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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韋伯（Max Weber）曾言：「在現代國家中，真實的政府之所以能使其自身

發生效力者，既不在於國會的辯論，亦不在於皇帝的敕令，而實繫於日常生活中

行政事務的推行，而這等事自必操於公務員手中。」美國政治學者范納（Herman 

Finer,1898-1969）也說：「國會、內閣、總統是統而不治的，公務員是治而不統

的。」（張金鑑，民 72：720-721）。在在說明了行政官僚體系在政府治理過程中

的重要性。隨著政府職能日益擴增，公務人員已非昔日單純執行政策的技術官

僚，而是具有行政裁量權與政策影響力的「第四部門」（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另一方面，政府改造浪潮之下的若干措施，例如：解除管制、法

規鬆綁、民營化、與公共服務事項簽約外包，提昇了政府施政的效率與回應性，

相對的，卻也使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層出不窮，導致了政府倫理的危機，以及公

務人員貪瀆的機會。 

古諺有云：「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籠絡彰也。」綜觀我國當今

的行政運作，美國貿易代表署於民國九十年五月首次將台灣貪污紅包文化現象列

為貿易障礙。民國九十一年三月，OPEN週刊民意調查台灣紅包文化，民調數據

顯示，有百分之五點多的民眾曾送過紅包給政府官員、民代等，而送紅包的對象

依序為營建機關、教育界人士、民意代表、地方政府官員等，民調給台灣政治清

廉度的評分是五十二分，顯示不及格（自由時報，民 91.3.28，第 8版）。同年八

月，台灣透明組織公布我國的「貪腐印象指數」排名，一百零二個國家中，台灣

名列第二十九名，較前一年下滑一名，另一項計分的「清廉指數」，台灣得分為

五點六分，亞洲排名第四，但略低於前一年的五點九分（自由時報，民 91.8.29，

第 6版）。再以近年來發生之案例為例，接連爆發景文集團弊案、匯豐證券弊案、

國安局劉冠軍案、拉法葉等軍中重大採購弊案、前警政署長疑似以不明款項購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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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宅等重大貪瀆或風紀案、台東知本飯店超貸案等，無不涉及官商勾結、利益輸

送等不法情事，均造成民眾對政府之不信任與對公務人員操守質疑。 

一個良好的環境，對於政府能否有效執行政策是非常重要的。這個良好的環

境包括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對政府的支持。林肯總統曾經說過：「你一旦失去了

你的同胞的信心，你就再也得不到他們的尊重和敬意。的確，你可以把所有的人

都矇騙一陣子，甚至可以把某些人矇騙一輩子，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矇騙

一輩子。」（馬國泉，民 88：76）失去民心與信賴的政府將不會取得公眾的支持。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行為，縱使沒有造成實際損害，行為的外觀卻往往造成政府

形象的戕害，使人民不相信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倘若不課以公務人員倫理的要求

與行政責任，任憑其做出違背公共利益與損害公共信託的利益衝突行為，公務人

員豈不忝為「行政國」（administrative state）的護國衛士？ 

    基於此，本研究選擇以倫理的觀點來探討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蓋利益衝突

行為的發生，繫乎公務人員個人的心念，心念一正，縱使面臨利益衝突的情境，

亦不致於利益薰心，做出違反公益的不倫理（unethical）行為或犯罪行為。倫理

不同於其他的社會規範，對於人心，具有內在的教化意義，對於人的行為，亦具

有外在的制約效果。因此，唯有以倫理的思維、態度與途徑，去探討與解決公務

人員利益的衝突，才能淨化其心靈，導正其行為動機，塑造其公共服務的價值觀，

使公務人員「不欲」為利益衝突之行為，而非消極地「不敢」為利益衝突之行為，

達到治本的成效。 

 

貳、研究目的 

 

針對以上研究動機，本文之研究目的，略有以下三點： 

一、探討公務倫理的基本理論與分析架構、人性本質的假定、公民倫理的理

論，並闡明三個理論相互間以及分別與利益衝突規範的關連性，以奠定本研究之

基礎架構。 

二、分析美國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與我國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以取得美國

值得學習的經驗與啟示，以及我國值得檢討改進的問題。 

三、提出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建構原則，以及具體的建議，以供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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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採取文獻探討法，以及比較分析法，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本研究所探討的利益衝突，是公務倫理困境的一環，因此，資料的蒐集亦就

公務倫理的相關文獻予以彙整。故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有：一為蒐集中外有關公務

倫理及利益衝突的專書、期刊、研究報告及學術論文；二為相關的論著、報章雜

誌文件；三為相關的官方資料及政府出版品等。 

 

二、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y Method） 

在同一個研究架構下，比較美國的公務倫理及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同時，亦

探討我國公務人員的利益衝突，並分析其異同，歸納整合出可行的改進之道，以

期收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果。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關於公務人員的定義及範圍，各個法律規定

