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說帖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十八日 

壹、 設置緣起 

目前我國業已躋身開發國家之林，「掃除黑金、肅清貪瀆」蔚為全民殷望！

依據世界「國際透明組織」九十年所公布之「二○○一年國家施政清廉度報告」，

受評鑑之九十一個國家中，我國施政清廉度名列第二十八位。而依照該組織發表

之國家清廉度排名前二十名的國家，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所發表「二

○○一年國家競爭力報告」位居前二十名者，相互比較，發現其重複之比例竟高

達十八個國家。可知，清廉度愈高之國家，其國家競爭力必愈強；同時，國民年

平均所得亦愈高。 

有鑑於譽滿全球之新加坡貪污調查局（ＣＰＩＢ）及香港廉政公署（ＩＣ

ＡＣ）成功肅貪防貪經驗，馬來西亞與汶萊政府分別相繼成立反貪局（ＢＰＲ），

印度也於一九九八年正式法制化中央監察委員會之肅貪職掌，甚至澳門與非洲肯

亞也於一九九九年正式成立廉政公署與反貪污局，而韓國在一連串政府貪污醜聞

事件發生後，亦於二○○二年一月成立腐敗防制委員會（ＫＩＣＡＣ）專責廉政

機構。在在顯示國際間採取以設置專責廉政機構來儘速擺脫腐敗沉淪，展現急起

直追、迎頭趕上的決心與魄力，蔚然成風！ 

因此，為了提昇台灣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廉潔、效能、有遠見、有

活力、有高度彈性和應變力的新政府。所以，行政院指示法務部重新檢討調整我

國廉政機制，並參酌國外廉政制度成功經驗，以前瞻性之思維，務實規劃成立「法

務部廉政署」。 

貳、 設置理由 

在民國八十九年總統大選時，不同政黨候選人均提出成立政風局或專責廉政

機構之構想，且依據九十年四月，行政院研考會委託山水民調公司之民意調查結

果，亦有高達七成二之民眾贊成設立「廉政署」，集產官學各界菁英之經發會亦

決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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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全民及各政黨對黑道猖獗、金權氾濫，深惡痛

絕，一致冀望藉由廉政專責機構的設置，來有效掃除黑金、整肅貪污、端正政風、

澄清吏治；美國貿易代表署九十年五月首次將台灣貪污紅包文化現象列為貿易障

礙，更證明強化肅貪、防貪功能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必須澈底藉由「制度性的

改變」一舉解決國家政經發展上之毒瘤。 

以近年來發生之案件為例，接連爆發景文集團弊案、匯豐證券弊案、國安局

劉冠軍案、拉法葉等軍中重大採購弊案以及前警政署長疑似以不明款項購置豪宅

案等重大貪瀆或風紀案，在在造成民眾對政府之不信任與對公務人員操守質疑，

然而卻沒有一個機關必須為此結果負起責任，這些現象同時更透露出一項警訊，

即擔任整體社教功能環節最前端的教育界，和職司公理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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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不約而同地發生了公務廉能風紀淪喪的危機，更遑論一般的公務人員；因

此，除陽光立法配套措施急需推動外，同時建構一個專業性與專責性且地位獨立

之「法務部廉政署」，來將前揭理想目標與陽光精神加以落實，更是成敗關鍵。

為此，法務部參酌香港廉政公署與新加坡貪污調查局之成功要素，採取反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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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以肅

貪為最後手段，規劃以法務部廉政署統合設在各機關內之政風機構，同時搭配由

廉政調查官協助的專業團隊，有效整合廉政資源，集中防貪肅貪力量，組成「預

防│查處│再預防」之連貫作業線的廉政「專責」機制。在不增加政府總員額之

前提下，進行廉政體制改造與功能重整，來達成「終局的制度性改變」，俾將國

家整體施政清廉度與國際競爭力迅速提昇起來，使我國從全球經濟不景氣浪潮中

脫穎而出！ 

未來在廉政業務推展上，廉政署將以同心圓理論〈詳如附圖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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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形成全民反貪意識，建置體制內防貪：以「反貪」與「防貪」為核心主

