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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文獻檢閱整理 
 
一、書籍 

題名 作者 時間 內容重點摘要 
肅貪機構與貪污之

防制 
宋筱元 民 78 該書研究重點如下：1.分析貪污的基本概念及其形成的因

素，並進一步剖析貪污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2.根據我國
有關司法機關偵辦貪污的統計資料，期能對我國貪污現

象有較一完整的認識；3.論及貪污的防制之道；4.分析成
立專責機構的必要性及其應具備之功能，繼則選擇成立

專責肅貪機構中成效卓越之香港廉政公署作為比較及參

考之對象，經由其成立即發展的經過、組織體制、工作

策略及成效等有關資料的分析，以瞭解其成功之因素和

值得借鏡之處；5.回顧我國歷來有關肅貪措施，包括肅貪

法令、方案、機關之作為及成效，並參照他國成功之經

驗提出檢討與改進意見；6.總結肅貪工作的特性，及應注
意的若干問題，以做為我國未來推行肅貪工作之參考。

貪污犯罪及其防制

對策之研究 
謝瑤偉 民 84 1.對於貪污行為的認定；2.就民國以來有關處罰貪污犯罪

之相關法令概略敘述，進而為瞭解各國有關賄賂犯罪類

型及其刑度之規定，乃就與我國法例相近之德國、奧地

利、日本及韓國加以探討；3.針對貪污犯罪構成要件之犯
罪主體的適用對象、犯罪客體之賄賂與不正利益及貪污

犯罪行為類型分別敘述說明；4.瞭解台灣近十年來貪污犯

罪狀況，同時，簡單分析政府執行肅貪行動方案後的成

果績效；5.探討公務人員貪污犯罪行為形成之及原因及其

行為類型；6.陳述鄰國新加坡、韓國、香港等三個國家之
肅貪制度及作法，做為我國研究比較之參考。 

二、期刊 
題名 作者 時間 內容重點摘要 

公務員貪污行為的

成因及防治之道 
許濱松 民 82 研究貪污行為的意涵，公務員貪污行為形成的原因，陳

述貪污行為的類型，並對美國、香港、新加坡三國貪污

行為防治之經驗加以探討，對我國目前貪污行為的防治

提出改進建議。 
行政官僚貪污防治

之比較研究（上）

（下） 

江岷欽 民 84 探討貪污行為的意義及類型，闡明行政官僚貪污可能造

成之後果，比較亞洲四小龍防治官僚貪污的作法，最後

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我國防治行政官僚貪污之指涉架構。

貪污發生原因之分

析 
宋筱元 民 87 提出公務人員發生貪污得原因雖與其個人的人格有密切

相關，唯整體而論，貪污的發生主要是受到來自四個方

面因素的影響：一為個人的心理因素；貳為社會的價值

觀念；三為制度的因素；四為民眾的行賄。 
論專責肅貪機構之

設立 
宋筱元 民 88 探討設立專責肅貪機構的爭議，以及所謂的肅貪機構應

具備的功能以整飾貪瀆澄清吏治。 
行政官僚貪污防治

之途徑—行政倫理

的思考 

邱瑞忠 民 89 藉由分析貪污的意涵及成因，對貪污的真正本質及其類

型作深一層的認識與瞭解；並進而透過行政倫理的思考

模式，提供行政官僚貪污的防治之道。 
三、學術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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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名 作者 時間 內容重點摘要 
我國公務人員貪污

行為之研究 
符曼莉 民 72 1.闡明公務人員貪污行為之概念，首先提出當代社會學家

對貪污行為之有關定義，再就我國法令之規定說明我國

公務人員貪污行為之範圍與種類，並配合實務歸納出我

國公務人員常用之貪污技術，以及貪污規模之區分及其

與財源間之關聯；2.貪污行為正負功能之探討；3.針對貪
污行為形成之複雜影響因素加以分析，計分為外在環境

因素、內在環境因素與個人特殊因素三個層面作由外而

內之系統性探究，提出一個貪污行為之研究假設模型，

一方面冀圖有益於未來貪污行為理論之建立，一方面作

為評估我國防治貪污途徑之基礎；4.就我國目前所採取之
防治貪污途徑作一介紹，並將目前執行之現況加以說

明；5.針對我國防治貪污之現況缺失及有待加強之處提出
檢討，並試擬解決之道。 

行政院所屬各級機

關推行「端正政風整

肅貪污方案」之研究

陳豐文 民 73 1.我國當前公務員貪污問題之探討，包括公務員貪污行為

之內涵、我國公務人員貪污行為的型態與特徵、我國公

務員貪污問題形成原因；2.防制公務員貪污策略分析，包

括中、韓、新加坡三國防制貪污策略之比較及我國防制

貪污策略之分析；3.探討行政院訂頒「端正政風整肅貪污

方案」之經過與內容，包括肅貪方案產生之背景、肅貪

方案制訂的經過與目標、肅貪方案之內容；4.「端正政風
整肅貪污方案」實施過程之分析；5.「端正政風整肅貪污
方案」推行成效之檢討。 

公務機關貪污問題

與防治策略之研究 
李燈燦 民 82 1.闡述公務機關與貪污的有關定義，再就貪污問題形成的

原因列舉各家說法，並對貪污的類型、負功能作說明；

2.探討中共、香港及新加坡之防治貪污策略，說明其貪污

問題策略的差異性；3.談弊端揭發人的保護；4.分析防治
貪污的策略，並進一步對我國防治貪污策略作一介紹，

就現況之缺失加以評述，以提出改進之道。 
貪污問題防治對策

之研究 
陳振銘 民 83 1.貪污問題的基本認識：探討貪污的意義、貪污犯罪之主

體與客體、貪污行為的類型與懲罰；2.貪污問題的形成因
素：學者對貪污問題成因之分析、從系統環境理論剖析

貪污問題的成因，從外在環境因素、內在環境因素及公

務員本身因素解析；3.香港、新加坡貪污防治對策之比較
分析；4.我國目前貪污防治對策之探討；5.提出健全我國
貪污防治之對策，建議必須儘速成立「貪污防治專責機

構」，強化肅貪、防貪及教育與宣導之功能。 
貪污成因與防治之

研究 
張志輝 民 83 1.探討貪污之概念：貪污之定義、類型、特性，以及刑罰

規定；2.從一般環境因素、工作環境因素、個人因素三項
分析貪污成因；3.研究貪污造成的正負影響；4.提出防治
貪污之積極與消極途徑，積極途徑包括建立服務之行政

倫理、、改善工作條件、改善傳統不良陋習、增進行政

效能、健全司法制度等五項，消極途徑則為發揮監察院

之監察功能、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度之建立、成立肅貪

專責機構、修正有關法令、健全行政考核及財物審核制

度等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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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風機構之研

