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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分析 

 

第一節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管理系統的發展 

 

    從美國歷史的殖民地時期至今，維持聯邦政府機關的公共信任一直是國家遭

遇的問題。儘管曾歷經非常慘澹的時期，最後這四十年已看見聯邦機關與部門，

在那些設計來保障政府信任的倫理計畫的發展上，有了可觀的進步。行政部門的

倫理計畫，對於增進聯邦機構與部門的倫理氣候，應得到許多讚揚。聯邦行政部

門的倫理管理計畫，在減低聯邦官員利益衝突的爭議的頻率方面，已被證明是非

常有效的。 

 

壹、聯邦政府倫理管理計畫的演進 

 

    今日，聯邦調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美國司法部公共廉

正科（the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美國

聯邦檢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s），以及獨立檢察官（ independent counsels），

負責調查與起訴可能違反公共貪污刑事禁令的聯邦官員（Roberts and Doss,1997: 

88-91）。然而，共和建立至今，絕大多數公共倫理的爭議，並未涉及刑事不法的

指控。儘管事實如此，直到一九六０年代初期，白宮與聯邦部門才開始設立一個

正式的行政部門倫理管理計畫，以減低聯邦官員涉及公共倫理與利益衝突爭議的

數量。以下分別就歷史年代，說明行政部門倫理管理計畫的演進。 

 

一、一八三０年以前  

    早在一九五０年代一連串的政治倫理醜聞之前，即有人說服甘迺迪白宮當局

（Kennedy White House）建立行政部門倫理管理計畫，以一部分聯邦機關適用

倫理守則，當作是保障政府信賴的方法。郵政局長 Amos Kendall於一八二九年

曾創設一個郵局員工行為的倫理守則模型。「Kendal氏守則」包括了一份冗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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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列表、管理工作習慣、職務行為、政府財產的使用，以及個人的品行

（Roberts,2001:368）。Kendal對於政府高倫理標準的貢獻，與其說成為法則，倒

不如說是一種例外。 

 

二、一八三０年代到一八八０年代  

    從一八三０年代初期到一八八０年代，涉及聯邦部門的公共貪污醜聞如雨後

春筍一樣增加。直到內戰結束，批評家將矛頭指向「分贓系統」（spoils system），

認為是聯邦機關倫理水準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Roberts,1988:19-21）。而以改革

者自居的個人與團體群起認為，文官的改革是重建聯邦部門管理的廉潔的最佳希

望（Roberts,1982:105-125）。 

    數十年來的奮鬥，終於在一八八三年彭德爾頓法（ the Pendleton Act of 1883）

的通過，達到高峰。此法授權建立行政部門功績制（merit system），相當重要的

是，此法設立了「文官委員會」（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並授權其職責以

保障新功績制的成員選任過程的廉潔。彭德爾頓法針對任何委員或公務人員，就

其參與任何選任個人擔任功績制職位的「審查作業的勾結或貪污行為」，認定是

可罰的犯罪行為，而處以「一千元以上的罰款，或一年以上的監禁，或兩者並科」

（Van Riper,1991:10）。1883 年彭德爾頓法的通過，代表著聯邦公共服務倫理從

最低點邁向一段漫長道路的開始（Mosher,1982:65），公共貪污防制與文官改革於

是乎攜手並行。 

 

三、一八八０年代到一九五０年代  

    從一九００年到一九五０年代，國家歷經了聯邦政府規模與權力史無前例地

遽增。聯邦機構與計畫的激增，伴隨著是有必要授權新一代聯邦政府官員更多的

裁量權，以規劃並執行國政問題的解決方案。至一九三０年代末期為止，有越來

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引起對於聯邦官員與其任用機關課責性的合法化的疑問。國會

於是草擬並通過一九四六年行政程序法（Th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of 

1946）。然而，行政程序法的通過，對於抑制越來越多民眾擔心那些會影響聯邦

政府決策者的強大而特殊的利益，助益甚少（Roberts, 2001:368）。 

    一九五０年代初期，一連串杜魯門總統（President Harry Truman）的親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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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眾所矚目的聯邦機關所涉及的公共倫理爭議，導致了許多美國人質疑聯邦雇

員與官員的公正性。一九五一年秋，參議院的勞工與公共福利小組委員會發表了

一份報告，名為「聯邦政府倫理標準的改進計畫」（Proposals for Improvement of 

Ethical Standards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此報告力倡聯邦機關與部門採用新

的倫理守則，以防止聯邦官員逐漸涉入「易使公務人員有意或無意在處理尚未經

手的問題時有所偏袒」的情境之中（U.S. Senat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1951:11）。此外，報告認為，利益衝突常常「製造一種偏見的嫌疑，即

使實際上並不存在；引誘政府官員置個人利益於優先，或與公共利益衝突；損害

或對一部份大眾不公平」（U.S. Senate, Committee on Labor and Public 

Welfare,1951:11）。 

 

四、一九六０年代 

（一）紐約市律師公會的報告 

    紐約市律師公會（the 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在一九

六０年發表了一份報告名為：「聯邦服務的利益衝突」（Conflict of Interest in 

Federal Service）。報告呼籲對聯邦官員利益衝突法令的管制系統進行徹底的檢查

（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1960），但報告並未發現聯邦服務

倫理的危機。相反的，它發現絕大多數的聯邦官員試圖做正確的事。然而，過時

而令人困惑的利益衝突刑事法令，對於保障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助益甚少，且證

實是幾乎不可能執行的。同樣重要的是，報告表達了嚴重的關切：既存的體制難

以針對政治與永業職位（career positions）徵募重要的人才（Roberts,2001:369）。 

    為了處理這些問題，紐約市律師公會在新的行政倫理規則發布後，傾盡全力

增補修正後的賄賂與利益衝突的禁令（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1960:8）。換言之，報告認為，倚賴賄賂與利益衝突的法令，妨礙了保障公

眾對行政部門決策公正的信心所做的努力。 

    另外，根據這份報告，一個新的行政倫理計畫，對於保障民眾對政府政策與

計畫的支持，提供了最佳的機會，而無須費力去召募全職的永業性與政治職人員

以及兼職的雇員。因此，為白宮當局奠定了規劃與實施倫理計畫的基礎。 

（二）總統的倫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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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九六一年春到一九六八年底，甘迺迪（Kennedy）及之後的詹森（Johnson）

白宮當局，主導設置一個新的行政部門倫理計畫。甘迺迪或詹森白宮當局沒有人

視新的倫理計畫是聯邦官員面對不倫理問題時的解決方案。兩個行政當局均將新

的倫理計畫視為有助於減少以下個案的數目：亦即倫理的爭論，瓦解了公共政策

與計畫的規劃與執行。兩個行政當局均將新的倫理計畫視為減低對刑事的倫理限

制（criminal ethics restrictions）—以往是確保聯邦官員行動客觀與公正的主要工

具—的依賴的一項方法。 

一九六０年代從頭至尾，甘迺迪與詹森行政當局發布了一系列的指令與行政

命令，為聯邦公務人員建立了新的去刑罰化的倫理指導方針（Gilman, 1995:71）。 

有趣的是，文官委員會主席 John Macy在新的倫理政策的發展與執行上，扮演了

一個樞紐的角色，並證實是有助於新的倫理指導方針的發展與後續執行（Macy, 

1971:249-256）。從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八年終，Macy大力推動行政部門倫理計

