報部門，為什麼會出現

這樣一種狀況？ 

二、 如果國家將公開揭露軍事預算與武器採購及銷售的訊息，

看成等於在幫助敵對國家進行戰略規畫，因此限制公眾

近用資訊，甚至避開國會的檢視，為什麼這樣做會對於

民主政治的運作與人民對於軍隊的信任，產生嚴重的後

果？如何改善？ 

三、 為什麼軍事單位界定為機密的文件，雖然未必真有機密

可言，卻將它們分類成機密、限閱，原因可能出在那裡？

如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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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反貪腐運動 
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掌握全球反貪腐運動的思潮與方向。 

 認識重要的國際反貪腐組織及其活動。 

 了解國際反貪腐測量指標的建構與評估。 

 匯通全球與我國之反貪腐網絡及反貪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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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可以得知，國家競爭力與廉能政府之

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以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所公布的《 2018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與國際透明組織所公布的 2017 年清

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為例，分數愈高

代表評價愈好，圖 2-1 即清楚地呈現，愈清廉的國家，相對地，

該國的競爭力也愈高。但是，如果政府只能做到廉潔而缺乏效能，

仍然不足以有效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因為「廉」與「能」可說是

國家創造與維持競爭力的必要條件，一個腐敗現象嚴重的國家不

可能擁有高效率的政府與自由化的市場，不利於鼓勵社會創新及

吸引企業投資。換句話說，「廉」只是具有「防弊」的效果，「能」

才能達到「興利」的目的。政府機關與人員不能為了減少弊端而

消極不作為，必須勇於任事，用對的方法把事情做到最好，提升

公共治理的績效，才能贏得人民信任與支持。「廉」與「能」二者

必須相輔相成，才能達到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目標，若政府的運作

能夠做到弊絕風清，其效率與效能往往亦隨之提高；反之，當政

府的運作具有效率與效能時，貪腐存在的空間也會被大幅地限

縮。 

事實上，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都已告訴我們，政府部門的貪

腐無能，通常就是一個政權走向衰敗的開端，因為人民會從各種

社會腐敗風氣與行為出現，逐漸質疑主政者及其執政團隊的心態

與能力，對官僚體系的作為也會產生不信任感，即使再好的政策

規劃，也會因為執行過程出現貪腐弊端或人民的反對抗爭而事倍

功半，難以獲致良善的政策結果，終將導致政權的興替，不是以

國家競爭力（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國家透過各種制度設

計與政策作為，積極

推動建設及整合資

源，提升行政效率與

效能，改善國內的政

治、經濟與社會環

境，以創造競爭優勢

及吸引企業投資。 

全球競爭力報告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由世界經濟論壇每年

9 至 10 月間公布「全

球競爭力報告」，針對

130 多個國家、100 餘

項統計與調查指標進

行全球競爭力評比排

名，評比內容涵蓋基

本需要、效率增強、

創新及成熟因素等三

方面，反映各國的經

濟實力與繁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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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方式和平產生新政府取而代之，就是出現武力革命推翻既有

政權，成立新政府。根據國內一項民意調查指出（如圖 2-2），若

以 0 到 10 分來表示，分數愈高代表愈正面的評價，民眾雖然認為

個人對於公共決策影響力的政治效能感並不高（僅有 1.86 分），

但對臺灣民主政治則是給予頗為正面的評價（6.84 分），更重要的

是，民眾認為政府的清廉程度與民主政治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8.24 分）。由此可知，「廉潔」可說是人民對政府部門的基本的

要求與期待，政府的施政如果缺乏廉潔的基準，將可能導致社會

上各個部門腐敗弊病叢生，失去政策效能，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感

下滑，執政者終將失去統治的正當性，甚至危及民主政治體制的

健全發展。 

綜言之，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的今日，如何打造廉潔與效能

的政府，增強國家競爭力與提高人民信任度，便成為各國政府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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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63,79.3） 

圖 2-1：政府清廉程度與國家競爭力的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註：X 軸表各國在清廉印象指數評比分數，Y 軸為全球競爭力指數得分，如臺

灣在 2017 年清廉政象指數得到 63 分、全球競爭力指數 79.3 分。本圖主要說

明政府清廉度與國家競爭力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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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重點與方向。基此，許多國家莫不專心致力於整體廉政建設

的推動與公務人員廉正價值的維持，期盼能打造一個既廉且能的

政府，達到良善治理的目標。因之，本章從全球反貪腐政策發展

趨勢與國際反貪腐測量及評價這兩個面向，介紹國際反貪腐運動

的潮流與重點，以做為我國持續推動反貪腐及廉政建設工作的參

考。 

  

6.84 

1.86 

8.24 

0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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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程度 政治效能感 清廉對民主的重要性 

平均值 

圖 2-2：臺灣民眾對廉潔與民主治理關係的看法 

資料來源：法務部，106（2017）年廉政民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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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反貪腐的思潮與脈絡 

人類世界的貪腐問題由來已久，不僅貪腐行為發生的原因非

常多元，貪腐的型態也隨著時代而不斷演變。相對地，各種防制

貪腐的策略與作法也不斷推陳出新，期能建立一個免於貪腐的社

會。隨著全球化與網路化的時代來臨，國與國之間各個層面的交

流日益密切，觀念與資訊的傳播流動速度也日益快速。因之，經

由掌握國際反貪腐的思潮與轉變，有助於為我國推動廉政政策提

供新思維與新策略。以下從四個面向觀察全球反貪腐的發展脈絡

與意涵，並從中思索我國廉政建設的理路。 

一、由個人的道德瑕疵走向社會的公益危害 

早期，主要是從貪腐行為者本身的道德、性格與價值觀的偏

差來解釋貪腐行為的發生，以儒家精神來說，品性即是「德」，能

力即是「才」，德才兼備是對從政者的期許，貪腐被界定為違反公

務員自身應有之忠誠與操守標準，因此，貪腐屬於「個人層次」

的道德問題，其對社會整體的危害甚小，是以，加強個人的倫理

操守與廉潔教育是抑制貪腐行為的重要手段。後來，世人逐漸將

貪腐行為視為一種破壞組織治理及悖離社會規範的行為，貪腐不

單純是濫用權力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尤其就擔任機關首長或主

管的管理人員而言，廉潔不僅是個人德性的問題，更是攸關組織

領導與管理成敗的要素；即使是基層的公務人員，其貪腐行為也

可能具有集體性，造成組織運作的危機，進而傷害社會整體的利

益。換句話說，在當代民主治理的系絡下，人民對政府部門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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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的期許，不僅在於專業的能力，更在意其是否具有廉潔

的操守，而此二者構成了行政的核心價值（林鍾沂、王瑞夆，2009：

4）。有鑑於公務人員濫用公權力的結果不僅損害國家競爭力，也

會損害公共利益及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貪腐實乃涉及「集體層次」

的問題，不能將反貪腐簡化為個人教育問題，而是與組織功能分

工、政治體制設計、經濟發展階段及社會價值變遷等密切相關，

如何透過制度安排來防治貪腐便成為主要思潮之一。 

二、由消極的反貪腐走向積極的推動廉政建設 

長久以來，一個深植人心觀念是，將反貪腐的目標等同於揭

發違法弊端、查辦貪瀆案件，此一刻板印象導致許多人將反貪腐

窄化為「肅貪」工作，對反貪腐運動反而造成了以下幾個不利的

影響：（1）反貪腐背後隱含了「性惡論」的假定，制度設計偏向

以防弊為主，在嚴刑峻法與動輒得咎之下，養成公務人員消極不

作為的保守心態；（2）反貪腐可能導致政府機關的「家醜外揚」，

造成內部關係的緊張及外部評價的低落，一旦遇到貪腐情事便儘

量大事化小、小事化無；（3）廉政專責機關唯有透過查辦重大貪

腐案件，才算是反貪腐運動的成功。惟近年來，隨著民主政治的

開展與法治精神的落實，以及國際組織透過各種管道向各國政府

倡議，此一狹隘的反貪腐概念逐漸被重新定義。在觀念上，強調

「預防貪腐」重要性更勝於「整肅貪腐」，如《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UN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第二章第 13 條明

確指出社會參與在反貪腐工作上的重要性，政府部門應透過行政

與資訊透明化的設計，提高決策過程之透明度，確保公眾有獲得

訊息之有效管道，使公眾在決策過程中發揮作用，可鼓勵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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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及參與反貪腐運動，進而促進廉能政府的實現；另一方面，

基於保護組織與關心同仁的正面態度，思考廉政相關的制度與政

策設計，建立防範機制及協助公務人員避免誤蹈法網，不僅可從

源頭減少貪腐的發生，亦有助於導引公務人員積極為國家與人民

興利。 

三、由重組織內部管理走向組織外部問責 

依法行政乃是政府部門執行任務的基本原則，由立法機關針

對各類行為訂定原則性與通則性的法律規範，並授權行政機關公

正執行法律，基於執法時所面臨的個案情境可能有所不同，公務

人員乃被賦與行政裁量的權力。不過，為了避免政府濫用權力造

成對人民權益的侵犯，公務人員僅能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執行業

務，一旦因為公務人員執行業務過程對人民的權益造成傷害，人

民依法可以尋求救濟，提起訴願與訴訟，甚至要求國家給予賠償。

在此原則下，政府制度的設計主要是透過行政管理與內部稽核的

手段，及擴大民選首長、法院、立法者的監督權力，限縮公務人

員為了貪腐目的而濫用裁量權的可能性。然而，此一內部管理與

控制機制雖有其作用，但也可能因為行政流程的不夠透明、官官

相護或形成共犯結構而難以達成防止貪腐的目的。因此，外部的

監督與問責機制的導入實有其必要性，可與內控機制相互配合，

發揮相輔相成的效果，例如：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公民團體的

監督、公民社會的參與等方式，讓公務人員依據法律授權而執行

公務與行使裁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受到公開的檢視，減少以公權

力謀取私人利益的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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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在地倡議運動走向全球鏈結運動 

各國因歷史背景、政治體制、經濟發展、社會文化等面向的

迥異，貪腐行為的態樣、頻率、影響等亦各不相同。早期的反貪

腐運動大多是各國政府與公民團體在該國的環境系絡下，以社會

運動等方式推動反貪腐政策或倡議反貪腐活動，提高政府治理的

效能。但在全球化的時空脈絡下，隨著國際貿易與跨國移動的腳

步，貪腐的發生與影響已非單純是國家內部治理不彰的問題，有

些貪腐行為甚至已經形成跨越國界的網絡，其影響也早已超越國

家的界線，更非單一國家的個別努力所能澈底解決，需要各國之

間相互協助與合作，如跨國企業行賄、毒品買賣交易、犯罪所得

隱匿或移轉（洗錢）、軍事採購佣金等貪腐問題。《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序言即開宗明義指出：「貪腐已不再是地方性問題，而是一

種影響所有社會和經濟之跨國現象，因此，進行國際合作以預防

及控制貪腐，乃至關重要。」是以，反貪腐已不再單純是一國內

部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各國廉政政策的設計應從全球反貪趨勢之

思維出發，研究國際公約的規範與汲取他國的政策經驗，並反思

本國的國情文化特性，才能與全球廉政治理網絡接軌，更加有效

的預防及打擊貪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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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反貪腐組織的介紹 

在全球反貪腐的思潮下，有不少的國際組織投入反貪腐的政

策倡議與制度設計，開發多樣化的反貪腐工具，監測各國的貪腐

嚴重程度及建立全球反貪腐的行動網絡，以下分別介紹國際上幾

個與反貪腐活動相關的重要組織，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些組織在全

球反貪腐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 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成立於 1997 年，係由聯合國藥物管

制規劃署與國際預防犯罪中心合併而成，目的在幫助各會員國打

擊非法藥物、犯罪與恐怖主義。該機構於 2010 年 10 月發布了新

的服務清單，其中包括了反貪腐問題在內，期能與政府部門、私

部門、民間社會團體共同努力，減輕並消除貪腐個人或集團對政

府部門、國家邊境及貿易管道的控制，近年來，聯合國毒品暨犯

罪辦公室也採取一些措施幫助各國政府追回官員的貪污利得。 

有鑑於貪腐行為是一個複雜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現象，不

僅削弱了民主體制的建立與造成政府運作的不穩定性，也成為阻

礙經濟貿易及社會發展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

公室於 2000 年 12 月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開始研究如何以國際條約的方式來規範並促進聯合國會員國反貪

腐行為，並著手草擬《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聯合國大會於 2003

年 10 月 31 日正式通過此一公約，這是聯合國第一個用於打擊貪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 

於 2003 年 10 月 31

日由聯合國大會通

過，2005 年 12 月 14

日生效，目前共有 177

個締約方，是全球簽

署會員國最多、影響

力最大的一項反貪腐

公約。公約目的在指

導政府制定反貪腐法

規制度與政策。我國

雖非聯合國會員國，

但為使公約在國內具

有法律效力，法務部

訂頒《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施行法》，成為國

內反貪腐法制與措施

的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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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犯罪的正式法律文件，截至 2018 年 6 月底為止，全球已有超過

140 個會員國簽署，186 個會員國批准或接受此一公約。我國目前

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但身為國際社會成員之一，為了展現

善盡國際社會責任與連結全球反貪網絡的意志，我國立法院於

2015 年 5 月制定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使該公約具

有國內法的效力，進而要求各政府機關致力推動落實此公約，面

面檢視國內相關的法規、行政措施是否符合公約規定，並提出具

體的修法方向與未來的策進作為1。 

在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內部，實際上主要負責執行與公

約有關工作的部門是貿易事務部（Division for Treaty Affairs, DTA）

下的貪腐與經濟犯罪科（Corruption and Economic Crime Branch, 

CEB），此一單位藉由以下的活動協助各國批准及有效執行此一

公約： 

1、 擔任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締約國會議（Conference of States 

Parties, COSP）之秘書處角色，此會議為公約之下的主

要決策機制，由貪腐與經濟犯罪科提供相關資訊與技術

方面的服務及協助； 

2、 協助公約執行審查機制，各國落實與執行情形設有同儕

審查（peer-review）的程序，若會員國有所請求，聯合

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會提供技術上與實質上的支援，也

                                                      
1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有幾項重要規定：（1）第 2 條：公約所揭示之規定，具有

國內法律之效力。（2）第 4 條：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之規定，並積極加

強落實各項反貪腐法制及政策。（3）第 6 條：政府應定期公布反貪腐報告。前項報告，

應包含貪腐環境、風險、趨勢等分析，與各項反貪腐政策、措施之有效性評估。（4）第

7 條：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

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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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從各國的執行報告中整理出執行公約的趨勢、挑戰、

最佳策略與技術協助的報告，供各國參考； 

3、 在經濟詐欺與犯罪等相關議題領域，以多元的形式提供

各國技術協助及發展反貪腐工具，包括立法協助、反貪

腐政策與策略、能力建立活動、操作手冊及訓練材料等。 

綜言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目的在於指導及提供各國

政府反貪腐之法制與政策，對界定貪腐犯罪、預防貪腐行為、打

擊貪腐行動、反貪腐跨國合作、刑事定罪與司法引渡、非法資產

之追繳等問題，訂定了法律上的規範原則，有些條文屬於「強制

性規定」，要求會員國負有立法執行之義務；有些條文屬於「強烈

建議性規定」，希望會員國必須考慮或積極努力採取之措施；有些

條文則屬於「一般建議性規定」，各會員國可依據該國的法律制度

與現實情境選擇適當的作為。此一公約也奠定各國就打擊貪腐犯

罪開展國際合作的多邊法律基礎，其規範之對象涵括公部門及私

部門之貪腐行為，對各國加強國內的反貪行動、提高反貪成效、

促進反貪腐國際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二、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賄賂工作小組（OECD 

Working Group on Bribery）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於 1961 年設立，其宗旨為幫助各會員

國實現永續經濟增長與就業，提升會員國人民之生活水準，同時

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定，從而在多邊及非歧視性的基礎上，為世界

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實際運作上則扮演提供架構，讓會員國交流

經濟發展經驗，為共同面臨的問題尋找答案，協調各國國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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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合作與實踐的角色（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2016：60）。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對反貪腐議題的關注，其實是深受會員國之

一的美國長期主張國際貿易自由與公平所影響。其要求各會員國

應該共同打擊跨國行賄的行為，以建立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經

過多年的努力遊說後，該組織於 1997 年通過《OECD 反行賄公

約2》（The OECD Anti-Bribery Convention），迄今除了 36 個會員

國全部簽署外，另有 8 個非會員國加入簽署。 

該公約第 1 條即明定「對任何刻意（不論是直接或透過中間

人）提供、許諾或給予不當金錢或其他利益予外國公職人員，以

藉由進行某種行動或免於某種行動之限制來獲取或保留國際商業

業務或其他不正當利益的個人，所有締約國應根據其法律之刑事

罪行來建立及採取必要的措施。」再者，此一公約除了要求會員

國必須調和公約與國內法的一致性，針對賄賂外國官員定罪的法

律拘束標準，並提供一系列有效執行的措施外，其條文規定的重

要內容之一為深化與廣化各國的司法管轄權，凡是簽約國之國籍

企業在海外從事行賄，均應採取刑事訴追，此一規定形同集體式

的擴大各國的司法管轄權範圍；此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下設

反行賄小組，每年集會四次，與會者主要是各國部長級外交官員

或是專業法律資深官員，各國彼此交換情報分享執法資訊，強化

了各國執法力度與強度（葛傳宇，2011：34）。 

                                                      
2 1970 年代初期，美國政壇籠罩低氣壓，尼克森總統涉入水門案的特大政治醜聞牽扯出

美國大企業私設秘密基金提供做為國內與國際政壇的政治獻金。當時美國國會查出航空

器製造商洛克希德公司（Lockheed Martin）涉嫌以現金向日本首相田中角榮行賄數百萬

美元換取民航機採購合約。新聞曝光後，引起美日兩國政壇震撼，田中下台被起訴，美

國國會則通過《海外反貪腐行為法》（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of 1977 or FCPA）

首度明定以民刑事雙重處罰美國上市公司在海外的行賄行為（葛傳宇, 2011: 34），該法

主要目的是禁止美國企業賄賂外國政府之官員，但並未納入私部門間之收賄罪及行賄罪。

《海外反貪腐行為法》原先是美國片面的國內立法，經過美國多年的遊說努力，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於 1997 年通過《OECE 打擊國際商業交易行賄外國公職人員公約》（OECD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亦可簡稱為《OECD 反行賄公約》。 

OECD 反行賄公約 

(The OECD Anti- 

Bribery Convention) 

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於 1997 年通過，其

目的在於建立公平競

爭的商業環境，目前

有超過 40個國家參與

簽署。該公約要求各

簽署國必須將行賄外

國公務員視為犯罪行

為，並給予法律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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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聯合國會員國包括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及低度開發

國家在內，各國的發展程度有明顯的差距，為求《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在各會員國的普遍適用性，該公約所要求的法律規範可說

是全球反貪腐的最低標準，期待各國可以在這個基礎上採取更有

效打擊貪腐政策，如公約第 65 條第 2 項即期許：「為預防和打擊

貪腐，各締約國均得採取比本公約規定更為嚴格或嚴厲之措施。」

相對地，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 36 個會員國幾乎都是國際經濟貿

易大國，無論是政治或經濟的發展均已有相當的成熟度，因之，

《OECD 反行賄公約》可說是先進國家間的共同規範。我國除了

遵循《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規範外，《OECD 反行賄公約》針對

會員國所建議的標準與策略，似乎也十分值得效法與學習。 

三、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反貪腐暨透明化工作小組

（APEC Anti-Corruption and Transparency 

Working Group, ACTWG）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始於 1989 年，主要在關注區域內會員國之間的經濟治理與發展的

議題，對貪腐議題的重視係由「反貪污與透明化之於經濟發展的

關係」角度出發，強調公、私部門的經營管理若是貪污背信、透

明度不足，不僅影響公部門服務的有效提供，也妨礙私部門的健

全發展，所衍生之信用風險也會傷害國內與國際貿易投資者的信

心，且嚴重侵蝕社會誠信與公平，斲傷政府責任及公眾信任，長

遠而言，將對推動永續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財團法人台灣

經濟研究院，2016：11）。 

2001 年，亞太經濟合作領袖會議於《上海約章》（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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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中首度明示透明化對於經濟治理的重要性，並責成部長

會議在考量各經濟體特殊狀況的前提下，積極執行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透明原則，於 2002 及 2003 年分別提出第一版和第二版的《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透明化執行標準領袖聲明》（Leaders' Statement to 

Implement APEC Transparency Standards），肯定透明化對於促進經

濟成長、金融穩定的重要性，不僅可增進政府的效率及人們對政

府的信心，更是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的基礎原則，並針對透明化

執行標準提出一般性原則（general principles）與特殊性原則3

（specific principles）。2004 年，亞太經濟合作領袖會議通過《反

貪腐及透明化聖地牙哥承諾4》（Santiago Commitment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Ensure Transparency）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反貪

腐暨確保透明化之行動綱領》（APEC Course Of Action On Fighting 

Corruption And Ensuring Transparency），在此承諾中，領袖們肯定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做為全球第一項具有法律拘束力之反貪工

具的地位，承諾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反貪腐工作將合乎公約的原

則與願景，並同意採取相互呼應的行動5。 

為有效執行反貪腐工作、打擊非法貿易、協助在各經濟體國

                                                      
3  一般性原則的內容主要是肯定法規行政資訊公開、司法仲裁單位獨立，以及利益相關

各方之充分參與的重要性；特殊性原則方面則是針對服務業、貿易、政府採購、競爭與

法規改革、標準與符合性、智慧財產權、海關程序、貿易便捷化，以及貨幣、金融、財

政政策和總體經濟政策資料透明化等層面，連結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過去曾發表的文件，

使相關資訊更加公開透明及容易取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2016：21）。 

4 在《反貪腐及透明化聖地牙哥承諾》中，領袖們認可貪腐問題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

層面，並可見於公部門與私部門，對於永續經濟發展、良善治理、市場誠信（market 

integrity）及貿易與投資的增進是嚴重的威脅，因此，若要全面性的反貪腐，各亞太經

濟合作會員體必須要注重良善治理與法律體系的透明（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2016：

22）。 

5 行動方向包括：（1）遏止任何可庇護貪腐官員和行賄個人及渠等資產的「避風港」（safe 

haven）。（2）促進引渡、法律互助及貪瀆資產追回的區域合作；（3）以合乎《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的原則與實踐，進行貪瀆之懲戒及防制；（4）加緊反貪腐之個別與集體合作

行動，包括多邊與區域性政府機構間彼此合作，以及各經濟體境內反貪腐承諾實踐的訊

息交換；（5）以創新、目標導向的方式，進行反貪和透明化的能力建構與技術合作；（6）

執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透明化標準（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2016：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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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執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透明化標準及採行適切的步驟與措施，

2004 年成立「反貪腐專家工作小組」（Anti-Corruption Experts’ Task 

Force, ACT），該小組除了每年舉辦常會與專門會議外，亦經常以

舉辦研討會、座談會、工作坊或論壇等方式，讓各經濟體針對特

定議題分享經驗與對話合作。2011 年 3 月，為將反貪腐工作制度

化、發展與執行反貪腐的長期策略、強化各經濟體在罪犯引渡、

法律援助、司法互助及貪污犯罪執法（特別是資產沒收與追回）

上之合作，實踐亞太地區的良善治理與自由貿易之可能性，乃將

反貪腐專家工作小組正式升格為常設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反貪

腐暨透明化工作小組」。會議形式持續反貪腐專家工作小組時代的

傳統，仍可分為「常會」和「專門會議」兩種類型，常會成為各

經濟體盤點反貪腐工作進展與回報，以及專門會議前的準備場合。

2013 年，亞太經濟合作部長會議宣言承諾成立「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反貪腐及執法機構網絡」（APEC Network of Anti-Corruption 

Authorities and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CT-NET），並召開籌

備會議，嗣於 2014 年正式建立，同時通過《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反

貪腐及執法機構網絡權限說明》（ACT-NET Terms of Reference），

以促進亞太經濟合作會員體之間在打擊貪腐、賄賂、洗錢、非法

貿易及非法資產追回之跨境合作（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6）。近年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反貪腐及執法機構網絡亦在區

域間的引渡等領域的合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亦針對海外行賄

及資產返還等議題，透過區域合作達到完善的政府治理及創造共

生共榮之經濟環境（王盛輝等人，2017）。 

由此可知，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對於貪腐問題的思考，先是從

「透明化」的概念切入，採取「由商業行為思考問題」的路徑，

2004 年起，開始將反貪腐議題獨立出來論述，路徑上也漸與《聯

合國反貪腐公約》結合，同時涉及公部門與私部門之貪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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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部門方面，除了對公職人員之考選與行為倫理做出原則性的

規範要求之外，後續也擴及反貪腐有關單位及執法機構彼此之間

的連結；在私部門方面，依然延續過去「由商業行為思考問題」

的路徑，同時觸及公司治理、市場健全與非法貿易等問題，朝向

跨境、跨市場、供應鏈連結等方向思考（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

院，2016：20）。近年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反貪腐工作趨勢包括：

（1）從過去的政策相互參考，到國際間的執行合作；（2）從過去

的案件偵查合作，到今日的資產剝奪合作；（3）以往著重公務員

肅貪，現在認為企業內部行賄也很重要；（4）公部門獨立反貪肅

貪，到公私部門協力合作；（5）跨組織合作，例如：來自不同地

區但有相同功能（如資產返還）組織的縱向合作，或是橫向上與

司法互助、反貪、檢察官合作相關的組織，彼此間互為觀察員而

串連（殷玉龍等人，2015）。 

四、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國際透明組織是由德國籍的 Peter Eigen 於 1993 年所創設，

他曾服務於世界銀行（World Bank），因長期不滿世界銀行援助貸

款過程不透明，造成援助無效率，甚至促成援助國的貪腐橫行，

於是召集有志之士成立此一組織，刻意擺脫捐助國對國際政府間

組織的控制與影響，以獨立超然的立場，倡議各國政府施政透明

化，降低官員貪腐之誘因（葛傳宇，2011：39）。目前國際透明組

織在世界上已超過 100 個國家分會（National Chapters），臺灣也

在2002年正式立案成立「台灣透明組織」，成為全球第87個分會，

與國際透明組織及各國分會進行交流與合作。 

國際透明組織的組織架構設計，一開始就不是採取中央集權

世界銀行 

(World Bank) 

成立於 1944 年，由

189 個成員國所組

成，其總部設在美國

華盛頓特區，屬於聯

合國系統的國際金融

機構。主要是為開發

中國家的發展計畫提

供貸款與技術援助，

並透過議題分析研

究、政策研擬建議等

方式，協助開發中國

家進一步發展，核心

目標在清除社會貧困

及促進繁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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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而是水平式的跨國倡議網路，各國分會平日獨立運作，

各分會的人事與經費均各自獨立、互不隸屬，沒有資源分配多寡

的問題。國際透明組織可說是兼具單一議題式的遊說團體與知識

社群的複合體，其成員結構主要以專家、學者為主，透過這些知

識份子的專業意見及實務經驗，國際透明組織所發布的各項貪腐

指數與報告，其背後依據的研究方法與原始數據資料均經過專業

學者的專業檢視，兼顧了學術性、權威性及可讀性，呈現出來的

結果更具有說服力，以其每年度所發布的清廉印象指數為例，迄

今仍是全球公認最接近事實也是常被引用的各國貪腐排行榜（葛

傳宇，2011：40），為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所重視與參考。 

事實上，國際透明組織的戰略是訴求貪腐不單純是個人層次

的道德操守議題，也是國家層次的「經濟發展、競爭力與責任政

治」的議題，其合縱連橫是以專業的說服力為籌碼，以合作取代

對立衝突，爭取國際政府間組織與主權國家的認同接納，而確立

長期的公私夥伴關係，共同致力於國家與國際層次的反貪腐運動

（葛傳宇，2011：42）。因此，該組織試圖結合政府部門、民間企

業與公民社會的力量，建構全球性反貪腐網絡，從各個層面打擊

貪腐行為，以杜絕貪腐及提升社會上各部門的透明、問責與廉潔

為使命，其願景是追求「一個沒有貪腐的世界」（a world free of 

corruption ），核心價值包括：透明（ Transparency ）、問責

（Accountability）、廉潔（Integrity）、團結（Solidarity）、勇氣

（Courage）、正義（Justice）及民主（Democracy）。 

國際透明組織所採取的反貪腐策略主要可分為五大面向：（1）

激起社會關注；（2）建立反貪腐聯盟；（3）開發反貪腐工具；（4）

設定廉潔標準；（5）監測貪腐活動。國際透明組織發布的貪腐相

關指數主要包括清廉印象指數、行賄指數（Bribe Payers Index, 

行賄指數 

(Bribe Payers Index,  

BPI) 

國際透明組織自 1999

年起，每三年一次針

對28個以出口為主要

經濟來源的國家在海

外經商行賄的情形進

行民意調查，調查對

象主要為外國公司高

級行政管理人員、國

內公司高級行政管理

人員、註冊會計公司

最高負責人、跨國商

會代表、國內或外國

商業銀行執行長，以

及商業法律公司的執

行長等，評比各國企

業在國際貿易活動中

的腐敗程度。 

全球貪腐趨勢指數 

(Global Corrupion  

Barometer, GCB) 

是國際透明組織針對

各國民眾所進行的調

查，主要問卷題目包

括了民眾對各國內整

體及各部門貪腐程度

的感受、對政府反貪

工作效能的評估、受

訪民眾或其家人在過

去一年中是否有行賄

的經驗、以及參與反

貪腐的意願等，以了

解民眾對各個部門貪

腐情形的主觀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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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I）、全球貪腐趨勢指數（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GCB）等

三種指數，其資料來源最主要是針對各國的商業菁英份子（尤其

是跨國公司外派各國的主管）所做的主觀性問卷調查或訪談。上

述國際透明組織所建構的三個指數不只是學術界最常引用之文獻，

也廣為國際政府間組織與各國政府引用參考，本章下一節將針對

清廉印象指數、國家廉政體系及與國防高度相關的政府國防廉潔

指數做介紹。 

由此可知，國際透明組織所秉持的理念是「反貪腐，但不反

政府」，凡是主權國家與國際組織均是極力爭取合作的對象，企圖

建立一個多元包容的跨國反貪聯盟（葛傳宇，2011：40），這是因

為反貪腐運動的成功，需要政府政策的推動與落實，更有賴於主

政者的決心與支持。因此，一旦採取反政府的立場，其主張與行

動便很難獲得各國政府與領袖的認可及合作，難以形成反貪腐的

夥伴關係，督促各個國家進行內省反思與制度性改革。國際透明

組織並非著重於單一貪腐案件的調查或報導，而是推動反貪腐機

制的建立與國家廉政建設，逐步讓反貪腐為人類共享之價值觀，

免受貪腐之害為基本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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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透明組織 

