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論 

 

在國際經濟競爭壓力下，各國政府為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普遍將打擊貪污

列為是提升經濟績效重要工具的一環。台灣傳播媒體經常報導，貪污問題是長期

以來人民對政府不滿的肇因 1。政府一方面一直有相關的防制貪污，另一方面在

民國八十九年行政院及立法委員為呼應民意，也分別各提出廉政署組織條例草案

送請審議。究竟設立於廉政署是否能產生更明顯的防制貪污效果，此乃本研究之

主旨，本執行說明研究動機，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貪污問題一直是現代國家維持其統治正當性的隱憂，任何國家的人民，對

於其政府官員的貪污行為，無不視為罪大惡極之弊端，即使是在共產國家，同

樣的受到貪污問題的困擾，中共最近亦採取嚴勵風行的打擊貪污行動，如 2000

年十二月中共民間新生網頁 http://xinslong.net登載，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

任貝斯坦表示，由於擔心貪污問題將腐蝕民眾對共產黨的支持，中共領袖急於 

 

1. 澄社萬言書之四：積極而周詳地掃除黑金， 

hppt：//home.pchome.com.tw/education/geoa/geoa2/ma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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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陸人民顯示他們是在認真掃除貪污，因此毫不遲疑處決中共高級幹部，不論

其打擊效果有多大，層面有多廣，或是僅選擇性的打擊特定對象，以為宣導之樣

板，或是藉以排除異已亦或真正的想提高競爭力，但至少也說明一個國家的貪腐

足以失去人民的支持。 

      在民主國家，政府官員的貪污，嚴重的影響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國家競爭

力的興衰，幾乎與其國家的經濟力成正相關，直接影響該國人民的財富與福

祉，因此，現代化的國家，無不竭盡所能的提高國家的競爭力，所謂的「廉政」

是國家競爭力的指標之一。現代政府無不卯足全力，掃盪貪瀆不法，袪除非經

濟因素的投資障礙，吸引外資，提高國民就業機會，積累經濟資本，以富強國

家。 

    我國亦然，在一九九○年代以後一反過去，除只重視投資法規的鬆綁，積

極開發工業區協助取得土地使用或以減免稅捐來將勵投資，也重視投資環境的

另一重要因素─廉能政府。尤其是我國人民對政府的廉潔與效率普遍感到不

滿，政府加速重建人民對政府掃除黑金的信心呼聲愈高。據二○○二年八月二

十八日，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佈二○○二年全球貪腐

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評比的一百零二個國家中，台灣以五．

六分排名第二十九名，比二ＯＯ一年下滑二名，平均分數也低於二ＯＯ一年的

五．九分，自認為亞洲高度開發國家的台灣顯然是無法讓人民滿意。 

法務部在民國九十年三月及九月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選研中心所做二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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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政府廉政的觀感分別為四十五．八分及四十五．三分，

都未達六十分及格分數，顯見國人認為政府廉政成績有待加強；另法務部調查

局最近五年（民國八十六年至九十年）共偵辦廉政案件 2,234 件，嫌犯人數

10,621，其中九十年 581案 12,948人為五年來案件數與嫌犯人數均最多（如表

1-1）。我國廉政問題似乎未能改善。 

 

表 1-1：歷年廉政案件數、嫌犯數與涉案標的統計表 

案件數 嫌犯數 涉案標的      案、嫌 犯 

數 等 

年 

別 

案數 ％ 人數 ％ 金額（千元） ％ 

八十七年 446 19.96 2,017 18.99 5,744,474 9.11 

八十八年 377 16.88 1,543 14.57 4,150,016 6.58 

八十九年 369 16.52 1,687 15.88 14,411,928 22.87 

九十年 581 26.01 2,948 27.76 24,793,904 39.84 

九十一年 787 30.74 3,889 32.18 57,566,957 39.84 

合計 2,560 100.00 12,084 100.00 57,566,957 100.00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九十一年廉政工作年報，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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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問題長期以來受到國人的關注，以加強廉政機構組織為解決廉政問題

