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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相關理論基礎 

 

本章分就四個部分予以探討，首先就我國公務倫理與利益衝突的相關研究取

向與內容作一整理與說明。其次，基於公務倫理是利益衝突的上位概念，因此先

就公務倫理的基本理論與分析架構予以探討。再者，就人性本質的假定與公民倫

理理論予以分析。最後，介紹利益衝突的基本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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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希望藉由文獻、理

論與概念的探討，以奠定本研究的研究基礎。 

 

第一節  公務倫理與利益衝突之文獻探討 

 

壹、相關文獻探討與分析 

 

表 2-1  我國有關公務倫理與利益衝突文獻之摘要整理 

研究者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內容 

黃文明 

(民 78) 

行政人員對命令的服

從分析 

無說明 概述行政的功能與行政

人員的責任，再就合法與

違法命令的服從進行研

究，最後提出倫理的實踐

方法為結論。 

鄭中堅 

(民 79) 

論公務員的倫理教育 公務人員 闡述倫理教育的需求，進

而探討倫理教育內容的

規劃，倫理教育方法的執

行，倫理教育效果的評

估，最後就我國公務員倫

理教育個案予以分析，提

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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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瑞忠 

(民 79) 

規範性行政倫理的研

究 

無說明 探討規範性行政倫理的

研究起源、發展架構及中

心論題，進而指出新世紀

規範性行政倫理面臨的

課題。 

張翠菱 

(民 83) 

公共服務倫理研究 無說明 回顧美國過去公共服務

倫理的社會與歷史脈絡， 

探討公共服務的倫理哲

學，並倡導經由制度與組

織方面的改革，及個人方

面的修養，建立起更具倫

理的公共服務。 

戴楊健 

(民 85) 

行政倫理守則之研究    無說明 探討行政倫理理論，介紹

中美兩國的行政倫理守

則，並研究影響倫理守則

的因素，提出建構行政倫

理守則的建議。 

﹡蕭武桐 

(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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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所屬各

機關之公務人員 

以文獻探討、抽樣問卷及

深度訪談之方式，探討公

務人員對行政倫理決策

的典範價值之關連性，並

探討其與不同倫理察覺

及不同組織的工作文化

彼此之間的關連性及預

測性。 

張家嘉 

(民 86) 

公務員兼職之研究 公務員服務法之公

務員，但排除武職

人員。 

首先闡述公務員兼職之

概念，再逐一探討公務員

兼職之限制、經營商業及

投機事業之限制、兼任公

職之限制、兼任業務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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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最後提出結論與法制

建議。 

陳坤發 

(民 90) 

公務人員行政倫理認

知研究—地方行政菁

英調查分析 

各縣市政府課長級

以上現職公務人員 

經由行政倫理文獻分析、 

抽樣設計、問卷調查，分

析地方行政菁英對行政

倫理環境與規範的認知

與態度，並提出建議。 

周錦龍 

(民 90) 

公職人員利益迴避制

度之研究 

公職人員及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 

從我國歷代沿革及外國

法制現狀，檢討我國利益

迴避制度，並提出若干建

議。 

﹡周世珍 

(民 90) 

公務人員保障制度之

理論與實際 

   公務人員 探究公務人員保障之法

理論基礎以及行政管理

理論基礎，並比較分析各

國與我國的公務人員權

利保障制度，提出法制建

議。 

韋漢樑 

(民 90) 

我國廉政制度之研究     無說明 從我國歷代，以及世界各

國的肅貪政策與機構之

比較研究，提出制度面與

政策面、組織與職權面、

法律面的政策建議。 

何春乾 

(民 91) 

我國警察倫理之研究 

—近十年來（1991-20 

01）違反警察風紀案件

之探討 

   警察人員 從警察角色演進及近十 

來違反警察風紀之分析， 

提出端正警察風紀的改

進之道。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者為博士論文 

 

根據表 2-1，可看出我國在公務倫理以及利益衝突的議題研究上，大體呈現

多角化進行之勢，歸納言之，約有幾條脈絡可依循：第一、兼採質化及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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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亦即一方面探討公務倫理的理論基礎，一方面針對特定的公務人員或非公

務人員作實證研究（蕭武桐，民 85；陳坤發，民 90；何春乾，民 91）。第二、

只採質化研究途徑，一為從事純粹理論性基礎之研究，而偏重公務倫理的倫理哲

學之探討者（邱瑞忠，民 79；張翠菱，民 83）；二為從事公務倫理的文獻探討後，

再就研究主題分別屬於公務倫理研究途徑的內在控制—如倫理教育（鄭中堅，民

79），或外在控制—如倫理守則（戴楊健，民 85）予以鋪陳者；三為詳細介紹各

種倫理困境，以闡明對合法命令的服從者（黃文明，民 78）。第三、直接從法制

層面就利益衝突行為及其迴避予以研究者，如兼職行為（張家嘉，民 86），以及

現職與離職公務員之利益迴避制度（周錦龍，民 90）。 

綜上所述，國內對於「利益衝突」的研究焦點，普遍將之視為倫理困境的一

環，而於公務倫理相關文獻中探討，雖然關於利益衝突的概念及其行為態樣，已

有不少論述，但對於中外制度的比較，以及防制之道的相關研究則略顯貧乏。蓋

國內有關公務倫理的研究中，其研究焦點多置於行政責任、倫理決策、倫理教育

等「內在控制」的研究面向，對於倫理守則、倫理法律、專業倫理等「外在控制」

途徑的研究，較少被當作是研究主題，僅僅被當成解決倫理困境，強化行政責任

的手段之一，以作為輔助與補充「內在控制」之不足，因此利益衝突規範的比較

研究，仍未蓬勃發展。 

文獻中曾深入研究「利益衝突行為」者有二，其一為民國八十六年的「公務

員兼職之研究」（張家嘉，民 86），該研究係以行政法學之觀點，就兼職的概念、

兼職之法理基礎、兼職之限制，以及其他兼職之行為態樣，有深入而明白的法條

釋義，並有助於實務適用上的釐清，對本研究關於我國兼職部分而言，亦為不可

或缺的參考資料。其二為民國九十年的「公職人員利益迴避制度之研究」（周錦

龍，民 90），該研究歸納我國法規條文中有出現「迴避」或「應行迴避」的規定，

分別導出現職公務人員利益迴避規範，以及離職公務人員的利益迴避（旋轉門條

款）兩個論文主軸，就我國歷代的迴避制度以及美、英、法、大陸地區的迴避規

定予以比較，最後，對我國現行之利益迴避制度提出檢討與建議。 

 

貳、本文研究取向 

 

本文歸納前揭文獻探討與分析結果，得出以下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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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倫理的觀點來探討公務人員的利益衝突，蓋倫理道德，如同宗教等其

他社會規範，範疇比法律廣大而深入人心，法律是當其他社會規範無法發揮作用

時，才運用的最後一道防線的規範，法律的適用本身有其下游屬性，因此，單從

法律的觀點探討公務人員的利益衝突，恐收效有限；又，利益迴避只是利益衝突

的外在控制方法之一，唯有以倫理的思考架構，採用內在與外在控制雙管齊下的

途徑，才能觀照全局。 

二、綜觀國內文獻探討一個以上的理論基礎者，往往對於理論之間的關聯

性，或是各理論對於論文主軸的關聯性，較少作清楚而完整的交代，因此，本研

究選擇公務倫理的基本理論與分析架構、人性本質的假定、公民倫理理論作為理

論基礎時，為闡明三個理論基礎的關聯性，以及各自與研究主軸的關聯性，特別

圖示如下。 

 

                            

                             公務倫理 

                            的基本理論 

                            與分析架構 

                     本 內    倫  考    官 

                   質 外      理  架      僚 

                 的 控        思  構        與 重 

               交 制         利益衝突         公 角 

             錯 與          規範的理論          民 色 

           適 人        人     基礎      認        的 

         用 性       性                     識       雙 

                 論                             論 

        人性本質                                   公民倫理 

         的假定       人員客體性與主體性的競合       理論 

 

 

圖 2-1  公務倫理的基本理論與分析架構、人性本質的假定、公民倫理理論的關聯性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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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利益衝突的意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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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周全地釐清利益衝突的基本概念。 

四、在外國法制部分，由於國內文獻多就數國的倫理規範予以介紹，雖然廣

泛，但往往不夠深入，因此本研究僅選擇美國為比較研究之對象，一方面因為美

國是倫理規範最悠久完備的國家，另一方面因為研究的國家較少，較能深入剖析

其制度發展及現狀，且供我國借鏡時，對照上較清晰，以得到對我國公務人員利

益衝突規範的啟發與建議。 

 

第二節  公務倫理的基本理論與分析架構 

 

壹、公務倫理的基本理論 

 

一、公務倫理的起源  

公務倫理的起源有其時代背景。以美國為例，美國公共行政學界的發展至一

九六０年代中期至一九七０年代，整個社會及政府面臨了相當大的環境變化。如

越戰、種族衝突和都市暴動等。這些事件和危機，導致了新的政府計畫和在公共

行政實務運作上思考方式的改變（蕭武桐，民 84：35）。自從一九六八年，美國

新公共行政學派的明諾布魯克（Minnowbrook）會議後，公務倫理普遍獲得行政

學界的重視。新公共行政的「道德性格」（a moral tone）特別注重倫理的問題，

尤其是對公共性（publicness）的回應，公務人員必須發展出一套能夠安身立命

的反省標準，始能在面對倫理困境（ethical dilemma）時，作出負責任的選擇。

因為這是首次有如此多的學者環繞同一倫理概念—「社會公道」（social equity）

進行討論，其結果使得大眾已能普遍接受：維持社會公道是公務人員角色的義務

（戴楊健，民 85：38）。 

  基本上，這種強調，是試圖扭轉美國公共行政學者自威爾遜（Woodrow 

Wilson）發表的「行政的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一文後，只著重於

技術以及科學管理而忽略對公道、民主等價值的研究取向。自此，公共行政學者

即漸漸投入了對行政上民主、社會公道、正當性等價值觀念的研究（陳立剛，民

85：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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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八０年代，鑑於美國政壇瀰漫著一股反官僚、反權威、反政府與批判官