植基於臺灣在全球反貪腐運動中不能也不該缺席的理念，台灣透

明組織(TI-Taiwan)於 2002 年 9 月 28 日成立，以推動臺灣政府透明與

社會廉潔為其重要使命，並於 2008 年完成國際透明組織國家分會認證

程序，簽署「正式會籍」文件，成為國際透明組織全球各國分會成員

之一，亦為該組織在亞太地區最為活躍的分會成員。 

台灣透明組織是非政府組織，發起人涵蓋學術界、企業界、行政

界、傳播界與法界人士。目前仍持續邀請認同反貪腐理念，願意委身

投入反貪腐運動人士的加入，以結合政府、企業、與民間社會力量，

透過國際非營利組織的視野，藉由宣導、研究、結盟與監測的方式，

營造臺灣透明社會與廉潔文化，進而提升臺灣民主品質與國家競爭

力。其主要任務為： 

1、激起社會關注：藉由各種媒體之社會行銷方案與社會教育的深層轉

化功能，持續激起社會對貪腐問題的關注，形塑我國廉潔文化。 

2、建立反貪腐聯盟：建立國內、國際暨兩岸各種組織網路，交換反貪

腐運動之經驗；尋求聯合政府、企業、社會之力量，戮力推動各種

反貪倡廉之作為。 

3、開發反貪腐工具：藉由研究各國與國內各組織反貪腐經驗，總結歸

納出有效的反貪工具，並藉由學習散播效果，將反貪工具推廣至需

要的單位。 

4、設定廉潔標準：協助政府、企業與民間，建立各種廉潔標準及作業

流程，包括個人與組織的廉潔標準，從推廣的角度提供社會各界參

考依循。 

5、監測貪腐活動：藉由國際與國內經驗，從制度、過程及結果三方面，

設立各種測量貪腐現況的指標，以協助政府、企業與民間瞭解問

題、督促改善。 

自成立迄今，台灣透明組織秉持「監督有權者、改變臺灣心」的

理念，把握「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的原則與國際反貪腐組織結盟，

再藉由臺灣民間力量的實際支援，推動反貪腐的社會改造運動，以實

際行動推動廉潔、透明、問責、參與之優質治理的最終目標。 

資料來源：台灣透明組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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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際反貪腐測量指標與我國的廉潔評價 

為有效監測各國的貪腐風險，國際組織開發了各式各樣的評

估工具，以蒐集與分析資料，掌握各種貪腐類型發生的因子及嚴

重程度，並透過跨國評比的機制，提醒各國政府重視貪腐的議題

及採取有效的行動，同時也提供給企業做為跨國投資的參考，以

減少經濟與財務的損失，以下分別說明發展反貪腐測量工具的目

的與挑戰，並介紹幾個國際上不同型態的反貪腐測量工具。 

一、 國際反貪腐監測工具的開發與應用 

無論是學術或實務的工作者，在進行貪腐的測量之前，首先

遭遇到的挑戰是貪腐的「定義」問題，即研究人員必須思考如何

將「貪腐」概念加以操作化，應該以什麼樣的「客觀標準」來區

分貪腐行為與非貪腐行為，到底應該依據道德、法律、公共利益

抑或是民意為判準？另外，在進行跨國比較研究時，定義貪腐尚

要面對「文化相對性」下的「主觀認知」差異，即在某一社會被

視為貪腐的行為，在另一個社會中卻可能不被如此看待（彭立忠、

張裕衢，2008：71）。 

舉例來說，對亞洲許多國家而言，由於受到傳統送禮文化與

集體主義的影響，習俗上或私人間的餽贈或送禮這類行為，在傳

統社會本來是合法的、可以接受的，但是經過時代的變遷與套用

外來的準繩度量，卻反而變成踰越常規、墮落腐化的行為。換句

話說，如果用新時代的是非觀與西方的道德標準，把一些習以為

常的傳統行為模式，全部認定為違規的、有罪的收賄行為，不僅

文化相對性 

(Cultural Relativism) 

主張各種文化有其特

殊的價值與標準，在

此文化下所產生的行

為不應該藉由其他的

文化觀點來判斷與評

價，而應在其相對應

的脈絡下進行理解及

詮釋，才能合理的認

知該行為的意義，並

平等尊重多樣性文化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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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違民情風俗，也難免遭人物議這種不近人情的作法隱含西方民

主國家的道德優越性，甚至可能引起非西方國家政府與人民的反

感（Husted, 1999; 彭立忠、張裕衢，2008；葛傳宇，2011）。因

此，研究者在定義貪腐行為時，必須考量到國情文化與時空條件

的差異，以免出現過於嚴苛或寬鬆的情形，無法真正反映該國的

貪腐狀況。 

測量貪腐會遭遇到的第二個問題是，要用什麼方法或工具進

行測量？由於貪腐行為普遍具有三個特性：（1）具有高度隱秘性。

貪腐往往不是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也沒有貪污者會主動或公開

承認自己的貪腐行為，是以，極為不易取得真實的客觀統計資料。

（2）欠缺明顯而直接的被害人。行賄或受賂雙方均為共犯結構的

一部分，受害人通常是不知情的第三人（如消費者、人民、企業、

政府），不易受到社會大眾的高度關注，也增加檢舉的困難度。（3）

不易取得貪腐的證據。貪腐通常是單一個人所為或雙方你情我願

的合謀行為，除非有心人士刻意保存證據，否則，第三人很難具

體指證貪腐行為的存在或發生。由此可知，就「貪腐」的本身而

言，這是一個不易測量的社會現象，研究者所欲測量者即是那些

為人所刻意隱藏的事物，貪腐的犯罪黑數遠高於已被揭發的案件

數，因此，透過測量而得的貪腐資訊或數據，與實際貪腐的程度

之間，必定有所距離，而產生測量上之誤差（彭立忠、張裕衢，

2008：75）。 

雖然貪腐的測量面臨這兩大挑戰，但仍有不少國際組織及研

究人員致力於發展各種測量或監測的工具，其主要理由如下：（1）

唯有評估貪腐問題的規模、嚴重程度、發生地點、發展趨勢等，

才能知道如何處理此一問題；（2）若能了解貪腐行為是否存在一

些模式或態樣，將有助於釐清其中的共通或差異之處；（3）若能

犯罪黑數(Dark 

Figure of Crime) 

犯罪學上專有名詞，

指的是一些犯罪行為

事件已經發生，卻因

各種原因沒有被列入

官方正式的犯罪統計

中，致真正的犯罪統

計數與官方的統計有

明顯的落差，而這落

差即為犯罪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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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貪腐問題為何會形成及在哪裡發生的可能解釋變數，便能有

效從事預測與預防的工作；（4）若能建立具有測量效度與信度的

指標，可以幫助政策行動者了解需要採取什麼行動及評估策略是

否奏效（Heywood, 2015；莊文忠、余致力，2017）。因此，這些

年來，國際上已開發出不少測量貪腐的工具，以有系統、有架構

的檢視一個國家的廉政情況，並進一步提供監督、改革與比較的

基礎，促進廉政治理的實現。 

檢閱國內外有關貪腐的測量工具，依據其資料來源，主要可

分為主觀指標與客觀指標：主觀指標係以民意調查為主，包括一

般民眾或社會菁英的訪問，其所反映的是個人對貪腐問題嚴重程

度的主觀感受與結果評價；客觀指標係以公務統計資料為主，如

反貪腐人力與經費、貪腐犯罪案件統計等資料的整理，其所投射

的是各國在反貪腐工作上的努力過程與成效。然而，無論是利用

量化或質化的途徑針對貪腐現象進行測量，其主要目的均在發掘

貪腐問題及提供廉政建設方向。 

二、 國家廉政體系（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 NIS） 

國際透明組織自 1997 年便開始發展國家廉政體系，並經過

多次的修正與調整，不過，主體架構並沒有太大的變動，這是目

前提供國際透明組織進行許多跨國性比較研究的重要架構，也是

各國針對廉政建設進行自我診斷與評估的重要參考依據。在概念

圖像上（圖 2-3），國家廉政體系的構造就像是一座「希臘神廟」：

這座神廟頂部的每一端都由一系列支柱（pillars）支撐著，每根支

柱都是國家廉政體系的一個要素，包括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

法系統、文官體系、執法機構、選舉委員會、監察特使、審計總

國家廉政體系 

(National Integrity 

System, NIS) 

由國際透明組織在

1993 至 1994 年間所

提出，並經過數次修

正，其架構像是一座

希臘神廟，廟的頂部

為「生活品質」、「依

法治理」與「永續發

展」三個目標，廟的

結構是建立在公民意

識及社會價值的基礎

之上，每一根支柱代

表一個部門，任一個

部門的貪腐都可能導

致神廟的傾危，此架

構成為各國診斷各部

門貪腐程度及研擬有

效提升廉潔策略的重

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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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反貪腐機構、政黨、媒體、公民社會與私人企業部門等，不

過，因各國的體制設計並不完全相同，可能在支柱的組成上會有

所差異。 

 

 

 

 

 

 

 

 

 

 

圖 2-3：國際透明組織所建構之國家廉政體系 

資料來源：國際透明組織。 

在神廟的頂部則有三個圓球：「生活品質」、「依法治理」和「永

續發展」，代表國家廉政建設所欲達成的核心目標，如果要讓這些

圓球及其所體現的價值觀不致滾落下來，廟頂必須保持平衡，亦

即各個支柱缺一不可，不能有所偏廢。值得提出說明的是，這座

神廟自身建立在包含政經社文環境與社會價值的基礎之上，並靠

其所支撐。亦即，如果公民的廉正價值意識很強，那麼他們將支

撐起上面的那些「支柱」，進而達成永續發展、依法治理與生活品

質的目標；反之，如果公民對貪腐問題視而不見和姑息容忍，或

是社會上普遍缺乏廉正價值認知，那麼就會失去維繫國家廉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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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支撐力量，各根支柱自然難以發揮作用（Pope, 2000: 36）。 

國際透明組織不僅僅是提出此一評估架構，也提供一套檢測

操作的方法。在檢測面向上，除了檢測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

的基礎外，每根支柱的檢測指標也非常具體，包括該支柱在國家

廉政體系的角色（role）、治理的情況（governance）及能力（capacity）

等。檢測內容包括資源、獨立性、透明、問責、廉政機制、行政

監督與法制改革等部分，評估者必須針對每項檢測內容提出問題，

再依其回答結果給予 1 至 5 之間的適當分數，除了量化分數外，

評估者也必須提供文字說明與佐證資料來源，並進一步針對其法

定項目與實際情況進行落差分析及研擬解決對策。 

基本上，國家廉政體系是從宏觀、整體的角度切入，探討並

診斷一個國家整體廉政制度現況的工具，此一架構立於幾個假定

之上：（1）貪腐行為不是只發生在公部門，私部門與第三部門也

可能出現違反公共利益的濫權牟私行為，一樣應被視為貪腐。（2）

廉政建設非任何一個政府機構能獨立完成，也非只需要公部門的

投入，它包括公、私及第三部門的共同努力，甚至還必須連結國

際合作。（3）各國在廉政建設之前，需先針對現況進行評估與檢

視，才能了解問題之所在，再研擬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綜言之，

國家廉政體系之提出，本身即可做為廉政問題檢測與診斷的系統

與標準，一方面，可以發現該國廉政體系在實際執行上的落差與

制度缺點，進而提供改革的方向；另一方面，也提供許多國家在

進行政策倡議、興革時的立足點與跨國比較的基礎。 

  

第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 

又 稱 志 願 部 門 

(voluntary sector) 或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相對於

公部門(第一部門)、私

部門(第二部門)，其係

由民間自發性成立的

組織，通常享有免稅

的地位且不受政府的

控制，以從事非營利

性的活動為主，追求

社會公益的實現為目

標。此一部門的組織

類型非常多元，包括

協會、學會、基金會、

合作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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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 

國際透明組織自 1995 年開始公布清廉印象指數，此一指數

係採取複合性測量（composite measurement）的建構方式，引用

十多個國際組織調查報告的分數，每個國家（地區）至少被 3 個

以上的調查資料所納入才列入評比，再經由統計程序轉化為分數，

原先為0到10分表示受評國家的清廉程度，分數愈高代表愈清廉，

自 2012 年起，改用全新的計算方式，以 0 至 100 分表示受評國家

清廉程度，同樣是分數愈高者愈清廉。這十多個調查資料絕大多

數屬於菁英訪談，包括外商人士、專家學者等對各國公共機構清

廉程度的觀感，反映了個人的主觀印象與評價。 

以 2017 年所公布的清廉印象指數為例，在全球 180 個納入評

比的國家與地區中，紐西蘭以 89 分，成為全球最清廉的國家，其

次則為丹麥的 88 分，芬蘭、挪威、瑞士則是以 85 分名列第 3，

新加坡則是以 84 分名列第 6。南蘇丹和索馬利亞分別以 12 分和 9

分，成為全球最貪腐的國家。臺灣在 8 個涵蓋臺灣之原始資料庫

的計算下，得分為 63 分，排名全球第 29 名，較 2016 年分數進步

2 分、名次進步 2 名，此一分數 63 分也是近年來我國所獲得的最

高分，排名 29 名更是自 2003 年以來的新高。整體而言，我國近

六年（2012～2017）整體廉政情況皆維持在 61～63 分之間，全球

排名約介於 30 至 40 名之間（如表 2-1 所整理），顯示我國整體的

廉政情況呈現逐漸改善的趨勢，但也仍有努力的空間6。 

  

                                                      
6 http://www.tict.org.tw/anti-corruption/tools/cpi/ （2018/07/21 查詢） 

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 

由國際透明組織自

1995 年起每年發布的

評比項目，以 10 多個

國際組織針對外商人

士、專家學者以及民

眾等對象所做的調查

結果為依據進行分

析，就世界各國政府

的清廉狀況進行評分

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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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灣自 2012 年至 2017 年清廉印象指數排名與得分 

 

評比國家 

（地區）數 
176 177 175 168 176 180 

    排名 37 36 35 30 31 29 

    得分 61 61 61 62 61 63 

資料來源：台灣透明組織歷年新聞稿。 

基本上，清廉印象指數的主要優點在於，其為整合多重資料

來源而建構的指數，提高了每個國家評分之可信度，可避免單一

資料來源因偏見或調查方法的瑕疵，而對特定國家貪腐程度做出

錯估與誤判。此外，由於國際透明組織固定每年公布，針對各國

貪腐情況的分數與排名，雖然沒有指名道姓的批評貪腐國家的具

體施政能力，但是經由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與國內輿論的及時回

應，形同對各國政府合法性與問責性的年度成績考核，對後段班

的主權國家之執政當局構成莫大的改革壓力（葛傳宇，2011：43）。 

不過，值得說明的是，清廉印象指數本身是屬於落後指標，

即利用過去二、三年的調查資料進行整合分析，可能與現況出現

明顯的落差，尤其是當某一國家短期內發生巨大的或大量的貪腐

弊案，或大力施行制度性防貪策略後，無法立即反映在調查結果

的消長上，甚至有些政府為了降低其跨國菁英對該國的貪腐認知，

提高主觀評價分數，以邀請外國專家參訪或吸引媒體注意等方式，

展現其反貪努力的宣傳，但實際上並未積極打擊貪腐（Heywood,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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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因而未能有效促使各國積極採取行動。 

四、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Government Defense 

Anti-Corruption Index, GDAI） 

一般來說，軍事採購因涉及國家安全與軍事機密，往往矇上

一層極為神秘的面紗，此一採購項目與流程的不透明，可能暗藏

致生貪腐的高度風險，此由過去見諸報端的軍事採購弊端即可見

一斑。換句話說，由於國防採購具有經費龐大與業務敏感等特性，

非常容易在資訊不透明與欠缺外部問責的環境下滋生貪腐情事。

以我國為例，因為臺海兩岸長期敵對關係的情勢所致，臺灣的軍

事採購一直是位居全球軍事採購的前幾名，再加上國防無法自主、

軍購管道往往受制於美國，美國軍火商對該國行政部門與立法部

門的遊說與影響力非同小可，透過美國政府向臺施壓，以高姿態

指定對臺軍售的項目與規格，其一面倒的軍購契約內容以及抬高

軍售價格的情況早已是業界公開的秘密，也是臺灣軍方長期隱忍

的一大痛處（葛傳宇，2014：23）。 

在英國內閣國際開發部（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的支持下，國際透明組織的英國分會（TI-UK）

設置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自 2004 年開始有系統的從事全球國防

廉潔之倡議與研究。2009 年起積極推動跨國評比工作，經過反覆

研究測試與修正後，於 2012 年推出政府國防廉潔指數，用以衡

量一國國防貪腐風險水平，首次針對全球 82 個主要武器採購國家，

進行嚴謹的專家評估與受評國自評（葛傳宇，2014：26），此為全

球第一個評估各國國防及國家安全相關制度、監督機制與運作透

明度之客觀指標。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 

(Government Defense 

Anti-Corruption 

Index, GDAI) 

由國際透明組織於

2013 年 1 月首度推

出，該指數主要調查

對象為各國國防部

門，評估面向包含政

治、財務、人事、軍

事行動及採購等五大

風險領域，透過檢驗

國防部門貪腐問題及

軍購流程監督透明度

等問題進行貪腐風險

的分析評比，評比結

果從 A 級（表示最清

廉）到 F 級（清廉表

現度最差）。 



 

70 

廉政：從觀念到實踐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評鑑目的包括：（1）提供政府、軍事機

構、公民組織、人民以該國國防及安全部門貪腐風險的詳細資訊。

（2）基於對貪腐風險的認知，改變與進步才有可能。（3）國防貪

腐會危及國家與全球安全。（4）國防貪腐是危險的，並且可能造

成內部分裂及浪費。（5）促進各國政府建立更有力防貪腐制度與

組織，致力透明化工作，以降低貪腐肇生風險。此一評鑑就國防

與國安機構定義出 5 個主要的貪腐風險領域，再劃分成 29 個子風

險領域（參照表 1-1），共計有 77 個題目（2018 年修改為 76 個題

目）。所有問卷內容均不涉及個案，多是針對政策、法令、執行與

監督之機制與運作成效進行評估，至於具體軍購項目、金額、規

格、內容等等均不在問卷範圍內。各題項評分標準為 0 至 4 分，0

代表透明度極低（無標示貪腐風險的機制或該機制功能極為薄弱），

4 代表高透明度（強烈的組織機制以標示貪腐風險）。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採用專家評估方法，以雙盲審查為原則，

其評估程序概述如下（葛傳宇，2014；2016）：首先，國際透明組

織透過各國分會，在各受評國邀請一位專家或學者擔任評核人

（assessor），另由該分會聘請一位評核人（country assessor）進行

初評，該評估專家除了每題評分與評語之外，必須提供可資查證

之佐證資料以昭公信；隨後分為雙軌，一方面由獨立的學者專家

兩人各自進行同儕審查，另一方面邀請受評國之國防部進行自評，

針對初評各題評分與評語表達官方意見，緊接著送交各國透明組

織分會提供第三階段之複評；雙軌併行各自獨立進行，複評的結

果亦送交評核人進行評分調整之參考與回應；最後由國防與安全

專案小組進行統計上之標準化與跨國評比，區分為 A（貪腐風險

極低）至 F（貪腐風險極嚴重）六等次（如表 2-2 所整理）。 

 

雙盲審查  

(Double Blind 

 Review) 

雙盲審查是人文社會

學科領域裡面，被普

遍採用的期刊論文審

查方式。在審查過程

中，作者與審查人互

不知道對方是誰。雙

盲審查代表所有相關

的單位或個人資訊都

是不可得知的，如果

選擇了雙盲評審，必

須仔細地刪除論文中

所有可以推敲出作者

資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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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成績與貪腐風險對照表 

等次 
區間低分 

（%） 

區間高分 

（%） 
貪腐風險 

A 83.3  100.0  極低（very low） 

B 66.7  83.2  低 （low） 

C 50.0  66.6  中等（moderate） 

D 33.3  49.9  高 （high） 

E 16.7  33.2  極高（very high） 

F 0.0  16.6  嚴重（critical） 

資料來源：國際透明組織。 

 

 

 

 

 

 

 

 

 

 

 

 

圖 2-4：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流程 

資料來源：國際透明組織。 

選定外部專家評核人完成問卷初步答題 

內部政府評核人自評 
外部專家評核人審閱

同儕審查（2 人） 

各受評國家之國際透明組織分會審閱 

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最終審視暨評定 

誹謗審查 

全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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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與清廉印象指數均是採取匿名的專家

評比，但是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迥然不同於清廉印象指數的專家主

觀認知係為結果端（outcome）的評價，而係屬於相對客觀的輸入

型（input）貪腐指數，舉凡預防機制、政策法令與風險評估均列

評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3；葛傳宇，2016）。因之，

並非單一部會或局處能夠獨立完成此一問卷題目的作答，以我國

為例，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問卷題目所涉及業務範圍橫跨國安會

以及行政、立法、監察等三院，行政院轄下的部會包括；法務部、

國防部、內政部、財政部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等 5 個部會，其中又

以國防部職掌最密切，包括主計局、軍法局7、戰規司、人事次長

室、人力司8、軍備局與政治作戰局等7個高司單位（葛傳宇，2014：

30）。 

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於 2013 年發表第一次政府國防廉潔指

數評鑑成績，我國獲評為 B 級低度貪腐風險，在全球 82 個受評

國家中為前 9%的國家，與英、美等國同級；2015 年發表第二次

評鑑，參與評鑑國家增至 120 國，但是受限於少數國家的評比結

果不符合研究標準，最終公布 115 國的評估結果，我國仍維持 B

級評等，與澳洲、德國、日本等國併列。這二次的評比結果代表

我國的國防貪腐風險低（low），不過，值得說明的是，政府國防

                                                      
7 2002 年 3 月 1 日配合《國防部組織法》正式施行，軍法局更名為軍法司。2006 年 1 月

1 日因應精進案第 2 階段，軍法局試行納編法制司及國軍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秘書處人

員，編成「法律事務司」；再於 2008 年 1 月 1 日依《國防部組織法》恢復法制司編組，

原移編軍法司單位回歸法制司。後為符合軍法體系專業分工、分層負責及組織扁平之要

求，有效督導及執行各項業務，軍法司、法制司功能整合組織簡併，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整併為法律事務司（國防部，2016）。  

8 2006 年 1 月 1 日人力司及資源司整併為資源規劃司試行運作，嗣於 2008 年 1 月 1 日遵

「依法行政」之原則，將未通過修法程序之單位，依現況分別調整回組織架構人力司及

資源司。2013 年在現有組織架構，員額無增減狀況下，提前依「精粹案」組織規劃調

整處級單位，俾後續業務移轉資源規劃司及人事參謀次長室，同年 12 月 31 日即配合組

織調整，裁撤人力司（國防部，2016）。 

結果端 (Outcome) 

對某一現象或活動的

評價不強調投入或過

程的努力，而是重視

最後的績效或成果。

廣義來說，結果端的

評 量 包 括 產 出

(output) 與 影 響

(impact)在內，例如服

務人數、民眾滿意

度、國際評比分數等。 

輸入型(Input) 

對某一現象或活動的

評價較為重視相關資

源的投入程度，例如

人力、物力及經費、

法規等。此一評價的

重要性在於，沒有投

入面的支持與程式面

的管理，就不可能有

目標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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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指數既不是客觀量化，也不是民意調查型主觀的認知，而是

以五個構面的風險評估做為跨國比較基礎，其優點是適合跨國比

較以凸顯各國國防貪腐風險的高與低，但是風險不等於現狀，低

風險未必保證不會爆發弊案。因此，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缺點是未

必能即時反應即將爆發之貪腐弊案（葛傳宇，2016：65）。 

結語 

貪腐的存在不僅會影響到一國的政治與經濟的發展，也會導

致國際政治與經濟活動的成本增加，最終受害的還是人民。因為

政府的治理與服務缺乏效率與公平性，而影響到生活品質，尤其

是那些在社會上居於弱勢的族群，可能因此而連基本的生活品質

都難以維持。如國際透明組織創辦人 Peter Eigen 曾言：「如果任

由貪腐繼續引發由貪慾而不是人民的需求驅動的非理性治理，並

破壞私人部門的發展，貪腐甚至將剝奪人類生存的最基本需求－

希望。」近年來，良善治理成為各國追求的目標，其價值包含了

法制建設、廉潔效能、公開透明、公民參與等

面向，由此可知，任何政經改革或政策推動，

若缺少完善的廉政政策與反貪腐策略，並進行

公部門服務改革與社會教育，降低對貪腐的容

忍度，必將導致改革的成果為少數人所攫取，

政策的目標難以達成。 

因之，反貪腐運動在近二、三十年來廣受

國際社會與各國政府的關注，並設立非政府組

織及制定國際公約，以具體行動遏止或消除貪
圖 2-5：國際透明組織創辦人 Peter 

Eigan。（資料來源：國際透明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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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行為的發生，實現良善治理的目標。國際組織的貢獻在於能夠

跳脫國家的框架，不受國內政治勢力與利益團體的影響，對反貪

腐運動提出具有普及性的行動準則，使不同國家的反貪腐行動能

趨向一致的目標，並以客觀的立場進行跨國檢視或評比；但相對

地，正因為各國的環境系絡與資源條件迥異，各國如何遵循國際

的標準、實踐一致的目標，以及研議適當的行動策略，也考驗著

各國政府的決心與能力。 

就全球反貪腐活動而言，聯合國毒品暨犯罪辦公室於 2000

年成立特別委員會，開始研究以國際條約方式來規範並促進聯合

國會員國的反貪腐行為，並草擬《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於 2003

年 10 月 31 日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獲得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可。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也分別設立反貪腐的工作

小組，以倡議反貪腐制度建設或建構良善治理為目標，強化各會

員國在貪污犯罪執法、洗錢防制、引渡、司法互助等層面的合作。

國際透明組織則是目前國際上以反貪腐為唯一核心議題的組織，

期能喚醒各國人民的反貪腐意識、開發各種反貪腐工具與監測各

國貪腐活動，促使各國政府積極投入廉政建設行列，以提升國家

的競爭力及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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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一、 因應全球反貪腐思維的轉變及資訊科技的進展，我國在

反貪、防貪及肅貪方面可以有哪些創新的作為？ 

二、 國際反貪腐組織所倡議的活動與策略，對我國推展廉政

工作有哪些可供參考或有所啟發之處？ 

三、 請以國家廉政體系的架構與評估項目，分組討論我國在

各項支柱上所可能潛藏的貪腐問題為何？有何可行的

解決方案？ 

四、 請以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的五大風險領域（政治、財務、

人事、軍事行動、採購）為例，探討我國國軍的最高風

險領域為何？理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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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理解我國廉政專責機構的演進與分工。 

 了解我國國家廉政建設的策略規劃與執行成效。 

 知曉我國國軍廉政體制的設計與執行措施。 

 掌握我國國軍推動廉政建設的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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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主政治強調社會多元價值的並存與相互尊重，在憲政法制

架構之下，政府乃是依據法律所形成的公共組織，每位在政府部

門服務的民選官員與公務人員，係在法律授權下行使公權力與運

用公共資源，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及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因

此，民選官員與公務人員在政策制定或執行過程所面臨的最大困

境之一，便是經常面臨社會上多元價值競逐之困境，可能因為顧

此失彼而飽受批評；是以，決策者與執行人員是否具備道德調和

與價值判斷的能力便顯得非常重要（林鍾沂、王瑞夆，2009：11），

這也是提升政府治理品質的關鍵因素。 

要言之，建立與形塑民選官員與公務人員的道德認知與價值

取捨乃是確保政府有效治理的首要之務，其中即包括廉潔正直在

內。舉例來說，我國考試院於 2009 年 6 月所通過的《文官制度興

革規劃方案》中，即以「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為公

務人員五大核心價值，做為公務員執行職務及行為處事之原則，

希望藉由核心價值的具體實踐，形塑文官優質文化，據以打造「廉

能政府」，進而增進國家競爭力。由此可知，廉正實為公務倫理的

核心之一。上至民選行政首長，下至基層公務人員，一旦涉及到

貪腐問題，其影響層面不僅僅是個人的工作與生活，也會透過政

策過程影響到人民的權益與福祉，這也是為何政府部門的貪腐問

題相較於其他部門，受到更多的關注及重視的原因。 

不可諱言地，我國從威權統治轉型到民主治理時期，政府部

門、企業部門的貪瀆、弊端案例屢屢見諸報端，無論是公職人員

或企業員工涉及貪腐弊案，都一再地侵蝕人民對政府掃除貪污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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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與追求良善治理的信心，經濟成長的果實也淪為少數人的利益，

若未能採取有效的政策與行動，國家整體的治理將陷入危機。為

有效扼抑貪腐在政府部門中滋生，近一、二十年來，我國政府順

應民主政治發展脈絡與國際反貪腐潮流趨勢，除了通過或修訂《行

政程序法》、《政府資訊公開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遊說法》等陽光法案外，

在《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的指導方針下，相繼訂定或研議相

關肅貪法律，舉凡《貪污治罪條例》、《洗錢防制法》、《揭弊者保

護法》等；另外，2011 年 7 月在法務部下成立「廉政署」（Agency 

Against Corruption, Ministry of Justice, AAC），成為我國的反貪腐

專責機構，在反貪、防貪及肅貪等面向的工作上均投入相當的心

力，也證明我國建立廉能政府的意志與決心。由法務部 2017 年的

民意調查結果可知（如圖 3-1 所示），我國民眾對各級政府的清廉

評價，有四至五成左右的比例給予正面評價，二至三成左右的比

例給予負面評價，顯示多數民眾對政府部門的廉潔表現持肯定的

態度，但也仍有繼續努力的空間。 

圖 3-1：我國民眾對政府清廉程度的看法 

資料來源：法務部。106（2017）年廉政民意調查。 

 

中央政府清廉表現 縣市政府清廉表現 鄉鎮市區公所清廉表現 

37.6% 
32.4% 

46.8% 

24.3% 

41.7% 

19.2% 

負面評價 正面評價 

陽光法案 

(Sunshine Law) 

基於人民有知的權利

與讓政府的施政更為

公開，由立法機關制

定相關的法律，讓政

府機關的政策制訂與

行政程序更為透明

化，諸如《政府資訊

公開法》、《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政治

獻金法》、《遊說法》

等，進而有效遏阻貪

污腐敗及不當利益輸

送的行為，以建立廉

能政府，提升民眾對

政府的信任。 



 

82 

  

