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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研究至此，計分三節。第一節是研究發現，就第三章美國公務人員利益

衝突的分析，以及第四章我國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分析，歸納出美國利益衝突規

範與制度的啟示，以及我國利益衝突規範與制度的問題。第二節是研究建議，依

據內外控制雙軌並行的公務倫理分析架構，分就心理面、管理面、組織面與法制

面，對我國利益衝突規範的建構原則，提出具體化的建議。第三節是未來展望，

作為個人對此研究主題的小小感想。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美國利益衝突規範與制度的啟示 

 

一、專責的政府倫理局 

美國政府倫理局的執掌為制訂關於行政部門利益衝突與倫理的單一、完整的

行為標準規章；監督與調查公務人員遵守財產申報之情形；解釋利益衝突、倫理

問題與財產申報之命令規章；提供機關負責倫理事務人員諮商；建立正式的意見

諮商服務制度；頒佈命令；與司法部共同制訂涉及違反利益衝突法律案件的有效

通報制度；提供各機關關於倫理標準的資訊等；宣導並定期更新公務人員的倫理

手冊；對於未依規定建立或未建立財產申報制度或倫理實施計畫的機關，可發布

命令要求採行改正措施，若仍未遵守命令，應向總統及國會提送報告；對違法之

公務人員，向其服務機關建議調查、建議懲處或命令其改正（施能傑，民 88：

232-234）。美國的政府倫理局主要負責協調與管理行政部門倫理政策的執行，並

有權評估倫理行為與預防不正行為的促進措施的效果。由此可知，該局不但是一

個職司協調、管理、諮詢、建議的倫理專責機構，也是一個針對績效予以評估的

倫理課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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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詳的倫理法制規範 

美國聯邦政府實際上針對許多足以減少利益衝突的行為均採取法令途徑的

規範，再輔以其他倫理守則等規範期待。規範行政部門員工的方式有二，一是包

括刑法和倫理改革法的法律途徑，一是總統頒訂總統命令和政府倫理局基於執掌

所作行政命令規定的行政途徑（施能傑，民 92：25）。不但在法律中對國會議員、

議員助理、高級公務人員、一般公務人員及特殊職公務人員等，分別作不同程度

的限制，以規範聯邦政府官員利益衝突的行為，行政命令亦納入倫理行為標準，

作為聯邦官員的行為守則，並持續修正補充，彼此構成了周詳的倫理規範體系。 

 

三、歷史悠久的的倫理守則  

在美國，倫理守則的起源比政府倫理法的制定還早，始於一九二四年由「國

際城市管理協會」（ICMA）所頒布，歷經六次的修正，至今已有近八十年的歷

史。此外，「美國公共行政學會」（ASPA）在一九八五年也採行了倫理守則，以

供其會員奉行。ICMA定期更新守則，以保持守則的合法與正統，正打算針對地

方治理下的所有主要當事人制定一個更為廣泛的倫理守則，不但包括專業經理

人，且包括民選官員、市民以及與管轄機關有合約的研究者和諮詢者。這樣的一

個守則將給予當地政府更多社區一部份（as part pf a community）的廣泛感覺

（Newland, 1984；Frederickson, 1989）。它也使不只是 ICMA成員注意到倫理指

導方針在地方治理之下的重要性（Plant, 2001:324）。另外，州政府是公務人員倫

理行為最密集的法制化的環境，至一九八九年為止，美國已有三十六個州制定守

則，並且設立倫理委員會執行之（Burke and Benson,1989）。由此可知，除了聯

邦政府推動一系列的倫理管理計畫之外，倫理守則在美國的地方政府與公共專業

學術社群間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四、分權化的倫理訓練 

美國政府對於公務人員的倫理訓練一向不餘遺力。從政府倫理局制定各機關

倫理計畫的必要條件，到各機關設定自己的倫理訓練計畫；從政府倫理局提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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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機關自

行辦理倫理練計畫；從政府倫理局提供各機關的倫理官員諮商，到各機關的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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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管理財產公布、行為訓練、提供諮詢與建議給涉及倫理不法的公務人員；最

後，政府倫理局並進行定期的計畫檢驗與評估，甚至可發布命令要求機關改正。

可見，美國公務人員的倫理訓練，以政府倫理局為主管機關，各機關的倫理計畫

與倫理官員在其指導監督之下執行，彼此分權完成整個公務體系的倫理訓練，並

有倫理官員作為溝通聯繫的橋樑。 

 