僚的風尚，公共行政學者們憂心此一風尚將對美國的治理能力造成莫大傷害，以

Gary L. Wamsley為首的五位學者，於一九八二年發表了「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強調公共行政與治理（governance）不可區分，公共行政是治理過

程的一部份，而權威是治理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重建權

威的觀念，並深切體認權威所扮演的正面功能與角色。當公共行政被界定為公部

門的治理時，伴隨而來的則是常任文官更寬廣更重要的角色與面對的挑戰。公共

行政應追求崇高的目標與道德承諾，應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追求公平、效率與民

主為職志（Wamsley et al.,1990: 31-51；余致力，民 89：7-8）。換言之，行政人員

要體認到公益大於私利，追求公共利益1是行政人員所需念茲在茲者，亦是黑堡

宣言再度界定與強調的觀念。 

此外，黑堡宣言也對於新公共行政所強調行政人員與價值主張的關係，有所

補充，新公共行政學者認為行政人員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責無旁貸，因此必須要

有價值主張，但是 Wamsley 認為這還不夠，因為個人無法單獨思考與行為，而

是受到社會影響、形塑了個人的思想與行為。因此，我們必須企圖去改變價值及

促進社會變遷，也就是要從「結構」與「個人」兩方面同時進行社會的改造。這

就是黑堡觀點學者與新公共行政的最大不同，也因此，黑堡學者被稱為「以制度

為基礎的明諾布魯克觀點」（institutionally grounded Minnowbrook Perspective）

（Wamsley et al., 1990:21；許文傑，89：84）。 

概言之，七０年代新公共行政學派主張打破傳統公共行政學過度重視的經濟

與效率觀，強調行政人員與價值主張的關係，重視民主參與、社會公道、人文關

懷等價值，以追求社會公平為職志。殆八０年代「黑堡宣言」（Blacksburg 

Manifesto）特別重視公共利益的追求，主張行政價值的重塑以及社會變遷的推

動，須賴行政人員與科層體制之個人與結構（制度）兩方面雙管齊下，始克全功。

因此，公務倫理的起源，得以「新公共行政」作一分水嶺與里程碑。在此之前，

公務倫理僅有零星的研究，並未在行政學界受到太大的重視。在此之後，行政的

倫理和道德議題在學術上的騷動，伴隨者一九七八年水門案醜聞（the Watergate 

scandal）的後續影響，以及七０年代末期，公共行政專業社群或組織致力於倫理

守則編纂的爆炸性風潮，使的公務倫理開始有了系統性的研究，也引起了大眾對

                                                 
1 黑堡宣言學者不從公共利益的實質意涵出發，而是從過程與理想型的觀點來予以界定，認為公
共利益是行政官僚在做決策時的若干心智習慣的結合（許文傑，民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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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務倫理的關注。 

 

二、公務倫理的意涵 

「公務倫理」，亦稱為「行政倫理」（public administrative ethics2）或「公務

道德」，以及「服務倫理」（public service ethics）或「服務道德」，其在行政系統

中也逕稱為「公德」，相當於往日之「官箴」（繆全吉、彭錦鵬、顧慕晴、蔡良文，

民 79：477-478）。 

 

若干國內學者從不同的角度界定公務倫理的定義，茲分述如下： 

（一）強調公務倫理的道德規範面： 

行政倫理乃「行政系統中參與人員間維持正當關係的原理」，也可簡約地說

為「行政人員行為道德的原理」（張潤書、繆全吉、吳定、彭文賢，民 75：1062）。

「公務倫理」，係指「公務人員對國家、機關、上司、同事、部屬及民眾，還有

公務所應有的態度及行為規範。公務人員與這些人員除了存有法律關係外，尚有

以道義為基礎的倫理關係。」（張潤書，民 87：544）「公務人員奉公仕事，誠有

法律規章管理，但法律有所不足與有所不能，故應有公務人員之倫理以彌補之。

故公務人員之倫理，亦即人員具有公務人員身份時，其公私行為所具之道德規

範。」（徐有守，民 85：474）「行政倫理是指行政生活中，主體（行政機關及行

政人員）間正當關係及正當行為準則之一種規範秩序。亦可說是行政機關及行政

人員在推動政務、處理公事時，應有的倫理與道德規範，從消極的有所不為而無

害於人（如不貪污、不怠忽職守），到積極的有所為而有益於人（如為國效命、

為民謀利的各種服務），並使行政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亦即行政機關及人員在公

務上的道德共識及道德自律」（陳德禹，民 89：2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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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90：617） 

                                                 
2 對於“public administrative ethics”一詞究竟應採何中譯，本文認為稱之為「公務倫理」似乎較

為妥當。因為我國政府的行政權包括行政院與考試院二院，若稱「行政倫理」易使人誤會只有行

政院體系下公務人員的行政行為，始有倫理及其規範的問題，範圍過狹，實則考試院所掌理的考
選、銓敘等人事行政行為、亦涉及倫理之問題；再者，我國現行關於公務倫理的各種人事法規，

例如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任用法、以及審議中的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多以「公務」為名。

因此為免適用紛擾，並求與法規體例一致，相互配套，以下除引用其他學者的用語外，本文均稱
之為「公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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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調公務倫理的執行面：  

對『行政人』而言，行政是一個工作也是一項職業，行政倫理就是研究行政

工作的倫理，或是行政作為一種職業的倫理（朱愛群，民 82：48-50；傅冠瑜，

民 88：46）。 

（三）強調公務倫理的責任面：  

「行政倫理或公務倫理是有關公務員在公務系統中，如何建立適當及正確的

行政責任之行為」（蕭武桐，民 91：14）。「行政倫理是有關行政行為的一種價值

體系，它具有相對性與系絡性，而其最主要的核心概念乃在於行政責任的落實。」

（蕭武桐、黃新福，民 87：137） 

 

另列舉若干國外學者對於公務倫理的定義如下： 

（一）Dwight Waldo 

視行政倫理為行政人員的倫理義務，並試圖提出十二項公務人員的倫理義

務，包括對憲法、法律、國家、民主、行政組織規範、專業技術、親朋、自我、

群體、公益、世界及宗教等，以作為吾人瞭解行政倫理的「地圖」指引（Waldo, 

1980:103-107；轉引自江明修，民 87：8）。 

（二）Marshall E. Dimock, Gladys Ogden Dimock, and Douglas M. 

Fox 

公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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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公務倫理守則之基礎，在於道德的價值（Dimock, Dimock and Fox, 1983:93）。 

（三）Kathryn G. Denhar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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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hardt, 1988:26-27；轉引

自林鍾沂，民 90：617）。 

（四）John A. Rohr 

將行政倫理視為公務人員實現公共利益之承諾。並提出三種訓練公務人員，

具有倫理思考的途徑：第一、高層之道（High road）：公務人假若無法充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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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哲理，則對倫理決策的助益不大。第二：中層之道（Middle road）：其

一，實質倫理，認為憲法是國家最主要的信仰、情感價值的根源，也是政治體制

與政府存在的依據。其二，程序倫理，則是將最高法院的判例，作為行政決策的

指引。第三、底層之道（Low road）：要求公務人員遵守機關法規（Rohr,1989: 

64-69；轉引自江明修，民 87：8）。 

（五）Felix A. Nigro and Lloyd G. Nigro 

當面臨決策時，反映在對於價值的選擇及所採取行動上的考量，該思維的具

體標準即是行政倫理，亦是一種政策和手段（Nigro and Nigro, 1989: 49）。 

（六）David H. Rosenbloom 

公務倫理是個人責任感的表現，亦可被視為個人內心的省思；所謂負責任即

是行政人員可以承擔外在的檢查程序（Rosenbloom, 1993:508）。 

（七）H. George Frederickson 

行政倫理的研究，係以組織的成員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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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son, 1997:157&161；轉引自林鍾沂，民 90：617）。 

（八）Terry L. Cooper 

「責任」是行政人員發展倫理規範時最主要的概念。無論是公私部門的行

政，「責任」可說是所有行政詞彙當中最重要的字眼。這個概念有兩個主要面向，

一是主觀責任，二是客觀責任（Cooper, 1998:65）。 

 

綜上所述，公務倫理的要素，不但包括傳統官僚層級組織所注重的「忠誠」、

「紀律」、「服從」、「效率」、「課責」、「專業化」等「從上倫理」，還包括公務人

員個人內在及行為層面所應注重的「倫理意識」、「道德感」、「責任」、「正當行為」

以及「裁量基準」等。因此，公務倫理的意涵，可歸納為下列二方面（周世珍，

民 90：106-107）： 

（一）積極追求社會公道與正義實踐的「主觀責任」 

公務人員應重視專業倫理道德；即強調行政作為能重視平等、公平、公正、

正義、忠誠、負責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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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合工作職務規範的「客觀責任」 

公務人員應遵循倫理相關法律，對其所揭示之忠誠、迴避、利益衝突、請託

關說、贈與、應酬等價值內涵予以重視與遵行。 

 

三、公務倫理的層次 

政府的兩種主要功能是指「保障」（Protection）和「促進」（Promotion）。政

府為了執行保障與促進的功能，必須有警察權、徵稅權、依法徵收私人土地並給

予人民補償權。透過這三種權力，政府可以有效地運作。至於政府提供服務的目

的何在？為誰服務？誰受益？誰受害？這就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決定問題。行政倫

理有三種層次（海闊富，民 76：12）： 

（一）公共政策倫理 

即政務官制定高層次政策的倫理觀念。 

（二）行政決定倫理 

即行政人員作決定所涉及的倫理觀念。 

（三）個人行為倫理 

即公務員個人行為涉及貪污和腐化的倫理觀念。 

 