廉政：從觀念到實踐 

由上述背景可知，「反貪倡廉」儼然已經成為我國政府持續深

化民主政治與公共治理的重要政策目標，而國防部門做為政府體

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軍人員肩負保國衛民的重責大任，國防廉

政建設可說是重中之重，長期受到機關首長與內部人員的重視及

支持，不遺餘力推動各項反貪腐作為。除了國軍既有的督察與保

防系統職司軍人風紀與機密安全之外，在 2013 年 1 月更正式成立

「國防部政風室」，制定與推動國防廉政政策，負責貪瀆與不法事

項的處理，與總督察長室、政治作戰局（保防安全處）三者之間，

共同建構國防反貪腐的綿密網絡，期能有效形塑國軍廉潔文化，

厚植國防整體戰力，提升國際社會對我國國防廉政的評價。 

為使了解我國如何因應全球反貪腐潮流與運動，開展國家廉

政建設工作及其初步成效，本章以下各節將分別說明我國推動廉

政工作的組織體系、廉政政策的推動與作為、國軍廉政體系與政

策的設計、國軍廉政工作的具體作為等，期能從中思索未來的策

進方向。 

  

公共治理 

(Public Governance) 

有別於傳統的政府管

理模式，強調公共事

務的決策權力不是由

政府部門所壟斷，應

建構一個包括公部

門、私部門與第三部

門在內的討論與決策

機制，採取一種多元

參與及協力合作的公

共問題解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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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專責廉政機構與分工合作 

基本上，一國反貪腐體系的核心任務，主要在於倡議、規劃、

執行及評估廉政相關政策。在 2011 年之前，我國並未設專責的廉

政機關職司反貪腐業務，各項反貪腐工作係由各級政府機關依法

定職掌分別籌劃、推動及執行，並相互協調聯繫共同合作，其中

包括各級檢察機關、法務部政風司及調查局、中央及地方政府機

關的政風機構等，依其職能分工各自推動反貪腐工作，相對呈現

權責較為分散的局面，自 2011 年 7 月在法務部下成立廉政專責機

構—廉政署後，便成為統合我國反貪腐工作重要平臺，有利於廉

政政策的規劃、執行、協調與控管等工作的推動。 

一、 我國廉政專責機構的設立 

事實上，國際透明組織於 2000 年所提出的國家廉政體系架構

（詳見第二章介紹），即已將具獨立性的專責廉政機構視為重要的

支柱之一，為廉政建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於 2005 年通過後，公約第 6 條有關預防性反貪腐機構（Preventive 

anti-corruption body or bodies ）與第 36 條有關專責機關

（Specialized authorities）的條文，也分別強調各締約國應根據本

國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則，確保設有一個或酌情設有多個預防性反

貪腐機構與打擊貪腐之「專責執法機關」，並應使其具備「必要的

獨立性」，在不受政治干預下從事預防及查辦貪腐工作。 

就我國的情形而言，2000 年，法務部部長陳定南上任後即宣

示推動成立「法務部廉政署」，但因立法院審議時未獲朝野共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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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議，到了馬英九總統任內，為展現政府打擊貪腐決心，回應民

眾期盼，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各項反貪腐措施，我國於

2011 年 7 月 20 日正式成立法務部廉政署，定位為我國的廉政專

責機構。依據廉政署的設立目標與業務職掌來看，實為一複合式

機關，兼具預防性反貪與專責性肅貪雙重功能，肩負國家廉政政

策規劃推動、反貪、防貪及肅貪等任務：（1）反貪：強化公務機

關廉政宣導、協同各政風機構，擴大社會參與反貪腐工作，將企

業、社區、社團、學校均納入廉政夥伴團隊，使全民正確認識貪

腐之危害，建立貪腐零容忍之信念。（2）防貪：充分結合各機關

政風機構，致力建構政府部門「透明問責」的公務環境，藉由強

化內稽內控及推動作業流程透明，降低貪腐發生率。（3）肅貪：

結合檢察、調查、政風及其他政府機關力量，積極偵辦貪瀆，遵

守程序正義，落實保障人權，提升定罪率。 

在組織架構方面（如圖 3-2），廉政署是結合檢察官、廉政官

與政風人員的「三合一組織」，下設綜合規劃組、防貪組、肅貪組、

政風業務組及地區調查組，其中較為特殊之機制為創設「駐署檢

察官機制」和「廉政審查會制度」（邱靖鈜，2015：59）。「駐署檢

察官」係由法務部遴選優秀檢察官派駐，直接指揮廉政官、相關

司法警察及政風人員即時偵辦貪瀆案件，建立檢察官先期介入偵

查辦案模式，經由多重過濾查證機制，精準掌握犯罪事證，落實

保障人權及展現偵查犯罪之獨立性；除了署內設有情資審查小組

會議，定期檢視廉政官調查計畫等作為，以精緻偵查過程的各項

工作外，「廉政審查會」係屬於外部監督機制，由法務部聘任法律、

財經、工程等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針對民眾投訴、社會輿

論質疑過程失當及調查後認為可能不涉刑事犯罪、不移送檢方起

訴等案件，進行事後的審查監督，檢視究竟廉政署的處理是否失

法務部廉政署 

(Agency Against 

 Corruption, AAC) 

2011 年 7 月 20 日正

式成立，為我國專責

反貪腐的機構，肩負

國家廉政政策規劃推

動、反貪、防貪及肅

貪等四大任務，以「標

本兼治」、「擴大治理

面向」為核心工作原

則，一方面結合檢

察、調查、政風及其

他政府機關力量，共

同打擊貪腐；另一方

面全力推動廉政工作

社會參與，將企業、

社區、社團、學校均

納入廉政夥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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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試圖祛除內部行政的干擾，避免廉政機關發生吃案情形，以

促成廉政署公正超然行使職權。 

 

 

 

 

 

 

 

 

 

圖 3-2：廉政署組織架構與職掌圖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圖 3-3：2018 年 2 月 1 日國防部辦理「國軍廉政業務聯繫協

調會」，由法務部廉政署與國防部防貪、肅貪業管聯參單位

參與研討，以整合內外部資源，提升國軍廉政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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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廉政相關機構的分工與合作 

廉政署正式成立之前，依我國中央政府的體制設計，在五權

分立下，監察院依法可以針對公務人員的違法失職進行調查後提

出彈劾或糾舉，若涉及違法情事則移送司法機關進行審理與懲處。

而行政部門內第一線的貪瀆防治機構為各機關的政風單位及法務

部調查局，以下分別說明之。 

政風機構的成立可以追溯到1953年7月政府於各機關內設置

安全單位（處、室），專司保防工作，至 1972 年 8 月行政院為精

簡組織，而將各單位安全處（室）併至人事單位，更名為人事查

核單位。1979 年行政院為加強肅貪工作，乃訂頒《端正政風整肅

貪污方案》，要求各機關成立政風督導會報，由各查核單位兼任秘

書幕僚，加強政風調查工作。解嚴之後，於 1992 年依立法院通過

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於法務部成立政風司，主管全國政

風業務，各機關亦於同年相繼成立政風單位，在 2011 年廉政署成

立之後，原法務部政風司裁撤，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風機構（處、

室）直接受到廉政署的督導與管轄。政風機構的主要任務是針對

機關內的貪瀆事件為預防、發現與檢舉，但因政風人員不具有司

法警察權，通常遇有貪瀆嫌疑案件時，實務上均由中央或地方主

管機關政風機構陳報至廉政署肅貪組或北、中、南調查組立案進

行偵查作業，再移由各轄屬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法提起訴訟。 

法務部調查局為我國職司犯罪調查之治安機關，該局在政府

遷臺初期原隸屬於內政部，自 1956 年起改隸於司法行政部，而司

法行政部於 1980 年起更名為法務部。肅貪本為調查局的重點工作

之一，其組織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邱靖鈜，2015：4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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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防時期：從 1958 年至 1968 年期間，為期有效提升調查局

肅貪能力，乃決定將各機關之保防單位納入肅貪體系，該局仍保

有重大貪瀆案件之調查偵辦。（2）加入政風調查時期：在 1960

年代末期，國內政經情勢已漸趨穩定，惟公務員貪瀆情事仍時有

所聞，為提升肅貪功能，強化原有的保防機關，加入實施政風調

查的機制，加上政府陸續頒布《各級機關保防機構辦理政治風氣

調查業務規定》、《加強檢肅貪污實施方案》，各保防機關已儼然將

肅貪列為政治革新的首要工作。（3）防治中心成立時期：1979 年

《端正政風整肅貪污方案》的頒行，設立肅貪之督導機構（政風

督導會報），並於同年在調查局下成立一臨時任務編組―貪污及經

濟犯罪防制中心，負責辦理重大貪瀆案件，此為我國首度設置專

門偵辦貪污案件之單位；並於 1987 年成立北、中、南、東四個肅

貪機動組，負責各區內貪污調查的工作。（4）肅貪處、廉政處成

立時期：1989 年政府為加強行政革新，促進廉能政治，調查局成

立肅貪處，專責檢肅貪污瀆職，同時成立 4 個機動工作組，專責

偵辦重大貪瀆案件；2007 年改名為廉政處，以偵辦及預防貪瀆為

工作重點，但仍非專責的肅貪機關，需配合司法檢察系統依案件

性質進行偵辦，相關肅貪政策的規劃、協調、督導及執行皆另由

中央設置委員會統籌。 

此外，全國各級檢察機關負責犯罪案件的偵察與起訴工作，

也是反貪腐工作的重要夥伴。值得一提的是，我國曾於 2007 年在

最高檢察署下設「特別偵查組」，專責偵辦總統、副總統及五院院

長、立委等黨政高層貪污或重大經濟舞弊案。不過，因特別偵查

組與既有體制上有衝突與矛盾之疑慮，也缺乏適當的監督與救濟

機制，再加上調查人力不足及涉入政治爭議案件，因此，立法院

於 2017 年 1 月三讀通過廢除特別偵查組，成為曇花一現的反貪腐

制度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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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廉政工作包括肅貪、防貪與反貪三個面向，其中，

肅貪為治標、防貪是治本、反貪則有賴於推動全民教育。詳言之，

就肅貪工作而言，法務部調查局的經驗豐富辦案技巧成熟，但肅

貪只是其犯罪偵查的任務之一，無法只專注於整肅貪瀆的工作。

就防貪工作而言，廉政署下轄全國三千多名政風人員是行政防貪

的第一線，這些散布在各行政機關與國營事業的廉政工作者，是

廉政署的重要資產；就反貪工作而言，則涉及廉潔教育與全球反

貪研究，因不具有時效性與新聞性，不容易立竿見影，也是廉政

署現階段最需要強化執行力的一環。有鑑於調查局與廉政署在肅

貪職能上有相當程度的重疊情形，如何產出所謂「既競爭又合作」

及「相輔相成的夥伴關係」，事先進行評估未來協力聯盟的運作關

係，以避免產生策略聯盟的兩難困境，有效發揮「分進合擊、交

叉火網」的功能，形構出有效的廉政防貪及肅貪網絡或體系（邱

靖鈜，2015）。因此，法務部於 2013 年 8 月 1 日訂頒《法務部廉

政署與法務部調查局肅貪業務聯繫作業要點》，期能結合廉政署、

調查局、檢察機關形成肅貪鐵三角，有效結合整體肅貪能量，建

立資源共享、情資分享與相互協力之橫向聯繫機制，提升辦案技

巧，發揮打擊貪瀆不法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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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國家廉政政策與推動情形 

有鑑於國家廉政建設攸關國家競爭力與人民福祉的提升，是

不分黨派色彩、不分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工作，因此，如何讓反貪

腐意識與行動有效推展到公、私與第三部門，展現我國根除貪腐

弊端的意志與決心、樹立清明政治與廉能政府，以回應國際公約

的共同規範與社會大眾對良善治理的期待，可說是政府部門責無

旁貸的任務。近年來，我國在《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的指引

下，廉政建設積極掌握全球反貪腐趨勢與汲取先進國家之政策經

驗，從反貪、防貪與肅貪的面向三管齊下，不僅讓民眾感受到政

府建立廉能政府之努力，也讓國際社會了解我國政府推動廉政治

理之決心，因而在國際評比中獲得不錯的評價，有助於提升國家

整體競爭力。以下說明相關政策方案與具體作為。 

一、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我國行政院在 2008 年設置「中央廉政委員會」，由院長召集

中央各部會首長及邀請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同研議廉政

重大措施，並督考各中央政府機關有關防貪與肅貪任務的執行情

形。為與國際反貪腐趨勢接軌，兼顧公私部門廉潔及倫理規範，

中央廉政委員會於2008年10月3日第一次委員會議即做出決議，

參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國際透明組織相關倡議，擬訂《國

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自 2009 年 7 月 8 日生效，並於 2014 年 4

月 15 日進行部分內容的修正。此一行動方案闡述國家廉政建設的

目標和策略，並整合《端正政風行動方案》、《掃除黑金行動方案》、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

方案 (National  

Integrity Building  

Action Plan) 

由行政院於 2008 年

10 月 3 日中央廉政委

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決議，並經數次修

正。本方案為我國廉

政政策執行最高指導

方針，以追求不願貪

（ not willing to 

corrupt）、不必貪（not 

necessary to 

corrupt）、不能貪（not 

possible to corrupt）

及不敢貪（not dare to 

corrupt）為目標，並

擬具具體策略，為國

家廉政建設的永續發

展建立方向與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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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後續推動方案》及《反貪行動方案》，以建構

國家廉政發展策略目標，創造乾淨政府、誠信社會之願景。為符

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 7 條規定之要求，行政院嗣於

2016年 8月 24日再次修正，包括 9項具體策略與 46項執行措施，

由各主辦機關依年度績效目標值推動相關廉政措施。 

基本上，《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所陳述之目標為：（1）不

願貪：形塑誠信反貪意識，健全國家廉政體制；（2）不必貪：完

善員工福利待遇，激勵提升服務品質；（3）不能貪：強化公私部

門治理，促進決策程序透明；（4）不敢貪：打擊公私部門貪腐，

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此四大目標之下，具體的執行策略共有 9

項： 

1、 強化機關廉政經營責任制度，落實風險控管作為。 

2、 促進公開透明，防止利益衝突。 

3、 持續指標研究，掌握民意脈動與國際趨勢。 

4、 落實公務員行為規範，建立政府典範。 

5、 鼓勵社會參與，促進透明與貪腐零容忍的共識。 

6、 推動校園誠信，深化學子品格教育。 

7、 強化企業誠信，凝聚私部門反貪腐共識。 

8、 增修肅貪法令，強化肅貪能量，落實揭弊者保護。 

9、 推動國際合作與資產追繳，建構國家間互惠機制。 

另外，公務人員係為全體國民服務，使用與分配公共資源乃

基於公共信任，為減少浪費公共資源及濫用公權力，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均建議，會員體應制定及落實執行

有關公務員行為之倫理法規，並檢討執行情形，顯示重視公務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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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已成為國際趨勢及先進國家努力之目標。行政院為確保所屬公

務員執行職務時，能廉潔自持、公正無私、依法行政，並提升國

民對於政府之信任及支持，爰參酌美、日、新加坡等國家公共服

務者之行為準則及我國《端正政風行動方案》、《臺北市政府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等有關防貪方面之內容，

訂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1》。該規範第 3 點明訂：「公務員應依

法公正執行職務，以公共利益為依歸，不得假借職務上之權力、

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不正之利益。」其內容係以公務員面

對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兼職、出席演講等涉及公務

倫理行為為中心，明定各類標準及處理方式，提供公務員利益衝

突時明確的指引與保護，避免影響特定權利義務，進而建立公務

員廉潔風氣。 

二、 我國相關廉政政策的執行與檢討 

我國於 2009 年提出《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2011 年成立

廉政署後，不僅有反貪腐政策的最高指導綱領，也有專責的反貪

腐專責機構，從政策面與組織面整合政府各部門的反貪腐工作，

監督控管各項工作的執行情形。近十年來，我國在相關廉政政策

的具體執行情形可綜整成以下幾個重點方向（法務部，2018；法

務部廉政署，2017；法務部廉政署，2018；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

究院，2016：89-91）： 

                                                      
1 有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總說明及條文內容，可參考法務部廉政署網站介紹：  

https://www.aac.moj.gov.tw/lp.asp?CtNode=36724&CtUnit=6587&BaseDSD=7&mp=289。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Integrity and  

Ethics Directions  

for Civil Servants) 

行政院為順應世界潮

流與樹立廉能政治新

典範，責由法務部於

2008 年訂定本規範，

以廉潔自持、公正無

私、依法行政為本規

範之核心價值，其目

的在於提供公務員利

益衝突時明確的指引

及保護，避免影響特

定權利義務。規範行

為包括受贈財物、飲

宴應酬、請託關說、

兼職、出席演講等。 

https://www.aac.moj.gov.tw/lp.asp?CtNode=36724&CtUnit=6587&BaseDSD=7&m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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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善反貪腐法制 

由於政府部門的業務種類十分繁雜、權責劃分相當細膩，反

貪、防貪與肅貪相關法令規範難以整合在單一法典之中，而是分

散在眾多不同的法規之中。為了健全反貪腐相關法制基礎，在國

家廉政體系概念與《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指引之下，政府各級

機關持續檢討現行法令及行政作為，進行法令的研修與增訂，如

2011 年修正《貪污治罪條例》，將從事跨國貿易、投資時行賄外

國公務員之行為刑罰擴大適用範圍及提高違法之刑度，擴大「被

告不說明財產來源罪」犯罪主體之適用、並提高法定刑之最高刑

度；2011 年訂頒《檢察機關查扣犯罪所得專責機制試行要點》，

建立查扣犯罪所得之標準作業流程，有效提高犯罪所得追繳率，

澈底剝奪犯罪所得，杜絕貪瀆罪犯取得並享受不法利益；2012 年

公布《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要求

被請託、關說的公務員，必須於三日內向各機關受理登錄單位進

行登錄，如未依規定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則視情節輕重予以不

同程度之行政懲處；2016 年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獎勵

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再於 2018 年頒布《國際刑事司法互助

法》，目前仍在研議或立法階段的法規包括《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等，以完備及健全反貪腐法制及政策。 

(二) 推展反貪政策作為 

隨著高科技的進步，愈來愈多的貪腐案件屬高智慧及隱密型

犯罪，偵辦蒐證日益困難。是以，反貪腐活動若僅以肅貪途徑為

之，實難以澈底杜絕貪腐之根源，有賴於以多元管道向社會大眾

宣導反貪觀念，鼓勵公民社會參與廉政建設，深化全民對貪污零

容忍之意識，以建構全民反貪腐網絡。就我國行政機關近年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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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方面的推動經驗來看，反貪作為主要是透過廉政宣導、廉潔教

育、社會參與等途徑，喚起公務人員、企業員工與一般民眾的反

貪腐意識，例如在政府部門方面，辦理機關公務員宣導、協助機

關推動行政透明措施。在企業部門方面，舉辦企業誠信論壇，如

「醫事倫理論壇」、「企業誠信高峰論壇」等，邀請公、私部門相

關人士與一般公民共同參加，深化專業倫理；推動企業社會責任，

落實辦理公司評鑑機制，強化資訊揭露，督請上市（櫃）公司編

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強化企業對環境、社會與經濟議題的重

視，加強與利害關係人溝通，藉此輔助企業強化其內部控制、倫

理規範及供應鏈的管理機制。另外，在擴大社會參與方面，鼓勵

各大專院校開設誠信、品德與反貪腐教育相關課程；運用廉政志

工、建置村里廉政平臺，深入基層與民眾互動溝通聯繫，培力公

民參與公共建設的監督。 

(三) 健全防貪政策作為 

政府機關若能於平時隨時檢視法規及作業程序的疏漏、加強

高風險業務專案稽核、在貪瀆不法情事或行政違失發生時，快速

啟動再防貪機制，提出興革建議，則可防患貪瀆情事於未然、縮

小貪腐行為的影響程度、減輕查辦貪腐案件的壓力。由此可知，

防貪工作包括推動行政作業流程透明措施、建立客觀防貪的機制

與網絡、引進外部監督力量、與私部門合作倡導企業誠信等，以

消弭貪腐滋生風險。經過這幾年的溝通與磨合後，廉政署與檢察

機關、行政機關之間已逐漸形成協力夥伴關係，致力於預防及發

掘高風險業務貪瀆不法，其所推動的具體強化預防性反貪腐策略，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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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與各機關廉政會報運作平臺，

負責機關廉政工作之審議、督導、考核與諮詢，並引進

外部監督諮詢力量，延聘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參與，

以研析廉政風險並強化風險控管。 

2、 針對各類業務深入了解貪瀆弊案發生原因與檢討分析案

件違失類型，提出具體改善措施，同時將具有代表性之

案件研編倫理指南或防貪指引，如「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查緝賭博電玩弊端防制作為」及「醫療採購弊端防制

作為」等，做為反貪教育宣導之教材，導引同仁認同倫

理價值及建立典範，達到預防貪瀆的目的。 

3、 由政風單位協助政府各級機關強化廉政風險評估機制與

導入內控機制，廉政署並於 2013 年起研議推動「機關廉

政評鑑」制度（詳見第五章介紹），建構適合分析、評

估及監測全國行政機關廉政共通性之評鑑工具，協助各

機關建構廉政自我評估與改善的能力。 

4、 陸續建置「監察院與廉政署聯繫平臺」、「採購聯合稽

核平臺」、「食品安全廉政平臺」及「地區政風業務聯

繫協調中心」等機制，進一步將政府資訊透明化，並透

過跨域業務聯繫平臺，發揮橫向整合功能；此外，針對

異常採購案件進行篩選分析，機先採取預防措施，並做

為偵測貪瀆線索之基礎，俾同步進行防貪與肅貪行動。 

5、 針對大型建設案或採購案（金額達百億元以上）成立重

大建設廉政平臺，如臺北雙子星土地開發案、臺鐵車輛

汰換案及桃園機場第三航廈案等，由廉政署防貪團隊結

合當地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及主辦標案的單位首長與主管

定期開會，強化政府監督機制，適時檢視有無可能弊端，

廉政平臺 

 (Anti-Corruption 

Platform) 

廉政署針對重大公共

工程，設計廉政平臺

機制，做為民眾、廠

商、公務員與相關政

府機關（工程、審計、

檢察）的聯繫溝通平

臺，其目標為建構優

質尊嚴工作環境；協

助工程如期、如質、

無垢完工；結合發揮

監督外控力量。期能

藉由廉政平臺的積極

運作，讓公務員能安

心執行職務、廠商維

護合理權益、民眾獲

得優質公共建設，及

政府妥善監督稽核。 



 

95 

 

第三章 我國廉政建設與具體作為 

協助主辦單位排除外界不當壓力，讓公務人員能勇於任

事、安心辦理標案。 

(四) 落實肅貪政策作為 

我國公務人員在競爭激烈的國家考試中脫穎而出，普遍素質

優良，政府一方面應營造公務員勇於任事與依法行政的優質環境，

保護良善的公務人員免於誤觸法網；另一方面應針對少數違法亂

紀、濫權謀私的貪官污吏積極查辦、加強貪瀆案件橫向聯繫及提

升貪瀆定罪率，揪出惡性重大的害群之馬，以加強民眾對政府之

信賴與支持。近幾年，我國致力打擊貪腐不法案件的具體作為有：

（1）提供現場檢舉、專線電話、書面檢舉、傳真及電子郵件檢舉

等多元檢舉管道，受理貪瀆情資。針對已發生之弊端，督同政風

機構辦理專案清查以發掘貪瀆不法線索；（2）召開廉政審查會審

議存查列參案件，以及針對重大廉政政策提供諮詢建議。透過外

部審議機制，提升案件處理之透明度與公正性；（3）對於機關長

期性、結構性、集團性犯罪，或者因為曲從、盲從機關陋規陋習，

以致誤蹈法網的公務員，鼓勵自首、自白，給予法律上的自新機

會；（4）對於公務員涉有重大行政疏失或違反法令等弊端案件，

強化「行政肅貪」功能，遏制貪污腐化行為之滋生蔓延，補充刑

事追訴之不足；（5）運用派駐檢察官制度，結合廉政官「期前偵

辦」模式，讓司法調查提前介入，掌握時效，並指揮廉政官即時

偵辦案件、參與情資審查小組，俾利偵查階段精緻化，助益偵辦

貪瀆案件之效能與定罪率。 

(五) 接軌國際合作交流 

我國這些年透過各種管道與機會，積極掌握全球反貪趨勢及

國際法制、汲取他國良善廉政治理政策，進一步創造與強化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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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非政府組織的合作空間。相關具體作為包括： 

1、 賡續與外國廉政機構相互參訪，建立良好溝通互動機制，建

構對等窗口，強化境外打擊犯罪能力；積極參與主題式國際

廉政論壇（會議）及國際肅貪相關研討會，如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反貪暨透明化工作小組會議、國際反貪局聯合會

（IAACA）研討會、國際透明組織會員大會及國際反貪腐研

討會、艾格蒙聯盟年會、跨境有組織犯罪暨恐怖主義國際研

討會（ICTOCT）等，掌握國際肅貪政策趨勢及提升偵查貪

瀆犯罪技巧，奠定我國逐步參與及加入國際廉政或反貪組織

之基礎。 

2、 爭取主（協）辦國際廉政交流活動，2017 年在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支持下，與巴布亞紐幾內亞聯名在臺舉辦「APEC 強化

貪污案件揭弊者保護措施交流工作坊」，邀請 13 個經濟體

成員之官員及專家學者共同研討與經驗分享，建立亞太經濟

合作會議揭弊者保護指導原則並探討跨國合作機制。 

3、 推動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於 2018 年完成《聯合國

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2
》，主動遵守國際規範，進行全面

性的自我檢討，並邀請他國專家代表進行國際審查，除促使

我國法制及政策與國際接軌外，更可與世界各國共同預防及

打擊貪腐。 

  

                                                      
2 有關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的內容、過程及結論，可參閱法務部廉政

署網站-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區，有相當完整與詳細的資料。專區位址為： 

https://www.aac.moj.gov.tw/np.asp?ctNode=46198&mp=289 

https://www.aac.moj.gov.tw/np.asp?ctNode=46198&mp=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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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第 6 條，「政府應定期公布反貪

腐報告」，與此報告「應包含貪腐環境、風險、趨勢等分析，與各項反

貪腐政策、措施之有效性評估」。法務部自 2014 年 10 月即函請各部會

檢視主管法令及行政措施與《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相符情形，並自 2016

年 6 月起彙整各機關提供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相關資料。

嗣於 2017 年 5 月 8 日組成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審閱諮詢小

組，自同年 7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 月 3 日計召開第一輪審閱會議 9 場

次（含 2 次加開會議）、第二輪審閱會議 5 場次及定稿會議 5 場次，定

稿版於 2018 年 1 月 31 日報行政院審查，2 月 26 日行政院召開審查會

議，再於 3 月 12 日提報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0 次委員會議討論，經主

席賴清德院長裁示照案通過後，行政院於 3 月 27 日核定之。 

由秘魯籍 Jose Ugaz、新加坡籍 Jon S.T. Quah、澳洲籍 Peter Ritchie、

愛爾蘭籍 Rick McDonell、南韓籍 Geo-Sung KIM 等 5 名國際反貪組成

的國際審查委員會，則自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開始書面審查，並陸續

提出問題清單，由各業管機關於 8 月 1 日前回應總共 112 題問題清單。 

資料來源：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1 次委員會議會議資料。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2018 年 8 月 21 日，陳建仁副總統主持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國際審查會議開幕式。（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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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述國際審查委員於 8 月 21 日至 24 日來臺參加審查會議，與我

國政府機關及非政府組織代表進行廣泛且深入的對話，最終提出以

「Anti-Corruption Reforms in Taiwan」為題之結論性意見 47 點，包含

肯定我國反貪腐工作意見 22點及對於我國未來反貪腐政策方向之建議

25 點。 

其中，國際審查委員肯定我國「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之運作，

修正《洗錢防制法》健全洗錢防制體制，並制定完成《國際刑事司法

互助法》，也認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的實施成果。對於我國未

來政策方向的建議則有：應強化反貪腐機構之合作並投入必要的資

源、加強對私部門貪腐的重視、強化公民社會參與等，並針對揭弊者

保護法制、《貪污治罪條例》、《公司法》、《國家賠償法》等規範，提出

具體建言。這些結論性意見經於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1 次委員會議提

報，將由法務部廉政署擔任秘書單位管辦各點執行情形。 

如同韓國學者 Geo-Sung KIM 會中所言，臺灣外交處境艱困，但反

貪腐作為值得他國學習。但貪腐不能僅靠司法解決，而是涉及社會、

經濟、文化、政治底蘊的改變，惟只要持續努力，假以時日必得以「廉

政之國」來突破外交上困境。 

我國首次反貪腐國際審查

結果，成就值得肯認。（資

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資料來源：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1 次委員會議會議資料。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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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國軍廉政體制與政策規劃 

國際透明組織在 2013 年首次公布全球政府國防廉潔指數報

告時，特別提到軍事部門反貪腐的重要性，其原因在於國防部門

的貪腐對於軍隊、人民、國家到國際社會，都會產生嚴重的影響，

諸如：因貪腐而採購性能不佳及不符需求的武器裝備，在戰場上

可能造成士官兵的傷亡；因貪腐破壞了公眾對國軍的信心與信任，

讓人民的生活置於危險之下；貪腐的軍事採購集中在少數人的手

中，大量金錢的浪費影響國家經濟與安全；因貪婪的武器採購可

能引起國與國之間不必要的軍備競賽，造成國際社會的不安（陳

勁甫，2014：1）。 

雖然政府部門本是一體，在廉政建設方面有其共通性與一致

性，惟各機關無論是組織目標、體制特性、業務職掌、任務分工、

人員特質、經費規模等面向仍有所差異，尤其是國軍體制及任務

特性與一般公務機關迥異（詳見第一章說明），有必要研修（訂）

相關廉政法規以適合組織特性，俾能順利推動工作。因此，本節

將從國防廉政體制的設計與運作，以及國防廉政政策的規劃與推

動這二個面向，說明我國國軍的廉政建設現況與策進思考。 

一、 國防廉政體制的設計與運作 

國防部為貫徹「廉能政府」政策與符合社會期待，於 2009

年開始研議在現有文官體制下，引進政風制度與精神，歷經多次

內部與跨部會研討及專家學者座談，審慎討論研析後，決定於國

防部部本部成立「政風室」，與同時編成之「總督察長室」協商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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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業務權責劃分，依「雙軌併行、複式監督、協調互助、功能整

合」運作原則，形成綿密之複式防弊機制，共同推動國軍廉政建

設、肅貪防弊、整飭軍紀之工作，落實推動「強化反貪共識、健

全防弊機制、精準打擊貪腐，形塑國軍廉能軍風」願景，以符合

國人對國軍廉能、有紀律之殷切期待（國防部政風室，2016），有

效提升國軍形象。以下分別說明國防部政風室與總督察長室的組

織設計與廉政業務劃分情形。 

國防部政風室依據 2012 年修正公布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

理條例》與《國防部組織法》，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正式編成運作，

屬國防部一級單位，受部長指揮及法務部廉政署督導，目前編制

20 位文職人員，設綜合科、預防科及查處科，另為因應國際透明

組織有關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工作，特別成立「廉潔評鑑專業

小組」，納編 3 位軍職人員（如圖 3-5）。在業務職掌方面，國防

部政風室秉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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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專業職能負責政風法令擬訂、