五、有效率的倫理課責機制  

    課責機制藉由使不倫理行為難以犯下而易於查出，可以鼓勵倫理的行為。課

責機制為政府的活動設定了指導方針，以檢驗已經達到的成果，並檢驗已經遵守

的正當程序（OECD,2000:25）。美國公務人員的倫理課責機制，包括了：（一）

政府倫理局（以下簡稱 OGE）。（二）機關的監察長（Inspectors General，以下簡

稱 IG）。（三）會計總署（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以下簡稱 GAO）。（四）

特別檢察官辦公室（The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以下簡稱 OSC）。其職權如下

（OECD, 2000:32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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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由許多機關依法令或機關自己的行政決定而設置。一般而言，IG們指揮

詐欺、浪費，以及依據聯邦法律授權的不當管理行為的調查。法律經由提供個別

的行政權力，國會報告指揮權，以及免於免職的保障，確保了 IG們的獨立行動。

一個 Inspectors General可以調查聲稱違反倫理法規、法律、以及其他聯邦法令與

管制的行為。IG 官署經營申訴熱線，使政府員工以及市民可利用以報告政府的

不道德行為。 

   OSC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管道給聯邦的員工，以揭發各種關於工作場所上不合

適的言行、重大的不當管理行為、浪費公帑、或權力濫用的資訊。 

   GAO是美國國會的調查利器，其負責檢視所有關於公共款項受領與支出的事

項。儘管不是行政部門的一部份，GAO 指揮國會的調查與查核，以幫助確認行

政部門對立法部門的責任。它也發布涉及廣泛倫理事項的意見。GAO 執行聯邦

計畫的查核，並在其調查報告與建議中發布報告。GAO將其調查結果作成摘要，

以書面報告、意見書與口頭證言的形式送交國會。所有 GAO未經分類的報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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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大眾利用。 

縱上所述，美國在行政、立法與司法部門均設有執行監督的機關，互相負責，

充分發揮了三權分立而制衡的憲政精神，並形成一連串有效率的倫理課責機制。 

 

貳、我國利益衝突規範與制度的問題 

 

一、規範倫理事項的人事法令零散  

    我國為了加強公務人員的服務守則，依法律執行其職務，制定了「公務員服

務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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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為防

範公務員違法失職，制定了「公務員懲戒法」；為貫徹縱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

制定了「公務人員考績法」，平時考核係就公務人員工作、操行、學識、才能行

之；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建立公職人員利害關係之規範，制

定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可見我國公務人員的人事法制頗為周全，但是公

務人員倫理規範的條款卻散見於各個人事法制中，由於各個人事法律對公務人員

的定義略有出入，造成倫理規範無法一體適用於所有的公務人員，只是以片段的

法令來適用個案，矛盾、衝突與牴觸的情形層出不窮，對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防

制勢必大打折扣。 

 

二、利益衝突的課責機關成效不彰  

    我國利益衝突的課責機關計有監察院、法務部調查局，以及各機關的政風單

位，然而，因為制度設計與結構上的問題，造成了功能不彰、彼此無法有效聯繫

的效果。 

就監察院而言，機關層級最高，具有獨立性，依憲法規定可對失職或違法之

公務人員提出彈劾案，但依據公務員懲戒法的規定，監察院彈劾乃向司法院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提出，由司法機關為懲戒之決定。因此，監察院之「彈劾」僅屬對

於公務人員所施予的「懲戒罰」、「紀律罰」的「追訴程序」之一，並無最後的決

定權，導致監察院功能不彰。 

就法務部調查局而言，依據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調查局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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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危害國家安全與違反國家利益之調查、保防事項，並奉行政院八十七年十月