另外，Plant 與 Gortner認為（1981），公務倫理的概念可以從數個層面來了

解（Plant and Gortner, 1981:4-5；顧慕晴，民 77：3）： 

（一）個體面（micro）和鉅體面（macro）： 

這是依行政倫理所考慮的對象不同而區別。前者是對行政人員個別行為的倫

理指引，是個人倫理的標準（personal ethics standards）；後者是對社會整體價值

進行思考，是對社會中各種衝突利益的取捨與判斷，所以又稱為「公共政策倫理」

（the ethics of public policy），其目的是探求在特定的情境中，何種政策對社會最

為正確、最為公正（equity）。 

（二）靜態面（static）和動態面（dynamic）： 

前者是從法規的（legalistic）和制式的（formal）角度來了解行政倫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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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了各種法規、專業守則等；後者是從社會變遷、民眾需求及個人行為發展的動

態過程中，探求什麼是行政倫理。 

（三）實質面（content）和過程面（process）： 

前者在於指出行政倫理的一套實質原則，例如對人民的尊重，對誠實的執

著；後者強調對行政倫理心智思考過程，由於行倫理實質標準往往過於抽象，因

此必須透過一連串的檢定（examine）、質疑（question）的思考過程（process of 

thinking），才能建立起適用至實際狀況的倫理決策標準。這兩層面有互補之效，

缺一不可。 

（四）消極面（negative）和積極面（positive）： 

前者認為行政人員只要沒有違反行政倫理的規定，即屬合乎行政倫理要求；

後者則認為行政人員合乎消極規定尚嫌不足，還必須積極地提升倫理水準，以達

成更公平、更合乎正義的社會境界。 

 

就第一種公務倫理的層次而言，吾人可知，在層級節制的行政組織中，事務

官佔了大多數，主要負責政策的執行，對於政務的推動及政策的執行具有莫大的

影響，雖然他們通常不制定決策，但是藉由提供資訊給決策者參考，而對於決策

亦有影響力；其次，各層級事務官依法令執行職務的行為，上至高級文官的決策

行為、政策建議行為，下至基層行政人員的一般行政行為，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

有相當彈性的行政裁量權，則裁量所涉及的倫理問題，就分外重要。因為事務官

個人的倫理意識不彰，或倫理決策錯誤，定將影響其行政裁量的正當性，積少成

多，倘若多數文官如此，非但不特定多數當事人的權益受到損害，且公共服務的

品質定將大幅下降，進而折損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與公信力。因此，這也是多數學

者將公務倫理層次的研究重點，放在「行政決定倫理」及「個人行為倫理」的原

因所在。 

就第二種的公務倫理的層次觀之，我們可說公務倫理的發展趨勢，是由個體

面、靜態面、實質面和消極面逐漸朝向鉅體面、動態面、過程面和積極面發展。

這並不意味著前四者已遭摒除或淘汰，事實上這四者仍重要。但是由於社會環境

的變遷，政府中行政部門職能的擴大及社會對行政人員角色要求的改變，使行政

倫理漸漸偏重後四種層面（顧慕晴，民 77：3）。因此，我們很難一概斷言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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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公務倫理具有絕對的重要性，端視吾人採取的研究途徑以及欲達成的研究

目的而定。 

    總之，「公共政策倫理」屬於政務官規劃決策與模式維持的倫理觀念，「行政

決定倫理」屬於個別行政人員倫理決策技巧的問題，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直接涉

及個人貪污和不倫理的行為，因此本研究屬於「個人行為倫理」的範疇。又，本

研究探討利益衝突，是希望提出公務人員個別行為的倫理指引及標準，並未針對

社會整體價值進行思考，或對社會中各種衝突利益予以取捨與判斷，因此屬於「個

體面」的公務倫理；本研究不但從制式的倫理法規、守則與制度來解決利益衝突，

亦將動態的人性發展及改進、組織士氣與文化作為利益衝突的預防途徑，因此兼

屬「靜態面」與「動態面」的公務倫理範疇；本研究在於指出公務倫理的一套實

質原則，並未強調對公務倫理心智思考的過程，因此屬於「實質面」的公務倫理；

利益衝突的有效防制，不能要求公務人員只要沒有違反倫理法令，即屬合乎公務

倫理的要求，還必須積極設法提升公務人員的心靈素質與倫理水準，才是長久之

計，因此本研究兼屬「消極面」與「積極面」的公務倫理範疇。 

 

四、公務倫理的本質 

本文以下擬就公務倫理的本質進行探討，因為經由學理上深入的分析，可讓

我們對公務倫理眾說紛紜的意涵，有更深入的了解，且對於公務倫理研究途徑的

發展上，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背景知識，換言之，其具有一承先啟後的作用。 

（一）個體面：行政權力的運用  

人事管理專家 O. Gleen. Stahl對於權力和倫理之相關性曾說道：「倫理行為

問題的產生，是由於公務員藉著行政權力和影響力來行使他的命令而起。」組織

理論大師Max Weber亦曾言：「正常運作之情況下，在發展中之機關組織層級體

系的權力，其地位是無與匹敵的。」由此可知，權力是管理理論與實務兩者之基

石，在組織生活中，權力是重要、而且無所不在之事實。吾人可瞭解權力是公務

倫理問題之主要來源（蕭武桐，民 77：618）。 

在機關組織體系中，對人民最有影響的是行政裁量權，而行政裁量權的行

使，便是公務倫理的核心（蕭武桐，民 91：108-109）。蓋在十九世紀前半葉歐洲

絕對王政鬆動之後，行政與司法的分離逐漸明顯，為避免行政措施遭遇法院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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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裁量之概念由是產生，確立屬於行政部門或官僚體系裁量之範圍，普通法院

或行政裁判機關之審查應受限制之原則（吳庚，民 89：113）。所謂的「裁量」

又有廣狹二義，在不屬於法律保留範圍之事項，行政機關以其自己之責任，推行

各項公共政策，本有相當之自由，且無須以法律明文授權為依據，此即「行政的

自由性」之情形，可稱之為「宏觀的裁量」或「廣義的裁量」；行使法律之裁量3

授權者，乃「微觀的裁量」或「真正的裁量」4。因此，行政機關的裁量不僅著

重具體單獨之案件，仍須考慮到其他眾多類似之案件；不僅注意個別，還需斟酌

政治、經濟等社會環境，以及整個行政計畫之配合；不僅要重視目前之公平，還

得參酌過去，更要注意將來之展望。因此，行政裁量的倫理考量，就顯得更重要

了（蕭武桐，民 83：17）。 

縱上所述，可知個別權力的運用，尤其是行政裁量權的運用，成為公務員倫

理的來源，個別權力如何適當地運用，則是促成倫理道德成熟之基本方法，因此

研究個別權力及其對政治系統或個人所生的影響，對倫理行為是相當重要的（蕭

武桐，民 91：109）。 

（二）整體面：倫理價值的選擇 

在一個民主多元的社會中，各種團體代表著各種利益的需求，而要求政府

提供不同的服務，因此公務倫理的價值或標準是多元的。公務倫理的標準，一

般每有不同的界定，統括來說，大體可以分作兩類：第一類是站在政府的立場

而強調的，如能力、效率、專業、忠誠，和負責任的程度等；第二類是站在民

眾的立場，要求公務人員提供公平合理的服務，以公眾利益、社會公平、與妥

善處理各種問題等為標準。前者著重公共行政的本質和行政人員的本分，如依

法行政、層級的尊重服從等；後者著重社會對執行公務者的期望，如行政中立、

程序正義的維護、弱勢群體的扶持、決策形成的民主化、透明化等（連戰，民

81：58）。 

由於行政人員不僅是個體的行為者，而且還是組織的成員，所以在如何作決

                                                 
3 關於此種裁量，學者陳慈陽有深入的分析，氏認為：「⋯裁量權乃立法者賦予行政機關就具體
事件，在適用法規時，才能行使。易言之，此種裁量權的授與係賦予行政機關在具體個案中「自

由」地來執行法律效果。此亦使得行政權可以依具體個案及事件的差異性來為合法與正確的決定

與執行⋯行政機關必先考量，該法律授與裁量權所欲達到的目的何在。再以此目的與觀點下，來
對具體事件為判斷與決定。」參見陳慈陽，民 89年 12月，「行政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收錄
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初版），頁 460。 
4 本段係整理自吳庚大法官的見解，並未逐字引用，請詳參吳庚，民 89 年 9 月，行政法之理論
與實用（增定六版），頁 126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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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使用何種決策標準時，必須考慮他們在組織內的角色及組織的目標（邱瑞

忠，民 80：32），此即構成了價值取捨的衝突。例如：當公務員面對服從的價值

要求時，是要絕對地服從上級的指揮與命令？還是有陳述意見的自由？當面臨忠

誠的價值要求時，是毫無異議的順服職權上的責任？還是有揭發弊端權利的選

擇？面對負責的價值時，資訊公開與透明的要求，是否會妨害組織的機密？面對

效率的價值要求時，要如何兼顧程序正義的維護？除了「機關組織信念的行政倫

理」以及「民主信念的行政倫理5」要取得平衡外，一切公益與公務人員個人的

私利，亦應有所平衡。 

無怪乎，學者形容公務倫理環境的價值，恰似萬花筒一樣五花八門。因此如

何去發展和維持對環境的價值，使公務人員容易感受，並促成倫理行為之成熟，

是非常迫切且重要之工作。在感受公務倫理環境的價值之餘，首先要發展倫理的

研究途徑—留意整個公共行政所處的環境之價值，並應用至公務員的行政作為，

使其容易瞭解，並感受其所處的環境之價值。正如舍伍德（Frank Sherwood）教

授所觀察指出：「公務員必須要能『自覺地面對』（Consciously Confront）所處的

環境之價值。」（蕭武桐，民 91：112）。公務人員唯有這種認知，才能衡平各種

利益，做出理性的價值選擇，將資源、人力與服務投入到適當的行政決定，產生

最佳的效益。 

 