宣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貪瀆不法預防及處理、公務機密維護

等事宜。 

圖 3-4： 2013 年 1 月 1 日，國防部政風室正式編成。（軍聞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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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國防部政風室編組職掌圖 

資料來源：國防部政風室。 

另一方面，為建構完備軍事督察體系之目的，由督察室整合

原施政督察與政策研考、聯準室戰技術督察、總政戰局軍紀監察

及主計局內部稽核等業務，在國防部本部編成總督察長室，下設

施政督察處、軍紀督察處、戰技術督察處、財務稽核處等單位，

秉持獨立超然、公正專業之查察原則，執行各項查察管考及肅貪

防弊工作。總督察長室的主要業務職掌包括施政研考、政策督察；

軍風紀維護、軍紀教育、軍紀安全評核、重大採購、研發、生產、

軍事投資案件之監辦；戰、技術督察、三軍聯合戰力評鑑督考；

財務稽核等業務。 

在廉政業務分工方面，國防部政風室與總督察長室依「業務

不重疊，功能不消失」原則進行劃分，兩者的主要法定業務職掌

如表 3-1 所整理。此外，國防部政風室也在機關的公務機密與安

全維護方面，與政治作戰局（保防安全處）分工合作，達成確保

主任 

專門委員 簡任編纂 

 

 

奉部長之命執行

本部暨所屬機

關、部隊貪瀆與

不法事項之處

理。 

查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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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科 
 

 

執行維護業務、

政風人事、採購

監辦及綜合業務

等。 

綜合科 
 

 

負責國防廉潔指

數評鑑整備工作

及政風業務聯繫

事宜。 

廉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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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和機密維護的任務，兩者的主要法定業務職掌如表 3-2

所整理。 

一如所知，軍紀乃凝聚士氣、精實訓練與預防危安意外之根

本，總督察室在國軍風紀的維護方面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

在廉政業務上，國防部內部之廉政研究發現，國軍官兵若提出貪

腐檢舉，首選之對象是文職之政風室而不是國軍之其他軍紀監察

或保防單位，究其原因可能是政風人員係文職，沒有軍中期別倫

理的人情包袱，再加上政風人員升遷採一條鞭制度，由法務部廉

政署統籌發布，不受駐在機關首長（國防部長）之影響，因此執

行業務相對具有獨立性（葛傳宇，2016：64-65）。 

  

一條鞭制度 

「一條鞭」一詞源自於明朝萬曆年間，將丁役、土貢方物等各種

原有稅賦，悉併於田賦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因其立法頗為

方便，故嗣後用以比喻凡事刪繁就簡，或事權統一者為一條鞭。現行

各級政府人事、主計、政風單位皆採一條鞭之運作機制，其特點為：

(1)有特別法規範其運作；(2)有特定的主管機關；(3)主管機關對該體

系人員有任免、考績、獎懲與指揮監督之主導權；(4）運作功能強調

層級節制，並對所在機關具有制衡與防弊的意味；(5）一條鞭體系之

機構設置與員額編制等，多另以法規規定而自成體系。 

以政風為例，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法務部廉政署

負責政風業務的規劃、協調及指揮監督，為政風體系之主管機關，掌

有全國政風人員之任免遷調、考績(成)、平時考核及獎懲。各機關政

風單位雖承機關首長之命辦理政風業務，但少了人事管理的限制，使

得政風單位具有外部性的獨立地位，更能超然的檢肅貪瀆不法。 

 

參考資料： 

黃臺生(1998)，人事一條鞭管理體制的挑戰與回應：組織法變革的觀點，人事

行政，131，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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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國防部政風室與總督察長室的法定廉政業務分工 

  

資料來源：國防部政風室。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及利益衝突迴

避的法規宣導、案件受理及審

（調）查等相關業務。 

 政風預防工作，如編撰貪腐預防

專案報告、業務稽核與興革建

議、辦理廉政民意調查、採購綜

合分析、反貪及企業誠信宣導、

防貪登錄與獎勵廉能、機關政風

狀況通報、機關廉政風險評估報

告等。 

 政風查處工作，如發掘與調查本

機關及所屬機關員工貪瀆不法事

項、針對易滋弊端業務定期規劃

辦理年度專案清查計畫、對違失

案件未構成貪瀆犯罪而涉有行政

疏失或違反法規，研擬懲戒或懲

處責任。 

 政風綜合業務，辦理年度政風工

作計畫擬訂及檢討事項、督導考

核政風業務。 

 軍風紀維護，如國軍軍紀教育之

規劃、督考及平戰時軍紀狀況統

計分析、軍紀要求及指示訂頒作

業；年度風紀維護專案督導之策

劃與督導執行及國軍各級部隊軍

紀安全評核。 

 監辦工作，國軍各項基金概述、

營運計畫及採購倉儲、生產、工

安環保、研發、工程、資產、財

務、會計、人事、總務等各項作

業監辦。 

 案件管制防處，如兩性案件管制

防處；重大軍（風）紀、申訴、

人民陳情、檢舉及輿情案件之分

辦；與民意代表、監察委員諮詢

或約詢有關軍（風）紀事項擬答

資料之綜合及審查事項等。 

 軍風紀督訪與統計分析報告等。 

 其他軍風紀預防工作。 

 案件調查，各類型有關國軍軍風

紀案件查處業務。 

 監察（軍紀督察）綜合業務，如

國軍現行監察編制員額研審暨監

察人事任免、調遷作業事項；各

類軍風紀維護準則、規定研訂、

研修；監察會報、分區座談之策

劃、執行事項。 

國防部政風室 國防部總督察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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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國防部政風室與政治作戰局的法定廉政業務分工 

 

 

 

  

資料來源：國防部政風室。 

 公務機密維護業務，如新（修）

訂公務機密維護規章或措施；研

編公務機密維護（含資訊稽核）

專報；辦理公務機密維護宣導與

洩密案件查處等。 

 機關安全維護業務，如新（修）

訂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規章或

措施；研編機關安全維護專報；

研編重大或一般危安狀況資

料；辦理機關安全維護宣導及危

安案件查處等。 

 機密維護（不含國防部公務機密

維護），如國軍保防安全工作政

策、法令之擬訂與機密維護等事

項之規劃、執行及督導；國軍洩

（違）密案件之情報蒐集、調查、

處理及機密資訊鑑定；蒐集、研

析、處理及運用足以影響國家安

全或利益之資訊；督導國軍密碼

保密與本局所屬保防安全機構及

部隊相關業務等。 

 安全防護，如國軍保防安全工作

政策、法令之擬訂與安全狀況掌

握、安全防護、諮詢部署、特種

勤務危安目標情報作業等事項之

規劃、執行及督導；蒐集、研析、

處理及運用足以影響國家安全或

利益之資訊；全國保防工作會報

分工事項之規劃、督導及與各保

防體系之協調；國家情報協調會

報分工事項之協調及執行；防諜

情報蒐集與敵（間）諜案件之調

查及處理；作戰區反情報工作之

規劃、督導及與情報機關之協調

等。 

國防部政風室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05 

 

第三章 我國廉政建設與具體作為 

二、 國防廉政政策的規劃與推動 

國防部為貫徹廉能軍風，有效推動廉政政策，除了成立政風

室職司其事，與總督察長室分進合擊外，也仿效行政院的作法與

原則，於 2009 年 5 月設置「國防部廉政工作會報」，委員除了國

防部內部相關業務主管外，為落實公民參與、廣納外部專家學者

建言，精進廉政工作推行，於 2018 年增設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

士 1 至 3 人（其組織架構與任務分工如圖 3-7 所示），以建立透明

化人事制度、提供完備檢舉管道、嚴密內部清查作業、重懲不法

貪瀆人員為目標，達成廉政革新願景。依《國防部廉政工作會報

設置要點》之規定，此一工作會報的核心任務列舉如下：（1）廉

政政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事項。（2）重大廉政計畫之規劃及審議

事項。（3）廉政法令研修之審議事項。（4）重大廉政工作之諮詢

及評議事項。（5）廉政教育與宣導之規劃及審議事項。（6）肅貪、

防貪、反貪措施之執行與檢討事項。（7）廉政工作執行情形之督

導及考核事項。（8）其他有關端正政風及促進廉政事項（含立法

院質詢議題、監察院糾正、彈劾案）。  

圖 3-6：國防部設立外聘廉政委員機制，對公眾參與國防廉政議題愈趨開放。（青年日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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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國防部廉政工作會報組織架構與任務分工 

資料來源：國防部政風室。 

同樣的，國防部於 2009 年配合行政院《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

案》訂定《國防部對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具體執行辦法》，並於

2016 年再次配合該行動方案的修正而重新檢討，將此一執行辦法

修正為《國防部對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具體執行要點》，督促國

軍各級單位依其職權推動國軍清廉透明作為，達成以下四項目的：

（1）不願貪：形塑誠信反貪意識，健全國家廉政體制。（2）不必

貪：完善官兵福利待遇，激勵致力戰訓本務。（3）不能貪：完備

召集人／部長 

副召集人／ 

總長、副部長 

秘書處／政風室 

廉政建設委員／ 

 部本部及參謀本部各幕僚單位主管、直屬機關

主官及各軍司令部（指揮部）參謀長。 

 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1-3 人。 

廉政建設行動小組／ 

反貪督察組、法律事務組、人事紀律組、 

採購紀律組、財務紀律組、後勤紀律組、 

國會事務組、防貪情蒐組、新聞文宣組。 

政策委員／常務次長 

總督察長、政風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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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章制度，促進決策程序透明。（4）不敢貪：司法行政肅貪

併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此一執行要點中明確指出國防機關應採取的具體策略包括：

（1）強化機關廉政經營責任制度，落實風險控管作為。（2）促進

公開透明，防止利益衝突。（3）參與國際評比，掌握民意脈動與

國際趨勢。（4）端正廉能軍風，落實陽光法令與倫理行為規範。（5）

鼓勵全民參與監督國防，建立完善國防廉政體系。（6）深化官兵

法治教育，凝聚廉潔共識。（7）查辦貪腐案件，強化肅貪能量，

落實揭弊者保護。國防部在此 7 項具體策略下，共提出 14 項執行

措施及訂定 20 個績效指標（如附錄 1 所整理）。國防部政風室擔

任督導考核之責，未來除定期檢討評估各項執行措施的落實情形

與具體成效外，亦應依各項執行措施的達成程度與缺失窒礙進行

滾動式修正，以確保各項工作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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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國軍廉政工作的具體作為 

國防部在《國防部對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具體執行要點》

的指導下，以國防部政風室為主要執行機構，這幾年積極推展了

不少國防廉政工作，以下分為反貪、防貪、肅貪、接軌國際及廉

潔教育等面向加以說明。 

一、 反貪作為 

(一) 擴大社會參與：為增加公民社會組織參與國防部門的機

會，國防部與國內外學術機構、相關非政府組織或團體

等，共同辦理品格教育活動，例如：自 2013 年起與台

灣透明組織、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共同辦理「瑞濱藝術與

品格教育營」。由國防大學學生擔任活動志工，帶領偏

鄉弱勢兒童參訪各地軍事基地營區，具有服務弱勢與透

明國防之互惠作用，是國軍逐漸接受公民參與國防事務

的正面具體行動，也創下與民互動的典範。 

  

圖 3-8：2018 年暑瑞濱

營，學童參訪海軍蘇澳

基地。（政風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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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強化國軍人員倫理意識：參酌行政

院《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訂頒

符合國軍特性之《國軍人員廉政倫

理須知》。另為落實「客製化宣導」

之政策方向，與法務部廉政署合作

編印《國軍人員倫理指南》，內容

蒐集近年各地方法院或地檢署有

關國軍人員涉犯貪瀆而受判決或

起訴之案件，就其中擇選具有共通

性之 4 類 17 案，依個案癥結研析

相關法令及提出改進建議，並針對

各類型事件臚列「自行檢視事項」，做為承辦人員辦理

該等高風險業務時之參考準據，俾規避倫理風險。 

(三) 加強國軍法治觀念：「依法行政」是法治國家的核心價

值，亦是一切行政行為必須遵守的首要原則。為強化國

軍人員正確法律之認識，提升行政效能，達成便民利民

及增加公益之目標，建立國軍人員「圖利」與「便民」

之區辨能力，並充分了解法律明確規範，發揮勇於任事

之精神。國防部分於 2015 年及 2017 年辦理廉政宣導，

釐清圖利與便民之區別，協助所屬軍、文職公務員免除

心中壓力、樂於為民服務。另於 2016 年辦理「公務員

申領或侵占小額款項」專案法紀宣導，提供法令說明與

提醒管理上應行注意事項，使機關同仁可清楚認知職務

相關法規及恪守行為準則，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與勾稽

機制，降低公務運作可能發生之違失風險。 

圖 3-9：國防部政風室製作《國軍人員

倫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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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多元媒體管道宣導廉政：結合廉潔法治教材內容與生活

案例，編製數位廉正印象作品，運用一報三刊及華視莒

光日節目等新聞媒體進行宣導，惕勵國軍人員恪遵相關

法規，翻轉廉政刻板印象，凝聚國軍與全民廉潔及國防

意識，延伸廉政夥伴關係。 

二、 防貪作為 

(一) 規劃並安排推動法務部廉政署與國防部高階主管互訪

聯繫機制，事前研訂會談主題，就強化國軍體系廉政業

務實務作法進行經驗分享交流，建立合作協調機制，持

續協同努力，擴大反貪腐活動的整體效益。 

(二) 為防範國軍採購弊端肇生，一方面，國防部政風室於

2015 年召集相關業務單位，針對國軍採購弊端規劃訂定

《國軍防制採購弊端具體作為》，擬具 24 項辦理事項，

令頒全軍施行，並藉由廉政工作報平臺連結廉政建設行

動小組業管業務，從法規面、制度面與執行面訂定完整

規範與計畫，透過資訊交流與合作，即時掌握貪腐風險

來源，建構完整督管防護網；另一方面，國防採購室亦

配合修正《國軍採購及工程現職（業）務調整暨離職退

伍人員建冊管制作法》，明訂現職採購及工程人員之職

期管制，並對離職退伍人員建冊管制及實施查核勾稽，

有效控管採購風險人員，達到降低貪腐風險、及時預警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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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掘機關潛存風險因子，先期辦理預警作為與追蹤管考：

配合法務部廉政署推動廉政革新實施計畫，盤點機關易

滋弊端業務，機先發掘機關潛藏違失，擇定廉政高風險

項目，透過資料蒐集、教育訓練等方式，辦理專案清查，

以期發掘不法線索外，並就所見缺失於制度面或執行面

提出管理措施。動態檢視機關可能發生違失風險事件或

人員，透過稽核、專報等多元手法，研提預警方案，機

先採取防範作為，有效杜絕廉政風險缺失，迅速改善作

業癥結並追蹤管考，如規劃辦理「軍品研製修採購業務

專案稽核」、「醫療衛材採購與管理專案稽核」。 

(四) 加強風險評估與運用「再防貪」策略消弭貪瀆不法：針

對機關員工涉貪瀆不法或行政責任者，責請案發機關或

權責督導機關（單位）就發生原因、過程、內部控制監

督作業漏洞等進行專案檢討，以實踐「防貪－肅貪－再

防貪」之廉政細工目標。如屬媒體披露社會矚目重大案

件或經檢察機關偵辦者，分析肇發原因與作業漏洞等，

研提專報或興革建議等預防措施，移請權責機關或單位

參處改進，並追蹤管制後續處置與檢討改進結果。 

三、 肅貪作為 

(一) 積極發掘貪瀆線索：針對受理檢舉或主動發掘之案源，

經分析有發展貪瀆線索之可能，立即主動與各地調查組

聯繫，並積極配合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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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高風險事件及人員查察：針對經評估屬廉政高風險

事件及人員，結合督〈監〉察單位，協調並統合人力，

成立查處機動小組，實施動態蒐證以積極發掘貪瀆不法

線索。 

(三) 辦理行政肅貪案件：針對未構成貪瀆犯罪而有行政違失

之案件，依《政風機構加強行政肅貪作業要點》追究行

政責任；針對涉嫌貪瀆違法經刑事處分者，則及時檢討

行政責任，俾遏止類情發生，維護機關廉潔風氣。 

四、 接軌國際作為 

(一) 廉政專題研討：透過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

講或議題研討，有助於了解全球廉潔透明之趨向、打擊

貪腐的理念與策略，對於國軍未來推動廉政治理的思維

與政策規劃甚有助益。如 2017 年辦理「國防廉政論壇」

系列活動，邀請國際透明組織學者 Adam Foldes、紐西

蘭透明組織執行長 Janine McGruddy，蒞訪實施專題演

講，及與國防部副部長、法務部廉政署長官及台灣透明

組織學者座談，以減少學用落差、促進軍民交流，與引

進國際廉政趨勢於國防體系，有助於提升與會人員廉正

認知，並深化國防廉政研究能量。 

(二) 參與國際評比：與台灣透明組織等非政府組織保持密切

聯繫，確實掌握評鑑要領，充實我國接受國際透明組織

廉潔評鑑受評資料，提升評鑑優勢。另外，落實逐級管

制相關聯參作業，協調法務部廉政署召開跨部會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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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籲請提供相關政府法令與政策資訊，以周延評鑑資

料，強化與提升 77 項問卷題項施政現況，俾爭取全球

評鑑佳績，贏得國人信賴。 

五、 推展國軍廉潔教育 

(一) 辦理國軍廉潔教育：國防部政風室自 2013 年起開始系

統化推動國軍廉潔教育，適時延請外界有關廉能治理之

學者專家，辦理廉政議題講習，期使全軍重要幹部深入

了解廉潔操守之重要性。如 2014年邀請國際透明組織—

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主任 Mark Pyman 至國防大學實施

「廉潔教育工作坊」及在國防部廉政工作會報進行專題

講演；2015 年在國際透明組織主席 Jose Ugaz 見證下，

國防大學與台灣透明組織簽訂《廉潔教育合作協議書》

（詳見 P.13 補充說明）；2016 年再次邀請國防與安全

專案小組主任 Katherine Dixon 實施「國軍廉潔教育師資

研習營」與「採購人員廉潔工作坊」。 

(二) 規劃國軍廉潔教育課程與教材：2017 年，國防部政風室

協同台灣透明組織學者至全軍 25 所軍事校院實地訪視

廉潔教育推動情形，並依據輔訪成果，於同年 12 月辦

理「廉潔教育師資研習營」。2018 年，依據國軍廉潔教

育巡迴輔訪成果報告，併結合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機

制，邀請國防部教育單位代表、外部學者專家成立課綱

審查及教材編輯委員會，共同規劃廉潔教育政策方向與

執行方式。同時爭取廉潔教育納入軍事教育機構常規課

程，俾符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國際廉能趨勢所倡

廉潔教育  

(Integrity Education) 

透過課程設計與教學

方法，教導學生（員）

建立反貪腐的觀念，

形塑廉潔自持、誠信

待人及奉公守法的行

為特質，進而營造貪

腐零容忍的社會文

化，消弭貪腐犯罪行

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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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之以教育深化內部人員廉正

意識及提高對貪腐風險與危害

之認知。 

 

 

 

 

 

 

 

 

 

結語 

我國自 1980 年代末期推動政治民主化工程以來，政治與經濟

上的貪腐弊端雖屢見不鮮，但廉政建設工程亦不曾停下腳步，在

完善法制基礎方面，除了通過多項「陽光法案」外，也制定或修

正許多防貪與肅貪相關法律；在行政與政策方面，中央政府除了

提出《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亦於法務部下成立廉政署為反貪

腐專責機構，從反貪、防貪與肅貪這三個面向杜絕貪腐活動的發

生，並將反貪腐活動由政府部門擴展到企業部門，推動企業誠信

與倫理，強化公司治理及內控機制、推動法令遵循證照制度。另

外，為強化國際合作與反貪腐網絡、接軌國際廉能趨勢及提升國

家競爭力，近年來亦積極參與或舉辦國際性反貪腐活動，掌握全

球性或區域性的反貪腐走向，也分享我國廉政發展經驗。2015 年

則進一步將《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內法化，全面檢討現行法制

與政策是否符合公約之要求外，並於 2018 年 3 月完成《聯合國反

圖 3-10：國防部 2018 年 12 月 19 日召開國軍廉潔教育審定

指導委員會，正式核定廉潔教育課程綱要與基本教材。圖

為軍政副部長代表頒發感謝狀予外部委員。（軍聞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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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接受國際社會的公開審查，聽取國際專

家代表的相關建議，以做為我國未來精進國家廉政建設之參考。 

在國家廉政建設體系之下，國防做為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

環，國軍廉政工作的推展，其重要性不言可喻。除了軍隊內部存

在已久的督察體系以外，2013 年於國防部下設政風室，與總督察

長室分工合作，共同協力推動國軍廉政工作。然而，國軍廉政建

設除了反貪腐法律與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外，國軍廉潔教育的推動

更是重要，也是反貪工作的一環，有助於建構國軍的廉正誠信價

值與守法崇紀觀念，減少對貪腐的容忍並扮演「吹哨者」的角色，

嚴懲涉貪人員，才能厚植國軍的整體戰力。換句話說，國軍廉潔

教育的系統化與持續性的推動與深化有其必要性，尤其是軍官養

成教育過程中，如能培育優秀師資，結合適當的課綱教材與教學

策略，應能具體落實國軍廉潔教育，形塑國軍廉潔風紀、厚植國

防整體戰力。 

綜言之，自全球反貪腐運動的脈絡來看，在運動初期階段的

首要工作為喚起社會大眾對此一議題的關注，其次是發展反貪腐

的策略與工具，接著是反貪腐相關活動的展開，包括制度與政策

的設計執行，最後則是反貪腐經驗的總結與廉政建設知識的管理，

做為未來政策興革與跨國分享交流的素材。由本章的介紹可以得

知，無論是國家整體或國防部門的廉政建設，不僅回應了國際社

會的反貪腐要求，也針對我國的環境系絡特性做了必要的調整。

雖然「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貪腐」，而且貪腐的型態也會隨

著社會演變或科技發展而不斷翻新，不過，由此也可以理解，國

家廉政建設乃是永無止境的工作，如何不斷強化組織與個人的反

貪腐能量，提出創新思維的廉政建設方案，追求「免於貪腐的社

會」，可說是政府部門不可懈怠的職責。 

吹哨者  

(Wistleblower) 

又稱為揭弊者，指針

對社會上或組織內部

的非法、不公義或腐

敗等行為提出舉發或

警告的人，其目的是

為了喚起社會大眾或

相關部門的關注，進

而採取有效的行動，

以降低公共事故的發

生或避免損害的擴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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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一、 我國《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共有 9 項執行策略，除

了現有的具體作為，還有哪些創新的作為？ 

二、 我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針對受贈財物、飲宴應酬、

請託關說、兼職、出席演講等涉及公務倫理行為訂有明

確標準與處理方式，從實務的觀點是否有不合情理之

處？ 

三、 國防部依其組織業務特性訂定《國防部對國家廉政建設

行動方案具體執行要點》，提出 7 大具體策略，除了現

有的執行措施，還有哪些創新的作為？ 

四、 目前我國國家廉政建設所遭遇的挑戰有哪些？未來如

何解決？ 

五、 目前我國國軍廉政建設所遭遇的挑戰有哪些？未來如

何解決？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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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廉政法規概述 
劉育偉 

國防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 

葛欣靈 

科技部政風處科長 

國防部政風室前科長 

 深化學習者民主法治素養與廉正意識。 

 了解國家整體與國防廉政法律規範架構。 

 了解確保道德行為之內、外控導向機制。 

 提升廉政法治觀念及依法行政之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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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章欲討論廉政法律規範及其內涵，惟何謂「廉政」？一般

人對廉政的印象應該是由廉政署、廉政機構、國家廉政建設、廉

政宣導等而來，至於其義則多不會特別細究。但於此就不得不先

對廉政一詞先行說明，其意涵主要係官員在履行其職務時公正廉

潔，不以權力謀取私利，在政治或施政角度上亦可說是廉潔政府、

廉潔政治及為政清廉的統稱1。近期華盛頓郵報、ABC 新聞網、

每日郵報等美國權威媒體等都分別以不小的篇幅報導了一則有關

美軍貪腐的醜聞，案件是由美國海軍採購官員辛普肯遭到逮捕開

始，檢察官懷疑辛普肯覬覦海軍有利可圖的交易案而收受賄賂，

交易對象為新加坡葛蘭海事防衛公司（GDMA），該公司涉嫌以

超過 50 萬美金及性招待換取美軍在亞洲港口糧食與燃料合約。經

過調查後腐敗醜聞持續擴大，發現承包商竟賄賂高達 60 位將領及

上百軍官，這樣糜爛荒淫的賄賂行動一直到承包商負責人法蘭西

斯遭逮捕才結束，他坦承在 2015 年透過對眾多海軍官員進行賄賂，

詐取海軍超過 3500 萬美元2。 

這件事讓我們不禁要問：就連民主最先進的美國都會發生如

此重大貪腐事件，其他開發中國家更待如何？看到這個案件，也

                                                      
1 「廉政」一辭最早出現在《晏子春秋．問下四》：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另廉政亦引

做廉正，古代「政」「正」與字相通，孔子在《論與．顏淵》中言：「政者，正也」，在

這個意義上，廉政就是「廉潔正直」，其反義詞就是「貪腐」。但現代意義上，廉政中的

「政」是具有政治上的意涵的，因此廉政可以說是廉潔政府、廉潔政治及為政清廉的統

稱。而個人主觀上具有廉潔正直之態度者，則稱「廉正」意識。 

2 More than 60 admirals and hundreds of Naval officers investigated in Fat Leonard scandal 

over accusations he bribed sailors with 'prostitutes and karaoke' in exchange for classified 

information, MailOnline News, （ 7 November, 2017 ） . URL ：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5056683/Hundreds-Naval-officers-investigated-Fat-

Leonard.html 

廉政（Integrity） 

廉潔政府、廉潔政治

與為政清廉的統稱，

反義詞即為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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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聯想到前幾年國軍發生的洪姓士兵的事件，比對兩者發生後，

美軍當然受到檢討，但依然受其國人尊敬；而在我國不僅造成民

眾對國軍的不信任，甚至交出了軍事法權，這固然與國家文化有

關，但良善治理與完備的廉政規制必為重要的因素。 

其實，全球對於確保公務部門高標準行為的關注並非是一種

新的趨勢，對政治家與政府官員行為之道德要求，要早於對法治

要求，甚至可以追溯至希臘羅馬時代。只是近年來由於政經環境

變化與公共部門的管理（治理）革新使得這些問題再次被凸顯。

醜聞及對不誠實行為的指控，不僅會影響公民對民意代表與官員

的信心與信任，也造成減少經濟效能、增加公共支出，以及使管

理、生產與服務成本上升等後果，因此許多國家採取了增加對公

共部門的問責，包含與第三部門合作、增加行政的透明度與對公

職人員基本價值的改變等，來確保在公共領域中個人非組織的公

正及誠信行為。 

我國近年來亦投注相當資源在反貪腐的工作上，但仍不時傳

出重大貪腐案件。在軍方部分，從幾年前的買官賣官疑雲到近期

雲豹甲車及獵雷艦案，雖 2013 年國防部設立純文官的政風室後，

與軍職單位總督察長室以複式監督方式共同推動國軍反貪腐工作，

有效使軍人貪瀆案件明顯下降（如圖 4-1），並從各項廉政評鑑指

標顯示廉潔程度提升3；惟少數案件經媒體廣泛報導，仍造成公民

的不信任與經濟上龐大損失，此容有進一步從規範角度進行檢視

之必要。本章將按以下順序，探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與國軍

廉政法制配合問題；其次針對國軍人員貪瀆犯罪基本屬性及主要

廉政法令進行介紹；最後結語將以國防視角強調落實反貪腐政策

                                                      
3 國際透明組織 2013 年與 2015 年發表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結果，臺灣均獲評為低貪腐

風險之 B 級；2014 至 2017 年法務部辦理廉政民意調查，軍人於全國 26 類公務員中的

清廉印象排名依序為第 4 名、第 8 名、第 6 名、第 6 名。（資料來源:台灣透明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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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並建議從加強反貪腐訓練來深化廉正意識到廉政法制

之落實遵循。 

 

     

     

     

     

     

     

     

     

     

     

 2014 2015 2016 2017 

軍方案數 25 14 9 5 

全國案數 476 368 301 287 

圖 4-1：歷年國軍人員貪瀆起訴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會議資料繪製。 

壹、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與廉政法制脈絡 

軍人執行職務有別於一般公務人員，他們屬於合法的武裝團

體，一方面要防止外來國家的威脅，一方面對抗國內環境的危害，

而與通常公務人員主要在提供民眾日常生活上的公共服務有所不

同，因此軍人在執行業務上的基本義務是貫徹軍事指揮權。亦即，

服從命令與貫徹軍紀是軍人的天職，如此才能上戰場，不容有各

自分歧意見，否則戰爭是殘酷的，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一盤散沙

只會招致滅亡（陳小雯，2017：2-32），這也形成軍人在養成教育

與平時公務同樣信守的制約。 

500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476 

25 

368 

14 

301

9 

287 

5 



 

 

123 

 

第四章 廉政法規概述 

「即使置身於戰場，他依然仁慈、光明，絕不會在劍尖上留

下心靈的污點」—對於擁有合法武力的軍人而言，力量如果不與

正直和善良的靈魂結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惡的化身，如果再

賦予它狂妄自大、自利和野心，那就成了十足的魔鬼。納皮爾在

《伊比利亞半島戰爭史》中提到幾個關於個人品格影響力的戰鬥

小史：一個非常瘦小英俊的年輕人叫做艾德華，西班牙士兵總以

為她是女扮男裝，當時他雖僅十九歲，但經歷突圍戰鬥的次數比

他的年齡還來得多，他總是生龍活虎，在紐維爾戰鬥中，他英勇

無畏，以致那些最勇敢、最有經驗的戰場老兵也為他馬首是瞻，

隨他拚殺。 

另一場是在維拉戰鬥中，當西班牙軍隊中央被敵軍衝破時，

一名叫做哈威洛克的年輕軍官衝了出來，揮舞著他的軍帽並高呼

著口號，號召視力範圍內的士兵隨他衝殺，終將法軍驅逐。每一

個積極努力的舉動將會成為一個榜樣，在人群中產生一定的感染

力，勇敢的人對於怯懦者是一種鼓勵，而且會使怯懦者採取行動；

對應於日常生活中，情形亦是如此，閃亮的人與偉大的人總會令

人追隨，如果讓一位精力充沛且品格正直的人處於讓人信賴的權

威位置，那麼，他的所屬人員必將立刻感覺強烈的感染力並且被

鼓舞，就像當華盛頓答應擔任總司令時，人們彷彿一下子感到美

國軍隊力量猛增一倍，畢竟他高貴品格與卓越能力，在國民心中

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劉曙光等，2001:19-33）。 

美國陸軍上將奧迪爾諾將軍4也曾說過「在每位戰士的內心中，

必須有堅定不移地品格：『品格就是定義我們自己的事物』」。故軍

                                                      
4 雷蒙德·托馬斯·「雷」·奧迪爾諾上將（Raymond Thomas "Ray" Odierno，1954 年 9 月 8

日－），美國陸軍退役上將，曾任第 38 任美國陸軍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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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只有勇敢，還必須有特別的品德修養或核心價值5做為行為

