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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廉政倡導，由心做起，擁有新廉心，

全民心連心，共同努力實現廉潔國家之遠景目標~

想知道最新內容嗎？快來這裡下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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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我國廉政新紀元

－「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完成三讀

對廉政署之期許

－致力實踐

「乾淨政府，誠信社會」的志業願景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李教授宗勳

       
人物寫生版

       剛毅樸質，嚴以律己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陳主任檢察官雲南

全台趴趴走系列報導

繽紛五月雪，

新竹、苗栗、彰化油桐花季巡禮
滿地落下的油桐花，宛如五月裡的雪，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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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100年4月1日審議通過了廉政署組

織法及法務部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廉政

署是我國唯一符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倡

議，兼具預防、調查雙重功能的專責反腐敗

機構，這將為我國的廉政建設開啟一個新的

里程碑。

法務部廉政署具有國家廉政政策規劃推

動，執行反貪、防貪、肅貪等四項職能。署

本部設置綜合規劃、肅貪、防貪和政風業務

四個組，另在北、中、南各設有三個外勤調

查組。基於政府組織改造精簡為上的原則，

編制240人，初期先以180人運作，結合檢

察、調查、政風及其他政府機關力量，共同

打擊貪腐，策進國家廉政建設。廉政署目的

在於降低貪污犯罪率、提升貪污定罪率及確

實保障人權。要達成這三項目標，必須落實

「標本兼治」及「擴大治理」兩項原則，所

以未來廉政署的運作將除將精緻偵查貪瀆案

件及協助政府機關完備內控機制外，並注重

反腐敗措施及社會參與的推動，建立民眾的

反貪意識，這也符合世界各國際組織的看法

和廉政先進國家地區的經驗。

（詳全文請連結「開啟我國廉政新紀元－「法

務部廉政署組織法」完成三讀」新聞稿 h t tp : / /

www.moj.gov.tw/ct.asp?xItem=226692&ct

Node=27518&m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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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檔案

▼作者：李宗勳

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經歷：

國家安全局編審

中央警察大學安全管理研究中心服務推廣組召集人

「台灣公共行政暨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

理事長

大學評鑑中心實地訪評委員

國際安全社區認證台灣區顧問暨諮詢委員

國際安全學校輔導及評鑑委員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專家諮詢委員

行政院研考會社區治安諮詢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人力評鑑實地訪評委員

台北市政府顧問

桃園縣政府消防局專家諮詢委員

「假使我們要以公共服務作為一生的職

業，那我們就要自問，是否可以在我們的生活

中，找到更有意義、更高的目標和更重要的事

情。當我們為了讓世界及我們的社會更加美好

而工作、為他人而服務，以及追求比我們自己

更為重要的東西時，我們可以獲得很多機會和

極大的滿足。作為一個人、一個公務人員、以

及一個國民，我們都必須具備誠實、熱情和信

念，真誠地面對自己，並且持續努力來達成我

們共享的價值」。~~摘錄自Denhardt, Robert B. 

and Janet V. Denhardt （2007）. The New Public 

Service: Serving, not Steering《新公共服務：是

服務而非導航》

上述這一段話是筆者在去年應考試院聘請

擔任99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評審觀感與論

衡，刊登在表揚專輯中對所有得獎人地深深期

許。廉政署成立旨在落實「加強、增大現有肅

貪防貪能量」、「提升貪瀆定罪率」、「確實

保障人權」等標本兼治且擴大治理面向的重要

公共價值。是以，高度期許廉政署的成立與存

在務必積極實踐「乾淨政府，誠信社會」的志

業願景。

此外，廉政署的成立也將加速建立「透

明政府」的普世價值與《未來政府（Future 

GOV）》的核心特質。民主時代人民有知的權

力，這句話琅琅上口，但問題是人民要怎麼樣去

「知」？能知道什麼？知道以後要做什麼？基本

上，一個政府的透明度，跟政府的責任相關，公

共行政常提到的「課責」（accountability），比

「責任」（responsibility）還重要，而透明度與

課責兩者之間是成正比的，政府越透明，才能越

負責任。換句話說，在實踐「乾淨政府，誠信社

會」過程，要求政府負責任的前提，就是政府要

能夠透明，政府如果不透明，根本就負不了責

任。廉政署的成立與運作需要捍衛建立「透明政

府」的意義與價值，讓所有公務人員的所作所

為，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無所逃以天地。

所謂「有了人民的信任，才擁有治理的

能力」，彼得杜拉克檢視創新服務的定義是：

「隨時檢視在現在的時代，可不可以用這樣的

態度和方式提供這樣的服務」，重點在「適切

性、合宜性、現代性」，不是從無到有的措

施，而是想得比較遠、掌握得比較深，以民眾

感受為出發點，才能引起尊敬和認同。在工作

中樂意多想一些，為人處事充滿熱情，就像蠟

燭般散發光亮，又像鏡子時刻自我觀照。僅以

本文一開始摘錄的新公共服務互勉，讓廉政署

的同仁在實踐新公共服務的精神，不僅能利己

利人，也會對良善公民社會的建立有所助益。

祝福大家都能夠在工作中開展生活的樂趣，從

生活中尋找生命的意義。

對廉政署之期許

－致力實踐「乾淨政府，
誠信社會」的志業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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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肅黑金之靈魂人物