貳、公務倫理的分析架構 

 

一、公務倫理的研究途徑 

學者 Jeremy F. Plant與 Harold F. Gortner 從兩個不同的面向來分析公務倫

理，引導出四種公務倫理的研究途徑。之所以要探討這四種研究途徑，是因為每

個研究途徑強調的重點不同，所採用的運作方法就不同，方法與手段不同，則公

務倫理實際的執行成效殊異。再者，公務倫理的理論架構目前並不清晰，因此有

從不同面向釐清其研究途徑之必要。 

Plant 與 Gortner認為（1981），對公務倫理研究途徑的分析，可從兩種面向

                                                 
5 學者Mark T. Lilla將公務倫理標準分為「機關組織信念（Bureaucratic Ethos）的行政倫理」與
「民主信念（Democratic Ethos）的行政倫理」，前者即包括效率、能力、專業技術、忠心及負責
任等，後者則包括公眾利益、社會公道、制度或憲法的價值及公民參與的概念（蕭武桐，民 91：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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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探述（Plant and Gorter, 1981: 4-5；蕭武桐，民 84：99）： 

 

其一是「定義的途徑」（Approach of Definition），又可分為： 

（一）動態的／行為的（Dynamic╱Behavioral） 

包括自我發展、組織生活的民主化、對工作壓力情境要有自知之明、對民眾

需求有所回應。 

（二）法規的╱正式的（Legalistic╱Formalistic） 

包括倫理守則、專業守則、某一階層活動之法律禁則。 

 

另一面向的分類是自「關切的重點」（Focus of Concern），也可分為兩類： 

（一）個別的╱微觀的（Individual╱Micro） 

是從個人在某一種情境，什麼是正確的行為（right conduct）。 

（二）社會的或系統的╱巨觀的（Social or Systematic╱Macro） 

是從整體系統及社會觀點如何制定公共政策。 

 

以上兩種分類，交錯而成四種途徑，如下列的「公務倫理變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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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切的重點( Focus of Concern ) 

 

                          個別的╱微觀的   社會的或系統的╱巨觀的 

                         (Individual╱Micro) (Social or Systematic╱Macro) 

                           

 

動態的╱行為的         

定(Dynamic╱Behavioral ) 

義 

的     

途    法規的╱正式的 

徑(Legalistic / Formalistic) 

（Approach of Definition） 

 

         

 

             圖 2-2 公務倫理變項表 

 

資料來源：Plant & Gortner（1981：5）及蕭武桐（民 84：100）

修訂的意見 

 

茲將這四部分變項分述如下： 

Ⅰ、人性發展與改進：  

表示動態的個體行為面。強調人性發展與改進，主動積極地使公務員的人力

資源，能夠自覺理性地發展（蕭武桐，民 84：99）。此部分常見於人性發展文獻

之描述，乃公務人員之自我道德和公務倫理意識的發展，是一種「良心」

（conscience）和「內在控制」（internal control）。這是公務倫理的基本，因為一

切個體、集體倫理必須要透過公務人員內心的體察、衡準才能表現出來（戴楊健，

民 85：28）。 

Ⅱ、社會公道與回應：  

表示動態的社會（整體）行為面。此部分與新公共行政學者們所倡導的主張，

     內心覺醒 

Ⅰ 

  人性發展及改進 

（ Huma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內部控制） 

        

Ⅱ 

  社會公道及回應 

( Social Equity / 

Responsiveness ) 

        Ⅲ 

     倫理守則 

（Codes of Ethics） 

   （外部控制） 

        Ⅳ 

     功利主義 

( Utilitarian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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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 John Rawls（1971）所強調的「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有相似之處。

因為此派學者認為傳統或主流行政學一直與科學知識、企業管理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但非常不重視倫理的研究，也少與民主政治理論發生有機的聯結，於是他

們提出「恢復相關性」，主張公共行政的研究與政府實務運作應有緊密的關聯，

特別是在政府改革或行政革新的努力上；此外，他們亦積極鼓吹行政學應重視倫

理、價值的分析，並且強化民主、公道、參與、人文等主張的內涵（吳定、張潤

書、陳德禹、賴維堯，民 87：646）。 

Ⅲ、倫理守則： 

表示個體的法律正式制度面。此部分是最明顯的、受時間考驗的，以及政府

倫理問題最常採用的解決之道，頗類似 John A. Rohr所謂的「基礎層次途徑」（The 

Low Road）。包括外在法規、社會倫理規範，以及社會大眾對公務人員在私人行

為與職務上的期許。雖然略顯消極，但研究發現，受重視的倫理法規，多是與專

業守則及適合機關實際運作的信仰相結合（戴楊健，民 85：29）。 

Ⅳ、功利主義：  

表示整體的法律正式制度面。功利主義是由 Jeremy Bentham（1748-1832）

所倡導為最大多數人謀求最大福利的原則。但此部分在民主社會中很難成立，因

為如果任何官員企圖建立一個普遍性的倫理主義（ethical doctrine），他很快就會

變成拙劣的獨裁主義（heavy-handed authoritarianism）。在迫切的危急情況下，此

途徑可找出最明確的運作方式，乃藉由強制性法律以社會標準取代個人標準（戴

楊健，民 85：29）。這種作法是否有正當性？是否合乎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受

到許多包括新公共行政學者在內的質疑與挑戰。 

 

    根據以上的「公務倫理變項表」，學者繆全吉認為（民 76），一位公務員在

進入行政機關後，其行為所需負責對象，由內至外，包括自我、組織和社會。因

此氏從個人、組織、社會三方面來分析行政倫理，發展出「綜合性行政倫理架構

圖」如下6（繆全吉，民 76：533-536）： 

 

 

 

                                                 
6 其中Ⅰ、Ⅱ、Ⅴ、Ⅵ的內容，與前述「公務倫理變項表」大同小異，故不贅述，僅就Ⅲ、Ⅳ予
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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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人             組 織           社 會 

動態的 

行為面 

     

    法規的 

    制式的 

 

圖 2-3 綜合性行政倫理架構圖 

 

資料來源：繆全吉（民76：534） 

 

Ⅲ、組織士氣：  

組織中每一成員由其內心中所表現出對組織的認同與接納，構成了組織的士

氣或組織氣候，影響了公務員對組織規則的順從。 

Ⅳ、組織規例：  

即公務人員在其服務之組織、部門文官系統裏，對其在組織中行為的外在之

規範性要求。如對政府、部門、機關、單位、職務、長官、同僚、下屬等的規約。 

 

二、利益衝突的倫理思考架構：內外控制 7雙軌制  

公務倫理的倫理困境，其態樣繁多，欲解決倫理困境，則非深入判斷倫理困

境的發生原因以及形式，始能採取不同的因應之道解決之。隨著公務倫理研究途

徑的不同，有其殊異的控制方法，一般言之，不外乎「內在控制」與「外在控制」

兩者，前者主張從公務人員的教育與訓練著手，來形塑公務人員的倫理意識，著

重人性的發展與道德的自覺，以軟性的方式，從裡而外，從內心面到行為面，漸

進地改善倫理決策模式，進而解決倫理困境。後者則主張從機關組織的結構面，

以及公務倫理的法制面著手，來改善公務人員的倫理行為，強調透過組織結構的

改良、法律及制度的約束與監督，以具有強制力及拘束力的鮮明方式，從行為面

到內心面，快速地導正違法或不當的倫理決策模式與個人的不倫理行為，進而避

                                                 
7 關於公務倫理的研究途徑，一直有內、外控制之分；而人事行政機構的設計，有「部內制」與
「部外制」之別（請詳參許濱松，民 90年 2月，各國人事制度（全），頁 29以下），為免稱內部
或外部控制與之造成混淆，本文以下除引用學者之用語外，均稱之為「內在控制」與「外在控制」。 

人性發展與改進 

       Ⅰ 

    組織士氣 

       Ⅲ 

社會公道與反應 

      Ⅴ 

行政守則 

     Ⅱ 

    組織規例 

       Ⅳ 

   功利主義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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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倫理困境的重複發生。 

不同的學者對於內在控制與外在控制各有所好，贊成內在控制者認為，固然

法律、制度等「外在制度」的設計，可使公務員消極地不敢為惡，但若欲使之積

極為善，則唯有依靠倫理道德等「內在控制」的因素發揮作用。因為「外在控制」

只能防止公務員的「腐化行為」於一時，而「內在控制」卻可澈底去除公務員的

「腐化動機」（鄭中堅，民 81：17）。此外，內在控制的方式，其優點是內化在

行政人員心中，隨時存在著，也隨時在自我控制之中。因此一旦建立此種內在價

值便牢不可破，也較易形成一個有回應的、創造性的官僚體制。內在控制雖然有

優點，但也有缺點。尤其在多元化社會中，多種價值雜然紛陳，難有眾所同意的

價值存在，則行政人員要接受何種價值將是一個難題。此外，內在控制並非完全

可靠，因為訴諸個人內心負責任的行為，全屬個人隱而不顯的範圍，外人實難加

以審核（繆全吉，民 78：433）。換言之，價值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若價值彼