究—兼論警察機關

設置政風機構問題 

林厚宇 民 84 1.政風機構成立緣起，說明貪污現象，我國肅貪措施及機

構之沿革與政風機構成立過程；2.研討政風機構之相關法
規，介紹「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與「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兩法之內容及分析；3.政風機構組織與功能的剖
析，對政風機構之組織及職權行使分別討論分析；4.警察
機關政風機構之探討，分析警察機關政風機構成立之必

要性，與督察室、保防室、公關室、保安組權責劃分，

人員之遴派的相關問題。 
我國肅貪政策與防

貪策略之研究 
林炯祥 民 84 該論文的研究方法係以文獻探討法、比較分析法、深入

訪談法為主，輔以新聞媒體及政府機關以肅貪及防貪為

內容所做之問卷調查結果相互佐証。研究架構係以David 
Easton之政治系統模式及William N.Dunn之政策分析推
行研繪而成，研究範圍亦僅就政府機關公務員之貪污問

題加以研究。文中探討1.貪污犯罪之意義、成因、類型、

特性以及影響；2.比較我國、新加坡、香港肅貪組織以及
發展情形；3.就我國現行肅貪政策之執行現況加以分析；

4.針對我國執行肅貪之缺失加以檢討，研擬具體改進及防

貪策略。 
國家管制性政策之

研究—以我國政風

機構執行評估為實

證分析 

葉欣如 民 84 行政院連戰院長於 82 年 9月指示推動行政革新方案，以

建立廉能政府為總目標，為此法務部針對連院長之指

示，策定「肅貪行動方案」。針對我國提出之肅貪政策，

欲杜絕公務員貪瀆之現象，其試圖從國家管制性政策的

角度，分析一項好的管制性政策應具備之要件，並比較

分析香港、新加坡及韓國的政風制度，是否符合良好的

管制性政策之要件，值得我國借鏡之處為何？此外，針

對我國政風機構運作現況，進行執行評估，以瞭解我國

政風機構在執行上的問題，結合管制性政策理論與各國

政風制度的實際面，針對我國政風機構之問題，提出政

策性建議與具體可行之策略。 
從『肅貪行動方案』

績效探討健全台灣

廉政制度之研究 

徐銘霜 民 85 研究的主要對象係行政體系中所有從事公務的人員。法

務部於民國八十二年九月開始執行「肅貪行動方案」，

從肅貪、防貪與修法等層面著手貪污防治的工作。該論

文係從肅貪行動方案的實施績效探討當前我國的肅貪成

果與防貪機制，以及健全我國廉政制度的必要性，並參

酌新加坡與香港廉政建設的成功經驗，作為我國健全廉

政制度的借鏡與規劃藍圖。並從貪污與賄賂的形成與防

制面探討，如何杜絕公務員與外界的特殊利益輸送管

道，以達到政府「澄清吏治、肅清貪瀆、建立廉能政府」

的施政目標，使我國的「廉政制度」能制度化、永續化。

現階段防治貪污瀆

職之研究（一九四九

至一九九八年） 

謝介銘 民 87 1.區別貪污瀆職與一般犯罪之不同，就其意義、特性、發

生之原因、心理分析等各方面探倒以剖析「貪瀆」2.分述
貪瀆所破壞之法益及其影響；3.列舉防制貪瀆頗具成效之
美國、新加坡、香港及我國之隋朝、清朝等具體有效之

防制策略與措施，以為借鏡；4.歸納我國政府之做法、學
者、專家之意見及個人之研究發現等提出幾項治本、治

標方法，以達前司法行政部長鄭彥棻先生於民國 52 年任



廉政機構組織設計之研究：結構功能觀點 

 148

部長期間所提「不肯貪污」、「不必貪污」、「不能貪

污」、「不敢貪污」等「四不」之目標；5.分別就偵辦貪
瀆之原則、犯罪主體及法律之規定作詳盡之解說。 

香港廉政制度之研

究 
許漢洲 民 88 以香港廉政公署為主要研究範圍。1.分析香港貪污問題的

成因及型態，香港廉政制度、政策的規劃及廉政機構演

進的背景；2.藉由歷史的動態描述，析論香港廉政肅貪機

構的演進；3.香港廉政制度的成功，一般論述除了提及獨

立的肅貪機構─廉政公署之外，最常為人提出討論者莫

過於「推定貪污條款」，並均認為該條款是廉署肅貪績

效著作的重點因素；4.就香港廉政公署之組織結構、人

事、財政及管理，以至於勤務運作作一完整論述，最後

則藉由官方及民間的民意調查，觀察香港人民對廉署信

賴程度的變化，並分析其變動的原因。 
貪污治罪條例單獨

立法必要性之探討 
蕭斐全 民 88 比較新加坡、香港與我國之肅貪法令與肅貪組織可知：

關於肅貪法令之規定，我國較星、港二國嚴苛；但關於

肅貪組織方面，我國則無類似星、港二國之直屬最高行

政長官之獨立專責機構。同屬華人體系且民族性相同之

新加坡、香港及我國，因肅貪法令及肅貪組織之不同，

產生了執行效果上之差異。我國政府自解嚴及終止動員

戡亂時期後因錯失廢除特別刑法之良機，造成現今刑事

制裁法體系紊亂及特別刑法肥大之問題，因而擬藉由探

討〝貪污治罪條例是否有單獨立法之必要〞，期對目前

貪污防治之困境及特別刑法肥大之問題做一解決之建

言。 
政風機構防制貪污

之研究 
翁源燦 民 89 1.探討公務員貪污行為的型態與特徵，及貪污問題形成的

原因與影響；2.分析香港、新加坡兩國貪污問題及其防治

策略；3.研究我國政風機構成立緣起與組織結構，政風機

構的職權與廉政績效之間的關聯性，並強化政風機構端

正政風的功能；4.提出防制公務員貪污犯罪治標與治本之
對策。 

兩岸肅貪政策之比

較研究 
戴文堅 民 89 1.整理貪瀆腐化與政治發展之相關論述並探究其關聯

性。此包含對貪污行為的概念及其形成原因，據此列舉

各種貪污行為之類型樣態，以掌握貪污行為的全貌；2.
就歷史分析方法綜觀兩岸肅貪政策理念之形成背景與內

涵，並比較兩岸不同政治制度，對反制貪污的立法過程

及理由有無不同；3.探討在此立法的結構下，兩岸肅貪組

織在結構及效能上的差異問題，俾窺組織反制貪污行為

能力良窳之全貌；4.針對兩岸肅貪現存問題瞭解，再就其

解決機制作一多元性的比較；5.以香港廉政工作成功的事

例、條件為兩岸在肅貪的立法與組織功能運作之借鑑。

香港廉政建設之研

究 
何  錚 民 90 研究範圍係以香港廉政建設的主體「廉政公署」之制度

設計為主，在探討上偏重於實際的體制層面；研究重點

如下：首先，介紹香港貪污問題開始盛行之時代背景，

以及香港廉政肅貪之主要機構「廉政公署」之沿革過程，

並進一步探討九七回歸，對香港地區貪污問題所產生之

影響；其次，就「廉政公署」之組織編制與職權、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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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及培訓、財政管理、監督與制衡機制等等，予以分