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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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透過政風系統運用其得以深入透視機關屬性與作業流程之優勢條件，作

為推動體制內「防貪」工作之執行主力。同時，執行強力的肅貪行動使與

防貪工作緊密結合，互為唇齒，形成有機運作、脈絡一貫之完整團隊，俾

有效整治與根絕貪污犯罪，克竟全功。 

二、 落實陽光法案，健全公務員道德倫理規範系統：落實陽光法案精神，透

過廉政政風機構體系，將廉政之觀念，更廣泛地納入公務員品格形象塑

造、為民服務態度、公權力執行之迴避規定以及落實旋轉門條款等等相關

議題，杜絕貪瀆案件之接觸前緣，重新內建公務員道德價值觀念及倫理規

範系統。 

三、 發揮興利服務功能，全面革新行政效能：在建構「不敢貪」、「不能貪」、

「不願貪」環境後，廉政工作將延伸推展至協助「興利便民服務」之積極

任事思維，建立「驅逐劣幣以保障良幣」之優質公僕生存空間，重拾公務

員失落已久之尊嚴與榮譽感，使公務員樂於為民服務、勇於任事，進而達

到全面革新行政效能之理想目標。 

參、 組織構想 

建構一個精實具有創新及應變能力之「顧客導向」型廉政機關，是

我們的主要目標。首先，針對民眾的需求，確立組織的設計。無疑地，獨

立超然的辦案空間與尊重人權的辦案方式，是民眾心中最期待的組織模

式。況且，專業化乃現代組織的趨勢，只有單一的權責，才能使組織愈具

有凝聚力與創造力。故爰將「法務部廉政署」定位為獨立之專業、專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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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之「三專化」廉政機關。 

除賦予廉政署應有職權及行政資源外，在人員部分，秉持「政府再

造」之精神，將從全國政風機構總員額中移撥部分人力，成立一個統籌廉

政事權之廉政署。除督導全國各級政風機構辦理預防貪瀆及線索發掘之工

作外，另由直屬該署之地區廉政調查單位負責執行肅貪調查業務，並統合

相關機關原有肅貪功能，從貪瀆不法的事前預防、發掘到事後的調查處

理，以及成為肅貪案例後的再預防工作，有效掌握廉政整體狀況及一貫作

業，以構成有機結合之工作團隊。 

此外，為使廉政署更具公信力，以獲得人民信賴，特別規劃設置「廉

政諮詢審查委員會」，遴聘社會公正人士及專家學者等參與廉政政策之諮

詢、貪瀆案件之事後審查及監督民眾投訴案件受理情形，透過此一開放性

機制設計，讓外界能夠監督偵辦作業。另規劃定有任期之「廉政調查官」

制度，採公開甄選約聘方式，廣納社會各界精英，如律師、資訊工程師、

會計師、建築師、土木工程師及公務機關高階之人員等專業人士擔任俸酬

相當於十二職等之廉政調查官，透過全民參與，結合民間力量，讓有識之

士共同參與消滅貪瀆之工作行列，更用以強化廉政署專業能力，以期廉政

業務之推動與執行，能夠與時代潮流及尖端知識融合並進。 

肆、 規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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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練中心及北、中、南、東四個

地區調查處，編制員額為六○○至八○○員。 

二、 業務職掌 

專責掌理左列事項： 

（一） 關於廉政政策之研擬、策劃、協調及推動等綜合性事項。 

（二） 關於廉政相關法規之研擬、推動及執行事項。 

（三） 關於預防貪瀆業務之研擬、推動及執行事項。 

（四） 關於貪瀆不法或與貪瀆有關犯罪案件之調查、處理事項。 

（五） 關於各機關政風機構業務及其組織、人員之管理事項。 

（六） 關於廉政業務之諮詢及審查事項。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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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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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署

本部二○○人，外勤地區調查處四○○人），除由本部政風司與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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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部會地區辦公室約計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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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政風人員中，學歷在大專以上者佔百分之

八十八，高出全國公教人員大專學歷以上者為百分之七十七．五之比率甚

多。此外，八十二年起新進政風人員均循公務人員特等考試及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之政風類科錄取分發任用，其中大學法律系畢業者就占百分之七