此之間互相衝突時，又該如何憑自己的判斷去取捨？ 

由此可知，這兩種控制方式優缺互見，各有所長。實則，內在控制的隨時存

在，正好可以彌補外在控制之不足，而外在控制的強制規範，可以成為內在控制

失靈時的「必要之惡」，所以兩者是相輔相成；另就執行效果觀之，前者之效果

潛移默化，後者則求立竿見影，只是手段方法不同，均是求公務倫理臻於完善，

所以是殊途同歸。換言之，內部控制與外部控制於治標面、治本面同樣重要，治

本方面藉由個人道德修養、內心自我道德控制，知道「何所應為、何所應不為」

的個人的行政行為或攸關大眾的公共政策決策，另一方面不可否認部分自我約束

較弱之行政人員，則藉由外部的法律規章、組織章程產生嚇阻效果以降低非倫理

的行為（韋漢樑，民 90：54）。 

因此吾人以為，內控與外控兩種方式並無絕對之好壞可言，應端視倫理困境

的態樣為何，而倚重較有效的控制方法，以解決倫理困境。欲促成行政倫理的實

踐，其他途徑亦不可偏廢，而是視情況調整行動的內容，亦即，兩者必須適當調

和，畢竟「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戴楊健，民 85：194）。換言之，

目前該做的即是發展出一個內部與外部控制的均衡點，也就是在個人之外應有一

個外部控制去嚇阻他，使不敢放縱於個人私利的追求，同時也需有足夠的內部控

制，去鼓勵他最具建設性的、利他的、理想的與創造性的活力，使之繁榮。這個

控制的均衡點，對於一個負責任的行政人員，是絕對必要的（蕭武桐，民 91：

97）。就利益衝突此一倫理困境觀之，由於行為態樣繁多，且行為人兼具一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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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與公務人員雙重身份，若僅採取內在控制之途徑，雖能治本，但是收效費時，

又其牽涉公益與私利的衝突，萬一衝突發生，受損害的公共利益已經難以回復，

對於行為人亦難收懲治之效；若僅採取外在控制之途徑，雖符合當今國際間倫理

立法的潮流，亦有嚇阻作用，但終究防不勝防，不免有亡羊補牢之憾，因此欲解

決利益衝突此一倫理困境，本文兼採內在與外在控制的雙軌制。 

 

第三節  人性本質的假定與公民倫理理論 

 

壹、人性本質的假定 

 

一、X 理論與 Y理論 

學者McGregor（1960）在「企業的人性面」（The Human Side of Enterprise）

一書中，提出了他對人性的二種不同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s about human 

nature）。他認為由於管理人員對人性的不同假定，乃造成管理上的差異。他將這

兩套不同的人性假定分別以 X理論（Theory X）及 Y（Theory Y）理論名之。 

（一）X理論（Theory X） 

    X理論的假定是： 

1. 一般人生性厭惡工作，故盡可能設法逃避。 

2. 領導者必須用強迫、控制、指揮，甚至以懲罰威脅，使大多數的人出力以

便達成組織的目標。 

3. 一般人都寧願被領導而不願負責任，對什麼事都沒有雄心或抱負他們最重

要的是企求安全（林錦勝譯，民 58：24-25）。 

McGregor認為（1960），上述這些假定與今日社會科學研究所發現的事有所

牴觸，應予修正。上述假定最主要的一點是，把人當作「壞人」來看，認為他們

好逸惡勞，只追求物質需要的滿足（張潤書，民 87：81）。故管理上強調外部控

制、依循層級節制的組織體系貫徹指揮與命令。 

（二）Y理論（Theory Y） 

    Y理論的假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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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人並非天生就厭惡工作。工作視所能加以控制的環境之不同，可以是

樂趣之源（人們將樂於工作），也可以為痛苦之源（人們將盡可能避免）。 

2. 外在的控制和處罰的威脅，並非使人達成組織目標的唯一方法。人們為達

到其所獻身的目標，會自我指揮及自我控制。 

3. 「人們是否致力於目標的達成」這件事乃是其報酬及成就的函數。 

4. 一般人在適當的條件下，不但願學習接受責任而且還尋求責任。 

5. 一般人都具有運用高度想像力、機智以及創造力來解決組織問題的能力。 

6. 在現代工業生活的條件下，一般人的智慧只獲得了部分的發揮（林錦勝譯

民 58：33-34）。 

    根據 Y理論，McGregor主張採用人性激發的管理。在這種管理方式下，個

人與組織之目標可以相結合，不僅達成了組織的總目標，同時也可以達到個人的

目標。其所採用的管理原則及方法不外是：民主領導、人人參與、積極溝通、滿

足需要、潛能發揮及適當授權等（張潤書，民 87：82），以及善用人群關係，共

同結合的互動方式，推動組織管理（蔡金火譯，民 91：164）。並強調內在責任

感的培養，與長官部屬間的相互信任。 

 

二、利益衝突規範的人性論：人性本質假定的啟發 

很明顯的，X 理論的觀點是導源於霍布斯（Hobbes）的人性論8；Y 理論的

觀點，則較接近康德的人性論9。換言之，對於行政人性方面的善惡問題，似乎

可以從政治哲學的分類探討之中，加以比較、觀察。（蔡金火譯，民 91：164）。 

利益衝突等相關倫理規範的制定和實施，取決於各方人士對一些基本問題的

看法：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誰是誰非？對這個問題的兩種不同的假定，

必然會導致在倫理規範的制訂和實施上，採取不同的途徑。無論是傾向「X理論」

和「Y 理論」，究其根本，還是因對人的基本看法不同而產生的選擇不同（馬國

泉，民 88：118）。利益衝突規範的制訂和實施，例如倫理守則或倫理法典，也

不可避免地會受到這個基本假定的影響。 

                                                 
8 從霍布斯（Hobbes）的觀點來說，原始的人類是生活在一個相當殘忍而且可怕的爭鬥世界中。
霍布斯的名著《巨靈》（Leviathan）的發表，即其「政治科學」的產生，使人類因締約而結合，
透過主權的運用，人類得以逐漸凝聚在一起，從而免除爭亂，使生活可以在特定的秩序之中，受

到保障，從此之後，沒有法律及充滿戰亂的世界得到了控制（蔡金火譯，民 91：163）。 
9 康德認為人性只能在自由的狀態之中發現其道德，而這種道德淵植於自然狀態與完全抽象的純
理論之中，並導引著一群自由人士共同結合在一起，追求秩序與和平（蔡金火譯，民 9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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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勢領導及清廉取向方能造就成功的政府。政府施政切忌預設「人性本惡」

之立場。過多的法令，使得許多人寧願捨棄正常管道、不遵循基本原則，以做出

正確的決斷，反而去鑽尋法律漏洞。因為如果我們預期會有不法情事發生，就會

鼓勵並造就其成為事實；反之，如果我們能啟發人們的道德感，使他們深信遇事

要做出符合道德規範的決斷才是正確的，那麼，我們的目的便達成了（蕭武桐，

民 91：495）。再者，並沒有足夠的研究顯示，利益衝突行為的發生，光靠以「X

理論」為基礎的「嚴刑峻法」即可防制，畢竟，利益衝突行為與一般刑法上的犯

罪行為有所不同，是否具違法性，仍有爭議，故仿效刑事法令，以「X理論」為

基礎去制訂規範，成效有待觀察。最後，產生利益衝突的不道德行為（wrongdoing）

的公務人員畢竟是少數，大多數公務人員仍是奉公守法，足見自我約束力較弱的

公務人員僅是少數，倘若針對少數投機份子，制訂以「X理論」為基礎的法律規

範是否會斲傷整體的組織士氣？亦不無疑慮。 

因此，本文主張，欲有效降低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發生，各種面向的防制措

施，無論是心理面、管理面、組織面或法制面，似應採取以「Y理論」為基礎的

人性本質假定去規範，使公務人員「不欲」為利益衝突行為。另輔以「X理論」

的人性本質假定，設計管制機制10，針對少數不法份子予以打擊，使公務人員「不

敢」為利益衝突行為。換言之，原則上以「Y理論」為主，而以「X理論」之採

行為例外。 

 

貳、公民倫理理論 

 

    一般公民或許都認為：一個公務人員，在面對利益衝突的抉擇上，亦即當個

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有所衝突時，應該以公共利益為優先。然而，實際上是否所有

的公務人員都有這種觀念？當公民變成公務人員的身份時，是否堅持這種想法？

尤其當抉擇犧牲個人私利，或將危及私人生活時，是否仍無動於衷？再者，假若

公務人員認為追求個人利益，也是應有的權利，同樣受憲法保障，那麼在處理公

                                                 
10  管制理論中有所謂的「最適遏阻的公共利益模型」（The Public Interest Model of Optimal 
Deterrence），即是基於「X理論」的人性基本假定，並以理性之行為為前提。根據此理論，一個
人（無論自然人或法人），只有當違反管制的預期成本超過得自管制的利益時，才會順服法律。

詳言之，就是要 p×D＞U，這裡的 p是指逮捕（apprehension）與定罪的預見可能性；D是指招
致逮捕與定罪的成本；U是指違反管制所產生的利益（Ogus, 1994: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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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務上，或是面臨一個牽涉本身利益的決定時，是否依舊能毫不猶豫地以公共

利益為前題？這個問題主要涉及公民倫理的問題。 

 