析說明之；再者，論述香港廉政之查緝行動及相關法制

配合；最後，歸納香港廉政建設之成功因素，並對台灣

未來之廉政規劃，提出若干建議。 
我國公務人員貪污

問題與防制策略之

研究 

黃成琪 民 90 該論文是以「我國公務人員貪污問題與防制策略之研究」

為主題，先就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瑞典等民主先

進國家，及與我國情相仿之亞洲國家如日本、新加坡、

香港、南韓與印度等國之防制公務人員貪污的制度與法

律為研究對象，採擇值得我國借鏡部分作概要介紹、分

析。再從政治、經濟、心理、社會及犯罪學等各種面向

及理論來探討貪污犯罪行為發生的原因，並歸納出政府

易茲弊端部門貪污犯罪的手法與實際案例，藉以建構出

防制貪污犯罪架構理論模式；同時提出具體建議，以作

為我國在制定廉政制度之參考。 
我國廉政制度之研

究 
韋漢樑 民 90 1.從歷史學家及古籍研究兩漢、唐、宋、元、明、清至民

國初年等歷史發展中人物、事件、貪污現象及對該朝代

之影響；2.敘述我國法務部調查局、政風組織（機構）在
組織沿革與架構、功能職掌、近年來績效等，同時援引

法務部近年量化統計資料及其他國內外民意調查結果觀

察我國廉政制度現況；3.列舉防制貪瀆頗具成效之美國、
新加坡、香港、法國、韓國、紐西蘭等九個國家肅貪政

策與肅貪機構外，同時亦與我國作相對比較分析相關防

制策略與措施，作為借鏡；4.就前述之論點作整體性之評

價與展望，並歸納政府現階段防制貪污瀆職之策略、政

策執行概況、學者、專家之意見及個人之研究結果等提

出政策建議。 
貪污犯罪與防制對

策之研究 
楊素珍 民 90 1.經由介紹法令上對於貪污行為之規定，並對於貪污行為

與瀆職行為由學理上加以區別，另由司法實務及行政實

務上見解之介紹分析，歸納貪污行為界定之標準；2.敘述
民國以來有關貪污犯罪之普通刑法及貪污治罪條例之特

別刑法法律之來源、背景，另就德國、日本及韓國其貪

污犯罪類型及其刑度規定加以概略敘述，並據以立論肅

貪法規修法之建議；3.針對香港、新加坡防制對策由貪污
防制專責機構、肅貪倡廉之法規及相關配合之行政措施

等三方面加以探討，並分析其貪污防制成功之原因，以

作為我國研擬貪污防制對策之參考；4.分別由貪污防制機
構、肅貪倡廉之法規及相關配合之行政措施等三方面介

紹我國現階段貪污防制之對策，並提出一、建立貪污防

制專責機構，二、建立完整陽光法案之體系，三、加強

行政肅貪等三大建議，以健全我國貪污防制之對策。 
我國肅貪組織結構

功能之研究 
李世明 民 91 1.從台灣肅貪組織的演變，研究現行肅貪機關功能調整之

可行方案；2.比較華人地區國家新加坡、香港及大陸的肅

貪政策及其肅貪組織之特色，再與台灣現況作一對照，

以尋求最適於我國的肅貪組織架構與職掌；3.從我國最近
十年貪污犯罪之數量、類別進行比較研究，以分析設置

專責肅貪機關運作方式，以及如何進行預防與偵辦工



廉政機構組織設計之研究：結構功能觀點 

 150

作；4.研擬設置專責肅貪機關（廉政署）之組織架構與職

掌。 
我國貪污問題與廉

政制度之研究 
陳順煌 民 91 以我國廉政體制及貪瀆問題為主要研究範圍，輔以各國

廉政體制，探討我國成立專責肅貪機構廉政署之問題。

研究重點有：1.針對我國廉政機構調查局、政風機構之體

制及業務現況做深入研究，也對在國際上具代表性的新

加坡、香港、法國、美國、中國大陸等廉政機構進行研

究；2.就實務作業上經驗，提出公務人員涉及貪瀆犯罪常

見態樣分析；3.對政風機構工作困境進行研究，進而提出

我國廉政問題分析與防弊之道，以及對抗措施具體看

法；4.對政府正在推動的陽光法案，就法律層面提出論述

見解，從比較法學的觀點來說明貪瀆及廉政之本質；5.

就廉政政策及國家政府犯罪的控制與回應提出建議，對

廉政工作提出期許意見，並為成立廉政署或提升政風司

位階而催生。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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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法務部政風司所屬各科之職掌 
 

政風司分設六科，各科掌理事項如下（http://www.moj.gov.tw/d6_2. asp，2003/ 

05/06）： 

第一科：1.有關政風組織制度研究規劃事項。2.有關政風人事法令研擬事項。3.

有關政風機構組織設置及員額配置研議事項。4.有關政風機構人力規

劃、銓審及人才儲備事項。5.有關考試用人計畫及分發事項。6.有關中

央機關政風機構人員訓練與進修事項。7.有關中央機關政風機構人員考

績、考核與獎懲事項。8.有關中央機關政風機構人員風紀視察事項。9.

有關中央機關政風機構人員風紀教育宣導事項。 

第二科：1.有關文稿、會議資料撰擬事項。2.有關年度工作計畫策劃擬訂事項。

3.有關辦理政風督導會報及各項聯繫協調會報秘書業務事項。4.有關公

共關係及經費管理事項。5.有關政風業務督導考核事項。6.有關文書收

發、稽催與查詢事項。7.有關政風興革建議與研考事項。8.有關政風組

織資訊系統建立事項。9.其他不屬於各科事項。 

第三科：1.有關肅貪相關法令研擬事項。2.有關肅貪業務推動辦理事項。3.有關

政風機構肅貪工作績效管考事項。4.有關推動行政肅貪事項。5.有關重

大政風案件追查與審核事項。6.有關貪瀆起訴判決案件之統計分析事

項。7.有關部長室交查民眾檢舉案件處理事項。8.有關貪瀆案件檢舉獎

金審核之秘書業務事項。 

第四科：1.有關防貪政策之研擬事項。2.有關具體防貪政策之研擬策劃事項。3.

