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防部政風室編成 
102年 1月 

為落實政府防貪與肅貪的決心，國防部於 102年 1月 1
日編成純文官體制之政風室，以獨立行使肅貪防弊職
權。 

 第一次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成績公布 
102年 1月 

國際透明組織於 101年推出貪污測量機制「政府國防廉
潔指數(GDAI)」，作為全球第一個評估各國國防和軍購
透明度的權威指標。 

該組織於 102年發表第一次評鑑成績，我國與美、英等
國並列，獲評為 B級(低貪腐風險)國家。 

 辦理財產申報業務 
102年 4月 

國防部政風室正式接辦國軍財產申報業務，統籌辦理函
查與實質審查，並結合全軍作戰區分區辦理巡迴講習。 

 

 邀請學者至國防部廉政工作會報實施專報 
103年 6月 

邀請國際透明組織學者國軍最高廉政平臺-廉政工作會
報實施專題報告，另針對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學官安排工
作坊、座談會等交流機會，以建立並提升國軍人員廉潔
共識與作為。 

 社會參與 
103年 8月 

每年寒暑假與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韓國延世大學、日本多摩大學等協同辦理「瑞濱與保長
藝術與品格教育營」，扎根偏鄉學童廉潔教育。 

 國軍廉潔教育合作協議 
104年 5月 

國防大學與台灣透明組織協會簽署「國軍廉潔教育合作
協議」，將廉政學術思維導入國軍教育體系。 

 第二次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成績公布 
104年 11月 

國際透明組織發表第二次「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成
績，我國維持低貪腐風險之 B等級，在亞洲受評 17國
裡僅次於紐西蘭。 

 廉潔教育師資研習營 
105年 6月 

為提升非政府組織對國軍廉政工作推動情形之瞭解，邀
請國際透明組織學者來臺，與擔任「廉潔教育師資研習
營」講師，以分享國際反貪腐之實務與作法。 

 廉政研究 
105年 12月 

持續針對國軍廉潔等議題，從內外部顧客觀點實施委託
研究調查，累積施政及學術能量。 

 國軍廉潔教育巡迴輔訪 
106年 3月 

納編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學者與本部業管單位，至全軍 25
所軍事校院巡迴輔訪，以瞭解並評估國軍廉潔教育實施
成效。 

 論文發表暨國軍廉政論壇 
106年 6月 

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國軍廉政議題發表專論，引進外
部廉政學術思維與研究成果，以爭取各界認同及支持國
防廉政工作。 

  

大 事 紀 要 
         What We’ve Done 

政風室編成 財產申報法巡迴講習 瑞濱與保長藝術與品格教育營  國軍廉潔教育 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 



 

 

 國防部政風室主要業務有哪些？ 

國防部政風室於 102年 1月 1日依法編成，專責本部
廉政業務政策規劃、協調、管制及推動，下轄綜合、
預防、查處 3 科，編制員額文職 20 名；另為辦理國
際透明組織之政府國防廉潔指數評鑑活動，成立廉潔
評鑑專業小組，納編 2位軍職人員。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4條與「國防
部處務規程」第 14條，政風室法定職掌為： 
(一) 本部廉政之宣導及社會參與。 
(二) 本部廉政法令、預防措施之擬訂、推動及執行。 
(三) 本部廉政興革建議之擬訂、協調及推動。 
(四) 本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廉政倫
理相關業務。 

(五) 本部有關之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理。 
(六) 對於具有貪瀆風險業務之清查。 
(七) 本部公務機密維護之處理及協調。 
(八) 承部長之命辦理本部所屬機關、部隊貪瀆與不法
事項之預防及處理。 

(九) 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國防部目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業務執行及受理機
制為何？如何申請查閱？ 

依「國軍人員財產申報作業實施規定」，由政風室負責
統籌實質審查抽籤、統一函查各機關(構)、講習及年度
報告等事宜，為法定受理財產申報單位，本部總督察
長室及各軍督察單位為指定受理財產申報單位，負責
受理轄管申報事宜。 

又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凡年
滿 20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均可申請查閱，填具申請書向

 
受理單位申請，經審核後，通知申請人親自到場。惟
查閱資料應於受理單位指定之場所為之，並僅得閱覽，
不得抄錄、攝影、影印。 

 如何檢舉貪瀆不法？現行對民眾檢舉貪瀆不法行
為有何獎勵、保護措施？ 

檢舉貪瀆不法案件，應以具名方式並提供貪污瀆職事實
及證據資料向政風室提出檢舉： 
(一) 檢舉專線：02-85099555 
(二) 檢舉信箱：臺北中山郵政 90018號信箱 
(三) 電子信箱：ethicsmnd@mail.mil.tw 

依據行政院頒訂「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
舉發公務員貪瀆不法，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法務部將視
法院判決情形發給檢舉獎金，最高獎金新臺幣 1,000萬
元。 

政風室對於檢舉人之姓名、年齡、住所或居所、檢舉紀
錄或其他相關資料，均嚴加保密，如有洩密情事，將會
依刑法及其他法規處罰或懲處。 

 

 

答 客 問 
         Questions about us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廉潔優先 堅持清廉 

廉潔優先 堅持清廉 
Integrity Never Second 廣告 

Ethics Office, M.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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