一、公民倫理的意涵  

    公民倫理（citizenship ethics）意指，行政人員依據公民資格（citizenship）

所做之是非對錯的倫理思辯，及應表現的正確行為（顧慕晴，民 90：214）。在

形塑「公民倫理」之前，必須先建立「公民資格」，行政人員才能成為負責任、

關愛他人、以及具備「民主公民資格11」（democratic citizenship）的「高尚官員」

（honorable bureaucrat）。以下就公民倫理的兩個重要概念探討之。 

（一）公民資格  

    Cooper（1991）界定公民為某特定社群中具有該社區法律與規範限定義務角

色的人民。公民資格則為某特定社群中由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界定的地位與角色

（Cooper,1991:5-16）。Bryan S. Turner和 Peter Hamilton（1994）在其「公民資格

之重要概念」（Citizenship: Critical Concept）一書中，視公民資格為「集體的權

利與義務」，個人即因此而獲得其社會和政治的成員資格（membership）。Adrian 

Oldfield（1990）在其「公民資格與社區」（Citizenship and Community）一書中

亦強調，公民資格不只是地位（ status）也是實踐（practice），不僅是權利（ rights）

也是義務（duties）（江明修，民 86：29-33）。對此，Camilla Stivers有很深入的

闡述，Stivers 認為（2001），公民資格（citizenship）意味著一種地位（status）

與實踐（practice）。就地位而言，它伴隨著一組個人與國家之間正式的關係。典

型上包括了許多重要權利（投票權、言論、宗教與集會結社自由），但即使有義

務，也很少。就實踐而言，公民資格涉及一連串構成政治生活的資格（capacities）、

活動（activities）以及義務（obligations），諸如參與治理，以及考量公益（ general 

good）的責任（Stivers, 2001: 583）。Golembiewski（1989）對於公民資格的認定

則非常廣泛，他主張一個組織中的成員資格（membership），無論公私部門，都

可被視為一種公民資格的形式。 

                                                 
11 「民主公民資格」乃公民應積極主動參與治理，在參與治理的過程中，公民的眼光自然寬廣，
能將公眾利益置於私我利益之上，也擁有處理公眾事務的知識與能力，並培養出公民對國家與政

府的歸屬感，及對整體社群的道德責任感，深刻瞭解到整體社群成員間是一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
體（Sandel, 1996:5-6；引自顧慕晴，民 9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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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資格本身即是目的，並非只是其他目的的手段。它需要良好事物—正

義、平等、參與、公共利益、社群—的表達，而不論其是否促進效率、技術理性、

成本節約、獲利或組織目標的實現（Stivers, 2001: 596）。公民資格能使每一個個

人和他人連結在一起，亦使每一個個人能夠體認、重視和納入比自我利益、家族

利益、派系利益更廣泛的利益（Cooper, 1991: preface:Ⅴ）。組織中的成員建立「公

民資格」，將會抱持下列價值的想法：忠誠（ loyalty）、良知（conscientiousness）、

運動家精神（sportsmanship），以及自願超出工作說明書所嚴格要求者。這種行

為有一核心的主題稱之為「良好戰士症候群」（the good soldier syndrome），也就

是俗稱的「組織公民行為」（OCB,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rgan, 

1988）。 

    另一方面，Graham（1991）則認真採取公民資格的政治面向。她認為，忽

視政治參與是公民行為範疇而規避權力議題的同時，導致了非常美好的組織公民

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簡稱 OCB）的圖像，其結果仍然是有缺

陷的（Graham,1991）。 

    須注意的是，並非所有公共組織的決定都清楚地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因此，

Stivers 主張（ 1989），公民資格不應等同於「參與管理」（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如果我們將公民資格等同於涉入組織的決策，亦即，達到組織目

的的同時，不管它們對於公民的需求與慾望（needs and wants）的關係，我們將

處於組織糾葛（involvement in organiation）的危險當中，而讓真正的公民資格消

失殆盡（Stivers, 2001: 597）。 

（二）高尚官員 12 

    民主政治當中，官員（bureaucrat）乃由公民具有特定資格後宣誓擔任，兩

者之間並非生產—消費的商業交易關係，而是共同負有提升公民道德（citizen 

virtue）的使命，官員更應具有為公眾服務的強烈使命感。基本上，民主國家為

良民與良民所選任的高尚官員（honorable bureaucrat）所組成（Hart, 1984:116；

轉引自戴楊健，民 85：147）。 

    正如 David K. Hart（1984:116-119；1989:101-105）所言，公共行政不僅關乎

                                                 
12 其他相似術語，如 John P. Burke的「負責任的行政人員」（responsible administrator）、David K. 
Hart的「公民人本主義」（civic humanism）和「關愛他人」（the love of others）、F. Stevens Redburn
與 Yong Hyo Cho的「民主公民資格」（democratic citizenship）與 Terry L. Cooper的「專業公民」
（professional citizens）和「公民行政人員」（citizen-administrator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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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技術，也重視公共服務的道德訴求（moral endeavor）。因此成為公共行政官

員應先具有公民和良民的身份，並在公共服務此一使命的召喚下，經由法定程序

任命。所以，行政官員不僅應嫻熟於政策執行技術，更應堅持與捍衛立國精神，

與保障和提升公民道德，如此方無愧為「民主行政」的護衛—高尚官員。Hart

指出，高尚官員應至少具有下列四項責任（江明修，民 86：34）： 

1. 重視道德（moral significance） 

       必須站在道德立場，堅守立國精神與公眾所託付的責任，如果政策違背

立國精神或公眾利益，可拒絕執行，並訴諸大眾，且請求改進。 

2. 關愛公民（caring） 

       應儘量克服困難，真心關愛所服務的公民，並與公民之間建立信任的關

係。事實上，關愛是建立公平社會的要素之一，政府是否能真正服務和照料

公民權益，其成敗關鍵實繫乎官員是否真心關愛公民。 

3. 道德企業主義（moral entrepreneurism） 

       應建立官民之間的信任關係，承受公民爽約的道德風險（moral risk），就

像企業家承擔財務風險一樣。如果公民與政府之間缺乏信任感，要保護公民

之自由與培養公民之公德實有困難。 

4. 權責並重（noblesse oblige） 

       享權利者應盡義務乃是最起碼的高尚道德作風（moral nobility）。行政官

員應發自內心啟動公共服務的召喚、信守立國精神，並成為公道無私奉獻的

道德楷模。 

 

二、利益衝突規範的認識論：公民倫理理論的啟發 

（一）政府的公民性  

政府與企業在組織與結構上，主要特性是相當不同的。在政府機關中工作人

員與在私人企業工作的人員，其信念、價值及經驗是完全不一樣的。具有公民傾

向者，會較偏向於政府，存有較大公共利益的觀念，將越趨於從事公共的服務。

如果社會風氣或是政府的集體態度，是傾向公民性的，則將會強調服務及追求更

大的公共利益，有效的政府也就可預見了（蔡金火譯，民 91：178-180）。對於較

偏向公民性的政府而言，貪瀆與利益衝突的不倫理行為是比較不容易發生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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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吾人當設法提高政府組織的「公民性」。 

    那麼，要如何提高政府機關的「公民性」呢？實有必要重視「人」的問題。

唯有好的公民才有好的政府官員，才有良善的公共行政。也就是說在建立好的公

共行政之前，應先有好的公民、公民社會以及公民文化；社會若是沒有好的公民，

將無法產生好的公僕，更遑論好的公共行政，因為公共行政畢竟是由「人」在運

作的（江明修，民 86：177-178）。 

（二）公民倫理的啟發  

    Hart 認為（1984），民主國家為良民與良民所選任的高尚官員（honorable 

bureaucrat）所組成，公共行政官員應先具有公民和良民的身份，並在公共服務

此一使命的召喚下，經由法定程序任命（Hart, 1984:116-119）。因此，公務人員

原具有公民的身份，在進入政府機關服務之後，這種身份並不會消滅或變質，只

是與其特別法律關係13重疊成為雙重身份。 

    那麼，要如何調和這兩種身份所導致的利益衝突呢？唯有賴公民倫理的提

倡。以「公民倫理」為橋樑，一般人民具備公民倫理，才不會過度自私自利，才

能從只顧自我利益的「私民」，轉化為亦能考量、包容他人利益的「公民」，才能

從「大眾」轉化為「公眾」；公務人員具備公民倫理，才能產生與民眾融為一體

的歸屬感與同理心，從公民的角度出發，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去執行公務，避免行

政官僚在掌握國家所賦予的權力之後予以濫用，或是從自私利我的角度去思考，

進而避免利益的衝突。 

需注意的是，公民倫理（citizenship ethics）理論認為，把公共組織的層級節

制當作是政治民主的工具，是一項矛盾的說法。因此增進公共行政中的公民（資

格）倫理，必須小心進行，切忌掉入出賣自己的陷阱之中—僅只以政府機關的工

作更好為基礎而滿足（Stivers, 2001: 596）。 

將公民倫理內化於公務人員心中，使之成為軟性的、主觀內省的、超驗的、

不需以文字語言即可表述的「默會的知識」（tacit knowledge），則可補充有形的

規章制度所無法規範的層出不窮的不倫理的漏洞。公務人員有了這種修為，才能

                                                 
13 由於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脫離法律支配（rule of law），形成「法外空間」，與現代法
治國家之基本理念不合，因此，不僅不被我國大法官解釋所支持，而且也在今日之德國、日本、

英國、瑞士受到揚棄，認為公務員與國家或行政主體彼此之間之法律關係仍應受到法律規範，而

屬於「法律關係」。不過此種法律關係與一般人民稍有不同，故稱之為「特別法律關係」（林明鏘、
蔡茂寅，民89：360-361；吳庚，民89：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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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服務意識，才能具有實踐性的公民意識。文官的責任乃在培養德性公民（ the 

virtuous citizen）的發展。相對地，民眾具備了公民意識，也會尊重和推崇具關

懷與敬業的公共服務，而形成文官責任與公民意識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動（林鍾

沂，民 90：701）。關於此點，Peter M. Senge亦在《第五項修練》（The Fifth Discipline）

一書中談論文官修道院時，有類似的構想，Senge 認為（1990），文官要達到自

我的超越（personal mastery），改善心智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進而建

立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最重要的修練就是靠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予以整合，這是一種「心靈的轉換」（metanoia）（郭進隆譯，民：87，

17-19）。由此可知，心之為用者大也，心靈的淨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利器。「公