有關貪污犯罪問題研析事項。4.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研擬事項。

5.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之審核及裁罰作業事項。6.有關中央機關

肅貪、防貪法令宣導及防貪工作成果資料統計分析事項。7.有關中央機

關肅貪案例宣導與獎廉倡廉事項。8.有關各國廉政制度資訊蒐報彙整事

項。 

第五科：1.有關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助處理陳情請願措施、公務機密維護法

令研擬與宣導事項。2.有關中央機關推動資訊保密措施事項。3.有關中

央機關陳情請願事件預警資料通報、處理事項。4.有關協助調查機關辦

理保防工作事項。5.有關中央機關公務機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

及協助處理陳情請願業務績效管考事項。6.有關中央機關違規、洩密案

件查處事項。7.其他有關中央機關公務機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

及協助處理陳情請願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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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科（本部科）：負責法務部暨所屬機關政風業務。 

 

中部辦公室分設五科，各科掌理事項如下（http://www.moj.gov.tw/ d6_2.asp，

2002/12/16）： 

第七科：1.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員額設置與組織編制事項。2.有關各縣市政

府政風機構人事任免案件資料彙報事項。3.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人

員訓練與進修事項。4.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人員考績、考核與獎懲

事項。5.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機構人員風紀教育宣導事項。6.有關政風

人事資訊登註與管理事項。 

第八科：1.有關各縣市政府肅貪及防貪法令宣導事項。2.有關各縣市政府廉政、

肅貪案例宣導與獎廉倡廉事項。3.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4.有關各縣市政府政風業務研究發展事項。5.有關各縣市政府防貪工作

成果資料統計、分析事項。6.有關各縣市政府易滋弊端業務防弊錯施事

項。7.有關政風預防調查（研析）專報事項。8.有關法紀教材、宣導影

片編撰作與宣導事項。 

第九科：1.有關審核、指導及處理各縣市政府蒐報之政風資料事項。2.有關審核、

指導及處理各縣市政府查處之貪瀆不法檢舉事項。3.有關審核、指導及

處理各縣市政府發掘之一般貪瀆不法案件。4.有關審核各縣市政府擬函

送偵辦之一般貪瀆不法線索。5.有關統計、分析各縣市政府查處工作績

效事項。6.有關專案性政風查處工作。7.首長交辦查處案件。 

第十科：1.有關各縣市政府公務機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助處理陳情

請願業務宣導、講習事項。2.有關各縣市政府推動資訊保密措施事項。

3.有關各縣市政府陳情請願事件預警資料通報、處理事項。4.有關各縣

市政府協助調查機關辦理保防工作事項。5.有關各縣市政府公務機密維

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助處理陳情請願業務績效管考事項。6.有

關各縣市政府違規、洩密案件查處事項。7.其他有關各縣市政府公務機

密維護、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及協助處理陳情請願事項。 

第十一科：1.有關中部辦公室事務管理及行政支援事項。2.有關中部辦公室文書

收發、管考、繕校及保管事項。3.有關中部辦公室人事、會計業務事

項。4.有關執行端正政風工作年報編輯事項。5.有關政風工作成果資

料統計、分析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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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我國廉政組織相關草案 
 

壹、法務部廉政署組織條例草案（行政院版） 
 

第一條  本條例依法務部組織法第九條之一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法務部廉政署（以下簡稱本署）掌理下列事項： 

一、廉政政策之研擬、策劃、協調及推動等綜合性事項。 

二、廉政相關法規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三、預防貪瀆業務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四、貪瀆不法或與貪瀆有關犯罪案件之調查、處理事項。 

五、各機關政風機構業務及其組織、人員之管理事項。 

六、廉政業務之諮詢及審查事項。 

七、其他有關廉政事項。 

第三條  本署設五處及北、中、南、東等地區調查處，分別掌理前條所列事項；

各處並得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第四條  本署設秘書室，掌理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

事務管理、財產管理及不屬於其他各處、室、中心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五條  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綜理署務，並

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署長一人或二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襄理

署務。 

第六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處長九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

職等；副處長十二人，主任教官一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一人，專門委員十七人，職務均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視

察九人至十二人，秘書十八人至二十四人，職務均列薦任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其中視察四人，秘書八人，職務得列簡任第十職等；科長

四十六人至五十三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教官二人，調查專員一

百零六人至一百三十六人，職務均列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分析

師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專員七人，職務列薦任第

七職等至第八職等；調查員二百五十六人至三百二十二人，設計師一

人或二人，職務均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三十三人至五十

七人，職務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助理員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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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至五十人，職務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二十五人，職

務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辦事員二十三人至四十三人，操作員二人或三

人，職務均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二十五人至三十八人，

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前項員額中，副處長一人、專員六人、科員三人、書記二人，由原臺

灣省政府公務人員隨業務移撥者，出缺後不補。 

本署成立時，由法務部及各機關政風機構調用原依雇員管理規則僱用之

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繼續僱

用至離職時為止。 

第七條  本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

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八條  本署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

等，依法辦理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

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九條  本署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依

法辦理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條  本署設資訊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辦

理本署資訊系統建置維護及支援各處、室、中心相關工作所需資訊技

術、發展及訓練等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

之。 

第十一條  本署設訓練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副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統籌廉政人員專業訓練事

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二條  第五條至第十一條所定各職稱列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

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三條  本署署長、副署長、主辦業務單位主管及廉政調查官，於執行廉政

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署主辦業務之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委任職人員，

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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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署設廉政諮詢審查委員會，負責廉政政策之諮詢評議、貪瀆案件

之事後審查及民眾投訴案件之監督等事項；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

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除本署署長為當然委員外，遴聘學者

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有關機關代表兼任之；其遴選、任務及作業程

序之辦法，由法務部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十五條  本署於必要時，得報請法務部核准，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

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十六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置定有聘期或任期之廉政調查官若干人；其職掌

及遴聘、借調辦法，由法務部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十七條  本條例施行日期，由行政院以命令定之。 

 

 

 

 

 

 

 

 

 

 

 

 

 

 

 

 

 

 

 

 

 



廉政機構組織設計之研究：結構功能觀點 

 156

貳、監察院廉政署組織條例草案(洪玉欽委員版) 
 

第一條ˉ依監察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及監察院組織法第十一條，設立廉政署執行

全國廉政事務（以下簡稱本署）。 

第二條ˉ本署掌理下列事項： 

一、廉政政策之研擬、策劃、協調及推動等綜合事項。 

二、廉政相關法規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三、預防貪瀆業務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四、貪瀆不法或與貪瀆有關犯罪案件之調查、處理事項。 

五、廉政業務之諮詢及審查事項。 

六、其他有關廉政事項。 

第三條ˉ本署設五處，分別掌理前條所列事項；各處並得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第四條ˉ本署置署長一人，特任，由監察院長提名，經監察院同意後由總統任命

之，任期四年，綜理署務並指揮監督所屬機構及人員；副署長一人或二

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至十三職等，襄理署長處理署務。 

第五條ˉ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處長五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長五

人，專門委員五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五至十

人，科長二十至三十人，，調查專員六十至八十人，分析師一人，職務

均列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調查員一百八十至二百四十人，設計師

二人，職務均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三十至四十人，職務列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助理員十五至二十人，職務