三十日修正核定下列九項職掌：（一）內亂防制事項。（二）外患防制事項。（三）

洩漏國家機密防制事項。（四）貪瀆防制及賄選查察事項。（五）毒品防制事項。

（六）組織犯罪防制之協同辦理事項。（七）重大經濟犯罪及洗錢防制事項。（八）

國內安全調查事項。（九）上級機關特交有關國家安全及國家利益之調查、保防

事項1。然而，貪瀆防制僅是調查局的工作執掌之一，其主要的政治偵防功能，

與國安局有密切的關連，導致法務部行政體系與國安局情報體系雙頭馬車，產生

二元指揮的弊病，又，廉政處只是調查局六個直屬機關之一，層級過低，是否有

足夠的資源及人力促進廉能政治，均是調查局肅貪功能不彰的因素。 

    就各機關的政風單位而言，政風機構執掌相當多元，對於處理方法及程序等

相關行為法規範卻付之闕如，造成實務上由政風機構依其資源、現況各自解釋、

自由發揮，無法發揮政風一體的統合戰力，而且，行政調查過程中須完全取決於

首長支持程度及相對人是否配合，處處受制於人，在被動的情形下，導致政風人

員無所適從，無法發揮政風機構應有的功能；此外，依據政風機構函送貪瀆不法

案件偵審的統計結果，顯示受移送機關不甚重視移送案件，對於案件有延宕、積

壓之情形，使政風機構促廉反貪之努力大受挫折（張其祿、葉一璋，張文豪，民

92：24-25）。 

 

三、行政責任的懲戒與懲處雙軌制  

    公務人員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依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規定，

應受懲戒，並可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的規定，予以懲處。形成行政責任中，懲戒與

懲處雙軌並行制度。懲戒的處分機關是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懲處的處分機

關是公務員的服務機關；懲戒的處分程序除記過與申誡由主管長官逕行行之外，

或由監察院提出彈劾並移送公懲會審議，或由主管長官依人員的職等處置，九職

等以下之人直接移送公懲會審議，十職等以上之人員須先送監察院審議，再移送

公懲會。此外，依據大法官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與第二九八號解釋2，懲戒之撤

                                                 
1 資料來源請參酌網址：< http://www.mjib.gov.tw/cgi-bin/mojnbi?/introduction/intro-3.html >。 
2 大法官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前段謂：「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
對公務員所為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受處分之公務員自得行使憲法

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該公務員已依法向該管機關申請復審及向銓敘機關申請再復審或以類

此之程序謀求救濟，相當於業經訴願、再訴願程序，如仍有不服，應許其提起行政訴訟，方符有
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大法官釋字第二九八號解釋之意旨，有下列四點：（一）懲戒權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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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處分與懲處之免職處分，其司法救濟程序的終審機關分別為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與行政法院。 

    懲戒與懲處雙軌並行之唯一優點在於使得行政權享有對於下屬公務員之獎

懲人事權，而司法權亦得以糾正部分違法之懲處決定，分工並行、相輔相成，符

合實際行政運作之需要。但是其缺點制度則相當複雜：包括一行為可能被懲戒與

懲處兩次；是否移送懲戒全憑行政首長之裁量權限；公務員對部分懲處沒有到司

法機關尋求救濟之機會；懲戒懲處原因雷同，造成制度之疊床架屋，多所浪費；

公懲會案件過少，而懲處案件過多，造成其司法救濟功能不彰⋯等缺陷（林明鏘、

蔡茂寅，民 89：385）。因此，為落實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行為的課責性，並保障

公務人員服公職的權利，公務人員考績法與公務員懲戒法似應儘速修正，讓現行

的懲戒懲處雙軌制回歸一元化，才是根本之計。 

 

四、利益衝突的規範著重迴避制度  

    我國法制對於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防範，一向倚賴迴避制度。現行法律有迴

避的規定者，例如：人事行政法規上有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

人員陞遷法、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行政爭訟法方面有有訴願法、行政訴訟法；行政程序法；政府採

購方面有政府採購法；司法體系方面有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軍事審判法等。

然而，迴避只是一種消極防弊的制度，倘若法律對於構成要件的規定不夠明確，

甚至漏未規定迴避的後續事項或違反的的法律效果，將使迴避的制度設計形同虛

設。又，迴避在實務上容易被行政決定（或司法裁判）的不利當事人所濫用，藉

由這種程序上的保障，以遂其避免遭受實體不利決定（或裁判）的目的，因而造

成行政（或訴訟）程序的遲滯，與行政效能的妨礙。因此，過份倚賴迴避制度，

而忽略其他可以正面促進廉能政治的倫理措施，對於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防範恐

怕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範圍內，由公務員所屬行政機關之長官行使，並不違憲。（二）機關長官對公務員所為之懲戒處
分，「足以改變公務員身份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者，受處分人得向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聲明

