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行政倫理的研究可依其內容、形式，及執行狀況分別探討。在內容分

析上，政府通常只處理受媒體關注或可能引起政治困窘的問題，例如貪污

瀆職；或者只處理某些較易以明文規定處理的問題，例如利益衝突1。至於

涉及似是而非的倫理價值議題2，例如究竟要保守組織機密或奉行資訊公開

化原則之間；以及服務便民與圖利他人之間的矛盾，由於很難作明文規

範，因此許多國家的行政倫理實務規範大多只處理涉及利益衝突的合法性

問題而已（Chapman，1993:20），至於超出法律層次之外的、能促進正面

倫理的議題，則多所偏廢。 

本章論述所特別重視的核心概念及陳述，厥在於對行政倫理具體內涵

之探討，並依照組織階層之劃分而對各層級的行政倫理實質內涵作分類。

此種構想來自於F. E. Cast及J. E. Rosenweig對組織中管理系統的三層次劃

分，以及美國管理學者Robert L. Katz對各級行政主管所需具備各項能力之

關係型態所作的劃分而得來的啟發。 

Cast及Rosenweig二人認為，管理的次級系統是透過其與外在環境的關

係，以及對組織目標的建立，和各種活動的規劃、組合與控制而掌握了整

個組織。因此，任何一個複雜的組織，在層級節制的關係下皆具有三個主

要的層次：即操作的（operating）、協調的（coordinative）和策略的（strategic）

層級，而此三個層級的管理工作，不僅在實質上不同，彼此在觀點上也各

異其趣。Robert L. Katz在其〈Skill of Effective Administrator〉一文

中，認為一位行政主管必須同時具備三種能力，即技術的能力（technical 

skill）、人性瞭解的能力（human skill）和概念上的能力（conceptual skill），

                                                 
1 利益衝突是指一個人的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和其專業或體制上的義務發生衝突。此類衝
突會破壞、解消其能力，使其無法做出可靠、無私、客觀的決定判斷（Davis,1982；引自何畫瑰
譯，1999：113）。 
2當某項主題有正、反不同意見討論時，即成為「議題」（issue）（Lawton，1998：17）。  



並且認為不同層級的主管對於上述三種能力的需求程度也各不相同，其關

係型態如圖2-1所示（Katz,1974；引自彭文賢，1980：113-114）。 

 

 
                                                   ← 高階管理                
         技術的    人性瞭解的      概念的       

                                        ← 中階管理 
能力          能力         能力                                      

                                            ← 低階管理  
 
圖 2-1  不同層級主管之能力關係型態 
資料來源：Katz, 1974；引自彭文賢，1980：113-114。 

 
「技術的能力」意指對特定專業知識的瞭解及分析能力，以及應用專

業設備及操作專業器材的技術能力；「人性瞭解的能力」意指主管與其所

領導的工作團隊相互溝通，建立合作機制的能力，此能力類似今日所謂的

「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或 EQ）。「概念的能力」（conceptual skills）

係指將組織整合成為一個整體，有其共同努力之目標的能力。由圖 1-4 顯

示，高階管理（top management）、中階管理（middle management）及低階管

理（lower management）皆必須同時具備上述三種能力，惟其中比重或有不

同而已。大凡管理的層次愈高，愈需要策略上的概念能力；層次愈低，愈

需要操作上的技術能力，但對於人性上的瞭解能力，則是每個層次所共同

必備的。 

此外，美國聯邦政府於一九八四年訂定，並分別於一九九四年及一九

九七年分別修訂的「領導效能架構」（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Framework, 

LEF）。同樣也強調不同層級主管所需的能力，既有其共通的部分，亦有其

各自側重的項目，如圖 2-2所示。 

 

 



    

高級主管 

   高層能力 

1.願景塑造 

 中階主管  2.瞭解外界 

 

 中層能力 

1.創造性思考 

  

基層主管  2.計劃與評估   

基層能力 

1.管理多元人力 

 3.顧客取向   

2.衝突管理  4.控制／廉潔   

3.團隊建立  5.財務管理 → 中階主管管理才能 

4.影響／協商  6.科技管理   

5.人力資源管理 → 基層主管管理才能 → 基層主管管理才能 

     

1.口頭溝通  4.領導力  7.彈性 

2.書面溝通  5.人際技能  8.果斷力 

3.解決問題  6.自我指導  9.技術能力 

圖 2-2  美國聯邦政府領導效能架構 

資料來源：Montgomery Van Wart, N. Joseph Cayer & Steve Cook, 1993：48； 
黃一峰，2001/6：96；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2002：35。 

 

藉由「不同管理層級所需具備能力不同」此一假定的啟發，本研究將

行政倫理內涵予以初步區分，如圖2-3所示：   

 

 
業務性質                                    組織層級 
一般性                                     ←高  層 

                專業倫理   管理    決策                 
                                              ←中  層 
                階層倫理   倫理    倫理 

專業性                                   ←基  層 
 

 
圖2-3  組織各層級之倫理內涵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大部分的組織結構及功能設計中，組織成員間雖有層級的劃分，但

卻沒有明確的職責功能界線而有部分重疊性，例如領導者職司大部分的決

策功能，也承擔一部分的管理及執行責任；基層人員雖然專司執行之責，

同時也被賦予程度不一的裁量權及管理功能，以致於不同階層者所面臨的

倫理困境是截然不同的，所對應的倫理具體措施也無法彼此流用，故有獨

立討論之必要（Gortner，1991：5、13）。 

綜合說來，組織領導者以其決策角色故，須加強其「決策倫理」，亦

即組織領導者從事決策時，必須考量所作政策決定可能造成長期及外部性

的影響；基層人員因為負責實際政策之具體推動施行，因此首須著重服從

上級指揮之階層倫理，以及為達成所交付任務時所必須遵循之專業倫理

等。至於組織之中級主管，就層級角度而言，上承領導者之命執行政策，

對下則要監督管理部屬；就功能角度而言，同時肩負政策制定與執行功

能，因此，其角色扮演要較其上之領導者或其下之基層人員更為多元，所

面臨之倫理困境也更為複雜。 

 

 

 

第一節  行政倫理之意涵 

  

壹、行政倫理的意義 

     

行政倫理（Public Administrative Ethics），古稱「官箴」，於今又稱公

務倫理或政府倫理，其意義因不同的學者而有不同的見解，分述如下： 

    K. G. Denhardt（1988）將行政倫理界定為在合理的組織範圍內，植基

於核心的社會價值，並訴諸個人和專業責任，針對決策標準所持的獨立批



判過程。其中有三個主要關鍵：一係就決策過程所同意的標準進行獨立的

批判和質疑；二是所持的倫理標準內容應能反映社會的核心價值，並隨時

調整和改變；三是行政人員不僅是以個人，更應以組織成員的身分來考量

組織角色和組織目標，以決定如何行動或作成決策的標準（引自林鍾沂，

2001：616）。 D. F. Thompson（1988）認為行政倫理係指應用於組織官員

行為的道德原則，包括：1、當某一個人的行為深深影響其他個人和社會

的福利時，所應尊重的權利與職責；2、集體的實務和政策若同時影響個

人和社會的福利時，所應滿足的條件（林鍾沂，2001：616）。  H. G. 

Frederickson（ 1997）在《公共行政的精神》（The Spirit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書中則指出，倫理的領域係屬哲學、價值和道德的世界，

其主要在追求對與錯的判別標準，為抽象的範疇；而行政則涉及決策與行

動，旨在將工作做好，為一不折不扣的實務。但二者可以相得益彰，甚至

價值是行政的靈魂。所以行政倫理的研究，係以組織成員守法、誠實、服

膺職業倫理守則與個人道德、執著憲政原則（尤其是權利法案）和典章價

值（regime values）為其主要特徵（林鍾沂，2001：616）。從上述三位學

者的定義中可為行政倫理歸納出一核心意義，亦即行政倫理係指行政人員

或組織為其行為和決策的對錯與好壞所進行的一種反思和原則取向的規

範判斷（林鍾沂，2001：616-7）。 

    Felix A. Nigro & Lloyd G. Nigro 認為，行政倫理是政策執行過程中所

反映出價值的選擇及行為的具體標準。Marshall E. Dimock, Gladys Ogden 

Dimock，以及 Douglas M. Fox 則認為，行政倫理是有關違反職責的所有

事例，及如何建立適當和正確的行政行為；而行政倫理守則之基礎，在於

道德的價值。 O. P. Dwivedi 則認為當公務員個人或集體利用職權，作出

違反應有的忠貞及價值之行為，因而損害大眾對政府的信心及信賴時；或

為獲取私人利得而犧牲公眾利益時，即構成公務員的倫理問題。Terry L. 

Cooper 認為行政倫理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行政責任。Fredrick Mosher 持相



同看法，認為無論公、私部門，責任是最重要的關鍵字。就上述學者之定

義看來，所謂行政倫理是有關公務員在公務系統中，如何建立適當及正確

的行政責任的行為（以上轉引自蕭武桐，2002：12-14）。 

對於上述幾位學者對行政倫理所下的定義，就本文看來由於時移勢

轉，其中部分或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就 Frederickson 之定義而言，倫

理的功能既在協助追求對與錯的判別標準，就應屬具體應用層次，而不僅

是形而上抽象層次的哲學辯證而已。而 Dwivedi之定義，則顯然將行政倫

理範疇界定在負面行政行為之禁制及罰則上，就目前行政倫理發展看來，

內涵已顯不足而有所缺漏。因此，筆者傾向採用邱華君（1996）之定義，

認為行政倫理係針對政府機關組成分子所制定的行為標準規範。其具體表

現在行政實務中，係指公務員在行政體系中角色扮演時所應掌握的「分

際」，及應遵守的行為規範（邱華君，1996：16），也是行政生活中，行政

機關及行政人員間正當關係與正當行為準則的一種規範秩序（陳德禹，

2000：289）。 

 

貳、行政倫理的內涵 

     

正確瞭解行政倫理的具體內涵有助於公務員作倫理的思考，從而使行

政行為符合倫理的期待。然而，一般人甚至公務人員自身對「行政倫理」

一詞卻可說是既熟悉又生疏。熟悉是因為其與每一位公務人員的行政作為

相關，也是近來各國行政革新潮流的訴求之一；生疏是因為鮮有人究其真

正內涵，似乎杜絕貪污、不收受賄賂、服從上級命令及遵守組織規範等，

即等同瞭解並實踐了行政倫理的內涵及真諦。 

    事實上，所謂的行政倫理有二層意涵，其一係指公共服務的道德標準

與行為操守（Chapman，1993:1），亦即社會倫理體系中有關行政行為的價



值觀念與品德生活，如盡忠職守、熱忱服務、保守公務機密、清廉公正、

不營私舞弊、不收受賄賂餽贈、不接受關說請託、不擅離職守等（許南雄，

2000：255）。就此層面而言，則行政倫理是規範公務員行為的準繩，意指

公務人員要負責任、守紀律、忠職務；對國家、民眾、主管、同事與部屬，

要有合理社會期待的角色扮演與相互關係之分際（江岷欽，2001：1），是

一種有關禁制性規定的行為規範，故謂防制性（消極性）的行政倫理，主

要在矯治負面的倫理行為（或稱為「不倫理的行為」）。 

其二，邇來受到現代管理思潮的影響，行政倫理內涵逐漸與社會正

義、多元利益、公民參與、政治回應及專業精神等理念相結合，使行政倫

理不惟負面行為的禁止，並且應擴及正面行為的提倡，是謂促進性（積極

性）的行政倫理，主要在促進正面的倫理行為（或稱為「倫理的行為」）。 

 

一、防制性的倫理行為 

     

防制性的倫理行為，或稱為消極性的倫理作為，焦點多在探討如何防

杜公務員個人之貪污（corruption）、賄賂（bribery），減少濫權（abuse of 

power）、瀆職（abuse of position）、竊盜詐欺（theft）等行為，乃偏向傳統

行政法理論與實務所探討的範圍。 

    從組織行為來看，Robinson與 Bennet（1995）根據行為危及組織或人

際層面，以及違規的情節嚴重程度，區分為四種不當服務行為的類型，包

括：生產性偏差行為、財務性偏差行為、政治性偏差行為和人身攻擊性偏

差行為，如圖 2-4所示： 

 

 

 

 



組織層面 

 

生產性偏差行為               財務性偏差行為 

早退                         毀損設施 

休息過長                     接受回扣 

故意工作怠惰                 謊報工時 

浪費資源                     偷竊公司財物 

輕微                                                       嚴重 

情節                                                       情節 

政治性偏差行為               人身攻擊偏差行為 

私親行徑                     性騷擾 

散播同事私事                 口語威脅 

將錯失歸罪於同事             偷竊同事財物 

與同事間惡性競爭             陷同事於險境 

 

人際層面 

 

圖 2-4  工作場所的偏差行為類型 
資料來源：施能傑，2003：8；引自 Sandra L. Robinson and Rebecca J. Bennett， 

1995:565. 

 

    行政貪污是行政運作最常見的弊端，也是行政倫理研究最常見的課

題。甚至 Fredrickson （1997）坦言指出，美國公共行政的崛起及其此後

所進行的改革，皆與防制貪污有關。肅貪和防貪的相關作為已成為當代公

共行政發展的基本動力（Frederickson，1997:157-158；引自林鍾沂，2001：

618）。 



    關於「貪污」，學術研究上有諸多定義，約略言之，係指政府官員藉

由職權之便，直接或間接的從事權錢交易，意圖違反應當遵從的法律及原

則，藉此為個人或關係人謀取利益。G. E. Caiden & N. J. Caiden （1990）

則進一步自公共利益、公共職責及市場取向三方面說明貪污的定義。就公

共利益而言，貪污係指有權的行政官員為獲取不當金錢或報酬，甚至為報

酬提供者而採取特定行動，致損害公眾之利益而言。就公共職責而言，貪

污係指某個人為私己，包括個人本身、親近家屬或派系的金錢利得或獲致

某種地位，而悖離了作為一個公共角色所應擔負的正式職責或相關規則。

就市場取向而言，貪污涉及將法定的訂價模式改為自由市場的模式，試圖

在法律制度之外獲取影響力（Caiden & Caiden，1990:62-63；引自林鍾沂，

2001：618-619）。 

    Caiden & Caiden 進一步將貪污類型劃分為個人貪污及結構貪污3。個

人貪污係指某一個人利用非正式的組織捷徑，以偶而的私相授受或相互

「體諒」來賺取個人利得，此等作為或可寬恕或被斥責，但可透過有效的

控制機制予以處理防杜。結構貪污則是屬於組織型犯罪中最常見的一種，

既積習成風，甚而律則化、制度化，不從者反被抵制或懲處（Caiden & 

Caiden，1990:19；引自林鍾沂，2001：618-619）。 

    在不同的地區國家，貪污的型態亦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同為華人社會

的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三地，所呈現的貪污質素是大不相同的。根據香

港廉政公署的統計，2002 年一月至十一月舉報貪瀆的案件計 4076 件，涉

及政府的僅 1521 件，其中警察占 526 件為最大來源。亦即香港社會的貪

瀆案件幾近三分之一來自於行使行政懲罰權的警察，而少見於上層政治體

系及基層官僚體系。中國大陸的貪腐則是隨著經濟快速成長而逐漸氾濫

的。根據中國官方資料顯示，從 1992至 2002年間立案查處的貪腐案件達

                                                 
3 根據貪污的行為型態，亦可將貪污分為主動貪污、被動貪污、直接貪污、間接貪污及意圖貪污
（詳見 OECD, 2000:41）。 



一百六十三萬件，受處分者計一百五十五萬人。另據倫敦《金融時報》報

導，2001 至 2002 二年間不肖官員流向海外的貪瀆所得高達五千五百億人

民幣（約六百六十四億美元）以上。中國大陸伴隨新興經濟成長而惡化的

貪腐情況的確令人憂心，而這可說是其官本主義的後遺症，也是社會初富

後勾引出之壞品質與劣根性，而有賴於政治統治菁英更替之際，藉由政府

加強監督整飭及人民、媒體的共同舉發而予以防杜制衡（筆鋒，2003：5）。

至於台灣的貪腐情況則多半來自於政治高層，而較少見文官體系的貪腐濫

權，例如 2003 年爆發的新瑞都案及高雄市議會議長賄選弊案，以及更早

之前發生而至今未決的國安密帳、拉法葉艦採購弊案等等，便足以顯示政

商勾結的共犯結構龐大而複雜。法務部調查局的統計資料也顯示，民國九

十一年一月至十二月間該局移送 787 件政府貪瀆案件，涉案人數有 3889

人，涉案金額達六億元4。 

總的來說，香港貪腐情況較輕，侷限於執法人員；中國大陸則是行政

權與金錢間的交易濫用，因此必須強化肅貪法規制度予以改善；而台灣則

是高層政治權力的貪污腐敗，若嚴格依法肅貪，恐將引起政治大地震甚或

「動搖國本」，因此令人對司法屆時是否會選擇性辦案而有司法不公的疑

慮，終致引發人民的信心危機（筆鋒，2003：5）。 

    隨著全球化經貿活動日趨頻繁，貪污防制對象已非國內人士為已足，

而必須同時規範外籍人士，因此 OECD 於 1999 年提出〈打擊賄賂協定：

規範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外國官員〉（”The Convention on Combating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OECD, 

1999）研究報告，而予以同步規範。 

貪污情況的嚴重程度，甚至已經普遍成為行政行為的附加產物，使得

世界各國皆已警識到為貪污付出高額的成本代價，包括經濟成本、社會成

                                                 
4 詳見法務部網站。 



本，及政治成本。貪污所造成的經濟成本，在於降低企業的投資意願及投

資能力，從而使企業喪失國際競爭力；社會成本，在於造成國家充斥貧窮

落後的文化、犯罪的文化、豪取剝奪政府的資源、社會的利益；貪污所造

成的政治成本，在於破壞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進而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失

去信心，也造成政治上的不安定（Potts，1998:85-86），而這些成本卻又是

環環相扣，造成國力衰退的惡性循環。 

    有鑑於此，各國莫不力求肅貪的積極進行及效果的呈現，其中最有名

者為香港於 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ICAC，全稱「總督特派廉政專員

官署」，又稱「反貪污獨立委員會」），以及新加坡的「貪污調查局」（江岷

欽、林鍾沂，1999：13章）5。 

    Potts（1998）乃列舉出建構一個貪污防治機制所應具備的基礎要素，

有下列六項(Potts，1998:86)： 

1、 一個公平合理的行為守則：以作為對全體公務員課責

（accountability）的統一標準。 

2、 一個審慎規劃的財務公開制度：避免政府官員決策時的利益衝

突，或涉及個人私利。 

3、 一個教育訓練方案：使政府組織成員能明白自己的職責

（responsibility）。 

4、 一個正常運作的監測系統：以確保此預防制度之品質的維持。 

5、 政府中有公開的溝通管道：以表達支持或反對的看法。 

6、 一個有效的、強調廉潔及公平的制度。 

    但基於貪污質素的差異，我國要防杜貪污之盛行，首須要求政治官員

                                                 
5 由於新加坡「貪污調查局」及香港「廉政公署」二個機構的成功案例，世界各國亦紛紛成立相
關機構，如馬來西亞與汶萊政府的「反貪局」（BPR），印度於 1998 年修法賦予中央監察委員專
責肅貪權力，澳門與非洲肯亞也於 1999年正式成立廉政公署與反貪污局，而韓國在一連串政府
貪污醜聞事件發生後，亦於 2002年一月成立腐敗防制委員會（KICAC）之專責廉政機構（趙永
清、趙弘章，2002：18）。 



包括民選首長的自我檢討。另外除了上述六項基礎要素外，尚須真正獨立

於政治之外的司法體系，及強而有力的人民及媒體之輿論監督力量，方可

竟功。 

 

二、促進性的倫理行為 

     

