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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發展重要里程碑
本部多年來推動設立廉政署，已獲  馬總統於99年7月20日親自舉行記者會，宣布將在法務部下成立「廉政署」，推

動肅貪跟防貪的工作。成立廉政署將加大、增強我們肅貪與防貪的能量，讓肅貪、防貪的工作更能發揮效果。聯合國在

2003年通過「反腐敗公約」，其中第6條與第36條特別要求締約國成立一個或數個肅貪與防貪的機構，設立廉政署亦符

合國際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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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指示及會議討論重要事項紀要

會議名稱 長官指示/會議討論重要事項

99年7月20日
法務部廉政署第1次規

劃會議

一、法務部提出設立法務部「廉政署」可行性評估報告。

二、馬總統召開記者會宣布在法務部下設立「廉政署」。

99年7月22日
行政院第3205次院會

吳院長揭示法務部成立廉政署的必要性談話：

為展現政府肅貪的決心，政府將透過行政院組織法的調整，在法務部成立「廉政

署」，對外界質疑「廉政署」應設立在總統府或監察院，因事涉憲政分工的理念，

並不符當前的需求。再者，於法務部下設「廉政署」，係與警調平行，並無「疊床

架屋」的疑慮，事實上，法務部調查局組織法規定的業務，包括內亂、外患、組織

犯罪、洗錢、貪瀆等19項，這些也是警政署、檢察機關、海巡署等機關的主要業

務，藉由各機關的通力合作，火網交叉，打擊犯罪的火力才能強大，沒有死角，因

此，「廉政署」的成立，在納入檢察官、政風人員後，肅貪的威力將更強化，發揮

更大的作用，進而達到廉政的目標。

99年8月5日
法務部第1205次部務

會報

曾部長通案指示事項：

有關外界對本部推動「法務部廉政署」成立有不同意見或有所誤解所發布新聞稿，

請務必留意時效性及時間點，以提升媒體曝光機率。此外，考量到以往用制式新聞

稿發布方式較不受媒體青睞，未來可改採以讀者投書或邀請專家學者以專欄寫作等

多元的方式撰寫，取代新聞稿發布，提供媒體所需資訊。

99年8月12日
法務部廉政署第2次規

劃會議

馬總統裁示事項（節錄）：

一、	法務部之「正已專案」應持續辦理，以提昇民眾信心及檢察系統之形象。

二、	廉政署之組織設計要有創新思維與作法，以利發揮組織功能，可借重組織設計

專家之意見，以集思廣益，讓廉政署之組織規劃更趨完善。

三、	廉政署人員除提升肅貪能力外，並應加強防貪專業知識，以推動「公務員不願

貪、不必貪、不能貪、不敢貪」為目標。防貪工作為廉政署之重點，必要時可

借重相關管理專家。

四、	在廉政署組織法制作業未完成前，法務部應即刻進行相關準備工作，包含對外

宣導及人員訓練，俾使廉政署成立後，即可發揮功能。在對外宣導方面，廉政

署之組織功能，除肅貪、防貪工作外，尚有推動廉政政策之功能，法務部進行

規劃時可引進文宣公關專家，利用各種方式進行宣導工作，讓民眾充分瞭解廉

政署的工作；在人員訓練方面，廉政署組織人力除徵調進用相關機關人力外，

對此新機關組織功能應具備之工作能力，可透過訓練來加以養成。

五、	肅貪首重首長之決心，方能上行下效，蔚為風氣，政府將展現最大的決心與魄

力來推動。請行政院研考會就廉政署設置之立法期程，與立法院多加溝通，期

能儘早設立。

99年8月12日
行政院召開「會商本

院亟需立法院在第7屆

第6會期優先審議通過

之重要法案」會議

決議通過將「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草案」列為立法院第7屆第6會期優先推動審議之