不服。（三）受非懲戒性質之免除現職處分，公務員如有不服，仍適用釋字第二四三號解釋。（四）

在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員懲戒法依釋字第二九八號解釋，修正完成之前（並無期間限制），
仍依現行制度辦理（吳庚，民 8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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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心理面 

 

一、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內涵應繼續充實  

OECD的調查報告指出，約有十幾項核心價值被提及，依其跨國間的普遍性

程度排列如下（OECD,2000:33, table 1；施能傑，民 92：17）：無私公正（24國）、

依法行事（22國）、廉潔誠實（18國）、透明公開（14國）、追求效率（14國）、

確保平等（11國）、負責（11國）、公平（10國）、嚴守秘密（10國）、專業主義

（8國）、公共利益（7國）、利益迴避（7國）、服從指揮領導（6國）、慎用國家

資源（5國）、效忠國家（5國）和親切人道關懷（3國）3。其中，美國政府對於

公共服務核心價值所強調的是：無私公正、依法行事、廉潔誠實、透明公開、效

率、平等、嚴守秘密、利益迴避、慎用國家資源（施能傑，民 92：43）。與我國

「建立行政核心價值體系推動方案」所列舉的五大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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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對公務的責任感」

比較之，我國的公共服務核心價值，強調忠誠、服從、行政一體等「傳統」的價

值，並導入了社群理論的精神，以及顧客導向的服務觀念，但是缺乏對廉潔、透

明、利益迴避等「新穎」價值的強調，因此對於防制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並沒

有看到很明顯的提醒與指導，倘若能在這些傳統的價值中賦予其現代意涵，或是

擴大結合其他新穎的核心價值，似乎更為完善。 

 

二、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成效應檢驗評估  

    依據「建立行政核心價值體系推動方案」的規定，方案的執行，各主管機關

應依據方案研訂實施計畫並自訂評估指標，每半年就本機關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

                                                 
3 原始的英文字眼依序分別是：Impartiality (& neutrality, objectivity), Legality, Integrity (& honesty), 
Transparency (& openness, proper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Efficiency, Equality, Responsibility (& 
accountability), Justice (& fairness), Confidentiality (& respect of official secrets), Professionalism, 
Servi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 service to the whole community), No private interests (& no 
interaction of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s, avoidance of conflict of interest), Obedience, Respect for 
State resources, Loyalty (& fidelity to the State), Kindness (&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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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進行評估，並送人事行政局彙整陳報行政院；必要時，得由人事行政局會同

相關機關進行評鑑。各主管機關推動方案之成效，列入人事業務績效考核之參

考。然而，應如何進行核心價值的檢驗與評估呢？可以採取下列三個方式（王旭

統，民 90：55）： 

（一）依照各機關所定的指標及成效，派員分組進行查證。 

（二）分別針對內部顧客及外部顧客做問卷調查，以瞭解公務員及民眾普遍的評

價和觀感。 

（三）按照機關特性及類型，劃分機關群，分別選樣，進行深度訪談。 

    當然，如果能夠儘速設定基期，以上述三個方式定期進行檢測，並據以與基

期作比較，必能瞭解更具體而精確的成效。 

 

貳、管理面 

 