十。未來廉政署人員三分之二約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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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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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全民之廉政願景 

近年來台灣社會黑道猖獗，金權氾濫，嚴重衝擊社會治安與民主法治的

發展，並侵蝕經濟發展的成果，損傷政府公權力與公信力，黑金問題已成為

國家政經發展上的一個毒瘤，為使社會澈底擺脫向下沉淪的力量，讓清流共

治向上提升，還給人民一個清明的環境，全面掃除黑金及消滅貪瀆實為當務

之急。 

廉政大業，攸關國家百年根基，影響深遠，無可比擬。非高瞻遠矚之定

見與超凡魄力，無足成事。舉國上下，莫不寄予厚望。身負民意重任之委員

們，恰逢新世紀交替之分界點，您的支持，適正為推動廉政工作，劃下具有

歷史性指標意義之里程碑。以成立廉政署為起點，宣示全民掃除黑金決心，

重振社會道德品質，躍升國際競爭力，為全民福祉建構萬世勳業，此當係國

家之幸，社稷之福。廉政署，但盼您的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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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總說明 

 

為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第一階段完成後所進行各部會地區

辦公室及改隸機關組織之調整作業，並鑒於近年來社會民意屢有成立專責肅貪機

構之建議，為回應民眾「掃除黑金」之殷切期盼，達成「全民政府，清流共治」

之施政目標，有將法務部政風司與中部辦公室整併成立法務部廉政署（以下簡稱

本署）之必要，爰擬具「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共計十七條，其要點如

次： 

一、 明列本署掌理之事項。（草案第二條） 

二、 設五處與北、中、南、東等地區調查處及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

室、資訊室、訓練中心等單位，並就其掌理事項予以訂明。（草案第三條、

第四條、第七條至第十一條） 

三、 本署所置人員之職稱、官等、職等、員額及其進用之法律依據，總員額為

六○○至八○○人。（草案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二條） 

四、本署人員於執行廉政調查職務時，具刑事訴訟法所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之身分。（草案第十三條） 

五、本署設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作為監督機制，遴聘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士及

有關機關代表兼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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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十四條） 

六、本署為應業務需要，得置定有聘期或任期之廉政調查官。（草案第十六

條） 

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條例依法務部組織法第九

條之一規定制定之。 

本條例制定之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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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鑒於近年來社會民意屢有成立專

責肅貪機構之建議，為回應民眾

「掃除黑金」殷切期昐，達成「全

民政府，清流共治」之施政目標，

爰將法務部政風司與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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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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併成立法務部廉政署，明定本

署掌理事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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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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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署依掌理業務性質，分設五處

及各地區調查處。 

二、 本署業務屬性特殊，有別於一般

行政機關，為利廉政業務事權統

合及工作推展、協調之實際需

要，署內一級業務單位（含各地

區調查單位）之層級，爰以「處」

級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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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之掌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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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署置署長一人、副署長一人或二

人及其所列官等、職等及職掌。

二、為符事權統合（含指揮監督各級政

風機構）及工作推展、協調之實

際需要，署長之官等、職等，爰

列為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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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署所置人員之職稱、官等、職等

及員額。 

二、為應本署成立時書記職務人力來源

之實務需要，爰於本條第三項明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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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占用本署書記職缺繼續

僱用至離職時為止。 

三、本署員額係從現有中央行政機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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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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機構中調整移撥，在不增加員

額之情形下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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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職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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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職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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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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職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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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職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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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中心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

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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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明本署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

所適用之職系之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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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人員於執行廉政調查職務時，具有

刑事訴訟法所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

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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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昭示本署廉政業務推動及案件處

理之超然性及公信力，爰仿效「香

港廉政公署」之監督機制，明定

本署設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除

本署署長為當然委員外，另外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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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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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及有

關機關代表擔任委員，共同監督

本署廉政業務之推動。 

二、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除提供廉政政

策之諮詢、評議事項外，並針對

民眾投訴、社會輿論質疑處理過

程失當及調查結果未移送偵辦等

案件，進行事後之審查監督，以

促進本署獨立超然行使職權，並

樹立依法行政之廉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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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應廉政業務之需要，本署得設各種委

