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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4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9 年 2月 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吳院長敦義                紀錄：陳佩瑩、朱方盈、張

藝齡、王彤光、王如慧 

出(列)席人員：朱副召集人立倫、王執行長清峰、蔡委員勳雄、

林委員中森、江委員宜樺(曾次長中明代)、楊委

員進添(侯次長清山)、高委員華柱、李委員述德(

張次長盛和)、吳委員清基(劉主任秘書奕權代)、

施委員顏祥（林次長聖忠代）、毛委員治國、吳委

員泰成、朱委員景鵬（宋副主任委員餘俠代）、范

委員良銹、陳委員冲（吳副主任委員當傑代）、彭

委員芸(陳副主任委員正倉代)、陳委員長文、洪

委員永泰、高委員希均、林委員蒼生、高政務委

員思博、石主計長素梅、蘇局長俊賓、陳主任委

員德新、邱主任鎮臺、蘇組長永富、李組長鐵民

、黃組長志聰、吳組長水源、夏組長正鐘、陳組

長德新（徐參議良鎮代）、台灣透明組織協會胡副

執行長龍騰 

 

壹、主席致詞： 

朱副院長、王部長兼執行長、特別敦聘的四位外聘委員

、各位首長、各位委員、同仁，大家好： 

在農曆春節的前夕，舉行中央廉政委員會 4 次委員會議

利用這機會跟大家拜年，也感謝大家的出席。中央廉政委員

會議非常具重要性，廉能政府及廉能政治是國人同胞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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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也是政府應自我期許與堅持追求的目標。一個清廉、

有能的政治，是需要經過各方面的努力，不僅包括教育的人

格培養、制度上的力求完備外，也包括政府執行公權力時的

大公無私等等重要的條件。希望所有委員都能持續地對廉能

政府的各項目標，竭誠盡力，督促、協助政府提出好的策略

，力求法制及相關制度、措施的完備，並能有貫徹決心去落

實。 

在此也介紹 2 位新聘的委員，第 1 位是林蒼生委員，林

委員是統一企業集團總裁，曾提出企業經營必須要兼顧「企

業管理」、「企業文化」及「企業心靈」三個層次，是位非常

有深遠見地的企業家。 

第 2 位是高希均委員，高委員是遠見雜誌創辦人，同時

也是「財團法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高委

員對社會也提出很多令人欽佩的見解。 

以下會議就照議程來進行，謝謝大家。 

 

貳、報告事項 

一、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提「歷次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

形」 

決定： 

（一）洽悉。 

（二）有關推動各部會設置政府律師制度案，仍請法務部加

強研議，並研擬具體推動工作事項或階段目標，提下

次會議報告。 

（三）為落實推動司法人員在職教育，除持續協調本院人事

行政局外，仍請法務部安排跨院討論，以確實建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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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訓練規劃。 

（四）其餘准照研考會管考意見辦理。 

 

二、外交部提「外交部廉政工作檢討與策進作為」報告 

（一）陳委員長文： 

簡報資料第 10頁關於「本部僅能在渠所劃定框架中進

行相關事務」，語意上及觀念上似有錯誤，建議刪除該

段論述。 

（二）外交部侯次長清山： 

感謝陳委員指教，外交部因工作性質，有職務輪調制

度，較少發生貪瀆機會。巴紐案發生後，外交部全體

同仁都體認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並引為警惕，從法

制面及執行面嚴加檢討，制定援外標準程序及內部控

管機制，期能將外交工作做到盡善達到國人期待。 

（三）決定： 

1、洽悉。 

2、有關「巴紐」案，請外交部確實記取教訓，並積極追

索後續還款事宜；簡報第 10 頁「本部僅能在渠所劃

定框架中進行相關事務」段落刪除。 

3、援外工作應秉持馬總統「目的要正當」、「程序要合法

」、「執行要有效」等三項原則，將有限資源逹到最大

效果，後續款項的使用，請確實依報告所列管控措施

，加強監督執行。 

4、近來媒體報導部分駐外人員長期未依規定輪調，或領

取房屋津貼等情事，請外交部第一時間明快處理，並

通盤檢視現行人事與會計相關制度，必要應立即修正

，以避免再次發生類此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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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部提「推動公路橋梁建設具體廉能作為」報告 