OECD各會員國的政府，採取兩個一般的途徑於增進公共服務倫理行為的工

作之中。一個途徑集中在嚴厲的順從—以描述性的行政程序、控制機制、與詳細

繁瑣的規則，界定什麼是公務人員應該避免的，什麼是他們應該做的，以及他們

應該如何做。這即是「以順從為基礎的倫理管理」（compliance-based ethics 

management）。另一個途徑，係基於抱負、誘因與鼓勵良好的行為，而非糾正與

懲罰錯誤與不道德行為。此途徑名之為「以廉潔為基礎的倫理管理」

（integrity-based ethics management）1997年 11月在巴黎舉行了兩個國際性的會

議。絕大多數國家的代表們強調，傳統以順從為基礎的管理，與以廉潔為基礎的

管理兩者之間強烈的互補性。他們發覺，法規與控制是必要的，但是沒有支援性

的指導與誘因的話，不足以成為維持廉潔的因素（OECD,2000:25-26）。組織的制

度與結構是死的，而組織的成員是活的，倫理的管理不能只是執行外在的控制，

把人當作客體來管理，倫理的管理還必須執行內在控制，把人當作值得尊重的主

體，平等相待，如此個人的道德意識與倫理自覺才得以激發，心靈素質才得以提

昇。就此而言，管理者首先應該取得政治上對倫理的支持與允諾，確立倫理的總

目標；其次，必須摒除錯誤的倫理假定，採取系統的倫理途徑、推動轉換型領導，

以形塑倫理的組織文化；最後，應該落實人事公平，推動自主管理，保障人員的

法定權益，激勵品德修養，建立一個支援性的公共服務環境。管理者於組織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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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角色就在於，他可以提供支援性的指導與誘因，去促進鼓勵倫理的行為，強

化公共組織的倫理環境。透過這種人性化、感性、內在控制的倫理管理，才能深

入人心，以防患未然的態度，減少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行為。 

 

參、組織面 

 

一、健全公務人員的訓練與教育機制 

    訓練，無論是職前或持續不斷的在職訓練，是提升倫理知覺（ethics 

awareness）與發展可以解決倫理困境的技能的一個重要要素（OECD,2000:24）。

教育，是在提供學習經驗給個人，用以從事將來或不同的工作（蕭武桐，民 91：

227），對於建立行政核心價值與人員的道德良知，有深化的作用。就廣義言之，

訓練是屬於教育的概念範圍；就狹義言之，則訓練亦可看為是教育相關而不相屬

的措施（張潤書，民 87：621）。公務人員的訓練與教育機構，是一種「職業的

社會化機制」（professional socialisation mechanism），社會化機制是公務人員學習

與採納倫理規範、行為標準、與公共服務價值所憑藉的程序（OECD,2000:24）。

就此而言，我國公務人員的訓練與教育機制，對於倫理的重視似乎較為不足，以

下參酌前揭美國制度的優點，就我國現制的問題提出改進建議： 

（一）制定公務人員訓練法 

    我國各項人事行政措施中，考試、任用、考績、級俸、陞遷、保障、撫卹、

退休等，均有適用的準據法，唯獨「訓練」並無法律明文。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

日國民政府時代曾制定公布「公務員進修及考察選送條例」全文十六條，除民國

三十五年修正過一次外，半個世紀以來均未修正，早已不符合現在國情與社會環

境，旋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總統（91）華總一義字第０九一００一００

九二０號令廢止本條例，自此我國已無公務人員訓練的相關法律，因此，似有必

要儘速制定公務人員訓練法，並明訂主管機關，以充實法源依據，解決當前主管

機關不明確而生的權責分配問題。 

（二）建立訓練機構體系，有效統籌資源  

    我國公務人員的訓練教育機構，多由行政院所轄，但分工有餘，合作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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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又無隸屬與監督之關係，容易造成協調的困難與資源的浪費。因此，行政