偵辦貪瀆案件之藝術

       陳主任在四年前擔任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

組主任及發言人，與團隊所有成員承辦陳前總

統貪污等案件，隨著案件偵結起訴部分已判決

確定，陳主任回顧說：我國的肅貪法令適用對

象大部分是針對一般公務人員，對於總統涉案

部分，因我國總統職權僅規定於憲法及增修條

文，而憲法及增修條文又是一種高層次、有限

的規定，所以在偵辦該案過程中，審慎的確認

總統職權及其範圍，以期合法妥適，毋枉毋

縱。該案偵辦期間最大的問題在於採證，因為

在合法途徑下取得的證據才具有證據能力。在

國內，由於各有關單位的鼎力襄助，在採證上

獲得必要的資料；在國外，因部分國家與我國

並無司法互助協定，在採證上遭遇許多困難。

當今國際間交流頻繁，犯罪手法也傾向國際

化，國內外的資源應全力整合，才能有助於案

件偵辦。偵辦案件，除了檢察、政風、警察、

調查、憲兵、海巡、入出國等機關應密切合作

以外，其他相關單位的協助也非常重要。偵查

機關應跟有關單位溝通協調，以整合政府機關

的各項資源，協助辦案，釐清事實，並積極建

立國外司法互助的橋樑，以便合法取得國外的

證據，使證據的蒐集更加完整，進而發現真

實，維護正義。

公務員平日應落實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觀念

      陳主任認為，目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訂

定得很完整，確可防微杜漸，避免違法亂紀。

政風單位應以活潑化、生活化之方式宣導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讓機關同仁將此規範的精神

落實在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記得當兵時，愛

民十大紀律中有句話「不取百姓一針一線」，

公務員有這個觀念，當人家來關說或送禮時，

就會想盡辦法加以拒絕。很多公務員誤觸法網

原意都不是因為想貪污，往往是因為礙於情

面。先總統　蔣公曾言「堅定立場，不憂不

懼」，我們認清自己職責，把握原則，立場堅

定，即能理直氣平婉拒一切請託、餽贈及無謂

的應酬。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

若公務員將這觀念謹記在心，實踐力行，就可

貫徹廉政規範。陳主任回憶起之前擔任新竹地

檢署檢察長時，領到薪水後，就到郵局電傳現

金給家鄉的父母，再用附近的公用電話打電話

回家，而不用機關的公務手機，下班後也不用

公務車。在當時，主任認為這一切都很平常，

剛毅樸質
嚴以律己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陳主任檢察官雲南

採訪 /文：劉世龍、范姜幸鈴、李易臻
人物寫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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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沒料到數年後有天會擔任特偵組主任及發言

人，並因為這個角色而被記者挖出來報導。陳

主任莞爾地說，所以我們平時的一言一行一定

要循規蹈矩、表裡如一，不要以為自己所做言

行，沒人知道。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觀念與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不謀而合，觀念建立好，實

行就容易了。

政風人員是淨化機關的主力

      由於陳主任曾擔任過檢察長，以一個機關首

長的角度，認為機關政風人員是推動政風工作淨

化機關的主力，所以在擔任檢察長期間，除了和

所有主管平時以身作則外，還借重政風人員的專

業知識協助機關同仁。政風人員應跟同仁密切聯

繫，提供服務，讓同仁都能接近政風專業。有少

數單位未能借重政風人員的專業，讓他們發揮潛

能，端正政風，非常可惜。當然政風同仁也必需

主動積極，瞭解機關特性，與同仁取得互信。政

風人員需具有開放、服務、熱心、主動、積極的

觀念，開誠佈公服務同仁，促進機關的溝通與協

調，進而淨化政風，讓同仁在安全、單純、清淨

的環境中安心工作，敬業樂群，而非找機關同仁

的麻煩或打小報告。期許政風人員能用心多方瞭

解，掌握機關真實狀況，對廉政工作之推行必會

有所助益。

從做家事領悟到的生活哲學

      提到以往在媒體上看到的陳主任永遠都是

一席短袖青年裝，陳主任靦腆笑說，在民國

六、七十年代，機關曾發放青年裝給同仁，便

覺得青年裝穿著方便且清洗容易，相較於西

裝，穿著青年裝工作時更為輕鬆，取放卷宗也

較便利，而在家則是換穿舊的青年裝以便於幫

忙做家事。談到做家事，陳主任從家庭主婦買

菜、洗碗等例行性工作中，體認人生哲學。以

洗碗為例，陳主任有固定步驟，首先要將水槽

洗淨，再放下碗盤，將每個碗盤用肥皂搓洗，

再用清水沖淨，在洗碗的同時要燒開水，將洗

過的碗用開水燙過，接著再拿去烘碗機烘乾，

這程序一亂則碗洗不乾淨，不淨的碗會傷及

家人的健康，進而體會到《大學》的「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深深

體會，家人之間要互相體諒，同理，長官、同

事之間也要互相體諒，彼此關懷，讓工作在紀

律與和諧中圓滿完成。

　　 陳主任平常生活規律，生活就是家與辦

公室之間，上班時跟同仁討論事情，也儘量親

自走路過去當面討論。陳主任不吝分享其用心

經營之工作及生活哲學，本次專訪對於廉政作

為可注入新的詮釋與努力方向。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陳雲南主任檢察官

■ 小檔案：

嘉義縣人

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

司法官訓練所第十七期結業

■ 經  歷：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書記官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主任檢察官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秘書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法務部參事

