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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美國行政學者古德諾（F.J.Goodnow）曾說：「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現，行

政是國家意志的執行；政治家構築美麗新世界的藍圖，而由行政人員小心翼翼

的將其實現」（張潤書，2004：4）。而政治家與行政人員皆是公職人員的範疇，

我國公職人員或經國家考試，或經政治任命，或經民選而產生，於執行職務時，

理應受相關行為規範之約制，例如：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

考績法等；然而，實際上我們仍不免發現許多掌握公權力的公職人員善於利用

職務機會謀取不法利益，見不得光的政商交易也依舊存在，類此行為皆已成為

我國反貪腐的一大黑洞。 

為遏止公職人員貪污腐化，基於民意所趨，國內已提擬一系列陽光法案，

以讓黑金運作遠離公眾事務。所謂陽光法案，係指為規範公職人員，於從事公

務、公職期間能清廉、公正，並有效防制相關貪瀆不法及利益輸送行為之一系

列法案的泛稱。高永光（2002）指出，陽光法案乃訂定相關法令，以限制公職

人員的部分行為，避免其發生貪瀆不法情事；概因此等法令將公職人員的行為

攤開於陽光之下來檢視，故被稱為陽光法案。而陽光法案是一套集合式的名詞，

其內涵包括「肅貪法規」、「防貪法規」、「公務員倫理規範」等類型；是以，

公務員服務法、貪污治罪條例、政府採購法、行政程序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洗錢防制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利

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金法、信託法、立法委員行為法、政府資訊公開法，以

及政黨法（草案）、政黨不當取得財產處理條例（草案）、遊說法（草案）、

行政中立法（草案）均為範疇之一1。 

                                                 
1法務部政風司網站:http://www.moj.gov.tw/ethics/廉政看板/page100981.html，日期：94 年 10 月 21

日。其中，政府資訊公開法甫於 94 年 12 月 28 日公佈施行，在國家邁向民主化與現代化之今

日，施政公開化與透明化，是政府當前之施政目標，而政府資訊公開制度之建立，更為達成

此目標極重要之手段。隨著社會急速變遷與資訊時代之來臨，人民無論參與公共政策、監督

政府施政，抑或投資商業行為及個人消費等，均有賴大量且正確之資訊，而政府正是資訊之

最大擁有者，為便利人民共享及公平合理利用政府資訊，增進人民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

及監督，確有必要建立一個完整的政府資訊公開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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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在強大「反金權」的民意壓力下，於民國 82 年

匆匆立法通過，並確立了「申報」、「公開」、「信託」、「處罰」2等管制內容。晚

近因貪瀆而被起訴的公職人員之層級，有愈來愈高之趨勢，在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未訂定前，政府對於公職人員貪瀆案件的處理，只能被動地在事件爆發後，

援用公務員服務法或其他相關法令將其懲罰；但該法制訂後，規範公職人員應

公開申報財產，供民眾檢視，任何故意隱匿不報或逾期申報的行為皆屬違法，

故具有先期防制貪瀆弊端的功能。這的確是陽光法案的第一步，可使民眾清楚

了解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究竟有無廉潔從公，並清楚劃分政治與金錢關係3。雖

然，現有的財產申報制度未必能使「陽光」透進公務體系的每個黑暗角落，但

其防弊功能不容抹煞。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是第一道陽光法案，法規開宗明義即揭示，「爲端正

政風、確立公職人員清廉作為，建立公職人員利害關係之規範，特訂定本法」，

足徵防制貪瀆係該法所積極追求的目標。當然，財產申報制度不在於了解公職

人員私人的財產有多寡，而是著重在其任職間財產收入與職位有否顯不相當、

有無依法誠實申報，進而釐正其在擔任公職期間有無謀取不法利益之行為。所

謂「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政治透明化、公開化是政府清明的表徵，藉由立

法將公職人員的財產公開，也是政府施政行為透明公開的表現，應可謂是防止

公職人員貪污瀆職的利器。 

 