院若能率先建立訓練機構體系，將可統籌大部分的訓練及教育資源。可採取的作

法如下（陳庚金，民 86：63）： 

1. 在行政院設置之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統籌規劃下，各主管機關得設置訓練發

展委員會，共同審議訓練政策、訓練計畫、及指導訓練業務的發展，裨有效統籌

訓練資源。 

2. 實施績優訓練機構業務觀摩，加強訓練資訊交流；舉辦訓練行政人員研討

會，充實其訓練專業知能；並彙編訓練成果及優秀師資參考名單，送請各訓練機

構參考。 

（三）推動倫理教育  

    現代民主國家一方面期待其公民是具有善良和美德的公民，另方面，也期許

其行政官員能為民表率，成為高尚的公僕，擔負起社會價值與公共利益的管制者

和捍衛者角色（江明修，民 86：27）。因此，公務人員訓練與教育機構不僅要充

實公務人員現有的技術與知識，發揮其內在的工作潛能，更要陶冶公務人員的倫

理道德觀，使之成為高尚的公僕，避免利益衝突的行為。尤應著重公民倫理的教

育訓練，使其體認官僚與公民的雙重角色，則公務人員將從被管理者的被動角

色，脫胎為具有主體性而積極的公共利益的維護者。 

（四）落實倫理訓練計畫  

    倫理的訓練並非一蹴可幾，須有計畫地進行才能有成效。為了落實倫理訓練

計畫，應該注意以下幾點建議（Davies, 2000:110-112）： 

1. 每一位政府的官員與雇員都應該接受倫理訓練。 

  2. 倫理的訓練與教育應該始於那些最容易違反倫理的公務人員。 

3. 任命每個政府機關負責的倫理官員或倫理聯絡人，應該給予嚴格的考量。 

4. 倫理訓練計畫可以由講習會、簡報、或研討會所組成。 

5. 倫理順服計畫可以在每個機關設立。 

6. 無論用來教導倫理守則的型式為何，計畫必須是令人覺得有興趣的，而且

可能的話，是有趣的。 

7. 倫理出版品應該包括了什麼樣的工具最能傳達倫理訊息。 

  8. 倫理委員會或倫理辦公室應該提供淺顯的語言來指引倫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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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國的現制而言，並沒有一個專責的公務人員倫理主管機關，來統籌倫理

的訓練事宜，各機關也沒有設置倫理官員。然而，法務部目前傾向將政風單位改

制成為公務人員倫理的主管機關，果如此，則倫理的訓練未必需要新設置機關倫

理官員為之，由政風人員擔任此一角色即可。另外，礙於預算限制，恐怕很難針

對每一位公務人員進行倫理訓練，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紐約市利益衝突委員會

（The New York City Conflicts of Interest Board）已經設計出一種「訓練訓練者」

的計畫。在這計畫中，委員會訓練任職於各個不同城市機關的訓練者如何訓練其

雇員有關城市的倫理法律（Davies,2000:110）。將來我國公務人員訓練的主管機

關確定後，或是專責的廉政機構成立後，或許可以在其統籌安排下，對負責倫理

事務的官員（例如政風人員）進行統一的集訓，使倫理的素養從點、線、面普及

至整個公務機關。 

 

二、設立專責的廉政機構  

    法務部在未來廉政署廉政業務的推展上，係以貪瀆不法案件、消極防制與積

極任事的同心圓理論作為實踐政府淨化工程任務的觀念導航，配合反貪、防貪及

肅貪三管齊下之策略，破除廉政等於肅貪的狹隘層面，兼籌並顧「廉」與「能」

之提昇，以實現「形成全民反貪意識，建置體制內防貪」、「落實陽光法案，健全

公務員道德倫理規範系統」、「發揮興利服務功能，全面革新行政效能」等三重目

標4。但是，在規劃過程中仍有若干問題需要審慎思量： 

（一）建制隸屬的問題應審慎籌畫  

    「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目前由於各政黨對廉政專責機構層級定位、

法源依據及條文內容等意見分歧，因此遲遲無法審議通過。就目前主張廉政專責

機構層級定位而言，就有立委周錫偉版：設置總統府廉政委員會，隸屬於總統府；

立委洪玉欽版：設置監察院廉政署，隸屬監察院；立委營志宏、沈智慧、李慶華

版：設置行政院廉政署，隸屬行政院；行政院及立委游月霞版：設置法務部廉政

署，隸屬法務部等不同版本，其中都涉及到我國憲政體制，也會衍生若干法律問

題，因此，行政部門應分析利弊得失，提供立法者參考，立法院亦應儘速檢討評

估，訂定適合我國廉政整體運作之機制（陳書樂，民 91：169）。 

                                                 
4 資料來源請參酌網址：< http://www.moj.gov.tw/ethics/廉政看板/910308.d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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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風人員的人力配置問題應公平公正 

按照法務部的構想，廉政署之預備員額，係秉持「政府再造」精神之「有效

結合組織水平整合及垂直整合」原則，在不超過目前全國政風機構編制總員額的

前提下，進行人力的規劃與挪撥，主要係以中央行政機關政風機構之預算員額為

挪撥範圍。目的在遴選政風系統之優秀人才為廉政骨幹。但是，全國有一千餘政

風機構，近三千名政風人員，如何篩選納入編制僅約四百名（另外兩百名自政風

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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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廉政署？遴

