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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建構原則 

 

    於探討完中美兩國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後，本章擬依據前兩章的研究心得，

結合第二章的理論基礎，提出建構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四個原則，分別

為第一節心理面、第二節管理面、第三節組織面、第四節法制面。其中心理面與

管理面屬於公務倫理分析架構的內在控制途徑，組織面與法制面屬於公務倫理分

析架構的外在控制途徑；又，心理面與管理面是偏重以人性本質假定 Y 理論的

建構原則，組織面與法制面是偏重以人性本質假定 X 理論的建構原則，於此必

須強調的是，並非組織面與法制面即完全出於 X 理論的假定，亦有若干出於 Y

理論的假定為前提的制度設計，反之亦然。因此，人性本質假定的結合，係依據

不同的構面而有原則與例外的適用關係。最後，公民倫理可以經由公共服務核心

價值的建立與內化，融入人員的心理面；經由管理者本身以身作則與領導，以及

專業的社會化機制（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mechanisms），例如教育與訓練，而

得到落實。它可以發揮指導的作用，提高公務人員個人的主體性與責任感，使其

體認群己意識的休戚與共，實踐積極的行政責任，又可補充利益衝突法制面規範

的不足之處，因此各個構面都應該注意此一理論的實踐。 

 

第一節  心理面 

 

    本節擬從心理面的建構我國利益衝突規範的原則，首先為建立公共服務的核

心價值，其次是內化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核心價值是公務人員行為標準的依

據，因此，建立核心價值的認識，並內化於公務人員個人的觀念、態度與行為之

中，具有指導的作用，將使公務人員從內心「不欲」為利益衝突之行為。 

 

壹、建立公共服務核心價值 

 

一、核心價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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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問題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核心靈魂。詳細而言，只要政府的決定成為一種

政治作為，或是公共政策時，價值的問題也就因應而生了；相對地，假如將行政

簡單的認為只是一種技術，或是採取價值中立的態度來行事，從實際的公共政策

執行的效果來說，幾乎從來都沒有成功的。價值如影隨形地附著在政府的每一個

角落之中，任何研究公共行政的人，都必然會碰觸到價值的議題；從事實務的政

府官員，也必然面臨到價值的分配問題（蔡金火譯，民 91：162）。正當傳統的

中央管制與控制已經式微，價值的角色—及其包含的公共利益之概念—已日趨重

要（OECD,2000:11）。 

 

二、核心價值的特徵  

    在多元變動的各種行政價值中，所謂核心價值，應具有以下特徵（謝添進，

民 90：26）： 

（一）行政核心價值是普遍適用於所有公務人員，為大多數公務人員所認同、認

為重要的價值。 

（二）行政核心價值涉及行政的基本使命，較不隨時空環境而改變，有固定性。 

（三）行政核心價值在優先順序中排列在首要順位，必須要優先加以實現。 

（四）從顧客的角度，行政核心價值代表政府的「外部顧客」（民眾）對理想政

府的認知及評判標準。 

    由此可知，行政核心價值具有範圍性廣、重要性高，以及固定性、優先性的

特質，它是一項公民如何看待政府的指標。 

 

三、核心價值的作用 

核心價值可以指引公務人員在其日常公務的運作上，判斷何者為正確與適

當。將行為標準立法化，已成為遍及整個公共服務部門詳盡闡述核心價值的主要

方式。行為標準設立了公務人員的行為界線，特別是關於公務資訊與公共資源的

運用、收受餽贈或利益、以及公職以外的工作。對於國家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確

保整個公共服務一致的行為標準，並同時考量各部門與各機關的特性。潛在的利

益衝突情境尤其需要可以橫跨整個公共服務的詳細標準（OECD,2000:13）。 

所謂重新界定「價值」（to redefine values）係重新界定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



 110

亦即在尋求一種新的、具有代表性的時代思潮（ethos）。Langford曾說（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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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勢必很難去加以實踐。」（江明修，

民 88：237）。 

水門事件後，美國國家公共行政學會（The National Academ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曾評論道：「許多涉入的官員並不瞭解『他們對公眾的義務，全

然需要額外以及特別嚴格的標準與限制。許多的行為在私人部門是被允許的，甚

至是正常的，但在政府部門則應該被禁止。』」當我們面臨倫理上是有問題的情

境時，吾人必須考量我們的行為以及行為本身被公眾察覺的可能（ possible public 

perceptions）。推測選擇方案的省思過程（reflective process），計算每個選擇方案

可能的結果，考慮行為的理由，並且嘗試在回想時期望我們對自己的觀感將是如

何，是特別有必要的。另外，也必須臆測客觀上正直的行為是否可能被解讀為其

他情況（Cooper, 1998:124）。 

因此，學者 Weisband與 Frank認為（1975），公務人員需要建立的，是一種

「個人廣泛責任的高度意識」(higher consciousness of one’s wider responsibility )，

這是「個人成熟的極致」(the apex of personal maturity)，且對於互助世界中的共

同生存，是尤其重要的（Weisband & Frank, 1975:187-188）。公共服務核心價值

的建立與內化，正是公務人員「個人廣泛責任的高度意識」的體現，使得行政資

源得以有效利用，行政服務獲得公平配置，社會正義得以實現，民主參與精神亦

得到落實。 

 

四、核心價值的更新 

當社會價值受到進一步瞭解，或新的社會事務得到代表時，則倫理標準之內

容將會隨時間而改變。行政人員必須隨時準備將決策標準適應這些改變，且總是

反映出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所做出之承諾，並承認組織的目標（邱瑞忠，民 80：

31）。 

    變遷的公部門環境需要不斷更新核心價值。在修正的過程中，必須再度強調

「傳統的」價值，賦予其現代內涵，並結合「新穎的」價值，以反映出日益以結

果為基礎的公共服務文化。「公平」名列核心價值的首位。現今其亦意指平等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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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公共服務的權利，以及法律之前的平等。不斷更新的「傳統」價值依然形塑了

公共服務價值的骨幹：「公平」、「合法」、「廉潔」是三個最常被 OECD國家描述

的公共服務核心價值。但它們已被諸如「效率」與「透明」的「新穎」價值所補

充，以反映逐步發展的社會需求與公共管理的變化（OECD,2000:12）。換言之，

「公平」、「合法」、「廉潔」是公共服務獨特的特性。 

 

五、核心價值的建立與認識 

確認核心價值是創造出一個公務人員與社會均對公職人員期望的行為有共

識的文化的第一步驟。雖然核心價值以各種方式呈現，包括法律文件—例如法

規—以及推廣刊物，但是各國大致均從相同的來源來描繪這些價值，亦即「社

會」、「民主」與「專業」（OECD,2000:12）。換言之，核心價值應該為公共服務

的日常運作提供一堅實的基礎。 

    我國「建立行政核心價值體系推動方案」所揭櫫的五大目標，即對國家的忠

誠感、對社會的關懷情、對民眾的服務心、對政府的向心力、對公務的責任感，

就是行政上的核心價值（王旭統，民 90：49）。推動方案在建立核心價值的認識

方面，係經由人力培訓、座談研討及資訊提供等方式，來加強公務人員的行政倫

理觀念。以下分別就五個核心價值的建立與認識，提出操作化的參考作法1： 

（一）建立對國家的忠誠感  

1. 開設公民倫理之教育訓練課程與專題演講。 

    研習課程及演講主題包括：「行政中立與行政倫理」、「資源永續利用」、「社

區總體營造」、「全民外交事務研習」、「新世紀學習觀」、「公民與社群關懷」、

「加入WTO與全球化議題」、「我國政府再造現況、問題探討與展望」、「當

前國家重要施政政策」、「知識經濟的反省」、「強化公務人員行政倫理觀念及

作法」、「新世紀國家的願景與政策發展」等。 

2. 充實人文素養 

（1）藉由藝文資訊蒐集、文化參觀活動及人文素養訓練，提升同仁藝文、美

學欣賞能力。 

（2）塑造具備人文藝術氣息的工作環境。 

                                                 
1 資料來源請參酌網址：< http://www.cpa.gov.tw/middlevalue1.d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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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鼓勵機關內之人文藝術性社團舉辦藝文活動。 

（二）建立對社會的關懷情  

邀請機關外之資深志工或機關內長期從事志願服務之同仁辦理專題演講等

經驗傳承及交流活動。 

演講主題包括：「志願服務的內涵」、「志工養生、喜悅服務」、「志工服務經

驗談」、「快樂志工就是我」、「志願服務倫理」、「快樂志工行—如何作一個快樂的

志工」、「現代志願服務的新趨向」等。 

（三）建立對政府的向心力  

1. 辦理各類訓練研習課程。 

       研習課程主題包括：「領導統御與危機管理」、「EQ潛能與激勵技巧」、「團

對溝通及協調技巧」、「營造安心的工作環境」、「人際溝通的藝術」、「問題分

析與決策技巧」、「主管人員之角色」等。 

2. 辦理目標管理，運用系統性思考，以目標設定方式凝聚共識，積極推動業

務，創造高績效。 

3. 鼓勵同仁積極參加訓練或講習，充實處理業務所需知能。 

4. 建構學習型組織與知識管理系統，提升同仁業務處理能力。 

（四）建立對民眾的服務心  

1. 開設關於服務倫理課程，課程內容包括顧客導向工作觀念、公務人員服務

倫理、工作品質管理、行政單一窗口服務等。 

        訓練課程及演講主題包括：「提升情境管理與服務品質」、「優質服務禮

儀」、「顧客滿意的新思維」、「為民服務與依法行政」、「工作倫理：顧客導向

工作觀念、服務倫理」、「e世代為民服務」、「服務倫理：真情面對面」、「營

造便民不圖利的工作環境」、「服務型政府的知識管理」、「圖利與便民之迷思

與辯證」、「櫃檯服務工作觀念」、「單一窗口服務的理念及實務」等。 

2. 辦理政府機關人員赴民營企業進行研習，將顧客服務的觀念引進政府機關。 

        於推動相關業務或舉辦活動時，採用企業界時程管理理念，運用行政簡

化、勞務外包、民間資源、新聞宣導等手段，活絡推展業務，並與業務往來

之公、私單位保持密切及良好關係，以增進行政助力。 

（五）建立對公務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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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相關研習活動及專題演講，藉以提升行政效能、激勵工作士氣。 

        研習課程及專題演講主題包括：「公務人員之責任與義務」、「如何在動

態環境中，運用策略性思維以提高行政效能」、「通往知識經濟之路」、「建立

學習社會，提升生活品質」、「政府改造的理想與困境」、「怎樣與媒體打交道—

從公益行銷談起」、「法律與生活—公務員應有的法治概念」、「工作中的自我

超越」、「社會變遷與公務員心態調整」、「時間管理與效率提升」、「情緒管理

與壓力調適」等。 

2. 視業務需要規劃開設危機管理相關課程或講習，並配合實地演練，加強危

機應變措施。 

        危機管理相關課程主題包括：「媒體與危機管理」、「公部門的危機管

理」、「如何有效處理危機」、「消防防火常識」、「爆炸物識別與防爆要領」。 

 

貳、內化公共服務核心價值 

 

一、團體學習  

    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內化，有賴於公務人員以團體學習的方式，才能激盪觀

念。就我國五大核心價值的內化而言，有如下之作法可資參考2： 

（一）建立對國家的忠誠感  

1. 定期蒐集 總統有關國家發展願景及大政方針之重要文告及講話，以及相關

學者專家或社會人士所提出之建言，提供所屬人員瞭解。 

    參考來源： 

（1） 阿扁總統電子報（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l_epaper/iod.html） 

（2） 總統演講、祝詞（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l_president/index.html） 

（3） 行政院長重要言論（網址：http://www.ey.gov.tw/web/ey2000-2-04.htm） 

（4） 行政院經建會編「綠色矽島建設藍圖」、「新世紀國家建設計畫」、「知識

經濟發展方案」（網址：http://www.cepd.gov.tw/eco-plan/content.htm） 

2. 舉辦讀書會，就相關議題進行研討。 

                                                 
2 同前揭註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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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對社會的關懷情  