 

 

 

 

                                                 

2「申報」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 條規定、「公開」見同法第 6 條規定、「信託」見同法第

7 條規定、「處罰」見同法第 11 條規定。 

3
聯合報，打特權行動，長存小民心中，93 年 4 月 1 日，第 A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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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般言之，貪污腐化將使政治正義無法建立，學者何增科（1995）更視其

為「政治之癌」，足見其危害社會的嚴重程度。而貪污腐化的根源，無非係因

政府部門擁有行政資源或政治權力者，在遂行行政事務與從事政治運作時，以

非法方式予以滿足私利。質言之，政府機關內員工，不應只是一昧追求行政效

率，尚需肩負公務責任、堅守行為分際，進而誠實任事、廉潔從公，也就是必

須了解道德（morality）、倫常（ethics）的重要意義，並予以力行。一般而言，

貪污腐化主要是公職人員無視於社會道德，基於個人貪心和不誠實，利用自身

職務之便，以職權機會收取私利，滿足個人的私慾，此種行為將會剝削他人或

社會整體利益。因此，一旦成為政府機關的一份子，即應了解自己所應扮演的

角色，以及所應擁有的專業能力、道德價值觀，當然更應隨時表現合乎法律的

行為，至少應遵守倫理法規的規範，倘若缺乏法令監督制度，將造成公職人員

貪污謀取私利的機會（Denhardt，1995）。 

貪污的隱密性高、犯罪黑數4也偏高，也是普遍彌漫在古今中外國家公務部

門的亂象，對於國家的負面影響至深且鉅，不僅影響社會安定、行政效率與政

府威信，更加重社會成本負擔。貪污腐化廣泛被認為是嚴厲阻礙國家發展和成

長的唯一因素；意味著提供、給予、接受或請求任何有價值的事物，以致影響

公務員踐行公務的過程或履行契約的行動5；當然，也包含欺騙行為、利用事實

的誤傳以影響公務活動或契約的施行。一般人無法預言哪些公職人員可能利用

公共利益機會而產生利己的行為，但不管政府組織的大小，都應該促使公職人

員落實不妨害公眾對政府信任的責任。 

 

 
                                                 

4
所謂犯罪黑數係指已經發生之犯罪，雖經調查而仍有隱藏數字，因各種因素未能精確計算到

司法犯罪統計中，或未被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數。 

5
資料來源：Public Sector Corruption--An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Prevention Measures：http://www. 

oecdbookshop.org/oecd/display.asp?sf1=identifiers&st1=421999041P1，日期：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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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是阻滯國家發展及社會進步的重大因素，欲降低貪污腐化現象，至少

應遵循二個路徑，第一是公職人員順從法令的基本禁制規定，第二為自我展現

高度倫理行為、廉潔自持。多數國家均已制定法律約制公職人員之作為，譬如：

美國「政府倫理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聯邦利益衝突刑法」

（the Federal Conflict of Interest Criminal Statues）。英國也訂頒有「預防賄賂法」、

「公共團體賄賂法」，香港則有「總督特派廉政專員公署條例」、「防止賄賂

條例」…….等，顯見各國對防止公職人員貪瀆問題均甚為重視。 

近年來，我國公部門貪瀆案件也頻傳，社會充斥著政商掛勾的情況，部分

公職人員甚至以為這是人之常情或無傷大雅。但國人對金權政治6其實極端唾

棄，甚至有民眾認為當今的官場已淪為金牛的樂園、貪污的天堂，國家機器在

威權體制崩解後，反而成為高官謀利的黑盒子。根據法務部對照分析瑞士洛桑

國際管理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簡稱 IMD）

7在 2001 年、2002 年所發表之「全球競爭力調查報告」，與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 TI）8所公佈之「全球貪腐印象指數（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簡稱 CPI）」9之排名結果，發現分別名列前 20 名者，其重複
                                                 