法案。

99年10月7日
法務部第1208次部務

會報

曾部長通案指示事項：

有關本部針對各界關切成立「法務部廉政署」所提諸多問題之相關回應說明及澄清

資料，請儘速與受民眾歡迎之熱門網站聯繫，將相關資訊登載於熱門網站中，加強

曝光及點閱率，以化解外界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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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0月12日
法務部設置廉政署與調

查機關聯繫協調合作機

制會議

會議討論議題（節錄）：

一、建立廉政署與調查局對於同一檢舉案件（即所謂踩線狀況）之協調處理機制。

二、與貪瀆案件有關之經濟犯罪、洗錢防制、科技犯罪、鑑識科學、通訊監察之支

援合作事項。

三、	廉政署成立前，調查局對於政風機構函送偵辦未結案件之後續處置及政風機

構配合作為。

四、	未來廉政署與調查局人員可相互交流之機制，以有效擴大整體肅貪能量。

五、	建議調查機關持續提供整理篩選近年情節重大或手法特殊，且經判決確定之

具代表性的企業及私部門貪腐案例，以充實本部推動企業誠信宣導資料，由

調查機關與政風機構共同全力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工作。

六、	研議調查機關與政風機構共同推動國家廉政建設及反貪腐資訊，凝聚全民廉

潔共識，並支持及參與反貪工作。

七、	商討協助提供國際廉政資訊及協調聯繫交流活動，發展預防貪腐之國際合

作，吸取各國推動廉政經驗，提升我國清廉執政與乾淨政府形象。

八、	政風機構如何在法定業務職掌範圍內，協助辦理機關機密及安全維護工作。

99年10月13日
法務部廉政署推動小組

第1次會議

會議討論議題：

一、廉政署各協辦單位指定之聯絡窗口。

二、	政風人員轉任廉政署遴選要點及訓練。

三、	廉政署與法務部調查局之業務協調事項。

四、	廉政署辦公廳舍（含署本部、北部地區調查組承租或撥用；中部、南部地區

調查組撥用及整建）。

99年10月14日
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

組工作分組第46次會議

會議討論議題：

「廉政署組織法草案」及配套法案「法務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廉政署現階段規劃

業務職掌

法務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第九條之一規定法務部設廉政署，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本署之組織亦應以法律定之，爰擬

具「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草案。

廉政署執行下列事項：（草案）

一、國家廉政政策之擬訂、協調及推動。

二、廉政相關法令訂定、修正之研擬、推動及執行。

三、廉政預防措施之推動。

四、貪瀆或相關犯罪之調查處理。

五、公務機關政風業務之指導、考核及協調。

六、各機關政風機構組織、人員管理之擬議及執行。

七、其他廉政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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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劃

廉政署組織（暫定）

4組（綜合規劃組、防貪組、肅貪組及政風業務組）

3室（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

北、中、南3個地區調查組

駐署檢察官

廉政署首創「駐署檢察官」機制，建立檢察官先期介入偵查之期前辦案模式，由各地檢

署派駐檢察官於廉政署，直接指揮廉政官及相關司法警察偵辦貪瀆案件，經由多重過濾

查證機制，精準掌握犯罪事證，落實保障人權及展現偵查犯罪之獨立性。並秉持案件不

分大小、公開透明、不論層級，事證明確一律嚴辦之原則，提升偵辦貪瀆案件之時效與

效率，於精緻偵查之效能中提高定罪率，展現政府肅貪決心。

廉政審查會

廉政署另將設置「廉政審查會」，遴聘社會各專業領域代表、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代表

擔任委員，共同監督廉政署業務推動。廉政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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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廉政署公正超然行使職權，樹立依法行政之廉明形象，接受全民監

督與檢驗，獲取社會大眾信任。

國家廉政新體系
未來廉政工作的推動，是超越過去檢察機關、調查局和政風機構形成的肅貪鐵三角，加入功能

完整的廉政署後，將構成新的廉政金字塔體系： 

「新廉心—政風電子報」係以雙月刊形式出刊，我們籌辦這份電子報的目的是

希望創闢全國政風人員相關資訊與意見交流之園地，藉此分享工作經驗及心

得，期待這份電子報在各界指教下臻於完善，也竭誠歡迎您踴躍投稿!