1. 定期辦理志工基礎研習活動、愛心志工歡樂營、志工聯誼會等活動，分享

志願服務心得。 

2. 鼓勵所屬人員自發成立社會服務性質之社團，並給予適度補助，協助其社

務之正常推動。 

（三）建立對政府的向心力  

1. 分別蒐集所屬主管及非主管人員對理想管理的觀點及看法，並據以擬定機

關管理願景及守則，以建構良好工作關係，提升管理效能。 

2. 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機關管理會報，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主持，邀集各級主

管人員，以及非主管人員之代表共同參加，討論機關管理問題，交流管理心

得，策定管理目標及重點。 

3. 適時蒐集管理新知相關資訊，提供各級主管人員參考。 

4. 改善提案制度，以提高成員工作士氣。 

5. 建立組織內部上下及成員直接意見交流機制。 

6. 推動機關內參與暨建議制度。 

7. 設計員工「相互關懷活動」，如：社團活動、午茶時間。 

8. 建立機關團隊合作理念。 

     參考作法包括： 

（1） 召募新成員時，將尊重團隊列為考量因素。 

（2） 透過網路、刊物等管道加強宣導團隊合作。 

（3） 推動團對公約，提升團隊意識。 

（4） 建立團隊成功案例：張老師中心、蜜雪兒關係機構、無名子餐飲連鎖、

台北市公車處、台達電子、台灣樓氏電子、大陸工程、神腦國際、國際

松下、板信商業銀行。 

（四）建立對民眾的服務心  

1. 設立品質創新小組，研擬提升服務品質之作法。 

2. 辦理民間企業或機構參訪活動，瞭解民間為民服務做法。 

（五）建立對公務的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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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各單位組織工作圈，提出創新、積極之業務推動方式。 

2. 建立標竿學習機制。 

3. 鼓勵同仁積極進行專題研究或參加專書研讀，應用於解決本身業務問題，

並將心得與同仁分享。 

 

二、加強宣導 

    五大核心價值必須要植基於公務員個人的內心深處，所以如何讓公務員深切

體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因此，課堂講授或演講簡報，必須要配賦高度技

巧，才能有效果。「行政文化」是無數行政組織及行政人員所形成的文化，不是

三兩個人或幾百個人的改變，就能調整過來的，必須全面普及地宣導，才能產生

效果（王旭統，民 90：54）。此外，透過公文下達執行措施、發放傳單書冊，或

利用媒體廣告、網際網路，亦有助於宣導。深化而普及的宣導方式，對於核心價

值的內化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節  管理面 

 

    廉潔的組織是一個廉潔之人，以自豪與尊重他人的態度來執行其日常職務的

地方。達到倫理的工作場所的目標，並沒有神奇的萬靈丹或方程式，但是仍有方

法及手段來強化公共組織的倫理環境（Menzel, 2001:364）。倫理的組織（環境）

為何如此重要呢？因為它能反省整體組織架構的信仰，進而設計支持個人在組織

運作和程序中個人的倫理判斷，使得倫理的合法化行為得以提昇（Lewis, 

1992:1621-1624）。管理者，相較於政治領導者、其他公務人員與公民，在提供

一貫的領導與扮演角色模範的面向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以方法及手

段來強化公共組織的倫理環境，避免人員利益的衝突？正是管理者責無旁貸的任

務。本節將從管理面，就如何營造出一個倫理的組織環境予以探討。計提出三個

策略，首先為政治上對倫理的支持允諾，第二為形塑倫理的組織文化，第三為建

立支援性的公共服務環境。 

 

壹、政治上對倫理的支持允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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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民選者和政治領導們的認同和以身作則，絕對是落實公共

服務倫理規範的最關鍵火車頭。不少國家建立公共服務倫理規範的努力，事實上

經常是在該國政治領導們發生某些醜聞或發生損及公民信任的行為後的自省（施

能傑，民 92：23）。Kernaghan認為（1996），公共服務倫理的領導力是影響公私

部門中倫理行為的唯一最重要因素（Kernaghan, 1996:17）。 

如果行政部門缺乏對倫理行為持續不斷的政治上的支持允諾，所有鼓勵這類

行為的努力都將是枉然。最近的案例顯示出，增進 OECD 國家間公部門倫理的

嘗試，已經得到最高政治層級所支持贊助：例如韓國總統在一九九九年八月要求

政府詳細製作一份廣泛的反貪污策略與計畫，或捷克共和國總統於一九九九年二

月採行了「政府打擊貪污計畫」（the Government Programme to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OECD, 2000:24）。 

政治領袖應該為其職務的履行維持高標準的行為規範。他們的承諾可藉由以

下的方式來表現（OECD, 2000:76）： 

一、範例或只有政治層級可採取的行動。 

二、創造立法的與制度的安排，以強化倫理行為並設定對抗不道德行為的制裁。 

三、針對整個政府的倫理相關活動提供適當的支援與資源。 

四、避免為了政治目的利用倫理規則與法律。 

    如前揭第三章第一節所述，美國對於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防制，主要是由聯

邦政府與白宮當局採行一系列的倫理管理計畫，可見政治上對於倫理的支持允

諾，主導著管理的成敗，管理人員若能得到政治上的奧援，將使倫理行為的促進

與不倫理行為的防制有一個好的開始。 

 

貳、形塑倫理的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支配著組織中的心理及社會次級系統，要營造一個倫理的環境，以

避免公務人員的利益衝突，當從組織文化的塑造著手，這就有賴管理者摒除錯誤

的倫理假定，採取系統的倫理途徑，並且以身作則，推動轉換型領導。 

 

一、組織文化的意涵與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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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織文化的意涵  

Heffron認為（1989），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組織內團體成員

基本的信仰與意念，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運作，並被視為一種當然的形式，逐漸

成為每一組織所特有的現象（Heffron, 1989:212）。Ouchi 認為（1981），組織文

化透過符號象徵（symbols）、儀式與秘思（myths）等將組織中的基本價值與信

念傳遞給組織中的成員（Ouchi,1981:41；轉引自吳瓊恩，民 87：343）。 

（二）組織文化的層次  

1. V. K. Narayanan and Raghu Nath 

Narayanan與 Nath認為（1993），組織文化即組織所具有的器物（artifacts）、

信念、規範、價值與前提（premises）的模式。其詳如下（Narayanan and 

Nath,1993:448；轉引自吳瓊恩，民 87：344）： 

（1） 器物：此為文化最顯著的表徵，包括組織中成員可觀察的行為、結構、制

度、程序、規則、與實體設備諸面向。 

（2） 信念：組織通常持有的假定，包括所有的認知，如理念、知識、迷信、箴

言（lore）、稗史（legends）等。 

（3） 規範：文化規範約束行為，乃組織所接受的規則或標準，說明了適當或不

適當行為的細節。 

（4） 價值：價值是組織成員所持有的特定信念，正面的價值是可欲的，負面的

價值是不可欲的。 

（5） 前提：組織文化包括了關於世界的許多前提，它們是無法用語言文字表達 

的，外面的觀察者或可以其分析的研究或直觀的思想來理解，此為組織的

潛意識（organizational unconscious）。 

2. Edgar H. Schein 

    Schein 認為（1985），組織文化指的是：可以觀察到的人員行為規律、工作

的團體規範、組織信奉的主要價值、指導組織決策的哲學觀念、人際相處的遊戲

規則、組織中瀰漫的感覺或氣候（Schein,1985:6-9；轉引自張潤書，民 87：232）。

若就組織文化的層次性而言，Schein（1985）將組織文化的構成區別為「器物與

創造物」（Artifacts and Creation）、「價值」（Values）和「基本假定」（Basic 

Assumptions）三個層次。他認為基本假定為組織文化的精髓，器物與創造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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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價值只是基本假定的外顯，其間的關係為，組織根據基本假定對外在環境進行

價值判斷，價值判斷的結果產生了行為，而外在行為依其結果好壞，回饋到價值

層面，支持、修正或推翻先前的價值判斷，價值再經過長期的內化作用後，便形

成組織的基本假定（Schein,1985:14）。其關係如下圖所示： 

 

 

    器物與創造物： 

    科技、藝術、可以見聞的行為模式。      外顯但不易深入瞭解 

                       

 

              

    

      價值： 

    ˙可以在物理環境中加以檢驗。                   

    ˙只能透過社會共識的過程來查驗。       較高的意識層次 

 

                       

 

               

    

      基本假定： 

    ˙與環境的對待關係。                          

    ˙對事實、真理本質的看法。               習焉不察 

    ˙對人性本質的假定。                     隱而未見 

    ˙對人類活動本質的假定。                 先意識的 

    ˙對人群關係本質的假定。 

 

                圖 5-1  組織文化的層次及其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Schein（1985: 14）；張潤書（民 8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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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摒除錯誤的倫理假定 

主管人員應該如何建立倫理到他們的組織文化中呢？答案並不容易。創造並

維持一個倫理的工作場所將花費許多人的精力與時間。並非公共組織中都充斥著

不倫理的員工，而是多年來我們已經成為一系列關於政府機關倫理的角色與地位

的錯誤假定之下的犧牲品。因此，吾人建立倫理到組織文化中，必須首先摒除下

列錯誤的假定（Menzel, 2001:362-363）： 

（一）倫理的價值是個人的，不能表現於組織之中。  

    任職於公共部門的部分神話是，員工不應該依其價值與信念行動，因為如此

做將侵蝕其公平與公正的能力。換言之，持有個人的價值與倫理是被允許的，但

是不能將之帶入工作場所之中。以上這種途徑將產生倫理的自滿（ethical 

complacency），最終造成組織中倫理的衰退（ethical lapses）。 

（二）有倫理的人總是合乎倫理地行動，不論組織中發生了何事。  

    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曾經說過：「政府倫理問題的最終解答，就

是誠實的人在一個良好倫理的環境之中。」當注意這需要兩個要素—有倫理的人

（ethical people）以及一個良好倫理的環境（a good ethical environment）。假定有

倫理的人將不會經歷倫理的衰退（ethical lapses），是一個錯誤的假定。召募有倫

理的人到公共組織之中，當然是重要的第一步，但不表示其本身就足以確保造成

有倫理的政府。有倫理的員工需要工作場所中倫理的支持與強化。 

（三）倫理的討論在公共組織中助益甚少，如果有的話，有助於生產

力、士氣、或解決問題。 

    這是另一個錯誤的假定。許多管理人員可能會相信，在工作場所中談論倫理

是很好的，但是這樣的討論對於使工作完成關係不大。但是，愈來愈多的實證證

據顯示，組織中出現堅強的倫理氣候（ethical climate），以及組織強調的價值，

例如：效能、效率、品質、卓越以及聯合工作，兩者之間有重大的關連。 

    身為主管人員，很重要的是，發展可以鼓勵針對倫理意涵議題的對話的策

略，以及提供建立一個倫理的工作場所的方法。根據倫理的原則而創造的共享的

價值體系，要求透過一個包容的，而非排外的程序來進行有意義而嚴肅的對話。

員工參與倫理訓練，以及發展可允許發問與質詢的研討會，將給予個人採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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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解決問題與提高生產力所需的信心。 