畫的發展（Gilman, 1995:71）。Macy認為，當聯邦政府的規模與權力增加，公務

人員將發覺自己正處於增大的壓力之下，從尋求偏袒待遇的特殊利益中去做錯誤

之事。他亦認為，一個有效的行政部門倫理計畫，可以預防可能引發有關聯邦官

員決策公正性與客觀性問題的情境（Roberts, 2001:383）。一九七一年，Macy在

其「公共服務：政府的人性面」（Public Service: The Human Side of Government）

一書中，解釋了為何甘迺迪與詹森行政當局尋求其倫理改革的議程。他強調：「雖

然聯邦的標準絕不符合理想，而必須常常重新評估，以確保其符合時代的需求。」

「但它們的確構成了其他管轄領域的有效起點。如此的標準會為了公眾的福祉，

強調公共行政人員的強烈意圖是：政府事務應該被公開、誠實且公正地處理。」

（Macy,1971:256） 

（三）行政命令第一０九三九號  

    第一個試圖闡明倫理規則，以支配高級的總統任命人員之行為的指令，是行

政命令一０九三九號（Executive Order 10939）。此號命令指示（Roberts,1988:84）： 

    所有部門與機關的首長、總統任命的委員會全職委員，以及白宮幕僚的成

員，不得接受任何小費、報酬、禮物、消費支出，或任何有金錢價值之物，或造

成下列行為的外觀，或導致下列行為： 

1. 使用公器作私人之用。 

2. 承諾給予任何個人偏袒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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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喪失完全的獨立與公正。 

  4. 在官方管道之外做成政府決策。 

5. 任何使公眾對政府廉潔的信心有反效果的行為。 

（四）行政命令第一一二二二號  

    一九六五年五月九日，詹森總統（President Johnson）發布了行政命令一一

二二二號（Executive Order 11222），描述了政府官員與雇員的倫理行為標準

（Newland,1967:158）。很重要的是，行政命令一一二二二號授權美國文官委員

會日常職責，以監督聯邦機構與部門新倫理守則的執行狀況（Gilman, 1995:71）。 

    此號行政命令不同於較早的甘迺迪行為標準命令的，有三個顯著之處值得重

視（Roberts, 2001:370-371）： 

1. 指示所有聯邦官員，避免任何「可能導致」，或製造下列行為外觀的行為： 

（1）使用公器作私人之用。 

  （2）給予任何組織或個人偏袒之待遇。 

  （3）妨礙政府的效率或經濟。 

  （4）行為喪失完全的獨立或公正。 

  （5）在官方管道之外作成政府決策。 

  （6）逆向影響公眾對於政府廉潔的信心。 

2. 賦予文官委員會權力，要求數萬名聯邦公務人員將機密財務公開說明書歸

檔。 

3. 指示每個聯邦機關與部門任用一位人員，以監督個別聯邦機關部門中的倫

理計畫。 

對於行政部門倫理計畫未來發展相當重要的是，要求每一個聯邦機關與部門

任命一位「指派職機關倫理官員」（Designated Agency Ethics Official, DAEO），

以利機關與部門層級執行行政命令一一二二二號。每經過一段時間，各機關部門

的 DAEO 們承擔主要的責任，檢查有關利益衝突問題的機密財務公開報告書，

形塑實際與潛在利益衝突的救濟方法，並發布機關人員的行為標準

（Roberts,2001:371）。行政命令一一二二二號，鼓勵個人面對涉及敏感判斷的問

題時，去尋求諮詢。為了便利有效解決倫理問題，詹森總統指示文官委員會主席

Macy「與每個部門與機關首長共事，以指派每個組織中可以提供特殊情境時的

指引與解釋的合適人選。」（Macy,197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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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九六０年代改革的成果  

    回顧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行政部門倫理改革計畫的演進，六０年代的倫理改革

繼一九四六年行政程序法的通過後，是另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甘迺迪與詹森行政

當局，主持行政部門倫理計畫，發布許多重要的行政命令，已經成功地減低倚賴

刑事法令是保證聯邦官員決策或行動公正的主要方法。到了一九六０年代終，聯

邦機關部門已經倚賴新的行為管制標準，當作是解決聯邦官員利益衝突問題的主

要工具。 

 

五、一九七０年代到一九八八年 1 

（一）水門事件及其影響 

    真正的政府倫理立法行動則是一九七０年代才開始，主要導火線是尼克森時

代先有副總統 Spiro Agnew被指控在州長任內工程貪污而辭職，隨後尼克森又因

水門事件也辭職（施能傑，民 88：232）水門案醜聞引起的後果是，國會與公共

利益團體把醜聞歸咎於不適當的倫理法令，而非經證實是無法分辨是非的一群人

的人格瑕疵。輿論很快地引發國會需制定新的倫理措施，以防止水門事件的重複

發生。其中，離職官員的「旋轉門」現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聯邦管制機關的批

評者認為，有力而特殊的利益對於聯邦管制政策造成太大的影響力。他們歸咎部

分原因於前任聯邦官員離開重要的管制機關後，成為被管制的工業與企業的遊說

者的情況（Roberts and Doss, 1997:63-85）。為了解決所謂的「旋轉門」（revolving 

door）問題，改革者督促國會制定針對前任高層聯邦官員遊說其離職前機關的新

限制。另外，民間非營利團體（如法律與社會政策中心）和國會的行政、立法與

司法薪俸委員會也參與出版改革建議報告。 

（二）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 

    激進的遊說活動於「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的通過，達到高峰。卡特總統在簽署該法案時表示，這個法案將進一步有

助於使美國聯邦政府變成一個公開的、誠實的、不為利益衝突困擾的政府。今日，

「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在聯邦公共服務倫理的管理上，象徵著一個轉捩點。 

                                                 
1 由於雷根（Reagan）總統的任期到一九八八年止，所以本文以此為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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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案原僅適用於一般俸表十六職等（GS-16）及其以上的人員，以及信任

職位與政策職位的人員，但是，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於是年七月一日予以補充規定，使其適用範圍擴展到對聯邦公務員離職後受僱情

形之限制。此一限制為關於作為其他機構或團體的代表，以及企圖影響聯邦機構

或公務員的限制。因此，此一法案有四種基本的限制，其中兩種限制適用於從前

為聯邦公務員的人；另兩種為對於高級公務員的限制（許濱松，民 90：377-378）： 

1. 對於所有公務員的永久限制。曾任聯邦公務員者，在某一個案、契約或其

他類似情事、或前在聯邦政府擔任公務員時個人曾經參與或實際負責而未決

的事件上，不得作為政府的代表。 

2. 對於所有公務員的兩年限制。基本上此一限制與前者相同，但是禁止的內

容包括該公務員在最後服務年度中在其公務職責下所有未決事件。 

3. 對於高級公務員對代表協助的兩年限制。高級公務員在離職後兩年內，不

能協助他人的代表，就所有公務員不能作為代表的特定事件上促其實現。 

4. 對於高級公務員企圖影響從前工作機關的一年限制。高級公務員在離職一

年後，不能作為他人或自己本人的代表，企圖影響從前工作機關未決事件的

決定或許以該機關直接或實質利益。 

上述的高級公務員亦包括一般俸表十七職等及其以上之人員，或擔任決策或

監督職責與類似職責的其他人員，以及首長階層職位（Executive Level）等人員。 

    概言之，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有四項建樹（Roberts,2001:371-372；

Gilman,1995:72；Torpey,1990:133-135）： 

1. 設立「特別檢察官」（special prosecutors，現稱為「獨立檢察官」，independent 

counsels）以調查某些高級行政部門與白宮官員所犯的刑事犯罪的指控

（allegations of criminal wrongdoing）。 

2. 在人事管理局內（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設置一新的「美國政府

倫理局」（United States 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USOGE），由一位被總統