促進性的倫理行為，或稱為積極性的倫理作為，焦點多在促進公平、

正義6、道德、良善等價值的深思反省與實踐，具體作為包括積極為民服務、

公平公正的行政作為、促進公益的主動性思考及施政，以及揭發弊端

（whistle-blowing）作為等等，乃偏向組織激勵管理或人事管理所探討的

範圍。 

然而由於促進性的行政倫理價值缺乏具體衡量標準，難以確切落實，

何況一如前節所述，積極為民服務有時反而會使公務人員陷於圖利他人之

指摘而令其裹足不前，在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經驗教訓下，最後只得以

依法行政原則被動行事；至於在促進公益方面，由於「公共利益」很難予

以明確認定，在眾說紛紜下，最後只得以上級或政策的指示而唯命是從。 

揭發弊端一事雖以存在正發生或已發生之負面倫理行為為前提，但因

揭弊者必須在假裝視而不見或乾脆掛冠求去之外，鼓足勇氣堅持道德良心

而為之，故可屬正面倫理行為範疇。例如美國《時代週刊》雜誌最近宣布

將三位舉發組織不法的女性列為 2002 年該雜誌封面年度風雲人物（Time 

2002 Person of the Year）而為人頌揚。這三位女性分別是安隆（Enron）公

司副主席的雪倫‧渥特金斯（Sherron Watkins）、世界通訊公司（WorldCom）

的辛西亞‧古柏（Cynthia Cooper），以及聯邦調查局特工的柯力思‧勞麗。

                                                 
6 所謂正義（justice），係指公平地對待別人，亦即以平等對待平等，以不平等對待不平等
（Resnik,1998；引自何畫瑰譯，1999：29）。就政府的角色而言，就必須以干預的手段縮短社會
強勢者與弱勢者之間的差距，例如所得重分配政策及「弱勢族群優惠法案」（The Affirmative Action 
Act）等，即是正義原則下的產物。 



其中渥特金斯於 2001 年寫了一份長達七頁的備忘錄給安隆公司主席肯尼

恩‧萊，信中揭發公司的嚴重會計問題，並警告可能因而引發連串會計醜

聞。然而這封信卻是在安隆公司宣布破產且國會事後展開調查時才被發

現。古柏則是單槍匹馬揭發世界通訊公司通過違法會計以掩飾三十八億美

元虧損的不法行為。上述二件弊案內容包括不實的財務報告、假帳與信用

評等，不但深深打擊投資人的信心，更擾亂了金融市場的秩序。甚至有專

家指出此類公司的治理弊端及醜聞，其影響力不下於九一一恐怖事件對美

國民眾家園安全信心的打擊，並因而引發一連串公司治理的變革（張其祿

等，2003：8）。 

柯力思‧勞麗則是在 2002 年 5 月份寫了一封十三頁紙的備忘錄給聯

邦調查局長米勒，內中詳述當她在九一一恐怖襲擊發生前數週曾要求著手

調查後來事件中的第二十名劫機者穆薩維，但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的

聯邦調查局辦事處主管卻如何不理會她的要求及警示，終而無法制止一場

原可避免的九一一事件的發生。 

揭發弊端一事可列為促進性行政倫理範疇之故，正如《時代週刊》在

序言中寫道：「這三位女性做對了事情，因為這意味著不顧一切、睜大眼

睛、鼓起勇氣。我們總是希望自己也會有那種勇氣，但永遠不知道拿不拿

得出來」。這句話點出了一個重點，那就是同樣身為一個肩負實踐公共利

益的行政人員，當我們發現弊端、面對弊端時，是否可以不顧隨之而來的

可能後果，秉持自己的道德良心勇敢的舉發出來？抑或乾脆視而不見當個

苟且偷安者？ 

揭發弊端的舉動存在極大爭議，除了弊案資訊的取得極為困難之外，

也因為揭發弊端之作為往往引起動亂不安，在講求安定秩序的中國人社會

中是極其不易之事，揭發人除了需要具備很大的勇氣，甚至可能付出一定

的代價，包括人際壓力、物質損失、升遷障礙、轉職困難及司法訴訟等。

尤其是個人在面對組織型犯罪時，舉發人往往被呼籲或規勸以大局為重，



避免破壞既有的安定秩序。對於這種對和諧假象的堅持，張德勝（1989）

在探討《儒家倫理與秩序情結》時即指出，中國人對動亂的憂慮與驚懼，

往往超出了對社會公義的關注（張德勝，1989：158）。 

然而揭發弊端也存在另一項極大爭議，即其有時也可能成為組織成員

間政治鬥爭的工具，此在講求和諧穩定的中國社會中尤然。在中國社會

中，一般人面對組織內部弊端時，為求自保或和諧假象，若非同流合污即

假裝視而不見，一旦有所舉發，其中有可能是因為成員間的政治鬥爭，而

不盡然出自公平正義的訴求。 

因此，要確保揭發弊端的良行義舉，便須有相關法制保障的配套措

施。美國聯邦政府對於揭弊者便有相當完整的法制保護規範。一九八九年

美國國會制訂了〈揭弊者保護法〉（The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以

保護公務員舉發所有有關不法、嚴重管理失當、嚴重浪費公帑、濫用職權

及對公眾健康安全的重大危害行為，同時明令禁止對揭弊者的報復，而成

為保障揭弊公務員的最重要法律。在〈揭弊者保護法〉的規範下，各聯邦

機構嚴禁報復揭弊的員工，並且有義務「教育」員工〈揭弊者保護法〉中

對揭弊保護的各種規定（朱守仁，中國時報 2003/1/11：15版）。此外揭弊

法中也應該訂定有關防止誣告濫告的情況。 

「公平」一項也成為最重要的行政倫理價值之一。Gortner（1991）即

曾指出，造成政府垮台的原因很多，但政府行政人員的不公平倫理行為就

像癌症細胞，會導致人民對政府的不信任，終而將政府這個「人」腐蝕殆

盡。因此，「公平」這個價值理念是最重要的，無論在現代化國家或第三

世界國家皆然（Gortner，1991：1-2）。 

除了學理上之探究將行政倫理的內涵作了一如上述的改弦更張之

外，實務上的檢視與彙整亦逐漸與時代潮流並驅。例如國際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2000）針對其中所屬的 29個會員國所做的調查結果（請

見附錄一）即顯示出，普遍為會員國所認同的八項最主要行政核心價值依



序為：客觀無私（Impartiality, neutrality, objectivity）、恪守法紀（Legality）、

誠實廉潔（Integrity, honesty）、透明公開（Transparency, openness, prope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行政效率（Efficiency）、公平公正（Equality）、

負責盡職（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以及公道正義（Justice, fairness），

詳如表 2-1所示： 

 

             表2-1   OECD會員國的主要行政核心價值7
 

行政核心價值項目                會員國認定的次數 
客觀無私                           24 
恪守法紀                           22 
誠實廉潔                           18 
透明公開                           14 
行政效率                           14 
公平公正                           11 
負責盡職                           11 
公道正義                           10 

    資料來源：OECD,2000:32-33。 
 

對照國內學者所作的研究，有江明修等人（1997）針對台北市政府16

位政策規劃人員深度訪談所得的結果，而將渠等所認知之行政倫理內涵歸

納為六個操作化變項，依其重要性程度排序如下：一、階層，二、效率，

三、公道，四、責任，五、專業化，及六、政治化（江明修，1997：1—56）。

對照ＯＥＣＤ的研究結果，可知我國公務體系普遍有將行政倫理內涵窄化

為階層倫理的錯誤認知，所以從事公務時特別著重遵守組織規範、服從上

級命令，並奉之為最高的行動指導方針，因而對於破壞組織運作慣性規律

的弊端揭發人，往往有對組織不忠誠、對長官不順服之批判，使其掙扎於

是非對錯、公道正義之極大壓力下。 

                                                 
7  其他行政價值有嚴守秘密（Confidentiality, respect of official secrets）10 次，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8次，公共利益（Servi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service to the whole community）
7次，利益迴避（No private interests, no interac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s, avoidanc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7次，以及服從指揮（Obedience）6次。詳見本文附錄一之表列。 



Dennis F. Thompson提出一個最根本而實際的問題，即究竟何種情境

下所面臨的問題才屬於行政倫理的範疇。根據 Thompson 的看法，有二種

常見的行政議題屬於行政倫理，其一是「中立倫理」（ethic of neutrality），

係指在代議政府制度之下，行政官員係根據民意代表的決策而有所作為或

不作為，並且在執行時保持道德的中立。其二是「結構倫理」（ethic of 

structure），係指公共政策的設計、發展及執行，乃由組織而非由個人負責，

因此我們不應對只是政府其中一份子的政府官員妄下道德判斷。換言之，

前者重視的是個人的倫理，後者重視的是組織的倫理。然無論如何，遵守

法令規定是最基本的要求（Shafritz & Russel，2000：533-534）。 

 

參、行政倫理的來源及特質 

     

Gortner（1991）在針對美國聯邦政府現任或已退休之中級主管共一千

餘位所作的深度訪談後，綜合彙整影響中級主管行政倫理認知的來源及類

型，可自一般的（general）至特定的（specific）分為五層次（Gortner, 1991：

5-13），分述如下： 

1、 文化： 

文化主要形塑了社會整體的背景及價值，使一般人有基本的判斷對 

錯、好壞之依據，並促進對民主理論下有關正義、權利、良善及公共利益

等概念之應用。 

2、 專業： 

即專業人員扮演之角色及其在制定、執行公共政策時所持之專業價值 

理念。 

3、 個人人格特質： 

由個人的家庭環境背景、宗教信仰及個人的社會經驗等所型塑而成的 

個人人格特質，會影響其處理倫理困境之能力。 



4、 組織： 

組織藉由正式的法令規範或非正式的組織文化等，而對其成員的行為 

方式、處事態度，有極大之影響力。 

5、 對於法律之討論及解釋： 

特定的政治社會體系決定其特定的價值規範，因而強制性地約束了個 

體的倫理行為。 

     由前文所述行政倫理的意涵及來源看來，行政倫理並不僅為一個統

攝的名詞概念，且可區分為正面的積極行政倫理及負面的消極行政倫理。

此外，甚且可依文官的不同業務性質，不同的角色扮演劃分行政倫理的具

體內涵，而具有層次性及差異性。吾人認為，若能為特定對象區分特定的

倫理內涵，則行政倫理亦應較容易付諸實踐。 

    目前無論學術界或實務界對公務倫理存在最大的批評，在於對公務人

員行政倫理的要求概以倫理守則方式呈現，然而一般所制定的倫理標準守

則往往過於廣泛或抽象，以致於很難具體應用到特定的情境（Kernaghan，

1993：19）。 

進一步論述，行政倫理守則在實務應用時常常遭遇到的問題狀況有 

六（Kernaghan，1993：19）： 

第一、某些倫理的價值概念並沒有統一的定義，例如忠誠就有各種不 

同的實質內涵，對個人、對團體、對政府部門，其意涵便各不相同；前文

所曾提及的公共利益概念亦復如是，所謂的公益究何所指，迄無定論。 

第二、倫理守則內容即使規定再詳細，都很難予以切實執行，更何況

許多守則都只是一種宣示，易淪為口號式的道德呼籲，遑論要求落實。 

第三、政府具有一定的規模及複雜性，很難制定一套各部門通用的倫

理守則。 

第四、倫理行為的要求相對地也影響個人的權利及私人生活，例如公

務員不僅要公開自己的財務狀況，甚至配偶、子女的部分亦需公開，使得



隱私權相對地不受保障。 

第五、某些倫理及價值議題很難藉由通用的倫理法規或特定的倫理守

則予以規範管理。 

第六、倫理守則由於不具法律約束力，因此對於組織內部諸如系統性

貪污等類似組織型犯罪，顯然無能為力。 

傳統的行政倫理研究偏重個人操守的培養，直至 1981 年 Boling 和

Dempsey提出公共服務倫理應該包括政策倫理、個人倫理及組織倫理三個

面向。政策倫理重視的是處理政策決定和建議時涉及的倫理意涵，譬如政

策制定可能涉及跨代間公平的問題；個人倫理是政府人員遇有處理公共經

費、資訊或參與政策形成過程等等時應持有的對錯道德倫理標準。組織倫

理指的是組織正式要求員工應有的倫理行為和義務。其後，Pops（1988）

在此三者之外加上專業倫理的面向，強調專業行政人員應根據專業團體所

持的規範為倫理標準（施能傑，2003：4）。 

依據 Shafritz & Russel（2000）的看法，行政倫理可劃分為個人道德、

專業倫理、組織倫理及社會倫理四個層次（Shafritz & Russel，2000：

534-535）： 

 

    （一）個人道德（personal morality） 

個人道德的形成乃植基於父母的影響、家庭背景、學校環境、宗教信 

仰、文化和社會的因素，以及個人的成長經驗等等，而形成對事情的是非

判斷有基本的認知。 

 

（二）專業倫理（professional ethics） 

所謂專業倫理是適用於某一專門職業或角色者的行為標準（Bayles， 

1988；引自何畫瑰譯，1999：20），因此行政體系中的專業倫理係指一組

專業的法規規範，主要驅使公務人員以專業的方式作為。專業倫理的訂定



通常必須有專業協會的認證，例如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SPA）針對全體

公務員所頒定的倫理守則，或醫師公會、法律協會等機構所頒定的專業守

則等即是。 

 

（三）組織倫理（organizational ethics） 

每一個組織都各有其針對一般或特定環境文化所訂定的正式的或非正 

式的倫理行為規範，例如一個公務組織便需因應一般的公法、行政程序

法，以及機關的單行法規等。而組織成員也勢必要遵守其組織的特定規

範，以示對組織最基本的忠誠。 

    莫瑞（Murray，1997）進一步從應用的角度出發，認為組織倫理的探

討範圍應包括價值（values）、法規（codes）、遠見（vision）、策略（strategies）

及行動（action）等五個層面（Murray，1997），並應分別探討之。 

 

（四）社會倫理（social ethics） 

社會倫理除可保障個人外，並可促進社會整體的和諧與進步。此可從

正式的法律規定，或非正式的社會認知中彙整歸納。 

    對於 Shafritz及 Russel上述的見解，雖然試圖將行政倫理的內涵劃分

個人道德、專業倫理、組織倫理及社會倫理四個層次，但因未明確界定劃

分標準，使人不明瞭其究依影響力程度而區分，抑或自個體推衍至整體而

分類，而似未臻窮盡且互斥的分類標準。然無論如何，其已將行政倫理內

涵區分其層次性，而有助於吾人對行政倫理的進一步研究。 

 

 

 

 



第二節  各國及香港促進行政倫理行為之具體作法 

 

    世界各國的公務體系均甚重視倫理體制之建立，並咸認行政倫理法制

化是實踐行政倫理的最具體措施。行政倫理法制化中，有單獨立法的，如

美國政府倫理法、我國公務人員服務法、公務人員懲戒法等；亦有散見於

各相關法規條文之中的，例如日本公務員法中有明載文官的紀律行為與服

務態度的條款（許南雄，2000：255）。 

本章主要係以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中，包括美

國、英國、澳洲等三個國家，以及與我國有相同華人文化基礎，但卻因複

雜而特殊的歷史結構而受人矚目的香港等為探討對象
8
。首先檢視其公共服

務環境（the public service environment）之良窳，亦即各國政府因其官員作

為而受到人民信任之程度。其次介紹為提高人民對政府之信心，各國政府

在提升政府成員倫理觀念，健全行政倫理機制上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行

政革新潮流下，所從事有關提倡行政倫理的配套措施。最後，由各國實務

經驗中歸納出建構一個健全的行政倫理機制所必須具備的基礎要素，並比

較各國行政倫理機制之特質，進一步做為我國建構倫理機制的參考。 

 

壹、美國行政倫理之發展 

     

美國行政倫理機制之產生背景，係由於其歷史上所發生一連串的重大

事件，使人民對政府逐漸失去信心。為此，美國聯邦政府藉由訂定相關法

規，並創立相關的倫理機關組織予以因應。 

   

 
                                                 
8 本章主要係以 OECD(2000) ”Trust in Government: Ethics Measures in OECD Countries”一書為主
要參考架構。 



一、公務環境的挑戰 

     

民主國家之所以得以長治久安，一般咸認其政府官員能否澈底發揮倫

理作為，進而能否受到該國人民之信任為最關鍵因素。根據美國憲政制度

之設計，政府權威是來自於「被治者同意」的原則上，其憲法前言：「我

們人民、、、任命並建立美國此套憲法」（we the people…do ordain and 

establish this Constitu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以，無論民選

或非民選之政府官員，都必須對其公民負責。換言之，公民的信賴是民主

政府的成功要件。 

    然而，過去美國歷史上發生的幾次重大事件已動搖公共大眾對聯邦政

府廉能（integrity）的信任。為此，聯邦政府以制訂法律新規範的方式來處

理這些問題，並試圖重建公共信賴（public trust）。例如，內戰（Civil War）

期間政府官員收受餽贈行為的猖獗，因而制訂新法規予以抑制，結果形成

當今美國聯邦刑法中解決利益衝突部分的前身；1970年代初期，水門案件

所引發的治理危機（Watergate Crisis）則導致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包

括 1978年訂定的政府倫理法（the 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等。 

    事實上，根據一項客觀的績效評量結果顯示，當今美國聯邦政府的公

務員已比以前更有效率、更具生產力、及專業性。然而弔詭的是，其受人

民信任程度卻每況愈下。其原因為何，並無一致的說法，唯獨對政府信心

降低的看法，則為普遍的共識。難以究其肇因，是因為很難確定民眾所感

到不滿的政府特定對象為誰，因為就民眾而言，政府的形象是一體的，無

論是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也無論是政務官或事務官，對民眾的意義相

同，所以政府背負了許多國會議員或政治人物個人醜聞的包袱。 

    至於聯邦政府的永業文官，最常招致的批評則是員額太多、權力太

大，因此普遍認為應該精簡組織規模，縮小權力範圍。此種批評與其倫理

標準日漸低落相較，前者顯然要嚴重得多，換言之，美國社會並不認為其



公務倫理有斲喪的現象。根據多項對聯邦政府及州政府所作的經驗性評量

結果顯示，違犯倫理的個案確實並不多見。 

    不過，某些高級文官及民選官員的作為，的確對政府的公共信任產生

極大的負面傷害。由於那些個案報告都是由媒體及各種公共利益團體經過

仔細調查後公布，也因此，違犯倫理的案例經常被政治對手用來作為抨擊

的利器。日積月累的結果，使人民對政府官員及政府機構本身產生某種程

度的不信任。 

 

二、創立倫理新機制 

     

（一）倫理概念及相關機制的發展 

    為了促進政府對於方案規劃及執行時之倫理，以及財政上的廉潔

（financial integrity），美國首先發展的，就是增設倫理新職位、成立倫理

新機關。例如，1970年代便先後成立了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功績制保護委員會（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

MSPB）、政府倫理局（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OGE），以及特別

檢察署（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OSC）等。1970年代末期則設置檢察

總長（Inspector General）制度。1980年代創設直隸於總統的「廉潔及效率

委員會」（President’s Council on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並加強政府倫理

局及特別檢察署二個機關之職能。1990 年代，在管理預算局（OMB）中

設立聯邦財政管理局（Office of Federal Financial Management），並為加強

檢察官之權威，重新修訂獨立檢察官法。 

    其次，藉由程序的公開化及財務的透明化，賦予公務員更大的課責。

例如財政程序公開即為其一。藉由 1978 年政府倫理法之訂定，使政府行

政、立法、司法三部門的公共財政公開系統（Public financial disclosure 

system）據而成立。1989年的倫理改革法案（1989 Ethics Reform Act）則



更進一步規定改善財政公開系統，以規範潛在的利益衝突，並提供適當的

解決方法。1995年的遊說公開法（The Lobbying Disclosure Act of 1995）則

明白規定公開的遊說活動。 

    第三，為管理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門官員的行為，頒佈行為守則之施行

細則。由政府倫理局為行政部門頒佈行為的標準，如禮品的收受餽贈、財

務利益的迴避、公平、尋求雇用（seek employment）、濫權，和對外的活

動等，提供特別的指導。1995年，眾議院和參議院對其議員和幕僚（Members 

and staff）也相繼採取嚴格的贈禮規定。 

最後，致力於發展所有可以使政府更有效率、更具回應性及提高績效

的方法和方案（包括倫理方案）。其應用在行政部門上，即透過檢察總長

制度（system of inspector general）、保護揭弊人法案，以及加強財政首長（chief 

financial officers）的重要性，來消除詐欺（fraud）、浪費（waste），以及政

府方案管理不善的缺失。 

 

（二）立法、行政部門之相關法令 

美國聯邦政府所推展的具體倫理法規，包含立法部門所制訂的法律，

以及行政部門所頒佈的行政命令，如下介紹。 

 

1、立法部門的創制（Legislative Initiatives） 

    自1974年起至1995年止，國會陸續制訂了十四項倫理相關法案： 

    （1）聯邦選舉法案，1974年 

    美國聯邦政府制訂相關倫理法規的主要催化劑，是1970年代初期尼克

森總統水門竊聽案所造成的政府信心危機；以及1972年總統競選活動中，

財政濫用的直接影響。於是，國會於1974年通過聯邦選舉法案（the Federal 

Elections Campaign Act of 1974），除了限制個人、政黨，以及政治團體的政

治獻金外，並據而成立一個獨立的「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負責執行本法律，以及競選資金的公開和管理。 