（四）倫理無法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被學習、教導，甚至是討論。  

    有一個廣為流傳的看法認為，倫理的學習與否是在兒時，因此，任何要在成

年時教導或學習倫理的努力，是無益的。一個人只能透過個人經驗的嚴厲試煉去

學習倫理，是當然的結果。實際上，不論是個人的或組織的，既非倫理的人，亦

非倫理的工作場所，全然是過去經驗的產物。此外，倫理的行為必須被視為學習

的行為，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被重新學習與修正。 

    倫理的行為是學習的行為，並且管理人員可以建立組織的程序與策略，以促

進學習的成果。倫理的倡導（例如：在商務資訊中加入倫理故事）與訓練，並不

能創造出倫理的工作人員，但是它們能使反映出組織價值與目的的決定變得容

易。當倫理訓練成功時，員工將明瞭倫理的選擇（ethical choices），並且有知識

及資源去選擇與實現正確的抉擇。 

（五）創造及散布一則成文的倫理政策，排除了任何組織或其領導者

進一步的責任。  

    儘管擁有倫理指導方針以及提供指導方針給員工是重要的，但僅有行動將不

足以指引行為，且難以改變行為。建立倫理到組織文化之中，並非一項單一事件。

它是一種以許多方式找出表達方式的持續事件。一則成文的倫理政策或原則陳述

是重要的起點，且任何組織都不能沒有它。然而，相當重要的是，管理高層傳達

的倫理與道德提示。最高主管不能「遵循倫理論調」（walk the ethical talk），將很

快經歷員工視之為偽善的信任鴻溝—做我所說的，而非做我所做的。 

（六）似乎做錯與實際上做錯是不同的兩件事。  

    似乎做錯當我們實際上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正如做錯一般，有同樣的負面

影響，甚至更嚴重。不當言行（impropriety）的外觀，侵蝕員工和大眾對於政府

機關的信任，並弱化課責的原則。例如，一位主管人員投資在一個與他或她的機

關無業務往來的企業，可能是合法的，但他或她將難以使懷疑的大眾與工作場所

信服，他並沒有使用其職權圖個人所得。無論真相是如何，不當言行的外觀是無

可避免的。表徵（Appearances）的確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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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取系統的倫理途徑 

摒除上述錯誤的假定之外，主管人員可以且應該依賴正式與非正式的策略，

去強化其機關的倫理環境。並沒有演算法或數學上正確的方法將倫理建立到組織

文化之中。然而，主管人員應該針對建立倫理的組織採取一種系統的與廣泛的途

徑。合併一系列的實務作法到整個組織結構中，最有可能對於公共組織的倫理生

活具有持久的烙印。主管人員採取以下作法，可能會享有持續的倫理的工作場所

的利益（Menzel, 2001:364）： 

（一）鼓勵員工參與專（職）業協會。 

（二）針對被獎賞的倫理行為設計有創意的方法。 

（三）透過組織中的委員會或原則陳述去建立「倫理良知」（ethics conscience）。 

（四）提供倫理訓練或對話。 

（五）遵循論調（walk-the-talk）。 

 

四、推動轉換型領導  

（一）轉換型領導的意義 

    九０年代的領導強調的是一種「轉換型的領導」，也可以說是「魅力式的領

導」，甚至說得更淺顯一點，就是「感性、智慧的領導」，即透過溝通說服，而不

是硬性的（蕭武桐，民 91：194）。Burns 認為（1978），轉換型領導是如何透過

領導的作用來轉換組織原有的價值觀念、人際關係、組織文化與行為模式。Bass

認為（1985），轉換型領導過程的三個重點是：1.領導者在不同的情境運用不同

的領導型態時，應本於個人良知，確實明瞭各種領導行為的價值意義和可能結

果。2.領導者應以超越私利的心情，為謀求組織更大的利益來努力。3.而從這種

利他的實踐過程中，賦予部屬更寬廣的自主權力與自我發展空間，以促進自我的

實現（張潤書，民 87：426）。 

（二）轉換型領導的構成要素 

    轉換型領導由四個要素所構成，分述如次（Bass, 1990:206-216；彭昌盛，民

82：33-41；張潤書，民 87：430-431）： 

1. 個別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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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型領導同時關注工作與人員兩個面向，但更重要的是針對人員性情、能

力的個別差異，關懷其思想與行為的改變。在工作構面上，將關切的焦點從工作

績效提升到工作道德的層面。在關心人員的構面上，轉換型領導不唯關切人員的

心理感受，更願意透過引導來促進其人格的成長。一般而言，轉換型領導對部屬

的個別關懷表現在三方面： 

（1）發展取向：依照部屬不同的屬性指派任務，以促進其個別能力的發展。 

（2）親和取向：領導者與部屬之間保持密切的接觸，主管能即時提供回饋。 

（3）輔導取向：領導者不僅關心舊部屬的情況，更注意新進人員的適應問題。 

2. 動機的啟發與精神感召 

轉換型領導和傳統領導理論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人員工作動機的啟發。領導

者必須先揭示一個能夠結合組織發展與個人成長的未來遠景，使這個共通的遠景

或組織目標成為人員工作的動機源頭，所以雙向的溝通別重要。 

    精神的感召和傳統的領導者個人魅力不同，魅力領導是部屬對領導者人格特

質的欽仰，所產生的一種信任與無條件服從。轉換型領導則強調部屬對領導者的

認同，係來自於領導者所提示的共同目標和哲學信念，此一目標和哲學不是領導

者單方面強加在部屬身上的，而是透過真誠的交流所塑造出來的互信與分享關

係。目標和哲學的形成過程，容許部屬的批評和質疑。 

3. 才智的激發 

領導者的職責在於建立一種能夠激發組織上下才智的互動創造過程。也唯有

透過彼此意見的交換、腦力的激盪，與思考觀念的多元化，組織才能夠應付詭譎

多變的環境。次外，部屬才智能力的開發，可以從個別關懷取向的領導、啟發鼓

勵式的領導，以及從新知觀念的教育訓練來著手。 

4. 相互的影響關係 

轉換型領導的領導者與部屬間關係，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這種關係

的產生可能基於專業上的尊重，或是情感的交流，但基本上是超越層級職位權力

的。領導者的組織功能在於「提供人員一種角色認同的模式，並藉以增進組織績

效」。基於互信互惠、平等對待、情感交流，領導者成為一個渾然天成的魅力領

袖。 

（三）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文化 

1. 轉換型領導與組織文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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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型領導的領導者依據人員的需求及組織特性，由下而上創造前瞻的組織

願景，並樹立個人的價值信念，使人員有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以身作則，敬重

工作倫理與工作道德，使人員認真投入工作，把工作當成一種志業；強調與部屬

的互動關係，重視部屬的感受與需求，而採取引導、溝通、支援、啟發、激勵、

授權等管理方式，使部屬自動自發、自主自覺、心悅誠服地為組織目標或願景共

同努力。 

    Schein 認為（1985），領導與組織文化的形成、演進、轉化與解體糾纏在一

起，領導者於組織文化發生反功能時，必須引導組織成員放棄某些假定，並學習

新假定。Albert 認為（1985），整個組織文化的變遷，必須要和組織的策略方向

一致，如不一致，決定變遷時，便要思考兩項問題：（1）組織的主要價值和哲學。

（2）管理者角色及活動（蕭武桐，民 91：208）。轉換型領導是涉及影響組織成

員態度和假定的改變過程，正可以引導組織成員放棄某些假定，並學習新假定；

又，轉換型領導，不同於以往的領導理論強調領導工具的運用，它是一種領導者

與部屬共同實踐組織願景，分享領導者的價值觀與哲學觀的過程，領導者在組織

中處於一個關鍵的核心位置，因此，管理者若能採取轉換型領導的模式，由此而

生的角色轉變與活動的推行，將對組織文化的變遷，產生重大的影響。換言之，

轉換型領導可以借助於領袖魅力實現人格化，或借助於儀式、器物實現情境化，

改變「器物與創造物」層次的組織文化，但也可以透過感情的激發，改變「價值」

層次與「基本假定」層次的組織文化。 

2. 轉換型領導與倫理的組織文化的促進 

組織文化決定了整個組織的道德發展，本質上組織文化必須經歷道德的發

展。當領導者能透過「以身作則」建立適當的組織文化時，一種積極及清晰的倫

理氣候就能協助所有的組織成員，在面臨倫理困境時作出良好的選擇（蕭武桐，

民 91：218）。公務人員在從事其所認為是正確的行為時，都能體會到服務機關

支援他們的信心。 

行政機關的主管人員可以利用轉換型領導的觀念，來避免違反行政倫理方面

的規定。領導和法律規定效果不同，法律是處理已經發生的不法問題；而領導可

化解不法行為的發生。行政主管以自己的道德能力，來改變部屬的一些自私觀念

和行為，因此透過轉換型領導可改變機關行政人員的行為，提昇機關的道德水

準。領導的精義在於行政主管應當作部屬的模範，以身作則，所有的行為都應作

部屬的表率，形成組織文化的倫理行為，導致良好的工作績效、工作溝通和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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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蕭武桐，民 91：213）。 

（四）我國推動轉換型領導的策略  

就我國行政實務而言，「建立行政核心價值體系推動方案」的實施要項，與

其參考作法，有若干符合轉換型領導之精神的規定，或許可當作推動轉換型領導

的起點。分述如下3： 

1. 領導倫理 

針對各機關首長、副首長，視實際需要適時辦理首長聯誼會或政府團隊學習

營等相關活動，安排領導管理課程，使各機關首長、副首長能有正確領導理念及

風格；針對政府中高階主管人員，分別規劃辦理國家發展願景研習營等各類領導

研究班次，全面確立領導觀念及技巧。 

2. 管理倫理 

蒐集所屬主管及非主管人員對理想管理的觀點及看法，並據以擬定機關管理

願景及守則，以建構良好工作關係，提升管理效能；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機關管理

會報，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主持，邀集各級主管人員，以及非主管人員之代表共

同參加，討論機關管理問題，交流管理心得，策定管理目標及重點。 

3. 走動管理 

以走動式及人性化為管理主軸；機關主管應定期或不定期安排訪視基層單

位，並透過座談會、協調會等方式與基層公務人員或民眾進行雙向溝通、協調；

辦理業務研討或講習，得分區進行，並邀請相關中央與地方機關公務人員參與，

以利業務直接雙向交流；採取「參與式決策」，於決策時能徵詢部屬意見，並強

調貢獻團體智慧；建立能積極協助員工解決工作及生活上疑難問題的制度；建立

機關內部之員工心理輔導機制；於機關網頁或發行之內部刊物中設置提供意見表

達及交流之「心聲交流道」；舉辦業務創新及建議案徵選比賽，並給予實質獎勵。 

（五）小結 

    總之，轉換型領導的領導者是組織文化的塑造者、管理者、倡導者與變革者。

採取轉換型領導的管理者，可以透過個別的關懷、人性化的管理，使部屬的人格

獲得自我成長；透過動機的啟發、精神感召、雙向的溝通以及相互的影響關係，

使部屬由衷地向組織目標戮力與共；透過啟發鼓勵、教育訓練來激發部屬的才

                                                 
3 整理自民國九十年六月七日以行政院台九十人政企字第一八０五四二號函「建立行政核心價值
體系推動方案」以及網址：< http://www.cpa.gov.tw/middlevalue1.d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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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使部屬成為主動的、積極的自我實現者及自我成就者。這是一種軟性而感性

的領導，所以可以深入人心，改變部屬的行為與價值觀念。轉換型領導的妙用就

在於，具備了高尚道德以及對倫理有深切體認的管理者，採取轉換型領導的管理

模式後，將會以身作則，促進倫理行為，使倫理透過這種領導方式浸染到組織中

的每一個角落，達到形塑倫理的組織文化，提昇機關組織的倫理水準的效果。 

 

參、公共服務環境的支援 

 

    對於公務人員倫理行為的高度標準是硬幣的一面，另一面則是「大宗包裝」

（package）—提供公僕們不錯的工作與生活條件。這個「大宗包裝」由諸如充

足的工作安全、陞遷機會或生涯發展、公平薪資，或社會的評價所組成。公平與

公正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可以確保公部門選任與陞遷的程序，係依據一般專業

的要求條件與非歧視，以及其他因素，例如：減至最少的政治考量。如果公僕感

覺薪水過低、工作過量與不安全，他們將較不可能採取主動去增進包括倫理領域

在內的績效（OECD,2000:24-25）。 

 

一、落實人事公平 

    推行績效管理措施，以能力及工作表現作為公務人員陞遷及考績的依據，對

於所屬人員執行業務有重大功績者，應適時依相關規定給予獎勵；對於樂於從事

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的人員，應由銓敘機關訂定細

目列入平時考核，以為獎勵。尤其在陞遷方面，需秉持用人唯才的精神，不分黨

派、族群與性別，積極拔擢有理想、有能力、有幹勁的人才。總而言之，在任命

與陞遷等人事行政行為的日常程序中，持續運用「功績」的基本原則，將有助於

公共服務部門廉潔的操作化。 

 