的方案，自七十六年起即以不同型態的提出，而設定系統議程或政府議程（如

表 1-2）。及至八十四年法務部政風司即有意將法務部政風司提升為法務部政風

局，將部份政風人員賦予司法警察權限，執行肅貪廉政工作，是發展增設一個

廉政機構方式為解決廉政問題方案的雛形，此後討論解決廉政問題，總是少不

了設置廉政署的構想，如何增設一個廉政組織遂成為當今解決廉政問題的主

軸。 

在世界上的先進國家，多設有廉政機構，負責該國掃除貪污的工作，我國

究竟有無專責的廉政機構？我國有多少個組織負有偵辦貪瀆不法之權責？何

謂肅貪專責機構？是以僅負有肅貪任務不負其他工作任務者稱之？或全國僅

有一個機構組織負有此一項任務者稱之？依我國現行法令規定，負有肅貪任務

的機構組織為多達四個機關組織，目前行政院又提案成立廉政署組織，究是會

成為肅貪工作多頭馬車抑或會形成肅貪的名實相符的專責組織？將影響國家

的肅貪成效，進而影響國家的權力，然而，國家的廉政組織及其運作功能有慎

重檢討的必要。尤其在我國致力於提高國家競爭力，以發展經濟極須建立廉明

政治，但從表 1-2廉政機構組織議程設定來看，「廉政署組織條例」雖經長外久

的討論，仍未排入議程，究竟廉政機構組織會給我國政治、法律、人權、經濟

帶來何等的影響？廉政機構應如何架構及組織始能符合組織理論以最經濟的

成本，發揮最高的效用，並能符合人民的利益及消彌政治上的紛爭，是為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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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動機。 

 

表 1-2：歷年廉政機構組織政策議程表 

議程類別 時間(民國) 事     由 備註 

系統議程 2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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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廉政制度首次形

成系統議程 

系統議程 8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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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議程 82.10.7 

立法委員趙少康與廿三位立委共同連

署提案在行政院下成立「廉政總署」

行政院院長連戰表示

應先解決檢調與政風

分際再行研究 

政府議程 3 84.2 

法務部部長馬英九建議行政院設立中

央廉政委員會，並將政風司提昇為「政

風局」 

84.12行政院成立「中

央廉政會報」 

系統議程 85.3 

第一次民選總統大選期間，建立廉能

政府設立廉政公署或提昇肅貪專責機

關位階為候選人共同政見 

 

2. 政治社群成員共回注意，並且認為屬於政府機關合法管轄權範圍內的所有問題；這種議題通

常是一般性的，大家共同討論的議題，範圍相當廣泛，任何一個具有言論自由的民主社會都

有在該系統議程。 

3. 政府議程是相當具體的，不盡然僅是討論而已，它還須採取積極的處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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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議程 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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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12.31經法制、司

法兩委員會聯席會進

行草案討論 

政府議程 88.6.5 

立法委員李慶華與三十四位立委共同

連署提案「行政院廉政署組織條例草

案」 

 

系統議程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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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議程 89.5.26 

法務部部長陳定南上任後宣示推動成

立「法務部廉政署」 

法務部陳定南部長上

任之際推動廉政機構

組織重組為調查局業

務功能重組，非本案

廉政機構組織設置 

政府議程 89.6.30 

法務部研擬「法務部組織法」部分條

文修政草案及「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

例」兩草案陳行政院審議 

 

政府議程 90.5.28 

立法院制、司法兩委員會第一次聯席

會議進行廉政署組織草案審查 

付委審查之廉政署組

織條例草案共七案 

系統議程 90.8.24 

經發會共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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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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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議程 90.9.10 

立法委員許添財國會辦公室在立法院

召開「改革，從官方做起─讓廉政署

成為官方最大的改革機構」公聽會 

 

系統議程 90.10.6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於台大思

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辦「推動設置廉

政署專責機關」研討會。 

 

政府議程 90.10.8 

立法院第四屆第六會期法制、司法委

員會第一次聯席會議，由戴召集委員

振耀擔任主席，併案繼續審查廉政相

關組織法案 

 

政府議程 90.10.23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法務部廉

政署組織條例草案，請法制委員會暫

緩審查」 

 

系統議程 90.12.9 

「中國行政學會」於政治大學公企中

心與該中心、張金鑑教授紀念基金會

合辦「如何建立廉能政府」專題研討

會。 

 

政府議程 91.2.5 

行政院游院長於九十一年二月五日巡

視法務部後裁示：關於成立「法務部

廉署」問題，本院將協調立法法院儘

速完成「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條例」草

案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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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議程 91.2.19 
行政院重行提案，請立法院審議。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法務部政風司網頁修改編製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解決貪腐的廉政問題，無論是在行政革新或經濟改革都是焦點問題，尤其