提名任命的人員領導之。國會授權 OGE 透過「指派職機關倫理官員」

（agency-designated ethics officials, DAEOs）有協調倫理政策的職責。 

3. 為聯邦政府三個所有部門的高級官員實施一個難以達成的公共財務公開系

統（public financial disclosure system）。要求總統、副總統和一般俸表十六職

等及其以上的屬於最高級的行政部門雇員，每年都必須填寫、上報一份對外

公開的財務公開報告，列出非營利所得收入的來源和數額；股票、債權、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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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所得收入的來源和數額；任何投資或者大筆債務的價值；配偶如有收入，

其收入的來源；以及列出曾經在商界、勞工界或者某些非營利組織所擔任過

的職務。 

4. 國會制定許多針對前任高級聯邦官員離開聯邦機關部門後，遊說其以前任

職機關的新限制。 

（三）倫理指控的濫用與政府倫理局功效不彰的原因  

    雖然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只加諸一些新的倫理限制，但水門案的確開創了

一個聯邦官員行為的隨時責任監督（scrutiny of the on-and-off duty）的空前紀元。

調查報告者在華盛頓的每一扇門後監督，以防止下一個水門案的發生。從一九八

一年到一九八八年，許多雷根總統（President Reagan）任命的重要官員發覺他們

自己正捲入公共倫理爭議之中（Gilman,1995:73）。 

並不意外的是，許多雷根政府行政官員將其處境歸咎於政敵使用「倫理指控」

（ethics allegations）當作是破壞誠實公務人員聲譽的方法（Garment,1991:83-107）

許多人不正確地認為，政府倫理法已大大地緊縮了聯邦的倫理法律與規則。另一

方面，雷根行政當局的批評者將情況歸咎於官員無法遵守設置良好的倫理規則或

指導方針。 

    既不是雷根時代面臨緊張的行為監督的行政官員，亦非雷根時代行政倫理的

批評者瞭解到，水門案已經使得聯邦政府倫理管理具去刑罰化的努力，至少退步

了二十年。獨立檢察官法（Independent Counsel Law）的制定，以及司法部公共

廉正科（the Public Integrity Sec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的設立，灌注新

的資源到公共貪污的調查之中（Roberts and Doss,1997:88-94）。由於未能發現水

門案的陰謀而重重受創，聯邦調查局（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正發

展可以處理複雜的公共貪污芒刺的能力。 

    從水門案醜聞到一九八０年代，行政部門的倫理計畫發覺自己正陷於兩種團

體之間，一為主張對聯邦官員採取更激進的刑事調查的團體，另一為抱怨倫理指

控的使用會玷辱誠實的公務人員的團體。這些因素，伴隨著資源的缺乏，使的政

府倫理局在改善行政部門倫理計畫的效率方面，極難有任何重大的進展（Roberts, 

2001:372）。 

 

六、一九八九年以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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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統聯邦倫理法律改革委員會 

    希望避免重複發生傷害雷根總統聲譽的倫理醜聞，布希總統（President Bush）

採取立即的措施，以評估行政部門倫理計畫效果。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底，布希總

統設立「總統的聯邦倫理法律改革委員會」（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Federal 

Ethics Law Reform）（Roberts and Boss, 1997:133）。此委員會是依據行政命令第

一二六六八號所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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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提倡聯邦公

務員和所屬員工的廉潔，以確保人民對政府的公共信賴（詹靜芬，民 89：84）。

布希總統指示其倫理委員會，就聯邦政府三個所有部門中的聯邦倫理法規，採行

嚴密的監督。使一些觀察家不安的是，布希總統任命華盛頓內部人士，強力視察

聯邦倫理計畫的指導。 

一九八九年三月布希倫理委員會的報告，出現了非常類似於一九六０年紐約

市律師公會的報告。委員會的報告結果如下（Roberts,2001:373；Roberts and Boss, 

1997:134；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Ethics Law Reform,1989）： 

 1. 絕大多數的聯邦官員經歷非常少的倫理問題。 

 2. 某些聯邦刑事利益衝突的法令，大大地複雜化召募個人晉用永業職與政治職

職位的程序。 

 3. 並沒有大大地限縮行政部門的倫理規則，報告主張一樣的倫理規則應一體適

用於國會成員與行政部門的雇員與官員。 

 4. 批評國會要求行政部門人員遵從比國會成員更嚴格的收受禮物與財務利益

衝突的法律。 

 5. 建議鬆綁一小部分的倫理規則，以減輕聯邦官員倫理規則的負擔。 

（二）行政命令第一二六七四號  

    就在總統的倫理委員會發表其報告不久後，布希總統發布了行政命令第一二

六七四號，取代了一九六五年詹森總統的行政命令第一一二二二號。此行政命令

首先標舉公務人員的倫理行為標準：為了使人民保持對聯邦政府的信心，所有的

聯邦政府公務人員應遵守本命令。其後則列舉對公務人員倫理行為之相關規定，

各節綱目如下（戴楊健，民 85：91-92）： 

1. 一般性規定：包括公共服務之基本義務，各名詞之定義，軍事人員及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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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的適用條款，各機關依本命令可補充法規，對違犯者施以懲戒與糾正，

各機關並可設置倫理官員負責該機關方案執行與協調及接受諮詢。 

2. 外界贈禮：禁止公務人員因其職務而從禁止管道要求或收受贈禮，但也有若 

干例外，如贈禮價值在廿元或以下者，或基於私人關係的贈禮⋯等等，並規

定了非法贈禮的處理辦法。 

 3. 公務員間的贈禮：禁止公務人員與上司的贈禮、捐獻，但也有例外：如所贈

送的物品是可供同事共享的，如飲食；或依風俗習慣得以此種方式對待朋友

所做之款待⋯等等。 

 4. 財務利益的衝突：包括有關迴避相關財務利益事項的規定，以及禁止某些財

務利益的取得與擁有。 

 5. 執行公務的公正性：為確保公務人員執行公務之公正，除非獲得上級授權，

否則不得介入特定當事人或團體的關係事件中。當公務人員收到前任雇主所

給離職金或其他費用時，兩年內不得介入此前任雇主為當事人的關係事件

中。 

 6. 尋求其他雇用：本節規定尋求其他雇用的公務人員之適用性及相關考量，應

行迴避的要件，尋求雇用時的免除迴避義務或授權允許參與，及相關未來雇

用安排或磋商結果的迴避規定。 

 7. 濫用職權：禁止公務人員濫用公務以追求私益、濫用未公開資訊、濫用政府

財產、濫用公務時間等。 

 8. 外界活動：包括對公務人員外在兼職、活動之規定，及除本命令其他各節所

定原則與標準外，個人之財務義務，不論有無報酬均包括在內。 

 9. 相關法律依據：除以上各節所規定倫理準則外，另有其他相關法令條文必須

遵守，此處亦一併列出。 

 

歸納言之，行政命令第一二六七四號的貢獻如下（Roberts,2001:373；

OECD,2000:318；Gilman,1995:73）： 

 1. 增加了倫理行為的基本原則，數目由六個增為十四個。並改變了行為標準的

架構，由一個機關可寫下各自差異的模範計畫，到一個單一而廣泛、可適用

於整個行政部門的標準。 

 2. 授權政府倫理局（OGE）有責任確保政府全面執行一致的倫理方針，賦予

OGE有權重建聯邦行政部門的倫理計畫，並指導 OGE著手進行許多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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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行動。 