二、推動自主管理 

    自主是本著人性尊嚴的原則，在處事上有自主性，受到尊重。在管理風格上，

強調自主尊重，該讓部屬自己作決定者，予以充分授能（empowerment），將可

建構良好的工作伙伴關係；辦理自主性管理措施，以自主管理創造彈性的辦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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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提高公務人員對公務的責任感。在各級領導觀念和技巧，均應落實自主尊重，

體認公務人員自主意識，並匯集人性關懷、服務理念，將減少公務人員在行政組

織中的疏離感，使其身為獨立人格的「主體性」得以提高，對於執行職務更有發

自內心的凝聚力。 

 

三、保障法定權益 

    公務人員的權利，例如：身份保障權、俸給權、退休金權、保險金權、撫卹

金權、休假權、結社權、費用請求權等，應透過宣導相關人事法規，使機關首長、

單位主管及同仁均能瞭解並重視。公務人員訴訟權的保障，更是攸關前述權利能

否落實的關鍵。因此，一方面行政行為要踐行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不利人事處分的作成，不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並

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

及受理機關等（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九一號解釋參照）。另一方面，應暢通行政

救濟的管道，使訴願及行政訴訟亦踐行正當法律程序。公務人員的權益獲得充分

保障後，將提供其更為安心的工作環境。 

 

四、激勵品德修養 

    公務人員品德修養的提昇，可以減少利益衝突的發生，亦有助於提高服務品

質及工作績效，因此，辦理公務人員品德修養的激勵措施，毋寧是管理者營造支

援性公共服務環境最好的方法。各機關得採以下方式行之4：（一）定期公開表揚

機關內熱心公益或品德優良足資表率的公務人員。（二）各級主管人員應身先倡

導品德修養，並確實考核所屬人員生活言行。（三）充實圖書設備，鼓勵閱讀品

德修養之書籍。（四）在機關內成立各類社團，提倡正當休閒活動。（五）定期舉

辦有關激勵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之專題演講，並辦理各種有益身心之活動。演講

內容尤應強化行政倫理、公民倫理的觀念，使之內化於公務人員的價值觀，如此

品德修養才能真正陶冶。又，對於品行優良且有優良事蹟的公務人員，亦應給予

特別獎勵。 

 

                                                 
4 請參照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考試院八七考台組貳一字第八七三七號令修正發布之「公務人
員品德激勵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第四條、第七條及第十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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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面 

 

    本節擬從組織面建構我國利益衝突的規範。行政組織的結構與功能各不相

同，就利益衝突的防制觀之，公務人員的訓練與教育機構有助於預防公務人員利

益的衝突，專責的廉政機構則著重於制裁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前者具有內在控

制的功能，後者則具有外在控制的效果，故兩者皆有討論之必要。基於此，本節

共分為兩個部分。第一，提出改善我國公務人員訓練與教育機制的構想，先探討

我國公務人員訓練與教育機構的現況與問題，再討論美國公務人員倫理訓練與教

育機構及其經驗。第二，研究我國成立專責的廉政機構的可行性，就目前法務部

規劃設置中的廉政署予以探討。 

 

壹、改善公務人員的訓練與教育機制 

 

一、我國公務人員的訓練與教育  

（一）我國公務人員訓練與教育機構的現況 

    現行我國政府教育訓練體系，包含行政院與考試院均設立培訓的專門機構，

目前全國已有六十一所，茲簡述如下（蔡祈賢，民 89：203-208）： 

1. 國家文官培訓所 

該所隸屬於保訓會，是考試院唯一的訓練專責機構，其設置的目標，係為因

應國家現代化及未來發展的之需要，加強培訓政府人才及培養公務人員民主法治

之學養。依據其組織條例規定，該所辦理訓練之國際交流、圖書資訊服務事項。 

2.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該中心為人事行政局所轄，以行政院所屬機關中高級公務人員、人事人員及

一般行政人員為主要施訓對象；研習管理發展、人事專業及一般行政管理等知

識，並研究開發人力資源，藉以提昇公務決策品質與服務效能，落實職涯發展訓

練與終身學習理念。該中心的前身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員訓練班，於民國八

十一年一月配合行政院施政及業務需要改制而成，辦理行政院暨所屬機關公務人

員之訓練事項，與關於訓練技術及方法之研究、評估及推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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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各機關設置之訓練機構 

    除了上述國家文官培訓所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外，行政院及其他各機關為培

訓所屬公務人員，亦訓練專責機構，計有內政部、交通部等十三個部會、署及台

北市、高雄市、台北縣政府，共計設置五十八個訓練機構。這些機構均按其特性

需求，每年均開設多種班次及訓練課程，以培訓所屬公務人員。 

 

    概言之，我國公務人員的訓練與教育機構，以行政院所轄者居多，遍及中央

與地方。另有委託訓練，例如人事行政局委託政治大學公務人員教育中心舉辦的

「行政管理研究班」，以及與大專院校合作辦理建教合作班，例如台北市政府與

政大公務人員教育中心合辦之「市政建設規劃人才進修班」。 

（二）我國公務人員訓練與教育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公務人員的訓練與教育制度存有若干問題，分別為體制的問題，

以及教學方式與課程設計的問題，分述如下： 

1. 體制的問題 

（1）「公務人員訓練法」（或條例）尚未訂頒 

    由於此項有關訓練的基本單一法規尚付闕如，故各機關之訓練辦法各立門

戶，各具特色，而欠缺統籌規劃實施之特性與效果（許南雄，民 86：299）。 

（2）中央政府主要訓練機構之規模迄未確立 

    以目前情形觀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屬「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與政大「公

務人員教育中心」係屬中央級主要訓練機構，但前者規模小，後者係屬委託辦理

之大學附設教育中心；上述訓練機構之人員、經費、規模均受限制，無法發揮應

有功能（許南雄，民 86：300）。 

（3）掌理公務人員訓練之權責主管機關不明確 

依據我國憲法第八十三條5規定，並未見公務人員訓練為考試院之職權；依

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考試院掌理考試、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

撫卹、退休，以及公務人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亦未見

公務人員訓練為考試院之職權，因此造成公務人員訓練、教育、進修、學習的職

權歸屬爭議。有認為既然憲法無明文，則職權應歸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由隸屬於

                                                 
5 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憲法第八十三條已經不適用。 



 129

人事行政局的「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負責公務人員之訓練發展事項6，但是考試

院已經於民國八十五年設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其培訓處依法職司

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政策之研擬規劃及協調事項，與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之

研擬、解釋等事項7，因此形成主管機關的權限爭議，以及資源無法整合的問題。 

（4）教育訓練與陞遷未能結合 

    依我國人事法制，公務人員升任較高職等職務，須經考試及格或考績升等，

除甫修正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有委任升薦任須經訓練之規定外，訓練多非職務陞遷

之必備條件。因此，難免形成「訓歸訓、用歸用」的脫節現象（陳庚金，民 85：

60）。未能兩相結合，容易導致教育訓練的結果大打折扣。 

2. 教學方式與課程設計的問題 

    公務人員訓練教育的教學方式與課設計，關係著實體的成效，我國政府教育

訓練教學方式與課程設計的問題，可以歸納成下列六點，茲分述如下（陳威宇，

民 90：53-58）： 

（1）重視理論，不重視個案的教學。 

    首先，於個案探討中，組織成員能嘗試去發現問題、分析原因、評估行動的

可能結果，並決定所應採取的最佳行動。其次，個案教學取自實際的組織經驗，

詳細地描述管理所面臨的問題，受訓者經由研究個案找出問題的癥結，並選擇最

佳方案據以執行。再來，透過個案學習，組織成員便能彼此不斷地互動與學習，

且以不同的思考面向，不同層次的思考方式，彼此對某些議題作意見交換，便能

補充個體所學不足之處與理解自己研究取向與思考方式的侷限性。 

（2）課堂教學的問題。 

    過份強調課堂授課方式的結果，一方面學生當然便缺乏對公共行政教育課程

學習的興趣，更在缺乏思考訓練的情況下，很難指望學生能應用所記憶的知識，

去激發出更多的靈感以促進公共問題之解決。各訓練機構亦多採駐班教學，甚少

                                                 
6 依據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隸屬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掌理下列事項：一  關於行政院所屬機關中高級公務人員之管理發展訓練事項。 
二  關於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之業務講習及研討事項。三   關於行政院所屬機關人事人員之專業
訓練事項。四   關於訓練技術與方法之研究、評估及推廣事項。五   其他有關行政院所屬公務人
員之訓練事項。 
7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培訓處掌理下列事項：一  關於公務人員
訓練、進修政策之研擬規劃及協調事項。二   關於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之研擬、解釋事項。 
三  關於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升任官等、行政中或及其他有關訓練之研擬規劃、執行及
委託事項。四   關於人事人員訓練、進修之研擬規劃及委託事項。五   關於公務人員培訓制度之
研究事項。第十三條規定，本會為應國家文官培訓需要，得設訓練機關，其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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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校外的參觀、考察、實際活動、實習活動，如此便缺乏與外面的社會彼此互

動與學習的機會，而公務人員亦缺乏應用課堂知識以外知識的能力。 

（3）強調在灌輸知識學習，缺乏自我導向學習。 

    我國政府教育訓練課程安排與實施，強調的是一種灌輸知識學習，缺乏自我

導向學習，人員被當成背誦的「機器」，而非具有思考能力的「全人」（the whole 

person）來對待，只求於短時間能於課堂吸收更多的知識，缺乏刺激學生的思考，

培養學生學習的興趣，更遑論強化學生主動思考問題，解決問題，與在實際的行

政生活中，培養找尋資源以解決問題的能力。 

（4）缺乏團隊學習。 

溝通、組織、領導、控制，在團隊學習，才能夠學習得到；行政學只是書本

上「死」的知識，必須靠真槍實彈的演練，才能獲得。我們可以在課堂方面，強

化團隊學習的教學方式，如此才能增強教育訓練的成效。 

（5）缺乏具「公共性」的教育訓練課程。 

    我國過去的政府教育訓練，過於重視行政管理面，使其教學內容偏向技巧

（skills）與技術（techniques）。如此，其課程設計，大體是強化公務人員專業知

識教育。事實上，公共行政已轉而重視「公共面」，連帶使得公共行政教育也不

能不重新討論公民、道德、社區、家庭、政治機構等問題。因此，其教學方法亦

不能停留在過去職業訓練階段。 

（6）教育課程設計專業性問題。 

    在課程設計方面，主持訓練的主管未必具有教育學背景或人力資源發展的知

識基礎，因此教學策略限於傳統的非驗證式教學（Non-verification teaching），課

程內容偏向實用技術性知識，缺乏美學、人文學科或哲學思想的內容，教室課桌

椅的安排大多為傳統式的排排座，訓練前的需求評估，訓練中的過程評估，與訓

練後的總結評估，均未做到合乎學理的要求，甚至訓練後人員的知識、技術、態

度已有改善時，但組織未能配合這些有新思維的人員從事「組織發展」，因而訓

練成果令人質疑。是故，如何強調對教育課程作更深入而專業的研究，使得教育

課程能真正符合公務人員所需，似可再加以檢討與研究。 

 

二、美國公務人員的倫理訓練與教育 

    美國公務人員的倫理訓練與教育機構，職責在告知公務人員倫理問題，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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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育政府官員關於倫理法律與倫理守則的認識、公布與執行，並藉由倫理法規