選的標準為何？是否能公平公正？有無注意政風、檢調單位與廉政署組織文化的

隔閡與協調問題？甚至有無暢通政風檢調人員與廉政人員的交流管道？均值得

有關當局予以思量。 

（三）政風機構的定位與職權應予釐清  

未來廉政署成立後，依組織條例草案內容，該署將比照調查局於北、中、南、

東各地區設立調查處，以推動各項廉政業務，係為「中央集權式」之組織，已不

僅僅是政風機構之首腦，同時兼具執行功能。政風機構充其量，勉強成為廉政署

之「眼、耳、鼻、舌、皮膚」等感覺器官，故政風組織應從目前組織結構極度嚴

密而向鬆散方向調整，似可定位為類似美國政府倫理局之職司公務倫理之機制

（張其祿、葉一璋，張文豪，民 92：32）。換言之，將政風人員的角色轉型，使

之兼具有倫理官員的功能，不但可以在第一線發掘貪瀆線索，亦可以落實執行倫

理規範，提高機關的倫理水準，對於防貪、預防利益衝突將更為有力。就此而言，

將來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例似有必要作一番修正，以釐清政風機構的定位以及政

風人員的角色與職權。 

（四）廉政業務不能偏廢公務倫理  

    依據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5第二條的說明，所謂「廉政」係指廉能政

治，凡促進廉能政治所為之預防、宣導及查處均屬廉政業務。而「預防」、「宣導」

及「查處」，即是「防貪」、「肅貪」與「反貪教育」之策略的運用。此處之「反

貪教育」，依照法務部的規劃，係透過全民輿論氛圍之方式，建立起「反貪意識」，

形成全民監督力量。因此，「反貪教育」與「防貪」及「肅貪」一樣，仍是基於

                                                 
5 資料來源請參酌網址：< http://www.moj.gov.tw/ethics/廉政看板/910327-1.d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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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理論的人性本質假定而為之策略運用。事實上，廉政亦是公務倫理規範的一

環，以日本、美國等國立法先例採取公務倫理的觀念作為制定公務員紀律的法

律，乃是尊重人性尊嚴的表現（張其祿、葉一璋，張文豪，民 92：32-33）。我國

的廉政業務若能加入倫理的思維，從 Y 理論的人性本質假定賦予更多促進公務

倫理的措施，相信對於公務人員內心道德的啟發，與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解決，

將更有裨益。 

 

肆、法制面 

 

一、近程方面：改善利益衝突的迴避制度  

利益衝突迴避只是整個政治過程的末端環節，如沒有其他配套法案來補足漏

洞，黑金政治自有其他出路，則要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宛如「道德勸

說」，效果有限（蔡良文，民 89：187）。就此而言，欲防範公務人員利益的衝突，

恐非專門而單一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可以竟其功，況且其本身有若干問題

仍待解決，例如：法律適用的問題、適用對象的範圍、利益的定義、利益衝突的

定義、未自行迴避的範圍與效力、申請迴避被拒的救濟問題、以及一事多罰的問

題等，關於這些問題，已於第五章第四節有所探討，以下僅綜合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與其他法律的迴避問題，提出幾點修法時需注意的共通原則： 

（一）法律構成要件應明確  

利益迴避的法規欲獲得正確地適用，發揮其功能，應力求法律構成要件的明

確，利益迴避的「事由」、「對象」與「範圍」均要有明確的規定，使行政行為的

當事人與利害關係人有所遵循，減少迴避被濫用的可能。就此而言，公務員服務

法第十七條的「利害事件」過於籠統，似可參酌美國行政命令典則的立法例，修

正為「對⋯有直接且可預期的影響之事件」始應迴避，以特定其範圍；同條「家

族」的範圍太抽象，有待修法限縮至特定親屬關係之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中若干是否構成利益衝突的條款，例如適用對象的範圍、利益與利益衝突的定

義等，亦應優先修正，或儘速制定施行細則加以解釋。制定施行細則時，需注意

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而且只是就執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技

術性之事項加以規定（大法官釋字第三六七號解釋理由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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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適用順序應釐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一條第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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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

就應行迴避的規定，以及第三十三條對申請迴避的規定，均較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嚴格。因此，迴避的規定是否亦適用行政程序法？又，行政程序法第三條

第一項：「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是否屬於「法律另有規定」？優先行政程序法而適用？

學者認為，關於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的迴避義務，其他法律尚有特別規定，例如：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此等特別規定限適用於特定之人員，原則上皆應優先