決定： 

（一）洽悉。 

（二）公路橋梁建設的品質與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息息相關

，而工程建設及採購是貪腐風險較高的業務，必須隨

時注意防弊、查弊，請交通部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加強協調合作，共同確保公路橋梁工程品質。 

 

四、國防部提「國防部設置政風機構研究規劃」報告 

決定： 

（一）洽悉。 

（二）國防部設置政風單位的目的，是要引進外控機制，讓

國防部的採購、人事等業務能擺脫以往包袱，不能僅

是為了設置而設置，一定要發揮應有功能，請國防部

會同法務部、研考會、人事局、主計處等相關機關，

再就設置政風單位的功能定位、掌理事項，及其與相

關單位的權責分工，重新研提具體的推動策略報院，

並請高政務委員思博召集協商。 

 

五、台灣透明組織提「私部門之反貪腐作為：廉政治理中的失

落環節」報告 

決定： 

（一）洽悉。 

（二）國際透明組織 2009 年公布「企業反貪腐暨透明作

為評比報告」顯示，台灣與比利時、中國大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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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俄羅斯僅有「一顆星」的評價，反映我國企業

在反貪腐、透明化及公司治理方面，與先進國家有

相當的落差，應該深刻反省檢討。因此，請金管會

以「如何加強企業反貪腐及透明化」為主題，在下

次召開的委員會議提出專題報告，以提升企業誠信

與倫理。 

（三）請金管會主政，協同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經建

會、工程會、法務部等部會共同研商訂定企業誠信各

類宣導手冊，例如：「上市公司防貪指引」、「中小企業

防貪指引」等，向企業界廣為宣導，讓公部門與私部

門建立反貪腐的夥伴關係，並邀集相關部會研商如何

實施企業誠信評鑑，以及從政策面給予企業適當的誘

因。 

（四）「選風」與「政風」二者關係是緊密的，政治人物以賄

選方式取得政治上的職位，一旦當選就有高度敗壞政

風的可能，改進之道要從自身反省做起。現在多數企

業，財務透明、用人公開，亦符合社會標竿，而多數

的公務員也多清廉自持、潔身自愛，絕對不要讓少數

，甚至是極少數的企業，還停留在送禮、賄賂才能辦

好事情的錯誤觀念。我們要展現優質的行政效能，向

外界證明，企業不需要來送禮、關說或賄賂，即能加

快行政流程。期盼企業與政府機關都能有澈底自我反

省，展現積極改進的決心與作為，風氣才會朝向好的

方向發展。 

參、臨時動議 

一、陳委員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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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有機會跟隨馬總統出國參訪去看看海地的災難問

題，同時有機會跟外交官接觸了解，馬總統就任之後

，我們已經不再用金錢來買邦交國，這個政策非常好

，另有以下兩點體會： 

1、以前外交官進出邦交國的總統府或是相關部會談的都

是錢，整個外交過程都是用錢交易。馬政府上任後，

不再用金錢的方式來買邦交國、維持邦交，這提升了

我們外交官員的尊嚴。 

2、政府的廉能，是會影響我們對下一代的教育。由馬總

統所領導的政府，在廉政方面已有口碑，今天在座的

院長、各位部長都應該要從這個角度來進行。 

（二）建議政府應強化對私部門的稽核機制： 

1、證期會與金管會訂頒，有關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第 10 條第 3 項，希望企業界能建立

反賄賂、反貪瀆的管理制度，這是一個很好的守則，

建議在其他私部門中也列入所謂上開稽核項目。 

2、法務部提出「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已送立法院審議

，希望行政院儘速協調立法院能加速通過，目前私部

門行賄是沒有罪的，然沒罪並不表示私部門行賄的行

為是可取的。 

3、建議金管會考慮，針對上市上櫃公司，如果有發生不

違背職務的行賄罪，且已經承認有此種行為的負責人

，政府可對其停職或其他相關的管理機制。 

（三）建議將「反行賄、反貪腐」納入兩岸協商議題： 

台灣、中國大陸評價並列一顆星，讓人訝異。我們講

廉政、民主、法制、反貪等進行了幾十年，而大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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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才開始注意。現兩岸在新政府恢復了正常的會談