投稿信箱：epaper@mail.moj.gov.tw

電子報聯絡人：法務部政風司李易臻

聯絡電話：(02)23146871 分機 2048

其他相關投稿訊息請至法務部政風司網站

http://www.ethics.moj.gov.tw/
廉政刊物專區參考運用

新廉政金字塔體系

檢察機關

政風機構 調查局

廉政署

                                           

http://www.ethics.moj.gov.tw/lp.asp?ctNode=28183&CtUnit=9291&BaseDSD=7&mp=189


  賞楓！

 就愛在臺灣啦！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

霜葉紅於二月花。」（山行，杜牧）

秋天是詩人們登高望遠、即景抒情的季節。許多詩人看到秋景都會觸景

傷情、悲秋滴淚。但詩人杜牧卻藉由楓紅的璀璨，在寒秋中找到一片明朗的春景，讓人

體驗到溫暖的春情，使人意識到一片蕭條中仍有勃勃生機。又到賞楓時節，讓我們學習

杜牧以脫俗的眼光感受生命中的溫暖!

要賞楓，當然要先認識楓樹喔 !全世界的楓樹在楓屬（ A c e r）下大

約有 1 0 0到 2 0 0種不同的種類，臺灣的楓樹家族成員，可全是得天獨厚的「特有

種」，分別是：臺灣紅榨楓、臺灣掌葉楓、臺灣三角楓、青楓、樟葉楓、尖葉楓。 

楓樹的用途很多，可以用來做園藝（觀賞樹）、建材（建房子、做家具）或提煉成化學用品（如

醋酸、甲烷）。當然我們也別忘了加拿大的國寶「楓糖」，楓糖是一種名為「糖楓」的樹汁，

把樹汁煮沸後會產生楓樹糖漿或製成楓糖、楓太妃糖；臺灣沒有糖楓，所以千萬別為了採

「楓糖」而破壞楓樹喔!

認識了楓樹的種類，再告訴你們楓葉變色的秘密！楓樹體內含有許多色素，概分為葉綠

素、葉黃素、胡蘿蔔素和花青素等。由於高海拔的冬天溫度相當低，楓樹的葉柄基部會產生厚

壁組織，阻止養份運輸。白天的光線使得葉片行光合作用合成醣類之外，也加速葉綠素的分

解；而晚上的低溫則阻礙了葉綠素的合成，使得葉片內其他的色素顯現出來而呈現紅色。是不

是很奧妙啊!

 

誰說賞楓要出國？

臺灣楓葉的美，也是臺灣的驕傲呢！

由於臺灣地處亞熱帶，楓紅的時間較晚，海拔越高，樹葉變色的時間較

早，也較平地鮮豔。另外，依植物的種類不同，最佳觀賞的時間也不同；每年的氣

候狀況也會影響楓紅時間，如果是暖冬，樹葉變紅的時間也變晚。一般來說，秋天早晚的

溫差大，加上若有寒流，翠綠的樹林便陸續地換上艷紅的衣裳，從11月至次年1月是賞楓的

好時節，較特別的是北部太平山的紫槭樹則以夏天賞楓而聞名。但紅葉的絢麗美景不長，往往

不到一個月，就落葉片片了，所以要掌握絕佳的賞楓時機，最好於出發前查詢當地交通旅遊資

訊，讓您的賞楓之旅在人生回憶留下滿滿的楓紅情懷!