的依據。從軍人武德教育角度來看：它可以是一種實踐的典範修

養；以軍人倫理、法治或廉潔教育觀點來體察：它也可以是一種

規範性倫理，用來協助軍人去思考「何為軍人準則？」與「何為

軍人之應為與不為？」就某程度而言，軍事貪腐是國軍人員違反

其在法律上應遵守之廉潔倫理相關規範與行為準則。 

又隨著民主潮流的時移勢轉，目前政府業務的「透明」與「問

責6」已成為國家優質治理的策略（余致力，2011：9），且兩者互

為表裡，即行政程序與內容必須透明才能受到問責與監督；為能

有效問責監督，所以要透明。以現今政府業務大規模授權及民營

化的現狀下，「問責」概念更顯重要，且就公務人員而言，應負責

任的對象，已不僅是傳統管理學對上級長官命令的服從而已，至

少有五種問責關係：（1）對民選首長；（2）對納稅人；（3）對服

務接受者；（4）下對部屬、上對長官；（5）對管理團隊或工作團

隊的其他成員。 

就此看來，民主化的結果使可向公務員的問責對象驟然增多，

在實際上可能因為多元問責對象間的相互衝突反而模糊責任的歸

屬（Taylor & Waghorne，1998：143-4）。這個現象對於重服從的

國軍人員而言，尤其明顯。由於國防部門掌握武力及龐大政治、

經濟資源，並同時擔任資源權威性重分配角色，為防止軍事人員

濫用其重分配之權力將公有資源變成私人所有財產，除了以問責

機制強化內在制約的倫理化規範與準則外，司法等外控機制亦因

                                                      
5 如軍人武德（智、信、仁、勇、嚴）與基本信念（國家、責任、榮譽）等我國軍人核心

價值。 

6 「問責」與「責任」常有混淆，二者並不是同義詞，問責主要在界定公務員的法定地位

與層級關係，即確立其與組織整體的相對地位；責任則是在賦予適當的工作內容及權責

歸屬，使其具備明確的工作目標與權力憑藉來發揮功能，簡言之，問責是對人，向某人

負責任；責任是對事（呂育誠，2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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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保障問責機制之落實而應同時被要求（余致力，2011：111）。 

綜觀我國廉政規範脈絡，從 1998 年的《端正政風行動方案》

以來，陸續於 2000 年頒行《掃除黑金行動方案》及 2006 年頒行

《反貪行動方案》，直至 2008 年為與國際反貪腐趨勢接軌，兼顧

公私部門廉潔及倫理規範，經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一次委員

會議決議，參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國際透明組織國家廉政

體系等相關倡議，檢討並整合前開以「肅貪、防貪」之二元思維

為主之模式，擬具《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嗣檢討本方案內容，

於 2014 年 4 月 15 日進行部分修正7，以建構國家廉政多元發展策

略目標，創造乾淨政府、誠信社會之願景。 

公約對預防貪腐、界定貪腐犯罪以及非法資產的追繳做了法

律規範，確立被轉移他國的賄款返還原則，並設立加強國際反貪

腐合作的機制。其中從貪腐預防內容來看，主要是經由「防貪」

與「反貪」兩種途徑進行，在「防貪」方面，即制定準則，包含

公私協力防制洗錢模式、健全公務人員人事制度、成立專責反貪

肅貪機構及人員訓練；法規政策訂定則涵蓋訂定司法審判人員行

為準則、貪瀆罪章的立法及檢舉人之立法保護。在「反貪」方面，

則是透過社會參與及校園宣導兩種方式實施，除凝聚大眾反貪意

識，最主要作法有：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民眾發揮對決策影

響力、民眾經有效管道獲取資訊、加強反貪宣導，並融入各級校

園課程內、在不違背國家安全及公眾秩序等情況下，國家應透過

傳播提供反貪腐資訊等。在此反貪腐政策框架下，我國具有許多

適用於公部門之相關法令（表 4-1），形成具有內控（亦即機關內

部稽查規範）、外控（外部的法令制約）性質的法制架構。 

                                                      
7 為促使《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所揭示反貪腐精神與政策實現，依據同法施行法要求，行

政院於 2016 年 8 月 24 日函頒修正《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提出 9 項具體策略、46

項執行措施。另配合檢察署名銜「去法院化」，再於 2018 年 8 月 7 日修正方案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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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反貪腐相關法令（公部門部分） 

範圍 相關法令 

基礎公約及

國家憲法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憲法 

預防措施 刑法、貪污治罪條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遊說法、政治獻金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稅捐稽徵法、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政黨法、公務員

服務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陞遷法、

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政府採購法、預算法、決算法、

會計法、審計法、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行政程序法、法官

法、刑事訴訟法、揭弊者保護法（草案）、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

理條例、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定罪與執法 刑法、民法、貪污治罪條例、證人保護法、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遊說法、政治獻金法、國有財產法、公務員服

務法、法院組織法、政府採購法、地方制度法、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入出國移民法、監獄行刑法、更生保護法、人口販運防制

法、國家賠償法、刑事補償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俸給

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員懲戒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

強制執行法、行政程序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期貨交易法、公平

交易法、醫療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洗錢防制及

資恐防制 
刑法、貪污治罪條例、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票券金融管理

法、強制執行法、商業會計法、民事訴訟法、金融機構防制洗錢

辦法、銀行業及電子支付機構電子票證發行機構防制洗錢及打擊

資恐內部控制要點、證劵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要

點、保險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要點… 

國際合作及

司法互助 
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引渡法、跨國移交受刑人法、刑法、

條約締結法、銀行法、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洗錢防制法、商業會

計法、政府採購法、公司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草

案）… 

資料來源：以上部分法令摘錄自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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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軍人員貪瀆犯罪屬性 

國軍人員貪瀆犯罪具有其特殊性，相關廉政倫理及法令等規

範亦較一般公務人員嚴格，本節茲就前述公部門法令，擇軍事人

員主要適用部分說明。 

一、 名詞解釋 

(一) 公務員身分 

在貪瀆不法防治過程中，適用主體的界定，也就是公務員身

分上的認定是相當重要的，也產生諸多爭議。目前對於公務員之

認定，係以《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最廣義的公務員做為基準，區

分三大類型（如表 4-2）： 

表 4-2 公務員類型 

類型 身分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依據 刑法第 10條第 2項
第 1款前段 

刑法第 10條第 2項
第 1款後段 

刑法第 10條第 2項
第 2款 

內容 依法令服務於國

家、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者。 

其他依法令從事於

公共事務，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者。 

受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依法委

託，從事與委託機關

權限有關之公共事

務者。 

舉例 軍、文職人員 替代役 車輛代驗業者 

key point  判斷依據為行為人執行職務有無涉及公權力之行使。 

資料來源：參照刑法彙整。 

公務員 

（Public Servant） 

由國家依法選任，對

於國家負有忠實、服

從之義務，並依法令

從事及委託公共事務

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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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別強調的是，軍人也是上揭身分公務員之範疇，其

於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 430 號解釋即闡明：「…軍人為廣義之公務

員…」、第 455 號解釋：「國家對於公務員有給予俸給、退休金等

維持其生活之義務。軍人為公務員之一種，自有依法領取退伍金、

退休俸之權利…」，甚至早在第 262 號解釋：「監察院對軍人提出

彈劾案時，應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也間接從憲法位階指

出軍人具公務員之身分，是軍人在公務員身分之認定上，法源其

來有自。 

(二) 職務行為 

職務行為的法律意義與公務員收賄罪成立與否，具有密切的

關聯。而且職務行為也是貪瀆犯罪之共同基礎要素，無論是公務

員的收賄罪、圖利罪、甚至是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或利用職務機

會詐取財物罪等，均與職務行為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林鈺雄，

2015： 101）。至於何謂「職務行為」雖法無明文規定，但可從實

務見解窺知一二，大抵可區分為二類，說明如下（如表 4-3）： 

  表 4-3 職務行為類型 

種類 法定職務權限行為 職務密接關聯行為 

內容 公務員依法令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範圍內，所應為或所得為之事

項。 

公務員利用其職務地位所實施

之行為。該行為形式上具有公務

性質，且對原本職務執行之公正

性具有實質影響力。 

實務見

解 

最高法院 98 年度臺上字第

395、1670及 7218號判決、99
年度臺上字第 940及 2577號判
決意旨參照。 

臺北地方法院 101年度金訴字第
47號判決意旨參照。 

key point  公務員若以其身分、地位（威望）、人際關係而影響他人或干擾公

務執行，則不屬於職務行為。 

資料來源：許恒達，2015；吳燦，2015；李錫棟，2011。 

職務行為 

（Official Duty） 

所謂公務員職務上之

行為，係指在其權限

範圍內之事項，本其

所應為而不違背其義

務者而言，如公務員

就其職務上應為之事

項，故意消極的不為

之或積極的以不正當

方法為之，以及職務

上不應為之事項故意

積極為之，則屬違背

職務之行為。（參照 77

年台上字第 5323 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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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公務員的職務行為，必須是該公務員對該職務有具體

影響，或有具體影響之可能者（吳燦，2015：111-3），並有履行

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始足當之，此為最基本的判斷方式。 

(三) 依法行政 

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權力分立的體制下，為達到保障人權及

增進公共福祉之目的，要求一切國家作用均須具備合法性，此種

合法性原則就行政領域而言，即所謂「依法行政原則」。為什麼貪

腐的防治要從依法行政原則談起？實鑑因於貪瀆不法之肇生，往

往在於辦理業務、挪用經費等行政作為時不熟稔法令、不遵守法

定程序所致，爰於依法行政之框架下，將以往「公款公用」的概

念修正為「公款『法』用」。依法行政的具體觀念涵蓋了二項原則

的落實—就是「法律保留」加「法律優位」原則，分述如下： 

1、 法律保留原則 

(1) 意義 

此即積極（實質）意義的依法行政原則，係指行政權之發動，

必須有法律明文或法律授權始得為之；亦即，行政欲為特定之行

為，必須有法律之依據。這也就是「依『法』行政」中「法」字

之核心意義，除包含立法院三讀通過之法律及其授權的法規命令8

外，也包含圖 4-5 的一般法律原則（架構如圖 4-2）。 

  

                                                      
8 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

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另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行政機關得訂定行政規則。行政規

則因無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即使無法律明確授權，機關亦得依職權訂之。 

依法行政

（Law-Based 

Administration） 

指的是行政工作應受

法的拘束，行政權力

的行使須依據法律之

規範為之。在積極的

面向上，要求行政行

為須有法律之依據；

在消極的面向上，則

要求行政行為不得牴

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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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依法行政概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2) 保留程度的區分 

法律保留程度上之區分，依不同權益保障的事項而有程度上

之差異，依司法院大法官第 443 號解釋，稱之為層級化法律保留

（架構如圖 4-3）。 

 

 

 

 

 

 

 

 

圖 4-3：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憲法保留 

絕對法律保留 

相對法律保留 

非屬法律保留 

憲法保留事項者，縱立法機關亦

不得制定法律限制之。 

剝奪人民生命或限制人民身體自

由者，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 

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權利之限制，

應以法律規定或授權主管機關發

布命令為補充規定。 

法律 

明確授權之 

法規命令 

立法院三讀通

過、總統公布

之法律 

法律 

依「法」行政 

行政法 

基本原則 

一般法律原則 

層級化法律保留 

亦稱「規範密度理

論」，行政行為應以對

人民權益侵害程度的

不同而賦予不同密度

的法律保留標準。如

涉及人身自由事項

者，須以憲法規範；

涉及生命、身體法益

者，須由法律明文規

定；涉及人民其他重

大權益事項，則得授

權機關以命令為補充

規定。至於執行法律

的細節性、技術性事

項，則非屬法律保留

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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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優位原則 

(1) 意義 

此即消極（形式）意義的依法行政原則，係指一切行政權之

行使，均應受到現行法位階之拘束，亦即行政應受憲法的直接約

束、行政應受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及行政應受法律之拘束。 

(2) 落實於具體法規範 

◎ 《憲法》第 171 條：「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

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

第 172 條：「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 

◎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1 條：「法律不得牴觸憲法，

命令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下級機關訂定之命令不得

牴觸上級機關之命令」。 

◎ 《地方制度法》第 30 條：「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

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

無效」、「自治規則與憲法、法律、基於法律授權之

法規、上級自治團體自治條例或該自治團體自治條例

牴觸者，無效」、「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

令牴觸者，無效」。 

 

 

 

 

 

 

 

圖 4-4：法律優位原則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132 

  

廉政：從觀念到實踐 

在依法行政之框架上，行政作為之一般法律原則規範於《行

政程序法》中，包含如下圖 4-5。 

 

 

 

 

圖 4-5：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上揭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係做為行政機關從事行政行為合

法性之檢驗基準，此為學界與實務之共識。換言之，行政行為除

須符合「形式合法性」外，尚須符合「實質妥當性」，而「實質妥

當性」則須通過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之檢驗，俾符法制。 

二、 貪瀆犯罪之屬性 

(一) 貪瀆是一種白領犯罪 

1、 白領犯罪的定義 

(1) 屬性：公務員的貪瀆犯罪，基於具有「受人尊敬」、「職

業活動」、「受人信賴」等特徵存在，在犯罪學的分類

上，屬於典型的白領犯罪，也是一種無被害者犯罪。 

依法行政原則 

明確性原則 

禁止差別待遇 比例原則 

誠信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利益衡平原則 

裁量正當原則 

禁止不當聯結

原則 

一般法律原則 

即行政作為賦予法律

位階予以法制化時，

該法律必須具有的基

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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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義：蘇哲蘭（Edwin Sutherland）可謂是研究白領犯罪

之父，他將白領犯罪定義為：「受人尊敬及社會高階層

之人，在其職業活動過程中所從事的犯罪行為」

（Sutherland，1949、1940）。美國白領犯罪國家研究中

心（National White Collar Crime Center）於 1996 年擬定

共識性的白領犯罪定義迄今：「由個人或機構所從事之

有計畫的詐騙性違法或非倫理行為，通常是社會上層或

受人尊敬之人為了個人或機構利益，在合法的職業活動

過程中違反受託人責任或公共信用的行為。」（Planned 

illegal or unethical acts of deception committed by an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usually during the course of 

legitimate occupational activity by persons of high or 

respectable social status for personal or organization gain 

that violates fiduciary responsibility or public trust.） 

2、 種類 

國內學者孟維德教授（2011：11-13）參照 Friedrichs（2004）

的分類將白領犯罪區分為 5 種類型，並認為白領犯罪特色計有「信

用」、「尊敬」及「風險」等 3 類特徵： 

(1) 公司犯罪：公司管理者或員工為增進公司及個人利益所

從事之非法或損害行為。形式上包含公司暴力（corporate 

violence）、公司竊取（corporate theft）、公司違法操縱

金融、公司違法干涉或腐化政治等。 

(2) 職業上的犯罪：為獲取經濟利益，在合法、受人尊敬的

職業脈絡中從事非法或損害行為。形式上包含零售業犯

罪（retail crime）、服務業犯罪（service crime）、專業

人士犯罪及員工犯罪等。 

白領犯罪 

（White-Collar 

Crime） 

由個人或機構所從事

之有計畫的詐騙性違

法或非倫理行為，通

常是社會上層或受人

尊敬之人為了個人或

機構利益，在合法的

職業活動濄程中違反

受託人責任或公共信

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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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府犯罪：政府機關或政府人員所實施之非法或損害行

為，形式上包含犯罪的國家機關、政府性的組織犯罪

（state-organized crime）及政治性白領犯罪等。 

(4) 混合型白領犯罪：是政府犯罪與公司犯罪的結合體，及

公司犯罪與職業上犯罪的綜合體。形式上包含政府性的

公司犯罪（state-corporate crime）、金融犯罪及科技犯罪。 

(5) 殘餘型白領犯罪：屬於較邊緣的白領犯罪類型，包含： 

◎ 組織與白領結合型犯罪：涉及組織犯罪及合法商業活

動的合作性企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活動。 

◎ 常業與白領結合型犯罪：假借合法商業活動之外貌所

從事的詐騙活動。 

◎ 業餘型白領犯罪：白領工作者在其機構或職業脈絡之

外所從事之違法行為。 

(二) 軍職涉犯貪瀆之白領特徵 

1、 卡其領犯罪定義 

白領犯罪隨著時代進步，犯罪手法日新月異，似難按上揭分

類，而將白領犯罪硬區分為何種類，有可能一種白領犯罪者擁有

多種特質，而成為「複合體」，軍職涉犯貪瀆案件，在犯罪學的分

類上，稱之為卡其領犯罪（Khaki-Collar Crime），其語意源自於

早期美國陸軍之土黃色制服，在 1979 年 Bryant 經由其著作

《Khaki-Collar Crime：Deviant Behavior in the Military Context》

正式公開發表，使卡其領犯罪成為軍人貪瀆犯罪的代稱，名詞上

雖有別於白領犯罪、藍領犯罪，但基於部分特徵與白領犯罪（如

信任、尊敬）有高度的同質性，故 2010 年有國內學者將其列入白

卡其領犯罪 

（Khaki-Collar 

Crime） 

名詞上有別於白領犯

罪、藍領犯罪，係軍

人貪瀆犯罪的代名

詞，語意源自於早期

美國陸軍之土黃色制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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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犯罪之一環（許春金，2007：624-33）。 

2、 職務的重要性 

參照《陸海空軍刑法》在其分則處罰類型中，有所謂「違反

國家『職責』」罪章（第一章）、「違反『職役』『職責』」罪章（第

二章）、「違反長官『職責』」罪章（第三章）及「違反部屬『職責』」

罪章（第四章），故卡其領犯罪在白領犯罪類別歸屬上之定位，應

屬職業上犯罪中的專業人士犯罪。雖然卡其領犯罪在特徵上與傳

統白領犯罪有其類似性，但並非完全相同。計有信任（trust）、尊

敬（respect）、職務（duty）及權勢（power）等 4 類特徵，其核

心特徵在於「職務」（劉育偉、許華孚，2018：392）。 

參、國軍主要廉政法令 

一、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架構 

以預防為主、打防結合的我國刑事政策思維（許福生，2015：

44），其相關法制架構已如前述，2015 年透過施行法之立法技術，

使《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具有內國法化之效力，其中包含內在制

約規範及與 11 大犯罪類型（表 4-4）相應之外控機制規範（圖

4-6）。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三章係談述定罪執法、國際合作、

資產的追回等概念，凸顯強調預防與打擊犯罪並重，及指出與貪

腐相關 11 大類犯罪型態。根據這 11 大類的犯罪型態概念，向下



 

136 

  

廉政：從觀念到實踐 

延伸出與國軍相對應的廉政相關法令。 

表 4-4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11 大類犯罪型態 

第 18 條 第 19 條 第 20 條 

賄賂公職人員罪 
賄賂外國公職人員或國

際公共組織官員罪 

公職人員貪污、挪用或以

其他類似方式侵犯財產 

第 21 條 第 22 條 第 23 條 第 24 條 

影響力交易罪 濫用職權犯罪 資產非法增加罪 
私營部門內 

賄賂罪 

第 25 條 第 26 條 第 27 條 第 28 條 

私營部門內 

侵吞財產 
洗錢犯罪 窩贓犯罪 妨害司法罪 

資料來源：許福生，2015：46。 

 

圖 4-6：國軍廉政法令體系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內在制約規範之主要預防法令 

1. 遊說法 

2.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3.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4. 政府資訊公開法 

5. 政府採購法 

6. 行政程序法 

7. 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8. 其他行為守則 :如公務員服務

法、陸海空軍懲罰法、國軍人

員廉政倫理須知等 

 

外控機制規範之主要刑事法令 

1. 刑法瀆職罪章 

2. 貪污治罪條例 

3. 洗錢防制法 

4. 證人保護法 

5. 公務員懲戒法 

6.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7. 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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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法令內涵 

(一) 遊說法 

《遊說法》是陽光法案之一，自 2007 年制定後迄今均未再予

修正。揆諸其法源，「遊說」來自於「lobbying」，意指個人或團

體在國會大廈的門廳內與國會議員交談或進行說服的行為，後來

引申為凡試圖影響國會議員的決定或其立法內容的行為，均可稱

為遊說。特別是解嚴後，立法院明顯出現利益團體強力介入法案

審查過程，才促成此法制定的動機（劉淑惠，2000：43-9），故為

使遊說遵循公開、透明之程序，防止不當利益輸送，確保民主政

治之參與，成為本法立法目的。 

《遊說法》著重於強調「直接表達意見的行為」，這也是陽光

法案的特徵，藉由立法程序使被規範對象的登記、申報、報備來

達成遊說法制化的目的，同時也使得長期遊說地下化浮出檯面，

使遊說潛規則透由透明、公開及適法的方式，讓意見表達相互間

有了正常、合理及合法的溝通管道，建置順暢民意的機制，凸顯

廉能國家先進的立法制度。 

(二)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於 2000年 7月 12日公布實施，

並於 2018 年 6 月 13 日大幅修正9。其認「職責之所在，機會之所

由生」，因此就較有利益輸送之虞的公職人員納入本法規範範圍，

遏阻公職人員對機關（構）政策負有重大決策權、影響力或擔任

主管職務者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透過法律制度導正過去「肥

                                                      
9 2018 年 6 月 13 日修正公布全文 23 條，並自同年 12 月 13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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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落外人田」、「有關係好辦事」的通病。 

目前我國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制度的規定，散見於各

種法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中，諸如：《公務員服務法》、《公務

人員任用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行政程序法》、《政府採購

法》、《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陞遷法》、《公務人員考績法》、

《公務員懲戒法》等，本法為基本法，如有競合，擇處罰較重者

適用。內容重點在於規範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

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時，應踐行法定迴

避程序，並不得以關說、藉由權勢或透過交易等行為進行規避。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重點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係在規範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之利

益衝突行為，避免藉機利用職權產生不當利益輸送。考量自 2000 年施

行迄今，除社會環境已有相當差異，外界亦反映對規範內容之檢討聲

浪。法務部爰於 2018 年修正部分條文，其重點摘述如下： 

一、修正適用對象： 

(一)公職人員：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申報義務人脫鉤，將較

具有利益輸送之虞之職務納入規範，如增列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之董事長、執行長；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等。 

(二)關係人：將與公職人員具有財產上及身分上利害關係者納入規

範，除配偶、二親等內親屬，再擴大包含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等。 

二、明訂非財產上利益之定義：參考近年違法案例態樣，將任用、聘

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陞遷、調動、考

績等人事措施，明訂屬非財產上利益。 

三、修法前僅規範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

受其監督機關為交易行為，本次修法將易生輸送利益之嫌之補助

行為納入，同時增訂經依公平公正程序所為之補助或交易行為之

例外事由，及事後應踐行揭露程序。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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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本法於 1993 年 7 月 2 日公布施行，與前述《遊說法》、《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再加上《政治獻金法》合稱陽光四法，但

因適用範圍最為廣泛，影響力相對較大，故有謂為澄清吏治，防

治貪腐的第一步。期藉由強制申報義務人依法申報、受理機關審

核、公眾查閱等機制，達成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作為之

目的，並透過公開公職人員財產，落實透明、問責之政策指引。

換言之，財產申報制度係為符合民主政治之要求，以透明公開之

方式，使公職人員之財產狀況攤在陽光下，不僅滿足民眾「知」

的需求，同時也提供社會大眾監督政府的有效途徑。本法規範重

點：申報對象範圍（第 2 條）、申報時間（第 3 條）、受理財產申

報機關（第 4 條）、財產申報之內容（第 5 條）、申報資料之公布

（第 6 條）、財產信託（第 7 條）、財產變動申報（第 8 條）、罰則

（含財產來源不明）（第 11 條至第 15 條）等。 

(四) 政府資訊公開法 

本法於 2005 年 12 月 28 日公布施行，區分總則、政府資訊之

主動公開、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救濟、附

則，共六章 24 條。立法目的乃在落實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並賦予人

民請求政府資訊公開之請求權依據，重點為：政府資訊申請提供

權（第 5 條、第 9 條至第 13 條、第 16 條）、政府資訊申請更正、

補充權（第 14 條至第 16 條）、申請資訊被拒絕之行政救濟權（第

20 條至第 21 條）等。 

有關本法與其他法令競合之適用情形，例如：「檔案」亦屬政

府資訊之一部分，故實務上，對於人民申請提供之政府資訊，應

先查明該資訊是否已歸檔，若屬已歸檔管理之「檔案」，應優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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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檔案法》；又因個人資料亦屬政府資訊之一部分，倘本人（資

訊之主體）就其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行使權利

時，自應優先適用該法之規定處理等。 

(五) 政府採購法 

本法於 1999 年施行，後經 2001 年、2002 年、2007 年、2011

年、2015 年等多次修正，內容包括總則、招標、決標、履約管理、

驗收、爭議處理、罰則、附則，共八章 114 條。此法係為因應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制定，目的

在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

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並使公務人員辦理採購有所依憑。 

本法規範了由公部門主導之工程、財物與勞務等採購作業，

也嚴格限制政府機構於工程定作、財物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

之委任或僱傭時之行政行為。其中涉及廉政部分主要有兩部分，

其一是辦理採購之基本原則：採購契約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

合理為原則、對於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第 6 條第

1 項）；採購人員行政裁量權之依據（第 6 條第 2 項）；不得意圖

規避採購法規定分批辦理採購（第 14 條）；技術規格不得限制競

爭（第 26 條）；廠商資格不得限制競爭（第 37 條）等。第二是道

德規範：離職後 3 年內對離職前 5 年有關採購事務之迴避（第 15

條第 1 項）；對所辦採購案有涉及本人或親屬利益之迴避（第 15

條第 2 項）；廠商因與機關首長之關係而須為之迴避（第 15 條第

4 項）；承辦與監辦採購之財產申報（第 15 條第 5 項）、請託與關

說之處理（第 16 條）；採購人員應遵守倫理準則（第 112 條）、採

購人員倫理準則（子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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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行政程序法 

本法於 2001 年 1 月 1 日施行，全文共計 175 條，是我國第一

部具有通則性的「行政基本法」法典。其立法目的為「使行政行

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以保障

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本法所稱的

「行政程序」，依第 2 條規定，包括行政處分、行政契約、法規命

令、行政規則、行政計畫、行政指導與陳情處理等。此外，本法

尚有行政程序上聽證程序規定。所規範行政程序種類之多、範圍

之龐雜，是本法在比較立法例的一大特色。另除程序性規範外，

本法更包括若干實體性規範，諸如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

律原則均在此法中加以明訂，更彰顯本法不僅是一部程序法，而

更是通則性法律的特色。 

(七) 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近期發生永豐金融控股公司對子公司之監督管理核有缺失，

未落實建立及未確實執行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違反《金融控股

公司法》第 51 條規定，核處新臺幣 1 千萬元罰鍰案件，足見內部

控制之重要。行政院為利各機關（構）、學校落實自我監督機制，

以合理確保內部控制持續有效運作，特訂定本要點。主要內容乃

在要求各機關（構）、學校應確實辦理例行監督、自行評估與內部

稽核等各項監督作業，檢查內部控制建立及執行情形，並針對所

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提出之興革建議，採行相關因應作為。 

(八) 其他行為守則 

如《公務員服務法》、《陸海空軍懲罰法》、《國軍人員廉政倫

理須知》等，其中《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係依據行政院《公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6%94%BF%E6%B3%95%E5%85%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E%9D%E6%B3%95%E8%A1%8C%E6%94%BF%E5%8E%9F%E5%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8%99%95%E5%88%8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6%94%BF%E5%A5%91%E7%B4%8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8%A6%8F%E5%91%BD%E4%BB%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8%A6%8F%E5%91%BD%E4%BB%A4&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6%94%BF%E8%A6%8F%E5%89%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6%94%BF%E8%A8%88%E7%95%A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1%8C%E6%94%BF%E6%8C%87%E5%B0%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B3%E6%83%85%E8%99%95%E7%90%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BD%E8%AD%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0%E8%88%AC%E6%B3%95%E5%BE%8B%E5%8E%9F%E5%89%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0%E8%88%AC%E6%B3%95%E5%BE%8B%E5%8E%9F%E5%89%8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8B%E5%BA%8F%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9A%E5%89%87%E6%80%A7%E6%B3%95%E5%BE%8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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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所訂定，目的在於順應世界潮流，對於公共

服務者訂定具體規範，俾樹立廉能政治新典範，以及引導國軍人

員以公益為依歸，建立國民對國軍的信任與支持。其內容主要在

界定贈受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出差視導等行為。該

須知與《公務員服務法》所訂之公務員應有忠實、服從、保密、

保持品位、堅守崗位等義務，並不得有濫權、經商或兼職等情形，

交織構成國軍人員內部品德重要指引，如若違反，則依《陸海空

軍懲罰法》之規定進行議處。 

(九) 刑法瀆職罪章 

《刑法》的瀆職罪章所列之罪，可謂與《貪污治罪條例》息

息相關，畢竟基於特別法與普通法關係，《貪污治罪條例》為《刑

法》的特別法，公務員涉犯貪瀆不法情事時，基於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之法理，應優先適用貪污治罪條例。臺灣貪污犯罪具有政府

高層涉案、貪污所得龐大、刑事追訴無力、隱密性與犯罪黑數高

（即犯罪後未經司法機關查獲比例高）、具放射性（貪污體系是以

賄賂罪為核心而放射到其他罪名，而賄賂罪又是以收賄罪為主軸

擴張到行賄罪之處罰）與共犯結構化等特質（張麗卿，2011：2-7）。 

而監察院 2009 年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貪污案件定罪率之探討

專案調查研究》—實務上多是查貪污治罪條例無賄賂情事，就用

不正利益去論究；倘皆無，則以圖利罪起訴。但貪污瀆職罪章，

是我國刑法各罪中最為晦暗的一章，而職務賄賂罪中的職務行為

及對價關係概念，更是黑暗的核心（張麗卿，2011：2-7；葉耀鵬、

陳健民、劉興善、錢林慧，2011：1-2）—也就常有罰得重未必罰

得到的窘境！ 

然而，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與其所收受之賄賂或不正利

特別法優於普通法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 16 條：「法規對於

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

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

定者，應優先適用

之，其他法規修正

後，仍應優先適用。」

此即「特別法優於普

通法」適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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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之間固須具有對價關係（最高法院 94 年度臺上字第 3187 號判