，從兩岸貿易投資的長遠關係來看，應該要將反行賄

、反貪腐及早納入議題，除了有助於今天討論的主題

，更有助於台灣、中國大陸兩岸法治的發展。 

 

二、高委員希均： 

（一）「中央廉政委員會」宜做廣義的解釋，不只是講「廉」

，相信院長一定同意解釋成「廉能政治」的委員會。

以下就 1982 年 3月 1 日曾發表的一篇文章「決策錯誤

比貪污更可怕」提供心得建議： 

1、「做最重要的事」：西方學者提出一個觀念，「決心不要

知道所有的事情」，這是一個 art，不要做資訊的奴隸

。 

2、「決心讓別人代表我做事」，總統或行政院長，下屬有

很多人做事，可以授權。 

3、「決心發揮長處，而非改善短處」，首長宜發揮自己長

處，因要改善短處時間不夠。換句話說，要發揮優勢

，創造新的機會，而不是解決舊的問題。 

4、「決心投入那些最重要的事」，利用民意調查瞭解事情

優先次序。根據遠見雜誌的民意調查，「環保」（例如

減碳節能）及加強「兩岸關係發展」兩項公共政策，

每次民調結果都有超過 50％以上的老百姓支持。所以

至今我仍不相信，兩岸經濟協定 ECFA 不會被接受通過

，因為我們每一次民調結果都是超過 50％以上。 

（二）今天台灣是政黨政治，不是全民政治，不可能有 80％

或 90％的人都可以接受，就以 2008 國民黨執政當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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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而言，一個公共政策反對者低於 42％的話，應當

坦然面對，但不要因為一些 10％、20％或 30％的不同

聲音，而遲疑政府應該做的事。 

三、林委員蒼生： 

（一）本人主張「經濟的富足」應與「文化的富足」帄衡發

展，以台灣這麼小的國家，會發生重大貪腐事件，顯

出政府廉政的重要性。另為提升我國廉政政治，建議

仿效香港廉政公署制度。 

（二）行政院成立「中央廉政委員會」似可考慮以跨院性質

組成，以避免各部門各自為政的情形，看不見問題的

死角。以職棒打假球為例，相信政府及社會大眾都知

道問題，但是為什麼不處理？我認為是基於選舉因素

的考量。因此，讓我深思疑問「民主」真的是最好的

嗎？如果司法系統與行政系統是各自獨立，廉政無法

全面涵蓋，則是否會缺少一些什麼，這是各位可以思

考的。 

（三）建議檢討會計制度，以統一企業購併私人公司為例，

我們重視公司的未來潛力發展，非資產負債表，會計

制度無法反映公司的信用、潛力及研發。人往利走，「

義」、「利」之間必須有所牽制，會計師審核制度是一

個牽制，但須真正落實會計師責任。另建議參考美國

制度，檢討公司法有關董事及監察人制度。台灣中小

企業成功原因在於自己承擔風險，然目前股票上市比

例愈來愈高，會計制度將更顯重要。。 

 

四、洪委員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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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廉政建設，政府有非常多法案在執行，其中最關

鍵的是「政府資訊公開法」。台灣透明組織為此召開數

次會議研討並向法務部提出建議，限於會議時間提出

以下意見： 

1、建議應儘速確立政府資訊公開法主管機關。 

2、建議政府資訊公開法範圍應該擴大，適用對象及權

限應該明確，可以參考先進國家立法例。 

3、主管機關應該對於政府資訊公開法執行成果提出年

度報告。 

4、目前公務人員基本上的態度普遍抗拒政府資訊公開

。建議透過文官訓練等其他機會，應該讓各級公務

人員瞭解所有的作為均應透明。 

5、關於修法的細節，我們有具體條文等建議，將另提

報告給法務部。 

（二）其次剛才陳長文委員提出上市上櫃公司是私部門事情

，據瞭解私部門中小企業之間的回扣（抽佣）或轉介

所得佣金，以目前觀光產業為例，在惡性競爭下幾乎

毫無利潤可言，唯一收入來源來自於抽佣。這也許是

私部門的事情，政府部門管不著，但各行各業都有成

立公會或理事會，政府各主管單位，宜訂立一個比較

好的規範，讓各行業遵守，不至於惡性競爭，及影響

服務品質，甚至影響國家形象。 

 