的諮詢與建議，指點公務人員遵守法律。旨在培養公務人員的倫理意識，內化公

共服務的核心價值，使其成為負責任的行政官員。政府倫理局（OGE）是聯邦政

府層級中倫理訓練順服模式的最傑出範例，也是公務人員倫理訓練與教育的主導

機關，因此以下分別就政府倫理局暨其所屬機關的措施，以及個別行政機關倫理

計畫的作法分別探討之。 

（一）政府倫理局暨所屬機關的措施 

    政府倫理局（OGE）的任務在促進政府人員的高倫理標準，以及強化大眾的

信心—政府事務被公正而廉潔地處理。特別的是，OGE 有責任運用行政部門的

領導力，去防止部分政府人員的利益衝突，以及解決已經發生的利益衝突。 

    OGE 下轄四個部門，其中行政機關計畫處（ the Office of Agency 

Programs,OAP）負責監督以及提供倫理訓練與教育的工具給各個行政部門機關。

OAP 之下又有三個部門，對於公務人員的倫理教育及訓練貢獻良多，分述如下

（Hejka-Ekins,2001:91）： 

 1. 計畫檢驗課（the Program Review Division, PRD） 

        負責執行當地的機關倫理計畫的檢驗，以決定機關是否有合適的計畫。

此外，指派職機關倫理官員（DAEO）負責送交計畫評估的報告給 PRD。

DAEO須保證任何缺失在六十天內被更正。 

 2. 財務公開課（Financial Disclosure） 

        管理一千位總統任命人員及一百二十五位 DAEO 的報告系統，以確保

順從公共與機密財務公開的政策。 

 3. 教育暨計畫服務課（the Education and Program Services） 

        提供行政部門機關支援性的服務，包括發展教育工具、指導倫理訓練課

程（有關倫理行為的標準、利益衝突以及財務公開法令）、建議這些機關有

關順從的議題、舉辦一年一度的政府倫理會議、出版「政府倫理通訊」、維

護倫理資訊中心，以及其他職責等。 

    另外，由於聯邦的政策要求行政部門的員工每年必須參加至少一個小時的倫

理訓練。因此，有關倫理訓練課程的作法亦值得一提。每一個倫理班長達三個半

小時，由一位管理分析員及一位 OGE的律師共同授課。學習方法結合了使用演

講、錄影帶、幻燈片以及個案研究。課程內容注重什麼樣的倫理立法當時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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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需要改變以符合法律的修正。課程學員主要由 DAEOs、來自機關監察

長辦公室（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fices）的幕僚人員，以及美國聯邦檢察官（U.S. 

attorneys）所組成。 

    透過資訊資源暨倫理資源圖書館（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Ethics 

Resource Library），倫理訓練的工具將很容易取得，包括了電視、小論文、小冊

子、討論題綱，以及以電腦為基礎的訓練模式。唯讀光碟片（The CD-ROM）合

併了七種倫理訓練的主題，除了現今的倫理立法、還包括行政命令、以及其他的

法律資料。另外，有一種創新的，但是高度受限的訓練方法，是稱之為「困境」

（Quandaries）的互動式電視遊戲，此遊戲促使了聯邦職位提供了十五個有更多

責任的工作晉陞機會。為求上進，員工必須能解決利益衝突以移動到下一關，來

表現足夠的倫理規則的知識（Hejka-Ekins,2001:91-92）。華盛頓州的國王郡倫理

委員會（The King County Board of Ethics）甚至創造出以恐龍為基礎的倫理遊戲

（Davies,2000:111）。由此可知，倫理的訓練與教學方式正逐漸變成「高科技性

的」（high tech）。 

（二）個別機關的倫理計畫  

個別機關的倫理計畫對於支持與促進公務人員倫理行為而言，提供了重要的

內在控制功能，經由與公務人員一起解決潛在的利益衝突，並提供訓練、建議與

諮詢，致使公務人員可以避免不道德行為。 

每一個行政機關都有倫理訓練計畫，並於政府倫理局設定的必要條件下確

立。倘若機關未依規定建立或未建立周延的蒐集、保存與審核財產申報之制度或

機關倫理實施計畫時，政府倫理局可發布命令要求機關採行改正措施。經一段時

間後，機關若仍未遵守命令時，政府倫理局應向總統及國會提送報告（施能傑，

民 88：234）。這個計畫被設計來確保所有的公務人員知曉聯邦的利益衝突法令、

政府官員與公務人員的倫理行為通則、倫理行為標準，與任何可以補充各行政部

門規則的機關規定，以及當公務人員需要關於倫理問題的建議時，如何與機關的

倫理官員聯繫。在這個計畫之下，每位新近公務人員會收到一份最初的倫理指導

方針。某些公務人員（包括總統任命人員、總統行政辦公室的人員、財務公開報

告的檔案管理員，以及其他相關職務的人員）之後會收到一年一次的的倫理簡報

（ethics briefings）。當需求增加時，倫理官員會作出倫理問題的公告。每個機關

都有一個或更多的倫理官員親自供利用，他們透過電話、或透過電子郵件，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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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方面的問題（OECD,2000:322）。 

（三）值得注意的經驗  

    美國政府對於公務人員倫理的訓練與教育相當重視，歸納而言，有以下幾點

經驗值得注意： 

1. 倫理官員扮演樞紐的角色 

    各機關的倫理官員必須負責實施各機關倫理計畫，他還必須管理人員的財產

公布、行為訓練、提供諮詢與建議給涉及倫理不法行為的公務人員，告知並答覆

人員的倫理問題，甚至依法向政府倫理局與國會提交報告。所以倫理官員是訓練

者、教育者、諮詢者、建議者、協調者、宣導者，他是政府倫理局與其任職機關

之間倫理事務的聯絡橋樑。 

2. 教學工具多元化，尤其倚重多媒體 

倫理訓練的工具，包括了平面的小論文、指導各類雇員小冊子、針對不同倫

理議題的簡短傳單、倫理簡報、討論題綱、漫畫書、法律條款的摘要，以及多媒

體教學工具，例如電視、幻燈片、錄影帶、唯讀光碟片（The CD-ROM）、互動

式電視遊戲，與其他以電腦為基礎的訓練模式。 

3. 教學內容偏重倫理法規 

    無論教學工具為何，均脫不了利益衝突法律、倫理問題與財產申報制度的法

令規章，以及倫理行為的通則與標準，目的為了要強化人員的法制觀念。 

4. 倫理訓練與陞遷結合 

有些訓練方式，例如互動式的電視遊戲，提供了人員工作晉陞的機會。為求

得到陞遷機會，人員必須能解決利益衝突以移動到下一關，來表現足夠的倫理規

則的知識。這種具有趣味與吸引力的訓練方式，大大提高了人員接受訓練的興

致，並且使訓練內容所欲傳達的訊息深入人心。 

 

貳、設立專責的廉政機構：法務部廉政署之探討 

 

一、法務部廉政署的設置緣起8 

                                                 
8  資料來源請參酌網址： < http://www.moj.gov.tw/ethics/廉政看板 /page10098.htm >以及< 
http://www.moj.gov.tw/ethics/廉政看板/910308.d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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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設立專責的廉政機構的呼聲最早始於十多年前。民國七十六年七月，立

法委員趙少康與一０二位立委共同連署提案在行政院下成立「反貪污局」，後來

經行政院於七十八年二月一日在調查局下設立肅貪處暫時劃下休止符。民國八十

一年，立法院三讀通過「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並經總統八十一年七月一日

公佈施行，法務部於是年八月設置了政風司。民國八十二年九月，法務部召開行

政主管人員推動行政革新研討會，決議賦予政風人員司法警察權並設置「廉政公

署」。民國八十二年十月，立法委員趙少康再度與廿三位立委共同連署提案在行

政院下成立「廉政總署」，但行政院表示應先解決檢調與政風分際再行研究。民

國八十七年十月，立法委員李慶華與四十一位立委共同連署提案「行政院廉政署

組織條例草案」，同年十二月經法制、司法兩委員會聯席會進行草案討論。民國

八十九年三月，第十屆總統大選期間，各候選人提出成立「政風局」（國民黨）

及「廉政署」（民進黨）之構想。 

民國八十九年五月新政府成立，法務部部長陳定南上任後宣示推動成立「法

務部廉政署」，法務部於是開始研擬「法務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法

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兩草案，同年十月行政院院會決議通過兩草案，送請立法

院審議。九十年四月，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山水民調公司的民意調查結果，則

有高達七成二之民眾贊成設立「廉政署」。民國九十年五月，立法院法制、司法

兩委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進行廉政署組織草案審查。集產官學各界菁英的經發

會，於九十年八月亦決議「建立廉能政治，請立法院儘速完成廉政署組織條例之

立法工作」為共同意見來廓除妨害經濟發展之非經濟因素影響。但至此之後卻停

滯不前，民國九十年十月，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達成請法制委員會暫緩審查法務

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的結論。後因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修訂議案屆期不審規定，

法務部於九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重行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法務部廉政署的設置理念與特色 

（一）法務部廉政署的設置理念  

1. 設置法務部廉政署係為配合推動掃除黑金，落實經發會共識及全民殷切企

盼，達成廉能政治的施政目標。 

2. 證諸香港、新加坡成立專責廉政機構後，對改善社會風氣，提升公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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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效率的形象及國際競爭力，其成效舉世共賭。反觀，我國現行政風組織則

因職權未臻健全而限縮其功能，亟需在肅貪及提昇競爭力作制度性改革。 

3.「法務部廉政署」的設置規劃，係參採香港及新加坡廉政體制的成功要素，

務實設計符合我國國情與政府體制的組織型態，定位為獨立、超然、專業、專責

的廉政機關，以「防貪」、「肅貪」及「反貪教育」三管齊下的全方略策略，提升

工作績效及品質，打造高效率的廉能政府。 

（二）法務部廉政署的設置特色 9 

1. 透明化 

    對於廉政機關而言，透明化是政府施政的防腐前提，也是廉政署無可取代的

最高道德標竿。因此，在規劃法務部廉政署的組織架構時，為了加強民間參與行

政以及有效監督廉政業務推展，避免民眾質疑「官官相護」、「選擇性辦案」等惡

習猶存，並且確保「人權辦案的程序正義」體現，特別仿效香港廉政公署而建構

了具有獨立超然地位的「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專司廉政政策的諮詢評議、貪

瀆案件的事後審查與民眾投訴案件監督等事項。 

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的建置，正是體現了憲政法理上所謂「參與式民主」的

理念要求。基於憲法上的國民法主體性地位，導引出民意直接介入行政權運作的

所謂「參與式民主」法理，藉由直接監督行政權機制，立即而有效地節制與要求

行政權應該運作的內涵及方向。委員會的組成委員，係來自各界的學者專家、社

會公正人士及有關機關代表共同擔任，以確保「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的公正性

與公信力，俾利共同監督廉政業務推展狀況，落實施政透明化的重要理念。廉政

諮詢審查委員會，正是一切透明化程序的起點，一個民意的陽光可以灑進門內、

檢視萬象的指標性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並不是單純地雷同於僅供諮詢性質的一

般性行政委員會；相反地，審查委員會幾乎可以稱得上是個最高意思決定機關。

在直接民意監督的基礎上，賦予對於行政司法調查權的同意權與廢棄權保留模式

等等強大效力，都是憲政原理上最為頂級的監控機制。諮詢審查委員會不僅僅主

導了整體廉政政策的基調，甚至連細緻的個案審查領域都能事後監督，可以看得

出來其所表徵的崇高地位，絕非一般行政委員會所能比擬。 

2. 專業化 

                                                 
9 資料來源請參酌網址：< http://www.moj.gov.tw/ethics/廉政看板/page10098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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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昇廉政工作品質與層級，廣納公務體系及民間各類專業特殊人才諸如律

師、會計師、建築師及土木技師等共同參與廉政工作，強化廉政業務之推動與執

行，爰進一步規劃於署內設置定有任期或聘期之廉政調查官若干人，實質參與廉

政署內相關業務之規劃、推動執行與案件之調查等工作，協助指導並提供廉政署

調查人員於案件偵辦上所需專業知識、技能；同時透過「任期制度」之運作，藉

由優秀公務人員及民間專業人士之參與，不斷提昇專業素養，常保「專業更新」，

樹立廉政署為專責專業機關形象，贏得民眾對廉政工作推展之信賴。 

在法務部廉政署的組織條例上，廉政調查官看似被簡單定位成具有司法警察

官身份的角色，彷彿宣告其所能擁有的職能理當被侷限在貪瀆案件的偵辦調查

上。實際則不然。組織法，祇不過是反映出最需要適用法律保留原則的核心部分，

並不足以囊括所有的職務內涵。因此，在廉政調查官的角色規劃上，是傾向於多

方面發展，舉凡肅貪作為的偵辦、防貪措施的擬定、公務員倫理規範系統的建置

甚至於是興利便民服務的流程規劃，都是調查官可以引領延伸的觸角與空間。 

 