決意旨參照）。而此之所謂對價關係，只要雙方行賄及受賄之意思

達成一致，而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公務員為違背職務行

為之間具有原因目的之對應關係，即為已足；並不以他人所交付

之賄賂或不正利益之價值，與該他人因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所

獲得利益之價值相當為絕對必要。 

基於以上觀念的建立，現在來談談《刑法》瀆職罪章的架構，

刑法的瀆職罪，區分為純正瀆職罪及不純正瀆職罪，而純正瀆職

罪按條文架構，又可分類為賄賂罪、違背職務罪及濫用職權罪。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刑法》瀆職罪章之於《貪污治罪條例》，

基於特別法優先的法理，公務員貪瀆行為同時於二法均有規定情

形下，應優先以《貪污治罪條例》檢視，但倘《貪污治罪條例》

沒有對於涉法行為予以律定時，則又回歸《刑法》，特別是《刑法》

第 131 條圖利罪之處罰，運用最為廣泛；我們以最高法院 42 年臺

特非字第 16 號判例意旨即可印證：實務認為《刑法》圖利罪是其

他貪瀆罪之基本規定，行為人的圖利行為不該當於其他貪瀆罪的

特別規定時，始有圖利罪之適用（吳燦，2015：111-3），此等基

礎觀念的建立是相當重要的。 

(十) 貪污治罪條例 

揆諸《貪污治罪條例》第 1 條，即開宗明義指出「為嚴懲貪

污，澄清吏治」為其立法目的，且不以任職期間內之貪污行為為

限，任職前之貪污行為亦應廣義包括在內（法務部 88 年 10 月 13

日（88）法律字第 040066 號函釋參照）。而由其法律名稱為貪污

「治」罪條例，而非貪污「制」罪條例以觀，顯見其刑事政策傾

向「治理」（防治），而非「禁制」（防制），亦即對於觸犯該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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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法律性質屬於法定犯罪（即透由法定程序擬制為犯罪），而非

自然犯罪（即本質上違反善良人性的犯罪行為），故堪稱為廉政法

令中最基本之法律規範。 

該法於第 4 條至第 6 條規範基本貪污型態，分別為：違背職

務之受賄罪（第 4 條）、不違背職務之受賄罪（第 5 條）、圖利罪

（第 6 條）、財產來源不明罪（第 6 條之 1）等。總之，公務員（包

含與其共犯之非具公務員身分者）觸犯《貪污治罪條例》所列之

罪，最高可處無期徒刑，最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而辦理監察、

會計、審計、犯罪調查、督察、政風人員，因執行職務，明知貪

污有據之人員，不為舉發者，亦得處以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

刑（第 14 條）；甚至若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之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 7 條），且觸犯此條例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者，將宣告褫奪公權（第 17 條）。雖然立法體例之設計上，處罰

條文居多，但亦有自新條款（第 8 條），綜上，國軍人員因不熟稔

法律規定或私人因素，不法侵占或詐取單位經費等情，時有所聞；

爰此，各單位應加強是類人員考核，強化監督管控及以「依法行

政」、「公款法用」之原則辦理相關業務，俾符法制。 

(十一) 洗錢防制法 

我國早於 1996 年制訂亞洲第一部《洗錢防制法》，並於翌年

加入創始「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APG），揭櫫我國重視健全國際金融體制及打擊洗錢

犯罪的決心。惟立法 20 年以來，洗錢態樣與洗錢管道不再侷限於

金融機構，進化利用不動產、保險、組織吸金、詐欺、虛偽貿易、

跨國洗錢等態樣行為，致以追查重大犯罪為目的之舊有專法，無

法彰顯洗錢防制效果。雖歷數次修正，惟內容僅以司法追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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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與國際現行規範接軌，

防範洗錢效果有限。故我

國於 2007 年被亞太防制

洗錢組織列為一般追蹤名

單，2011 年更降為加強追

蹤名單，2018 年第 3 次評

鑑，若未通過將嚴重影響

臺灣金融機構之海外金融

活動，進而影響國內金融

市場及民生經濟，也促發政府積極修法、挽救頹勢之強烈動機。

洗錢防制已為國際趨勢，我國身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除在

法規面與制度面需符合國際規範，政府與民間在觀念及作法也要

跟上國際間共同遵循的趨勢與標準，並化為具體作為。 

所謂洗錢係指：「犯罪者將其不法行為活動所獲得的資金或財

產，透過各種交易管道，轉換成為『合法來源』的資金與財產，

以便隱匿其犯罪行為，躲避司法偵查」。本次修正案於 2016 年 12

月 9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2017 年 6 月 28 日施行。觀諸修

法目的，乃在健全防制洗錢體系，重建金流秩序，接軌國際規範，

加強司法實務打擊跨境洗錢等犯罪，藉以展現政府打擊經濟及洗

錢犯罪的決心，落實洗錢防制工作，以增進我國整體金融活動之

信譽評等。本次修法全案通過，展現政府打擊洗錢犯罪的決心，

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唯有全民提升洗錢防制觀念，以及公私部門

落實防制洗錢相關作為，才能對國際彰顯我國金融優異體質，以

及我國政府對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之貢獻，藉以增進我國際金融

活動信譽評等。 

  

洗錢(money 

laundering） 

犯罪者將其不法行為

活動所獲得的資金或

財產，透過各種交易

管道，轉換成為「合

法來源」的資金與財

產，以便隱匿其犯罪

行為，躲避司法偵查。 

圖 4-7：2018 年 11 月 5 日行政院長賴清德出席「亞太防制洗錢組

織第三輪相互評鑑開幕式」。（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辦公室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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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oney Laundering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於 1997 年 2 月成立，為亞太地區防制洗錢犯罪的

多邊機制。組織成立目的，係為促進及確保亞太區域各國的法律、監管及

執行措施，儘可能符合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FATF)制定的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資助恐怖活動)相關標準。根據

會員規則，一旦成為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的會員，即須遵守「同儕互相審查

機制」，以確保成員國健全洗錢防制之法規制度及提高執行成效。 

我國自 1997 年即加入亞太洗錢防制組織，是創始會員國之一，在 2001

年與 2007 年分別接受第一輪與第二輪的評鑑。評鑑結果在 2007 年被列為

一般追蹤名單，與越南、印尼、菲律賓同等級；到 2011 年又被降等為加

強追蹤名單，與緬甸、寮國、阿富汗等國相同，洗錢防制的績效每況愈下。

面對 2018 年第三輪評鑑，倘再被降等，不僅造成我國資金匯出入大受影

響、金融機構在海外的業務受到限縮、海外投資遭受嚴厲審查等不利結

果，我國的國際聲譽與地位也將大幅貶落。 

行政院爰於 2017 年 3 月 16 日成立院級的「洗錢防制辦公室」，透過

專責辦公室之方式，培訓中央部會人員，並全力推動第三輪相互評鑑籌備

工作之進行。與此同時，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亦正式生效施行，除加強

審查擔任重要政治職務人士(Political Exposed Person, PEP)，規範行業亦擴

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如律師、會計師、公證人，藉由程序規制使

金流更加透明、金融秩序更好；此外，正式將「逃稅」的行為納入洗錢態

樣，諸如營業稅漏開發票、跳開發票及虛報營業稅額等，未來除依《稅捐

稽徵法》規定移送外，並得依《洗錢防制法》追訴洗錢罪。 

第三輪實地評鑑作業自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16 日，初評結果顯示需

再強化以風險為本的管理、金融監理強化法人及實質受益人透明度、洗錢

防制裁判刑期偏輕不具勸阻性等缺失事項，但也肯定我國在這 2 年的明顯

進步。後續預計於 2019 年 1 月提出評鑑報告、3 月再度來臺召開複審會議，

最後於 7 月的亞太防制洗錢組織年會提出完整報告。 

絕大多數的犯罪都與錢有關，犯罪者要想享受犯罪不法利得，就必須

透過洗錢的管道漂白贓款。如果洗錢防制不好，將使臺灣成為國際犯罪者

的洗錢天堂，最終造成全民受害。因此，洗錢防制不僅僅是銀行及政府的

事，也與全民息息相關。也只有全民的配合，才能讓洗錢防制在健全金融

體質之目標落實。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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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證人保護法 

「為保護刑事案件及檢肅流氓案件之證人，使其勇於出面作

證，以利犯罪之偵查、審判，或流氓之認定、審理，並維護被告

或被移送人之權益，特制定本法。」也就是因為現代犯罪活動在

隱密特性，逐漸趨向國際化、組織化、專業化、智慧化、科技化，

非傳統查緝犯罪思維能有突破，故一方面為提升執法人員士氣，

另一方面為強化打擊犯罪效能，使人權及治安兩者兼顧，才有《證

人保護法》的產生。本法所謂證人，乃訴訟上對於法律有關事實，

就其所知覺或親自見聞所得而為陳述之第三人。在傳統刑事訴訟

一向以發現犯罪事實及保障被告人權為兩大主題之下，刑事司法

程序向來只關注被告權利之維護，證人的地位顯然不是很受重視。

證人除了得申請旅費外，似乎毫無額外的利益、權利可言，這種

現象在早期犯罪形態中，因正義感驅使而出庭作證或有可能，但

是在一些重大犯罪或組織犯罪，證人很容易遭到犯罪行為人的報

復。因此當國家希望證人為社會公益而作證的同時，國家便負有

保護證人與排除危害的義務，甚至給予獎勵以補償其所承擔的危

險，才能均衡。又 2014 年 5 月 30 日三讀通過修正本法第 14 條規

定，對提供犯罪事證的證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即又增加「窩裡

反」誘因。 

(十三) 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員懲戒法》是國家追究公務員違法失職、維護政府官

箴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其懲戒之原因係公務員違法執行職務、怠

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及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

害政府之信譽。本法自 1985 年 5 月 3 日修正公布，逾 30 年未修

訂，直至 2015 年 5 月 1 日修法增訂「免除職務」處分，以建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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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的退場機制；增加「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處分種

類，以避免公務員心存僥倖，用退休方式規避懲戒責任等機制。 

(十四)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 

本法於 1979 年 12 月 3 日頒行，嗣經多次修正，主要內容係

針對「公務員竊取或侵占公有財物，或職務上保管之非公有財物

者」、「公務員辦理工程或採購案件，涉有驗收不實或浮報價額、

數量、收取回扣等違法情事者」、「公務員執行職務，藉機收受賄

賂，或違法包庇者」、「公務員對於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

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務員利用職務

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公務員明知他人有走私或製造、販賣、

運輸毒品情事而予以包庇者」、「發現其他與公務員貪瀆相關之犯

罪或對公務員予以行賄者」等貪污瀆職情形，提供民眾當面、電

話、書面、電郵或傳真等多元管道實施檢舉10，檢舉案件經法院

判決有罪，於法務部審核決議後，即得依判決情形發給檢舉獎金，

最高可達新臺幣 1 千萬元。另對檢舉人保護方面除檢舉資料應另

行保存，不附於偵查案卷外，倘經辦人員有無故洩密情事，應依

《刑法》或其他法令處罰或懲處。 

(十五) 揭弊者保護法（草案） 

由於收賄與行賄雙方均屬可罰行為；因此，在正常情況下，

不會有任何一方想要舉發，此亦使貪污犯罪「更不易被發現」，又

基於無被害者犯罪特性，未有直接被害人提出告訴，貪污案件遭

發覺機率更低，基此，制定本專法為反貪腐之重要機制，亦為國

際間衡量一個國家廉能之重要指標。除國際透明組織大力提倡，

                                                      
10 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第 3 條，檢舉人於案件未被發覺前，向檢察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或政風機構提出檢舉，方得適用本辦法之獎勵與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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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先進國家多已制定揭弊者保護專法彰顯其國家對於廉能政府之

重視，如美國《內部揭弊者保護法》、日本《公益通報者保護法》、

英國《公益通報法》、澳洲《不正行為通報者保護法》、紐西蘭《通

報者保護法》及韓國《腐敗防止法》等，均在鼓勵及保護知悉弊

案而勇於出面舉發貪腐行為之人士，以達促進國家廉潔之目標。 

惟是否與前述《證人保護法》或《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

法》等規範產生疊床架屋之疑慮，法務部認為《獎勵保護檢舉貪

污瀆職辦法》著重獎金之給與，但欠缺對於揭弊者之具體保護措

施；《證人保護法》雖有保護證人之規定，然僅規範特定重大刑事

案件證人之保護，對於揭發政府機關濫用行政資源之揭弊者，則

不在保護之列；又如《公務人員保障法》雖提供公務人員有關權

益之保障及救濟，但對於揭弊者身分保密及人身安全之保障尚付

之闕如，且無法適用於揭發政府機關貪腐行為之社會大眾。可見

制定揭弊者保護專法，確有其必要性。 

草案11共計 29 條，其要點如下：明定揭弊範圍、揭弊者、揭

弊者之密切關係人、不當措施與受理揭弊機關之定義（草案第 3

條至第 6 條）、明訂揭弊者適用本法之程序要件及程序不受理事由

（草案第 7 條至第 8 條）、明訂機關（構）不得因揭弊行為而對揭

弊者施以不當措施與惡意揭弊不受保護原則（草案第 9 條至第 10

條）、明訂受理揭弊機關之調查義務（草案第 11 條）與保密措施

及義務（草案第 12 條至第 13 條）、明訂人身安全保護措施以排除

揭弊者因揭弊而遭受立即危害（草案第 14 條）等。 

                                                      
11 法務部研擬之《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經行政院 4 次會議審查未決，另參照 2017 年 8

月 12 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總結會議決議事項，將訂定涵蓋公私部門之保護專法。此處

係引 2016 年 7 月 15 日報行政院審查版條文以說明揭弊者保護措施與立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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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國軍人員在各級養成教育均強調要成為一支保國衛民的仁義

之師，故而特別注重武德之培養，用以實踐軍事倫理，這也成為

發揚軍隊精神戰力的基礎。為了塑造有為有守且受民眾敬重的現

代軍人，除了透過追求典範、榮譽等品格上的鍛鍊，使其具有根

本上的價值判斷能力外；完備之典章規範，更可成為明確的行為

準據。我國從《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透由施行法內國法化後，所

衍生而出的法令架構，莫不遵從該公約上位法概念的精神，雖然

本章僅以常見適用於國軍之廉政相關法令進行概要性介紹，但主

要在表述該等法規範在整體反貪腐架構下的定位功能與角色。 

惟「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再好的初衷善念，

再完備的法律制度，如果組織沒有堅定的實踐決心，缺乏貫徹到

底的執行力，仍終將走向失敗一途。是以，國家級組織的反貪政

策、社會全體的反貪意識，以及個人拒絕貪腐權利的彰顯，均是

建構各場域之反貪腐工作的重要關鍵指標，誠如德國杜賓根大學

刑法學教授 Prof. Dr. Bernd Heinrich 所言－「除非我們有反貪決心，

才能成功反貪！」（許恒達 譯，2017：75-7；劉育偉、許華孚，

2018：392） 

因此，國軍部門除完備廉政法規外，更可結合其他公私部門、

媒體與公民社會，甚至軍工相關企業的力量，協力建構適合我國

國軍實情的反貪網絡，並適時透過溝通與回應，不斷進行監測、

與時俱進，相信更能抑制貪腐情事之發生與進行有效控制，達成

廉能治理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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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1、 兵家把「為將之道」與儒家的「理想人格」相結合，導

引出推崇「軍人武德」的軍事倫理，如何將這種「自律」、

「正己」等價值性治軍要求，落實到「他律」、「明確」、

「可行」之適於全軍之普遍性準則（據）。 

2、 觀諸國軍現有廉政法令，在接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法制上，應如何完成基本配套措施，推動跨域整合及府

際合作？ 

3、 貪瀆的防治上，軍中是否適用吹哨者制度？此作為是否

會造成領導統御上的衝擊？有無其他以現況方式之整

合機制？ 

4、 運用上述所提及國軍廉政法令與概念，輔以您過去於部

隊服務經驗，進而提出個案式舉例與論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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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國防與軍事單位貪腐所造成的傷害。 

 了解內部控制制度與辨識國防廉政相關之風險區塊。 

 了解「政府國防廉潔指數」國際評比之內涵與過程。 

 了解「政府國防廉潔指數」所涵蓋五大貪腐風險領域之內涵。 

 檢討與精進「政府國防廉潔指數」國際評比待改善之風險區塊。 

 了解如何運用廉政自我評鑑，以改善與控制相關國防廉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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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貪腐是一個日益嚴重且全球關注的議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的估算，全球貪腐成本約為 2.6

兆美元，大約占全球 GDP 的 5%。此外，世界銀行的調查也指出，

個人與企業合計約支付 1 兆美元的賄賂，以便得到應有的公共服

務。龐大的貪腐成本使得貪腐不僅是倫理議題，更是各式各樣資

源浪費的議題。無論是公共組織、非營利組織或私人企業，都有

不同程度與不同態樣的貪腐風險，而預算或支出金額愈大的部門

（sectors），貪腐風險就愈高。我國 2017 年軍事支出排世界第 21

名，國際透明組織的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特別指出，龐大的軍事

支出讓軍工單位有極大的誘因，以國防名目獲取不當財務資源。 

國防部門與軍隊並不具反貪腐專業，如何辨識及預防國防廉

政相關之風險區塊為當務之急。國防部暨所屬相關軍事機關（構）

與其他行政機關不同之處，在於除了負責政策規劃的權責之外，

還要籌建一支能夠應付軍事威脅的作戰部隊。面對龐大的體系結

構，它需要一套結合資源與軍事需求的制度與方法，以避免浪費

及能有效滿足建軍備戰需求等目的。然而維護國家安全與應付軍

事威脅的目標，卻也造成國防與軍事單位封閉、神秘、不透明的

組織文化，更衍生貪腐的風險。國防安全維護體系係由人民納稅

給政府、政府編列相關預算、透過國防採購與自製來提供武器與

設施、軍人運用武器與設施來保家衛國，形成一循環保護鏈。一

旦此循環保護鏈的環節，因為各種態樣的貪腐，而讓其中一個或

多個環節變得脆弱，甚而斷裂，都將造成國家、社會與人民莫大

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1971 年以基金會形式

成立的非營利組織。

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

州科洛尼，並以每年

冬季在瑞士滑雪勝地

達佛斯舉辦的年會(俗

稱達佛斯論壇，Davos 

Forum)聞名於世，歷

次論壇均聚集全球工

商、政治、學術、媒

體等領域的領袖人

物，討論世界所面臨

最緊迫問題，包括貪

腐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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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害1。 

貪腐會嚴重傷害由人民、國防部門、軍工單位與軍人之間所

形成的安全維護體系，因此，國防貪腐是危險、造成分歧而滋生

浪費的根源（Pyman，2017）。 首先，貪腐使得軍事效率漸次耗

損，進而置國家安全於危險之中；尤有甚者，它使得武器裝備的

品質堪慮，進而危及部隊人員生命。其次，貪腐造成人民對軍隊

信心漸失，也讓派系易於掌控軍事資源，而肇生風險。最後，因

貪腐耗費之金額數以百萬美金計，誘使軍工單位以國防名目獲取

財物資源。這些結果都將導致國防安全維護體系整體機制運作不

正常。為了使稀有且昂貴的國防資源，在必要的透明與充分的問

責制度設計下，避免被貪腐浪費掉，國際間針對國防部門廉政績

效的要求，也相對高於一般行政機關。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是現階段國際反貪腐領域最重要的國

際法文件，也是當前懲治貪腐犯罪涉及範圍最廣泛的作為（楊雲

驊，2015；許福生，2015）。為展現我國反貪腐之決心，並與現行

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制有效接軌，更加有效預防與根除貪腐，

立法院於 2015 年 5 月 5 日三讀通過《我國擬加入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案》及《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將公約所揭示之規定，具

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未來為落實公約之相關規定，除了加強反貪

腐之國際合作、技術援助、資訊交流，確保不法資產之追回之外，

更要促進政府機關建立透明治理與確保施政績效之問責機制，以

使施政績效能反映在國際各項評比當中。國際間通用的廉政評比

指標主要以國際透明組織定期公布的三大指標體系（貪腐印象指

數、貪腐趨勢指數、行賄指數）為主，而針對國防部門的主要廉

                                                      
1 此一觀點為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前主任 Mark Pyman 博士 2012 年來臺指導政府國防廉

潔指數準備工作時的演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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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效標，則以政府國防廉潔指數為主。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係全球第一個也是迄今唯一專門評比各國

國防貪腐之指數，主要目的在促進各國政府建立更有效之防治貪

腐制度，致力透明化工作，以降低貪腐肇生風險。核心內容分為

五大構面，包括政治、財務、人事、軍事行動及採購等五大貪腐

風險領域。國際透明組織 2015 年發布之亞洲政府國防廉潔指數顯

示，部分亞洲國家的軍力屬於高度貪腐，而臺灣被評為 B 等級（表

低度貪腐風險），與 2013 年受評等級相同，同列 B 等級的國家尚

有澳洲、日本與新加坡。顯示我國政府及國防部門在廉潔與透明

度的努力受到國際肯定。國防部並於 2013 年設立總督察長室與全

文職之政風室，專責推動國軍廉能肅貪，並積極推動「擴大社會

參與」、「倡導廉潔教育」及「防治貪瀆不法」等施政作為已產生

初步成效，國軍廉政肅貪模式未來可望成為亞洲各國借鏡學習。 

本章旨在評析與辨識國防廉政相關之風險區塊與領域，檢討

與精進因應相關風險應有之控制作為。主要的廉政風險評估與控

制作為在行政院與國防部「內部控制制度」，以及個別的「自行評

估實施計畫」中，都有整體與業務層級的要求。此外，政府國防

廉潔指數針對五大貪腐風險領域，羅列 77 項評核指標2，以及回

應各項指標所需展現之最佳實務。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展現最佳

實務的作法或措施，即是各項國防貪腐風險的控制重點。為爭取

更正面之國際評比結果，台灣透明組織接受國防部委託，進行兩

年期「國軍機關（構）廉政評鑑架構與指標之研究」。該研究針對

現階段軍事機關的業務特性，發展出適合的廉政評鑑架構，裨益

於各軍事機關（構）在自我檢視貪腐風險與發展廉政架構時，有

                                                      
2 國際透明組織 2018 年發表最新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問卷題項，自原先 77 項修改為

76 項。本章在說明我國 2013 年與 2015 年評鑑結果之強弱項，故仍以 2015 年評鑑架構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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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觀且共通之依據。 

壹、內部控制制度與風險分析 

行政院為強化政府內部控制，協助各機關有效管理風險，落

實內部稽核、資料揭露以及防弊作為，亦在 2011 年 2 月引進美國

反舞弊財務報告委員會發起組織（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簡稱 COSO 委員會，

於 1992 年所發表的內控架構。在《內部控制—整合架構》報告中，

有效且良好的內部控制共有五大要素：控制環境（ control 

environment）、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控制作業（control 

activities）、監督（monitoring）、資訊與溝通（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控制環境」是內部控制的基礎，一個良好的控

制環境可能來自於首長的支持以及成員的積極態度等正面組織文

化、氣候。「風險評估」衍生自風險管理的概念，組織中最可能影

響內部控制的威脅或障礙為何？有沒有辦法清楚辨識並計算或然

率？「控制活動」是內部控制的核心，係用以降低組織風險的管

理手段。「監督」則是對於組織全面、持續的監控作業，以適時因

應變動的內控環境。至於「資訊與溝通」則是貫穿內控架構的外

顯環境要素，只有在完全資訊且有效溝通的狀態下，各功能別及

各管理階層才得以在內控架構中發揮關鍵性作用。 

為確保所屬各機關能夠依法行政達成施政目標，展現廉能治

理的施政決心，在內部控制整合架構上亦多有琢磨，按內控架構

五項組成要素為主軸，在每個要素之下建立數個判斷項目，每一

內部控制  

(Internal Control) 

係由機關全體人員參

與，透過控制環境、

風險評估、控制作

業、監督、資訊與溝

通等五項互有關聯的

組成要素，共同設計

與整合內部各種控管

及評核措施的管理過

程，藉以合理促使達

成組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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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判斷項目之下更設有不同的具體效標，據此客觀評判內控制度

的有效性。除此之外，再將效標細分為設計面與執行面：設計面

泛指內部控制的制度建置與相關法令規範；執行面則是以實際落

實的狀況做為評估標準，詳細檢視機關內控制度的完整性，如下

表5-1之範例所示。依此架構所規劃之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評估表，

一共分為三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作

業、監督、資訊與溝通。第二個層級是影響控制環境、風險評估、

控制作業、監督、資訊與溝通的判斷項目，第三個層級是影響判

斷項目的具體效標。最後再依據各具體效標的制度設計完整性，

與執行結果有效性，給予客觀評分。 

將「塑造廉潔政府」增加在內部控制目標中，以及內部控制

機制包含行政透明的要求，本質上也契合政風與督察體系在「提

升效能透明」及「建立內部控制機制」的重要性，以及在廉能治

理的專業性。未來可以運用廉政機關的專業，將公共治理所揭櫫

的廉潔、透明、問責之原則，落實在內部控制整體架構內，並在

內控制度評估表當中具體呈現出來。另外，基於公部門內部控制

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確保施政績效的獲致，因此，內部控制機

制與施政績效管理的作業要點，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連結，否則就

可能出現《內部控制制度聲明書》與施政績效評估結果不一致的

情況。職是之故，除了行政透明的措施納入內部控制機制之外，

也需要將行政透明的要求鑲嵌於施政計畫的策略績效目標中3。 

  

                                                      
3 本小節有關將行政透明措施納入內部控制機制的論述，主要參考自作者刊登於主計月刊

（2016 年 2 月號）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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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評估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控制環境判斷項目 

EX：形塑廉能治理機關文化 

 

1、 設計面評比： 

EX：良好 4分 

2、 執行面評比： 

EX：完全落實執行 4分 

1、 設計面判斷效標： 

EX：形塑廉能治理機關文化 

2、 執行面判斷效標： 

EX：落實人員倫理守則 

 

風險評估判斷項目 

EX：具備危機處理能力 

 

1、 設計面評比： 

EX：大部分良好 3 分 

2、 執行面評比： 

EX：部分落實執行 2分 

1、 設計面判斷效標： 

EX：危機處理作業基準 

2、 執行面判斷效標： 

EX：落實危機處理 

 

控制作業判斷項目 

EX：有效控管缺失業務 

 

1、 設計面判斷效標： 

EX：擬訂缺失改善方針 

2、 執行面判斷效標： 

EX：執行改善作業 

1、 設計面評比： 

EX：部分良好 2分 

2、 執行面評比： 

EX：部分落實執行 2分 

 

監督判斷項目 

EX：缺失業務持續追蹤 

 

1、 設計面評比： 

EX：良好 4分 

2、 執行面評比： 

EX：部分落實執行 2分 

1、 設計面判斷效標： 

EX：設有內控定期會報 

2、 執行面判斷效標： 

EX：定期向首長報告 

 

資訊與溝通判斷項目 

EX：機關內外部溝通無障礙 

 

1、 設計面評比： 

EX：大部分良好 3 分 

2、 執行面評比： 

EX：部分落實執行 2分 

1、 設計面判斷效標： 

EX：提供多元溝通管道 

2、 執行面判斷效標： 

EX：意見信箱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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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比內涵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是近年國際透明組織在廉潔評鑑作為上最

為精進的方法4。它比國際透明組織定期公布的三大指標體系－清

廉印象指數、貪腐趨勢指數、行賄指數－更為客觀嚴謹。在實務

的評鑑過程，要比「大學評鑑」在「專家評估」方面更具施測者

間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而在參考效標與題項框架設計，

也比「大學評鑑」更為客觀。它是國際透明組織總部委託英國分

會經過數年準備與研究，並於 2013 年 1 月 29 日在臺灣公布首度

評比結果。本指數針對全球主要國家的國防與安全部門（defense 

and security establishments）進行廉潔與貪腐程度的評估。其分數

係依據公開的原始資料、可公開取得的資訊，以及獨立於國家機

構之外的專家鑑定。更進一步來說，國際透明組織在生產指數的

創新工作上，提高了貪腐的覺察，並以此做為開創性的宣傳工具。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是一份綜合問卷評量的量化工具，內容共

分成 77 題。相對於前述國際透明組織三種評估貪腐工具之主觀性，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所有問卷題目都是客觀問題而非主觀的印象問

題（有關反貪腐監測工具的設計與介紹詳見第二章）。這份研究問

卷量表的開發，源自於多國政府與民間高層持續對話與努力的結

果，指出與國防與安全部門相關且重複出現的貪腐問題。除此之

外，執行評鑑的過程也深具學習與啟發意義：不僅提供參與者一

個可供討論的平臺，也提供了一個檢視構成國防與安全部門貪腐

                                                      
4 本小節有關政府國防廉潔指數之論述，主要參考自葛傳宇 2014、2016 年所發表之學術

論文、2016 年「國軍機關(構)廉政評鑑架構與指標之研究」期末報告，以及 2016 年國

防部結合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辦理「國際軍事廉

政」場次當中，學者葛傳宇、葉一璋與張國偉等人所發表之文章。相關文獻原文引述之

部分則參考自 TI-DSP（2015c）. GI 2015--Questions and Model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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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的研究框架。在此框架內包含了要回應的問題之外，還提供

每個得分選項的標準答案，因此被稱為「問題與模範答案5」

(Question and Model Answer)問卷。 

問題與模範答案選項的設計都盡可能要求客觀、加強可辯護

性（defensibility）並提高可信度。其目的在於使一群獨立的評核

人在核定分數時會趨近於一致。此外，也盡可能避免使用價值偏

向（value-laden）的詞句，至少會加以定義並置於上下文中。舉

其中一個題目來說明：「該國是否已經簽署國際反貪公約，例如，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OECD 反行賄公約》或其他條約？」得