五、主席裁示： 

（一）陳委員長文提到上市上櫃公司及其董事或執行業務經

理人，如有因不違背職務行賄案件，雖然未受刑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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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離開了原公司職務，但仍利用「顧問」等名義，實

際上控制公司運作之情形 ，請金管會針對上市上櫃公

司各項管理法規研議是否能阻絕這樣的漏洞。 

（二）請法務部協調相關立法委員，儘速通過刑法有關不違

背職務行賄收賄的修正案，讓不違背職務的行賄及收

賄能有法律上責任，公部門及私部門作法及觀念齊一

。 

（三）兩岸目前已經簽署共同打擊犯罪協議，也包含有共同

追求廉能效率的精神在其中。目前兩岸企業反貪腐的

評比都是落後，兩岸當需共同努力，讓整個經商環境

、投資環境、生活環境，更清廉、更有效率；請陸委

會和海基會研議納入此項議題的適當時機。 

（四）針對高委員希均提出決策應考量面向的想法，個人從

事地方及中央工作多年的經驗，對於「決策」也有一

些衡量標準跟大家分享： 

1、第一個標準，衡量做此決定是否對最大多數人有利

？古云：「計利當計天下利」，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可

能得到百分百的支持，衡量時必以最大多數人民的

利益考量。馬英九總統決策的考慮以台灣為主，對

台灣人有利，這是他最高的決策主張。「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這是馬總統的信念，提供給各位同

仁在決策時做參考。 

2、第二個標準，止於至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決策

時是否窮盡一切辦法、一切考量？除請教、聆聽他

人指教外，內心自我反省檢討，現在所要決定的是

否止於至善，如果不能應百尺竿頭，務求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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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個標準，考慮是否為最好的時機？對的政策要

在對的時機宣布，要在對的時候實行。 

4、第四個標準，是不是無愧於心？過去很多先進、老

祖宗，在做重大決策時，他會繞室、徬徨、會考慮

再三，做這樣的決定，心能帄安嗎？是否已經盡到

最大的努力嗎？如果是，雖千萬人吾往矣，就應該

下決心去做。 

（五）林委員蒼生提出跨院組成廉政會報的建議，這會涉及

到行政與司法兩權的憲政分際，就以職棒打假球案為

例，行政部門當然非常期盼司法機關能就本案速審速

決，否則棒球運動推動都受這個陰影盤旋影響。另林

總裁無須對民主失望，台灣的民主、法治體制，依然

是百花齊放、燦爛無比，否則無法在資源短缺、天災

頻繁的情況下，茁壯到現今的局面，我認為這是台灣

的優點。 

（六）支持洪委員永泰提到有關政府資訊公開的意見，行政

部門運作只有公開和透明，才可以減少一些疑心生暗

鬼的狀況，請法務部將洪委員意見納入修法的參考。 

（七）高委員提到兩岸簽訂 ECFA 協議在每次的民調都有 50

％以上，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另外 20％或 30％的聲音。

總統今天下午 2 點鐘要舉行記者會，標題為「總統報

告」，就是向全民也就是頭家報告有關兩岸經濟協議。

總統希望把兩岸協議的真實面向國人作報告，這個協

議的目標就是「幫助人民做生意，提升台灣競爭力」，

跟國人清楚報告以去除疑慮，否則暗鬼就會被煽動。

就資訊的公開而言，以簽 ECFA 為例，將會以國家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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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支持及國會監督為重點，不斷的溝通說明，到

最後簽訂；簽訂之後，送請立法院審議，審議通過即

生效，否決即不生效，這是民主法治國家對國會、對

民意負責的最高極致。如果國會派人去參加談判，是

否恰當？如果要簽的條文，國會通過之後再去簽，在

談判桌上容易一翻兩瞪眼，這就逾越了憲法權力分立

原則。 

（八）希望相關部會就 4 位委員所提的指教，分別去考量，

也提供自己的想法給各部會參考。政府施政推動廉政

，不只是「廉」而且要有「能」，「廉」及「能」要同

時兼備。 

 

肆、散會（上午 11 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