員會，並規定其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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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提昇廉政之品質與層級，廣納公

務體系及民間各類特殊專業人才

共同參與，以強化廉政業務推動

之績效，酌置定有聘期或任期之

廉政調查官若干人，並規定其職

掌與遴用辦法之訂定程序。 

二、 本條所設廉政調查官，係就其專

業特長與來源，現職公務人員係

以借調方式辦理，民間人士則以

遴聘方式辦理，實質參與本署相

關業務之規劃、推動、執行及案

件調查等工作，並定有聘期與任

期，其定位與廉政諮詢審查委員

之政策諮詢及監督層面有所區

隔。 

第十七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

以命令定之。 

本條例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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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立法院委員提案第三八九三號 

案由：本院委員沈智慧、郭添財等四十一人，為因應當前社會大眾期盼，並鑒於

我國並未設有中央部會級之廉政署專責機關，特制立行政院廉政署組織

法，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政府機關公務人員貪瀆不法，實為國家行政上之重大弊端，從公共工程偷

工減料、到利益輸送、圖利財團，範圍極廣，影響所及，造成民眾對政府

的信任盡失，而肅清貪瀆、建立廉能政治更已成為當前社會大眾對政府最

殷切的期盼。鑒於我國並未設有中央部會級之廉政專責機關，目前相關廉

政業務雖由法務部負責推動，並由該部政風司督導各機關政風單位及法務

部調查局執行，但因前開機構僅係法務部內部的業務幕僚單位，組織位階

偏低，無法發揮組織肅貪統合力量，因此為順應需要，回應社會大眾期盼，

實有必要參酌國外廉政制度成功經驗，設立「行政院廉政署」，直接隸屬

行政院，以獨立超然、事權集中之組織模式，作為廉政業務之專責機關，

從貪瀆不法的事前預防、發掘到事後的調查處理，緊密連結運作。爰擬具

「行政院廉政署組織法」草案，共計二十條，其要點如次： 

一、明定本署掌理之事項。（草案第二條） 

二、明定本署設五個業務處與四個地區調查處及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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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資訊室、訓練中心等輔助單位，並規定其掌理事項。（草案第三條、第

四條第七條至第十二條） 

三、明定本署所設置人員之職稱、官等、職等、員額及其進用之法律依據。（草

案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三條） 

四、明定本署人於執行廉政調查職務時，具刑事訴訟法所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之身分。（草案第十四條） 

五、明定本署設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作為監督機制，遴聘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

士及有關機關代表兼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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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十五條） 

六、明定本署為因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條例之規定，聘用專業人員。（草

案第十七條） 

七、明定本署負責廉政業務人員有不適任情形之淘汰制度法律依據。（草案第十

八條） 

 

行政院廉政署組織法草案總說明 

政府機關公務人員貪瀆不法，實為國家行政上之重大弊端，從公共工程偷

工減料、到利益輸送、圖利財團，範圍極廣，影響所及，造成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盡失，而肅清貪瀆、建立廉能政治更已成為當前社會大眾對政府最殷切的期盼。

鑒於我國並未設有中央部會級之廉政專責機關，目前相關廉政業務雖由法務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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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推動，並由該部政風司督導各機關政風單位及法務部調查局執行，但因前開機

構僅係法務部內部的業務幕僚單位，組織位階偏低，無法發揮肅貪統合力量，因

此為順應需要，回應社會大眾的期盼，實有必要參酌國外廉政制度成功經驗，設

立「行政院廉政署」，直接隸屬行政院，以獨立超然、事權集中之組織模式，作

為廉政業務之專責機關，從貪瀆不法的事前預防、發掘到事後的調查處理，緊密

連結運作。爰擬具「行政院廉政署組織法」草案，共計二十條，其要點如次： 

一、明定本署掌理之事項。（草案第二條） 

二、明定本署設五個業務處與四個地區調查處及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政風

室、資訊室、訓練中心等輔助單位，並規定其掌理事項。（草案第三條、第

四條、第七條至第十二條） 

三、明定本署所設置人員之職稱、官等、職等、員額及其進用之法律依據。（草

案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三條） 

四、明定本署人於執行廉政調查職務時，具刑事訴訟法所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之身分。（草案第十四條） 