民倫理」的強化，就是希望文官不要形成社會的權力菁英，自成統治階級，而是

要與民眾利益結合，休戚與共，培養社群意識的新公共服務觀；不但要求「官不

可僚、民不可刁」，更期盼公務人員要扮演類如柏拉圖之「哲君」的角色，達成

風行草偃的效果。尤其是晚近各國政府提出再造運動或新公共管理，目的無非是

想實現企業型政府、法規鬆綁、解除管制。試想行政的拘束減少了，若行政人員

不能在倫理道德上有所修為，潔身自愛，有為有守，則其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和能

力，可能為害社會更大 14。正因為「公民倫理」具備了類似反實證論

（Anti-positivism）的「默會知識」的價值，因此本文將公民倫理理論視為利益

衝突規範基礎的認識論。 

 

第四節  利益衝突基本概述 

 

壹、利益衝突的意涵 

 

一、利益  

（一）學理定義  

利益簡單來說就是得到好處，從層次性而言，大致可分為個人利益、組織利

                                                 
14 引自學者林鍾沂氏對顧慕晴氏文章之評論語，參見顧慕晴，民 90年 11月，「新公共管理理論
下公民倫理（citizenship ethics）的強化—新公共服務的理念」，收錄於考試院編，當前文官體制
重要問題之探討研討會議會議實錄（初版），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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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甚至從地球村之角度，可以擴展至全球性利益。組織

可分為私法組織與公法組織，所以個人利益及私法組織之利益可說是我們一般所

知的「利益」或「私利」，因為公法組織之利益、社會利益、國家利益及全球性

之利益通常會冠上「公共」二字以資區別，而稱之為「公共利益」（銓敘部法規

司，民 90：12）。 

（二）法律規定  

我國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就利益亦有明文規定，該法第四條將利益區

分為「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 

財產上利益如下： 

一  動產、不動產。 

二  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三  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四  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第四條第二項）。 

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

業機構 (以下簡稱機關) 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第四條第三項）。 

 

二、衝突  

（一）學理定義  

何謂衝突？學者間各有不同的看法，臚列如下： 

1. Austin Ranney 

衝突是人類之間試圖達成不同的目的，以及滿足相對的利益所為的某種形式

的鬥爭（Ranney, 2001:10）。 

2. Ricky W. Griffin 

    衝突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人、團體或組織的爭論。爭論可能相當地輕微

或非常強烈。它可能是短期的，或存在數月或甚至數年之久，而且它可能與工作

相關，或涉及私人的。衝突可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出現（Griffin,2002:598）。 

3. 張金鑑 

衝突是兩個以及兩個以上的角色（包括個人和團體的）或兩個以及兩個以上

的人格（包括自然人與法人），因意識、目標、利益的不一致，所引起的思想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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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語文攻訐、權利爭奪及行為爭鬥（張金鑑，民 71：243）。 

（二）衝突的構成要件 

綜上所述，可知「利益分歧」與「資源稀少」是導致衝突的根源，因此本

質上，衝突之發生必然在下述情況下（周世珍，民 90：208）： 

1. 具有衝突之雙方。 

2. 相互間之利益或目標有不一致現象。 

3. 交互行為以對抗方式強制或擊敗對方。 

4. 雙方之權力產生不均衡狀態。 

5. 實質可獲得之資源有限。 

 

三、利益衝突 

（一）學理定義  

「利益」包括了「所有有關影響力、忠誠、利害關係、情感，或其他相關情

事」，足以使得稱職的判斷比起在其他可能的狀態下更不可靠（Davis,1982:23）。

利益衝突涉及各種不同影響力以及吾人服務的公共利益間的衝突牴觸。 

這些衝突顯現出來的倫理問題是，我們身為公共利益託付者的信託關係，可

能由於喪失對我們專業判斷的信賴而被危害。如果某些個人私利足以影響我們的

理由與行為，我們可能為它服務而非公民的利益，或至少我們可能被察覺到正如

此做。我們的判斷將以此方式被弱化，不然就是將質疑我們身為公共利益代表的

可信度（Cooper, 1998: 114）。 

在利益衝突的問題中，基本上，我們正面臨著介於利益與責任之間，與介於

私人生活傾向與公共角色義務之間，無可避免的緊張狀態（inescapable tension）

（Tussman, 1960:18）。很大的原因是由於現代社會固有的結構與動態性使然。現

代化將個人置於一複雜的交互關係與互賴關係的網絡之中，這種關係常加諸集體

的需求（collective demands）。後現代社會的環境侵蝕了個人可能轉而尋求解答

的任何清楚的規範基礎。服務公職的人員正經歷著介於公共與私人利益，以及如

何管理的困境，這兩者之間頻繁的緊張關係（Cooper, 1998: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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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 90：24），並不包括對公共利益之牟取15。若干學者對利益衝突的定義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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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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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吳定 

    利益衝突指私人目標的追求與公共利益產生不相容的狀況。當行政官員、政

務官、民選官員、及民意代表等，在制定政策或執行政策時，可能涉及圖利本身

或圖利與其關係密切者時，就產生利益衝突的情況（吳定，民 87：187）。 

（二）我國法律規定  

我國關於利益衝突的規定，見諸於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公布的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該法第五條：「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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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刑法第

一百三十一條圖利罪：「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

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七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利益沒收之。如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兩相比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的利

益衝突，不限於有隸屬關係的「主管或監督之事務」，不需以「明知違背法令」

為前提，且獲取之利益不限於「不法利益」，因此比刑法圖利罪的規定寬鬆，亦

擴大了利益衝突的適用範圍，使其及於其他「不倫理但未必不法」的利益衝突行

為，但比起公共行政學者們將利益衝突界定為，一種以職務的機會來牟取私人利

益，或是影響正式職務的客觀運作的情境，則較為嚴格。 

 

                                                 
15 此概念應可在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七日修正通過的「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以及法務部擬具
的「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修正草案粗見端倪。修法前刑法圖利罪之構成要件過於寬泛模糊，造
成公務人員心態消極保守，不敢勇於任事是重要的原因。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修正草案，就圖利

罪增列以公務人員「違背法令」、「圖私人不法之利益」及「因而獲得利益者」為構成要件，將圖

利罪從「行為犯」改為「結果犯」，使圖利罪更加嚴謹明確，完成立法程序後，公務人員日後執
行職務時，對「圖利」與「便民」將可清楚區分（周錦龍，民 9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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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利益衝突的形成原因 

 

一、西方個人主義發達的影響 

Tussman認為（1960），利益衝突的根源可歸諸於西方個人主義的精神（spirit 

of individualism）。逐漸浮現的是，個人是政治與社會的權利義務的定向（locus），

伴隨而來的趨勢是，將人視為價值、慾望、驅力與利益的混合體。假使這種觀點

成立的話，個人追求一己之利益則似乎相當自然。滿足個人的需求及提昇自己的

生活，被視為合法的行為模式。承認這種行為方式的權利，一般即是我們所謂「尊

重個人」（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的詞彙（Cooper,1998:114）。 

 

二、個人角色及價值觀的多元化  

在現代社會中，既然個人所扮演的角色及所持的價值觀，皆是複雜而多元

的，那麼個人在價值及利益的追求上，便難免會有所不同。面對相同資源的使用，

若皆以各自的立場考慮，都認為自己所持的觀點與價值是正確的、重要的，那麼

利益的衝突就必然會發生了（黃文明，民 78：48）。 

 

三、組織利益與個人期望不一致  

利益衝突也可能發生於個人與組織之間。Emmet注意到（1967），現代化的

複雜組織中，存有兩個面向間的矛盾之處。一個組織可被視為「有共同目標的社

群」（a community with a common purpose），以及「在其中人員希望有職業的場

域」（as a field within which people hope to have a career）（Emmet,1967:196）。

Cooper認為（1998），公共組織並非只是設立來服務公共利益的集合體，也是個

人透過職業發展，以實現自我利益的舞台。果真如此的話，現代社會的多元本質，

以及後現代環境（postmodern conditions）引起的變化，將使得衝突立刻浮現在

個人利益與組織利益之間（Cooper,1998:115）。換言之，當組織利益與個人期望

不一致時，便會產生利益衝突的困境，使得行政人員猶豫不決。 

 

四、行政革新與政府再造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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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民主國家致力推動的行政革新或政府再造方案，提倡以顧客服務為導

向，以績效評量為重心，紛紛精簡組織規模或民營化，減少或限制可利用的資源，

帶給公務員不安全感，汲汲尋覓他職，影響員工的工作士氣，並引發更複雜的倫

理問題，如利益衝突問題、員工離職和轉任的問題等（江明修，民 88：236）。 

 

參、利益衝突的行為態樣 

 

一、行為態樣  

利益衝突是公務人員個人利益（personal interest）和公務職責（official duty）

間的衝突。Cooper 認為（1998），利益衝突的類型，可分為八種（Cooper,1998: 

120-125）： 

（一）賄賂16（Bribery） 

係指公務人員非法地接受金錢或其他有價的報酬，以交換公務人員處理公

務時的特定好處。之所以受到批評，是因為行賄者顯然是意圖扭曲官方行為的

客觀性，而收賄者則意圖自願順服（willingly comply）。因此，公務人員在面

臨這種個人利益與法律、政策以及程序上的衝突時，容易做出有利於己的解決

方式。賄賂通常涉及金錢，但也包括其他報酬，諸如性招待（sexual favors）、

有利宣傳的承諾，或提供獨佔的社交圈的管道。 

（二）濫用影響力（Influence Peddling） 

係指公務人員試圖影響政府決策，以圖利公務員本身也有利益參與其中的

第三人。以典型的合法形式理解之，例如一個政策決定者管制的企業，其中有

公務員持股。這種濫用影響力的模式，除了經濟上的動機外，尚包括一些諸如

宗教信仰或種族意識的利益。例如，一個行政人員的宗教立場若是強烈反對避

孕或墮胎的話，則他可能利用其內部的影響力，以限制家庭計畫或受補助的墮

胎診所的資金款項。 

                                                 
16 賄賂的行為不但兼具不倫理（unethical）的特質，不法性亦至為明顯，中外各國法制均視之為
犯罪行為，而課予行為人刑事責任。本文係從倫理的觀點探討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因此重點放