全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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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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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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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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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世
龍
、
姜
玟
如
、
范
姜
幸
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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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臺灣秋季賞楓之旅各景點洽詢單位

景點 洽詢單位 地址 電話

陽明山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陽明山竹子湖1-20號 02-28613601-6

烏來 烏來遊客中心 臺北縣烏來鄉烏來村瀑布34號 02-26616355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 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服務中心 宜蘭縣大同鄉英士村8鄰明池山莊1號 03-9894106

太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羅東林區管理處 宜蘭縣大同鄉太平村太平巷58-1號 03-9545114 轉242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奧萬大國家森林遊樂區

南投林區管理處
南投縣仁愛鄉親愛村大安路153號

049-2974511

049-2365714

紅葉溫泉區 紅葉溫泉區 花蓮縣壽豐鄉紅葉村 089-561311

杉林溪森林渡假園區 杉林溪森林遊樂區遊客服務中心 南投縣竹山鎮大鞍里溪山路6號 049-2611217~8

滿月圓森林遊樂區 滿月圓森林遊樂區遊客服務中心 臺北縣三峽鎮有木里174-1號 03-5224163 轉234

石門水庫
石門水庫管理中心

依山閣遊客服務中心
桃園縣復興鄉佳安村佳安路2號

0800-200233

03-4712104

觀霧國家森林遊樂區 新竹縣警察局橫山分局清泉檢查所 新竹縣五峰鄉 03-5856005

馬那邦山 苗栗縣馬那邦山觀光產業協會 苗栗縣大湖鄉 0933-571588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 溪頭自然教育園區遊客服務中心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森林巷9號 049-2612111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服務中心 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59號 05-2679917

關子嶺
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台南縣白河鎮公所
台南縣白河鎮關嶺里東北方枕頭山頂

0800-580762

06-6855102

小關山林道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電話

梅山遊客服務中心電話
高雄縣桃源鄉

049-2773-121

07-686-6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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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2月 １月 2月 3月 4月

青楓 (Acer serrulatum) 
石門水庫、滿月圓、新竹觀霧

臺灣三角楓 (Acer buerger ianum)
阿里山

臺灣紅榨槭 (Acer morr isonense)
阿里山、關子嶺、高雄小關山

楓香 (Liquidambar formorsana Hance)
陽明山、滿月圓、關子嶺、奧萬大

欖仁 (Terminal ia catappa)

紫槭樹
太平山

 表一   賞楓時節情報表

 代表初期變色  代表紅葉最盛時期　 代表開始變黃落葉

在臺灣分佈較廣的楓樹當屬青楓莫屬，多分佈於北部三峽滿月圓森林遊樂區、桃園

石門水庫及新竹觀霧。青楓大都生長在海拔300公尺到2500公尺間的闊葉林內，葉片多

呈五裂掌狀，少數品種為7裂，呈現鋸尺狀。告訴你們，臺灣最美的賞楓勝地多位於中

部，像南投奧萬大森林遊樂區的楓樹，是以楓香為主，葉片為三裂掌狀，大多分佈在海

拔2000公尺以下的闊葉林內，賞楓最佳時機是12月到次年的1月。因為奧萬大受去年莫

拉克風災影響，交通路線較不順暢，提醒各位，出發前事先洽詢當地旅遊諮詢中心!

不過，臺灣其他的賞楓景點也不遑多讓喔!北部也有知名的賞楓景點像陽明山及滿

月圓的楓香；關子嶺、小關山、阿里山這些地區都有不少的臺灣紅榨槭，臺灣紅榨槭

和青楓最大的不同於分裂部分較短，大多生長在海拔1300到2800公尺的高山地帶，

葉片呈五裂掌狀，賞楓的最佳時機在11月到次年的1月。在此提供編輯小組彙整的賞

楓時節情報表，讓您親身體驗楓紅之美!（如附表一）。

                       

全臺灣十多處的賞楓景點都有旅客服務中心及園區管理處可詢問園區交通及住宿資訊（如附表二）。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公務閒暇之餘，趕快拿起相機捕捉楓葉及親友的倩麗身影吧！

資料來源/ 臺灣的紅葉紀事  http://ebiotw.com/theme/maple/ix-maple.htm     秋季賞楓之旅的網頁  http://travel.network.com.tw/fall/   

賞楓旅遊資訊網  http://travel.network.com.tw/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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