 

    （2）政府倫理法 ，1978年（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 

    受到水門案的餘波震盪，聯邦政府於1978年通過政府倫理法。此法的

重點有四：首先，在人事管理局（Th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下設

立政府倫理局，負責指導所有行政機關的倫理方案。其二，為聯邦政府設

計一個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皆可一體適用的、廣博的公共財政公開制

度。其三，針對那些行使獨立調查權和起訴政府官員權力的特別檢察官，

制定任命程序，藉以在某些高度敏感的案子中，將司法程序從政治領域中

獨立出來。最後，政府倫理法也對行政部門的離職員工，增列轉任的限制

性條款。 

 

    （3）檢察長法案，1978年 

    根據此法案（Inspector General Act of 1978），在行政部門及各機關中設

立檢察長室（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檢察長有相當獨立的傳訊權，負

責揭發和預防政府計畫方案中有關詐欺、浪費和管理不善的行為。 

 

    （4）文官改革法案，1978年 

    根據此法案（Civil Service Performance Act of 1978）設立功績制保護委

員會（The Merit System Protection Board），負責監督行政部門的人事措施，

並確保聯邦功績制的廉能（integrity）。法案中並且嚴禁不當的人事措施，

包括禁止對揭弊人施加報復的行為，使揭發政府方案設計及執行的過程

中，所有管理不善、浪費和濫用情形的作為，具有合法的基礎保障。文官

改革法中並擴大特別檢察官辦公室（The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的功能

和權力，以接受揭弊人的檢舉、投訴，並據而從事調查及起訴。 

 



    （5）聯邦管理者財務廉潔法案，1982年 

    這個法案（Federal Managers’ Financial Integrity Act of 1982）主要在對行

政機關內之會計系統和行政控制系統進行評估和報告，意圖藉由一個較嚴

格的、較有效率的和有效能的稽核控制系統來避免聯邦資源的浪費。 

 

    （6）政府倫理局權威強化法案，1988年 

    1988年國會通過此法案（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Reauthorization Act 

of 1988）的目的，主要將政府倫理局從人事管理局中獨立出來，目的在確

保行政部門倫理方案的有效性，並強化政府倫理局之重要性及獨立性。 

     

（7）揭弊者保護法案，1989年 

    1989 年所制定的「揭弊者保護法案」（The 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主要目的在保護那些經由合法程序揭發政府內部弊端者，避免其遭

受迫害及報復。並根據此法案設立獨立於行政部門之外的「特別檢察署」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使之從「功績制保護委員會」中獨立出來，並

聯合共同保護公務員尤其是揭弊者，避免其遭受到不當的人事處置，例如

報復、歧視、強迫政治活動等違反功績原則之人事措施。。 

 

    （8）聯邦採購法修正案，1988年 

    此修正案（Office of Federal Procurement Policy Act Amendments of 1988）

之新規定，主要在確保聯邦採購程序的廉潔要求，其規範涵蓋下列四個領

域：（1）離職員工，（2）尋求雇用（seeking Employment），（3）退休金，（4）

資訊的公開。除對離職員工的限制外，此法律也同時涵蓋官員和職員，更

包含承包人、轉包商、專家和顧問。 

 

 



    （9）倫理改革法案，1989年 

1989年末，隨著國會通過倫理改革法案（Ethics Reform Act of 1989），

美國的倫理法有了一些重大的改變。此法案除沿用對離職員工之規範外，

並將適用對象擴及國會中的議員、職員、最高幕僚，行政部門的官員、貿

易協商代表，以及外交部的代表。 

倫理改革法案同時也對現行的財政公開制度作了部分修正，並要求政

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必須提出具有公信力的財務報告。此外，對

於利益衝突所引發的刑事責任問題，也同樣作了進一步修正。 

法案同時限制政府所有部門的官員及員工不當牟取某些特定資源，包

括餽贈禮物或收受賄賂等，並授權行使倫理監督權的機關頒佈施行辦法，

以徹底執行倫理法規。但額外核准行政機關接受非聯邦機構為其聯邦員工

參加會議、研討會，或與公務員義務相關活動的差旅費支出。 

此法案限制某些部門高級官員的在外兼職所得和任用範圍，包括：（1）

在外兼職所得不得超過其年薪的15﹪，（2）不得接受來自專業工作以外的

額外報酬，（3）不得接受任何協會、公司或其他機構的官員和委員的聘用

及服務報酬，（4）未經過倫理機關之核准認可，不得接受講學的報酬。 

本法案的所有適用對象，皆不得接受謝禮。所謂的謝禮，包括出席費、

演講費或文章撰稿費，或等值的報酬9
。 

 

    （10）財政首長法案，1990年 

    國會制定此法案（Chief Financial Act of 1990）的目的，是為了改善行

政部門的財務管理，並防止政府方案中因詐欺、浪費和管理不善所造成的

損失。並藉由改變管理暨預算局（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的

組織結構，亦即設立聯邦財政管理局（The Office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9 由於此規定被政府員工工會提出質疑批判，於是美國最高法院於 1995年宣告此規定違憲。 



來制定政府的一般性財政管理政策。依據此法，也在內閣中和一些較大的

機關中設立財政首長一職。 

 

    （11）赫奇法案修正案，1993年 

    1939年所制定的赫奇法案，主要在限制政府員工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以確保文官的行政中立。1993年國會重新修訂此法案（Hatch Act Reform of 

1993）主要在放寬限制，允許公務員有較多的政治參與權，如開放公務員

參與屬於一般公民權益的政治活動，同時繼續保護聯邦員工免於受到不當

的政治壓迫。 

 

    （12）獨立檢察官權威強化法案，1994年 

    此法案（Independent Counsel Reauthorization Act of 1994）主要在加強獨

立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中有關財政和行政上的控制權力，並澄清檢察總長

（Attorney General）在獨立檢察官中的角色及地位；至於國會中之議員、

職員及雇員等，悉數同受其規範。 

 

    （13）國會收受餽贈之改革，1995年 

    國會收受餽贈之改革（Congressional Resolution on Gifts）見於1995年參

議院第158號決議案（Senate Resolution 158）和眾議院第250號決議案（House 

Resolution 250）中，主要在限制其議員和職員的收受餽贈行為。其中規定

所謂的禮物，廣泛地涵蓋任何具有金錢價值，包括服務、交通工具、房子

或餐宴等範圍。此二個決議案皆於1996年1月1日起生效。 

 

    （14）遊說公開法案，1995年 

    此法案（Lobbying Disclosure Act of 1995）主要在修訂1946年所制定的、

已過時不當的＜遊說法＞。根據新法案之規定，遊說者必須事先向國會和



行政部門登記，並就其遊說的對象及議題，以及報酬的總額提出報告。離

職員工同樣適用此法律，尤其是「美國貿易代表」（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及其代理人，在離職後同受規範。 

 

2、行政部門的創制（Executive Branch Initiatives） 

    行政部門針對倫理議題所發佈之各種相關行政命令如下： 

    （1）1989年1月25日第12668號行政命令 

    1989年布希（G. Bush）總統頒布第12668號行政命令。根據此命令成

立「聯邦倫理法案改革委員會」，除了負責檢閱現存的聯邦倫理法、條例

和相關政策外，並向總統推薦、提出法令修正案，以及行政上和其他方面

的改革，藉此提倡聯邦公務員和所屬員工的廉潔，以確保人民對政府的信

任。 

 

    （2）倫理改革委員會的倫理改革報告 

    1989年三月，這個直隸于總統的倫理改革委員會提交一份名為《以榮

耀之心，為民服務》（To Serve with Honor：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ederal Ethics Law Reform）的報告給布希總統。報告中指出倫理指導原

則有：1、倫理的規範必須嚴格到足以確保公務員的行為符合最大限度的

誠實，以滿足大眾對他們的信賴；2、倫理規範必須公平客觀；3、聯邦政

府的倫理規範，無論是在行政、立法、或司法部門，都必須是公正的；4、

倫理規範不應作不合理的限制，以致於有礙具有能力者進入文官體系，而

形成人才反淘汰現象。總計委員會共提出二十七項建議，包括處理有關雇

用、離職員工轉任的限制、財政公開、聯邦倫理管制和糾正之結構，以及

實施的機制等議題。報告中，委員會並建議修訂第1965號行政命令中之行

為規範，由政府倫理局統一並獨立管制所有行政部門的行為規範。 

 



    （3）1989年4月12日第12674號行政命令 

    1989年布希總統發佈第12674號行政命令，要求行政機關全體公務人

員遵行＜倫理行為原則＞（Principles of Ethical Conduct）；該項命令於1993

年2月3日正式生效，適用迄今。＜倫理行為原則＞涵蓋範圍寬廣，從利

益衝突的規範到收受餽贈之限制，均有詳盡規定；其中最基本的通則共計

十四項，分述如下： 

1.公務人員係為「公眾之信託」（public trust），必須超越個人之利 

益，忠於憲法、法律、及公務之倫理原則。 

2.公務人員不得謀求違背職務責任之財務利益。 

3.公務人員不得利用未經公開之政府資訊進行財務交易，亦不得濫用 

上述資訊增加個人利益。 

4.公務人員不得向下列對象索取、收受餽贈或其他有價物品：（1）受 

公務人員所屬機構管轄拘束者，（2）與公務人員有業務往來者，（3） 

依法要求公務人員執行職務者，（4）公務人員之職務作為明顯影響 

其利益者。 

5.公務人員得秉持誠信執行職務。 

6.公務人員不得蓄意對外發佈未經授權之承諾或其他之意思表示，要 

求政府履行特定之義務。 

7.公務人員不得利用職務謀求個人利益。 

8.公務人員得以超然立場執行職務，不得給予任何私人組織或個人特 

殊之待遇。 

9.公務人員得保護、撙節公有財產，除法定用途外，不得任意挪用。 

10.公務人員不得在外兼任（或謀求）違背職務責任之職位，或從事 

類似之活動。 

11.公務人員得向適當之機關揭發公務上浪費、不實、濫權及貪瀆之 

情事。 



12.公務人員得忠實履行公民之義務，包括一切正當之財政義務，尤 

其是各級政府依法課徵之稅賦。 

13.公務人員得依法給予全體國民公平之機會，不得因種族、膚色、 

宗教信仰、原始國籍、年齡、或傷殘而有差別之待遇。 

    14.公務人員得全力避免違背上述之法定內容或倫理標準。若因特殊 

環境導致違背上述之法定內容或倫理標準者，應由熟悉相關事實 

之專業人士認定責任之歸屬。10
   

   

    此項行政命令中指示政府倫理局頒佈一個獨立、廣博、清楚，且必須

是客觀、合理、可實施的倫理規範。同時也指示政府倫理局頒布財政公開

制度的詳細規則。並指示行政部門發展倫理訓練計劃，每年為員工實施倫

理教育訓練。 

 

    （4）行政部門員工倫理行為標準 

    1992年八月，政府倫理局依據前項第12674號行政命令研擬頒布＜行

政部門員工倫理行為標準＞（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of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並自1993年二月三日起生效。其中對於員工在收受禮

品、財政利益衝突、公平公正、尋求雇用、濫權，以及對外活動等方面，

都有特別的規定。藉由此套員工倫理行為標準，對以往各個機關所各自採

行的規定作了統一的規範。 

 

    （5）1993年1月20日第12834號行政命令 

    1993年柯林頓總統甫就任的第一天便簽署第12834號行政命令：＜行

政機關員工倫理合議書＞（Ethics Commitments by Executive Branch 

                                                 
10 引自江岷欽、劉坤億，1999。企業型政府——理念‧實務‧省思，頁 299∼230。臺北：智勝。 



Appointees）。其中規定所有非永業的高級員工（non-career senior appointees）

及貿易代表必須簽署一個限制其離職後從事相關活動的契約規範。凡此命

令中所適用的對象，都必須簽署同意在雇用期滿或中止後，或參加貿易協

商結束後的前五年期間，不得參加與原職位職務相關的遊說活動。 

 

3、其他 

    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PA）

於1984年正式通過一套「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並於1995年增修

為共計五項三十二條條文，向為行政學界所依循，全文內容如下11
: 

    一、實踐公共利益（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以「服務大眾為

先，個人利益次之」為理念。 

    本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善用行政裁量權以增進公共利益。 

2. 反對一切形式之歧視與騷擾，促進「弱勢優惠雇用措施」之落實。 

3. 肯定、支持「民眾有權知悉政府公務運作」之理念。 

4. 鼓勵民眾參與政策之制訂。 

5. 發揮憐憫、慈愛、公正及樂觀之精神。 

6. 回應民眾需求之方法，應力求完整、清晰、及簡易。 

7. 協助民眾處理公務事宜。 

8. 決策但求公益，但不必全然媚俗。 

    二、尊重憲法及法律（Respect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

支持及遵守憲法及法律規定，並加以研習，以明瞭政府機構、公務人員及

全體公民之職責分際。 

    本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1 原文刊登於《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每一期期刊之卷末封底頁。 



1. 熟悉與專業角色相關之法令規章，並善加援用。 

2. 設法調整窒礙難行或不合時宜之法律與政策。 

3. 杜絕不法之歧視。 

4. 建立有效之財務控管措施，配合審計調查作業，防止公帑不當之

管理。 

5. 尊重公務機密，並妥為保護。 

6. 鼓勵、輔導公務人員依法提出異議，並保障其揭發弊端之權利。 

7. 強化平等、公正、代表性、回應性，及正當程序之憲政原則，保

障公民權利。 

    三、展現個人廉潔（Demonstrate Personal Integrity）：公務力求

至善，以激發民眾對文官體系之信心與信任。 

    本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堅持真誠與正直，勿因個人升遷、尊榮或私利而妥協。 

2. 確立功過酬賞相稱之原則。 

3. 儘力杜絕利益衝突或類似之情事，例如援引親友、不當兼職、濫

用公物或收受餽贈。 

4. 尊重上司、部屬、同僚及民眾。 

5. 承擔錯誤，勇於負責。 

6. 行使職權，立場超然。 

四、倡導倫理組織（Promote Ethical Organizations）：強化組織在

服務民眾過程之中，爰用倫理、效率，及效能之能力。 

    本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加強組織在開放溝通、創意及敬業方面之能力。 

2. 追求公益至上，效忠機關次之。 

3. 建立行政程序以促成倫理行為，並確立個人和組織之行為責任。 

4. 提供組織成員表達異議之管道，確立正當程序，避免成員遭到報



復。 

5. 強化功績原則，防止專斷不公之處分。 

6. 運用適當之控制措施和行政程序，強化組織責任。 

7. 鼓勵組織採行倫理守則，除廣為宣導外並定期檢討，使其成為具有

生命力之文獻。 

五、追求專業卓越（Strive for Professional Excellence）：強化

個人能力，鼓勵他人培養專業。 

    本學會成員應致力下列事項： 

1. 支持並鼓勵一切得以提升才能之作為。 

2. 掌握社會最新議題與潛在問題，係個人應盡之職責。 

3. 鼓勵他人終身參與專業活動及加入專業組織。 

4. 撥冗接見學員，共同研習，整合文官制度之理論與實務。 

 

    以上這些立法創制，或因政府面臨高度信心危機，如因為1970年代初

期的水門一案而有包括1978年政府倫理法訂定的政治改革措施；或因某些

公務員個人的不當行為在媒體報導下而引發軒然大波；或者政府採購過程

衍生的弊端等等，因而引發政府的自我檢討，亟思健全法制、設立機構予

以改進。至於1989年的倫理改革法（Ethics Reform Act of 1989），以及早期

隸屬於總統的倫理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Ethics）等，對日後的

改革都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無論如何，其思謀改進的最大觸媒，在於

媒體的大幅報導所引發民眾對政府的反彈，以及對政府公信力的質疑。 

    至於國會政治改革機關至今未定的主要爭議，在於政治競選活動中有

關經費管制的相關法律修正案。最近有關這個主題的立法提案已作相當的

處理，如競選經費的限制、改善競選政治獻金，以及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的改革議題等。 

此外，從其他國家的經驗及績效來看，也反映出美國的立法機關勢必



要致力於改善聯邦政府的效率，提昇其運作績效。 

1993年，國會通過〈政府績效及成果法案〉（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 Act），規定聯邦政府的策略規劃和績效評估，以減少聯邦政府的

浪費及無效率，並挽救美國人民對聯邦政府能力的信心。同年，參議院的

政府事務委員會（The Senate 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 ）所完成的

政府績效成果報告中，已開始注意其他國家政府追求效率的經驗。該報告

書中指出，各國政府利用績效指標評量有持續成長的趨勢，而美國在這方

面仍有待努力。OECD 即曾指出，事實上有幾個國家在這方面的努力成果

已領先美國五至十年以上。這些國家所致力的項目，在於藉由明確界定機

關及政策的發展目標，來澄清組織及其管理者的課責範圍，並發展績效成

果的評量項目；此外，為了賦予管理者有彈性管理的空間，也提供其行為

的工具和誘因。而美國則由於其聯邦政府結構的獨特性，以致於表現不如

那些實施內閣制、首相同時也是議員的其他國家。但是，正如管理預算局

所指出的：「即使沒有任何標準（prototype）存在，藉由檢閱制度，也可

發現一些塑造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更何況藉由檢閱這些國家的經驗，也

可幫助我們從別人的經驗和錯誤中學習」。 

 

三、倫理建制 

 

    （一）聯邦體系（The Federal System） 

美國在憲法中即見其倫理機制的規定。因為憲法中建構了政府的聯邦

體制，因此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各層級的倫理法規及控制系統，也便有所

區別。         

在「聯邦」層級中，所訂定的倫理法規及管制措施是既獨立且全面性

的，普遍實施於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例如財務公開、利益衝

突迴避、員工衝突，和聯邦政府的管理不善、欺騙等議題。但就各系統而



言，則分別有不同的細部規定。就立法系統而言，參、眾二議院都各自訂

立規範其委員的行為規則。參議院中，倫理問題屬於被選任的倫理委員會

的管轄範疇（within the scope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Ethics in the Senate），

眾議院則由「行為標準委員會」管轄之（within the Committee on Standards of 

Conduct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美國參、眾兩院對其議員舉凡利益衝突、收受禮物、收受政治獻金、

本職以外的任何收入，都有相當詳盡與嚴格的規範及限制，若有違反院內

之內規或甚至觸法，將會由其倫理委員會處理。倫理委員會可以做成各種

懲處建議，其中最嚴重的便是將其逐出國會，喪失議員資格，例如美國眾

議院即於2002年7月25日以四百二十票對一票的壓倒性多數，表決通過

驅逐涉及收賄、貪污的眾議員特拉費肯12。 

在聯邦的司法系統中，倫理問題如財務公開系統，係由「美國審判委

員會」（the Judicial Con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執行。 

在行政系統中，則設置政府倫理局，負責指導聯邦政府各機關部門個

別執行的倫理方案。 

「州」的層級也各有其相關的倫理法令（statutes）及管制措施，但屬

於司法權的範圍。州政府的倫理規範肇始於1967年，爾後逐步由各州自行

建立其倫理守則。 

此外，很多「地方政府」以條例（regulations）、命令（ordinances），或

政策的方式，發展倫理和課責的議題。 

     

    （二）倫理機制的基礎要素（Elements of an Ethics Infrastructure） 

        1、調查和起訴的機能（Capacities in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1）刑事審判制度（Criminal justice system） 

                                                 
12 特拉費肯被控告的罪名包括收受回扣、要求商界人士為其修理船隻及農場，以換取其為他們
在國會或立法時爭取好處（黃秀端，2002/8/6：中國時報 15版）。 



美國規範利益衝突的基本法律見於刑法（The basic conflict of interest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riminal statutes that appear in title 18 of the Unite 

State Code）。這些法令規範內容包括禁止行賄、利益衝突、薪水以外的額

外收入，和聯邦政府官員離職後的行為限制等。違反刑法相關規定的處罰

包括監禁五年。違犯民法部分，則課徵5000美元的罰鍰。 

觸犯刑法有關利益衝突的不倫理行為，係由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審理，包括由司法部犯罪處（Criminal Division of the Justice 

Department）的公共廉潔小組（Public Integrity Section），以及檢察官辦公室

（United States Attorney's Offices）進行調查和起訴。各機關的檢察總長也有

權調查可能違犯刑法的行為。一旦司法部門決定起訴，便依聯邦法院的法

定程序（regular processes）分別依民法或刑法進行審判，不服審判者可向

聯邦巡迴法院（Federal circuit courts）提起上訴，再不服的最後上訴機關為

美國最高法院（the Unite States Supreme Court）。 

     