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辦事員二十至三十人，操作員二至三人，

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二十至三十人，職務列委任第一

職等至第三職等。 

前項所需員額，得自現行政風機構員額中移撥或視實際需要依法招考。 

第六條ˉ本署設秘書室，掌理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

事務管理、財產管理及不屬於其他各處、室、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

就本條例所定員額派充之。 

第七條ˉ本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理人事管理

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八條ˉ本署設會計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依法辦理歲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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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九條ˉ本署設資訊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辦理本署資訊系統

建置維護及支援各處、室相關工作所需資訊技術、發展及訓練等事項；

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條ˉ第三條至第九條所定各職稱列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職

系，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規定選用之。 

第十一條ˉ本署署長、副署長、主辦業務單位主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

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署主辦業務之調查專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署主辦業務之調查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 

第十二條ˉ本署於必要時，得報請監察院核准，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就

本條例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十三條ˉ本署辦事細則及相關規程，由本署擬訂，報請監察院核定後發布。 

第十四條ˉ本條例施行日期，由監察院以命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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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法務部廉政署組織法草案（游月霞委員版） 
 

第一條ˉ本條例依法務部組織法第九條之一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ˉ法務部廉政署掌理下列事項： 

一、廉政政策之研擬、策劃、協調及推動等綜合性事項。 

二、廉政相關法規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三、預防貪瀆業務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四、貪瀆不法或與貪瀆有關犯罪案件之調查、處理事項。 

五、各機關政風機構業務及其組織、人員之管理事項。 

六、廉政業務之諮詢及審查事項。 

七、其他有關廉政事項。 

第三條ˉ本署設五處及北、中、南、東等地區調查處，分別掌理前條所列事項；

各處並得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前項北、中、南、東等地區調查處得視業務需要，於轄區內分設地區調

查站。 

第四條ˉ本署設秘書室，掌理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

事務管理、財產管理及不屬於其他各處、室、中心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五條ˉ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綜理署務，並

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署長一人或二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襄理

署務。 

第六條ˉ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處長九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副處長十二人，主任教官一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職等；主任一人，

調查站主任十二人至十五人，專門委員十七人，職務均列薦任第九職等

至簡任第十職等；視察九人至十二人，秘書三十人至四十人，職務均列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三分之一職務得列簡任第十職等；科長

三十四人至三十八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調查站副主任二十四人至

三十人，教官二人，調查專員八十二人至一百零六人，職務均列薦任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分析師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專

員七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調查員二百四十四人至三百

零六人，設計師一人或二人，職務均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

三十三人至五十七人，職務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

等；助理員二十二人至五十人，職務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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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職務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辦事員二十三人至四十三人，操作員

二人或三人，職務均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二十五人至三十

八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七條ˉ本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

辦理人事管理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八條ˉ本署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依法辦理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

內派充之。 

第九條ˉ本署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

辦理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條ˉ本署設資訊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辦理

本署資訊系統建置維護及支援各處、室、中心相關工作所需資訊技術、

發展及訓練等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一條ˉ本署設訓練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副主任一人，

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統籌廉政人員專業訓練事項；其餘所需工作

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二條ˉ第五條至第十一條所定各職稱列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

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三條ˉ本署署長、副署長、主辦業務單位主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

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署主辦業務之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委任職人員，

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

察。 

第十四條ˉ本署設廉政諮詢審查委員會，負責廉政政策之諮詢評議、貪瀆案件之

事後審查及民眾投訴案件之監督等事項；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

員額內派充之。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人，除本署署長為當然委員外，由立

法院推派代表三人，另遴聘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有關機關代表

兼任之；其遴選、任務及作業程序之辦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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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ˉ本署於必要時，得報請法務部核准，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

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十六條ˉ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之規定，聘用研究員、副

研究員及助理研究員。 

第十七條ˉ本署負責廉政業務人員，經審查有確實事證足資證明不適任廉政工作

者，應強制資遣。 

前項審查辦法，由本署另定之。 

第十八條ˉ本署辦事細則，由本署擬訂，報請法務部核定發布之。 

第十九條ˉ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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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行政院廉政總署組織條例草案（營志宏委員版） 
 

第一條ˉ行政院為促進廉能政治，特設行政院廉政總署（以下簡稱本總署）掌理

全國廉政事務。 

第二條ˉ本總署對於各機關政風機構執行本總署主管事務有統合協調、監督指導

之責。 

第三條ˉ本總署設左列各處： 

一、綜合企劃處。 

二、調查執行處。 

三、研究發展處。 

四、管制考核處。 

五、人力處。 

六、秘書處。 

調查執行處為因應業務所需，得分設北、中、南、東等地區調查處。 

第四條ˉ綜合企劃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廉政政策、制度及計劃之研擬及綜合規劃事項。 

二、關於廉政法規之研擬及推動事項。 

三、關於防貪計劃及法令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四、關於各項廉政工作及廉政資料之彙整、研究、分析事項。 

五、關於廉政事務之國際交流及協調事項。 

六、關於廉政事務之其他綜合企劃事項。 

第五條ˉ調查執行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肅貪政策、法令之規劃、研擬及執行事項。 

二、關於關於貪瀆不法或與貪瀆有關犯罪案件之調查、偵辦事項。 

三、關於政風機構發掘及處理檢舉案件之指導及協調事項。 

四、關於各機關、政風機構函查或提報涉及貪瀆情事之調查及處理事項

。 

五、關於人民檢舉涉及貪瀆情事之調查及處理事項。 

六、關於其他肅貪業務相關事項。 

第六條ˉ研究發展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規之研析、推動及執行事項。 

二、關於促進廉能政治相關之陽光法案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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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料之複查及執行監督事項。 

四、關於涉及政風機構權責事項之協調聯繫事項。 

五、關於貪瀆線索發掘、案件調查有關佈置組織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六、關於其他建構廉能政治體系相關之事項。 

第七條ˉ管制考核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檢舉貪瀆有關案件之受理、交查、回復事項。 

二、關於偵辦中貪瀆案件之管制、統計及分析事項。 

三、關於貪瀆案件處理結果之檢討、分析及研究事項。 

四、關於廉政業務之諮詢及審查事項。 

五、關於其他管制考核事項。 

第八條ˉ人力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本總署人事政策、制度、法規及人力規劃之綜合事項。 

二、關於本總署之人員管理及風紀查察事項。 

三、關於本總署人員訓練、進修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四、關於本總署與政風機構人員相關之法制規劃及協調事項。 

五、關於廉政觀念之教育與法令宣導事項。 

六、關於本總署及各機關政風機構其他人力資源相關之事項。 

第九條ˉ秘書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文書之撰擬、繕譯、收發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印信之典守事項。 

三、關於經費之出納及保管事項。 

四、關於財產及物品之管理事項。 

五、關於庶務及其他不屬於各處、室之事項。 

第十條ˉ本總署置署長一人，特任，綜理署務，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署長一

人至二人，職務列簡任第十四職等，其中一人得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

襄理署務。 

署長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 

第十一條ˉ本總署置主任秘書一人，處長六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二職等；副處

長六人，主任一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十六至十八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視察九人至十