    因此，在一九九０年至一九九四年間，政府倫理局發布了數百頁的倫理相關

法規，更重要的是，接下來的五年來，國會大大地增加倫理局的預算，並允許

OGE擴充聯邦行政部門的倫理計畫。整個九０年代，OGE亦發布了一系列重要

的倫理管制措施，包括：適用於免除與放棄利益衝突法律的管制、發布行政部門

官員倫理訓練的必要條件的管制、適用機密財務公開系統的管制、實施稅捐延期

補償（the tax deferral remedy）的管制（OECD,2000:318）。 

（三）政府倫理局對倫理計畫的評估 

    依據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的規定，政府倫理局原隸屬於人事管理局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負責協調與管理行政部門政府倫理政策的執

行。一九八八年國會通過政府倫理局重新授權法（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 

Reauthorization Act of 1988），將政府倫理局從人事管理局內升格為獨立的行政機

關。 

    改制之後的政府倫理局職能大增，更能確保行政部門倫理方案的有效性。政

府倫理局內設局長室、法制處、教育處、監督與執行處、行政處。監督處負責監

督查核各機關所實施之倫理計畫，教育處則負責提供相關資訊與宣導教育工作

（施能傑，民 88：233）。編制人員包括局長一名，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後

任命之，負責監督政府倫理局內的四個部門。除局長外，尚有一名副局長，一名

首席法律顧問及其屬下的七名律師，副局長負責監督由九名管理分析員組成的監

督與執行處的日常事務。總共雇用了大約有八十位的幕僚人員，並且有大約八百

萬美元的工作預算。 

    政府倫理局指導各機關倫理計畫例行性而立即性的倫理計畫檢驗工作。這些

檢驗用來證實機關有順從其法定的與管制的責任，以執行各方面的倫理計畫，包

括財產公布、倫理的訓練、諮詢與建議。政府倫理局亦指導單一議題的檢驗，以

找出機關實施倫理管制或執行倫理計畫的問題所在。OGE 每四年為一個循環，

執行所有聯邦機關倫理計畫的檢驗。OGE 並不出版其倫理計畫的稽查報告，但

是任何人得在特定聯邦法律允許取得政府記錄的條款範圍內，以書面向 OGE要

求取得報告（OECD,2000:325-326）。 

政府倫理局定期聯繫各機關的倫理辦公室，以及其他倫理社群中的單位，以

獲得關於倫理計畫在此領域如何執行的資訊，以及關於各機關在實現其任務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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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了什麼樣的挑戰的資訊。OGE 之後再利用這些資訊去評估計畫與政策應如何

改變，以期最符合這些挑戰。在每年兩次的基礎上，OGE 於一九八八年被要求

依據法律向國會提交一份總結過去兩年間 OGE的活動的正式報告，並提供任何

OGE局長認為必要的資訊。 

    此外，OGE被要求依據法律完成一年一度的績效計畫。這個程序給予 OGE

機會去確認有多少目標被達成，以完成其促進倫理行為與預防不正行為

（misconduct）的任務。 

    形式上，並沒有檢視與評估個別預防措施的既定日期。只有當必要時，以及

當相關資訊指出需要重新評估現行的措施時，這些措施才被檢驗。然而，OGE

被要求完成需要某種程度評估的年度績效計畫。這個要求適用於政府績效與成果

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並由管理預算局（th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與國會共同評估之（OECD,2000:70）。 

（四）一九八九年倫理改革法 

    布希總統的倫理改革計畫，並未隨著新的行政部門行為標準的行政命令第一

二六七四號的發布而停止。當國會通過一九八九年政府倫理改革法（ the Ethics in 

Government Reform Act of 1989），包括了許多布希白宮要求的倫理初步措施，以

報答其支持國會薪俸的增加（Roberts and Doss, 1997:139-141）。本法案的內容如 

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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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靜芬，民

89：8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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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靜芬，民 89：82）。並且為機密財務

公開系統提供法律基礎（OECD,2000:318）。 

 3. 進一步修正對於利益衝突所引發的刑事責任問題。修訂前次雇用

（post-employment）的法律，並修改利益衝突的法律，包括授權透過民事處

罰行動來執行這些刑事法令（OECD,2000:318）。 

 4. 要求政府所有部門的官員及員工，限制對某些特定資源的不當謀取，包括餽

贈禮物或收受賄賂等，建立一套自特定禁止來源接受餽贈額的民事禁令

（OECD,2000:318），並授權行使倫理監督權的機關頒佈施行辦法，以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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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倫理法規（詹靜芬，民 89：82）。 

 5. 擴充聯邦機關從非聯邦機關來源接受差旅補償（travel reimburdsements）的

權利，以支付聯邦官員的差旅支出（Roberts,2001:373）。換言之，例外允許

的是，聯邦員工參加非聯邦機構主辦之會議、研討會，或與公務員義務相關

活動的差旅費，是可以支出核銷的（詹靜芬，民 89：82）。 

 6. 同意允許聯邦官員延緩出售作為服從聯邦利益衝突法規之用的財務持股的

資金所得（Roberts,2001:373）。 

 7. 對行政、立法、司法三部門的高級官員，限制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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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十五。（2）不得接受來自

專業工作之外的額外報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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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靜芬，民 89：82）。另外，針對特定高級非永業的官員，禁止其

特定在外雇用之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本法案所有適用對象，皆不得接受謝禮，包括出席費、演

講費或文章撰稿費，或等值的報酬。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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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宣告此規定部分違憲。最高法院認為，

一項禁止接受報酬的法律，即使行為的主要內容並未涉及公務人員的官方職務

時，係違反言論自由而違憲。同年，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作出一項判決

認為，禁止行政部門人員接受差旅支出的補償的行政命令，導致了非官方的演

說契約，與公務人員職務相關的演說有所關連，此係違反言論自由而違憲

（OECD,2000:317）。 

    概言之，一九八九年倫理改革法相較於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擴充了聯邦

機關「旋轉門」限制的範圍，對公務人員離職後利益衝突的規範有更詳細的規定，

禁止所有聯邦行政部門的官員收受報酬，並將國會議員納入規範，但是倫理改革

法並未大大地緊縮對於聯邦官員的倫理限制。 

（五）行政命令第一二八三四號  

    為了解決關於旋轉門現象的問題，柯林頓總統（President Clinton）就任的第

一天便簽署行政命令第一二八三四號：「行政部門特定公務員的倫理承諾書」

（Ethics Commitments by Executive Branch Appointees）。其中規範所有非永業的

高級公務員（non-career senior appointees）及貿易代表，簽署一個限制其離職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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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相關活動的契約規範。凡此命令中所適用的對象，都必須簽約同意在雇用期

滿或終止後，或參加貿易協商結束後的五年期間，不得參加與其先前職務相關的

遊說活動（詹靜芬，民 89：84）。 

 

貳、地方政府與專業組織的倫理改革 

 

倫理的爆炸性風潮已經允許公共行政從別的專業領域與日遽增的文獻中受 

益，特別是那些在公共舞台上運作的專業領域。美國除了聯邦政府有系統性的倫

理計畫之外，在地方政府及公共專業協會（public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亦發

展出不少值得參考的倫理文獻，這些組織對於倫理議題的研究有很深遠的歷史脈

絡，也與公共行政機關的業務有所關連，彼此與聯邦政府的倫理計畫互為表裡，

對於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防制形成了一個完璧。以下分別就國際城市管理協會

（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以及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的倫理守則作一介紹。 

 

一、國際城市管理協會（ICMA） 

    國際城市管理協會（International C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簡稱 ICMA）