分從 0 到 4 分；倘均未簽署任何有關反貪之國際公約就是 0 分；

若已簽署但尚未批准相關公約者得 1 分、已經簽署並且批准但是

無遵守證據者得 2 分；該國已簽署全部相關公約但是遵守的證據

有限者（亦即相關公約的某些特定條款在遵守存有部分瑕疵者）

得 3 分；該國已簽署所有相關反貪公約，已正式批准，而且證據

顯示行為遵守規定者得 4 分。 

綜上所述，確保問卷的客觀性可以讓參與評比的國家相信，

分數上升或下降的原因係由於該國反貪腐能力的提升或下滑，而

非由於評核人的主觀意識，而影響其特定年度的分數表現。這也

確保文化與價值觀念的差異不會影響參與者對於問卷的理解，從

而使問卷的評分難以做為國家間相互比較的依據。此外，問卷納

入質化（qualitative）分析的元素，要求評核人為評分提出理由與

解釋，幫助我們深入的認識其背後所代表的文化及規範意義，這

使得問卷本身深具闡述力，也為接下來標準化的作業提供了一些

指引。評鑑機構授權各國進行評分的過程，分為外部評核與政府

                                                      
5 Model Answer─模範答案，在此指問卷中用以描述與解釋各選項分數所代表之意義的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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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評雙軌併行，再加上國際透明組織各國分會審閱等三階段在國

內進行，之後的誹謗審查與全球公布則由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主

導，其流程請參照圖 2-4。 

原則上由每個國家的一位主要國家評核人回答問卷；評核人

須由擁有實地考察（field work）經驗且對受評測國家完整認識，

並深刻了解貪腐問題或非常了解該國國防與安全部門（最好兩者

兼備）的專家擔任，以 5 個工作天完成所有問題後（事前準備工

作可能遠超過實際工作日數），再交給兩位同儕匿名審查者進行各

自獨立的審閱與建議。 

最後該國的國際透明組織分會（National Chapter）給予第三

階段審閱並表示意見，因為當地的人士對於政府作為可能更能有

所反應（此為提供被調查國一個重要的答辯與說明機會）。然後由

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專人進行誹謗可能性的審查，最後結果將公

布該指數與報告全文。評鑑流程的另一特色為評核與審查各自獨

立：根據國防與安全專案小組的作業要求，評核人與同儕審查人

之間各自獨立作業，類似學術期刊的雙盲審查，彼此不知道對方

姓名與身分，以確保公正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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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府國防廉潔指數涵蓋的風險領域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係以政治、財務、人事、軍事行動及採購

等五大貪腐風險領域所組成的 29 個面向，各面向風險與所涉評比

題數如圖 5-1 所示，分述如下： 

 

 

 

 

 

 

 

 

 

 

 

 

 

圖 5-1：政府國防廉潔指數風險面向 

資料來源：國際透明組織。 

一、 政治風險(Political) 

政治風險指的是，如果任何一個貪污的個人或團體可以輕易

影響國防與國安相關政策（例如：製造噴射機的採購需求，即便

沒有這樣的需要），即是嚴重貪腐。包含下列 6 個面向： 

政治 Political   23 

財務 Finance   11 

國防與安全政策     10 

國防預算            7 

國防與國家資源關係  1 

組織犯罪            2 

出口管制            1 

對情報部門的制衡    2 

資產處置            2 

機密預算            6 

軍工企業            2 

非法的私營企業      1 

人事 Personnel  18 

軍事行動 Operations 5 

領導行為            4 

薪資、升遷派任及獎勵 5 

兵役制度            2 

薪俸發放            2 

行賄習性            1 

價值觀與標準        4 

國內漠視貪腐         2 

軍事任務時涉及貪腐   1 

契約               1 

私人軍火商            1 

採購 Procurement  20 

政府政策            7 

能力級距及資格條件 
之定義              2 

投標管理、評鑑及 
審核                1 

契約履行及支援      3 

仲介人／掮客        1 

補償契約            3 

財務方案          1 

供給商的影響力      1 

分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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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防與國安政策以及政策透明度(Defence and 

Security Policy and Policy Transparency) 

就國防政策而言，國防事務過於專業與神祕，通常不易引起

公眾的關注與參與。一個無法廣納社會參與的國防政策過程（如

缺乏政策審議過程或者政策決定並未公開）就容易被操弄，而運

用複雜的過程來隱蔽貪污的決策與非法的利益。最極端的例子便

是「把國家當俘虜」（state capture），亦即企業菁英藉由勾結政治

人物與官員，將國家權力私有化的過程。「把國防政策當俘虜」意

味著最高層的國防貪腐，代表菁英份子能夠透過更廣泛的政策層

面來影響國防政策決定的形成。 

(二) 國防預算(Defense Budgets) 

透明而公開的國防預算以及有效的審查機制可以確保每一筆

國防支出是經仔細審查與辯論的，並防止浪費、折衷與不法的花

用。國防預算來源的可稽性方能確保這些來源的合法性，且與貪

腐行為無關。 

(三) 國防與國家資源的關係(Nexus of Defense and 

National Assets) 

富藏自然資源（如石油、木材、礦物或漁產）的國家，其軍

事或安全部門易與資源勘採有緊密或不當的關係，但我國在此面

向的風險程度很低。 

(四) 組織犯罪(Organized Crime) 

每個國家都有組織犯罪的問題，且對交易安全的威脅日增；

隨著科技普及，組織犯罪愈不受國界限制。更有甚者，以獲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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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為前提，組織犯罪集團的實力可輕易勝過任一個機關或國家，

且可能早已滲入國防、安全及情報機構。 

(五) 對情報部門的制衡 (Control of Intelligence 

Services) 

情報部門蒐集的情資具有經濟與政治潛在影響力，這導致情

報人員較容易有貪腐的情形。臺灣在情報首長任命的客觀標準與

適任性方面，與最佳實務的國家（如紐西蘭、英國）皆有顯著差

距，主要原因是情報部門首長的任命與其他高階將領的任命均為

總統職權，形式上被任命之將領均具有符合規定之資績分，但是

實際的選任方式與規定尚不明確。 

(六) 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s) 

武器出口管制項易受貪腐風險的影響，而成為非法武器移轉

的管道，為國際人權法律（公約）、人權及永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武器交易涉及商業及國家安全程度甚深，因此特別容易因收賂等

貪腐行為，變成非法的武器移轉管道。 

二、 財務風險(Finance) 

財務風險意指在國防部門受到保密文化的影響，致使有益的

財務措施，如外部監督的審計制度，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而無法

落實。台灣透明組織（2015）研究報告指出：亞洲地區為全球國

防預算成長最快速的地區，2015 年接受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比的

亞洲 17 國於 2014 年總共編列約 4,327 億美元國防預算，占全球

軍費 24.5%。惟數個亞洲國家的軍力仍屬於高度貪腐風險類別，

對於地區軍事安全穩定構成重大威脅。因此，國防預算宜建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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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制度與治理的明確標準，以符合全民對於國防部門問責與基本

透明度之期望。在任何機構或部門，健全的財產管理與及時且有

效率的會計系統，是保持清廉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會計系統運作

的愈好，貪腐出現的機會就愈少。運作不全且沒有連結的會計系

統，不僅舞弊機會增加，亦隱匿違法情形，即使發現了違法情事，

運作不全的會計系統也無法確認並追究這些應該負責的人。財務

風險包含下列 4 個面向： 

(一) 資產處置(Asset Disposals) 

資產處置是貪腐風險管控的一環，經常透過侵吞、出售資產

與剩餘設備來獲取不法，甚或大型資產只要缺乏內控與管理，也

容易被賤賣或拋售圖利。 

(二) 機密預算(Secret Budgets) 

機密的國防及安全預算一直是個棘手的議題，且經常被濫用；

更危險的是，當國防以外的預算被使用於國防安全上，卻未標明

為國防或安全預算之用途時，會產生更大的風險。想要建立可靠

的國防安全部門，重要的因素就是建立有效且透明的程序來分配、

管理及監督預算資源。 

(三) 軍工企業(Military-owned Businesses) 

許多國家，國防與安全機構除了國家財政來源外，另有其收

入來源，包含軍方擁有的企業，或由軍方單位直接或間接擁有的

民間企業或國防公司，於是就產生了顯而易見的貪腐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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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非法私營企業(Illegal Private Enterprise) 

資產被濫用的情況也延伸到非法私營企業，在其中徇私舞弊

的個人會從國有資產獲得額外收入。這可能是通過支付高昂的顧

問或其他服務費用給親信，或令公務人員從事私人工作。它也可

以包括私營企業為自己的商業利益提供資金以換取軍事保護。軍

隊與私人企業之間發展裙帶關係體系（system of patronage），對

國家利益是極大的傷害。當裙帶關係體系愈有利可圖時，就愈難

對抗它。 

三、 人事風險(Personnel) 

人事風險領域所指的是，人事人員可能濫用自己的職位以謀

取個人利益，或成為直接或間接貪腐的受害者。如果軍工體系瀰

漫貪腐風氣時，人事作業與招募過程就特別容易滋生貪腐。人事

貪腐最普遍的影響是，它破壞組織成員的信心與貪腐容忍度，使

他們愈發容易參與或縱容貪腐行為，而組織成員的信心正是軍隊

與國防與安全機構能有效運作的關鍵。人事風險包含下列面向： 

(一) 領導能力行為(Leadership Behaviour) 

高階將領與軍官須展現積極任事與投入的領導行為，並讓自

身成為部屬的榜樣。他們也需要諸如來自第三方公正團體客觀且

客觀的反饋意見來強化合適的領導行為，因為領導階層貪腐或明

知卻縱容貪腐，會使其所領導組織的清廉度陷入巨大危機。 

裙帶關係體系  

(System of Patronage) 

指將政府採購、資

源、公共工程合約、

工作與其他好處，給

予那些與政府官員有

密切關係的人或組

織。此種體系是造成

政治貪腐的主要成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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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薪資、升遷派任及獎勵 (Payroll, Promotions, 

Appointments, Rewards) 

在人事的其他範疇尚涵蓋許多重要的廉潔領域。需要特別關

注的領域包括涉及薪資的剝削或錯誤給付、不公平的派職、支付

費用以避免或得到職務的擇派，以及不當使用獎勵與懲罰程序等

貪腐情事。獎勵那些付得起錢，把職務或金錢給不適格人員，及

妨害別人以保有權利都是損害國防與安全機構的不道德行為。 

(三) 兵役制度(Conscription and Recruitment) 

早在拿破崙時代，行賄以避免被徵召就被公認是一個普遍的

問題。個人可能透過行賄來逃避兵役，或被徵（商）調到想要的

職位。 

(四) 薪俸發放(Salary Chain) 

薪資鏈是指薪資從國庫支付到每個士兵手中的過程。在許多

貪腐的環境中，這些薪資從上到下被層層剝削，所以最後實際發

給基層士兵的薪餉遠低於原本所應領到的。 

(五) 價值觀與標準(Values and Standards) 

處理貪腐需要從軍隊的價值與廉潔的行為著手。運用政策、

規定、規範與行為準則來建立一套約束力強的倫理文化，可將貪

腐風險減至最低，特別是在傳統上講究服從的國防與安全體系。 

(六) 行賄習性(Small Bribes and Favours) 

許多市民對貪腐的經驗是在日常生活的小行賄，也許是付錢

以加快行政程序，或者在被檢查或臨檢時為了避免某些懲罰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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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而行賄執法者。倘決策者僅聚焦於高金額或重大貪腐，卻未

顧及一般社會大眾在生活層次的行賄與被索惠問題等小型貪腐的

話，就難以成功阻斷貪瀆行為。 

四、 軍事行動風險(Operations) 

軍事實務與運作相當複雜，包含多數不同參與人員與不斷持

續改變的環境，因此產生各種可能的結果。複雜性與變遷的環境

意味著貪腐的機會。無論國內或者國外，軍方形象的形塑皆繫於

大眾的信任與尊敬。透過軍事行動的工作，廣大的民眾每天都有

可能面對面接觸到軍方人員，所以他們的行為操守是非常重要。

軍事行動風險包含下列面向： 

(一) 國 內 漠 視 貪 腐 (Disregard of Corruption 

in-Country) 

當國際武裝軍隊介入某一國家衝突時，在戰區內處理貪腐的

方式是任務成功與否的關鍵。對該國境內貪腐的漠視將被視為共

犯而引發高風險。 

(二) 軍 事 任 務 時 涉 及 貪 腐 (Corruption within 

Mission) 

許多個案顯示軍事介入或者維和部隊本身就是貪腐行為的來

源，因此在執行軍事任務時就容易發生貪腐。軍事任務的貪腐並

不是單向道，在執行過程中必須同時處理自身與任務所在地的貪

腐風險。此外，許多駐在國係由維和部隊代替警察負責國家的治

安，特別是在警察系統無法運作的狀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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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契約(Contracting) 

在一個衝突的環境中，無論是援助款或軍事支援，資金流入

當地的簽約商或物流業者是幫助展該國的重要部分。但在衝突情

境下，容易簽下貪腐的合約及忍受沒有履約的情形。如果契約能

有效的執行，當地合約商有潛力成為復甦經濟的工具。然而，遍

布各地的國際軍事合約商也會引起增加貪腐發生的風險。 

(四) 私人軍火商(Private Security Companies) 

私人軍火商在販賣國防軍火時通常缺乏道德指導方針，也欠

缺相關問責機制，所以貪腐發生風險非常高。 

五、 採購風險(Procurement) 

軍方負責採購之部門向來被認為是最可能發生貪腐的領域，

並且在每一個階段都可能發生，所以必須採取最大規模的反貪腐

措施來處理這個問題。台灣透明組織（2015）針對我國公務人員

的廉政民意調查發現，採購人員清廉程度落在受評的 25 類廣義公

務人員的後段，顯見受訪民眾對於採購人員組織的清廉程度的評

價以負面居多。學者葛傳宇（2014）也指出各國貪腐的諸多項目

中，以軍事採購最為嚴重。尤以政府推動國防工業自主政策，除

應提升契約監督管理能力，更需重視監督管理人員教育訓練，以

期達成提升履約過程有效的監督管理，抑制合約商的投機行為。

任慶宗、余佳臻（2015）研究指出，政府訂定相關採購法令及採

購作業流程等透明化的制度來評選商源，為確保評選出來的商源

能達到履約品質，就必須強化契約管理能力的手段期達到預期的

效益。採購風險包含下列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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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府政策(Government Policy) 

對於國防與安全部門之採購，倘因法律豁免使立法機關無法

審查致缺乏監督時，極易肇生貪腐風險。政府政策可能助長存在

特權的國防關係、可疑的國防預算，或以不合理的還款條件向外

貸款等貪腐情事。 

(二) 能力落差及資格條件之定義(Capability Gap and 

Requirements Definition) 

誰負責定義投標資格限制及採購需求？當投標資格係以一個

既定且透明的政策所定義，並且國防採購案件之分類亦事先公諸

於眾，較能避免因過於誇大或不正確的「資格限制」所導致的貪

腐行為。 

(三) 投標管理、評鑑及審核 (Tender Solicitation, 

Assessment and Contract Award) 

當採購案件缺乏公開競爭機制時，易肇生貪腐風險，因為投

標廠商可用任何方式獲得內定，或者影響評選標準的客觀與公平

性。而投標廠商相互勾結更增添了進一步的風險。 

(四) 契 約 履 行 及 支 援 (Contract Delivery and 

In-Service Support) 

如果採購人員能瞭解廠商在採購契約中被課予的義務，涉貪

廠商也會受到適當的懲罰，那麼人民對政府採購官員之清廉度將

更具信心。更甚者，廠商即使舉發他人貪污行為亦能得到足夠的

保護。而在履約過程中的金錢流向也能夠被仔細檢視，因為在履

約階段所為的設備擴充、增修等行為，最易發生利益交換的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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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補償契約(Offset Contracts) 

「補償」係指政府在財物或勞務採購中，安排外國廠商針對

部份契約內容進行再投資之行為。在此一過程中，廠商為謀求不

當利益，貪腐行為常由此而生。倘缺乏針對補償契約的監控與審

計機制，且未公開補償結果，將使得其複雜程度大增。為防止此

階段的貪腐風險，必須投入額外成本。 

(六) 仲介人 / 掮客(Agents / Brokers) 

仲介人與掮客的存在常導致各種貪腐風險，相較其他類型的

採購案件，這些人在國防採購案件的參與機會更多。當投標廠商

對該採購領域不甚熟悉或苦無與政府接觸的管道時，仲介人與掮

客即扮演牽線角色，並導致行賄及收賄行為。幾乎在每個爆發賄

賂的國防採購案件背後，其均占有一席之地。仲介人與掮客所為

的安排近乎機密，並且使得廠商與政府的溝通多了一個層級，而

對這些中間媒介的監督機制經常是不夠或完全缺乏的。 

(七) 財務方案(Financing Package) 

複雜而隱密的財務方案，如付款時間、利率、附約條款與限

制條件等常未被明確定義，導致顯而易見的貪腐風險。許多案例

顯示國防工業合約設有嚴格的監督機制，但對財務方案的監督卻

非如此。 

(八) 分包(Sub-contractors) 

龐大國防採購案件之得標者通常會分包給其他廠商，而其規

範分包或下包購案之約束力較原購案為弱時，則易導致貪腐行為。

為防止此種現象發生，政府應特別針對分包廠商訂定規範方案。 

補償契約 

（Offset Contracts） 

政府在財物或勞務採

購中，安排外國廠商

針對部分契約內容進

行再投資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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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供給商的影響力(Seller Influence) 

執行國防與安全相關之財物及勞務採購時，作戰部門的需求

應為主要考量。國際政治交易與角力可能造成選擇簽約對象係因

其國籍，而非標案本身的特性。為了避免貪腐，必須確保政府採

購決策基於真實需求，而非來自供給商的壓力。 

肆、待改進之風險區塊 

國際透明組織於 2015 年公布第二次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

結果，臺灣仍舊名列 B 級。我國在 2013 與 2015 年在該指數各項

得分互有增減（如附錄 2 所整理），未來可針對得分相對較低之項

目檢討可資精進改善之策略。 

為提升我國在爾後評比之成績，實有必要綜理有關政府國防

廉潔指數架構，以及近年我國在該項評比結果待改善之處，擘劃

與國際接軌之軍事機關廉政評鑑架構與指標體系，以使各軍事單

位能依循該架構與相關

指標，進行例行性的自

我檢視，確保國防廉政

之績效。檢視我國在

2015 年的評比結果，可

發現在77項效標當中，

表現比較不理想的項目

有 19 項（分述如下），

其中採購面向不理想的
圖 5-2：台灣透明組織公布 2015 年亞太地區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

鑑成績。（軍聞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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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較高，從第 11 至 19 項都是有關採購效標評比結果須待改善

之處。希望藉下節所討論的國軍機關（構）廉政試評鑑，透過例

行性的自我檢視，更精進國防在國際評比之成績。 

1、 國家的國防政策是否有辯論或公開化？關於此題的最

佳實務是國防政策經行政、立法、人民的辯論、有公開

磋商，並且有證據顯示人民得以輕易取得關於國防政策

各方面的最新資訊。我國得到 2 分代表一些國防政策經

公開辯論，僅一部分或簡略版本開放民眾取得。 

2、 有無證據顯示國防議題經常性的做為公開辯論的議題

嗎? 如果有，政府是否有參與辯論？關於此題的最佳實

務是國防政策議題經常地被學術界、社會意見人士與公

民社會組織拿來辯論，並且有明確的證據（如透過政府

與智庫團、公民社會組織共同規劃的會談，或者透過聯

合媒體的簡報說明）。我國得到 2 分代表有證據顯示政

府與社會意見人士之間偶而有辯論，並且彼此有促成對

話的承諾。 

3、 是否有受清楚監督的預算取得程序，並且是公開可取得

的？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為有清楚、公開可取得的預算

取得程序，並且有強有力的監督機制。我國得到 2 分代

表預算取得有限定的程序，有相關的監督，不過有證據

顯示在透明度或監督品質上有明顯的缺失。 

4、 國防預算是否透明及顯示主要支出項目？這包括在軍

事研發、訓練、建設、人事費用、資產取得、報廢與維

護等全面性的資訊。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國防預算在

各部份的支出有完全透明、細部的資訊。我國得到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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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國防預算有一定程度的透明度，這些資訊雖然依功

能或單位區分，卻難以看出細節的程度。 

5、 立法委員（或其他）是否有效負責國防預算的審查與分

析，並且被提供詳細、全面、即時的國防預算資訊？關

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立法委員（或其他）負責國防預算

的審查與分析，並且被提供詳細的國防支出計畫，及具

有影響決定的能力。我國得到 2 分代表有委員會的存在，

但國防支出資訊傾向於提供整體預算數而非細項科目，

另證據顯示委員會能影響決定，但效果並不持續。 

6、 情報部門高階職位的選拔，是否透過客觀的評選標準，

並調查受任者的適任性或品行？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

是高階職位的選拔完全基於客觀選拔標準，不受第三方

干預，且有適任性的調查。我國得到 2 分代表有客觀的

選拔標準，但適任性調查的公平性存疑。 

7、 國防與安全部門的年度預算中，有多少百分比是以國家

安全及情報工作相關而被列為機密項目？關於此題的

最佳實務是只有 1%以下列為機密項目。我國得到 2 分

代表 8%以下，超過 3%（我國機密預算約占 5%）。 

8、 弊端揭發行為是否被軍方鼓勵？如因舉報貪污被報復，

在法律與訴訟程序兩方面，軍事及國防部門是否給予弊

端揭發者足夠的保護？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積極鼓

勵弊端揭發。有效的立法與機制適用於軍事人員及公務

員舉報貪污，並有證據表明，這些檢控均被認真的處理。

而法律的實施與保護措施的到位，讓弊端揭發人不必擔

心被報復。我國得到 2 分代表有立法與機制存在可提供

軍事人員及公務員舉報貪污，但弊端揭發不被積極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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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律與機制沒有得到有效實施。國防部聲明弊端揭發

人將得到保護，但這並沒有被強力的執行。 

9、 軍中高層管理人員（指軍方的上校階級與國防部處長階

級以上）的人事聘任制度是否獨立、透明與客觀？關於

此題的最佳實務是有一個已被建立的軍事人員聘任制

度，包含客觀的職位描述與評估過程，以及由獨立人員

監督執行過程，且該制度公開透明並堅持被實踐。我國

得到 2 分代表有一個已被建立與公開的軍事人員聘任制

度，但有顯著的證據顯示聘任不是純粹擇優任用。 

10、 人員陞遷是否經過客觀與功績制的過程嗎？這樣一個

過程將包括命令鏈外的陞遷委員會，一個強大的正式評

估過程及獨立的監督。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人員陞遷

是透過正式的評估過程，以及客觀設置的陞遷委員會。

我國得到 2 分代表有指標顯示陞遷過程有正式程序、委

員會與監督。雖然沒有跡象表明在陞遷過程中的貪腐或

其他不當行為發生，但有發生的可能。 

11、 參與廠商被要求制定何種程度的防貪程序與標準（如規

範方案或企業指引）以符合國防或軍備採購案的投標資

格？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廠商被要求制定正式且公

諸於眾的規範方案，並確保其供應鏈符合倫理標準，方

能參與國防採購案之投標，而被發現有貪污行為的廠商

將被禁止投標。我國得到 2 分代表廠商被要求在各種政

府契約中簽署「反貪」（或同義）之條款，但不要求廠

商制定規範方案。 

12、 國防採購案件是否符合公開競爭原則？與特定廠商議

價（不經由競標程序）是否有充分理由？（採用議價方

功績制 

（Merit System） 

指以公開考試方法取

才晉用，結合陞遷待

遇訓練等人力資源管

理，達到獎優汰劣的

目的，進而提升行政

效能。另一方面，透

過事務官考試用人及

永業職位保障，將政

務官與事務官區分，

以臻依法行政、執法

公正及政治中立。功

績制具考試用人、職

位保障、人才主義及

行政中立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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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幾個「好」理由，包括涉及高度機密、獨家供應、

需求急迫等；然而，儘管理由足夠充分，這些例外狀況

所花費預算總額仍不應超過年度預算總額之 10%。）關

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除於符合明確條件者外，所有國防

採購案件皆屬公開招標。議價件數比例應低於總件數

10%。我國得到 2 分代表國防採購案件原則上屬於公開

招標，但議價件數占有一定比例（接近 50%）。（一項

2006 年的跨國研究指出，全球國防採購案件採用議價方

式之比例為 50%） 

13、 締結補償契約時，政府有否特別強調其中的貪腐風險？

政府有否追蹤後續情形並導入審計機制以保證其廉潔

度？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政府格外強調補償契約之

防貪重點，並導入審計機制，保證廉潔度為其工作之一

環。我國在此項目僅得到 1 分，代表政府略為提及補償

契約之防貪重點及審計機制，但明顯效果不彰。 

14、 政府是否要求所有補償契約高度透明化？（透明化方式

包括公開廠商之履約義務、執行情形、經費使用、獲利

情況等。）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補償方案被要求極高

程度的透明化，規範範疇涵蓋義務者（政府）及履行義

務者（廠商）。我國得到 2 分代表政府對補償方案之履

行義務者（廠商）要求一定程度的透明化，並提供補償

契約之部分訊息。 

15、 在投標競爭限制上，補償契約是否與主契約屬同一層次？

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所有補償契約的投標競爭限制

與主契約相同。我國在此項目僅得到 1 分，代表補償契

約的投標競爭限制明顯低於主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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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控制廠商在採購過程中雇用仲介人或掮客的程度

有多高？例如：政府是否訂有管控仲介人或掮客之政策

與相關罰則？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仲介人或掮客被

嚴格監控與限制，且可能被政府禁止仲介行為，並具備

有效手段確保其不能介入；即使政府允許仲介行為，也

伴隨有明確限制。以上控制方式皆公諸於眾，也廣為廠

商所知。我國得到 2 分代表仲介人或掮客常在採購流程

中扮演固定角色，政府對其雖有某些控制手段，卻未明

文規範。 

17、 在簽署採購契約前，財務方案的主要面向如付款時間、

利率、借貸、信用協定等是否公開透明？關於此題的最

佳實務是在簽署採購契約前，財務方案的主要面向皆被

詳細列出且公開；倘後續須調整其內容，也有明確規範

與限制。我國得到 2 分代表財務方案的某些主要細節被

公開，包括付款總金額及付款期限，但其他面向如利率

及違約之罰則卻被限制公開。 

18、 政府有否要求主要得標者就其分包廠商制定反貪腐方

案並落實執行？關於此題的最佳實務是政府明文要求

得標者對分包廠商制定反貪腐方案，並確實據以執行。

我國得到 2 分代表政府明文要求得標者對分包廠商制定

反貪腐方案，但並未被落實。 

19、 在選擇國防採購案件得標廠商時，供應商的政治影響力

有多大？（這是一個必然的難題，銷售國的政治影響力

在大型國防採購案件中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儘管許多政

府仍能秉持其真實需求以選擇得標者。）關於此題的最

佳實務是政治影響力幾乎不存在，有明顯證據支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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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軍事需要制定採購案件，並透過媒體聲明其需求。

我國得到 2 分代表有些採購案件取決於銷售國的政治影

響力，國防支出雖依據軍事需求而調整，但該需求條件

為何並不明確。 

伍、國軍機關（構）廉政試評鑑 

國軍機關（構）廉政試評鑑的目的，在於使廉政成為國防重

要施政之績效指標，以提升我國在政府國防廉潔指數之評比成績，

並透過例行性的自我檢視，讓軍事機關（構）從實務面的運作經

驗著手，分析、評估有無達到廉政之共通性要求。所謂的廉政評

鑑（integrity assessment）係針對行政機關的廉政事務及相關作為，

包含客觀投入、教育與宣導、首長決心與持續改善機制、廉政倫

理的實踐、行政與採購業務透明、內外部問責機制的完善，以及

廉政評價等重要面向，根據相對客觀的評鑑項目或問題，進行價

值判斷的歷程（評鑑架構的相關構面與效標詳如表 5-2）。其過程

是依據學者專家與實務先進所研擬的面向與準則，透過系統性方

法，蒐集受評機關或由受評機關主動提供的相關資料與訊息，經

由專家的檢視與評估，找出機關廉政作為上的優勢與劣勢，並探

究原因、擬訂改進對策，促進機關在廉能治理面向上持續改善與

健全發展。 

評鑑之目的在促使行政機關能夠發展出良善運作的自我評鑑

機制，且由外部評鑑委員進行受評機關的訪視評鑑，協助發掘機

關有何待改進之處；同時透過各受評鑑機關的自評報告、評鑑結

廉政評鑑（Integrity 

Assessment） 

係針對行政機關的廉

政事務與相關作為，

包含客觀投入、教育

與宣導、首長決心與

持續改善機制、廉政

倫理的實踐、行政與

採購業務透明、內外

部問責機制的完善，

與廉政評價等重要面

向，根據相對客觀的

評鑑項目或問題，進

行價值判斷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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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告與受評機關的回饋意見，了解各機關普遍已有哪些廉政作

為。經由自我檢視的過程，甚可達成預防、消弭機關廉政風險之

目標；而所建立的廉政評鑑工具與評鑑經驗，實為相關內部控制

制度之重要基礎。自評報告內容呈現依主要構面、次要構面與細

項效標作質化與量化回應；其方式類似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評估表

的呈現，只不過自評報告內容的評估效標在內部控制制度評估表

被稱為有效性判斷參考項目及細項。 

表 5-2 廉政評鑑架構的相關構面 

評鑑項目一 評鑑項目二 評鑑項目三 評鑑項目四 

廉政投入與 

首長支持度 
透明度 

問責與內控 

機制完備度 
廉潔度 

1.1 2.1 3.1 4.1 

客觀投入 行政資訊透明度 
廉政風險業務辨

識、管理與內控 
廉政陳情與舉發 

1.2 2.2 3.2 4.2 

訓練宣導 採購流程透明度 採購品質與稽核 廉政違法與違失 

1.3 2.3 3.3 4.3 

首長決心與 

持續改善機制 
人力遴選公開度 廉政倫理行為 

廉政民意評價 

蒐集與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近幾年，有些中央與地方行政機關經由廉政（能）評鑑的方

式，運用檢視涵蓋透明與問責項目的具體效標，發展全國（含中

央及地方）行政機關廉政共通性之標準化測量基準。廉政署曾於

2013 年委託辦理「廉政民意調查及機關廉政評鑑工具研究案」，

建立適合行政機關廉政共通性之評鑑工具，並由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進行試評。另外，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亦於 2013 年與 2014 年辦理「新北市政府廉能評鑑計畫案」，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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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設置政風單位之一級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單位共 18 個局處進行

評鑑。 

台灣透明組織透過一項兩年期的計畫，試圖將一般行政機關

的廉政評鑑導入國軍機關（構），並針對軍事機關的業務特性，發

展出適合國防與軍事機關業務特性的評鑑架構。2017 年進一步試

評軍備局、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空軍第 455 聯隊、陸軍後

勤指揮部兵整中心、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等 5 個國軍單位。

為了確保試評鑑程序的嚴謹與效度，研究團隊於同年 3 月 30 日召

開「試評鑑工作說明會」，向試評單位討論、說明與溝通評鑑相關

事項，包括評鑑目的、時程、流程、評鑑項目與所需備妥之資料

文件，並詳敘自我評鑑報告內容範例所要求的資料（報告範例如

表 5-3）。接續於 6 月 27 日、28 日舉辦「評鑑委員培訓工作坊」，

向評鑑委員說明廉政評鑑計畫之目的及內容，及使評鑑委員相互

交換各類評鑑活動之心得。 

 