 （2）行政懲戒制度（Administrative Sanctions System） 

    若倫理違犯案件尚不及司法起訴的程度，機關仍可依行政程序進行行

政上的制裁，檢察長室（the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設立之目的，即在

調查此類的情況。此外，行政部門的各機關本身，也可依照行為的管理標

準予以調查及懲處。處分的方式依違法程度分別施以懲戒、停職、免職等。

被懲處者若有不服，可向功績制保護委員會（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

提起上訴。再不服，則向聯邦法院提起最高上訴。 

 

      2、特定的倫理責任機構 

    （1）政府倫理局 

    根據1978年政府倫理法之規定，在人事管理局下設立之政府倫理局，

原只限於一個辦公室的規模。1989年，國會將政府倫理局獨立出來，採首



長制，設有局長一人，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任期五年。 

原隸屬於行政部門「人事管理局」的政府倫理局，主要在為行政部門

各機關所自行規劃之倫理方案提供政策性的指導方針。換言之，此系統是

分權的，各個部門或機關必須對各自管理的倫理方案負責，責任歸屬於各

個機關的首長或特別指定的倫理主管（Designated Agency Ethics Official，

DAEO）。 

政府倫理局與遍及行政部門中的 129 個機關倫理室（the 129 agency 

ethics offices）的倫理官員保持密切的關係。主要的職責及功能在提供資

訊、建議和輔助計畫的服務。政府倫理局也定期檢討各機關所實施的倫理

計劃；檢查各機關之財政公開系統，並提出忠告；提供倫理的相關訓練；

適時提供改善倫理方案的建議等。 

    在華盛頓特區以及各地方的政府倫理辦公室也會定期為倫理官員辦

理訓練研究講習會。聯邦的政府倫理局中也設立倫理資訊中心，隨時提供

資料予行政機關利用。各機關倫理官員間是透過政府倫理局的業務通訊和

定期發行的備忘錄方式進行溝通。此外，政府倫理局每年舉辦倫理研討會

來交換資訊，並試圖建立一個權威性的倫理社群。1994年，政府倫理局參

與一項提倡政府倫理的國際性會議，會議中，政府倫理局主張建立一個電

子公報委員會，希望以最快、最便捷、最直接的方式提供豐富的資訊給倫

理社群。 

 

    （2）其他具有倫理責任的行政部門機關 

    行政部門對列舉的倫理法規並沒有獨立的司法審判權，但某些行政機

關對於維持政府倫理、課責、和員工訓練之政策和規劃層次上，則具有很

重要的責任。 

    Ａ、直隸於總統的行政機關（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直隸于總統的廉潔效能委員會（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PCIE）和行政機關的廉潔效能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uncil on 

Integrity and Efficiency，ECIE），這兩個機關共同負責促進聯邦方案的廉潔

和效率訴求。聯邦採購政策局（the Office of Federal Procurement Policy，OFPP）

在行政機關中負責提供採購政策和行動指引，並在統一規劃聯邦採購條例

（Federal procurement regulations）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該條例是由聯邦採

購委員會（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ory Council）所頒佈。 

    Ｂ、美國司法院（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為貫徹實施聯邦政府有關利益衝突的法令，司法院可確認責任之歸

屬，並分別提起刑事或民事的訴訟，政府倫理局則有依法提交司法部審議

的義務。政府倫理局也和司法部內的法律諮詢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

OLC）共同商議政府倫理局所頒佈的法規，並定期就利益衝突的法令，與

法令諮詢室共同檢討。 

    Ｃ、檢察總長（Inspectors General） 

詐欺（fraud）、浪費（waste）和管理不善（mismanagement）的案件，

通常由檢察總長（Inspectors General）依據 1978 年訂定的檢察長權威法案

予以調查。 

Ｄ、功績制保護委員會（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MSPB） 

    本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機關，負責初審違犯倫理規則的案件，然後將

涉及刑法部分的初審結果提交司法部（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繼續審理，

至於僅涉及行政之部分，則送交原機關自行處理。當事人當然也可向功績

制保護委員會提起申訴，但無論如何，委員會有權利作成懲罰的先例。 

    Ｅ、特別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 

    特別檢察官的主要職權有二：1、調查任何合理懷疑可能違反法令、

不當管理、浪費公帑、濫用職權或危害公共安全衛生的舉發案件；2、與

功績制保護委員會共同合作，保護揭弊者，使其不受原任職機關因此而施

予不當的人事處置。 



    Ｆ、一般行政人員（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主要在為政府財產制定政策並加以管理和紀錄，並負責管制政府財

產、設備和工具的適當使用。 

    Ｇ、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人事管理局對於遍及行政部門的聯邦人事法律（Federal personnel 

law），具有廣泛的一般性責任。例如對於某些相關行為領域如內舉不必親

（nepotism）和賭博（gambling）等，也有責任。 

Ｈ、聯邦選舉委員會（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FEC） 

    美國聯邦選舉競選活動的過程受到聯邦選舉委員會所管制。委員會是

一個獨立機關，負責執行和實施1971年所制訂公布的聯邦選舉競選活動法

案（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of 1971），因此必須監督總統選舉公共資

金的運用及去向，並限制或禁止所有會影響聯邦選舉結果的獻金和支出。

另外，在州的層級上，各州也已制定各自的州選舉法（state election laws）。 

    Ｉ、國會會計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國會會計總署雖不隸屬於行政部門，但對行政部門的倫理問題則有很

重要的影響。國會的調查和審計權（investigating auditing arm）由審計長

（Comptroller General）發表意見，其所處理的倫理問題包括經常性的牟取

蠅頭小利（frequent flyer benefits），侵占款項和各種財政問題等。政府倫理

局負責聯邦方案的審計，並提供發現和建議報告。 

 

    3、有效的課責和倫理控制機制 

在行政部門中是以〈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APA）

來界定行政裁量和責任的界限。其中規定，有關判決（adjudicative）和規

則制定的程序（rulemaking proceedings），都有特別的必要條件，甚至部分

還具有憲法的基礎。 

行政程序法規定，任一團體或個人一旦認為行政機關之作為，有違犯



行政程序法所訂定標準的可能時，便可對聯邦法院提出上訴，而聯邦法院

有權駁回行政機關濫用行政裁量權的決定或作為。若再有爭議，則由美國

最高法院做最後的裁決。 

除行政程序法外，還有其他法律之訂定，試圖促進官員決策的透明化。

最著名的就是政府的「陽光法案」（the 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規

定政府除非有特別的例外情形，否則行政機關之決策諮詢或會議的過程及

決議，都應對民眾公開。 

此外，還有「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以及為管

理替行政機關服務之諮詢團活動的「聯邦諮詢委員會法」（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等。 

至於實質的公共服務，則以財政控制的手段予以規範。例如為促進公

共基金（public funds）的適當運用，訂定相關法規予以監督。此外，每個

機關的檢察長辦公室（Office of Inspectors General）也有權調查公共基金有

否濫用的情形。近來，財政首長的體系（a system of Chief Financial Officers）

也被賦予較大的課責。 

最後，國會會計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既是立法部門的機關，

同時也監督聯邦行政部門方案之制訂及運作。 

 

    4、倫理行為守則 

    由政府倫理局頒布的〈行政部門所屬員工倫理行為標準〉（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包含聯邦員工行為的

14項原則聲明（a statement of 14 general principles）。這些原則的主要概念是

公務員即是公共信託者（public service is a public trust）。這些規則也包含特

別的詳細指導規範（specific standards），例如收受禮物、餽贈、員工間的禮

物、財政利益衝突、公平、甄募、濫用職務，以及對外的活動等。 

    這些規則為雇員規定一致的、清楚的規範。同時，個別機關也可針對



其特定需求，制訂適用範圍特定的法規，來補充以行政機關為範圍之不

足，包括禁止財政利益，禁止外部活動和外部活動的優先批准。 

 

    5、專業的社會化機制 

    每個行政部門或機關都必須持續進行倫理訓練方案，以確保所有員工

都知道利益衝突迴避法和倫理行為標準的要求。機關也被要求為機關新進

員工施以倫理訓練，使其瞭解公務員的倫理義務。另外，某些特定業務性

質的的員工也須每年接受一段時間的倫理訓練。最後，雖然沒有硬性規

定，但有很多機關會為準備離職的員工作倫理簡報，特別是離職員工法中

有關義務的部分。 

    政府倫理局藉由指導機關倫理官員施行倫理訓練，有所謂的「訓練訓

練人員（train the trainers）」方案。政府倫理局也開發倫理教材，如倫理手

冊和錄影帶普遍發放各機關。政府倫理局每年負責策劃及進行政府倫理會

議。 

 

    6、公共服務的環境 

    雖然行政人員的薪水相對於私部門職位的薪水偏低，但對文官而言並

不造成太大的不利作用。反而是過去十年間政府組織精簡（downsizing）和

結構重組（restructuring）的趨勢對文官造成重要的影響。 

 

    7、政治性的支持：最高領導者的政策宣示 

    機關首長的支持對行政部門倫理方案的推行是很具關鍵性的，不僅是

對於組織氣候的樹立，並且實際確保機關將適當的資源用於倫理方案。因

為行政部門的倫理方案是各機關分權的，每個首長對機關倫理方案的規劃

及推行都責無旁貸，包括： 

 



    （1）對倫理功能的整體回應 

    美國政府倫理局負責為所有行政部門的倫理方案提供指導方針。至於

機關倫理方案的實際管理，則是每個機關的個別責任，並由每個機關的特

定倫理職位官員負責實際施行。 

    （2）應用方法的彈性變動 

    聯邦政府透過政府倫理局所頒佈的行為標準（the Standards of Conduct）

已更明確具體。不過，一般性原則（general principles）仍是不容忽略的。

而各行政部門所發展的訓練計畫不僅試圖讓員工熟悉特定規則（specific 

rule），並且發展健全的倫理判斷。 

    （3）一般原則及價值的確立 

    從行政部門行為標準之一般性原則敘述中，可顯現出公務員所追求的

一般原則和價值。聯邦公務員的首要義務是對美國政府及公民負責，以示

對憲法、法律、倫理原則的忠誠優於其私人利益。公務員是公共信任（public 

trust）者，人民期待公務員公平地行為，不給予任何個人或私人組織特別

優惠。公務員不能為私人利得濫用職權。員工應該保護非公共資訊的機

密，並且不能因私人利益使用此種資訊。最後，員工也被認為應避免任何

可能違犯產生法律或倫理標準行為的產生。 

    （4）政治關係的界限 

    行政機關中的各部部長、機關首長和行政主管，以及其他部分高層官

員、機要性質的聘僱人員等，都是由政治任命的。政務官（political appointees）

為所屬機關部門設定與美國憑依的哲學理念一致的政策目標。非政治性的

永業文官包括高級行政主管職（the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對於政策的

規劃和執行都與政務官相互影響，是以產生文官在政治與非政治間適當分

際的問題。 

    （5）保護揭發弊端 

    美國聯邦政府制定有「揭弊者保護法」，以保護公務員適當的揭發違



法、不當管理、浪費公帑、濫權或重大威脅公眾健康和安全的人。此法主

要保障揭弊者，免於受到被禁止的人事措施的報復。而特別檢查官辦公室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使雇員、離職員工，和應

徵者免於被禁止的人事措施。 

    （6）倫理之處理既集中又分權 

    政府倫理局為所有行政部門所推行的倫理方案提供指導方針，並且為

行政部門所有的官員和雇員（無論是政治任命或永業員工）公佈一致性的

倫理標準。個別的機關在政府倫理局核可下，可自行另定規章以補不足。

不過，倫理方案的實際管理是分權的，也是每個機關首長的責任。 

    （7）公開討論的過程 

政府倫理局就〈行政部門所屬員工倫理行為〉草案，與司法院（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人事管理局和白宮共同商議，繼之又在1991年聯邦

註冊局（Federal Register）公布，並邀所有利害關係人參與評論。1993年二

月三日生效。 

 
四、結語 

 

綜觀美國行政倫理法制包含立法機關之法律規範，以及行政機關之行

政命令配套措施，可說是建構相當健全的。 

以上種種努力大致已獲若干成效。而今的挑戰，是建立倫理方案施行

成效的評量標準。 

 

 

 

 

 



貳、英國行政倫理之發展 

 

一、公共服務的環境 

 

    英國的公共服務環境泛指其中央政府、地方機關及公營企業等。 

 

    （一）政府的公共信任 

    首需探討者，乃人民對政府的信心是否有低落的情形，或對公共服務

的品質有否感覺到下降的趨勢？ 

1994年，一項由Ivor Crewe教授所主持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人民

對英國政府及其所屬機關已普遍失去信心（Whetnall, 1999：23、30）。從統

計數據顯示，在1985年時，有百分之四十六的民眾同意大多數的公務員藉

由公共機構不當獲取暴利，而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民眾相信大多數的公務員

有高尚的道德規範。但到了1994年，數字結果分別為前者百分之六十四，

後者百分之二十八。人民對政府信心指數的大幅滑落，由此可見一斑。而

其肇因在於媒體對某些醜聞事件的大幅報導，而使得一般民眾對於公共服

務的水準感到不滿。為此，英國前首相梅傑於1994年成立「公共生活標準

委員會」（Committee on Standards in Public Life），亦稱「諾蘭委員會」（the 

Nolan Committee），希望藉此提昇生活水準。有趣的是其第一份報告的結論

與前項的調查結果並不相同，認為：一、公共生活的行為標準事實上並未

低落。二、公共生活的管理被更嚴密的審視。三、大多數人民仍能獲得較

高的生活品質。 

 

（二）影響公共服務環境的因素 

    一般而言，影響公務人員倫理行為標準之因素或壓力來源，可自外部

環境及政府本身內部分述之： 



1、外部壓力來源 

  此包括： 

（1）公共管理的共同新趨勢，以及OECD會員國的共同信念。 

（2）責任概念及機制之發展，包括公共組織中的財政責任。 

（3）要求公共部門公開化的壓力，及媒體應受更嚴密監督的呼籲。 

（4）部分對於接受公共服務者的抱怨。 

2、內部壓力來源 

    來自於公共服務本身內部之自我檢視及報告。例如，透過公共生活

標準委員會檢視公共生活的品質；對伊拉克之武器軍售調查案（亦稱「史

卡特調查案」，the Scott Enquiry）；國會檢察長調查權的擴增；強化行政

決策之司法審查；地方單位如學校、醫院或地方行政機關之績效結果出

版品等，皆是。 

    以上雖不能夠代表所有的因素，但是這些卻是非常真實，而且曾經具

有強烈衝擊力的壓力來源。 

 

二、創立倫理新機制 

 

    本節將論述英國近數年來為加強行政人員的行為倫理，所曾經發展的

制度及作法，並探討其背後之動機。 

 

（一）公民憲章（The Citizen’s Charter）的推動，1991年： 

1991年梅傑接任英國首相後即向國會提出「公民憲章」的改革構想與 

計畫，並在「內閣總署」（Cabinet Office）的「公共服務暨科學局」（Office 

of Public Service and Science, OPSS）下成立一個「公民憲章小組」，負責推

動此項革新方案。 

「公民憲章」的原始構念是認為公共服務對所服務對象之顧客負責並



提升公共部門的服務水準，乃是一國政府運作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公

民憲章」的最主要目的在於改善公共服務的品質、促進資源運用的最大效

益、將公共服務接受者視為消費者，以及賦予公民自由選擇服務提供者的

權利。為達成上述目標，1991 年英國政府出版《公民憲章政策白皮書》，

期望透過下列的改革途徑來達成：包括民營化、競爭、外包、功績俸、公

布績效目標、出版服務標準資訊、提供申訴程序、獨立調查權、以及錯誤

服務的矯正措施等。 

    此憲章包括六項原則： 

1. 標準（standards）； 

2. 資訊和公開化（information and openness）； 

3. 選擇和諮詢(choice and consultation)； 

4. 禮儀和有益性(courtesy and helpfulness)； 

5. 把事情做好（putting things right）； 

6. 金錢的價值（value for money）。 

這些都對公務人員的行為產生直接的影響。 

    至1997年為止，《公民憲章》共有四十二項主要內涵，其中包含了所

有重要的公共服務項目，並預先設定民眾所期望的服務標準。此外尚有八

千多個地方性的公民憲章，主要針對地方性的服務功能如警力、消防等所

作的規範（OECD,1997:280）。 

 

（二）開放政府（Open Government）的提倡，1993年∼： 

  根據公民憲章之公開原則，於是政府之作為公告在1993年7月出版之 

《政府公開白皮書》上，內容包括非法定的規範、關於得知個人以及健康

安全資訊之法定權利等，一方面促使政府機構及其相關作為更透明化，也

使得官員更具有責任感。在這樣的規範之下，促使政府公開資訊，而無法

再對某些特定政策有不公開的藉口而流於黑箱作業。 



（三）公共機構委員會(Board of Public Bodies)的運作，1994年： 

    主要是針對該委員會成員的財政規範守則（Treasury Code of Best 

Practice for Board Members of Public Bodies）。此種規範之訂定，是來自於公

共會計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Public Accounts）有鑑於一般性財政規範之

付諸闕如，從而所制定出的產物。主要對象是針對那些不在政府層級之

列，卻又是大型的、具有實質責任，卻又不受政府控制之行政機構。其構

想是來自於對公私合營機構中，有關私人部分財政責任概念的衍伸。其涵

蓋了公共機構委員會所有成員的義務和責任，對事務之指導、審計、公開

化、成員之課責，以及財產登記等。 

 

（四）文官守則(Civil Service Code)的訂定，1995年： 

  此守則之涵蓋對象包括內閣閣員以及一般公務人員，其中規定所應遵 

循的規章，尤其在面對上級不當命令之壓力時，所應採取的立場及依循的

步驟。此準則也賦予公務人員在面臨管理不善或運作不良時，有自我反省

及覺察的能力。 

 

（五）官職任命之指導(Public Appointments Unit Review of Guidance on 

Public Appointments)，1995年： 

  這是針對官職派任時，對其派任之程序，及應負擔之責任所作之指導。 

 

（六）公共生活標準委員會(Nolan Committee)的成立，1994年： 

  這個委員會是梅傑首相在 1994 年為回應其閣員因醜聞所引起的軒然 

大波而成立的，特別是在國會中兩位議員被控收賄之後。 

1995年，委員會在經過為期數週的公聽會廣徵意見後正式提出七個公

共服務原則，要求所有公共服務者遵行： 

 



1、無私原則：完全依據公共利益進行決策。 

2、正直誠實原則：公共服務者不應受到任何財務等誘惑而影響職務

之執行。 

3、客觀原則：根據功績標準進行諸如採購、人事任用或獎勵等公務

運作。 

4、課責原則：為其決定及行動向民眾負責並接受檢驗。 

5、公開原則：決定和行為的過程應盡量公開透明。 

6、誠實原則：誠實申報個人任何與職務相關之利益。 

7、領導原則：以身作則勵行這些倫理的期待。 

同年，內閣也接受委員會的報告建議，訂定〈部長行為守則〉（Ministerial 

Code: A Code of Conduct and Guidance on Procedures for Ministers），內容探討

了公共部門應具備的倫理水準，並對為建立更高的行為標準提出建言。2001

年修訂為共147條條文，分十個面向說明部長之行為規範，包括政府與部

長關係、部長與議會關係、部長與部會關係、部長與非政治性文官關係、

部長的選區和政黨利益問題、部長差旅行為、部長如何陳述內閣政策、部

長的個人利益問題，和部長應繳納的老年年金等（施能傑，2003：20）。公

共生活標準委員會係一個常設委員會，會持續配合政府對於某些事項的特

殊決定，且其可追溯較早的建議事項有否落實。 

     

  （七）史卡特調查案（Scott Inquiry）的進行，1992年： 

  伴隨著"Matrix Churchill case"而來的調查，主要和八０年代對伊拉克的 

軍火販售案有關。資料來源包括許多資深的內閣官員及首相，其重要性甚

至大於公共生活標準委員會的報告，但媒體卻只將其視為是一種政策的辯

護。 

     

 



（八）其他國家的經驗所造成的影響： 

  與英國最主要類似的國家是澳洲和紐西蘭，並與美國一樣，都希望建 

造一個高效率、低花費的政府。其他歐洲國家則有不同的立法及行政結構。 

 

三、倫理機制的基礎要素 

 