三、法務部廉政署的規劃重點10 

（一）組織架構  

廉政署設置一委員會（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五處（綜計、調查、預防、

貪污資料處理、人力）、五室（秘書、人事、會計、政風、資訊）、一訓練中心及

北、中、南、東四個地區調查處，編制員額為六００至八００員。 

（二）業務職掌  

專責掌理左列事項： 

1. 關於廉政政策之研擬、策劃、協調及推動等綜合性事項。 

2. 關於廉政相關法規之研擬、推動及執行事項。 

3. 關於預防貪瀆業務之研擬、推動及執行事項。 

4. 關於貪瀆不法或與貪瀆有關犯罪案件之調查、處理事項。 

5. 關於各機關政風機構業務及其組織、人員之管理事項。 

6. 關於廉政業務之諮詢及審查事項。 

                                                 
10 資料來源請參酌網址：< http://www.moj.gov.tw/ethics/廉政看板/910308.doc >。 



 137

7. 其他有關廉政之事項。 

（三）員額配置及來源  

設置廉政署初期所需之六００名員額，係秉持「政府組織精簡」既定政策方

針下，以目前政風機構編制總員額為前提，進行人力整體規劃與調整，而不增加

任何一個員額。鑑於地方政府編制及預算係由其自治機關審查，以及中央所屬事

業機構歸屬營業基金預算，故而廉政署之預備員額，主要係以中央行政機關政風

機構之預算員額為挪撥範圍。至於廉政署所需之六００人（署本部二００人，外

勤地區調查處四００人），除由本部政風司與中部辦公室及各部會地區辦公室約

計一００個政風員額挪撥外，不足數將配合「全國政風機構組織調整案」，檢討

規劃由中央三、四級機關政風機構之員額挪撥納入廉政署。 

至於人員素質方面，未來廉政署人員三分之二約四００人擬由現職政風人員

中甄選，並施予必要之訓練後，納編派充，另外三分之一約二００人則自政風職

系以外甄選具有相關業務專長或調查實務經驗之公務人員進用。以遴選政風系統

之優秀人才為廉政骨幹，將有助於日後整體肅貪防貪網絡串聯之一貫性，亦可避

免不同屬性之機關整併或平行協同辦案所易產生之扞格，俾利充分發揮整體組織

戰力。 

（四）職權劃分  

未來廉政體系，將包括廉政署及各機關政風機構。廉政署人員，基於遂行打

擊貪污犯罪業務需要，賦予司法警察權，並依據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行使職

權；原法務部主管之全國各機關政風機構業務及人員管理事項，將授權由廉政署

統籌辦理，各機關政風人員仍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政風業務。

未來廉政署與政風機構間人員之交流，將參酌實際需要，研議妥適之相關辦法，

據以辦理。 

 

四、小結  

自從一九七四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以來，在國際間以採取設置類似之專

責廉政機構來儘速擺脫腐敗沈淪，展現急起直追、迎頭趕上的決心與魄力的國

家，蔚然成風。僅以亞太地區為例，成立類似機關的國家計有新加坡、汶萊、尼

泊爾、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南威爾斯州）、印尼、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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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和韓國等，這些國家都宣稱所建構的是一個具備專業性與專責性且地位獨立

的機構，所授權的是反貪（教育宣導）、防貪（預防貪污）及肅貪（懲治貪污）

等三管齊下的策略，期能形成全民反貪意識，健全社會道德倫理規範系統，進而

全面革新行政效能（黃榮護，民 92：1）。美國早在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中即規定在人事行政局內設置「政府倫理局」（Office 

of Government Ethics）負責相關事宜之推動。一九八八年政府倫理局重新授權法

則將其升格為行政部門內之獨立機關。觀諸國際組織的潮流趨勢，情勢是需要增

加機構，以改善公務人員裁量權的課責性，並確保他們遵守合乎時代的價值及公

民的期望（OECD, 2000:11）。 

回頭觀察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課責機關—監察院、法務部的檢調單位、

各機關的政風單位，向來分工紊亂，功能重疊，不但浪費人力資源，亦導致許多

模糊的三不管地帶，而且欠缺環環相扣的統整性機能，容易導致目標錯置，功能

不彰，對於公務人員的不正行為，就更難予以管制，更遑論提昇整個公部門的倫

理水準？一個持續而支援性的機關體制，對於下列事務是必須的：（一）傳達並

反覆灌輸公務人員的核心價值與倫理水準（為了提供明確的指引與建議，以幫助

解決倫理困境）。（二）提升倫理水準，防止傾向利益衝突的情況，並透過生涯發

展，獎勵行為的高度標準。（三）監控服從的情形，並報告、發掘、調查、懲罰

不道德行為（OECD, 2000:12）。因此，似有必要成立一個專業、專職、專責的廉

政機構，作為公務人員倫理的協調單位，才能改善目前防貪肅貪不力的問題，落

實反貪教育，強化公務倫理，以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提高政府的績效與國家

競爭力。 

 

第四節  法制面 

 

    本節擬從法制面建構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規範的原則。首先，就現行的利

益迴避制度予以探討，並提出改進之道，蓋我國法制對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處

理，向來偏重於迴避的規範，唯有從現制的探討出發，才能一窺問題所在。其次，

就其他政府倫理法制的建構予以研究，分別是公務人員財產的申報與公開，以及

倫理守則的制定，期以前瞻的觀點建構一套預防勝於制裁的陽光法案，才能有效

減低公務人員的利益衝突，建立廉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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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務人員利益的迴避 

 

一、利益迴避的意涵與功能  

（一）利益迴避的意涵  

    迴避，文義言，在事勢上必須有所避忌而躲開。舉凡涉及本身或一定親屬關

係者有關之事件，避免參與之措施，謂之迴避。易言之，指執行職務之排斥（邱

華君，民 90：30）。迴避制度是人事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

的幹部制度，或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官制度，都有迴避或類似迴避的規定，迴避

制度主要是防止以權謀私、徇私枉法等不正之風的滋生，以加強對國家公務員行

為的監督與制約，進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詹中原，民 87：259）。 

    綜合以上，從公共行政觀點來看，公務人員利益迴避制度之性質如下（周錦

龍，民 90：30）： 

1. 政府機關一種消極的防弊措施，用以促進廉政建設。 

2. 用以防止公務人員不當徇私利用職權、機會或公務之便，為本人、親屬或

他人謀求私利，是對權力的一種制約方式。 

3. 對公務人員所任職務、執行公務、任職地區所採取一定限制之制度。 

4. 屬行政倫理守則之一環。 

（二）利益迴避的功能 

    迴避制度並不僅存於行政權的相關法規中，在其他國家權力運作上（如監察

權、司法權）也是屬於重要課題。迴避制度存在之主要目的在於確保行政程序中，

行政機關能公正地履行其作為義務（duty to act fairly），避免球員兼裁判，或有

瓜田李下之不公正嫌疑，與訴訟法上之迴避制度，主要係確保裁判之公正性，使

當事人對於裁判結果產生信賴，具有相類似之目的（林明鏘，民 89：66）。就私

益的保障而言，迴避也有使當事人權益能獲得保障的機能。因為迴避制度具有使

行政機關能公正地履行其作為義務的機能，故凡是行政行為都必須注意到迴避相

關規定的適用（葉俊榮，民 9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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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探討 

有關利益衝突迴避之義務，我國原有三十多種法律加以規範，這些法律多是

根據公務員的職務特性分別量身規範，彼此之間既無統籌關係，限制及處罰之寬

嚴亦各有不同。不過在民國八十九年六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並陳奉 總統自七月公布施行後，已有專法規定，除其他法律另有更嚴格規

定者外，一律適用本法規定。不只開啟我國利益衝突迴避規範新的里程碑，較諸

先進國家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均採分散立法體例，也具有領先的指標意義（劉

昊洲，民 89：24）。以下分別論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內容重點與檢討分

析： 

（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內容重點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稱本法）共計二十四條條文，其內容重點

如下： 

1. 立法目的 

本法的立法目的，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第一條第一項）。 

2. 法律適用順序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一條第二項）。 

3. 適用對象 

包括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11所定之人員（第二條），以及公職

人員之關係人12（第三條）。 

4. 利益及利益衝突的定義 

                                                 
11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左列公職人員應依本法申報財產：一  總統、副總統。
二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三  政務官。四  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

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五  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機構相當

簡任第十職等以上首長及一級主管。六  公立各級學校校長。七  少將編階以上軍事單位首長。
八  依法選舉產生之鄉 (鎮、市) 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九  縣 (市) 級以上各級民意機關民意

代表。一０  法官、檢察官。一一  警政、司法調查、稅務、關務、地政、主計、營建、都計、

證管、採購之縣 (市) 級以上政府主管人員，及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院會同考試院核定有申
報財產必要之人員。」 
12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三條：「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一 公職人員
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二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三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
託人。四 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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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第四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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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條）。 

5. 利益衝突行為的禁止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第

七條）。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不當方法，

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第八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

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第九條）。 

6. 迴避的方法 

    本法規定利益衝突迴避之方法有三，即自行迴避、命令迴避、申請迴避。公

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第六條）。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

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該公職人員迴避（第十條第四項）。公職人員有

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其迴避（第十二條）。申請經

調查屬實後，應命被申請迴避之公職人員迴避，該公職人員不得拒絕（第十三

條）。 

7. 迴避的程序 

    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 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

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決。二 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

務代理人執行之（第十條第一項）。 

8. 未自行迴避的行為效力 

    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自行迴避前，對該事項所為之同意、否決、決定、

建議、提案、調查等行為均屬無效，應由其職務代理人重新為之（第十一條）。 

9. 罰則 

    本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係違反規定之處罰，主要為罰鍰，金額最低為一百

萬元，最高為七百五十萬元，甚至可處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違反特

定規定者，得連續處罰之；另有追繳所得財產上利益的規定（第十四條至第十八

條）。 

10. 罰鍰之處分機關、執行與公開 

    罰鍰的處分機關，依公職人員身份的不同，分別由監察院或法務部為之（第

十九條）。罰鍰經限期繳納而屆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九十年一月起應為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強制執行（第二十條）。依本法罰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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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第二十二條）。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檢討分析 

  1. 法律適用的問題 

    本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

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所稱「法律另有嚴格規定」究係為構成要件嚴格或罰

則嚴格？法務部目前傾向就個案情形予以比較。然由何機關比較決定？發生爭議

時又如何解決？尚未有個案適用，仍待解決（銓敘部法規司，民 90：19）。 

2. 適用對象的範圍 

    本法第二條規定，公職人員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

員。上述人員未包含鄉鎮市民意代表及村里長，除非行政院會同考試院核定將之

納入，渠等將不受本法之拘束，而於利益衝突時可毋須迴避。（蔡良文，民 89：

186）。本法第三條規定公職人員關係人之範圍，其中所謂「共同生活之家屬13」

只限制二親等以內親屬，範圍亦嫌過小，似不盡合乎常理（劉昊洲，民 89：29-30）。 

3. 利益的定義 

    本法第四條規定，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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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陞遷、

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將非財產上利益限於「人事措施」而已，如此，依反面解

釋，若不屬於「財產上的利益」，亦非人事措施而不屬於「非財產上利益」者，

則無本法之適用。例如基於個人情感因素、宗教立場、種族意識等非經濟因素，

濫用影響力做出或影響偏袒其親戚的決策（例如為了年邁雙親的住居安寧，而影

響或變更附近吵雜的都市計畫的推動），將形成本法適用的漏洞。 

4. 利益衝突的定義 

    本法第五條定義利益衝突，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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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觀之，此一定義似無不妥，

但進一步研究，則大有問題。任何公職人員皆因其執行職務，而獲得一定之酬勞，

例如薪水、加班費、考績獎金或績效獎金等，這些皆屬直接使本人獲取利益者，

但在這裡卻成為應該迴避的利益。為今之計，只有藉由施行細則將獲取之利益界

                                                 
13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民國九十一年三月二十日訂定）第二條：「本法第三條第
一款所稱共同生活之家屬，指民法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條規定之家長或家屬。」民法第一千一百二

十三條：「家置家長。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
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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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不法或不當之利益，才能解決此一因疏忽而造成的錯誤（劉昊洲，民 89：