五、明定本署設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作為監督機制，遴聘學者專家、社會公正人

士及有關機關代表兼任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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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十五條） 

六、明定本署為因應業務需要，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之規定，聘用專業人員。

（草案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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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明定本署負責廉政業務人員有不適任情形之淘汰制度法律依據。（草案第十

八條） 

 

行政院廉政署組織法草案 

條 例 說 明

第一條  行政院廉政署（以上簡稱本
署），掌理全國廉政事務。 

明定本署掌理全國廉政事務。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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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貪防瀆業務之研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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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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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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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廉政業務事權統合及工作推展、協

調之實際需要，內部一級業務單位之層

級，爰以「處」級設計，並明定本署分

設五個業務處及四個地區調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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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之掌理事項。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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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本署署長之職位及職掌。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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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符事權統合（含指揮監督各級政風機

構）及工作推展、協調之實際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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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襄理事務。 定副署長員額及其所列官職等與職掌。

第七條  置主任秘書一人，處長九人，
參事四人、職均列簡任第十二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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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均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

職等；調查員二百六十六至三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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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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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署所置人員之職稱、官等、職等

及員額（七ＯＯ至九ＯＯ）。 
二、為應本署成立時書記職務人力來源

之實務需要，爰於本條第二項明定法務

部及各機關政風機構原依雇員管理規

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得調占本署書記職

缺繼續僱用至其離職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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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離職時為止。 
第八條 本署設置人事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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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職

掌。 

第九條 本署設置會計室，置會計主任

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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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職

掌。 

第十條 本署設置政風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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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去所定員額內派

充之。 

政風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職

掌。 

第十一條 本署設置資訊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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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職

掌。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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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中心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及

職掌。 

第十三條 第五條到第十一條所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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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明本署列有官等、職等人員，其職務

所適用之職系之法律依據。 

第十四條 本署署長、副署長、主辦業

務單位主管，於執行廉調查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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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人員於執行廉政調查職務時，具有

刑訴事訴訟法所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

察之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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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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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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遴聘、任務及作業

程序之辦法，另定之。 

仿效「香港廉政公署」之監督機制，明

定本署設廉政諮詢審查委員會，除提供

廉政政策之諮詢、評議事項外，並針對

民眾投訴、社會輿論質疑處理過程失當

及調查結果未移送偵辦等案件，進行事

後之審查監督，以促進本署獨立超然行

使職權，並樹立依法行政之廉明形象。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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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法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為應廉政業務之需要，本署得設各種委

員會，並規定其訂定程序。 

第十七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時，得依

聘用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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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匀用

之。 

為提昇廉政之品質與層級，強化廉政業

務推動之績效，爰明定遴聘公務體系及

民間各項特殊專業人才參與辦法。 

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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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人員品德紀律要求，必須較一般公

務人員更為嚴格，爰明定不適任人員之

淘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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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本署辦事細則，由本署擬

定，報請行政院核定發布之。 
本署辦事細則之訂定機關及核定發布

程序。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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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立法院委員提案第三九五六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慶華等三十六人，為肅清貪瀆，建立廉能政治，擬具「行政院

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行政院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總說明 

一、 國家公務人員貪瀆不法，為國家行政上之重大弊端。此種貪瀆之風，由來已

久，晚近則愈演愈烈，從行政官員到司法官員均有，貪瀆範圍極廣。從公共

工程偷工減料，到利益輸送、圖利財團，無所不包，形成所謂「紅包文化」，

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盡失，殊可歎息。 

二、 據世界廉政組織調查，亞洲各國家（地區）中，中華民國公務人員貪瀆情形

嚴重，廉能程度排名甚低。遠不如新加坡及香港。按新加坡及香港均設有廉

政機關，該機關對於肅貪工作著有績效，贏得世人讚譽，值得我國效法。 

三、 截至目前，我國並未設有中央部會級之廉政專責機關。目前我國廉政業務係

由法務部政風司督導，並法務部調查局執行。上述機構組織位階偏低，無法

發揮統合力量。為肅清貪瀆，建立廉能政治，亟有必要設立「行政院廉政署」，

作為廉政業務專責機構。 

四、 為配合本條例之提出，「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亦應配合修正，將另行提出

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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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草案重要內容： 