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個人或機關，可獨力確保倫理機制之合理性，以

及維持公共服務的整體水平。於是，公務人員既為公僕，則順從倫理的標

準規範便是每一位公僕的基本要求，而在文官的任用上，也就特別要求其

對倫理規則的遵守，例如收受禮物或餽贈，以及政治活動的限制參與等。 

從前文看來，英國的倫理機制頗受其首相的強力支持。由首相授權如

倫理講習會般運作，以確保委員會在決定公共生活之倫理標準上扮演關鍵

性的角色，並負責監控倫理行動之持續。 

    由於公共服務的倫理價值標準與時俱移，因此始終很難訂定共同遵守

的倫理價值規範，直至公共生活標準委員會提出第一份報告，其中提出七

項公共生活的原則，包括無私、正直、客觀、責任、開放性、誠實和領導

氣質，使得公共服務的方向有較明確的原則可依循。 

    大體而言，公僕對部長負責，部長對國會負責，並沒有任何外在的權

威來源去強制約束這種關係。所以公僕和國會間並沒有直接的監督或隸屬

關係，國會亦不需直接針對文官，承擔額外的義務，只規範公僕或公務人

員在職位上不得兼任兩種工作。 

    至於英國有關揭發弊端之規定，則少見著墨，因為認定揭發弊端是人

與人間相互信任的殺手，因此對於機關內或特定人員之不法或不合理行

為，都傾向以表達關切的方式來解決。 

    但是，對於明顯違反行為規則的公務員，其懲戒方式則明訂於1993

年二月起生效的〈公民服務管理規範〉中。其中規定： 1.不得濫用官方資



訊；2.政治公平性；3.利益上的衝突；4.公僕對部長的義務；5.退休或辭職

後接受相關職務的規定（即旋轉門條款）。相關的法令有：1. 1906年和1916

年的貪污腐化防制法；2. 1911年和1989年的政府機密法案；3. 1993年的

違犯公義法案：支持公務員拒絕不法或過分不合理的任務。基本上，公僕

不應該試圖破壞政府的政策決定和行為，在這樣環境之下，公僕必須執行

指令，依據政府決策命令而行，但是最後仍應依據自身的良知倫理判斷，

作出符合社會公義價值的取捨。 

 

參、香港行政倫理之發展 

 

不同的環境系絡，會影響不同的行政倫理價值產生，因為在不同的社

會環境下，有不同的官僚角色定義，以及面對不同的問題時，都會有不同

的情境處理。而行政倫理既然也是對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自然性的反映，

則其概念亦因而隨著行政組織、行政過程，以及個人在官僚中的角色扮演

而有所轉變。 

 

一、香港行政倫理發展的人文特色 

     

香港的行政倫理發展強烈地反應出不同時空環境系絡所造成的影

響，因而展現出兩種極具不同典型的人文特性：1.殖民地的行政；2.強烈的

中國社會特質。 

 

（一）殖民地的行政特質 

香港在1841年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其政府組織結構最主要有兩個部

分，一是行政局，負責一般政策的制定；二是立法局，為重大政策的同意

機關。因此在香港，資深的行政官僚菁英擁有相當大的政策制訂影響力，



他們深深地影響了議程的設定，以及政治制度的規劃等等，在決策過程中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及地位。 

香港在1997年以前為英國的殖民地，行政上受到當時母國政府相當大

的干預及影響，因此長期以來無法建立獨立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政策管理

機制來反映當地的利益，例如截至1985年為止，立法局的議員都不是由人

民投票選舉產生。在這種環境之下，講求效率以及追求公務績效便成為行

政上的重心，連帶地使得其行政機制上的有效運作，也成為香港最引以為

傲的地方。 

    香港的行政組織結構頗類似於韋伯的官僚組織體制設計。其運作的中

心價值理念，以及對於公務行政倫理的要求，幾與韋伯的主張相同。然而

更重要的是，在香港，具有回應性的政府變成官僚能力的同義詞。一般對

於現在行政人員的要求，都是傾向於一種高度分化的、專業化的職位能

力，但是在香港，由於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加上當初英國統治時為了便

利性的考量，於是要求公務人員具有廣博的能力，可以多方位處理不同職

位的業務要求。 

    除了能力之外，也要求公務人員的客觀中立，以及對組織層級的忠

誠。在中立上，可細分為意識型態中立、政治中立，以及道德中立。在香

港，個人德行的要求並不是重點，其行政運作能否確切達到功效才是追求

的目標。香港公務人員中，雖有99%為中國人，但是卻要遵從英國的政策，

服從層級的指派。換言之，行政機關的作用，僅是英國母國的政治控制工

具而已，因而深具英國行政文化的色彩。 

 

    （二）強烈的中國文化社會特質 

香港社會的另一項特質，就是其與中國的高度同質性。 

同為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華人地區，香港在許多方面與中國社會具有

高度的同質性，例如二者同樣有政治、行政不分的情況，行政與政治間具

有顯著的關連性。而同受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香港對於公務人員的道德



要求甚高，甚且視為最重要的前提。受到功績制的影響，「能力」也是不

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而要求行政官僚必須是具有廣博能力者。此外，香

港與中國一樣，其官僚組織之設計皆傾向於權威的層級節制式，都是層級

分明的。 

然而即便如此，也並不表示香港沒有自己的特質，許多人認為他們具

有強烈的香港認同，尤其香港以位居貿易轉口港的地理位置，在受到西方

文化的強烈衝擊下，其特質也逐漸與傳統中國漸去漸遠。尤其是中國社會

傾向人治，而香港則有法治的色彩；其在意識型態上也有所不同，香港的

官僚意識型態較傾向於韋伯式的官僚文化；此外，中國官僚具有政治化的

色彩，但是香港的官僚則追求行政上的中立。 

    Lui（1994）在分析香港的行政倫理時便指出，政治與文化二者都影響

了香港的行政倫理，但似乎以政治因素的影響力較大。其中主要原因是，

西方官僚的價值理念與英國政府殖民威權管理的傳統是相輔相成的，甚至

已成為合法化殖民統治的工具。但是自一九八０年代中期開始，因為預期

一九九七年中國將接收香港之事實，香港的行政官僚開始有了轉變，從以

往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轉變成開始注意人民需求的官僚文化（引自

單昭琪，1998：359），對於行政倫理價值觀亦有所異。 

 

二、不斷變遷的行政倫理價值 

 

    歷經大時代的遞嬗，香港的公務倫理價值理念也隨之更迭。傳統觀點

是建立於韋伯理想型的官僚概念，亦即公務人員主要在致力於達成先決的

特定政治目標，渠等只是達成特定目的之工具而已（Goodnow，

1990;Wilson，1887；引自Lui and Cooper，1997：301）。因此所謂行政倫理，

是一種對於組織、以及對本身職位認同感所做的規範。因為具有團體道德

的本質，所以必須在自己的職位與工作上力求表現。但是這種要求在一九

九七年回歸中國後面臨下列三種環境的變遷，使得官僚價值也隨之更迭： 



1. 官僚權威的下降：隨著九七之後政權的移轉，英國殖民行政官僚的

傳統產生質變，使官僚統治權威受到政治重組的衝擊。 

2. 政治民主系統的發展：1984年，香港立法局有了首次的人民直接選

舉將香港的政治系統逐漸予以民主化。 

3. 公務人員的信心危機：九七回歸之後至今，由於對未來的不確定

感，以及對聯合宣言和基本法的不確定性，香港的公務員普遍產生

信心危機，對日後的發展充滿疑慮。 

    香港由於受到上述因素的影響，再加上環境的快速變化，因此變動性

太大的情況下很難有一個長期而明確的政策產出，而是必須具有高度彈性

的。同時，官僚也逐漸重視選擇資源的政治權威，與以往的能力取向有所

不同。而對於中立與層級忠誠的要求，亦產生妥協的情形，人脈關係開始

變得非常重要。 

    要瞭解香港文官行政倫理中不斷變遷的價值，就必須先瞭解香港文官

的特質。自傳統觀點來看，香港文官被認為是有效能地達成政治目標的工

具，因此中立是一種美德，同時道德或政治的偏見，都可能使文官偏離忠

誠及層級權威。技術能力是其必備條件，但對塑造一個負責任行為定義而

言，專業的價值理念仍然無法全然取代法律的規定及組織由上而下的層級

指導權威。雖說就某種程度而言，官員也是一種理性的自利主義者，所以

古典學派也允許官員在行政過程中考慮其自利的動機，但無論如何，如果

牽涉到官僚組織內部的報酬制度及組織的既定目標，則自利的程度同樣必

須限定在合法的範圍內。 

    由於政治與行政不再截然分立，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部分學者也開始

對「中立倫理」（ethic of neutrality）及「結構倫理」（ethic of structure）是

否適合再作為公共服務的道德標準提出懷疑。他們認為，這些確保課責性

的傳統機制已因官僚權力不斷擴大而逐漸不適用，但他們並不贊成縮小裁

量權的範圍，而是建議以加強公務員的個人責任感方式來解決。問題是，



對香港文官而言，層級權威仍佔有極大重要性與影響力，但卻與現代民主

國家「回應性選擇」（reflective choice）的標準背道而馳，終致難以在二者

間求取均衡。 

 

  三、廉政公署的成立 

     

論及香港為世人所矚目的的端正政風、肅貪倡廉成效，就不得不提及

其於1974年所成立「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的角色與職能。 

廉政公署的成立源於六０及七０年代，當時香港社會賄賂成風，尤其

在一九七三年涉嫌貪污的警務處總警司葛柏在接受調查期間潛逃回英

國，更引起社會震撼，民怨沸騰，群起上街抗議。有鑑於事態嚴重，香港

政府旋即委任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成立調查委員會，一九七三年港督麥理

浩正式宣佈成立一個獨立的廉政公署，全力打擊貪污。一九七四年二月十

五日廉政公署依據「總督特派廉政專責公署條例」成立。 

其使命為： 

「致力維護香港公平正義，安定繁榮，務必與全體市民齊心協力，堅

定不移，以執法、教育、預防三管齊下，肅貪倡廉」。 

其目標為： 

「以有效方式調查和檢控貪污，積極推行防貪措施以杜絕貪污機會，

教育市民認識貪污的禍害及爭取他們對肅貪倡廉工作的支持」。 

其主要任務為： 

（一） 接受貪污舉報、執行調查任務。 

（二） 審查政府及公共機關之辦事慣例、方式及工作程序，期以檢查

引致貪污之漏洞與機會，並謀求改善之道。 

（三） 向政府或公共機關首長建議更改不良慣例與作業程序，減低可



能引致貪污之機會。 

（四）引導市民認識貪污之害處，並鼓勵以行動參與「肅貪倡廉」行

列。 

 

由上可知，廉政公署在肅貪倡廉目標下，採取調查、預防與教育三管

齊下之方式，其規範及教化對象不僅政府機關和公務員，尚包括民營與公

共事業所有機構及組織成員。 

廉政公署共編制一三三六個員額，組織層級除廉政專員辦事處及行政

總部外，分設執行處、防止貪污處及社區關係處三個專門防制貪污之部

門。廉政專員及所屬人員職權獨立不隸屬任何政府行政部門，直接向香港

總督負責；財政經費亦由獨立開支項目撥出，經獨立審查委員會審議，港

督批准即可。此用意在維持廉政公署行使職權之獨立超然地位及公信力。

但為避免權力過大及濫用職權的可能，另由行政長官委任社會各階層的領

導人士及相關的公務機關首長或其代表，組織四個獨立的諮詢委員會，包

括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防止貪污諮詢委員

會，以及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會，並由非官方人士出任主席，負責指導

及監察廉政公署各方面工作的推行。除上述四個委員會外，另外成立獨立

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若有民眾投訴對該署或該署人員之不滿，

委員會便會著手進行審查，並建議廉政專員採取行動（黃榮護，2003：12- 

13）。 

如前所述，廉政公署之組織設計係以執行處、防止貪污處及社區關係

處為主軸，而形成三叉式（three pronged approaches）的組織設計。其中執

行處有效地嚇阻貪污，防止貪污處不斷執行檢查並矯正政府各種行政程

序，二者展現了政府肅貪倡廉的利器與決心；但成立一個專責的公共事務

管理部門—「社區關係處」，主要任務在教育民眾的價值信念，進而改變

其態度，爭取公共支持，才是廉政公署進行肅貪反腐社會改造（Social 



Reengineering）成功的關鍵所在，例如在社區關係處長期而普遍的社區教

育下，使得民眾不能忍受貪污的比例便從 1993 年的 36.7％、1998 年的 80

％，到2000年的83.7％；當民眾愈不能忍受政府的貪污行為，結果民眾對

政府部門的投訴案件也從 1974 年的 86％、1984 年的 60％，到 2001 年的

39％（黃榮護，2003：13），有逐步下滑的趨勢。換言之，當倡廉反貪形成

全民之共識時，也才是香港廉政公署的功能得以發揮極致、政治行政清明

之時。 

因此，廉政公署最重要的職務內容不在事後消極的肅貪，而在於事前

防貪的預防，也即「社區教育」的重視及推行，除弊行為反而是整個廉政

作為的最後階段。藉由社區關係處經營社區關係而加強與民眾的溝通，包

括利用公益組織、非營利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甚至社區中的村里長、公

教人員等，都可以作為政府施政的社區聯絡人，此乃營造廉政公署組織效

能最重要的真正源頭，對廉政公署的形象管理及建立香港肅貪防腐的一致

強烈共識，具有相當關鍵作用；其次才是疏導民怨、揭發弊端；最後則是

建立公信與互信的關係。如此作為才能使政風機構的角色更加多元，更可

以扮演好政府與民眾溝通的良好管道，而不僅僅是在整肅貪瀆而已。13這

是香港在其廉政效能頗受好評之時，值得吾人同時惕勵警醒之處。 

 

四、結語 

 

    香港對於行政倫理的實踐偏重負面倫理行為（尤其肅貪防腐）的矯

治，並在法治及教育並行下獲致良好的成效；但有關新公共行政的正面倫

理價值在具有濃厚華人色彩的香港有無實踐的可能，則不無疑問。因為    

要實踐新公共行政的價值，也就意味著香港必須放棄原來舊有對於層級忠

誠與中立的要求，同時要實踐如Rohr所說的憲政價值（regime value），這對

                                                 
13 引自江明修教授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三日臺北市政府九十年員工端正政風座談會中之談話。 



香港來說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也有相當的風險。因此，要在香港

實踐新公共行政的價值，找尋一個新的基點，有其現實上的困難。 

    新的香港基本法中雖曾提供一個新的價值取向與標準，但是由於是由

中共政府所訂定的，所以要能具有新公共行政的倫理價值，可能性並不高。 

     

肆、澳洲行政倫理之發展 

 

一、公共服務的環境 

 

    近年來，澳洲與其他國家同樣面臨下述議題：公共支出的迫切需要、

民眾對政府提高公共服務品質的期待，以及要求政府決策過程的透明化。 

    大部分國家開始採取各種公共部門改革方案，以試圖提高政府績效。

澳洲政府的改革焦點在於如何使金錢發揮更大的價值效益、更符合民眾顧

客的需要、更以績效結果為導向。為達成此三項目標，澳洲政府的因應措

施是：使公共部門更有效率、更具成本效益；提升服務的品質；加強政府

的課責性。澳洲政府並認知到，公共部門若能更有彈性、更具策略性，則

服務品質自然能夠提升；而也唯有良好的治理，才是大規模地改善國家經

濟效益的重心所在。 

    在澳洲，雖然有愈來愈多的人認為，公共政策應藉由市場制度來傳

遞，而計劃和服務也可透過私人或非政府部門來執行。但是，也有許多人

堅持，良好的公共服務不應僅指服務品質的效率、效能而已，否則其與私

部門何異？於是，有一項針對工業及經濟上的考量而產生的爭論：公共服

務是否或可以滿足社會需要到何種程度，及其在民主社會中扮演的角色。

澳洲公眾認為私人服務與公共服務是有差別的，根據1994年「澳洲經濟計

畫指導委員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澳洲人民或許並不完全滿意政府的



表現，但是他們仍然認為許多服務仍然應由政府提供，例如從垃圾收集清

運（75﹪）到警政（70﹪），從學校（65﹪）到醫院（67﹪）等。 

    澳洲政府的績效同時受到大眾傳播媒體的監督批評，以及民選團體代

表的指摘，而且也未受審計長（Auditor-General）、監察人（Ombudsman ），

以及國會議員委員會（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的好評，尤有甚者，更

認為「公僕即是官僚」。 

    在澳洲，所謂公共服務績效意指服務的品質、所耗費的成本，以及其

服務的態度而言，可說是一項服務工業（service industry）。所有行政的提

供都必須效率、效能、公正、倫理地符合顧客的需要，並為其服務績效負

責。這種觀點在過去十五年來造成澳洲公共服務環境的劇烈變革：為了提

供更好的服務，滿足大眾的利益，並改善服務的態度，公共行政的基本價

值包括倫理的行為、公平客觀的態度，以及功績的觀點，都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視。 

    所謂績效，以及所謂績效管理，對於不同的人來說，其意義是不同的。

就澳洲公共服務而言，過去十年來所謂的績效，都是針對各階段的改革方

向及達成的成果而定。早期是以財政管理為重心，所以致力於公共支出的

控制，資源管理及會計流程的改善，尤其是希望能達到計畫的目標。接著

從事組織結構的革新，及方案規劃的改革，前者在致力於組織結構的扁平

化，但卻造成分權與負責之間的不均衡，後者則重視規劃方案時，有關文

化的變遷，例如加強其課責程度，並致力於達成方案的目標。工業的改革

意味著更高的工作參與率，加強適應工作環境變遷的管理能力，並改善幕

僚之間的關係。商業上的改革，主要指政府提供服務的傳送管道，所以應

加強提供商業服務的各項專業技能。而最近澳洲公共服務的共同改革重

心，則一致傾向於改善政府各機關單位的公共服務績效，包括系統及制度

上有關流程的安排、制度的結構、預算的過程，以及方案的規劃及決定過

程。 



    如今，對澳洲公共服務而言，績效係結合了下列三種價值理念：一、

有效率、效能地達成目標，二、倫理及課責的行為，三、一個安全、健康

的工作環境。因為澳洲人民不只關心政府提供了什麼服務，更關心這些服

務是否以倫理、負責的態度提供，因此，政府人員的行為倫理標準便非常

重要。 

 

二、創立倫理新機制 

 

澳洲的公共服務試圖突破傳統的制約，以全方位整體觀點管理公務員 

的公務行為，其可自下列三面向之互動窺其梗概： 

1、制度（systems）：指與管理公務員有關之立法、政策、合議及科技

等。 

2、技能（skills）：指公務員必須具有的技能及知識，以負起最基本的

公務責任。 

3、文化（culture）：指一個組織運作及管理其所屬員工時之價值、倫理、

態度，及行為等。 

上述三者在管理公務組織時，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吾人觀諸澳洲的 

公共服務績效時，卻可發現其中始終存在各有偏廢之缺失，例如近來澳洲

人力資源管理議題盛行，因此便偏重加強組織管理者及其所屬之知識及技

能。結果發現，其實一個適當而倫理的行為，對公共服務的績效管理而言，

恐怕才有更大的助益，因此澳洲政府最近也開始倡議以策略性途徑管理其

政府員工之倫理行為。 

 

    （一）在制度層次上 

    為了激發澳洲公務員的倫理行為，由「管理指導委員會」（Management 

Advisory Board，MAB）指導，制訂「國家公務員行為指導原則」（the Guidelines 



on Official Conduct of Commonwealth Public Servants），並交由「公共服務委

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PSC）執行。在「指導原則」中規定公

務員的行為標準，尤其特別強調誠實、廉潔、正直、對公眾的回應性、公

正而衡平的決策，以及專業的作為。 

    「國家公務員行為指導原則」於 1979 年制定，1987 年第一次修正，

1995年再度修正，增訂之議題包括1988年優先法案（the Privacy Act of 1988）

的部分條款、對於財政改革之相關課責、更強調公正衡平的理念、處理弊

端揭發及詐欺行為，以及其他更多有關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修正後的指

導原則也規範了政府、國會，及公務人員三者間的專業關係。 

    為指導公務員的行為，管理指導委員會於1993年出版二種重要的出版

品，其一是《建構一個更好的公共服務》（Building a Better Public Service），

內中列舉公共服務的主要價值理念；其二是《國家公共部門之課責》

（Accountability in Commonwealth Public Sector），為澳洲國家公務員的有關

課責議題提出建言。而今管理指導委員會正著手進行第三種出版品，為其

公共服務提供一個完整的倫理架構，並試圖以個案探討的方式提供更務實

的建議。 

 