創立於一九一四年，由市、鎮及其他地方政府的被任命的（即不是民選的）首席

行政官所組成。美國的第一部主要的倫理守則就是該協會於一九二四年所頒布

的。其他有許多代表公共專業的協會也考慮到倫理守則，但是沒有一個像 ICMA

有實驗經費和持久的興趣。 

（一）ICMA倫理守則的緣起  

    ICMA倫理守則於一九二四年首度被採用，一九三八、一九五二、一九六九、

一九七六、一九八七和一九九八年分別修正了多次。一九三八年版的守則以泰勒

式（Taylorian）的觀點將市經理人（the city manager）視為科技專家政治論者

（technocrat）；一九五二年的版本則將經理人從政策—行政二分法的嚴格解釋導

向社區領導者和政治現實主義者（political realist）；一九六九的版本嘗試包含對

於平等議題的變動中的社會價值（Plant,2001:322）。 

    除了改變措辭用語之外，一九七二年 ICMA 執行委員會亦收錄了指導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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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s）協助解釋守則，這些指導方針於一九七八年重新改寫，以符合守

則中的特定條款，最近一次的修正是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但是並非所有的準則都

有指導方針協助管理者瞭解守則。最仔細的指導方針關切的是準則（cannons）

所描述的禁止行為：「不得尋求偏袒」以及「致力於榮譽和廉潔的最高理想」。 

    另外，ICMA也利用「理想的宣言」（a Declaration of Ideals）補充守則中負

面和強制的層面。會員以「ICMA 未來專業水平委員會」（ICMA Committee on 

Future Horizons of the Profession）的建議為基礎而採納宣言，此宣言是一個考量

的結果，認為管理應該具人性化並節省開支，應公平且有效率，並致力於民主政

府和有效的政策（Plant,2001:323）。 

（二）ICMA倫理守則  

    ICMA守則是行為系統一部份，包括了守則、宣言以及執行與更新協會對於

良好行為所持立場的方法。最近一次的修正在一九九八年五月。以下是守則的內

容（Plant, 2001:319-322）： 

    ICMA的宗旨在提升地方政府的素質，並支持與協助美國與其他國家專業的

地方行政人員。為求進一步達成這些目標，某些原則，正如程序的規則（the Rules 

of Procedure）所執行的，應該指導每一位 ICMA會員的行為，使其應該： 

1. 透過負責任的民選官員致力於有效而民主的地方政府的概念，並相信專業而 

全面的管理對於目標的達成是非常重要的。 

2. 肯定政府提供的服務的尊貴與價值，並且對地方政府事務保持建設性的、創 

造性的與務實的態度，以及身為受信賴的公僕所該有的深切社會責任意識。 

3. 在所有的公共及私人關係中，致力於榮譽與廉潔的最高理念，以期會員值得 

民選官員、其他官員與雇員，以及大眾的尊重與信任。 

4. 始終承認地方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提供所有人民最佳的利益。 

5. 提交政策目標給民選官員；提供政策問題的事實與建議，以作為決策和設定 

社區目標的基礎；支持與執行民選官員採納的政府政策。 

6. 承認民選的人民代表有權建立地方政府政策的信任；政策執行的責任繫於會 

員。 

7. 避免參與所有足以侵蝕專業行政人員的公共信任的政治活動。避免參與所屬 

立法機構議員的選舉活動。 

8. 有責任持續增進會員的專業能力，並發展準會員（associates）使用管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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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9. 使社群得知地方政府的事務；鼓勵公民與所有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強調對 

大眾友善而殷勤的服務；並試圖促進公共服務的品質與形象。 

10. 抵抗任何對於專業責任的侵害，相信會員應該不受干預地自由履行法定政 

策，並且在準則與正義的基礎上，不受歧視地處理每個問題。 

11. 依據功績處理所有的人事問題，因而公正與公平不阿得以指導會員有關職 

位任用、薪俸調整、陞遷與懲戒的決定。 

12. 不徇私偏袒；相信由機密資訊或濫用公務時間，所獲取的個人顯達或利益， 

是不正當的。 

歸納起來，ICMA的倫理守則有幾個重點（馬國泉，民 88：100）： 

1. 政府的職業官員對上級領導，即對領導政府的民選官員，要服從。 

2. 對下面的公眾，即對政府服務的對象，要友善、禮貌。 

3. 對同事，即對政府部門的同仁，要誠懇、熱心。 

4. 對本職工作，即執行政策，要公私分明、認真負責。 

5. 對自己要嚴格要求，專業和道德水平都要高。 

（三）ICMA理想宣言  

    ICMA理想宣言包含了十一項規則，表現 ICMA對公共服務的理想，並用以

提升專業性，登錄如下（Plant, 1994:231；轉引自戴楊健，民 85：95-96）： 

   ICMA 是基於獻身保存代表地方政府及地方民主之價值與原貌而建立，並且

提升公共服務為更具效率及效能的管理，為了完全符合此奉獻的精神，ICMA致

力於維持並提高公共信賴及對地方政府的信任，以達到公平與社會正義，及證實

人性尊嚴，並改善個人及社區的生活品質。ICMA的成員奉獻自身以忠實服務公

眾所託，並接受以下的理想管理美德，尋求： 

1. 提供環境以保證代表地方政府之存續與效能，並促進對民主賜予每一公民之 

特權與責任的了解。 

2. 認知到公民有權影響決策以使其做得更好，提倡有意義的公民參與討論，並  

在政治過程中表達出來，以及促進澄明社區價值觀及目標。 

3. 當認知到社區間的相互依賴時，回應每一個社區的特質及個別性，並促進 

彼此協調及合作。 

4. 透過整合社區的社會文化，心理特徵，以尋求政策形成過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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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使用之需要，和保護人類、經濟及自然資源間的需要，促進其平衡。 

6. 提倡平等的管理和服務的傳送，認知公共服務可能改變整個社區的需要和 

期待。 

7. 發展回應性的、動態性地方政府組織，能持續評估其目的，並尋求最有效 

能的技巧和科技以服務社區。 

8. 證實公共服務的真正價值，並創造一個優良的管理環境，以及培育所有員工 

的專業和個人發展。 

9. 透過持續之專業的、智能的、及動機的成長，尋求平衡的生活。 

10. 實踐對於專業倫理及理想的奉獻，並支持同僚，以維持此一標準。 

11. 採取行動為每一個社區的所有人民創造住宅、就業及文化活動的機會。 

（四）ICMA倫理守則的運作與限制  

    ICMA的會員非常看重倫理守則，除了制定完備的守則外，亦發展出許多執

行措施予以配套，不但成功地將倫理守則專業化，亦使得倫理守則的運作得以永

續發展，值得吾人參考。茲將其運作措施介紹如下（Plant, 2001:323-324）： 

1. 守則的修正：協會認為有必要定期檢驗守則的關連性與適宜性。因為守則

並不是一個靜止的金科玉律的陳述，也不是不變的專業規範，而是在時下的

環境和有效的管理哲學中，一個適當行為的指引。它隨著時間而改變。 

2. 會員的理解與實施：幾乎隨時都有三十到三十五個的控訴案件存在，由三

位會員組成的「州級發現事實小組」（state fact-finding teams）處理調查事宜。

由一個常設的「專業行為委員會」（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Conduct）遵照

州級小組的報告行事，並由幕僚人員協助執行之，這些人通常對所有的倫理

問題低調處理。 

    相對的， ICMA 倫理守則的實施亦有其限制之處，如下所述（Plant, 

op.cit.,323-324；Besuden,1981）： 

1. 費時費力：守則需要花費大量幕僚人員與會員的時間去調查指控。由於調

查人員、幕僚人員，以及協會必須負責的可能性，使得 ICMA 設立自保基

金（self-insurance fund）以防範對於管理的可能的法律挑戰。而且，大約百

分之七十 ICMA 全職的幕僚人員都致力於守則的執行。傳統由準會員或執

行董事所扮演的角色，現在委託給有法律背景的個別幕僚人員。 

2. 個人壓力：一個較難衡量的成本是，個人加諸於其他 ICMA 會員執行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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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則的壓力。因為大部分的管轄區域只及於一個或少部分的 ICMA 會員，