不一，為免適用範圍過廣，本研究原則上以公務人員任用法的公務人員為研究對

象，排除政務人員、民選人員、武職人員以及文職人員中未定有職稱及官等人員

之適用。然而，利益衝突於每個行政機關均有可能發生，個別行政機關內公務人

員的利益衝突情況亦各不相同，有志者可進一步縮小研究對象，或另作個案的實

證研究，以充實此學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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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方面 

由於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理論基礎及上位概念，界線不明且建立不易，

故本研究僅就一己之研究淺見，選擇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基礎為研究架構，不敢

言已尋得正確的理論基礎，亦不圖建立此領域之理論基礎，有志者尚可就不同學

科的面向及觀點，切入探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理論基礎。 

 

三、資料蒐集方面 

為求深入探討美國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故本研究未對其他國家進行研究分

析，廣度不足，是為本文研究限制之三。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範圍主要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份探討與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相

關的基本理論，從公務倫理、人性本質假定及公民倫理三個面向，架構本研究之

理論基礎。之所以選擇這三個不同理論，是因為三者之間以及分別與利益衝突之

間有其關連性，透過三者的釐清與辯證，有助於建構利益衝突規範的參考。就公

務倫理基本理論與公民倫理理論而言，由於公務人員兼具官僚與公民的雙重角

色，因此公務倫理的強化與公民倫理的促進，有助於利益衝突的解決。就人性本

質的假定與公民倫理而言，由於依據傳統的組織理論，公務人員是被管理的客

體，另一方面依據新的管理思潮，著重公務人員主體性的自覺與發揚，因此，透

過人性本質假定與公民倫理的探討，有助於從公務人員的社會心理層面解決利益

衝突。就公務倫理的分析架構與人性本質的假定而言，由於內在控制傾向於 Y

理論的人性本質假定，外在控制傾向於 X 理論的人性本質假定，因此根據人性

基本假定而交錯適用控制方法，可使利益衝突的規範成為一個完璧。第二部分探

討美國實務針對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發展與措施，以及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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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法制與措施，比較分析法制異同，取其制度優點，以為我國利益衝突規範進

一步的借鏡。第三部分根據前述之理論基礎，並歸納中美兩國利益衝突的分析結

果，分別就心理面、管理面、組織面、與法制面四個面向，提出建構我國公務人

員利益衝突規範的原則，期以內在控制與外在控制雙管齊下的精神，防制公務人

員利益的衝突。 

 

貳、研究架構 

 

 

 

                  公務倫理與利益衝突的文獻探討 

與相關理論基礎 

 

 

 

 

美國公務人員                我國公務人員 

           利益衝突的分析              利益衝突的分析 

                  比較分析 

                            

 

 

我國利益衝突規範的建構原則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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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依據圖1-1的研究架構圖，將各章研究流程安排如下：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限制、

研究範圍與研究流程。 

    第二章：文獻檢閱與相關理論基礎。第一節就公務倫理與利益衝突的相關文

獻作一回顧，以提供研究的參考題材，並說明本研究之重心及主軸。第二節就公

務倫理的基本理論與分析架構予以探討，並採取內在控制與外在控制的雙軌並行

制為利益衝突的倫理思考架構。第三節分別就人性本質的假定以及公民倫理理論

予以探討，並分別說明其對利益衝突的調和與啟發。第四節為利益衝突基本概

述，就利益衝突的意涵、形成原因、行為態樣、對公共行政的挑戰與防制實益分

別予以探討，以釐清利益衝突的基本概念。 

    第三章：美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分析。首先就美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管理

系統的發展作一介紹，再依據利益衝突的行為態樣，探討美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

規範的內容。最後再敘述美國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與行為標準。 

    第四章：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分析。首先，探討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

的課責機關。其次，探討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內容，分別就公務人員利益衝

突規範的法理基礎、憲法規定與法律規定予以討論。再者，介紹公共服務的核心

價值。最後就美國與我國對於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法令規範作一分析檢討，以為

我國改進依據。 

    第五章：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建構原則。本章綜合上述兩章制度比

較之心得，並根據第二章的理論基礎，分別在第一節提出心理面、第二節提出管

理面、第三節提出組織面、第四節提出法制面，共四個構面，為建構我國公務人

員利益衝突規範之原則。 

    第六章：結論。第一節為研究發現，第二節為研究建議，第三節為未來展望。 

 

第四節  重要名詞界定 

 

壹、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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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廣義：刑法與國家賠償法  

刑法第十條第二項與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稱之公務員，為「依法令從

事公職之人員。」因此，無論文職武職，地方自治人員、民意代表、編制內外、

臨時派用、聘僱、有無受俸給、甚至受委託行使公權力者，均屬之。 

 

二、廣義：公務員服務法 

依據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

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因此，此處之公務員，以「受有俸給」

為條件，而將文武職人員均納入，不問其屬政務官或事務官，並及於公營事業機

關服務人員，另依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08號解釋，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

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亦屬之1。與最廣義的公務員概念比較之，公務員服務法的

適用對象，應扣除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公立學校教師與民意代表2。 

 