二人，秘書十八人至二十四人，職務均列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其中三分之一職務得列簡任第十職等；科長四十二人至五十人，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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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薦第九職等；調查專員一百零六人至一百三十六人，職務均列薦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分析師二人，專員七人，職務均列薦任第七職

等至第八職等；調查員二百五十六人至三百一十二人，設計師二人，

職務均列薦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二十八人至五十二人，職務列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助理員二十二人至四十五

人，職務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三分之一職務得列薦任第

六職等；辦事員二十二人至三十八人，操作員二人至三人，職務均列

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二十二人至三十四人，職務列委任第

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本總署成立時，法務部及各機關政風機構原依雇員管理規則僱用之現

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調占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

至其離職時為止。 

第十二條ˉ本總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薦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

充之。 

第十三條ˉ本總署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

職等，依法辦理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

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四條ˉ本總署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

等，依法辦理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

充之。 

第十五條ˉ本總署設資訊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薦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辦理本總署資訊系統建置維護及支授各處、室、中心相關工作所需資

訊技術、發展及訓練等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

內派充之。 

第十六條ˉ本總署設訓練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副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統籌廉政人員專業訓練事

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七條ˉ第十條至第十六條所定各職稱列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

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八條ˉ本總署署長、副署長、主辦業務單位主管及廉政調查官，於執行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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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總署主辦業務之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委任職人

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

警察。 

第十九條ˉ本總署設廉政諮詢暨審查委員會，負責廉政政策之諮詢評議、貪瀆案

件之事後審查、民眾投訴案件之監督等事項；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

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任期二年，得連任一次，由左列

人員組成： 

一、本總署署長。 

二、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 

三、政黨推薦代表。 

委員會主席應由第二項第二款人員之一擔任；其人員之遴選、任務及

作業程序之辦法，由本總署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二項第三款人員之比例，不得超過委員會二分之一；所稱政黨代

表，由前一次中央公職人員選舉得票率百分之五以上政黨平均推薦。 

第二十條ˉ本總署於必要時，得報請行政院核准，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

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廿一條ˉ本總署為應業務需要，置定各類特殊專業人才之廉政調查官三十人，

採聘期或任期制；其職掌及遴聘、借調辦法，由本總署擬訂，報請行

政院核定之。 

第廿二條ˉ本總署人員除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外，經審

查有明確事實足資證明不適任廉政工作者，應強制轉任其他機關或資

遣，並不適用公務人員懲戒法第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等有關規定

。 

前項不適任人員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二

條有關複審、再複審之規定。 

第一項審查辦法，由本總署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廿三條ˉ本總署辦事細則，由本總署疑訂，報請行政院核定發布之。 

第廿四條ˉ本條例自公佈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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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行政院廉政署組織法草案(沈智慧委員版) 
 

第一條ˉ行政院廉政署（以下簡稱本署），掌理全國廉政事務。 

第二條ˉ行政院廉政署掌理下列事項： 

一、廉政政策之研擬、策劃、協調及推動等綜合性事項。 

二、廉政相關法規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三、預防貪瀆業務之研擬、推動及執行事項。 

四、貪瀆不法或與貪瀆有關犯罪案件之調查、處理事項。 

五、各機關政風機構業務及其組織、人員之管理事項。 

六、廉政業務之諮詢及審查事項。 

七、其他有關廉政事項。 

第三條ˉ本署設五處及北、中、南、東等地區調查處，分別掌理前條所列事項；

各處並得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 

第四條ˉ本署設秘書室，掌理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印信、出納、

事務管理、財產管理及不屬於其他各處、室、中心事項，並得分科辦事。 

第五條ˉ本署置署長一人，特任，綜理署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 

第六條ˉ本署置副署長二人至三人，職務列簡任第十四職等，其中一人得比照簡

任第十四職等，襄理署務。 

第七條ˉ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處長九人，參事四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二職等

；研究員四人至八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副處長十二

人，主任教官一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一人，專門委員十

七人至二十一人，調查官十五人至二十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至第十一

職等；視察九人至十二人，秘書十八人至二十四人，職務均列薦任第八

職等至第九職等，其中視察四人、秘書八人職務得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科長五十一人至六十三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教官五人

至七人，調查專員一百零七人至一百三十二人，職務均列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分析師二人至三人，專員九人至十二人，職務列薦任第七

職等至第九職等；調查員二百六十六人至三百三十三人，設計師二人，

職務均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五十三人至六十七人，職務列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助理員三十人至五十五人，

助理設計師三人至五人，職務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助理員

十五人、助理設計師二人職務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辦事員四十人至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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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操作員四人至七人，職務均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三十

五人至四十八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本署成立時，法務部及各機關政風機構原依雇員管理規則僱用之現職雇

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調占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其離

職時為止。 

第八條ˉ本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

辦理人事管理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九條ˉ本署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

依法辦理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

內派充之。 

第十條ˉ本署設政風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依法

辦理政風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一條ˉ本署設資訊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辦

理本署資訊系統建置維護及支援各處、室、中心相關工作所需資訊技

術、發展及訓練等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

充之。 

第十二條ˉ本署設訓練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副主任一人，

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統籌廉政人員專業訓練事項；其餘所需工作

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三條ˉ第五條至第十一條所定各職稱列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所適用之

職系，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八條之規定，就有關職系選用之。 

第十四條ˉ本署署長、副署長、主辦業務單位主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

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署主辦業務之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

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委任職人員，

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

察。 

第十五條ˉ本署設廉政諮詢審查委員會，負責廉政政策之諮詢評議、貪瀆案件之

事後審查及民眾投訴案件之監督等事項；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

員額內派充之。 

前項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人，除本署署長為當然委員外，由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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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推派代表三人，另遴聘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有關機關代表

兼任之；其遴選、任務及作業程序之辦法，另定之。 

第十六條ˉ本署於必要時，得報請行政院核准，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

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十七條ˉ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之規定，聘用專業人員十

五人至三十人，由本法第七條所定員額內勻用之。 

第十八條ˉ本署負責廉政業務人員，除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外，經審查有確實事證足資證明不適任廉政工作者，應強制資遣

；並不適用公務人員懲戒法第七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等有關規定。 

前項經審查應強制資遣人員，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八條、第十九

條、第二十二條有關復審、再復審之規定。 

第一項審查辦法，由本署另定，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十九條ˉ本署辦事細則，由本署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發布之。 

第二十條ˉ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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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行政院廉政署組織條例草案（李慶華委員版） 
 