 

圖 5-3：國軍機關（構）廉政試評鑑實況（政風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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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機關自我評鑑報告內容範例 

壹、 機關簡介 

(1) 機關歷史沿革、組織架構、業務簡介、員額規模。 

(2) 廉政工作的重點項目：風險評估（風險區塊指認及其強度）、相

關的主動預防作為或風險控管策略、執行成效與困境。 

貳、 自我評鑑小組之組成與分工 

(1) 說明分工架構。 

(2) 辦理自評過程之相關作為。 

參、 機關廉政投入與首長支持度 

(1) 整體現況概述。 

(2) 各效標逐項檢視：客觀指標部分，其數據之高低可自我解釋意涵

與釐清原因。主觀指標部分，所蒐集的佐證書面資料，可包括：

活動企劃書、文宣 DM 與海報、承辦公文、會議記錄、列管紀錄、

研究報告、政策說帖以及相關書面報告等。 

(3) 問題困境與待改進之缺失。 

肆、 機關透明度 

(1) 整體現況概述 

(2) 各效標逐項檢視 

(3) 問題困境與待改進之缺失 

伍、 機關問責與內控機制完備度 

(1) 整體現況概述 

(2) 各效標逐項檢視 

(3) 問題困境與待改進之缺失 

陸、 機關廉潔度 

(1) 整體現況概述 

(2) 各效標逐項檢視 

(3) 問題困境與待改進之缺失 

柒、 結論 

自我評鑑後，若發現機關有不足或缺失之處，可提出自我改進建議。 

附件：重要的書面資料 

（其他書面資料則另彙編成冊） 

資料來源：國軍機關（構）廉政評鑑架構與指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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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將各試評機關之改善建議加以綜整，研擬出本次廉

政試評鑑綜合性之改善建議，提供爾後各單位實施評鑑之參考： 

一、 有關「客觀投入」的部分，相關建議如下： 

1、 客觀投入在人力計算上與廉政經費投入的部分與指標的

操作型定義有落差，建議各受評單位對人員定義的部分

再行斟酌。 

2、 廉政經費投入的部分，自評報告中並未提及經費數額與

相關用途的說明。然而，在晤談的過程中發現，各受評

單位其實都有編列經費用於廉政項目。建議用於廉政業

務或活動的經費，應於廉政經費投入的部分敘明，否則

將易造成機關全無廉政經費之誤解。 

二、 有關「訓練與宣導」的部分，相關建議如下： 

1、 國軍在許多正式與非正式場合中，皆有對國軍弟兄夥伴

們進行廉政與法治教育。然而，可能基於主題較為嚴肅、

教材內容較為生硬的原因，不易引發人員學習興趣。建

議各國軍單位可與國防部政風室或廉政署相互合作、整

合資源，研提重要案例，以較活潑的形式製作教材，如

微電影或動畫等，以提升人員學習效果。 

2、 有關訓練、宣導講習時數計算的部分，建議在時數計算

上分兩大類，一類是透過莒光日、巡迴訓練、各軍種或

聯參的廉政宣導課程，屬於制式、常規式的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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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則是單位自行舉辦的教育訓練或宣導活動之時數。

將廉政訓練、宣導講習時數清楚區分出上級統籌辦理與

自辦兩大類。 

三、 有關「首長決心與持續改善機制」的部分，相關建

議如下： 

首長於各項會議與集會中，如主官會報、院務會議等，皆有

機會宣達廉政觀念。建議不要僅從消極防弊的角度，待有違失個

案發生時才進行專案檢討。而是在每一次的會議中，由某一單位

偕同監察單位規律地提出該單位在業務與人員管理方面可能的廉

政風險，並由主官偕同各單位主管一同腦力激盪有效控管風險的

方法策略，再藉由會議紀錄進行追蹤列管。如此，方能在業務繁

忙之餘漸次建構出單位的廉政風險預防機制。讓各項會議與集會

對於提升廉政有更積極性、主動性的效果。 

四、 有關「行政透明」部分，相關建議如下： 

主計總處於 2015 年與法務部廉政署研商，由廉政署研訂行政

流程透明之標準、原則、程序或時程等，提供機關做為檢視及強

化現行作業之依據，並據以建立包含行政透明的內部控制機制。

基此，國軍機關（構）在業務上雖然確實很少與一般民眾接觸，

但在不涉及軍事機密的情況之下，軍事機關其實在很多層面是可

以透明的。建議各單位得考量利害關係人對各項業務的關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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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現有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狀況，選定優先可研提透明化

措施的示範業務，納入標準作業程序。提高透明度建立外部監督

機制，可以降低發生個案違失之機會。 

五、 有關「機關採購」部分，相關建議如下： 

1、 採購案件廠商提出申訴或異議成案的個案，建議視為改

善機關採購流程的一個契機。透過這些申訴或異議個案

可以積極地思考，現階段採購作業流程，在規劃設計上

哪一個環節仍有缺失疏漏之處，立即補正改善之。 

2、 針對國防部採購稽核小組或自行內部稽核，發現採購案

件有缺失之態樣時，可與其他單位的缺失態樣進行比較，

並找出可學習之處，研擬後續改善措施與策進作為，以

降低採購上可能之風險或發生違失之機會。 

六、 有關「廉政風險辨識」部分，相關建議如下： 

1、 部分受評單位所做的廉政風險評估為一般風險管理，並

非側重於廉政工作上，如利益迴避、避免權力濫用等面

向。建議廉政風險業務辨識側重三個層次，廉政風險定

義（業務風險辨識與人員風險辨識）、廉政風險分級（高

中低風險之分級管理）、廉政風險預防措施（內部控制）。 

2、 建議「進行廉政風險事件或區塊辨識」，應由各業務單

位人員偕同監察官一同搜尋分析各項業務可能的廉政風

險之範圍與程度。因為單位廉政風險為何係本身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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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人員與監察官的合作，不僅僅只是為了辨識風

險，而是在未來如果這類風險演變成危機時，機關可以

如何進行合宜的處置，並且兼顧到業務單位是否能夠做

的到，以及將傷害降到最低。這些項目必須在「進行廉

政風險事件或區塊辨識」時，一併納入考量。 

3、 建議各單位可考慮使用「職務輪調」方案並且加以制度

化，其好處在使人員熟悉各類業務。除可降低因人際關

係所衍生出的各類風險之外，若遇人事精簡，在業務執

行上得以銜接。在「廉」與「能」的價值上皆有所提升。 

4、 國軍各機關（構）雖無廉政會報，但皆有類似「主官會

報」的重要會議。建議「主官會報」之會議內容，可以

擔負起倡議及提升廉政的重責大任。有關廉政相關的重

大且需要單位改進之案件，應於該會議中提出並由相關

單為提出改善建議，進行追蹤列管直到個案獲得改善或

相關制度獲得落實。 

  

圖 5-4：2017 年 6 月 2 日，國防部舉行首次軍事廉政論壇。（軍聞社／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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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聯 合 國 組 織 公 共 行 政 網 絡 （ United N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twork, UNPAN）在 2005 年的報告中提出廉潔、

透明與問責為公共行政的至高原則（United Nations, 2005）；之後

更有鑑於公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與社區賦能（community 

empowerment）在促進良善治理的重要性，於 2015 年的《世界公

部門報告》分析當中指出回應與問責為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則，也

提到科技創新與社會創新使得政府更能運用透明化的機制，一來

可以回應民眾與日俱增的公共需求，二來可以提供民眾直接監督

政府施政，強化政府問責（United Nations, 2015）。國防體系為行

政部門重要之一環，無法自外於與日俱增之公共治理要求，更需

要以建構廉潔、透明與問責的組織文化，來取代外界對於國防體

系封閉、神秘且不透明的既定印象。 

貪腐能影響國家政治安全與社會安全，軍事貪瀆甚至可能造

成國防安全隱憂，政府宜訂定反貪腐機制，以有效降低政治風險

因素，除能大幅提升國防安全與國際關係，更可維護廉潔政府施

政的決心。國防體系貪腐的預防與控制，解決的途徑並不能只靠

成員的道德發展程度、倫理觀與操守，而是要依賴建構一套能有

效抑制貪腐成因與防範貪腐行為的行政體系。將政府國防廉潔指

數所涵蓋的風險因子，制度性的納入國防部內部控制制度當中，

體系之內的各單位可透過廉政評鑑的效標，常態性的進行自我檢

視，不斷精進兼顧廉能績效之作為，才能確保國防廉政體系永續。 

不論行政貪腐（文官體系）還是政治貪腐（政務領導與國會），

在在都影響並侵蝕到公共利益，更危及民主治理的基礎與正當性。

近年來，我國在政府國防廉潔指數雖有不錯的表現，而該指數也

聯合國組織公共行

政網絡 

（United N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twork, UNPAN） 

為聯合國經濟暨社會

事 務 部 門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旗下的單位。

主要職掌為分享成員

國在公共政策、公共

行政與公共服務的最

佳實務，並透過成員

國之間的協力，建構

公部門必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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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提供軍事機關構具體的廉政風險資訊。但如何防範未然，使

貪腐問題得以預警偵測與妥適處理，遂成為政府優質治理的必備

基石。任何一件貪瀆事件的發生，都會打擊多年在國防廉潔的努

力成果，並影響民眾對於軍人的信心。藉由系統性蒐集各項廉政

風險數據資料，加上以證據為本（evidence-based）的資訊管理系

統為基礎，進行系統化整合、蒐集、彙整、儲存與傳播分享廉政

資料，提供充分即時資訊，並轉化為行動的智慧，才能建立以證

據為本的國防廉政管理文化，進而確保寶貴的國防資源均能用以

善盡應達成的目標。 

問題與討論 

1、 檢視我國在 2015 年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比結果，得分

在 2 分（含 2 分）以下之題項，請分析與檢討可能成因

與精進之處為何？ 

2、 2015 年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比結果，全球僅紐西蘭與

英國等兩國列為 A 級，試比較臺灣與紐西蘭及英國在

五大貪腐風險構面之落差為何？可以改善之處在哪？ 

3、 選定一項業務（例如採購），試著從廉政風險定義（業

務風險辨識與人員風險辨識）、廉政風險分級（高中低

風險之分級管理）、廉政風險預防措施（內部控制）等

「廉政風險辨識」流程，進行演練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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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國防部落實「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的具體作為 

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指標 

強化機關

廉政經營

責 任 制

度，落實風

險控管作

為。 

一、 各級機關首長對機關廉政風

險管理投入足夠人力與經費

資源，每年依據廉政風險評

估採取適當的措施，親自主

持廉政工作會報或相關會

議，列管評估廉政舉措之有

效性，對於已發生之違失案

件結合新聞發布機制，主動

說明查處預防作為及打擊貪

腐的決心，並落實獎勵與問

責。 

1、 每年完成機關廉政風險評估，

並依據評估採取適當的措施。 

2、 機關首長親自主持廉政工作會

報或相關會議，列管評估廉政

舉措之有效性。 

3、 機關對於已發生之貪瀆違失案

件採取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 

4、 每年對機關廉政風險防制成效

檢討獎懲，落實問責機制。 

二、 推動機關設計及執行內部控

制制度，並落實內部控制監

督作業，據以評估整體內部

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出具

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以強

化機關自我問責。 

完成簽署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三、 結合機關廉政風險評估結

果，針對貪腐高風險業務實

施稽核清查及追蹤管考，並

研提興利防弊作法，簽報機

關首長列管執行。 

1、 針對具有貪瀆風險業務辦理專

案稽核。 

2、 針對已發生貪瀆弊端案件採取

具體清查作為及其成效。 

四、 辦理政府採購稽核及公共工

程施工品質查核，促使機關

確實依法辦理採購或施工案

件，建構公平、公開之採購

環境，並確保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 

每年提報稽核及查核案件數及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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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指標 

促進公開

透明，防止

利益衝突。 

加強宣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並執行案件審核調查。 

1、 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宣導說明會場次。 

2、每年審議違反「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案件總件數。 

參與國際

評比，掌握

民意脈動

與國際趨

勢。 

參與國際廉政評比，了解國際社會

及各項國際指標可能評鑑人對我

國清廉程度的評價。 

因應國際透明組織每兩年實施「政

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由政風室

（廉評小組）辦理相關整備工作。 

端正廉能

軍風，落實

陽光法令

與倫理行

為規範。 

一、 加強請託關說、受贈財物、

飲宴應酬及其他廉政倫理事

件登錄，及請託關說案件抽

查，以正確引導是類案件循

法定程序辦理，並定期公開

相關資訊。 

每季公布本部暨所屬機關（構）公

務員廉政倫理事件登錄及請託關

說案件抽查情形，並加強廉政倫理

規範宣導。 

二、 針對各類業務分析貪瀆成因

及內部控制弱點，檢視作業

流程及法規，研編倫理指南

或防貪指引，導引同仁認同

倫理價值及建立典範。 

針對本部特性研編防貪指引或手

冊件數。 

鼓勵全民

參與監督

國防，建立

完善國防

廉政體系。 

一、 推動全民教育，提高公眾對

貪腐的存在、根源、嚴重性

及其所構成的威脅的認識。 

每年辦理反貪宣導系列活動場

次；每年製作宣導教材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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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推動行政作業流程透明之措

施或相關行政規則。 

深化官兵

法 治 教

育，凝聚廉

潔共識。 

誠信、品德及反貪腐等廉政題材納

入軍事校院課程教學參據。 

每年提報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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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策略 執行措施 績效指標 

查辦貪腐

案件，強化

肅 貪 能

量，落實揭

弊者保護。 

一、 加強發掘不法線索，精進風紀

督訪、內部審核等，嚴密查察

貪瀆不法。 

每年提報執行情形。 

二、 貫徹行政肅貪及追究行政責

任，以健全機關風紀。 

每年提報行政肅貪及行政責任辦

理件數。 

三、 加強選舉人保護、保密宣導及

落實受理檢舉案件追蹤考核。 

1、定期統計受理具名檢舉貪瀆案

件數，並落實追蹤管考。 

2、運用本部各種文宣管導與教育

時機，鼓勵檢舉不法與宣導檢

舉人保護等保密措施。 

資料來源：國防部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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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臺灣 2013 年與 2015 年政府國防廉潔指數得分對照表 

項

次 
區分 問卷題目 

2013 年

得分 

2015 年

得分 
增減 

政治層面 

1 

國防與國安政策

以及政策透明度 

立法監督 3 3 - 

2 國防委員會 2 3 +1 

3 國防政策辯論 3 2 -1 

4 民間社會組織參與 2 3 +1 

5 國際反貪工具 N/A N/A - 

6 公眾辯論 3 2 -1 

7 反貪政策 3 4 +1 

8 反貪機構 2 3 +1 

9 公共信任 2 3 +1 

10 風險評估 2 3 +1 

11 

國防預算 

計畫取得 2 2 - 

12 預算透明度及細節 4 2 -2 

12A 預算監督 4 2 -2 

12B 預算公開可取得 4 3 -1 

13 國防收入 4 4 - 

14 內部稽核 3 3 - 

15 外部審計 3 4 +1 

16 

其他政治層面 

自然資源 4 4 - 

17 組織犯罪關聯 3 3 - 

18 組織犯罪之監督 2 4 +2 

19 情報部門監督 3 3 - 

20 情報職位評選作業 3 2 -1 

21 出口管制 3 N/A - 

財務面向 

22 
資產處置 

資產處置控制 4 3 -1 

23 資產處置監督 4 4 - 

24 機密預算 秘密支出比率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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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區分 問卷題目 

2013 年

得分 

2015 年

得分 
增減 

25 立法存取資料 4 3 -1 

26 秘密計畫稽核 3 3 - 

27 法規範預算中執行 3 4 +1 

28 法實務預算中執行 3 N/A - 

29 資訊分類 3 3 - 

30 

與企業關聯 

存在軍工企業 4 4 - 

31 軍工企業的監督 N/A 4 - 

32 非法的私營企業 3 3 - 

人事面向 

34 

領導行為 

公開承諾 4 4 - 

35 處理人事貪腐措施 3 3 - 

36 吹哨者保護 3 2 -1 

37 敏感人事特別注意 3 3 - 

38 

薪資、升遷派任及

獎勵 

人員的數量 3 4 +1 

39 薪資水準公開 3 3 - 

40 健全支付系統 4 4 - 

41 客觀任命 2 2 - 

42 客觀陞遷 3 2 -1 

43 
兵役制度 

賄賂以逃避強制徵兵 3 4 +1 

44 賄賂以獲得特殊職位 3 4 +1 

45 
薪俸發放 

幽靈士兵 4 4 - 

46 指揮及薪資支付鏈 4 4 - 

47 

價值觀與標準 

行為規範違範圍 4 4 - 

48 行為規範違反者處理 3 3 - 

49 反貪訓練 4 4 - 

50 起訴結果透明化 3 3 - 

51 快單費    

軍事行動面向 

52 
軍事行動 

軍事規範 2 2 - 

53 執行訓練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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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區分 問卷題目 

2013 年

得分 

2015 年

得分 
增減 

54 反貪監督 3 3 - 

55 訂約控制 2 2 - 

56 私營軍事外包 3 4 +1 

採購面向 

57 

政府政策 

立法 3 3 - 

58 採購循環透明 3 3 - 

59 監督機制 3 4 +1 

60 採購公開 4 3 -1 

61 要求廠商標準 2 2 - 

62 能力級距及資格

條件之定義 

規格策略要求 3 4 +1 

63 規範量化 3 3 - 

64 
投標管理、評鑑及

審核 

公開競爭 vs獨家供應 2 2 - 

65 招標決策團隊控制 3 3 - 

66 反勾結的控制 3 4 +1 

67 

契約履行及支援 

採購人員訓練 3 3 - 

68 廠商申訴機制 3 4 +1 

69 對貪腐的制裁 3 3 - 

70 

補償契約 

適當制衡 3 1 -2 

71 透明 4 2 -2 

72 競爭規範 3 1 -2 

73 

其他 

控制機制 2 2 - 

74 財務融資透明度 1 2 +1 

75 分包廠商 3 2 -1 

76 供給商的影響力 2 2 - 

合計 225 222  

2013 年評分 
總題項 77 題扣除 2 項不適用（N/A），總分為 75*4=300 

225/300=0.75=75％。 

2015 年評分 
總題項 77 題扣除 3 項不適用（N/A），總分為 74*4=296 

222/296=0.75=75％，較 2013 年評鑑低分項目 16 項。 

資料來源：2016 年國軍廉潔教育師資研習營課程講義、2016 年「國軍機關（構）

廉政架構與指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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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機關各年度效標數據彙整表 

                         年度 

參考效標 

第一年 

統計 

數據 

第二年 

統計 

數據 

第三年 

統計 

數據 

總平均 

備註 

數據 

單位 

壹、廉政投入與努力 

1.1

客

觀

投

入 

1.1.1 機關投入廉政業務之人員比例

（投入廉政業務人員數／人員總數） 
    

單位： 

% 

1.1.2 機關投入廉政業務經費之人員

比例（投入廉政業務經費／人員總數） 
    

單位： 

元/人 

1.1.3 機關廉政類預防（專案）與查

處件數之人員比例（廉政類預防（專

案）與查處件數／投入廉政工作人員

數） 

    
單位： 

件/人 

1.2

訓

練

與

宣

導 

1.2.1 機關舉辦的對外活動中，納入廉

政宣導或宣揚廉政理念之活動次數及

簡述活動內容（附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單位： 

場次 

1.2.2 機關內與廉政議題相關會議與

各項廉政教育宣導活動總次數 
    

單位： 

場次 

1.2.3 機關人員接受廉政教育宣導時

數（接受廉政教育宣導總時數／人員

總數） 

    
單位： 

時/人 

1.2.4 機關人員取得採購專業證照之

比例（機關人員取得採購專業證照人

數／人員總數） 

    
單位： 

% 

1.3

首

長

決

心

與

持

續 

改

1.3.1 機關各項會議中，例如，主官會

報，與廉政議題相關之提案或專案，

機關首長裁示暨決議事項以及後續執

行狀況之落實（附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 -- -- -- -- 

1.3.2 各單位在主官會報之廉政提案

或專案報告數，及後續列管執行情況

（附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單位：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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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參考效標 

第一年 

統計 

數據 

第二年 

統計 

數據 

第三年 

統計 

數據 

總平均 

備註 

數據 

單位 

善

機

制 

1.3.2-1 機關首長於各項會議與集會

中宣達廉政觀念總次數（附可佐證之

書面資料） 

    
單位： 

次 

1.3.3由部長信箱或 1985專線分案協

助調查以及機關自行受理之廉政類陳

情案件，後續追蹤列管之情形（附可

佐證之書面資料） 

    
單位： 

件 

1.3.4舉出被機關採納的(再)防貪策進

作為(例如，業務稽核、行政究責、專

案清查、人員教育、制度與程序的修

正、職務調整、興革(創新)建議之落

實)及其落實情況或成效（附可佐證之

書面資料） 

    
單位： 

件 

1.3.5 其他有助於促進廉政的具體事

蹟，例如： 
 

(1)機關正副首長交查或各單位主動

移請督察或政風單位調查之案件數 
    

單位： 

件 

(2)人事違常案件之個案（例如，不當

借貸關係、不當社交關係、下班上酒

家夜店），有移送督察或政風單位進行

登錄及列管之機制（附可佐證之書面

資料） 

-- -- -- -- -- 

貳、機關透明度 

2.1

行

政

資

訊

透

明

度 

2.1.1 機關對內之業務項目中提供線

上作業之比例（對內提供線上作業之

業務項目數／機關對內之業務項目

數） 

    
單位： 

% 

2.1.2 機關有無依法辦理下列事項：依

法應公開事項是否確實辦理？依法公

開訊息是否完整且正確？非強制公開

之事項是否主動公開？是否有助於利

害關係人直接監督？（附可佐證之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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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參考效標 

第一年 

統計 

數據 

第二年 

統計 

數據 

第三年 

統計 

數據 

總平均 

備註 

數據 

單位 

面資料） 

2.1.3 機關是否依據行政流程檢視結

果，考量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及現有

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狀況，選定

優先業務，研提透明化措施，納入標

準作業程序，據以執行？（附可佐證

之書面資料） 

-- -- -- -- -- 

2.2

採

購

流

程

透

明

度 

2.2.1 機關採購案件為公告招標之案

件比例（公告招標案件數／採購案件

總數） 

    
單位： 

% 

2.2.2 機關採購案件為公告招標之案

件總額比例（公告招標案件決標總額

／採購案件決標總額） 

    
單位： 

% 

2.2.3 機關採購案件廢標率（廢標件數

／採購案件總數） 
    

單位： 

% 

2.2.4 機關採購不以公告方式之限制

性招標案件比例（1－公告招標案件

數／採購案件總數） 

    
單位： 

件 

2.2.5 機關採購不以公告方式之限制

性招標案件總額比例（1－公告招標

案件決標總額／採購案件決標總額） 

    
單位： 

% 

2.3

人

力

遴

選

公

開

度 

2.3.1 非正式人員人力使用公開程序

辦理進用比例（該年度以公開程序辦

理進用非正式人員人力之人數／該年

度非正式人員人力進用總人數） 

    
單位： 

% 

參、機關問責與內控機制完備度 

3.1

廉

政

3.1.1 機關各單位之業務已進行廉政

風險事件或區塊辨識之比例（已進行

廉政風險事件或區塊辨識之業務項目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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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參考效標 

第一年 

統計 

數據 

第二年 

統計 

數據 

第三年 

統計 

數據 

總平均 

備註 

數據 

單位 

風

險

業

務

辨

識 

、 

管

理

與

內

控 

數／機關業務項目數，附可佐證之書

面資料） 

3.1.2 針對具有廉政風險事件或區塊

之業務，已建構預防或內控機制之比

例（已辨識且具有廉政風險事件或區

塊之業務，已建構預防或內控機制之

業務項目數／已辨識且具有廉政風險

事件或區塊之業務項目數，附可佐證

之書面資料） 

    
單位： 

% 

3.1.3 機關廉政風險業務，辦理業務稽

核及後續追蹤之情形（附可佐證之書

面資料） 

    
單位： 

件 

3.1.4 機關執行專案清查、專案稽核及

預警作為獲致成效之情形（附可佐證

之書面資料） 

    
單位： 

件 

3.2

採

購

品

質

與

稽

核 

3.2.1 年度得標件數前三名廠商占採

購案件總數之比例（前三名廠商得標

總件數／採購案件總數）及其分析（附

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單位：

件/家 

3.2.2 年度得標金額前三名廠商占採

購案件決標總額之比例（前三名廠商

得標總金額／採購案件決標總額）及

其分析（附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單位： 

% 

3.2.3 採購案件廠商提出申訴或異議

成案比例（廠商提出申訴或異議案件

成立件數／廠商提出申訴或異議案件

數） 

 

 
   

單位： 

% 

3.2.4 採購案件廠商提出履約爭議調

解成案比例（廠商提出履約爭議調解

案件成立件數／廠商提出履約爭議調

解案件數）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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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參考效標 

第一年 

統計 

數據 

第二年 

統計 

數據 

第三年 

統計 

數據 

總平均 

備註 

數據 

單位 

3.2.5 簡述該申訴或異議或履約爭議

調解招標案件之背景、內容、原由與

後續發展情況（附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 -- -- -- -- 

3.2.6 機關採購案件遇有延後開標、變

更設計、追加預算、延長履約期限、

終止或解除合約等情形，請簡述該採

購案件之背景、內容、原由與後續發

展情況（附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單位： 

% 

3.2.7 機關年度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案

件數比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案件數

／採購案件總數） 

    
單位： 

% 

3.2.8 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發現缺失之

態樣，及後續改善之相關作為（附可

佐證之書面資料） 

-- -- -- -- -- 

3.2.9 工程施工查核或督導小組（上級

機關）查核評分之平均分數（各查核

案件分數加總／查核案件數） 

    

單位： 

平均得

分 

3.2.10 工程施工查核或督導小組（上

級機關）查核有缺失之態樣，及後續

改善相關作為（附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 -- -- -- -- 

3.3

廉

政

倫

理

行

為 

3.3.1 機關查獲受贈財物未登錄件數

之比例（機關查獲受贈財物未登錄件

數／（已登錄受贈財物件數+機關查

獲受贈財物未登錄件數）） 

    
單位： 

% 

3.3.2 機關查獲飲宴應酬未登錄件數

之比例（機關查獲飲宴應酬未登錄件

數／（已登錄飲宴應酬件數+機關查

獲飲宴應酬未登錄件數））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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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參考效標 

第一年 

統計 

數據 

第二年 

統計 

數據 

第三年 

統計 

數據 

總平均 

備註 

數據 

單位 

3.3.3 機關查獲請託關說未登錄件數

之比例（機關查獲請託關說未登錄件

數／（已登錄請託關說件數+機關查

獲請託關說未登錄件數）） 

    
單位： 

% 

肆、機關廉潔度 

4.1

廉

政

陳

情

與

舉

發 

4.1.1 機關廉政陳情案件，經查明後相

關人員確有違失及受懲處之案件件數

比例（廉政陳情案件相關人員有違失

及受懲處之案件件數／機關廉政類陳

情案件數） 

    
單位： 

% 

4.1.2 針對確有違失或不法之陳情案

件，其後續處置情況（附可佐證之書

面資料） 

-- -- -- -- -- 

4.2

廉

政

違

法

與

違

失 

4.2.1 機關貪瀆不法案件比例（機關因

貪瀆不法行為被檢察機關起訴之案件

數／人員總數） 

    
單位： 

% 

4.2.2 機關貪瀆不法人數比例（機關因

貪瀆不法行為被檢察機關起訴之人數

／人員總數） 

    
單位： 

% 

4.2.3 機關貪瀆不法案件涉及層級之

分布與態樣說明（附可佐證之書面資

料） 

    
單位： 

人 

4.2.4 機關人員及關係人利益衝突迴

避審議裁罰比例（裁罰案件數／總審

議案件數） 

    
單位： 

% 

4.2.5 督察或政風單位查處之行政議

處案件比例（廉政行政議處案件數／

人員總數） 

    
單位： 

% 

4.2.6機關受審計部(單位)調查並收到

與廉政相關之通知處分案件數（可附

審計部之數據資料） 

    
單位：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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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參考效標 

第一年 

統計 

數據 

第二年 

統計 

數據 

第三年 

統計 

數據 

總平均 

備註 

數據 

單位 

4.2.7 機關受監察院彈劾、糾舉、糾正

屬違法、失當且與廉政相關之案件

數，以及簡述調查之對象、案由與後

續處置情況（附可佐證之書面資料） 

    
單位：

件 

4.3

廉

政

民

意

評

價

蒐

集

與

分

析 

4.3.1 民眾（服務對象）對機關清廉度

評價 
    

單位： 

% 

4.3.2 業務往來廠商對機關清廉度評

價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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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Ｏ 

OECD 反行賄公約 54 

一劃 

一般性原則 56 

一般法律原則 132 

三劃 

小型貪腐 26 

四劃 

中央廉政委員會 89 

內部控制 159 

公共性 23 

公共行政 15 

公務員 127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91 

公務員懲戒法 147 

公民社會組織 19 

公民參與 25, 73, 93, 105, 108, 189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137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139 

公眾近用資訊 4 

反貪 125 

反貪腐專家工作小組 57 

反舞弊財務報告委員會發起組織

(COSO 委員會) 159 

文人領軍 4 

五劃 

台灣透明組織 61 

世界經濟論壇(WEF) 156 

主觀指標 64 

功績制 178 

卡其領犯罪 134 

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 11 

民主的軍文關係 3 

民主控制安全力量 14 

犯罪黑數 63, 142 

白領犯罪 133 

外國軍事銷售程序 25 

六劃 

同儕審查 52, 70 

全球貪腐趨勢指數(GCB) 60 

全球競爭力報告 44 

刑法 142 

刑法瀆職罪章 142 

回應 21 

多重利害關係人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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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部門改革 3 

行賄指數(BPI) 59 

行政程序法 141 

七劃 

良善治理 20 

吹哨者 115 

把國家當俘虜 166 

防貪 125 

防貪-肅貪-再防貪 111 

八劃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 55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反貪腐及執法

機構網絡 57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反貪腐暨透明

化工作小組 55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 144 

依法行政 129 

官僚 23 

官僚威權政權 32 

治理 20, 121 

法律保留 129 

法律優位 129 

法務部調查局 86 

法務部廉政署(AAC) 86 

社區賦能 189 

非政府組織 8 

九劃 

品格 123 

客觀指標 64 

後新公共管理 19 

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 141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GDAI) 69 

政府採購法 140 

政府資訊公開法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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