6
金權政治係指私人或財團以有形物質資源（主要是金錢）來影響立法、政府決策或行政裁量

的行使，以獲取一己經濟利益，並企圖以市場機能運作和政治經濟互動的過程中，經由政治

權利獲取較大的經濟利益。因此，金權政治是現代化政體所呈現的一種經濟化過程，為「錢」

與「權」的結合，亦即將財富（經濟力）與權力（政治力）合為一體。 

7瑞士洛桑國際管理發展學院網站：http://www.imd.ch/wcy。 

8國際透明組織網站：http://www.transparency.org。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成

立於 1993 年，總部設在德國柏林，是國際上唯一專門致力於抑制貪污腐敗的國際性非政府組

織（NGO）。該組織的發起人彼得．艾根（Peter Eigen）試圖結合公民社會、民間企業與政府

機關組成的強大聯盟，從行賄、收賄兩大方向打擊貪腐，藉由國際社會的集體力量，激發帶

動各國民間社會反貪力量，一起為「更廉潔」的地球而努力。該組織在世界各國已經成立了

87 個分會，希望結合政府、企業界正直廉潔人士共同努力。為確保各分會的獨立性，這些分

會與國際透明組織總會在財務上並無直接的關聯，但國際透明組織則藉由適時提供各分會反

貪腐資訊、國際支援、跨國聯繫的網絡，以引起社會關注、分享反貪腐經驗、建構反貪腐聯

盟的立會宗旨。 

9國際透明組織自 1995 年開始公佈全球貪腐印象指數（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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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疊的比例，竟高達 18 個國家或地區，故國家競爭力越高者，清廉度亦相對較

高（公職人員貪污情形較少），國民年平均所得也愈高，三者間存在強烈的正

相關10；顯見，貪污行為對國家競爭力確實會帶來負面的影響。 

    2001 年、2002 年臺灣在接受評比的 49 個國家或地區中，全球競爭力指數

分別排名第 18、24 名，而國際透明組織在全球的第 87 個分會--臺灣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aiwan）11公佈 2001 年全球貪腐印象指數，臺灣清廉

程度全球排名第 27（在亞洲位居第 4 名，僅次於新加坡、香港與日本），2002

年臺灣則排名第 29（余致力、陳敦源、黃東益，2002：2-11）。 

    2002 年 3 月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ERC）12針對國外企業運作的調查報

                                                                                                                                                     
 腐印象指數是由一些大學教授、學者專家，從國際知名機構的調查報告中，擷取有關人士對

各國貪腐程度的主觀評價，予以綜合評分。該指數係一個合成指數（composite index），彙整

了來自 9 個不同機構所進行的 15 項有關貪腐的調查資料；這 9 個機構為：哥倫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香港的政治經濟風險諮詢處（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瑞士洛桑（Lausanne）的管理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世界銀行的世界企業環境調查（World Business Survey of the World Bank）、庫柏賄金流動之家

（Pricewaterhouse Coopers）、蓋洛普國際協會（Gallup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經濟學人情

報中心（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s）、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如此，整合多重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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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調查資料係以國家為分析單位，進行跨國貪污程度