    （二）在技能層次上 

    「公共服務暨功績保障委員會」（the Public Service and Merit Protection 

Commission）針對基層主管召開一連串國家層級的研討會，並從事職場主

管的倫理行為管理訓練，以促進公務員行為指導原則及管理指導委員會出

版品中，相關價值理念的實踐。 

     

  （三）在文化層次上 

    藉由學術期刊論文之發表探討，提供適當的倫理行為標準建議，供全

體公務員遵循參考。 



三、倫理機制的基礎要素 

 

在澳洲，政府的倫理政策是在管理指導委員會的指導下，由公共服務 

暨功績保護委員會負完全的責任。至於日常生活中公務員倫理行為的維

持，則由各機關及各首長負責。  

    根據1993年管理指導委員會所出版之《建構一個更好的公共服務》出

版品中，首次陳述公共服務的主要價值理念，包括： 

 

1、 對政府負責（responsiveness to government）； 

2、 以結果為導向（a close focus on results）； 

3、 以功績作為用人的基礎（merit as the basis for staffing）； 

4、 正直、廉潔及行為的最高標準（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probity, 

integrity, and conduct）； 

5、 對課責的強烈認同（a strong commitment to accountability）； 

6、 透過團隊及個人作持續的改進（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rough 

teams and individuals）。 

    由於公務員的倫理行為及倫理判斷深受其價值理念的影響，因此有必

要建構一套有關公務員義務的法律規範，於是制定了「公共服務法規」

（Public Service Regulations），其中規定公務員的主要義務範圍為下列各項： 

1、 以技能、知能及不偏私的方式善盡職責； 

2、 合法、合理的行為； 

3、 誠懇而禮貌地對待其他同事； 

4、 避免浪費公共資源； 

5、 公開可能的利益衝突，並迴避這些衝突； 

6、 不因個人的偏好及利用裁量權的機會，作圖利自己的決定。 

而根據1995年修正之「國家公務員行為指導原則」之規定，增列下列 



各項： 

1、 涵蓋對象包括各部會首長及國會中的所有成員； 

2、 公共評論； 

3、 參與政治及相關產業的活動； 

4、 財務及其他方面的利益； 

5、 弊端揭發； 

6、 詐欺。 

     

綜合澳洲倫理機制的基礎要素，如下： 

     

（一）調查的能力 

    公務員違反公共服務法者，通常都會受到司法的起訴，並由澳洲聯邦

警察負責調查。調查權行使的範圍，包括刑法、所得稅法、消費者法案，

及社會安全法案中所規定的詐欺、不法使用被禁止的財物、資訊的濫用或

洩密等行為。 

    對於違反公共服務法規者，先由所屬機關成立調查小組負責調查，所

受之審判，除依刑法規定外，其任職機關亦可根據公共服務法之規定，施

以懲戒、罰鍰、減俸、調職，或免職之處分。 

 

    （二）特定的倫理專責機關 

    如前所述，公共服務暨功績保障委員會在這方面有其特定的職責，例

如設定一個可以促進良好的行為，並處分不良行為的政策架構；根據公共

服務法規，發展出處分不良行為的詳細程序；對機關提供建議及指導，甚

至協助其自訂適合該機關的行為守則；以及，接受不服處分者的上訴。 

    此外，管理指導委員會對於澳洲整體公共服務，亦有指導的責任，例

如其訂定之公務員行為指導原則，便提供了澳洲公共服務的倫理架構基



礎。 

 

    （三）有效的課責及控制機制 

    機關的績效與其控制機制息息相關，例如審計長根據每年的財政收支

計畫作財務的稽查及控制，或者針對特定機關調查後向國會報告調查結

果，因此，國會可根據機關之績效，對機關作嚴密的財務控制。此外，參

議院的「立法委員會」（the Legislativ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也直接對高

級文官提出的方案計畫支出情形作直接的監控。「國家監察長」（the 

Commonwealth Ombudsman）制度則負責處理因為某機關之作為所遭致公眾

的反彈。 

 

（四）行為／倫理守則 

    根據公共服務法規，制定適用於全體公務員之行為倫理守則，詳如前

述。 

     

（五）專業的社會化機制 

各機關有責任促進良好的行為，並支持公共服務暨功績保障委員會所 

做的任何決定及安排，同時必須發展持續性的教育訓練方案，而通常委員

會的代表們會參與這些教育訓練方案。 

 

（六）公共服務的環境 

    高級文官及高級主管除了每年固定調薪外，員工個人也依據其表現績

效給付酬金。而績效表現中，最基本的在要求其維持倫理的行為。 

 

    （七）政治上的支持及允諾 

    澳洲的公共服務向來以廉潔及專業化名聞遐邇，其重要性並為歷屆首



相及各部會首長認同及支持。公共服務委員會的委員也數度在公開的演講

中強調廉潔的重要性，因而能成就澳洲整體公務環境行政倫理的良性循

環。 

 

四、結語 

 

    未來澳洲的「公共服務暨功績保障委員會」勢必對其公共服務領域仍

然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力。而澳洲對於維持倫理行為的基本價值理念，如公

平、公正、廉潔、功績原則等，仍會不遺餘力。因此，政府不僅要關心所

達成之績效如何，甚至要重視是如何達成的。換言之，面對下一個世紀的

來臨，澳洲的公共服務仍然堅持會以倫理行為及課責機制為重心。 

 

伍、各國行政倫理機制之比較 

 

「民主化」是時代潮流趨勢，而一國政府受到人民信賴的程度，則是

影響該國民主化程度的重要關鍵。是以世界各國所致力推動的行政革新或

政府再造方案，都是提倡以顧客服務為導向，以績效評量為重心。 

然而弔詭的是，雖然各國政府致力於推動以民意取向，或以顧客導向

的行政革新方案，結果卻仍然無法力挽人民對其政府逐漸流失信心的事

實。箇中原因，主要來自於部分政府官員違悖倫理的行為，引發人民對政

府整體的不滿與失望。 

    由於一般人民鮮對所謂的政府作嚴格的區判，以致於無論是其政務官

或事務官，也無論是行政部門或立法部門，其中的成員一旦發生違犯倫理

的行為，且被媒體大幅報導，而成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時，即使個案，

也將變成一種現象，而嚴重地斲喪人民對政府的整體信賴。例如最近臺北



市部分不肖警員的擄妓勒贖案件便被視為整體的警風敗壞。同樣的，許多

國家的歷史重大個案事件，例如美國水門案件，也多引起該國人民對其政

府公信力的懷疑。 

然而，有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重大事件之發生，亦未嘗不是改革的契

機。是以為了提升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吾人應儘速加強政府成員對公務倫

理的認知，而建立完整的倫理機制則是其落實的手段之一。 

       

一、倫理基礎建制（ethics infrastructure） 

 

所謂倫理基礎建制，包括所有促進公務倫理、防制行政貪污之制度措

施及組織結構（the institutions,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ey have for promoting 

ethics and countering corruption in the public service），故其構成要素包括靜態

方面的法令明文規定，以及動態方面有關政府提倡倫理的相關具體作為。

至於如何建構一個具體可行的倫理機制，各國容或有寬嚴程度上的差異，

但勢在必行則為一致的共識。根據OECD會員國的美國、英國、澳洲、芬

蘭、墨西哥、荷蘭、挪威等國家倫理機制之介紹，可發現各國共同關注的

焦點及作法，最重要者，在重新界定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to redefine 

values），亦即尋求一種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時代思潮（ethos）。Langford（1991）

曾說：「如果沒有明確而一致的倫理價值，來具體指示我們應做何種行為，

以及不應做何種行為，那麼就很難在組織中形成一種約定成俗的倫理文

化；如果我們對於何謂〝對的〞事情沒有一致的共識，那麼我們勢必很難

予以實踐」。而透過西方民主政治思潮的演變，行政倫理的概念已由過去

依法行政的單一思維，漸趨向公平、正義、專業、負責等多元價值的考量。

此外，訂定新的行為守則；重視揭發弊端之程序；以及要求相關公務人員

申報財產及利益等，亦多是各國的共同作法。 

    各國根據其各自的國情及文化，對於建制一個適合各該國的倫理機制



容或有些許差異，但根據 OECD在綜合各國所作的分析後提出建構一個完

整的倫理機制須具有下列八項基礎要素（OECD，1996；OECD，

2000:24-25）： 

 

    （一）政治領導的支持及允諾（Political commitment） 

  如果政府的領導者對於不倫理行為能夠明確地表示無法容忍的態度， 

那麼自然能為人民的公共生活樹立一個最低限度的標準。甚而，若能鼓勵

具有正面倫理的行為，將能提升公務倫理的水準。 

亦即，行政倫理要能真正發揮清明吏治的功效，變應擴大行政倫理標

準的應用對象及範圍。於是，吾人有必要向其他公務部門負責人，尤其是

首相、國會成員、司法界人員推展公務倫理。因為當我們以高標準要求行

政文官的倫理行為時，卻並未同時要求機關首長及國會成員同時遵守，使

得公務倫理的提倡及施行遭遇瓶頸。在政治層面上，倫理主要在促進公共

利益的實現，並為社群提供一個好的政府。然而我們有可能要求政治人物

遵行倫理規範嗎？答案令人存疑，尤其當大眾默認「政治是高明的騙術」，

並習以為常時，又如何要求政治人物誠實、廉潔、負責？對此，Sherman

認為吾人毋須過分悲觀，因為澳洲已發展出各部會首長的職責指導方針，

並且成效良好（Sherman，1998:18~25）。 

為了促進公共部門的行政倫理，目前OECD會員國有普遍將行政倫理

的實踐提升至政府層次的趨勢，例如英國政府便由首相於 1994 年成立了

「公共生活標準委員會」；葡萄牙在1993年由「政府行政現代化秘書處」

簽署政府義務憲章；荷蘭在1995年由內政部長發起調查政府廉潔的運動；

美國於1991年成立直隸於總統的「廉潔及效率委員會」，以及韓國總統於

1999 年八月宣示反貪污等，足見政治領袖的參與，及親自率領樹立新模

範，對於推行一國之行政倫理，將有極大的正面作用。 

茲舉一具體實例是，即使是貴為美國前第一夫人的現任參議員希拉



蕊，也因為其針對白宮八年歲月所撰寫的《活出歷史》（Living History）回

憶錄，與出版商Simon & Schuster達成鉅額稿酬交易而被提交參議院道德委

員會審查14
（中國時報，2003/5/1：A11版），雖然最後裁決未違反規定，但

此例對其他參、眾議員無異已產生警示作用，除了規範政治人物的謹言慎

行外，相對地帶領國家政治行政清明風氣的提升。 

而另一個於近日（西元 2003 年 1∼7 月）發生的更具體實例是，香港

財政司長梁錦松的「買車避稅」事件。梁錦松因為在香港政府大幅調整汽

車首次登記稅前買車，再加上該稅賦係由梁所擔任主席之預算策略小組會

議所作成的決議，因而遭人檢舉刻意避稅、以權謀私，而引發香港輿論對

渠作為一位財長所應具備誠信、廉潔奉公、利益衝突迴避等基本品格的質

疑，並由廉政公署專案調查後將結果送交律政司處理中。雖然此期間適逢

香港非典型肺炎（SARS）風暴，但調查過程仍在輿論的壓力下照常進行，

終而使得梁錦松在司法尚未作出懲處前，因為公眾對政府信任的輿論壓力

而先行辭職15。 

 

（二） 可行的行為守則（Workable codes of conduct） 

  即使OECD會員國在公共管理上已逐漸減少對公務員的法律命令強制 

規範，而多改採管理的方式，但不可諱言地，公務員的行為守則仍是相當

重要的。例如澳洲、紐西蘭等國便為其公務員訂定行為規範，澳洲的公共

服務法案甚且於1999年重新即時更新。 

  但是行為守則最常遭致之批評，若非太過特定化而適用範圍狹窄，即 

是太過原則性而不夠具體，難以應用。再加上公務員所面臨的行政倫理困

                                                 
14 希拉蕊係在聯邦參議員就職前數週與 Simon & Schuster公司達成出版回憶錄的鉅額預付稿酬
交易。該書標榜是她「白宮歲月開誠布公的完整記錄」，已於 2003年 6月 9日出版，出版商已預
付希拉蕊八百萬美元的稿酬；參議院道德委員會最後裁決，該項交易並未違反參議員業外收入的

規定。 
15 詳見此期間之一系列新聞媒體報導。 



境往往是極為複雜的，於是有時反而憑添執行上及應用上的困難。因此，

如何訂定一個具有可行性、可以具體落實的行為守則，便十分重要，否則

再嚴密的規範，亦不過淪為形式具文而已。 

 

（三） 專業的社會化機制（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mechanisms） 

  專業的社會化機制包括教育及訓練等活動，是指一個可以對公務員不 

斷施行再教育，使其有效地學習並接受倫理規範及行為標準，並培養公共

服務價值理念的過程。因此，「訓練」是非常重要的，透過職前訓練或在

職訓練，既可喚起初任公務員的倫理自覺，也可為管理者樹立良好的角色

模範。 

（四） 一個協調倫理機制的機構（Ethics co-ordinating body） 

此一機構可能以多種不同的型態存在，例如在國會中設置委員會，或

在政府機關中設置特定的機關單位等是。這個倫理體制也可能有多種不同

的功能，其一者，如兼具調查機能之「監察」（watchdog），例如英國西南

部的威爾斯市有獨立的防治貪污委員會；其二者，有「諮詢及建議」

（counsellor and advisor）功能，例如英國的公共生活標準委員會、美國的

政府倫理局、加拿大的倫理諮詢局等；其三者，有「一般促進會」（general 

promoter），例如紐西蘭的國家服務委員會、以及挪威的勞工及政府行政部

等。這個倫理組織應統籌協調所有倫理活動的規劃及進行。 

 

（五） 支持性的工作環境（Supportive public service conditions） 

  公務員的高標準倫理行為與其工作待遇其實是一體二面的。如果公務 

員認為其薪資待遇太低，工作負荷過重，或對工作有不安全感，那麼也就

很難強求其能進一步改善其包括倫理方面的作為。因此，一個與其工作相

當之待遇及環境，使其無後顧之憂，是相當重要的。例如近來各國大力推

行的行政革新或政府再造方案，皆偏向以精簡政府組織，或裁減政府的公



共支出為主軸，結果造成組織內部成員人人自危，因為不安全感而無心工

作，甚而另覓他職，結果是，試圖減少資源浪費，卻產生更多的工作需求；

緊縮機關預算，從而使人員的升遷無望；凍結調薪，以致於無法與私人部

門的薪資結構相匹敵。凡此，皆對人員的士氣有不利的影響，進而影響其

服務水準。是以組織精簡的趨勢對文官造成的間接負面衝擊，始料未及卻

也值得吾人進一步探究。 

 

（六） 一個有效能的法律結構（Effective legal framework） 

  一個有效能的立法結構係指一套完整的法令規範，除了明確定義公務 

員的行為標準外，並可透過此套法令所賦予的調查及起訴機能，懲處、規

範公務員的不法行為，以促使公務員進一步實踐行政倫理。是故這個有效

能的立法結構，可說是整個倫理機制基礎結構的最主要關鍵。 

要檢視一國行政倫理的法律結構，可先由全民適用的刑法中有關公務

員規範之規定，尤其是利益衝突的部分著手。最基本的要求是，刑法中就

必須確切訂定公務員的利益衝突迴避原則。 

 

（七） 有效的課責機制（Efficient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一個健全的公務員課責機制，可說是政府行動的最高指導方針，因為 

吾人可據之評估所達成的結果如何，亦即評量公務員的作為是否真正達成

以顧客為取向的目標；並檢視該結果是否經由正當程序達成。 

這個課責機制必須包括內在及外在課責機制。前者指機關內部自我檢

視的行政程序（internal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亦即所有行政行為都必須

有書面的明文紀錄，同時也必須有評量所有機關績效之廣泛過程。外在課

責機制指立法或國會委員會的監督機制。揭發弊端亦屬外部控制的方式之

一。 

簡言之，一個有效能的課責機制，必須足以使公務員不輕易違犯不倫



理的行為，相對的並能激發倫理的行為。 

 

（八） 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Active civil society） 

  一個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社會中，公民是政府官員行動的守門 

人，也是政府活動最終的監督者，所以一個有效而正當的公共行政產出，

必須有一個公民積極參與的社會配合，然而此有賴社會中提供正確而充分

之資訊，始能有效達成。 

 

  二、倫理機制的功能 

 

綜合說來，倫理機制的八項基礎要素分別具有控制（control）、指導

（guidance）及管理（management）三種功能。其中立法結構及課責控制機

制是屬控制的功能；行為守則及專業社會化則屬指導功能；而一個協調機

制及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則屬管理的功能；而政治領導人對倫理的強烈認

同及支持，則是所有功能、建制的維護者及最後的穩定來源，如圖 3-1 所

示。                 

藉由倫理機制之八項基礎要素檢視前節所述OECD會員國的行政倫理

機制及作為，可發現其中部分國家是採用指導及管理的方法，例如澳洲；

有的國家則較傾向採用控制及懲罰的手段，例如美國。究採何法較為有

效，可謂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但是就組織管理的角度而言，過度的控制

可能反而使公務員有礙手礙腳的束縛感，而容易將「多作多錯，少作少錯，

不作不錯」奉為行為圭臬。於是，一個法令多如牛毛的社會國家，其政府

之所以反而沒有太多作為，其原因也就不難理解了。再加上貪污之盛行往

往與管制太多有關，因此有論者認為要解決貪污問題，則適度的解除政府

管制，讓部分公共事務得以市場競爭方式公開地進行是必要的手段。但是

相對地，控制太少也會發生錯誤的行為，例如造成資源的閒置、浪費，或



誤用、濫用，甚至因為規範不夠嚴謹，讓文官有為非作歹的可乘之機。因

此，其間的分際是無法確定而甚難拿捏的。然而，無論如何，人民對政府

的公共信任是來自於其是否有一個有效的倫理機制，此時，上述八項基礎

要素便須同時考量。至於如何設計一個完整的、可行的行政倫理機制，則

是要根據各國不同的國情文化、政治行政環境而異其八項要素的分配比

重。 

 

 

政治上的認同 

  

                          政治領導 

   ⋯⋯⋯⋯⋯⋯⋯⋯⋯⋯⋯⋯⋯⋯⋯⋯⋯⋯⋯⋯⋯⋯⋯⋯⋯⋯⋯                 

                          控    制 

 

               立法結構               課責及控制 

   ⋯⋯⋯⋯⋯⋯⋯⋯⋯⋯⋯⋯⋯⋯⋯⋯⋯⋯⋯⋯⋯⋯⋯⋯⋯⋯⋯ 

                          指    導 

 

               行為守則               專業社會化 

   ⋯⋯⋯⋯⋯⋯⋯⋯⋯⋯⋯⋯⋯⋯⋯⋯⋯⋯⋯⋯⋯⋯⋯⋯⋯⋯⋯ 

                          管    理 

 

               協調機制               良好工作環境 

 

圖2-5  倫理機制要素及功能圖 

資料來源：OECD,1996：136 



而OECD也在1998年依據其內部公共管理委員會（Public Management 

Commission）所研擬之〈公務倫理管理原則〉（Principles for Managing Ethics 

in the Public Service）增修為〈改善公務倫理行為建議案〉（Recommendations 

on Improving Ethical Conduct in the Public Service），以作為會員國檢視行政倫

理的參考架構。管理原則共計十二條，詳述如下（OECD，1998：1∼6）： 

 