歸屬於另一個管轄區域的經理人（manager）或助理經理（assistant manager）

則被要求將控訴彙存給協會。大部分疑似違反守則的行為，以此方式而受到

ICMA的注意。於是，大部分潛在性的違反行為在會員之間私底下被非正式

地解決，也有可能。 

3. 制裁力薄弱：ICMA既然不能擔保（市）經理，因此也不能禁止個人的雇用

行為；市議會能自由雇用其偏好的應徵者，而不考慮其背景或專業的會員資

格（Besuden,1981）。大多數違反守則的制裁，就像無牙的老虎一樣嚇不了

人。這些制裁從最輕微的罰款、私下的譴責信、到公開的譴責—違法的（市）

經理所處社區的報章及媒體會被 ICMA 通知採取行動，亦即停職或開除。

ICMA 也實施制裁，以對付那些被法庭地法判決其職業上相關的不端行為

（misdeeds）是有罪的會員。 

 

二、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SPA） 

    自 ICMA 於一九二四年採行倫理守則後，引發了倫理守則在公共行政領域

內的爭論，「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簡

稱 ASPA）在歷經多年的辯論後，也採行了倫理守則。 

    一九八五年 ASPA全國會議發表了十二條倫理守則（Codes of Ethics），以供

其會員奉行，並被行政學術刊物《國際公共行政評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於一九八九年第十二卷第六期刊載為附錄，其內容如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2(6): 971-972；轉引自蕭武桐，民

91：446-447）： 

（一）ASPA 倫理守則（1985） 

1. 公務員執行職務應表現出最高標準的清廉、真誠、正直、剛毅等特質，激發 

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2. 公務員不會運用不當的方式，去執行職務而獲得利益。 

3. 公務員不應有牴觸職務行為的利益或實際行為。 

4. 公務員要支持、執行、提昇功績用人及弱勢優先（affirmative action）的計 

畫，確保社會各階層適合人士均能獲得服公職的平等任用及陞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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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務員要消除所有歧視、詐欺、公款管理不善行為，並負責對主管此事的同 

仁，在困難時給予肯定、支持。 

6. 公務員要以尊敬、關懷、謙恭、回應的態度，為民服務，並體認為公服務要 

高於為己服務。 

7. 公務人員要努力充實個人的專業卓越能力，並鼓勵各類公務人員社團的專業 

發展及服公職的意願。 

8. 公務員要有積極的態度，並建設性地具有開放溝通、創造力、奉獻、憐憫等 

精神，去推動機關組織實務運作。 

9. 公務員要能自尊，並保持公務機密。 

10. 公務員應以在法律授權內的行政裁量增進公共利益。 

11. 公務員要能隨時處理新興的問題，及以專業能力、公正、無私、效率及效

能，去管理公共事業，並視為個人負責任之職責。 

12. 公務員要尊敬、支持、研究有關界定行政機關、公務員、服務對象、全國

民眾四者相互之間關係的聯邦和各州的憲法與法律。 

 

美國公共行政學會的十二條倫理守則實際上可分為兩大部分。前五條主要涉

及政府官員的道德行為，後七條則著眼政府官員的專業服務質量。和國際城市管

理協會的道德規範相比，美國公共行政學會的規範有所側重，也有所刪除。行政

學會的規範對利益衝突的具體內容闡述得更加具體。另一方面，它又省略了民選

官員和專業官員間的分工，黨派政治活動等的問題。可以說，兩者各有長短優缺，

各政府部門在參照他們制定自己的規範時可以各取所需，有所選擇。這也許是這

兩份規範都廣為流傳的一個重要原因（馬國泉，民 88：101）。 

（二）ASPA 倫理守則（1994） 

ASPA於一九八五年通過的倫理守則十二條文，至一九九四年增修成為五準

則三十二條文，內容精闢完整，除消極防惰外，更充滿著鼓勵公務員積極行事、

培養專業、公益為先的提示和期許。該倫理守則的全文內容如下（賴維堯，民

85：94-95）： 

1. 實踐公共利益（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為「服務大眾為先、個人利益次之」理念，學會成員（公務員、學界、企業

界、民間人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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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用裁量權增進公共利益。 

（2）反對任何形式的歧視與騷擾，並協助優惠雇用行動（弱勢優先、

Affirmative Action）的推動。 

（3）肯定並支持民眾對政府運作有知的權利。 

（4）鼓勵民眾參與政策制定。 

（5）培養憐憫、仁愛、公正、樂觀的精神。 

（6）以完整、明確、易懂的方法來回應民眾需求。 

（7）協助民眾與政府接觸。 

（8）為制定不跟社會隨波逐流的決策預作準備（勇於制定不隨波逐流的決

策；但求公益，不必媚俗）。 

2. 尊重憲法法律（Respect Constitution and Law） 

   為尊重、支持、和研習有關界定政府機關、公務員、社會民眾之職責的憲法

和法律，學會成員應： 

（1）了解並應用與其專業角色有關的法令規章。 

（2）改進不合時宜或窒礙難行（反生產性）的法律與政策。 

（3）杜絕所有不法的歧視。 

（4）建立並維護強有力的會計與管理監督制度，支持審計與調查工作，以防

止各種形式的公帑不當管理。 

（5）尊重並保護隱私性或特殊性知識。 

（6）鼓勵並疏導公務員的合法異議活動，並保障其揭發弊端權利。 

（7）促進平等、公正、代表、回應、正當程序之憲政原則，以保障民眾權利。 

3. 展現個人廉潔（Demonstrate Personal Integrity） 

   為公務力求至善，提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學會成員應： 

（1）維護真誠與正直，勿因個人的升遷、尊榮、或得利而妥協。 

（2）肯定他人因工作和貢獻所獲得的獎賞信用。 

（3）認真迴避利益衝突，例如：引用親戚、不當外部兼職、濫用公共資源、

收受餽贈等。 

（4）尊重上司、下屬、同事、和社會民眾。 

（5）承擔錯誤，勇於負責。 

（6）行使公權力勿黨派徇私。 

4. 倡導倫理組織（Promote Ethical Organizations） 



 68

   為強化組織服務大眾，援用倫理、效率、效能之能力，學會成員應： 

（1）提升組織在開放溝通、創意、和奉獻的能力。 

（2）確立公益至上，制度忠誠（機關忠誠）次之。 

（3）建立程序以促成倫理行為，並確保個人和組織的行為責任。 

（4）提供組織成員表達異議的管道，確保正當程序，免受報復。 

（5）增進功績原則，防止武斷和肆意的行動。 

（6）運用適當的控制和程序，強化組織責任。 

（7）鼓舞組織採行倫理守則，除廣為宣達及一定期檢討外，並使之成為活的

文獻。 

5. 追求專業卓越（Strive for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為強化個人能力，鼓勵他人專業發展，學會成員應： 