是在當國內發生重大弊案後，總是將國內的貪污腐化提出來檢討，是否應仿效香

港、新加 坡設置專責廉政機構組織的問題一再被提出，但始終是隨著時間的消

逝而逐漸淡忘，一切又歸於平靜。解決貪污的問題始終未能提出人民滿意的解決

辦法，政府有必要迅速提出解決方案澈底根絕貪污行為。 

雖然廉政機構組織政策議程形成已久，始終沒有真正建構制度性的解決方

案，它一直在政府議程或系統議程中重複扮演著新的項目與舊的項目，政府議程

已相當具體，不盡然只是討論而已，有必要採取積極的處理行動。所以本論文期

能研究出對廉政組織設計之建議，設立現代化之廉政機構組織。 

政府組織再造如火如荼的進行，政府組織功能的提升，政府機關組織的精

簡，政府組織的扁平化，公務人員的精簡等議題不斷的檢討，以期使政府組織再

造能朝向「小而美」、「小而能」的架構改進；廉政機構組織設計能否與政府改造

的大方向配合，而引導出一個可行的方案，是談廉政署設置的重點，除了我國廉

政議題已有迅速研擬出解決方案的急迫性外，再增設一個廉政署是否即可提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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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廉政清明度？這是目前法務部提出增設廉政署法案的爭議點，增設廉政署應

如何評估其有預期的廉政成效，廉政署與我國現有廉政機構組織之間應如何重新

規劃設計始能符合組織成本效益比與政府組織再造之原則，並達成預期的廉政目

標，是當今廉政議題的重要指標，因此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問題為： 

1. 探討我國的廉政問題之癥結與原因及採取對策是否能有效的解決問題。 

2. 分析其他國家廉政組織建設之機制，探討貪腐問題與廉政機構組織之相關程

度，分析並評估廉政署設置之正當性及解決廉政問題之能力。 

3. 現有廉政機構組織未能符合國人的期待，是組織建制不盡理想仰或法規機制

的缺陷？功能不彰的原因，提出因應對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採用三種研究方法，分別為文獻探討，比較分析及政策論證。 

 

壹、文獻探討 

     

本文主要是以國內現有之專書，期刊、論文、報章、政府出版品、政府機關

或團體政策研究（智庫）資料以及全球網站上之資料源等相關文獻資料作為參

考，以檢視我國現在廉政機構組織之全貌並探討其對貪污行為之防制與追訴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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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其次，再探討世界清廉政度高的主要國家之廉政機構組織狀況，分析其組織

架構與相關法制設計對廉政問題之關聯程度。 

 

貳、比較分析 

     

將分析所得之世界清廉度指數高主要國家的廉政機構組織及其法制設計，與

我國各廉政機構比較，經由此較所得之差異，以比較探討觀點，冀能具體的掌握

住我國清廉度指數偏低的原因，究竟與我國現行多元肅貪機構的組織架構是正面

影響或負面影響，以期對我國未來「廉政署」設置及各項廉政法制建設之各相關

問題，釐出一些可供廉政機構組織設計方案評估之理論，以供廉政機構組織重組

或整合規劃的建議。 

 

參、政策論證 

 

我國廉政機構組織設計，分別由行政院及立法委員提請審議而進入政府議

程，惟多未經過評估可行性或舉行公聽會並規劃適當備選方案經決策者選舉最佳

方案，法務部雖有邀學者專家探討廉政署設置之問題，惟僅在探討國內的廉政狀

況及廉政需求，是否應有專責廉政機構之設計上討論，而未涉及應如何設計廉政

署。本論文將以預評估(政策論證)對各種政府議程之方案提出評估，以組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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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及回顧現有廉政機構功能，評估廉政組織設計方案的可行性。主要採用邏輯

推論與分析方法研究，以建立組織設計的概念與政府組織再造間的關聯性，檢討

廉政機構組織方案。並試圖從政策與法律的界面探討廉政組織的結構備選方案，

供我國廉政機構組織設計之參考。 

 

第四節   研究的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文所稱「廉政機構組織」係泛指我國各級政府機關或單位，依其組織法定

職掌，有檢肅貪污、預防貪污或查核貪污跡象，另依法定程移(報)請有權偵查機

關究辦之組織體，不包括貪污治罪條例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所訂機關首長等發掘

貪瀆有據者應報請偵辦及依刑事訴訟所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公務人員執行公

務，發現犯罪嫌疑時應為告發等非組織法規所訂之肅貪、防貪職掌者。 

    廉政機構組織僅是靜態的機關或單位組織架構，包括組織目標、組織職掌、

組織編制員額。但一個設計完善的組織，仍不能指望有完善的預期功能，從一個

廉政機構的組織設計，尚不足以說明廉政目標的成功保証，仍須要有良好的行使

職權之法律依據以及有週延設計行為規範配合，使能朝向預期的組織目標及政策

目標努力，也就是說我國的廉政機關組織設計，須要評估廉政機構組織法規，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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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構行使職權法規及肅貪、防貪之實體法規。 