（一）公務倫理標準應予明確訂定 

公務人員必須瞭解職務要求以及行為界限的基本原則與標準。易言

之，對於公務人員所應謹守的行政倫理核心原則與標準，必須明確陳述，

藉以規範公務人員的行為。例如建立各機關之間的共同認知，以建立行為

管理之規範。 

（二）行政倫理標準必須以法制方式呈現 

符合法令規範是約束公務人員行為規範的最低標準。法律與法規可以

明訂文官的基本價值，同時成為公務行為的指導方針，甚至是調查、懲戒

與起訴公務人員失職行為的指涉架構。 

（三）所訂定的行政倫理指南必須對公務員有效用 

專業的社會化過程有助於公務員培養面臨特殊情境時所必須具備的

判斷力及能力。例如訓練，可激發公務員倫理的覺醒，並培養倫理分析及

道德推理的能力。又，藉由超然無私的忠告，有利於塑造倫理的環境，並

能促使公務人員有勇於面對倫理困境的勇氣，提高解決倫理衝突的意願。

此外，透過在職訓練與機關內部諮詢管道，亦可協助公務人員體會行政倫

理的深刻意涵，提高倫理標準的應用能力。 

（四）公務人員面對業務疏失之爭議時，應該瞭解自身之權利與義務 

例如公務人員在面對業務疏失之爭議時應遵循的法規程序及正式的

權責關係。 

（五）政治上的支持對公務人員的倫理行為具有正面的強化作用 



政治領導階層有義務藉由法律與相關制度的奠立，來強化公務人員的

行政倫理認知及行動指導方針。 

（六）行政決策過程應透明公開 

公民對於公務機關權力之運用及資源之使用，應有知的權利，所以決

策過程應力求民主化、透明化，使公民監督容易進行。此外，堅守資訊公

開原則，並保有獨立的媒體，同樣能強化政府決策過程的透明度。 

（七）訂定明確的公私部門互動指導原則 

公務部門與私人部門間的互動規則應予明確界定，俾利規範公務人員

的行為，例如政府採購法與退職人員的旋轉門條款等。尤其在公私部門互

動日益頻繁時，行政體系的核心價值尤應受到重視。 

（八）政府管理階層應率先示範倫理的行為，並予以強化 

政府管理階層對於倫理行為除應為表率，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之外，並提供適當的誘因機制，例如令人滿意的工作環境及有效能的績效

評量制度。 

（九）舉凡有關管理的政策訂定及作業流程等，都應以強化行政倫理

為基本考量 

有關管理的政策，不應僅止於要求公務員遵守最低的行為標準，甚且

應明確宣示全體文官所應追求的理想價值。在講求積極服務的二十一世

紀，政府角色不應侷限於消極的依法行政，並一逕要求人民順服，甚且要

主動追求公益之實踐。 

（十）工作環境條件與人力資源管理，都應以強化行政倫理為考量 

公務人力資源之任免及運用，應符合功績原則及公開的考選銓敘，以

培養公務人員的廉政觀念。 

（十一）公務體系中應具備合理的課責機制 

公務人員對於上級長官及公民應有課責性（accountability）。課責

性應力求行政倫理原則與成果的達成。課責機制可以自組織內部、政府整



體或公民社會來建立，設計時則必須同時兼顧「適當控制」與「彈性管理」

二原則。 

（十二）對於行政疏失行為，有適當的罰則及處理程序 

建立獨立的調查機制是推行行政倫理的必要條件之一，藉由公正的程

序及收集充分的資訊，以考核並防範公務人員的違法或失職行為。 

 

至於建立完整倫理機制的手段，各國不一而足，可由立法機關以法律

定之，亦可由行政機關以行政命令定之，但揆諸各國之作法及施行成效，

可發現最能健全倫理機制者，莫過於法律與行政命令二者相互為用。但仍

要力求避免失諸繁瑣，以免造成公務員應用時有抗拒、反彈的心態。 

 

 

 
 

第三節  我國行政倫理施行現況分析 

     

回顧我國在中國傳統與近代強人統治的威權體制下，整個文官系統呈

現泛政治化的特質（蔡良文，2000：17），例如林濁水即在一場由考試院

等單位主辦的「政治變遷與文官體制研討會」上直陳，過去的國民黨政權

時代，「本省人是無法升遷的」現象（林濁水，2000）。即使在 2000 年總

統大選結果造成政權轉移，民進黨首次取得國家最高執政權，然國家最高

領導人的意向及態度仍然影響文官制度及生態。例如，陳水扁總統就任之

初雖然強調文官體系著重安定，但在就任三個月後，因為連續發生九二一

災後重建效率不彰、進度遲緩；八掌溪工人因政府救援不及而溺斃事件，

凸顯行政體系行動力及彈性應變能力之不足；以及高屏大橋斷橋事件，墾

丁龍坑油污案等，認為由此顯示行政體系的官僚顢頇、應變不足，既引起



政界、民間對整體公務員的撻伐，也使得陳總統認為改革文官體制及生態

勢屬必然。 

嚴格說來，我國公務體系中並未建制一套完整而獨立的「行政倫理

法」，而是散見於各種法令中，其中除了〈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

激勵辦法〉勉強可歸納為正面行政倫理範圍外，其餘諸如公務員服務法

等，概屬負面倫理行為之規範。 

    本章目的即在檢視我國實施行政倫理的現況，其中著重法制面的分析

探討。 

 

壹、現行相關法令   

 

    本節所介紹之公務員，係指一般性的事務官，至於法官、檢察官等雖

屬廣義的公務員，但屬特定性的公務員，故不在本節探討之列。16 

 

一、公務員服務法 

 

1995 年 12 月修正通過；2002 年 6 月 27 日考試院院會修正通過之「公 

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下簡稱「修正草案」。 

    公務員服務法全文共二十五條，是我國公務人員行為的基本準則，也

是我國公務員倫理行為的主要法律依據。其中重要規定有：「依法行政、

服從命令、保守業務機密、利益迴避原則、行為誠實謹慎勤勉、執行職務

不得規避推諉稽延、不得假借職務之便圖利他人、非依法令不得兼任公職

或業務、離職後不得擔任民營企業部分職務等」。歸納言之可分為以下四

                                                 
16 關於特定的倫理規範，例如法官有民國 84年 8月 22日司法院函令發佈之「法官守則」，檢察
官則有民國 85年 6月 24日法務部函令發佈之「檢察官守則」。 



類： 

 

    （一）抽象層面的精神要求 

    1、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執行職務。（第一條） 

    2、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第五條） 

    3、公務員執行職務，應力求切實，不得畏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

稽延。（第七條） 

    （二）公務員不正當行為的禁止事項 

    1、公務員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及冶遊、賭博、吸食煙毒等足

以損害名譽之行為。（第五條） 

    2、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

機會損害他人。（第六條） 

    3、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符合特別規定者不在此

限；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或公務秘密而為營利事業者，依刑法

論斷。（第十三條） 

4、公務員於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

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第

十四條之一）。此規定即所謂的「旋轉門條款」（revolving door）17。 

5、公務員不得對屬官掌管事件，有所關說或請託。（第十五條） 

6、公務員於所辦事件，不得收受任何餽贈；有隸屬關係者，彼此不

得贈受財物。（第十六條） 

7、公務員對與其職務有關係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享

受其他不正利益。（第二十一條） 

     

                                                 
17 民國 91年 8月 15日考試院院會通過之〈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中亦見此旋轉門條款規定。 



（三）公務員應主動作為的義務 

    1、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機關機密之義務，退職後亦同；未經長官許可，

不得以私人或機關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第四條） 

       為建立文官中立的制度與概念，並明確釐清公務員效忠的對象，

修正草案中則修正為「應絕對保守國家機密及公務機密」，（中國

時報 2002/6/28：6）。 

    2、公務員辦公應依法定時間，不遲到早退。（第十一條） 

3、公務員除法令所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

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第十五條） 

4、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迴避。

（第十七條） 

 

（四）公務員與長官之關係 

1、長官就監督範圍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

所發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第二條） 

    然根據修正草案之建議，未來公務員有正當理由認為長官命令違

法者，應負起向長官口頭或書面報告的義務。長官接受報告後如

果仍堅持其命令未違法，於再次命令時，「應該以書面下達」，以

釐清法律責任歸屬。此修正條文主要目的是希望清楚釐清長官與

部屬間服從命令之責任及義務，並且保障部屬免除因長官「口說

無憑」而承擔起執行的違法責任18（中國時報，2002/6/28：6），

矯正過去一貫「功由上賞，過由下罰」之弊端。 

2、 公務員對於兩級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上級長官之命令為準；主 

管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令，以主管長官之命令為準。（第三 

                                                 
18民國 91年 8月 15日考試院院會通過之〈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中亦見此規定。 



條） 

綜觀我國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的確可提供公務員具體而明確的倫理

遵循方向。惟從目前行政倫理思潮來看，則顯然除弊有餘，興利不足，缺

少激勵、專業尊重、公益性與積極性等（呂育誠等編譯，2000：410；賴

維堯，1998：57∼58）。 

 

二、貪污治罪條例 

     

（一）公務員自新條款 

法務部研修中的〈貪污治罪條例〉擬增列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謂公務

員自新條款，以「既往不咎」的觀念鼓勵犯行賄罪、要求財物在五萬元以

下情節輕微貪瀆罪行之公務員，勇於出面自新，但須在立法公布起一年內

為之，由檢察官以不起訴處分不追究其貪污罪責（中國時報，2001／12／9：

1版）。 

 

（二）財產來源不明罪 

法務部另一項研議中的變革是增訂第六條之一的「財產來源不明

罪」，亦即涉嫌重大貪瀆罪，在其犯行「前後一年內」所獲得或增加的財

產總額，如果超過同時期薪俸所得「一倍以上」，必須對其可疑之財產來

源負有說明義務。若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拒絕說明，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中國時報，2001／12／9：

1版）。 

    法務部之所以增訂此條款，主要係參酌香港的立法範例。根據香港〈防

止賄賂條款〉第十條規定：「任何人士，如屬政府雇員或曾為政府雇員，

而所維持的生活標準，高於與其現在或過去薪俸相稱的標準者；或所支配

的財富或財產，與其現在或過去薪俸不相稱者，除非能向法庭做出圓滿的



解釋，說明其如何能維持該生活標準，或如何能支配該等財富或財產，否

則即屬違法」。法務部認為，香港政府此一「推定貪污」（或稱舉證責任倒

置）之規定，把刑事訴訟有關無罪推定的舉證責任轉換由被告的公務員負

擔，亦即公務員對其所有金錢或財產與其所得來源不相當，又未能提出合

理的說明時，法院就可以「推定」該名公務員觸犯貪瀆罪嫌，對不法公務

員有強力恫嚇作用，也是香港廉政公署肅貪的主要利器（中國時報，

2001/12/9ａ：4）。 

    然而此一師法香港的法律，與我國法律明示的「無罪推定」原則（亦

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相違（中國

時報，2001/12/9ａ：4）；再加法務部長陳定南在立法院接受有關拉法葉艦

弊案總質詢時表示：「我國不像香港，即使相關當事人被查出財產來源不

明，也不能就說是貪污」（中國時報，2003/3/22：18）。使得此規定究否得

以立法，仍存有爭議。 

     

（三）劃清圖利與便民之界線 

    為了釐清「圖利」與「便民」之間的模糊地帶，使公務員改變保守心

態，勇於積極任事，立法院於2001年10月25日同時通過〈刑法〉和〈貪

污治罪條例〉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在於未來公務員除非違背法令、直接、

間接圖利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並因此獲利者，才構成犯罪，使圖利

罪的構成要件更加具體明確。其中將圖利罪修正為「結果犯」，並以「明

知違背法令」、「圖私人不法利益」為構成要件，使得「圖利國庫」及「未

發生得利結果」（即未遂犯）的行為排除在圖利罪之外(中時晚報  

2001/10/25)。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其施行細則 

 

此「迴避法」於 89年 6月 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 7月 12日公 

佈施行。受規範的對象包括正副總統、五院院長、政務官等為主，事務官

部分則僅及於「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 

凡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第六條）。所稱利益衝

突，只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第五條）。 

在施行細則中明訂所謂的「利益」，包括「其他財產上」權利如礦業

權、漁業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或著作權等，及「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

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包括貴賓卡、會員證、球員證、招待券或優

待券等利益，凡此公務員均應自動迴避（聯合報，90/8/31：8版），違者最

高處五百萬元罰鍰，所得財產利益追繳；違反強制迴避規定之原則者，最

高可處七百五十萬元罰鍰。 

 

 

四、行政程序法 

   

1999年3月通過，2001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程序法乃是陽光法 

案的底層基礎，也是掃除黑金與杜絕不當關說的制度性保障（葉俊榮，

2000/7/9:中國時報）。期望藉由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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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對行政之依賴」（第一條）。 

    為此，行政行為除應受法律之拘束（第四條）外，並應秉持明確原則

（第五條）、平等原則（第六條）。而當有多種方法達成同樣目的時，應選

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第七條），並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確保人民對政

府的信賴（第八條）。至於裁量權之行使，則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第



十條）。行使職權時，若涉及與己有關係之當事人，則該公務員應自行迴

避（第三十二、三十三條）。以及，行政機關之資訊應秉持公開原則（第

四十四條），以杜絕關說或不當利益干預的機會等。 

 

五、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19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由考試院 

擬具後函請立法院審議，目前已完成一讀，並由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中。 

    本草案主要適用對象係一般行政機關有給專任文職人員及公立學校

職員等。主旨在規範公務人員從事政治活動的範圍，以及一旦違反行政中

立時之責任問題。 

    根據草案之規劃，公務人員從事政治活動可分三層次： 

 

    （一）從事政黨活動 

    公務人員亦為公民之一，享有憲法上賦予之基本參政權，故允許其加

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亦得擔任其職務，惟仍不得違反公務人員兼職之

有關規定；至於上班時間應盡忠職守為全體國民服務，下班後則既恢復單

純之國民身份，則承認其有從事政治活動之完全自由。 

 

    （二）政治捐獻 

    為確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不偏不倚，避免其利用職權或受上級長官影

響而為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政治捐助，爰

予規定禁止從事上開行為。 

 

                                                 
19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是由考試院擬定，現在法律名稱已改為「政治中立法草案」，正交付
立法院審議中（引自呂育誠 2000：412註 2）。 



    （三）參選、助選及其他政治活動 

    為避免公務人員經登記為公職候選人後，仍運用職權作為競選資源。

自登記為公職候選人之日起至投票日止，依規定須請事假或休假。助選時

亦不得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1）主持集會、遊行或連署活動。（2）

在辦公場所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書或其他宣傳品。（3）在大眾傳播

媒體具名廣告。（4）其他經考試院以命令禁止之行為。 

    限制公務人員之政治活動，乃係鑑於公務人員應超出黨派為全體國民

服務，而非僅為一黨一派服務，故公務人員違反行政中立，原則上應負懲

戒責任。惟倘若違反程度達觸犯刑法規定時，當可依法課以刑事責任。 

 

六、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員懲戒法係針對公務員違反其行政責任時所應接受之懲處或懲 

戒。其中第二條規定：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受懲戒：一、違

法。2、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七、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本法於民國82年6月制定，是台灣第一個「陽光法案」，期望藉由財

產申報制度之建立遏阻不當的金權勾結，以端正政風20
。須申報財產之規

範對象中有關事務官的部分，僅限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各級政府

機關首長。（第二條） 

    本法亦有關於利益迴避之規定。凡公務員對其主管、監督之事務或非

主管、監督之事務，有因職權、機會或身分而涉及本身、家族、財產受託

人之利害情事時，應行迴避。（第九條） 

                                                 
20 民國八十四年七月十二日修正通過之新法中，增訂第七條有關財產須強制信託之規定。 



 

八、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 

      

〈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於 91年 8月 15日由考試院會通過，其中重要

規定包括（聯合報，91/8/16：4版）： 

 

（一）旋轉門條款 

    有關公務人員退離職後利益迴避的所謂旋轉門條款規定，考試院從

「職務禁止」修正為「特定行為禁止」，明定公務員離職三年內不得擔任

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

業務之股東或顧問。對此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則認為限制過嚴，恐無法讓諸

如電信等公營人才的專長適時在民間同業中發揮，建議將限制改為兩年，

因而本案分別有考試院版及行政院版不同意見。考試委員幾經討論，決議

兩案併陳交立法院審議。 

 

（二）相對服從主義 

    草案中明定公務員對長官監督範圍內之命令才有服從義務。如認為所

下達命令違法，公務員應負口頭或書面報告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

未違法，並以書面下達時，公務員應即服從，但其因此所產生的責任由該

長官自負全責。 

 

（三）應禁止的行為 

    公務人員應禁止的行為，包括不得罷工、不得兼任以私人營利為目的

之公司或團體職務；以及不得為圖不法利益而關說、請託或推薦人員於職

務上之行為，不得贈受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等21。 

                                                 
21 草案中並授權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公務人員基於公務禮儀及公共關係需要所贈受財物之處



第三十一條：公務人員應遵守行政中立，不得利用職權從事政黨或其 

政治團體之活動或勸募政治捐助。 

  第四十二條：公務人員除法規規定或長官監督範圍內之指示執行職務 

外，不負其他義務。 

 

九、公務人員品德及忠誠特殊查核辦法草案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 91 年 6 月 7 日研擬完成的〈公務人員品德及忠

誠特殊查核辦法草案〉，主要係針對初任、調任各機關辦理國防、外交、

科技、情治、財經、大陸等六類事務，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業務的常

任文官，將在告知當事人情況下，函請法務部調查局事先辦理品德及忠誠

特殊查核。查核內容共有十二項，包括：是否於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與

曾從事陰謀破壞、間諜活動、叛國恐怖活動、煽動暴動或其他非法方法意

圖推翻中華民國政府之人員有密切關係；未經許可或授權，與外國情治單

位、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官方或其代表機構聯繫接觸，或受其利誘脅迫；

原為大陸地區人民，經來台設籍定居者；本人、三親等以內之血親、繼父

母、配偶之父母或配偶於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二日開放赴大陸探親後，曾

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連續居留一年以上，或擔任黨務、軍事、行政或

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務者；在我國居住並已符合取得申請該國

國民之資格；或在外國享有教育、醫療、福利金、退休金等福利；尋求或

取得外國官方之身分；擁有或使用外國護照或曾在外國服兵役；最近有五

年有財產申報不實或與品德有關而受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行政懲處等。由

各機關成立人事甄審委員會，對於相關人員查核結果，審酌其情節及擬任

職務的性質，如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之虞，即不得任用為該項

                                                                                                                                            
理規定。 



職務。這項草案將依行政程序法完成公告程序後，陳報行政院核定，並會

同考試院正式發佈實施。 

    然而這項草案的部分內容甚至立法精神頗受質疑。首先，其調查權及

審核處置權皆由行政院所轄機關行使，並以行政命令方式發佈，與美國擬

派任各部司處長人選由ＦＢＩ調查後交由參議院公聽會審議，再經全院投

票通過後總統才能予以任命；以及在任官員的忠誠問題經ＦＢＩ調查屬實

後，須移交法院審訊之情形迥異。換言之，我國刻正研議中的忠誠調查辦

法使行政權有獨大之嫌（陸以正，2002/6/22：15）。其次，部分業務目前即

有相關政風及出入境等單位在管制，而另由法務部調查局負責相同業務，

有多此一舉的質疑。第三，也即忠誠辦法存在與否的最根本質疑。反對論

者認為此規定乃執政者藉「國家安全」之名正當化其政治統治的手段，更

何況國家忠誠對象究竟是「中華民國」或「台灣共和國」不無疑問。22 

    有鑑於此，人事行政局長李逸洋在92年3月26日列席立法院法制委

員會時針對此草案表示，未來公務人員須辦理忠誠查核的職務，改以正面

表列，適用對象則以「科長以上關鍵職務」為主，總計約一千多個（中國

時報，92/3/27：11版）。 

 

十、其他相關法規 

   

係指未單獨立法，而散見於各種相關法規的有：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 

1、忠誠查核 

2002年 1月 29日修正通過之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四條第二款、第三款

                                                 
22 例如總統府國策顧問金美齡便有著「中華民國」頭銜，卻一意反中華民國，而使一般人有政
府對「國家忠誠」認定存在雙重標準的質疑。 



增訂「各機關任用公務人員前，應先查核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公務員

的職務若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相關機關得辦理『特殊查核』，但各

機關應將各種查核結果告知當事人，使其有陳述意見及申辯之機會」之規

定。23 

 

2、迴避任用 

根據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

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

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

迴避任用」。 

3、貪污犯行 

根據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

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二）刑法 

例如前交通部長機要秘書駱志豪之洩密案，潘希賢、劉冠軍洩密棄逃

案、海軍士官父子案。 

    2001年 10月 25日立法院通過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文修正草案，公務

員對主管或監督的事物，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利自己或其他私人

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萬

元以下罰金，所得利益沒收，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價額（中時

晚報，2001/10/25）。 

 

（三）公務人員保障法 

                                                 
23 根據此規定，於是有研擬中的「公務人員品德及忠誠特殊查核辦法草案」。 



公務人員面臨法令規範及上級指示間相互扞格時，本法第十二條規

定：「公務人員長官或主管對於公務人員不得作違法之工作指派，亦不得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公務人員為違法之行為」。 

 

（四）公務人員考績法 

公務人員得考列丁等予以免職之情況，包括：一、挑撥離間或誣控濫

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有確實證據者。二、不聽指揮，破壞紀律，

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者。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造成重大不良後果，