（一）明定行政院廉政署掌理全國廉政事務。（第一條） 

（二）明定本署於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第二條） 

（三）明定本署各處之職掌。（第五至第十條） 

（四）明定本署置署長一人。（第十一條） 

（五）明定本署之員額。（第十二條） 

（六）明定本署薦任職以上人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司法警察官。並

明定本署委任職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司法警察。（第十七條） 

行政院廉政署組織條例著案 

條 例 說 明

第一條 行政院廉政署（以下簡稱本

署）掌理全國廉政事務。 
明定本署掌理全國廉政事務。 

第二條 本署對於直轄市、縣（市）廉

政機關執行本署主管事務有指示、

監督之責。 

明訂本署於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職

責。 

第三條 本署就主管事務，對於直轄

市、縣（市）政府之命令或處分，

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

提報行政院停止或撤銷之。 

明訂本署得停止或撤銷直轄市、縣（市）

政府之命令或處分。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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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本署各處、室。 

第五條 第一處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

財政部及其所屬機關、事業、學校

明訂第一處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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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瀆案件之預防事項。 
二、關於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

財政部及其所屬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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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及其所屬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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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及其所屬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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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及其所屬機關、事業、學校

貪瀆案件之其他相關事項。  
第六條 第二處掌理左列事項： 
一、關於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交通部及其所屬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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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及其所屬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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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及其所屬機關、事業、學校

貪瀆案件之調查事項。 
四、關於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交通部及其所屬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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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及其所屬機關、事業、學校

貪瀆案件之其他相關事項。 

明訂第二處職掌。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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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會貪瀆案件之處理事項。 

明訂第三處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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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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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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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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第四處職掌。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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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屬其他各處之廉政事項。

明訂第五處職掌。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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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訂秘書處職掌。 

第十一條 本署署長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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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本署署長及副署長之職位及職掌。

第十二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參事

二人或三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

等至第十二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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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本署之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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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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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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人事室之職掌。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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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事

項。 
   會計室所需工作人員，應就本條

例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明定會計室之職掌。 

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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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統計室之職掌。 

第十六條 本署為應業務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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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明定本署得設各種委員會以應業務需

要。 

第十七條 本署署長、副署長及主管業

務位薦任職以上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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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條之法警察。 

明定本署薦任以上人員於執行犯罪調

查職務時，視同司法警察官。 
明定本署委任職員於執行犯罪調查職

務時，視同司法警察。 

第十八條 本署執行職務時，由各地警 明定各地警察機關應協助本署執行職

 242



察機關指派員、警協助之。 務。 
第十九條 本署辦事細則，由署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明定本署辦事細則之擬定與核定。 

第二十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明定本法自公佈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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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立法院委員提案第三五Ｏ四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玉欽、丁守中、鄭永金、劉光華、洪昭男等三十五人，基於廉

能政治為國家永續發展的基石，打擊貪瀆不法乃建立廉能政府之首要條件。貪污

之危害，上至國家利益，下至個人的價值認同。其腐蝕公務人員的良知，破壞法

治秩序，造成社會風氣敗壞，政府行政效率低落，並使國家資源配置錯亂，影響

整體經濟運行，進而導致國家整體競爭力下降。因此，為提昇政府的行政效能及

國家競爭力，有效地加強對公務人員貪瀆不法的調整與追訴，爰建議成立專責肅

貪機構之廉政署，並置於監察院下，以統合現行政風廉政機構建立一條鞭式之「專

責、能獨立運作、不濫權」的肅貪機構。謹擬具「監察院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

及其配套之「監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監察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

「法務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提昇防瀆肅貪之成就，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 我國過去肅貪的績效並不顯著，長期為國人所詬病。成立一事權統一的獨