30）。 

5. 未自行迴避的範圍與效力 

    本法第十一條規定，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自行迴避前，對該事項所為

之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調查等行為均屬無效，應由其職務代理人重

新為之。惟排除立委等民意代表適用此一條文，是否意味渠等大可不必遵守「利

益衝突迴避」之原則？此種近似「嚴以律人、寬以待己」之作為，將「利益迴避」

變成「迴避監督」，至為可議，亦且脫離本法立法之宗旨（蔡良文，民 89：187）。

又，本條文規定之法律效果為無效，執行時可能產生極大爭議，例如：職務代理

人可否維持或同意原決定？所獲之財產上利益如何追繳？非財產上利益之人事

措施如何回復？此均值進一步深思（銓敘部法規司，民 90：19）。 

6. 申請迴避被拒的救濟問題 

    本法有關利益衝突迴避的方法，主要設有自行迴避、命令迴避與申請迴避三

種，其中並互有因果關聯。惟如利害關係人申請迴避卻被拒絕者，卻無提供任何

救濟管道，不但會讓利益衝突迴避的規定留下缺口，對於利害關係人的權利保

障，顯然也有不足之處（劉昊洲，民 89：30-31）。 

7. 一事多罰的問題 

    公務人員倘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關法令之規定，則視其情節輕重處以行政懲

處或司法懲戒，如觸犯刑事法令並依各該法令處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則

以罰鍰為主。依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而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

依有關法律處理之。」亦即一旦違反利益迴避條款，將分別受二法不同之處罰。

然而此種一事多罰之法律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實應審慎考量（銓敘部法規司，民

90：19）。 

 

貳、其他政府倫理法制的建構 

 

陽光法案的內涵，單就「作用法」領域就囊括了「肅貪法規」類型、「防貪

法規」類型以及「公務員倫理規範系統」等等面向。這些歸屬於不同層次的立法

條款，例如公務員服務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貪

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行政程序法、政治獻金管理條例、遊說法、行政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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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等，有些已經完成立法，有些尚在審慎研議當中14。此類陽光法案的共通的

特色在於，加重公務人員的公正作為義務，具有較強的政府倫理性格（葉俊榮，

民 91：197）。雖然這些不同的法律與法規，彼此相互影響與支持，但是它們的

目的、目標與執行，程度上或多或少有所不同。關於這一點，政府倫理法律與規

則，特別是不同於官員不正行為的刑事法律（Davies, 2000:97-98）。 

政府倫理法律，其目的不在於制止與懲罰貪污的政府官員，而在於藉由不倫

理行為發生前的預防，增進政府廉潔的事實與認知。政府倫理法律的焦點不是集

中在貪污的政府官員，而是在那些基本上是誠實的但做了傻事的政府官員。 

絕大多數的政府官員是誠實而想要做正確的事。但他們必須被告知什麼是規

則，而且他們必須被鼓勵去遵守。在那一點上，繫於政府倫理法律的角色：提供

政府官員與雇員指引，並再度保證公民那些政府官員正依據公共利益而行動。 

這些法律並不處理道德。它們處理的是分裂忠誠（divided loyalty）的事實與

認知。它們處理一個政府官員的私人利益與他或她的公共職務之間的衝突（通常

是財務上的衝突）（Davies, 2000: 98-99）。 

    一般認為，一部有效的政府倫理法律包括三個部分：倫理或行為守則（a code 

of ethics or conduct）、財產公布（disclosure）、行政結構（administration）或執行

機關（Davies, 2000:100；江明修，民 88：295-296）。就我國現制而言，在這個

尚不能完全實踐「包裹式立法」技術的現實困境中，授權給一個單獨而且具備足

夠專業性的專責機構，從事相關法案的結構性整合，應該是一種比較務實而奏效

的策略。換言之，應該優先建立陽光法案系列裡的「組織法」機構，也就是「廉

政署」，作為執行既有作用法與催生相關後續配套法案的統籌單位，並且授權它

持續完成構築「公務人員倫理規範系統」的整體立法前置作業，俾利包裹式立法

通關。徒法不能自行，擁有執行陽光法案的專責統籌機關，搭配逐步成形的整體

法律價值秩序，才是確保陽光法案發揮預期效力的必然措施15。關於行政結構／

執行機關的部分，亦即設立廉政署的問題，本文已於前揭第三節探討過，以下僅

就公務人員財產申報的問題，與倫理守則的制定予以剖析，希望對政府倫理法制

的完備有所助益。 

 

                                                 
14 資料來源請參酌網址：< http://www.moj.gov.tw/ethics/廉政看板/page100981.html >。 
15 同前揭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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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務人員財產的申報與公布  

    財務公布（financial disclosure）使得公務人員的不法資金得以攤在陽光之

下，受到社會大眾的檢驗與監督，故一般被認為是預防利益衝突，增進公共服務

透明化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於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日

正式公布實施，自總統以下，兩萬四千多名公務人員，開始向監察院及各政風機

構申報財產，開始了我國首次的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然令人訝異的是，公職

人員似乎不把財產申報的規定當作是一回事，從監察院歷年來的抽查結果，可知

一斑。依據監察院財產申報處連續多年的抽查發現，民國八十二年開始申報時，

公職人員申報不實的比例居然高達九成五。民國八十三年同樣有高達九成三的人

申報不實。民國八十四年依舊有高達九成一的公職人員申報不實。其中最主要的

原因在於罰則過輕，依據該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公職人員明知應依規定申

報，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故意申報

不實者，亦同。同條第三項規定，公職人員受第一項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構）

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無正當理由仍未申報或補正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由此可知，現行法是採取行政罰與

刑罰的雙軌制，當行政罰的目的不達時，才有科以刑罰的可能。然而，達官顯要

的家產動輒數以千萬計，區區數萬元的罰款，對其而言可說是不痛不癢；再者，

監察院限於人力的因素，只採取百分之五的抽查方式，換言之，有高達百分之九

十五的人員是不會被抽查到的，這種抽查制度的設計方式，倒給了公職人員一種

賭賭運氣的感覺，反正抽查率那麼低，只有二十分之一的機率，萬一運氣這麼不

好被抽查到，那自己也就認了。總而言之，罰則過輕，加上抽查機率過低，誘使

了公職人員謊報財產的情況至為嚴重，若無法改進，則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流於

形式，對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標榜的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

建立公職人員利益關係的規範，顯然難以達成（江明修，民 88：271）。 

    縱上所述，本文歸納幾點建議如下，俾有所改進： 

（一）就罰則而言： 

罰則應有所修正，亦即增加罰鍰的額度，使公職人員憚於財產上更多的損

失，減少無正當理由不為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的機率，如此不但可提高第一次處

罰的成效，達到落實財務公開、預防利益衝突的立法目的，亦可減少第二次刑罰

使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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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規範主體而言：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對象，依本法第二條規定，只及於公職人員本人；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規範對象，不但包括公職人員本人，亦包括其關係人16。

兩相比較，可知二法所意指的公職人員範圍一致17，適用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的人員卻較少，不論這樣的立法是立法者的有意限縮還是法律漏洞？其結果是公

職人員將其財產移轉給親屬，即可輕易規避申報的義務，以及故意申報不實的處

罰。因此，為了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達到「廉能政治」與「公開政府」的

立法目的，似可參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三條的規定，增訂公職人員的關

係人為規範對象。 

（三）就管理方式而言： 

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應修正現行抽查的方式，如此才能落實依法應每年定

期申報一次18的成效。但採取全面性的普查，監察院與政風單位由於人力所限，

恐怕亦難以執行。因此，若能針對職務性質，規定「因其職務關係對特定財產具

有特殊之利害關係19」者，予以普查，其他人員則維持現行的抽查方式，或可補

救管理的漏洞。 

 

二、倫理守則的制定  

（一）倫理守則的意義 

    關於「守則」（code）這個字的定義，韋氏字典列了三個主要的意思：法律

的成文總集；非法律，但具有道德拘束力的規則的總集體系；以及有意義溝通的

符號系統（Plant, 2001:311）。公共行政的倫理守則通常包含了這三種意義的元

素。它們常常包含了理想的陳述、與理想一致的行動標準、以及包含在由守則建

立的界線內的強制行為的拘束手段（Kernaghan,1974；Chandler,1983）。 

    倫理守則是一套界定可接受的行為的系統性成果。對於倫理守則的支持者而

                                                 
16 參見前揭註 52。 
17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本法所稱公職人員，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
所定之人員。」 
18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三條：「公職人員之財產除應於就（到）職三個月內申報外，並應每年
定期申報一次。」 
19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之四：「本法第七條第二項前段及第三項後段，所稱
公職人員因職務關係對特定財產具有特殊之利害關係者，係指公職人員就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
對不動產或股票之交易秩序或價格變動有相當影響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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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守則是一個向公務人員提供如何行善避惡的指導方針的手段（Rohr,1991）。

它們灌輸政府的信心，並提昇了公共組織行政行為的標準（Kernaghan,1974）。

它們向決策者提供如何處理價值有所衝突的情況的指導方針（Lewis,1991）。它

們是一套藉著職業標準與公共行動內的連結，而為公共專業人員界定倫理行為的

方法（Bruce,1996）。倫理守則是應做之事與不應做之事的廣泛清單，以指導與

保護政府官員（Davies, 2000:101）。公務人員的倫理守則，是因為大眾認為其守

護者，比起社會中其他的守護者需要有更高的標準而來的。因此，守則的價值不

能單單以其在行善避惡的效果來衡量。它們的價值不是要逮捕惡棍，也不是引導

官僚的行為安全通過行政裁量的種種考驗，它們的作用是頌揚民主的價值，並且

提昇大眾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Plant, 2001:311）。 

    守則可能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但是成文的守則才有執行力，並且向大眾提

供課責的標準（Chandler,1989）。成文的守則能經由中央或聯邦政府、某個層級

的地方政府、或一個非政府的專業協會或組織制定頒布。守則可能是概括的或精

確的，充滿抱負和理想的，或是有強制性的和拘泥形式的（Chandler,1983；

Lewis,1991）。它們可能是掛在牆上的十則金科玉律，或是一套教育與訓練、強

制執行與持續修正的精緻體系的一部份（Menzel,1997）。它們應該要簡單、合情

理、直率扼要，而被每一位官員與雇員所瞭解。為了使倫理守則被一般外行的雇

員讀得懂，它不應該包括任何的定義與例外，反而應該以分開的段落呈現。的確，

定義應該維持最低限度，且不應該擴張倫理守則本身陳述的政府官員的職責。

（Davies, 2000:101）。 

（二）倫理守則的優缺點 

    Cooper認為（1998），倫理守則有如下的優缺點（Cooper,1998:151-153）： 

 1. 倫理守則的優點 

（1）倫理守則比起倫理立法，更能為特定的專業團體形成理想、規範與義務。

它們以一種勸告的方式，呈現出不適合由立法為之的最低專業價值。守則可以建

立一種專業成員所企求的倫理狀態（ethical status）—道德的最佳理想（ the moral 

optimum），而非倫理立法所建立的道德最低標準（the moral minimum）。 

（2）守則更能適應一個專業的典型處境。守則是一個使成員社會化到專業團

體中的工具。 

  （3）倫理守則可以提供一個闡明與內化專業團體的價值的機制。它是一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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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社會化到專業團體中的手段。它亦提供一個聯繫團體利益與大眾利益的方

法，共同朝向政治社群的進步。因此，公眾參與守則的制定是很重要的。 

2. 倫理守則的缺點 

（1）守則常常是模糊不清、抽象難懂而且崇高的，以致於難以適用在需要倫

理指引的特定情況。 

  （2）很多情況是，一個專業團體的守則沒有任何方法獲得成員的順從。它們

很少有操作上的執行架構與程序。 

  （3）即使倫理守則有執行的機制，即使當它們被使用，仍然可能是無意義的。

由於大多數公部門的專業協會並非專業領域的「看門狗」，所以譴責或除名很少

有效。它們並不核發從業人員其領域的執照，所以一個不聽話的成員的職業生涯

不太可能被專業協會採取的行動所影響。 

 