第一條ˉ行政院廉政署（以下簡稱本署）掌理全國廉政事務。 

第二條ˉ本署對於省（市）廉政機關執行本署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 

第三條ˉ本署就主管事務，對於省（市）政府之命令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令或

逾越權限者，得報請行政院停止或撤銷之。 

第四條ˉ本署設左列各處、室： 

一、第一處。 

二、第二處。 

三、第三處。 

四、第四處。 

五、第五處。 

六、秘書室。 

第五條ˉ第一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預防事項。 

二、關於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檢舉事項。 

三、關於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調查事項。 

四、關於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處理事項。 

五、關於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其他相關事項。 

第六條ˉ第二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預防事項。 

二、關於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檢舉事項。 

三、關於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調查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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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關於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處理事項。 

五、關於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及所屬機關、事業、學校貪

瀆案件之其他相關事項。 

第七條ˉ第三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行政院所屬局、署、處、委員會貪瀆案件之預防事項。 

二、關於行政院所屬局、署、處、委員會貪瀆案件之檢舉事項。 

三、關於行政院所屬局、署、處、委員會貪瀆案件之調查事項。 

四、關於行政院所屬局、署、處、委員會行政院所屬局、署、處、委員

會貪瀆案件之處理事項。 

五、關於行政院所屬局、署、處、委員會貪瀆案件之其他相關事項。 

第八條ˉ第四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地方行政機關、事業、學校貪瀆案件之預防事項。 

二、關於地方行政機關、事業、學校貪瀆案件之檢舉事項。 

三、關於地方行政機關、事業、學校貪瀆案件之調查事項。 

四、關於地方行政機關、事業、學校行政院所屬局、署、處、委員會貪

瀆案件之處理事項。 

五、關於地方行政機關、事業、學校貪瀆案件之其他相關事項。 

第九條ˉ第五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廉政法令之擬訂事項。 

二、關於廉政法令之宣導事項。 

三、關於不屬於其他各處之廉政事項。 

第十條ˉ秘書室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文書之收發、繕校及保管事項。 

二、關於印信之典守事項。 

三、關於經費之出納及保管事項。 

四、關於財產及物品之保管事項。 

五、關於庶務及其他不屬各處、室事項。 

第十一條ˉ本署置署長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綜理署務，並指導、監

督所屬職員；副署長二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輔

助署長處理署務。 

第十二條ˉ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參事二人至三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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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職等；處長五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室主任一人，副處長

五人，專門委員四人至六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

書四人至六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科長三十八人至四

十二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專員十人至十二人，職務列薦任第七

職等至第九職等；科員四十人至四十八人，職務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其中科員十三人，職務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

員四人至六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四職等；雇員十七人至十九

人。 

第十三條ˉ本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等；

依法辦理人事管理及人事查核事項。 

人事室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四條ˉ本署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

等；依法辦理歲計、會計事項。 

會計室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五條ˉ本署設統計室，置統計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

等；依法辦理統計事項。 

統計室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六條ˉ本署應業務需要，經行政院核准，得設各種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

應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十七條ˉ本署署長、副署長及主管業務單位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行犯罪調查

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署委任職員，於執行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

一條之司法警察。 

第十八條ˉ本署執行職務時，由各地警察機關指派員、警協助之 

第十九條ˉ本署辦事細則，由署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之。 

第二十條ˉ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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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總統府廉政委員會設立條例（周錫瑋委員版） 
 

第一條 總統府廉政委員會（下稱本會）掌理下列事項：  

一、受理調查經檢舉國營企業中涉嫌貪污之不法行為。  

二、調查公務員違法貪瀆與怠忽職守行為。  

三、反貪污政策之研擬、策劃、協調與推動等綜合性事項。  

四、反貪污業務之諮詢與審查事項。  

五、其他反貪污事項。 

第二條ˉ本會委員得視業務需要，指揮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二百三十條

、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與各機關政風人員。  

第三條ˉ本會設置委員十三人，由政黨代表及社會人士出任之，任期三年。  

前項所稱政黨代表，由前次公職人員選舉得票率百分之五以上政黨推薦

五人，交由五院院長遴選。  

第一項所稱社會人士之推薦，得成立推薦委員會，委員會組織及推薦辦

法，由行政院報立法院核定之。  

前兩項政黨代表與社會人士，經五院院長全體遴選後任命之。  

委員會置主席、副主席各一人，由委員互選之。主席綜理會務，並監督

所屬機關；主席因故不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理其職務。  

第四條 有左列事項之一者，不得擔任委員：  

一、動員戡亂時期終止後，曾犯內亂、外患罪，經判刑確定者。  

二、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或流氓感訓處分之判刑確定，尚未執

行、執行未完畢或執行完畢未滿五年者。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判確

定，尚未執行或執行未完畢者。  

三、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貪污罪，組織犯罪條例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  

四、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投票行賄、收賄罪、妨礙投票或競選罪、包

攬賄選罪，獲利用職務上之機會或方法犯侵佔、詐欺、背信或偽造

文書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五、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尚未執行或

執行未完畢者。但受緩刑宣告或受刑處有期徒刑六個月以下得易科

罰金者，不在此限。  

第五條 有左列情事之一者，不得擔任委員：  

一、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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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者。  

三、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六條 委員因刑事案件被羈押或通緝者，應予停止職權。  

委員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二審判決者，應解除其職務，但受緩刑宣告或

經判處六個月以下有期徒刑得易科罰金者，不在此限。  

依第一項規定停止職權之人員，經停止羈押或撤銷通緝者，在其任期屆

滿前，得申請恢復其職權。 

第七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特任，承主席之命，處理本會事務，並監督所屬職

員；副秘書長一人，職務列十三職等，承主席之命，襄助秘書長處理本

會會務。 

第八條 本會置處長五人，主任二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

處長七人，主任教官一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五人，職

務均列簡任第十職等至十一職等；視察九人至十二人，秘書十八人至十

二人，職務均列薦任第八職等至第十職等；科長三十六人至四十三人，

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教官二人，調查專員八十六人至一百一十六人，

職務均列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分析師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

至第九職等；專員七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調查員二百

十六人至三百人，設計師一人至二人，職務均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

等；科員二十八人至四十七人，職務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

第七職等；助理員二十二人至五十人，職務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其中二分之一職務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辦事員二十三人至四十三人，

操作員二人至三人，職務均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二十五人

至三十八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九條ˉ本會設秘書處，置處長一人，掌理研考、議事公共關係、文書、檔案、

印信、出納、事務管理、財產管理及不屬於其他各處、室、中心事項，

並得分科辦事。 

第十條 本會設人事處，置處長一人，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

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一條 本會設會計處，依法辦理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

，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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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ˉ本會設資訊處，辦理本會資訊系統建置維護及支援各處、室、中心

相關工作所需資訊技術、發展及訓練等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

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三條ˉ本局設訓練中心，置主任一人，統籌廉政人員專業訓練事項；其餘所

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十四條ˉ本局委員、主辦業務單位主管及廉政調查官於執行廉政調查職務時，

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會主辦業務之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行反貪污調查職務時，視同刑