於行政程序法迴避義務的規定而適用（湯德宗，民 89：14-15）。另有學者認為，

並不能單純地僅從強調形式的法律解釋原則（如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來思考。行

政程序法作為一般性的程序規範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作為特殊性的程序

規範，就迴避義務此一程序取向的單元來說，不論是規範目的、管制功能、管制

手段、法律效果，甚至是法規主導機關都不盡相同，兩者的規範關聯性與適用配

合度，顯然應該從管制的功能結構面向來思考，方能予以正確的理解與適用（葉

俊榮，民 91：188）。同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九條

等條文之圖利及買賣、租賃及承攬等交易行為之規定，與公務員服務法第六條、

第七條、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一條的規範相近（銓敘部法規司，民 90：19），同時

適用於二法的人員又該優先適用何法？根本之計，還是應釐清法律間的適用順

序，才能使迴避制度發揮確保公平公正、保障人民權益的功能。 

 

二、遠程方面：制定政府倫理法  

    長期而言，欲有效規範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行為，不能只是從迴避、禁止與

懲罰的角度去管制，應該從預防的角度，前瞻性的思維，去設計一部主管公務人

員倫理的法律，就立法目的、適用對象、公務倫理的基本原則、倫理守則的制定

程序、公務人員的財產申報、各種利益衝突的行為、專責的倫理機構、與懲處懲

戒的基準等，作出統一的規定。本文提出以下兩點供將來制定政府倫理法之參考： 

（一）立法應注意相對性與系絡性  

有關行政倫理的立法，當注意其中的相對性（relativism）及系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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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ualism），因不同的文化價值中，有著不同的行政倫理。因此，在立法

之時，對於外國的相關規定，不宜全盤移植，應考量自身本土的適應性（江明修，

民 88：302）。研擬各種解決方案時，如不同時考慮此等背景，在缺乏倫理確信

的情況下，卻動輒以倫理性的要求訂入法規範中，則是責求法規範達成其不可能

達成之任務，亦係對公務員倫理本身的貶抑（於此，縱符合倫理性的要求，亦非

因自願，而係基於法的強制）（陳愛娥，民 85：11）。應特別注意的是，我國為

大陸法系國家，公法均繼受自歐陸各國，與美國之海洋法系國家有所不同，因此

適用美國經驗，制定一部公法性質的政府倫理法，應特別注意我國特有的文化背

景及法律體系，進而發展出一套可以有效治癒的公務人員利益衝突的法制良方，

以免產生水土不服的排斥症狀。 

（二）內容應偏重預防，而且簡明、彈性、合情理 

    制定一部完善的政府倫理法，需注意若干基本原則。Davies 認為（2000），

政府倫理法有五個原則值得注意（Davies, 2000:99-100）： 

1. 政府倫理法律試圖在不倫理行為發生前予以預防。焦點應集中在預防，而

非懲罰。一旦違犯發生，傷害已經造成，減損更多政府的公共信任。 

2. 政府倫理法律必須簡單而明瞭。人民無法遵守他們不瞭解的倫理法律。 

3. 政府倫理法律必須調整以符合特定的政府：政府層級、政府規模、政府本

質與政府文化。對於一個國家或州或城市是良好的倫理條款，對於另一個國家或

州或城市可能是一個大災難。倫理法律必須為特定的政府被小心翼翼地思考解

決。 

4. 倫理法律必須是合情理的。政府的雇員將不會遵守—或只是勉強地遵守—

一部對他們沒有意義的倫理法律。 

5. 舉例來說明。 

 

第三節  未來展望 

 

自八０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或政府再造

（reinventing government）運動的風潮席捲全球。涉及公務人員更多責任與裁量

權移轉的公共管理改革，預算壓力以及新型態公共服務的遞送方式，已經挑戰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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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的傳統價值。全球化以及國際經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包括貿易與投

資，需要可資承認的公共服務高行為標準。愈來愈多關於政府信心衰頹及貪污的

關切，已經促使政府重新檢視其倫理行為的途徑（OECD, 2000:75）。 

正如貧窮總是伴隨著我們一樣，公務人員的利益衝突永遠無法完全根除，但

是它們可以被控制，這也是本文的初步結論。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行為的防制，就

如同其現象本身一樣複雜，而大規模的整合機制，包括健全的倫理管理系統，則

是通往成功之路所必要的。如何以內在控制與外在控制預防公務人員的利益衝

突，如何再造政府廉潔的形象，是當今政府處於新世紀改革浪潮之際，所該面對

的嚴肅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