    本論文之研究範圍，主要是從我國各負有肅貪、防貪職務之機關或單位，探

討其組織功能，再以世界各主要國家之廉政機構之組織與清廉度之關係，重新檢

討我國廉政機構組織設計方案，並評估各組織設計方案的可行性，與相關法規的

配合修正。以我國目前廉政政策議程設定，本論文將以政府議程所設計之各版本

廉政機構組織為評估對象，併參考國外成功因素兼論我國相關廉政法規的配合修

正。 

 

貳、研究限制 

 

    本論文對於我國廉政機構組織重組方案之評估，主要是偏重將我國現有之各

與檢肅貪污，防制貪污工作有關之機關，從組織架構組織功能及相關肅貪、防貪

法規探討，從制度面，理論面分析，再企圖從所得資料中尋找重組的方案的可行

性。因此，有關懲治貪瀆法令，預防貪污法令之立法理由及修改方向，貪污成因

及其理論或貪污氾罪構成要素，貪污行為態樣，特性或貪污所帶來的影響等問

題，均不在本論文論述中。 

   「掃除黑金」是當今人民所引領企盼的政府施政績效，政府亦信誓旦旦的宣

稱要持續的、徹底的掃除黑金，由於掃除黑金是在政治活動中或競選期間所喊出

來的口頭，難以界定那些犯罪行為可歸類為黑金。惟在近年法務部則將其掃除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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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方向定位在肅貪、掃黑、查賄選上。本論文僅在肅貪機構組織上論述，而不

及於掃黑與查賄選。 

    目前國內肅貪的主要執行機關為法務部調查局，在機關內部防制貪污工作者

為各機關內之政風單位。由於法務部調查局仍相當封閉自守，能取得相關資料不

多，政風單位在各機關執行工作，單位分散運作方式、成效難有一致性、整體性

之參考價值。以致從政風機構取得之研究資料，無法說明其代表全國各機關之防

貪措施均如是運用在防貪設計上無法做為可絕對參考之資料其他的限制尚有： 

（二） 文獻資料取得之限制：參考外國廉政機構組織，做為我國廉政機構組

織、重組之籍借，但外國廉政機構運作良好，成功原因未必僅有一個廉政機構組

織架構即可，多尚有其他相關法規的配合，國內人文特質因素….等等，在我國

國內文獻上可蒐集資料無法負其全貌。 

（三） 我國肅貪機構功能整合運作情形不易得知：行政院基於整合肅貪機構之

功能，是升廉政績效指標，成立多種聯合肅貪的任務編組機制，惟各執行肅貪單

位是基於本位主義而形式配合，爭取本機關之績效，抑或全力配合執行肅貪工

作，爭取全國性的肅貪成果？在實務上檢察官質疑司法警察單位未全力配合，司

法警察單位以人力不足或上級指示等理由回應之情事，時有耳聞，然而，不配合

之司法警察單位不願暴露其不配合之情節，又肅貪案件均為刑事偵查之應保密案

件，不便對外公開，因此在取得各廉政機構聯合肅貪之可行性評估資料可能受到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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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廉政政策資訊不足：我國內官、學、政界以制度性公開討論廉政機構組

織建設的問題，是在民國八十九年以後，也是在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設置廉政署

法案，正式的將廉政議題納入政府議程才開始；由於廉政機構組織議題可能觸動

現有廉政機構的功能重疊或權責重劃，引起相關廉政機構的攻擊防禦，該機構多

不願意將對設置廉政署之主張先行公開，以免被反駁。其他真有觸及議題深入討

論者，除法務部及國民黨智庫外因設置廉政署之法案履遭封殺，無法排入會期。

因此並未見有政策上的辯論，廉政機構是否要整合或重組？如何設計？政策論証

資訊不足。 

 

參、關鍵詞界定 

 

1. 廉政問題：泛指達到廉明政治有關之問題，包括貪污瀆職問題與黑金介入政

府組織或政治運入的問題。 

2. 廉政機組織：為解決廉政問題而建置之政府組織體。 

3. 貪瀆：刑法上規範公務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或方法獲取不法利益與違背職

務之行為。 

4. 貪污：前項貪瀆行為除去違背職務行為之刑法上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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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問題與貪瀆、貪污問題為愛非難之行為的範圍界說，其關係如下圖示： 

 

 

貪污問題

貪瀆問題

廉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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