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委任職人

員，於執行反貪污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

法警察。 

第十五條ˉ本署設統計室，置統計主任一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十職

等；依法辦理統計事項。 統計室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例所定員

額內派充之。  

第十六條 本會於必要時，得設置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條例所定員

額內調用之。 

第十七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制定有聘期或任期之反貪污調查官若干人；其職

掌及遴聘、借調辦法，由本會擬定，報立法院核定之。 

第十八條 本署執行職務時，由各地警察機關指派員、警協助之。  

第十九條ˉ本會議事規則與處務規程，由本會擬之。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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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條例 (民國 69 年 08月 01日修正) 
 

第一條  本條例依法務部組織法第五條規定制定之。 

第二條  法務部調查局 (以下簡稱本局) 掌理有關危害國家安全與違反國家利

益之調查、保防事項。 

前項調查保防事項，由行政院定之。 

第三條  本局設左列各處： 

一、第一處。 

二、第二處。 

三、第三處。 

四、第四處。 

五、第五處。 

六、第六處。 

七、第七處。 

第四條  第一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調查事項之設計、指導。 

二、關於調查組織之布置、管理、考核。 

三、關於調查資料之蒐集。 

四、關於調查資料之研編。 

五、關於調查案件之處理。 

第五條  第二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保防業務之設計、指導。 

二、關於保防組織之布置、管理、考核。 

三、關於保防教育之設計與推行。 

四、關於保防情報之蒐集、處理。 

第六條  第三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偵防事件之設計、指導。 

二、關於偵防事件之布置、偵察。 

三、關於偵防事件之研究、處理。 

四、關於自首、自新分子之感訓。 

第七條  第四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統計業務之設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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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統計資料研究之整理、保管。 

三、關於卡片之登記。 

四、關於圖表之調製。 

第八條  第五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電訊之設計、布置與管理。 

二、關於秘密交通之設計、布置與管理。 

三、關於電訊之偵測與監察。 

四、關於電訊機件之修造。 

五、關於電訊器材之儲備、保管。 

第九條  第六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罪證之檢驗與鑑定。 

二、關於指紋之蒐集、管理與應用。 

三、關於有關技術之研究與實驗。 

四、關於技術器材之修造。 

第十條  第七處掌理左列事項： 

一、關於文稿之撰擬及繕譯、收發、保管。 

二、關於印信之典守及財產、物品之管理。 

三、關於經費之出納、保管及庶務。 

四、關於不屬於其他各處之事項。 

第十一條  本局置局長一人，簡任，綜理局務；副局長二人，簡任，襄理局務。 

第十二條  本局置秘書五人至七人，其中三人簡任，餘薦任。 

第十三條  本局置專門委員九人至十五人，簡任；專員十五人至四十人，薦任；

分任法令、章則之審議，各種有關專門問題之研究及交辦事項。 

第十四條  本局置處長七人，簡任；副處長七人至十四人，簡任或薦任；科長三

十人至三十五人，薦任；科員一百零六人至一百五十六人，其中十八

人薦任，餘委任；助理員三十四人至六十五人，委任；調查專員二十

人至八十人，薦任；調查員三十人至五十人，薦任或委任。 

第十五條  本局置督察五人至十一人，其中三人簡任，餘薦任，辦理業務督導及

風紀查察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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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  本局為適應電訊業務及科學技術之需要，得置總工程師一人，簡任；

工程師二人至四人，薦任；技正二人至六人，薦任；總臺長、副總臺

長各一人，均薦任；偵測監察臺長一人，薦任；報務長、機務長各一

人，薦任；報務員二十五人至一百二十人，其中三分之一薦任，餘委

任；技士二十四人至六十人，其中三分之一薦任，餘委任。 

第十七條  本局因業務之需要，設研究、設計、訓練三委員會，每委員會各置委

員五人至九人，均簡任；其組織規程由法務部定之。 

第十八條  本局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薦任；科員三人至七人，助理員二人至

五人，均委任；依法辦理本局人事管理事宜。 

第十九條  本局設主計室，置主任一人，薦任；科員五至九人，佐理員二人至七

人，均委任；依法辦理本局主計事宜。 

第二十條  本局設機要室，置主任一人，薦任；科員三人至五人，助理員二人或

三人，均委任；辦理殊特事件及機密文書之保管事宜。 

第二十一條  本局因事務之需要，得酌用雇員。 

第二十二條  本局為實施全國性調查、保防業務，於各省 (市) 縣 (市) 及重要

地區，設立調查、保防機構；其組織規程由法務部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局局長、副局長及主管業務單位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行犯罪調

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訟訴法第二百二十九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局所屬省 (市) 縣 (市) 調查、保防機構主管及主辦業務之薦任

職以上人員，於執行犯罪調查職務時，分別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 

本局委任職人員，負有特定調查、保防任務者，於執行犯罪調查職

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之司法警察。 

第二十四條  本局執行職務時，由各地警察機關指派員、警協助之。 

第二十五條  本局人員執行職務，涉及人民權益時，應依有關法律辦理。 

第二十六條  本局處務規程，由局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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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 (民國81年07月01日公發布) 

 

第一條  為端正政風，促進廉能政治，維護機關安全，特制定本條例。 

第二條  政風機構之設置及其人員之管理，依本條例之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第三條  法務部為掌理全國政風業務之主管機關。 

第四條  本條例所稱政風機構，指中央與地方機關及公營事業 (以下簡稱各機關)

掌理政風業務之機構。 

第五條  政風機構掌理事項如左： 

一、關於本機關政風法令之擬訂事項。 

二、關於本機關政風法令之宣導事項。 

三、關於本機關員工貪瀆不法之預防、發掘及處理檢舉事項。 

四、關於本機關政風興革建議事項。 

五、關於本機關政風考核獎懲建議事項。 

六、關於本機關公務機密維護事項。 

七、其他有關政風事項。 

第六條  各機關政風機構比照各該機關人事機構設政風處或政風室。未設政風處 

(室) 之機關，其政風業務由其上級機關之政風機構統籌辦理。 

前項機構之名稱及員額編制，應訂入各該機關組織法規。 

第七條  政風處置處長，必要時得置副處長；政風室置主任；其官等職等，比照

各該機關人事人員之職務列等辦理。 

第八條  政風處 (室) 得視業務之繁簡，分科、組、課或股辦事，科長、組長、

課長、股長及其他佐理人員之官等職等，比照各該機關人事人員之職務

列等辦理。 

第九條  各機關政風人員之任免遷調分別適用有關法規，由主管機關辦理。 

第十條  各機關政風人員應秉承機關長官之命，依法辦理政風業務，並兼受上級

政風機構之指揮監督。 

第十一條  民意機關、軍事機關及公立各級學校不適用本條例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條例施行後，各機關組織法規未修正前，各級政風機構之設置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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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編制，由法務部會同銓敘部及有關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法務部會同銓敘部定之。 

第十四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