評比，並以測量國家整體的貪污狀況為主，故得以構成貪腐印象指數之重要指標。 

 
10法務部政風司網站:http://www.moj.gov.tw/ethics/廉政看板/page100981.html，日期：95 年 1 月 7

日。 

11臺灣透明組織網站：http://ti-taiwan.org。臺灣透明組織於民國 91 年 9 月 28 日成立，是國際透

明組織在全球的第 87 個會員國；臺灣是華人地區中，第一個成立反貪腐國際組織分會的國

家。臺灣透明組織為一非政府組織，發起人包含了學術界、企業界、公部門、傳播界與法學

界人士，目前仍持續邀請認同反貪理念且願意投入反貪腐運動人士的加入。 

12香港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簡稱 PERC），成立於 1976

年。該機構每年定期於 4 月出版各國商業環境評比年報，評估亞太地區國家的商業環境良窳

或商業風險大小作為跨國企業投資之參考。其評分方式是先計算各指標之分數，再依各指標

所占之權數，加權平均後計算出各國之總評分（0~10 等級），評分愈低表示該項指標或該國

風險愈低。另各指標分數介於 0 至 3.5 分者，表示商業環境優等，3.5 至 6.5 分者為中等，6.5

至 10 分者為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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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顯示，在亞洲國家廉潔程度評比中，臺灣不僅落後於新加坡、日本、香港，

甚至位居馬來西亞、南韓之後，排名亞洲第 6。2002 年 5 月國際透明組織公佈

蓋洛普調查 15 個新興經濟體的 835 位企業主管所得的行賄指數（The Bribe Payers 

Index,BPI）13，在 21 個主要貿易國家中，俄羅斯和中國大陸排名最差，臺灣排

名第 19 名（倒數第 3 名），顯示商界菁英認為臺灣企業向新興國家境外行賄的

情形相當嚴重。 

    2003 年，臺灣全球貪腐印象指數在全球 133 個國家中，排名第 30，屬中度

廉潔國家；2004 年 10 月 20 日所為的評比，臺灣在 146 個國家中，則排名第 35

名，較前一年度倒退 5 名。 

    國際透明組織委託蓋洛普公司在 2004 年 6 月至 9 月間，共計在 64 個國家

中抽樣訪問 5 萬 2000 多位 15 歲以上民眾，進行「全球貪腐印象指數」調查，

數據也顯示，臺灣與阿根廷、印尼、南韓、烏克蘭同列為 5 大「國會貪腐最嚴

重」的國家。而臺灣民眾對社會貪腐問題的憂慮，排名僅次於對「不安全、犯

罪、暴力、恐怖主義」的恐慌。更有 56%臺灣民眾認為，貪腐嚴重影響商業投

資經營環境，也有近 20%民眾認為，貪腐問題嚴重影響其個人與家庭生活，另

有 40%受訪民眾則悲觀預期未來貪腐情況會持續增加。 

2005 年 1 月至 2 月政經風險顧問公司對 900 多位旅居亞洲外商所作的一份

調查顯示，臺灣在亞洲國家廉潔程度排名為第 4，落後於新加坡、日本與香港。

其中，香港及新加坡因為廉政公署及貪污調查局能發揮肅貪作用，對公務員自 

                                                 
13自 1997 年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接受美國政府的意見，基於國際貿易的公

平原則及反對貪瀆的立場，共同簽署了「禁止在國際貿易中行賄外國公務員公約」（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of 17 

December 1997）以來，反貪工作業已成為國際性的共識。 

而行賄指數反映出一個國家的公司在國際商業活動中賄賂政府官員的情形。2002 年的行賄指

數係由蓋洛普公司在 15 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資深商務人員進行調查的結果，這些國家的特

色為均為跨國公司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如阿根廷、巴西、匈牙利、波蘭、俄羅斯、印度、

泰國等；所謂資深商務人員包括外國及該國公司高級主管、會計公司負責人、銀行主管、商

業法律公司負責人、跨國商會代表等。行賄指數的評分採十分制，最高 10 分表示行賄最少。

而我國 2002 年的行賄指數在 21 個國家中排名第 19，顯示國人在境外行賄的情形相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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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警惕作用，尤其是香港的廉政公署，並未因九七回歸大陸統治而使民眾喪

失信心。2005 年 5 月 9 日瑞士洛桑管理學院公佈全球競爭力報告，臺灣在全球

排名為第 11 名；另臺灣透明組織於同年 10 月 18 日公佈由國際透明組織調查的

2005 年全球貪腐印象指數，在全球 159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臺灣以 5.9 分排