（1）支持和鼓勵有關勝任能力的提升。 

（2）樂於面對新興議題與潛在問題，視為個人應盡之職責。 

（3）鼓勵他人終其生涯參與專業活動和專業組織。 

（4）撥冗接見學員，搭建學術研究與現實實務的對話橋樑。 

 

第二節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內容 

 

    以下就第二章第四節探討的利益衝突行為態樣，予以分門別類，並據此歸納

出美國法制的相關規定。 

 

壹、濫用影響力、資訊與霑親帶戚2的行為 

 

美國行政命令典則第五編第十四章第二六三五節就一般性的倫理行為標

準，另制訂行政部門所屬公務人員的倫理行為規範及案例說明。職權濫用乃指不

適當運用職位所具備的正式權威與時間、資源與資訊。目前這方面訂有四類倫理

要求，第一，不得使用正式職位牟取自身利益，為任何產品、服務或企業作保證。

其次，不得使用非向大眾公開之資訊，從事財務交易，也不得增加私人利益。第

                                                 
2 霑親帶戚（Dealings with Relatives）之行為，因屬於特殊層次的濫用影響力，故納入此處一併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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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義務保護與維持政府財產，並不得自行使用或允許他人使用於非經許可之

用途。第四，正式上班時間應盡最大努力執行職務，不得鼓勵、命令、強迫或要

求部屬利用下班時間，辦理非職務要求或法令規定的事務（施能傑，民 88：

250-251）。 

另政府倫理局於一九九七年頒訂「行政部門公務員倫理行為標準手冊」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其中最基

本者為十四條的「倫理行為通則」（General Principles of Ethical Conduct）。第三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利用未經公開之政府資訊，從事財務交易，亦不得不當使用

前述資訊增加個人利益（詹靜芬，民 89：85）。 

 

貳、財務交易／財務利益衝突之行為 

 

由於此種利益衝突行為，不同於前述濫用影響力或資訊的行為，是間接的圖

利方式，而是指公務人員對於財務利益有「直接」的個人控制力，可「有效」地

控制結果。因此美國法令除了禁止規範外，亦有強制迴避之規定。 

一般言之，包括「財務利益之迴避」與「財務利益之禁止」，財務利益之迴

避是指依刑法規定，遇有明知個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合夥人、曾經任職組織

及未來可能雇主之財務利益，將受到直接且可預期的影響時，公務人員應迴避，

除非獲准，否則不得親自與明顯參與該事項之正式決定。財務利益之禁止則指不

得擁有或取得法令或機關禁止的財務利益，不過這項禁止通常視個案情境而定，

例如：空軍飛行員擁有某家飛機製造廠的股票，機關若認定此舉會影響其負責的

業務時，可要求其出售股票後才能擔任該職位，而非僅要求其於具體案例時迴避

（施能傑，民 88：249）。 

 

參、贈受禮物與娛樂招待之行為 

 

聯邦政府法典第五編第七十三章中對政府人員收受外國政府贈與之禮物與

勳章有特別限制規範，並明訂了禮物處理程序。另美國行政命令典則第五編第十

四章第二六三五節就禮物受贈之行為，亦分別就政府以外來源之禮物，以及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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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禮物作不同之規定：前者係職員不得直接或間接自被禁止之來源或以公職地位

為由要求贈與或接受贈與，惟美金二十元以下者除外；後者係職員不得直接或間

接對公職上司贈與、或為贈與而捐款3。 

政府倫理局於一九九七年頒訂「行政部門公務員倫理行為標準手冊」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Employee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涵蓋範圍

包括外界餽贈以及內部餽贈，其中的「倫理行為通則」（General Principles of Ethical 

Conduct）第十四條規定，公務員不得向下列對象索取、收受餽贈或其他有價物

品：要求公務員執行職務者；與公務員有業務往來者；從事受到機關管制之活動

者；明顯受到公務員職務作為或不作為影響者（詹靜芬，民 89：85）。 

 

肆、兼職之行為 

 

美國法制對於公務員兼職之行為多於法律及總統命令中規範，一九七八年政

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第六編規定本職外兼職之限制及酬

勞之取消，之後一九八九年的倫理改革法（Ethics Reform Act of 1989）對於行政、

立法、司法三部門的高級官員，限制其在外兼職所得和任用範圍，包括：國會議

員、一般俸表第十五職等以上職位之非永業人員、或敘薪高於一般俸表第十五職

等最低俸級薪俸 120﹪以上之人員，均不得在一年中自現職工作以外的工作中，

獲取超過首長俸表第二俸等年薪 15﹪之所得（施能傑，民 88：243）。前述人員

的兼職工作尚有若干限制，例如：不得接受任何商店、公司或其他機關之雇用或

與之有密切關係，或在信託關係上提供專業之服務來取得報酬；允許其名字被上

述機關使用等4。依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簡稱 OPM）之

通用規定，在外受僱或其他在外受僱，與政府職務職責之充分與適當履行，不能

相容。公務員在外受僱，傷害到公務員完成其職務的體能或精神狀況，亦在禁止

之列。在外受僱之限制，因機關使命的不同，限制亦因而有異。多數聯邦機關要

公務員在外受僱時應獲得允許，至少亦應向其監督者報告（許濱松，民 90：

378-379）。 

 

                                                 
3 此為聯邦人事規則第 2635節第 101條之規定。 
4 有關美國公務人員兼職收入及兼職工作來源的限制，請詳參銓敘部法規司編，各國人事法制叢
書第三輯，第 277頁以下「1978年政府倫理法」修正的原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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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尋求未來雇用／離職後利益衝突之行為 

 

美國對於公務員離職後利益衝突的行為，有較為統一的規範，首見於一九七

八年的政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後於一九八九年的倫理

改革法（Ethics Reform Act of 1989）有大幅度的修正5，所以現行制度是分別就行

政部門和國會部門作規定6。行政部門人員的限制主要係依涉及事項分為終身限

制、兩年限制與一年限制等三種類別，此外高層官員尚有額外的限制。不過，很

重要的是，限制的方式不是禁止離職後不得從事任何特定的工作職業種類，而是

禁止其從事特定的活動，特別是指遊說或接觸等活動（施能傑，民 88：240）。

一般聯邦公務員離職後利益衝突的禁止規範，18 U.S.C.A §207（a）（1）及（2）

的修正條文7有明文規定， §207（a）（1）係「永久」限制聯邦公務員在知情而

企圖影響相關決策的情形下，就特定案件，代表任何個人和任何現任聯邦公務員

聯絡，或與現任聯邦公務員見面。所謂特定案件係指：一、聯邦政府為當事人或

對之有直接及實質利益的案件；二、該公務員以政府官員或雇員的身份，親身且

實質上（personally and substantially）參與該事件；三、該事件在該公務員參與

時涉及特定之當事人。§207（a）（2）基本上與 §207（a）（1）相同：不同的

是本款主要是一時性的限制（限制期間為「兩」年），且其係針對公務員離職前

一年內就其擔任公務員執掌下，其所瞭解或在合理之情形下應該瞭解之進行中案

件，禁止其代表任何人與任何現任公務員接觸（劉定基，民 89：107-108）。至於

對國會議員與立法部門之官員或受僱人員之限制，則依國會議員與民選官員、私

人職員、各委員會之職員、國會領袖人士之職員、其他立委辦公室等，分別規定

於 §207（e）各款之中。 

除了法律之外，一九八九年行政命令第一二六七四號與一九九三年行政命令

第一二八三四號亦有旋轉門條款之規定，前者於第一０一條第十項的倫理行為原

則中規定，公務員不得介入與機關職責相衝突之外界雇用或活動，包括尋求雇用

或雇用協商行為（銓敘部法規司，民 84：289）。後者為柯林頓（B. Clinton）總

                                                 
5 依「1978 年政府倫理法」所修訂之「1989 年倫理改革法」中規定上級職員（政府高官）之資
產報告、離職後政治活動之限制、謝金、答謝禮物之受領限制等。此外，由政府倫理廳負責對於
有關防止利害衝突之政府方針作總合性的指標及指導（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民 89：85）。 
6 此規定在1989年的倫理改革法（Ethics Reform Act of 1989）第一篇之中。 
7 美國法典（United States Codes）第十八篇（Title）第二０七條款（Section），是在1989年美國
倫理改革法（Ethics Reform Act of 1989）第一篇第一０一條款（a）之中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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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就任第一天所簽署，名之為「行政部門特定公務員的倫理承諾書」（Ethics 