有確實證據者。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公務

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第六條） 

公務人員得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予以免職之情況，包括：一、圖謀

背叛國家，有確實證據者。二、執行國家政策不力，或怠忽職責，或洩漏

職務上之機密，致政府遭受重大損害，有確實證據者。三、違抗政府重大

政令，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有確實證據者。四、涉及貪污案件，其行政

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五、圖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政

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據者。六、脅迫、公然侮辱或誣告長官，情

節重大，有確實證據者。七、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情節重大，有確實證

據者。八、曠職繼續達四日，或一年累積達十日者。（第十二條） 

    由前述所有相關法令之介紹可知，對於公務員行政倫理規範概皆偏向

負面行為之禁制性規定，除了多屬抽象性、原則性之規定而很難要求公務

人員具體遵守外，甚且紛亂沒有系統；法令過多、法令模糊，甚且有相互

衝突者，也讓公務員有縛手束腳的窒礙感，對於進一步要求公務員能有公

民回應之積極性，無異奢求。 

例如一項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委託台灣刑事法學會進行的〈公務



員涉及刑事案件之類型化研究〉24的結果便顯示，「法令不明確」是致使公

務員犯罪的最主要原因。該研究指出，近五年內公務員涉及刑事案件經判

決確定者共 386案中，以涉及圖利罪者最多，計有 270案，占 41.8％；其

次是偽造文書，占 37.5％；第三是利用職務詐財；第四是竊取侵佔公用公

有器物罪，占 9.3％；第五是竊取侵佔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器物罪，

占 7.4％。至於公務員的犯罪原因，其中以「法令不明確，致不當行使行

政職權」排名第一，占四成九；次為人情關說，占四成二；值得注意的是

「上級施加壓力」占二成六，排名第三；民眾為便利行事而送紅包或送禮

品，占二成二，居第四名（林東茂，2002）。 

    公元二千年政權輪替後的新政府，在其《政府再造白皮書》第一章〈價

值文化再造，建立回應型政府〉中雖然也指出，「行政治理文化層次的變

革是工業化民主國家政府再造的主要工程，其遠景方向為：創新變革優

先、民主行政優先、責任行政優先、人道關懷優先和倫理行政優先，透過

深植這五項核心價值文化，體現一個高度回應民眾需求的政府，回應更廣

泛社會層次民眾的期盼」。事實上，其與舊政府的思維路徑是相仿的，二

者之區別端視其作為是否真正落實執行（蔡良文，2001：28）。 

 

貳、施行機關介紹 

 

  一、目前主要執行機關：法務部及其所屬相關機構 

   

我國目前的行政倫理制度設計及執行措施，最主要的目的在達成政府 

的廉能政治，並由法務部負責策劃、督導及執行。而現在所推動的廉政工

作係以「肅貪、防貪」為主軸，防貪乃防患在先，肅貪則矯治在後，職司

                                                 
24 該研究係台灣刑事法學會接受經建會委託，就近五年內公務員受偵查、起訴、判決確定、不
起訴、無罪等刑案進行整理分析，並對 96位受刑人進行訪談所獲得的結果。 



機關計有檢察、調查及政風等三個司級單位。在執行廉政與肅貪工作上，

政風機構以防制貪瀆及發掘案件為主，調查單位加以蒐證偵辦，檢察機關

則依法予以追訴。 

 

（一） 檢察機關 

法務部為推動檢肅貪瀆工作，除在部內設置檢察司外，並配合法院審 

級，設最高法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臺灣高等法院臺中、臺南、

高雄、花蓮分院檢察署、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及二十個地方法院

檢察署等。主要在偵辦及起訴公務員貪瀆之案件。 

 

（二） 調查機關 

法務部之調查機關主要為其直屬之調查局。調查局轄屬各調查處、廉

政處及調查站。依據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調查局掌理有關

危害國家安全與違反國家利益之調查、保防事項。故調查局的主要任務在

確保國家安全、維護國家利益及保障民眾福祉之調查、保防工作。 

 

（三） 政風機關 

    依據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第三條規定，法務部為掌理全國政風業務

之主管機關，本部設政風司負責政風業務之策劃、督導、考核等事項，另

各機關亦依中央及地方層級共設置政風處或政風室等 1061 個政風機構，

2904位政風人員25。 

政風司現階段之重大施政重點約計可分興利及除弊二大項，「除弊方

面」主要鎖定重大工程、鉅額採購、工商登記、都市計畫、銀行放款、證

券管理、監理、稅務、關務、警察、司法、矯正、建管、地政、環保、醫

                                                 
25 根據 2001年 6月之統計。詳見法務部網站 http://www.moj.gov.tw。 



療與教育、消防、殯葬等十九類易滋貪瀆弊端的業務類型，積極督導各級

政風機構從中發掘惡性及組織性之重大貪瀆線索或犯罪案件資料，配合檢

察、調查機關深入偵辦，切斷官商勾結及黑金介入，共同防制貪瀆不法。

「興利方面」則主要在激發公務人員榮譽心，培養依法行政觀念，加強為

民服務，督導各級政風機構對力行端正政風、拒收餽贈、廉潔自持等足堪

表率之公務員，積極發掘並辦理公開表揚獎勵。並依全面、持續、有效及

創新的宣導原則，結合機關環境特性，靈活辦理法令宣導活動，以發揮激

濁揚清及潛移默化之效，總計民國九十一年一月至六月各政風機構簽報表

揚力行端正政風、拒收餽贈、廉潔自持等足堪表率之公務人員，計 1,159

人次26。 

然而我國現行政風機構係採二元權威式的結構設計原理，在體制上，

法務部為掌理政風機構之主管機關，二者間有明確的從屬關係；另一方面

又因政風機構乃派駐在行政機關內而必須受行政機關科層體制的約束，使

得在功能上，政風人員除秉承各機關長官之命，依法辦理政風業務外，並

受其上級政風司之指揮監督，因而出現雙重隸屬監督的特質及弊病，例如

除了接受上級政風機關的指揮監督外，在調查過程中又須仰賴行政機關首

長的支持與配合，往往使政風人員無所適從。此外，在過去「反人二」的

氛圍下，政風機構為爭取行政機關之認同、資源及地位，不免有隱惡揚善

情況，使得貪污查處功能隱而不顯。 

     

二、研議籌設中的肅貪機關：法務部廉政署 

     

為有效整合現行廉政相關單位，建立專業專責、綜合事權的廉政機

制，並加強政府肅貪能力及效果，法務部刻正研議合併其轄下政風司，另

                                                 
26 其他施行措施及成效詳見法務部網頁。 



行籌設廉政署。依規劃中的「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廉政署將設

五個處，包括預防處、查處處、綜合計畫處、人力資源處及資料處，預定

編制六百人，包括五百多名廉政調查員、調查專員，以及聘用三十名社會

專業人士擔任廉政調查官。其中，廉政調查員和專員將從現有的三千五百

八十四名政風人員中調任，其餘則另行招考徵聘。另外將設立「廉政諮詢

審查委員會」，遴聘社會公正人士、專家及學者參與廉政政策的諮詢、評

議，貪瀆案件的事後審查及民眾檢舉，以及投訴案件的監督等事項。另有

較為特殊規劃者，在於遴用工程、法律、資訊、財經、會統等預計三十名

專業人士，擔任任期制的「廉政調查官」（中國時報，2001／12／9ａ：4）。 

    然而廉政署之籌設存在多方爭議。首先，其究應隸屬於法務部、行政

院，抑或監察院，位階不明，且眾說紛紜，難獲一致結論；再者，由於目

前已有調查局廉政處職司肅貪業務，且組織精簡刻正蔚為風潮，使得廉政

署之籌設有疊床架屋之嫌而存在反對聲浪。雖然法務部聲稱將來廉政署及

調查局廉政處係採「雙軌運作」模式並存，可以促進二者間的良性競爭（中

國時報，2001/12/9ａ：4 版），但一般咸認一旦「政出二門」，恐難敵「雙

頭馬車」、「推諉塞責」、「爭功諉過」的弊病而未敢過份樂觀。第三，廉政

署之研議籌設係在陳水扁總統宣示掃黑肅貪決心之後（中國時報，

2001/4/10：4版），使得「掃除黑金」與「籌設廉政署」二者之間彷彿劃上

等號，在野政黨即使以組織結構疊床架屋之嫌期期以為不可，也因而背負

阻礙肅貪工作進行之罪名而充滿政治性。 

吾人就事論事以為，肅貪工作要能徹底落實，就應同時注重事前預防

及事後追懲二個面向。這個仿香港廉政公署而研擬成立的廉政署，若僅有

組織結構設計的移植，僅著重肅貪防腐職能而未兼顧最重要的事前預防之

教育文化功能的同時提升，則對於所能發揮防杜負面行政倫理之功效，恐

將也是治標不治本。遑論貪污行為既已發生，除了蒐證困難外，且屢因或

官官相護，或政治高層的關切，或淪為政黨間之政治鬥爭工具等諸多因素



而成效不彰。 

     

三、其他機關 

     

其他機關尚有各級法院的檢察署及「職司風憲」的監察院。依據我國

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之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

糾舉及審計權」。 

    不同於政風、檢調機關之隸屬於行政系統而未能獨立行使職權，以致

於屢有官官相護、彼此掣肘、爭功諉過、受政治高層不當關切等諸多弊病。

相對地，監察院係一獨立機關，獨立行使職權下卻仍有「只打蒼蠅，不打

老虎」而績效不彰之譏，究其因乃由於監察院只能追究公務員的行政責

任，無權追究其刑事責任，在效能設計上已屬欠缺。 

    綜上看來，雖然我國主事倡廉肅貪之機關及人員眾多，但成效始終不

佳，證諸「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27對國家競爭力

之評比調查結果顯示，我國成效不如預期彰顯，此除了上述制度設計之因

素外，「人」的因素也是不容忽視的，亦即有時「調查者是尤須被調查」28

的。 

 

參、結語：兼論我國行政倫理之未來展望 

    

Denhardt（1999）對於倫理改革策略提出一套完整的、頗具制度性的

看法。如下： 

                                                 
27 「國際透明組織」之總部設在柏林，係以提升政府公信力、遏止國內外貪污腐敗行為為主要
要目的。 
28 例如調查局臺北市調處松山調查站調查員歐宗融，便涉嫌利用調查前立委伍澤元所涉四汴頭
抽水站弊案、地下錢莊案件侵佔古董、支票，同時也竊取臺北市調處副處長辦公室的財物，而遭

法務部記兩大過免職（中國時報，2002/2/20：18版）；又如民國八十五年的周人蔘電玩弊案，便
因牽涉多位高階警官以及二位檢察官等執法人員而轟動一時。此種案例屢見不鮮。 



一、 法治（The Rule of Law） 

法律規範應是任一倫理機制的基礎核心。 

二、 利益衝突規則（Conflict of Interest Regulations） 

主要避免公務員在公益及私利上的衝突。主要作法有： 

（一）財務公開（financial disclosure） 

（二）展現相衝突的利益（the appearance of a conflict interest） 

（三）任用上的限制（employment restrictions） 

（四）其他與個人相關的因素（personal association） 

家庭及朋友亦是造成利益衝突的來源之一。 

三、 政府透明化（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所謂政府透明化，係指政府的政策制訂及執行都是根據法令規定，並 

為所有可能受其影響之團體或公民所瞭解。 

    確保政府透明化的途徑有四： 

（一）行政程序法（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regulations） 

（二）政府陽光法案（”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 laws）：決策過程

公開 

（三）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s of information laws） 

（四）揭弊人保護法案（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laws） 

四、 正式運作的課責機制（Routin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五、 倫理監督機關（Ethics Oversight Agencies） 

成立倫理專責機關之目的有三： 

（一）預防（prevention） 

（二）查察不法（detection）：通常利用諸如財務公開等方式來主動察

覺不法或衝突的利益。 

（三）調查（investigation） 

六、 其他的監督及調和機制（Other Oversight and Reconcilation 



Mechanisms） 

（一）市民信箱（citizen review panel） 

（二）檢察總長（Inspectors General） 

（三）監察人（Ombudsman） 

（四）檢舉專線電話（telephone “hotlines”） 

七、 倫理守則及倫理社會化（Code of Ethics and Ethics Socialization） 

倫理社會化的途徑： 

（一）訂定一個合議同意的倫理守則（making a code of ethics part of a 

contractual agreement） 

（二）引導新進成員瞭解公共服務的文化及價值（orienting new people 

into the culture and values of public service） 

（三）成立一個倫理小組討論會，定期討論有關倫理個案實例（the 

creation of an ethics committee to routinely consider ethical 

matters）。 

（四）正式的倫理決策訓練（ formal training in ethics and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五）塑造一個具有一致性的價值體系，以作為甄選成員、徵募夥伴

的基礎（making “values congruence” an intentional part of 

selecting employees and contractual partners）。 

（六）發展倫理對話機制，討論目前發生的倫理議題（developing  

mechanisms for an ongoing “ethics dialogue” about ethical issues of 

current concern）。藉由倫理對話機制，型塑組織成員可共同遵守的成文甚

或不成文的行為規範。 

然而綜觀我國提倡行政倫理之舉措，悉皆著重肅貪之除弊面，並且施

行成效依然不彰。根據國際透明組織所公布公元二千年之各國廉潔指數，

台灣在九十個國家中名列第二十八名，在全球十九個重要出口國中，台灣



的「行賄指數」名列十七，為倒數第三，在亞洲國家中，台灣之行、受賄

的嚴重程度不僅遠超過日、星，甚至還不如排名第十五名的馬來西亞。而

2003年之清廉指數，在 102個調查國家中名列第三十名，清廉分數 5.6分

（滿分 10分），與第一名的芬蘭 9.7分差距甚遠。努力卻未見該有的成效，

究其實，可發現我國並未對促進性、積極性的行政倫理多所著墨，以收潛

移默化、防微杜漸之效，因此，即使我們有中央層級的法務部調查局，在

各地方分設調查站，以及行政機關中大致均設置政風單位，再輔以各級法

院的檢察署及「職司風憲」的監察院等等，「法網」之密較諸舉世各國絕

無遜色，但貪瀆之風依然猖獗，可見肅貪要成，不在有肅貪機構，而在有

肅貪決心（聯合報，90/4/11：2版）。 

此外，行政倫理的提倡，若一味地僅強調防腐肅貪面，而未曾重視對

公務人員積極激勵管理，則所有的努力終將只是消極性的避免不利因素而

已。因此，要建立一個符合時代需求的行政倫理規範，首先應開宗明義釐

清行政倫理的內涵與範疇。除了有關公務人員行為規範、利益迴避、接受

餽贈與招待之限制、退離職後任職之限制、徇私與不當酬謝之禁止、兼職

之限制、遵守行政中立、防止濫用職權、財務公開等消極除弊之外在標準

及原則外，其他如激勵公務人員正面、積極的工作態度，以專業素養、創

新理念，落實為民服務，並提高行政效能等積極性服務倫理觀等，在釐清

行政倫理內涵的同時皆不應偏廢。而這些觀念上及制度設計上的革新，都

非我國現行法務部政風機關、研議籌設中的廉政署，以及法院、監察院等

其他機關之職權業務偏重肅貪功能為已足，而似乎有成立專責行政倫理建

制之政府倫理局的必要，而這個政府倫理局必是法制設計及教育功能二種

策略並重的。 

 

 

 



一、法制化方面的努力 

     

行政倫理法制化因為可使公務員行為有可資依循的明確標準，因此也

是確保專業責任的第一要務。透過法制化的努力發揮他律的作用，以達到

防弊的功能。 

在健全行政倫理法制方面，其中最主要目的在杜絕不倫理行為的發

生，以及一部份對揭弊人訴諸法律的保障，換言之，行政倫理的原則標準

必須藉由立法程序予以法制化，以取得法律上之強制性約束力來規範及保

護公務人員的行政行為。 

 
二、教育功能的發揮 

     

公務機關有必要建立強制性的倫理訓練課程，藉由職前訓練、在職訓

練等教育課程，強化公務員倫理行為的意願及能力。對於倫理訓練課程，

除了每一層級的所有公務員皆應參加外，對於中、高層文官因為具有以身

作則的示範作用，尤應加強倫理認知能力的訓練。藉由倫理教育及訓練功

能發揮自律的作用，促使公務員展現正面的倫理態度及作為，亦即興利功

能的發揮。 

    在加強推展教育訓練計畫方面，最主要目的在激發公務人員積極前

瞻、追求公平正義之倫理行為，以及一部份教育即將任職或已任現職的公

務人員對現存所有法律規範中有關本身職責的認識。因為法律只能消極性

地規範倫理道德的基本要求，禁止被限制的行為，卻無法激發更具社會公

平、正義、道德、良善、積極前瞻的倫理行為。因此，透過倫理教育訓練

來培養主動、負責、積極、專業、創新的服務倫理觀，以及個人足夠的倫

理敏感度，輔以完整而充分之授權與激勵制度，將可產生行政效能，提高

政府生產力。綜合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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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適當的行政倫理機制 

                         

圖2-3  行政倫理建制概念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一項由法務部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針對民眾對政府廉

政觀感的統計調查29（民 90）結果指出，「加重貪污不法行為的處罰」、「仿

照香港或新加坡成立廉政專署專責肅貪工作」與「加強學校教育」三者，

是推動「掃除黑金行動方案」最應優先進行的工作（聯合報，91/2/25）。 

    公務人員是永業性文官，因此，他們也被期望以中立、理性、客觀的

態度處理公務。此種來自民眾的期待於是轉化成公務人員將行政倫理價值

觀自我內化的觸媒，終而形成文官人格化的一部分。 

在探討如何建構一個健全而可行的行政倫理機制之前，首先我們必須

面對一個很基本的應用性問題，即我們應該建立一個以順服為基礎的倫理

                                                 
29 法務部自民國八十六年起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持「台灣地區民眾對政府廉政主
觀指標與廉政政策的評價」之民意調查，每年至少調查一次，八十七年還調查三次。總體分數以

零分到一百分來衡量，分數愈高表示民眾對政府廉潔程度評價愈高，然而 90年三月及十月兩次
調查的總體分數接連大幅下滑為 45.8及 45.3，與及格 60分還有一大段距離，法務部長陳定南於
是決定停辦（聯合報 2002/8/11：4版）。 



制度（a more compliance-based ethics regime），或是一個以廉潔為基礎的順

服制度（a more integrity-based ethics regime）？此二者的差異在於，以順

服為基礎的途徑較重視法規的訂定及執行，所以較適用於不倫理行為充斥

時的情況，例如貪污情形普遍而嚴重時；而以廉潔為基礎的途徑則較重視

所期望價值的實踐，以及其誘因及支持，所以比較適用於有共同的價值，

具高度同質性的情況。依 Rohr（1989）之分類，前者為低階（the “low road”）

的倫理規範途徑，強調遵守正式的法令規範；後者為高階（the” high road”）

的倫理規範途徑，強調社會公平價值的實踐，此主要係植基於 1974 年新

公共行政的理念。 

除此之外，Rohr（1989）認為在低階及高階二種途徑之上尚須強調「憲

政價值」（regime value）的體現。因為他認為，政府官員的最高道德責任

就是確保憲政價值的實現，然而民主政體政府中之非民選官員實際上擁有

許多裁量權，因而實質上參與了民主政體的治理過程，但他們既是永業性

文官，又不能像民選官員可經由選舉方式受到控制，因此就應該從規範性

角度建立涵蓋憲政價值的公務倫理規範（Rohr,1989:60-68）。而不能僅止於

對利益衝突迴避、誠實廉潔等之遵守及討論。 

就此看來，一個健全完整的行政倫理機制便應包含矯治不倫理行為

的、以順服為基礎的低階倫理體制；一個以提倡正面倫理行為為宗旨的、

以廉潔為基礎的高階倫理體制，以及二者之上最崇高的憲政價值。當然，

大部分的國家都是兼容並蓄的，只是比重不同，例如美國較重視低階途

徑，紐西蘭、芬蘭等則較重視高階途徑（Denhardt，1999：9-10）。 

    檢視我國的行政現況，貪污瀆職、官僚腐化、黑金氾濫等情況十分嚴

重，因而人民對政府的信心低落。為了力挽狂瀾，重拾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這個完整而可行的倫理機制在短期內應以低階途徑為主軸，以收快速矯弊

時效；長期則輔以公務人員的倫理教育包含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以收潛

移默化之效，再加以憲政價值的澄清，以達不惟公務人員心靈的澄清，且



為全民心靈淨化的效果。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藉由各國的經驗及成效，吾人可以發現，

事實上建立公務員之行政倫理相關機制是刻不容緩的事。惟須注意的是，

規範的內容應詳盡但不失諸瑣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