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組主任

現任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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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序來到五月，不禁會讓人想起

客家的五月雪。所謂五月雪其實是油桐

樹開花的景象，油桐樹花瓣為白色，當

油桐樹開花時，滿山佈滿白色花叢，滿

地落下的油桐花，宛如五月裡的雪，美

不勝收。

 油桐樹於日據時期即已引進並廣泛

栽植，早年許多客家人多以此樹為經濟作

物，果實油桐子雖不能食用，但通常加

工製成桐油，桐油屬於乾性油，乾燥速度

快，是製作油漆、印刷油墨的優良原料，

此外桐樹本身就是建築防腐及樂器用材，

所以油桐樹與客家族群之間的淵源非常深

厚，成了客家文化最美麗的象徵，因此，

每年四月至五月中旬盛大的油桐花祭活

動，都吸引數百萬人潮參與，除了欣賞動

人心弦的油桐花之美外，更可以感受客家

質樸、熱情的人文特色。

 油桐樹型修長，可高達十公尺，樹冠

呈水平展開，葉互生如卵形或心臟形，葉

片和葉柄的連接具有腺體，外型長相類似

一對小小的螃蟹眼，能分泌甜甜的蜜汁，

吸引蟲蟻吸食。

 油桐花瓣為白色，基部略帶紅色，花

五瓣呈五角星形，雌雄同株異花，雄花花

粉經微風一吹就能完成授粉，整朵雄花就

掉下來了，因此樹下通常看到整朵５瓣的

油桐花是雄花，雄花具八至十支雄蕊，雄

蕊為紅色，花粉為黃色，故油桐花是白色

中透著淡淡的紅色與粉黃色。每年苗栗春

夏交接之際盛開的油桐花如白雲朵朵點綴

在青蒼翠綠的樹梢上，微風輕拂山林，花

朵紛然飄落，就像有著純白翅膀的天使降

落在你我的身上，心頭間對於這種不經意

悄然來臨的幸福感，玩味久久呢!

 新竹地區的

油桐花分布於新

埔鄉、芎林鄉、

橫 山 鄉 、 關 西

鎮及寶山鄉等鄉

鎮，同時各地都

規劃賞花步道及

全台趴趴走系列報導

繽紛五月雪  
新竹、苗栗、彰化

油桐花季巡禮

文/陳啟文、姜玟如、莊麗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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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由於油桐

花因天候開花而

有所不同，要前

往新竹地區賞油

桐花前，建議先

上行政院客家委

員會網站查詢即

時開花情報，並

事先規劃賞花路

線，才不至於錯

過花期，而影響遊玩興致。此外，也不要

忘了來趟客家文化深度之遊，用心體驗當

地客家人文氣質及待客之熱情，可以讓人

暫時放掉城市的喧囂。再嚐嚐當地的客家

小菜和擂茶等獨特美食，回程還可帶上當

地著名的米粉和貢丸等名產做為伴手禮，

也是個不錯的選擇。總之，來新竹賞油桐

花，不僅能讓你盡興的吃喝玩樂，還能滿

載而歸喔！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每年都大力推行苗

栗客家桐花祭，2011年苗栗客家桐花祭也

在熱鬧滾滾中隆重登場。另外，苗栗的銅

鑼九湖自行車道，沿線經綿亙的大茶園、

虎頭崁古道、挑鹽古道、九華山大興善寺

等各大景點，西側居高臨下，可瞭望通

霄、苑裡至台灣海峽沿海風光美不勝收，

五月落英繽紛，正是賞油桐花雪的好時

機，是全台最美、最高的自行車道  。還

有，位在壢西坪休閒農業區內的順元山莊

及507健美高地農場也是隱藏在卓蘭山間的

賞油桐花秘境，油桐樹林佔整座原始山林

廣達2.5公頃，而507健美高地可坐在桐花

樹下享用美食或咖啡，感受文人詩意般的

悠閒雅趣。

 不僅客家庄有五月雪，在中部地區

同樣可以體驗五月雪的魅力。彰化市八卦

山附近的生態園區，有賞桐生態步道，是

極富休閒遊憩等功能的好去處。在此逛累

了，可以到南投市八卦路上體驗當地農戶

生活，該區域主要種植鳳梨和茶樹，以當

地鳳梨製成的土鳳梨酥，截然不同於傳統

鳳梨酥，同時還備有以當地茶葉沖泡茶水

供遊客飲用，一口茶一口鳳梨酥，是多麼

奢侈的享受!

 趕快放下手邊工作吧!安排一趟油

桐花的旅程，在繽紛的油桐花海下漫

步，體驗初夏五月雪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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