立機構之廉政署來整飭公務員紀律，有其必要。而有鑑於肅貪並非單純行政

體系的內部自省，而為兼含行政風紀整飭，與違法失職的舉發的雙重性質，

此與監察院之具有整飭官箴性質較為相符，故設於監察院之下實屬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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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於法務部或行政院之下設立廉政署，雖有成立專責單位或單位層及提高的

優點，但若無法避免於行政體系下的疊床架屋，或是獨立性之不足，而只是

「複數多線」式策略的展現，則其於行政體系內部引發的負面效應，將更加

影響其肅貪成效之達成。 

三、 監察院職司百官風憲，負有整飭官箴之責。廉政署設於監察院之下，除可

提高肅貪單位的層級，提振肅貪人員的士氣，亦可突顯廉政署的全新角色，

藉此獲得國民的信賴外。設於監察院之下，其獨立行使職權的角色相較於設

置在行政體系之下，其獨立性當可更加突顯，且配合監察權對違法失職的調

查權，當更可達到肅貪的要求。 

四、 本案之提出，非僅就廉政署的組織設立一法源依據而已，為求事權統一及相

關機構之整合，尚包含對於相關職司肅貪單位（如政風單位），提出配套性

的法制建設，以求能畢其功於一役。 

監察院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總說明 

「廉能政治」為國家永續發展的基石，而合法有效打擊貪瀆不法，乃建立

廉能政府之首要條件。為符合民眾對建立廉能政府、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及國家

競爭力方期待，有效地加強對公務人員貪瀆不法的調查與追訴，建立專責肅貪機

構之廉政署，實屬必要。監察院職司百官風憲，負有整飭官箴之責，為期統合現

行政風廉政機構，以提昇防瀆肅貪之成效。爰擬具「監察院廉政署組織條例」草

案，其要點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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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列本署掌理之事項。（草案第二條） 

二、設五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及資訊室等單位，並訂其掌理事項。（草

案第三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及第九條） 

三、本署所置人員之職稱、官等、職等、員額及進用之法律依據。（草案第四條、

第五條及第十條） 

四、本署於執行廉政調查職務時，具刑事訴訟法所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之身

分。（草案第十一條） 

五、本署於必要時，得報請監察院核准，設各種委員會。（草案第十二條） 

監察院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條文對照表 

條 例 說 明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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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近年來社會民意屢有成立專責肅

貪機構之建議，為回應民眾「掃除黑金」

之期盼、提昇肅貪機關之層級，爰成立

廉政署。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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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本署掌理事項。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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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廉政署分設五處，不另設地方調查

處。 

第四條 本署署長一人，特任，由監察 本署置署長一人、副署長一人或二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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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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簡任第十二至十三

職等，襄助署長處理署務。 

其官等、職等及職掌。 

第五條 本署置主任秘書一人，七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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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至二十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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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署所置人員之職稱、官等、

職等及員額。 
二、 員額得自現行政風機構調整

後加以移撥，或依實際之需要，依

法提報考試院對外招考。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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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其餘所需

工作人員，就本條例所定員額派充

之。 

明定秘書定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

及職掌。 

第七條 本署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依辦理人事

管理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

本條列所定員額派充之。 

明定人事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

及職掌。 

第八條 本署設會計室，置主任一人，

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依辦理歲

明定會計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

及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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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

作人員，就本條列所定員額派充之。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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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條列

所定員額派充之。 

明定資訊室所置人員職稱、官等、職等

及職掌。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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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定職務適用職系之法源依據。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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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明定本署相關廉政調查人員，於執行廉

政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所

定之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第十二條 本署於必要時，得報請監察

院核准，設各種委員會，所需工作

人員由本條例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為因應廉政業務之需要，授權監察院得

於本署下設各種委員會。惟所需員額均

應自本條例所定員額內調用之。 
第十三條 本署辦事細則及相關組織

規程，由本署擬定，報請監察院核

定後發布。 

明定辦事細則及相關組織規程之發布

程序。 

第十四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由監察院

以命令定之。 
明定本條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