Commitments by Executive Branch Appointees），其中規範所有非永業的高級公務

員（Non-Career Senior Appointees）及貿易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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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簽約同意在雇用期滿或終

止後，或參加貿易協商結束後的五年期間，不得參加與其先前職務相關的遊說活

動（蕭武桐，民 91：456）。 

 

第三節  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與行為標準 

 

壹、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 

 

一、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闡明 

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在行政命令第一二六七四號第一０一條款中的十四項

倫理原則中有具體的陳述。這些原則在行政部門人員行為倫理原則中，再度被提

到，並以此為基礎，在行為法典中提供了更多特定的標準。這些核心價值如下所

述（OECD, 2000:318-319）： 

一、公共服務係公共信託，要求公務人員應將憲法、法律和倫理原則的忠誠置於

個人私利之上。 

一、公務人員不應獲取與辦理職務良知有違的財務利益。 

二、公務人員不得運用非公開的政府資訊從事財務交易，或允許他人不適當地運

用政府資訊去追求任何個人私利。 

三、公務人員不得向任何求職、有商業往來、受其職權規制或利益明顯因其執行

職務與否受影響的個人或單位，要求或收受任何禮物或其他具金錢價值的東

西。 

四、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應盡責誠實。 

五、公務人員不得故意做出任何未經授權、旨在拘束政府的承諾或保證。 

六、公務人員不得公器私用。 

七、公務人員應行為公正，不得給予任何私人組織或個人差別待遇。 

九、公務人員應保護並保存聯邦政府資產，且不得作未經授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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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公務人員不得從事與機關職責相衝突之在外兼職或活動，包括尋求或協商雇

用之行為。 

十一、公務人員應向有關當局揭發浪費、詐欺、濫權及貪污舞弊之行為。 

十二、公務人員應善盡公民的義務，包括所有公正的財務義務，尤其是法律加諸

的義務，諸如聯邦、州或地方稅。 

十三、公務人員應遵守提供全體美國人民—無論其種族、膚色、宗教、國民來源 

、年齡、殘障—平等就業機會的所有法令。 

十四、公務人員應致力於避免表現出任何令人認為違法或與上述各項倫理標準相  

違之行為。特定情況是否呈現違反法律或標準，應決定於一個理性人，認

識相關事實時的看法。 

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可印製在海報上、小冊子上，也可在網路上供使用。 

 

二、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傳達方式 

將闡明的核心價值與公務人員溝通傳達，可使用如下之方式（OECD,2000: 

319）： 

一、當某人加入公職服務時，主動提供其核心價值。 

二、當某人在不同的公共服務組織中從事職務時，予以提供。 

三、將核心價值的闡明當作是是公務人員任用契約或證明文件的一部份。 

四、核心價值可藉由新穎的科技工具傳達，例如網際網路。 

 

三、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修正 

    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闡明，最後於一九八九年修正之。公職人員參與了新行

為標準的頒佈流程。在計畫草擬的階段，與行政部門機關的倫理官員們舉辦了一

系列的會議。他們的意見及建議，計畫中的管制措施均予以斟酌，並發布以接受

公評。在評論期間，任何有興趣的人，包括行政部門的人員，可以針對管制措施

作評論。政府倫理局大約收到了一千兩百份評述，大多數是從私人部門的個人或

組織而來。每一份意見都被檢閱，且這些相關的議題都在最終規定的前言中被討

論。在許多案例中，倡議改變均被合併在最終的規定中（OECD,20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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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服務的行為標準 

 

一、公務人員行為標準的聲明 

    公務人員的行為標準為何重要呢？因為它是允許有意義的建議與訓練的核

心要素。行為標準包括公務人員行為標準的聲明。此標準被當作法規公布之，並

且可供所有公務人員以及大眾使用。這些標準包括下列要點（OECD, 2000:320）： 

（一）接受餽贈或利益，例如：小費、報酬、招待。 

（二）使用公務資訊。 

（三）使用公共財產或公物。 

（四）公務差旅。 

（五）使用法人組織的信用卡。 

（六）公務外兼職。 

（七）前次雇用的限制。 

（八）特別情形╱允許從公共服務到營利部門的活動。 

（九）參與政治活動。 

行政機關，經政府倫理局的同意，可以針對特定團體發布特定的指引。 

 

二、依法不能接受的公職行為 

    刑事法律界定的特定不正行為類型包括以下所述（OECD, 2000:320）： 

（一）主動、被動、直接、間接或意圖貪污的公務人員╱已觸犯貪污的公務人員。 

（二）公務決策不公正。 

（三）濫用公物或公共信任。 

（四）賄賂與非法餽贈。 

（五）影響政府事務的代表性活動。 

（六）影響個人財務利益的行為。 

（七）追加薪資。 

（八）政府事務的欺騙或錯誤陳述。 

（九）收受或要求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以獲取任命的官職或其他職位。 

（十）充當外國首長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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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與國會成員締約。 

（十二）挪用、盜用、盜取、侵佔公款、公共財，或卷宗紀錄。 

（十三）揭露分級的、獨佔的，或其他機密資訊。 

（十四）遊說影響撥用款項。 

（十五）疏未說明公款。 

（十六）在某些情況下要求政治捐獻。 

（十七）濫用政府償付的郵資。 

（十八）假冒或偽造運輸必需品。 

（十九）隱瞞、刪改、或破壞公務卷宗。 

（二十）未獲授權使用來自政府或自政府發布的聲明文件。 

（二十一）干涉文官的考試。 

（二十二）在某些情況下維護、揭露、要求、或獲取某些個人紀錄。 

 

藉由其他法規，加諸在公務人員的進一步禁令與限制，包括下列所述

（OECD,2000:321）： 

（一）高級官員的贈受禮物（涉及政府組織與公務人員法律的行為條款）。 

（二）從特定禁止來源要求或收受禮物（涉及政府組織與公務人員法律的行為條

款）。 

（三）在外兼職所得與在外活動限制（如修正後的政府倫理法）。 

（四）締約官員尋求私人部門雇用（聯邦採購政策法中的廉正採購條款）。 

（五）不忠與罷工（涉及政府組織與公務人員法律的適當行為條款）。 

（六）過度飲用酒類飲料（涉及政府組織與公務人員法律的適當行為條款）。 

（七）濫用撥款與政府交通工具（撥款法）。 

（八）政治活動（海契法修正案）。 

（九）報復弊端揭發者（弊端揭發者保護法）。 

（十）參與親戚的任用與陞遷（反群帶關係法令 anti-nepotism statute）。 

（十一）專斷與任意保留公共紀錄（資訊自由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