名 32 名，與 2004 年相比，得分增加 0.3 分，名次上升 3 名。 

     國際透明組織調查的 2006 年全球貪腐印象指數，以滿分 10 分代表清廉，

臺灣在 163 個納入評比的國家中，以 5.9 分和以色列同列第 34 名，得分雖然與

2005 年相同，名次卻下降兩名，屬於中度清廉的國家14。而最清廉之國家為冰島、

紐西蘭、芬蘭三國各得 9.6 分，名列全球第一；其中，亞洲最廉潔的國家仍是

獲得 9.4 分的新加坡，分數只有 1.8 的海地被認為是最貪腐的國家。根據此一統

計指出，貪腐印象指數得分高於 9 分的廉潔國家，清一色都是已開發的富裕國

家，包括芬蘭、冰島、紐西蘭、丹麥、新加坡、瑞典、瑞士等七國，此一調查

顯示貧窮與貪腐的密切關係，許多國家均因境內嚴重貪污，導致排名於末段。

換言之，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競爭力越高，該國政治清廉度相對較高，故貪污

行為將阻斷國家競爭力。  

臺灣透明組織指出，過去 11 年間，臺灣的排名均在 25 至 35 名間窄幅盤旋，

與世界各國相較，臺灣屬中度廉潔國家，故爾後應該再透過建立完備的廉政體

系、推動陽光法案、促進乾淨選舉等方式，以達到肅貪防腐的目標。而筆者則

基於對此議題，以及我國陽光法案所發揮防腐肅貪成效的課題深感興趣，故選

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制」進行研究分析，以下將說明研究動機之所在： 

一、政府機關因應民眾對黑金政治益加厭惡，遂力求解決金權政治流弊，並決

定提出陽光法案；然而，第一部陽光法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自民國

82 年立法施行以來，迄今已逾將近 13 年，所發揮的防弊成效卻相當有限，

該法立法目的在於確立公職人員清廉作為，但時至今日，公部門貪污依舊 

 

                                                 
14
其他亞洲國家高於 5 分的有香港(8.3 分，第 15 名)、日本(7.6 分，第 17 名)、澳門(6.6 分，第

26 名)、不丹(6 分，第 32 名)、南韓(5.1 分，第 42 名)、馬來西亞(5 分，第 4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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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行，國家清廉度在世界的排名仍舊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原因為何，頗值

探究。 

二、「陽光是最好的消毒劑！」這句普世諺語，在我國顯然遭受強烈質疑。在

美國，財產申報的義務人在申報財產時，都以戒慎恐懼態度面對，以免觸

法或離去職務，因為這攸關個人「誠信」問題；但在臺灣，迄今為止，縱

使申報不實者眾，卻未見任何觸法者因此去職或終結政治生命，可見我國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確有難以發揮殺菌作用之憾。再者，目前仍舊有許多

陽光法案猶未立法15，相較於人民殷切的期待，陽光法案的法制化其實過

於牛步化，何以在國人引頸而盼下，諸多陽光法案仍遲遲未訂定，此等均

是個人研究動機之所在。 

 三、又既然財產申報法有許多的缺失，主管機關法務部當然也數度提出修正草

案，本次修正案則在 95 年 1 月通過，並送行政院會議討論；但經檢視，

該修正草案仍存有闕漏，對現行法制的缺失，似乎沒有提出全般改正的方

案。因此，筆者期望藉由本文研究，了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與修正草案

的闕漏，並提出建議，作為整體財產申報法制再修訂之方向，以強化公務

人員的內在責任，促使其願意主動誠實申報財產，並將所得與財產資料攤

在陽光下，提供政府機關或民眾檢視，有效阻斷公職人員利用職務之便、

謀取不法利益之機會，更進一步能達到遏制貪污腐化的目標，從而提昇我

國在國際上的清廉度與國家競爭力。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陽光法案就是要端正金權政治流弊，以及防止公職人員利用職權貪瀆斂財