在公務人員不倫理性的利益衝突行為，而非犯罪行為，以下第三章第二節及第四章第二節歸納公
務人員利益衝突的相關規範時，亦省略賄賂這種行為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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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濫用資訊（Information Peddling） 

係指公務人員對於一般大眾無法取得的資訊有所知情，並使用作個人利益

或財務之用時，即屬可歸責。關鍵因素在於資訊的影響力以及取得的特殊管

道。當資訊是高度可信的，且公務人員應該為保持此一信賴負責時，實際的利

益衝突則會發生。舉例言之，假定一個都市計畫的成員有資訊知道某個朋友的

房子座落於重建計畫的區域中，他雖不是該區計畫團隊的一員，但有管道影響

考量中的變遷因素。此時若朋友給予錢財以交換此一優勢資訊，他也接受的

話，則構成了散播或濫用資訊。 

（四）財務交易（Financial Transactions） 

這種利益衝突的發生，係指公務人員有直接或間接的財務利益，而與其負

責的工作績效有直接衝突。實際利益衝突的情形是，一個官員對於一個可以產

生重大個人利益的決策，有「直接」的個人控制力。與濫用影響力不同的是，

這裡所談的公務人員可以「有效」地控制結果，例如：一個計畫主管可以影響

新機場的位置，使其鄰近他自身擁有的未開發土地。 

（五）贈受禮物與娛樂招待（Gifts and Entertainment） 

如果影響到公務人員公正中立地履行職務的話，尋求或接受禮物與招待亦

構成利益衝突。這種範疇可說是一般所謂的賄賂的擴大，包括了購物的折扣、

電影票券、性招待、假期旅遊、交通工具的使用、大餐、娛樂設備以及酒類飲

料。典型上，這類禮物的給予並未伴隨特定期約的利益，但是卻意圖對贈與者

營造出一種正面的偏好傾向（positive predisposition）。 

（六）在外兼職（Outside Employment） 

兼職受雇、諮詢、契約的保留權（contractual retainers）以及自我雇用，

均可能導致與職務的利益衝突。衝突情形包括利用公職地位以提高私人雇用的

可能，耗盡公職所需的努力與精力，以及使用政府的服務與設備到外面工作的

用途上。並非所有的在外兼職即必然構成利益衝突，受雇的形式與投入程度的

重大與否，均是評斷的要素。 

（七）尋求未來之雇用（Future Employment） 

如果一個公務人員意圖與他（她）現在有公務往來的企業，尋求未來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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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則容易傾向給予未來的雇主有利的對待，以期得到提供的工作。也有可

能是，政府的雇員提供內部機關程序的契約或知識，給那些與公共組織有定期

業務往來的私人公司。這種廣泛的「進出」（in-and-out）或「旋轉門」（revolving 

door）的現象，特別是有問題的，構成了某些最嚴重的衝突。當人們在公私部

門間穿梭服務，前一份工作與未來任職的期待所致的糾葛利益，將可能變得異

常複雜。 

（八）霑親帶戚（Dealings with Relatives） 

行政人員對其親戚有所偏袒亦可構成衝突的情況。這種利益衝突形式也稱

之為「裙帶關係」（nepotism），因為動機類似，所以可說是特殊層次的濫用影

響力。參與運作的行政人員，藉由強化家族的連結以及相互的支持，獲取的利

益並非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利益。 

這種利益衝突可能深植於非經濟的因素。例如：一個任職於都市發展部門

的計畫人員，而影響其年邁雙親的住所。當他發現其父母的房子將被商業發展

所取代時，生活安寧被騷擾的恐懼隨之而來，計畫若採行的話將破壞一切。此

時他對其雙親的情感以及對其福祉的關切，也就是深而有力的個人利益，將與

其職責，亦即公平對待所有居民的義務有所衝突。他將易於慫恿部門中的其他

計畫人員改變計畫，以使其雙親的住所倖免之。 

 

二、小結  

每個情況的模式，代表著一種潛在的利益衝突。至於是否會成為實質的衝

突，則端賴服公職者屈從於誘惑的程度而定。然而，潛在的利益衝突情況，幾乎

與實質的衝突一樣嚴重。因為維持公共信任是行政責任中重要的面向，利益衝突

的出現將足以危及政府廉潔的信賴（Cooper, 1998:124）。 

綜上所述，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範圍相當廣泛，舉凡不應獲取與辦理職務良

知有違的財務利益、不得運用政府擁有之資訊從事財務交易，或允許他人不適當

地利用政府資訊，追求任何個人私利、不得要求或收受任何禮物或其他具金錢價

值的東西、不得公財私用、非依法令不得兼職或從事與職務不相容之工作或活

動、不得有浪費、欺詐、濫權與貪污情事等各項違背倫理標準之行為均是。況且，

利益衝突的行為最容易遁入法律的保護傘，以合法的形式為之。因此，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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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衝突不但是行政倫理困境的問題，也攸關政府整體形象廉潔與否的問題。 

 

肆、利益衝突對公共行政的挑戰與防制實益 

 

一、利益衝突對公共行政的挑戰  

（一）公務倫理式微  

    在我國，傳統的公務倫理強調公務員對國家的忠誠義務，另外，基於行政一

體的思想，要求公務員負絕對的服從義務。然而現代的社會中，因為私經濟組織

襲取公行政體制之科層結構、因公行政任務擴張及於給付行政、因公務員員額大

量擴增所致之素質之降低，更因民主政制中所有國民原則上一律平等的要求，以

致公務員未能維持其優越地位，而與私經濟從業人員之地位相趨近；再者，現代

社會中瀰漫對國家爭取權利的思想，現代公務員對此亦難免疫（陳愛娥，民 85：

10）。換言之，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思想與經驗的交流，造成現代公務人員觀念

上模糊不清，利益衝突層出不窮；復因法治國原則的盛行，以及特別權力關係的

式微，使得公務人員得以凸顯其一般公民的身份，並勇於主張自己憲法上的基本

人權，此種角色重疊所引起的權利衝突，亦是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衝突的來源，

導致了公務倫理的式微。 

（二）行政效率低落  

公共行政追求的是公共利益與全民福祉的充分實現，其最終目標在求公共目

的的達成，其所運用的手段皆是為達成此等目的所設計者，效率是其中的手段之

一。利益衝突的行為態樣繁多，例如收受禮物與兼職之行為，不但影響公務人員

依法執行公務所負的忠誠義務，引發外界對於公務人員「分裂忠誠」（divided 

loyalties）的疑慮，更致使公務人員無法專一，導致行政效率的低落；濫用資訊、

濫用影響力與財務交易的行為，不但違反公務人員的保密義務，利用職權之便追

逐個人私利的結果，亦導致行政效率的低落。 

（三）專業水準下降  

美國著名的公共行政學者 Mosher 曾指出（1982），一個專家式的國家（a 

professional state）正在興起，各式各樣的專業人士正逐步地形成政府各個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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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力量，服務公眾已經成為一門新的專業（Mosher,1982）。而利益衝突行為涉

及公務人員個人倫理道德觀的混淆，本質上是一種不倫理（unethical）行為，因

此忽視公務人員的倫理問題很可能會導致專業知識不足之人進入政府部門，造成

政府部門整體施政的專業水準下降。 

（四）公眾信心不足  

如果某些個人私利足以影響公務人員的理由與行為，我們將可能為它服務而

非公眾的利益，如此一來，公務人員身為公共利益託付者的信託關係，可能由於

人民喪失對其專業判斷的信賴而被破壞；人民對於政府所給予的精神上或物質上

的支持因素減少，對於負責分析問題並規劃方案的公務人員—尤指政策分析人

員—的政策形成（policy formation），甚至是整個政府部門政策運作系統中的政

策投入（policy inputs），均會形成阻礙。 

 

二、利益衝突的防制實益 

（一）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政治上的腐敗實質上是個人行為在公共領域裡的延伸。很難想像，一個在私

人生活中不檢點、不道德的人會經得起貪污腐化的誘惑（馬國泉，民 88：51）。

利益衝突的防制係針對個別公務員的不倫理行為，而國家行動往往是透過政府及

所謂的「第四部門」（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行政官僚體系的運作而

展開。倘若能將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行為導正，當有助於改善政府的形象，提高

政府施政的清廉指數，繼而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與合作，推行公共政策的阻力

亦可降低。 

（二）提高政府的績效 

    組織的工作績效取決於組織成員能否凝聚共識，協力合作，共同解決組織問

題及達成組織預期目標。政府設官分職，即藉由各級公務人員戮力從公，盡忠職

守，達到實現公共利益及國家永續發展的目的。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消弭，將有

助於公務員專心致力於法定職務，成為負責任的行政人員，影響所及，政府整體

施政的績效將得以提高。 

（三）確保政府施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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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眾對於政府施政的公平正義是非常重視的，當施政不能滿足這些需求

時，政府的合法性便會降低，而且弊端容易發生。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有效防制，

可以使公務人員的不道德行為（wrongdoing）知所收斂，為公共利益服務，促進

公共性的實踐，進而滿足人民對政府施政公平與正義的期待，政府施政的合法性

自然得到確保。 

（四）確保決策過程透明化 

    將公職與私人利益的衝突可能性減至最低的方法之一，就是國家要求公務人

員將個人的財務利益公開。約半數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會員國亦強

制在外兼職與收受禮物的公開。職位越高，則透明化的要求應愈多。典型上，財

務公開係要求民選官員與高級文官，有些國家僅要求一般的公務人員。某些敏感

領域，例如稅務與關務行政，亦需要更嚴格的公開政策（OECD,2000:15）。因此，

公開私人利益的資訊，不但可以避免利益衝突，更可以提供指引，以確保決策更

透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