三、狹義：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員懲戒法之適用範圍與公務員服務法大體相當，但扣除了聘任人員3。

故狹義之公務員包含政務官、簡任、薦任、委任官以及武職人員在內。 

 

四、最狹義：公務人員任用法4 

公務人員任用法排除民選人員、武職人員以及文職人員中未定有職稱及官等

人員之適用，政務官原則上也不適用該法。基本上以列有職稱及官等之文職人員

為範圍。 

                                                 
1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08 號解釋：「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
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2 依司法院院字第 3159號解釋，所謂「俸給」，是指現行文官官等、官俸所定級俸或其他法令所
定國家公務員之俸給。因此現任民意代表如非領取上述俸給（依公務員俸給法包括本俸、年功俸、
加給），則非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的範圍。 
3 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八十三年度第六次法律座談會之決議，聘用人員非公務員懲戒法上之公務
員，但仍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林明鏘、蔡茂寅，民 89：351）。 
4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公務人員，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政務人
員及民選人員外，定有職稱及官等、職等之人員。前項所稱各機關，係指左列之機關、學校及機

構：一  中央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二   地方政府及其所屬各機關。三  各級民意機關。四  各
級公立學校。五  公營事業機構。六  交通事業機構。七  其他依法組織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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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利益衝突 

 

利益衝突比經濟利益的衝突廣泛，且需要倫理的評估與法律的管制（Cooper, 

1998: 120），此種衝突所強調的是「以職務的機會來牟取私人利益」（an opportunity 

to use public office for the sake of private gain）（Cooper, 1986: 86，轉引自周錦龍，

民 90：24）。若干學者對利益衝突的定義如下： 

一、Jethro K. Lieberman 

一般公共事務的利益衝突可接受的定義是，一個政府職員的正式職務與

其私人經濟利益之間的衝突（Lieberman, 1973:206）。 

二、Kenneth Kernaghan 

利益衝突可被界定為一種情境，在這種情境中，公職人員有私人或個人

利益足以或即將影響其正式職務的客觀運作（Kernaghan, 1975:13）。 

 

綜上所述，所謂「利益衝突」，是一種公務人員個人私利與公益衝突的情境

或狀態，這種私利不限於經濟利益，它使得公務人員做出各種不倫理（ unethical）

的行為，影響或損害公務職責的正常運作與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參、倫理 

 

「倫理」起源於希臘字“ethos”，意指個人的特性（character），和本質

（nature）或性情（disposition），與道德有關，主要是在區別正確、錯誤或善惡

的行為（Kimmel, 1988:25-27）。倫理和生活的方式及行為的規則，或道德守則的

研究有密切關係。如何具有適當行為，常以義務原則為主要理念，尤其是 Dwight 

Waldo視倫理為具有義務性的概念（Hamnett, et al., 1984:17）。 

    哲學家 Frankena界定（1973）倫理是哲學的一支，處理有關道德或道德的

相關問題，適當行為判斷之思考準則。 

    社會倫理學家Marrin T. Brown認定（1990）倫理為如何作決定的過程。給

人們一種方法及有活力的基本假定及概念工具，去決定哪種行動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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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1990:2-3）5。 

    倫理是假定每個人都擁有自由及權力去反應不同的意見，在論證過程中分析

各種不同意見的優缺點。倫理的全方位透視其意涵有以下三點（蕭武桐，民 90 

：5-7）： 

一、倫理是集中在行動而不是行為。 

二、倫理是正當合理化的行動而不是在解釋其行為。 

三、倫理是要認清應然及實然的差距。 

    倫理概念在現代管理理論中已發展成三種重要的概念6。第一是視倫理為一

種規範。如 Singer認為（1994），倫理是指一組引導特定團體的思考行動、原則

或方法（Singer, 1994: 4）。第二是視倫理為一種動態的過程（movement）。如 De 

George認為（1999），倫理是處理日常行政運作所發展出來人與人互動的關係（De 

George, 1999:17-19）。第三種是視倫理為一種決策的過程。例如 Dienhart便認為

（2000），倫理是制度性的決策，他指引我們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

的（Dienhart, 2000:64）。 

綜上所述，倫理與形而上學（metaphysics）—真理的研究，以及認識論

（epistemology）—知識的研究有所關連。所謂「倫理」，源自於道德哲學，是關

於行為與道德品格的哲學分支，它是分辨是非善惡的原則與方法的系統性研究，

也是一種指引道德判斷或決策方法的規範或過程，倫理的標準具有浮動性，隨著

時空變遷而不確定，雖非放諸四海皆準，但普世之下仍有隱晦不明、大同小異的

真理與價值可供遵循。 

 

 

 

 

 

 

 

 

                                                 
5 以上外國學者之定義，均轉引自蕭武桐，民 85 年，行政組織的倫理決策之研究—台北市政府
公務人員倫理決策之實證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1。 
6 以下外國學者之定義，均轉引自陳威宇，民 90 年，公共行政教育理論與實踐之研究，國立政
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論文，頁 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