不法情事發生；因此，制定一套能有效防止金權政治的陽光法案，積極發揮「民

意監督」、「輿論監督」、「公權監督」三項功能，使陽光法案具備前瞻性、

可行性、有效性、周延性四特性，正為全民和輿論之殷盼。端正政風以澄清吏 

 

                                                 
15
有關政黨法、政黨不當取得財產處理條例、遊說法、行政中立法等均尚在草擬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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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向為政府施政之重要目標，亦為全民殷切之期望，而建立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制度，使其財產透明化，則為端正政風、澄清吏治的途徑之一。 

本文希望藉此研究，深入研析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制定過程、規範內容、

執行成效、法制缺失，並作一個整體檢討與建議，以達成以下研究目的： 

一、深入了解我國現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有何缺失與應為修訂之處，並研析

法務部 95 年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修正草案，尚有哪些條文存有疏漏、應

為修訂補充，以達成確立公職人員清廉作為之預期目標。 

二、分析擷取美國與新加坡的財產申報法令內容與實務經驗優勢，以作為修訂

國內申報制度的參採借鏡。 

三、探討我國財產申報法制在執行層面上可為改善之方向，以及應和哪些配套

法案或措施結合，方能有效發揮防腐肅貪的成效。 

 

第三節  研究方法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係基於順應民意和輿論需求而制定，也是一套防止金

錢政治的遊戲規則，該法的主要內容在於將公職人員與配偶、未成年子女所持

有的所得與財產，揭櫫於陽光底下，供社會大眾監視。也期望藉由監察院與各

級政風機構等審核單位查核公職人員的財產，使其沒有機會謀取份外之財，或

對其財產累積過程構成監督作用，進而防範金權掛勾的流弊。而當公職人員欲

運用職權謀取不當利益時，也能增加其從事違法行為的成本與風險，使公務員

體認到，一旦成為公職人員，就如同玻璃缸裡的金魚，一舉一動、一投足一擺

尾大家都看得到；凡把持不住而陷溺於濁流者，將面臨嚴厲考驗，即便是守正

不阿的公職人員，也會受到該法的約制（黃家昌，1997：25-26）。因此，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制度的設計應能減少金權肆無忌憚侵擾政治運作的機會，促使公職

人員在陽光下接受民眾的監督，也富有建立廉能效率政府的積極功能。 

本文將採取文獻分析法、比較分析法、深度訪談法等途徑進行研究分析，

了解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功能受限，究何原因所致，另法務部所提的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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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無法全面改善現行法令的缺失，其闕漏之處為何，以及該如何修訂因應？

是以，本文之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參酌國內、外論述貪污行為、金權政治、公務倫理等

議題資料，以及研閱我國有關財產申報相關法令的書籍、期刊、論

文、政府出版品、研討會等文獻資料，再從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

能發揮防腐肅貪，以及遏制金權政治的效能面作研究的出發點，進

而分析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制的缺失。 

（二）比較分析法：列舉分析美國、新加坡的財產申報法令規範內容，並

和我國申報法制作對照比較，經擷取國外制度的優點，以作為我國

現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和法務部 95 年版修正草案檢討之借鏡，

進而提出如何精進申報制度執行面作業的建議。 

（三）深度訪談法：深度訪談法係指受訪者與訪談者就工作所需知能、工

作職責、工作條件……等進行面對面溝通討論的一種方法；訪談者

以最少的提示引導問題，鼓勵受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裡，就

主題自由的談論個人意見。因此，深入訪談法除可增加資料蒐集的

多元性外，更能藉此瞭解受訪者對問題的想法與態度。此外，深度

訪談法亦可透過訪談者與受訪者的互動過程，對問題重新釐清，以

確認受訪者內心的真實感受。 

      爰此，經考量職司財產申報業務之監察院主管、政風主管，以及法

務部主管財產申報法之檢察官、對此議題著有專精研究之學者，其

等對於申報法令與執行作業較為嫻熟，並有獨到見解觀感之故，遂

選定其作為深度訪談對象，藉以廣獲各方對修訂法令、導正作業執

行面的重要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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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鑑於民眾對國內貪污現象深惡痛絕，並體認貪污是阻滯國家發展和社會進