    公共倫理學者對於公共服務倫理的法定的守則的矛盾心理，導因於相信順服

倫理守則，對於確保公共行政人員在公共政策的規劃與執行上，以倫理的態度去

行動，助益甚少（Roberts, 2001:382）。由於守則的形式主義（formalism）、說教

講道（preachiness）、以及合法主義（legalisms），守則在許多倫理學者的眼中，

是遠不及創造一個新的公民觀點的目標，以取代老舊而激進的公共服務與公共利

益的構想（Ventriss,1989）。藉著強調對行為的限制，許多人認為守則無法在服務

公職中創造出特性與領導地位（Cooper,1998）。然而，所有倫理守則永恆的意義

在於，它們如何提昇個別公務人員使其超脫一般組織生活的「應做之事與不應做

之事」（do’s and don’t’s），以賦予民主社會最崇高價值的意涵與真實。沒有理由

放棄對倫理守則的希望，這希望是，隨著守則混合有力而肯定的用語，與工作相

關而針對適當與不適當行為的指引，以及執行、評估、獎賞的參與機制，守則在

公共行政倫理思考的進化歷程中，具有一席重要的地位（Plant, 2001:328-329）。

公共服務的倫理守則，在預防公務人員逐漸涉入即將引起其公正性與客觀性的嚴

重問題的情境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Martinez, 1998:690）。 

（三）倫理守則的條款  

行政倫理原則必須經由立法過程予以法制化，以適度規範公務人員的行為，

因為倫理準則是脆弱且易遭破壞的，必須有制度的支持，而法律乃是最基本的道

德要求，立法即是對一個社會最基本的道德觀念、道德標準的確認和法制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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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對行政倫理的法律保障（江明修，民 88：292）。倫理的標準應該反映到

法律的架構中，才能獲得足夠的支援與保障。 

大部分的守則都試圖採取政府中的倫理主題，並且將它們應用於專業工作

中。如何與大眾打交道？什麼構成了利益衝突的現狀與認知？什麼構成了工作環

境中個人的誠正廉潔？什麼構成了私人利益的不適當關係？成為了解幾乎所有

守則的關鍵。守則很少從事真正的道德推論，或創造新的方法來定義政治或組織

中的倫理行為。通常五到十五個準則確認什麼是倫理行為，結合理想行為的正面

陳述以及不適當行為或禁止行為的例子（Plant, 2001:326）。 

Davies 認為（2000），倫理守則包括了許多不同種類的條款，他依據紐約市

利益衝突法以及紐約市倫理法，歸納出最普遍與最重要的條款有十四項，或許值

得我國將來制定倫理守則之參考（Davies, 2000:102-105）：  

1. 一般的禁令 

    適用於為自己、家人、私人的雇主或企業、新近的私人雇主、主要的私人顧

客或客戶、或與之有財務關係的人的私利，而利用某人的政府職位。 

2. 禁止的職位或所有權的利益 

    適用於與政府有業務往來的公司。 

3. 禮物 

    適用於與政府有業務往來的人之處。 

4. 機密的政府資訊 

    適用於當在政府任職或離職之後，揭露或使用機密政府資訊作為私人目的。 

5. 現身亮相與代表 

    適用於為了私人而在政府機關前現身亮相，或就政府事務作為私人的代表。 

6. 私人的補償 

    適用於從事政府工作時，收受任何政府以外之人的薪俸報酬。 

7. 其他人的引誘 

    適用於致使其他政府官員違反倫理守則。 

8. 長官部屬的關係 

    適用於與長官或部屬有財務上的關係。 

9. 政治上的請求 

    適用於要求部屬（或政府工作上有打交道的私人）作政治捐獻或參與政治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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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黨政重疊 

    適用於同時擁有政黨的職位與政府的職位。 

11. 旋轉門（離開政府後的雇用） 

    適用於下列三種情況：（1）與某人的政府工作有關連的私人或公司，交涉磋

商一份工作。（2）離開政府後，在一段特定時間內（例如一年），代表新的雇主

出現在政府前。這項條款，與一般性的禁令與禮物限制，均是倫理守則最重要的

條款之一。它防備政府的前任雇員或其新雇主得到偏袒對待，而傷及大眾。它亦

防備一間公司優先於其他公司受到偏袒，只因為第一間公司雇用了前任的政府官

員。它並保障大眾對此種偏袒主義的認知。（3）離開政府後，就一件以前在政府

從事的事務為私人工作（永久的限制）。 

12. 避免利益衝突 

    適用於接受一份將致使政府官員違反倫理守則的利益、工作或餽贈。 

13. 一般性的不適當行為 

    適用於從事與某人的政府職務有衝突或似乎有衝突的行為。這個「概括」

（catch-all）條款，當被倫理委員會小心謹慎地解釋時，賦予倫理委員會有權具

體指定，除了倫理守則的其他條款所涵括的行為之外的倫理上不適當的行為。通

常這類條款設定了一個太抽象模糊而不能課以處罰的標準，除非這標準由倫理委

員會界定，或除非政府官員作了倫理委員會先前已經告訴他或她可能違反條款的

事情。 

14. 私人與公司的限制 

    適用於下列兩種情況：（1）致使倫理官員違反倫理守則。（2）在一個有著也

為私人或公司工作的雇員的政府機關前亮相現身。 

（四）我國制定倫理守則的建議  

    一般而言，倫理守則可以由法令或專業協會制定。由專業協會發展、頒布與

執行的專業守則，將會比由法令發展出來以束縛員工的專業守則，為提高倫理自

覺的較好管道。協會生活就是一種公民資格的形式，責任和義務經過確認，對於

有意義的參與機會是存在的。正如 ICMA 的例子所示，協會的倫理守則很少一

陳不變的。健全的協會持續地從其守則中的經驗學習，並在其程序和實體上作改

變。這樣的改變，不同於公法的改變，在公法中員工很少有參與其中的機會，且

個人本身就是法律責任、工作規則與其他強制措施所要暗中糾正的問題所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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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完全依賴於專業協會的倫理守則，是很冒險的。守則常被視為提高專業或組

織地位的工具，提高地位後可藉由培養和增進與利害關係人的關係，而獲得經濟

上的收益（Plant, 2001:327）。Ford與 Richardson認為（1994），當倫理守則被組

織採用，它們將正面地增進個人的倫理信念與決策行為。尤其當守則是由積極與

消極的行為懲罰所組成時，更是千真萬確。這樣的守則將比那些由專業協會制定

的守則有效，因為它們被視為「高層管理者致力於倫理行為的代理指標」（Ford and 

Richardson,1994: 216）。因此，一個比較保險的作法，應該是一方面由法令制定

倫理守則，作為全體公務人員共同適用的行為標準（當然某些高階官員或身份特

殊的公務人員可以有更嚴格的標準），由上而下地提倡倫理行為，並約束利益衝

突的行為，一方面鼓勵專業協會發展或制定倫理守則，從基層開始培養公務人員

倫理的自覺。前者是公務人員他律的行為指引，後者是公務人員自律的行為要

求，性質與手段略有不同，但目的同樣是共臻倫理的完善。以下分別就法律授權

機關制定的倫理守則，以及公務人員協會或專業組織的倫理守則探討之。 

1. 法律授權機關制定的倫理守則 

越來越多的國家，最近已經合併倫理基礎建設的其他要素至法律架構之中，

例如：核心價值與行為守則。OECD 國家大體上是先確立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理

念，然後再搭配許多具體的服務倫理和行為要求。首先，多數國家已陸續訂定該

國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或所謂的倫理或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 or ethics），這

些核心價值經常直接在法律中規定，相關的法源包括一般性法律、憲法、文官法

律或公共服務法律（施能傑，民 92：17）。換言之，法律確認了倫理標準，並提

供了一套倫理管理的架構。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將違反核心公共服務價值

與原則的行為—決策公正、支持公眾信賴、不濫用職務牟取私利—予以犯罪化

（OECD, 2000:13）。 

就我國的情況而言，欲制定一部適用於全體公務人員的倫理守則，首先應考

慮其法律位階，法律位階夠高，才能具有實質的拘束力，但是，守則反映的是公

務倫理的原則，它是公務人員行為標準的具體規定，具有因機關制宜的特性，法

律位階太高，將難以鉅細靡遺規定，適用上容易失去彈性。為了化解法制化的兩

難與尷尬，本文以為，比較妥適的作法，應該是由法律授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命

令（授權命令）為宜。一方面，授權命令的位階低於法律，最高行政機關得在法

律的授權範圍內，制定統一的倫理守則，各機關亦得針對自己的組織結構、組織

目標、業務性質、甚至是組織文化等需要，制定一部真正符合機關現實，更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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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鼓舞性質的倫理守則；另一方面，授權命令的位階高於行政機關依職權自訂

的命令，守則若涉及規範公務人員權利義務的事項，將更有合法性與正當性。行

政院於民國九十年六月，以行政院台九十人政企字第一八０五四二號函發布的

「建立行政核心價值體系推動方案」，確立了我國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分別是：

建立公務人員對國家的忠誠感、對社會的關懷情、對政府的向心力、對民眾的服

務心，及對公務的責任感。方案由行政院依職權發布，性質上屬於行政命令，並

非法律，但這五個核心價值，已是目前公務倫理標準的最高指導原則。所以，將

來政府倫理法可以依據「建立行政核心價值體系推動方案」所揭櫫的五大核心價

值，並參酌其他倫理標準，作為我國公務倫理的基本原則，之後再授權行政院（或

行政院與他院會銜）依此原則制定倫理守則，內容包括「應做之事與不應做之事」

的規定，以及違反守則的強制執行或處罰。概言之，法律對於倫理守則的作用，

在於提供準則性的規定，使倫理守則取得制定的法源。透過這種法制化的結合，

使倫理守則不再只是一部沒有拘束力或執行力的金科玉律，亦使法律不再只是一

個毫無彈性、了無生趣的禁止規範。彼此相互支援，形成了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

防護網。 

2. 公務人員協會或專業組織的倫理守則 

在美國，剛開始守則是一套使公務人員受制於由專業協會定義的行為標準的

專業守則。一九五八年，國會經由一致的決議通過對聯邦行政部門雇員的一套行

為守則。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President Kennedy）以行政命令強化守則。

一九七０年代，水門案醜聞（the Watergate scandal）引發一波制定守則的浪潮，

特別是在州及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務專業機構之間。一九七八年政府倫理法（The 

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加強了倫理守則是公共管理一部份的觀念

（Plant, 2001:309）。可見美國公務人員倫理守則的形成，始於地方政府與專業的

學術社群，而後制定於聯邦法律中，是一個由下而上的演進過程。尤有進者，有

的政府機關的倫理守則非常倚賴專業協會的倫理守則20。反觀我國，我國無論就

公務人員協會或者公共行政學會兩者，事實上迄今仍無有關倫理信條21之制定或

                                                 
20 例如：「文化事務部歷史課」（the historical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的「愛
荷華州歷史學會」（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Iowa），在其工作規則第七章節，標題即為「倫
理守則」。這個章節列舉了若干組織的守則，明文規定「愛荷華州歷史學會」贊成所有由合適的

專業組織所採納的倫理守則，並且期望其雇員遵守那些標準（Plant, 2001:325-326）。 
21 戴楊健氏所稱「倫理信條」與本文之「倫理守則」同義。參見戴楊健，民 85年，行政倫理守
則之研究，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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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行，此點或許可作為此類組織未來進行工作之方向（戴楊健，民 85：86）。甫

於民國九十一年七月由總統公布，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的公務人員協會

法，賦予公務人員有權組織法人性質的公務人員協會，依據該法第八條第七款規

定，公務人員協會得辦理會員自律公約之訂定之事項。因此，往後協會得自訂倫

理守則，作為自律的行為規範，內容則應該偏重於描述行善以及對行善要有抱負

的要求，透過人員的交流互動，發揮專業組織同儕制衡的影響力與無形的拘束

力。長期而言，倘若機關公務人員協會倫理守則的制定，可以蔚為風氣，帶動全

國公務人員協會制定倫理守則，那麼由下而上，由點、線、面提昇我國整個公部

門的倫理水準，將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