步的重大因素，故政府基於強烈的民意所趨，遂逐步提擬一系列陽光法案，於

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在民國 82 年因應而生。財產申報法立法以後，雖已發揮

部分防制公部門貪瀆違法行為的功能，然因規範內容闕漏、法令執行層面亦有

缺失處，故施行已逾 13 年成效仍難以彰顯。 

為了解整體財產申報法的訂定過程、法令內容與制度施行優缺點，本文謹

以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大師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於 1950 年所提出的的「政

治系統理論」模型（彭懷恩，2001：33-34），探究整體財產申報法制。伊斯頓

指出，政策是一種「價值性的權威分配」，也是透過「輸入→轉換→輸出→反

饋→輸入」的一種循環過程。其中，環境是指任何的狀況與情勢的力量，它會

影響系統的運作；人民的需求與支持被政府接受，可視為輸入端；而政治系統

是指內部相關的組織或力量經由過程運作加以價值分配，亦即政府對該項需求

或問題的規劃與設計解決方案階段，此階段稱為轉換過程，因為政府決策階段，

一般人民無法窺視其運作過程，故被稱為「黑盒子」；而政治系統的輸出，則

是權威性價值分配的結果，這些分配形成政策、制訂法令，並付諸實施，可視

為輸出端。該系統所牽涉的各項因素是互相關聯的，系統必須能對外圍環境狀

況力量有所回應，始能繼續生存運作，並進而影響政策。 

本架構旨在敘述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制定肇致於國內貪污盛行，且民意

產生強烈要求制定陽光法案的需求，待民意機關多方角力的折衝後，申報法令

終於法制化；但在施行的過程與結果卻發現整部法令與制度存有諸多缺失，故

再度形成民意修法的殷切要求。為使法令的修訂與制度的改善得以順應民需、

符合時宜，主管機關應能具體回應民意，允宜擷取國外財產申報制度的優勢與

施行成功經驗，通盤修訂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以改正現存法令與制度的

闕漏，進而發揮防貪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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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第五節  研究流程 

    有關本論文的研究流程，除本章係緒論外，第二章係從文獻資料中探析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立法歷程與主要的規範內容，以及研析法務部 95 年版修正

草案內容是否得以發揮殺菌防腐的功效，抑或存有闕漏，亟待檢討補強。第三

章係介紹美國、新加坡的財產申報制度，並分析其法令與制度的優缺點，以供

我國修法借鏡。第四章則專章作訪談設計與實施的介紹。第五章係綜整檢討我

國財產申報法令與執行面的內容，並由深度訪談所獲建議加以研究分析。第六

章則提出研究結論，提出改善財產申報法令與制度上的建言，以達成確立公職

人員清廉作為、建構廉能政府的施政目標。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立法過程

1.角力折衝       2.政黨協商 

3.採「取大同、捨小異」原則 

需求：貪污盛行，

應建置陽光法案 
建置財產申報法制

   1.申報     2.公開 

   3.信託     4.處罰 

預期成效不彰、 

法制必須再修正 

INPUT 

OUTPUT

FEEDBACK FEEDBACK 

環境 環境國外財產申報制度 

支持：期待財產申

報制度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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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 

 

貪污行為的成因、負面影響與防制之道 

法制規範

陽光法案體系與防制貪污的功能 

美國與新加坡的 

財產申報法制 

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制 

缺失檢討

法務部 95 年版修正草案 

草案闕漏 

功能與限制 功能與限制 法制規範

可供我國參採借鏡內容 

正面功能

結論與建議 

再修正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