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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0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3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賴院長清德              紀錄：法務部廉政署黃宥寧 

出（列）席人員： 

羅委員秉成、邱委員兼執行長太三（陳次長明堂代）、葉

委員俊榮（林參事國演代）、吳委員釗燮（吳次長志中代）、

嚴委員德發、許委員虞哲（莊次長翠雲代）、潘委員文忠

（劉處長廣基代）、沈委員榮津（王次長美花代）、賀陳

委員旦（王次長國材代）、施委員能傑（懷副人事長敘代）、

陳委員美伶（古參事步鋼代）、吳委員澤成、顧委員立雄

（黃副主任委員天牧代）、詹委員婷怡（蕭主任秘書祈宏

代）、何委員飛鵬、陳委員惠馨、楊委員永年、丁委員菱

娟、徐政務委員兼發言人國勇、朱主計長澤民（蔡副主計

長鴻坤代）、嚴處長皙苓（翁參議玉麟代）、陳處長盈蓉

（吳副處長政昌代）、高處長遵、劉主任委員文仕（陳參

事明月代）、譚處長宗保、蔡局長清祥、朱署長家崎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大家好，感謝外聘委員及本院相關部會首長

親自出席本次委員會議。對執政團隊而言，中央廉政委員

會之運作非常重要，我們除應達成符合人民要求之清廉水

準，也應致力使公共工程品質及期程均更符合標準。希望

相關部會確實執行今日中央廉政委員會討論之各項決

議，謝謝大家。 

貳、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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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辦理情形」報

告：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有關繼續追蹤 1 案，請相關單位於下次委員會議提出

報告；另楊委員針對企業防貪部分所提建議，請法務

部及法務部調查局（以下簡稱調查局）檢視現行運作

情況，適時於本委員會議提出說明。 

二、 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分析」報告：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依國際透明組織公布 2017 年清廉印象指數，我國較

2016 年進步 2 名，為近 10 年來最佳成績，代表我國

努力已獲國際社會肯定。 

(三) 本人於上次委員會議，已就廉政機關定位與業務執

行，提示應增列「愛護、防護與保護」三工作面向，

請各單位務必持續檢討因制度應用、行政管理不當及

福利措施瑕疵所形成之不法行為。法務部已提出將圖

利罪由肅貪一般性工作，移至防貪任務範圍，並推動

「財產申報零裁罰」，協助申報義務人按時正確申報，

以保護大多數良善公務人員，凡此皆由源頭解決現行

弊端，令公務員感受廉政單位關懷與服務，相信有助

各項廉政工作推展，大家應繼續共同努力。 

(四) 有關村（里）長領取相關費用部分，若屬楊委員永年

所指核銷制度之陷阱，得透過彈性處理加以解決，請

本院主計總處由制度面協助檢視現行機制。法務部廉

政署（以下簡稱廉政署）亦可透過各地方政府政風單

位進行必要法治教育，避免相關違法案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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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議員虛報人頭申請核銷助理費案件，應從聘用面

檢視事前有無預防規定得以控管、聘用後是否需查核

助理實際工作狀況等加以防制，請廉政署、內政部及

本院主計總處等相關機關研議，透過制度面避免議員

違犯類此型態案件。針對楊委員所提建議，請依羅政

務委員秉成及陳政務次長明堂意見，先就違法案例進

行分析，嘗詴建立可供遵循之標準作業程序(SOP)，由

源頭加強防制，避免是類犯罪發生。另請內政部依陳

政務次長建議，於議員宣誓就職前，擇頒發當選證書

或其他適當場合，併同執行法治教育；至內政部所提

利用正、副議長聯誼會時機進行宣導，請再評估其實

益。 

三、 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情形之

檢討」報告：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近 5 年巨額工程採購最有利標件數比率，已由 102 年

之 10%上升至 106 年之 50%，顯示政府已積極推動最有

利標，希望各機關持續努力，以利政府與優良企業共

同提升公共建設品質，共創雙贏。 

(三) 無論採最低標或最有利標方式，皆符合「政府採購法」

規範，機關應該靈活運用採購策略，因案制宜選擇合

宜決標方式。 

(四) 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辦理採購管理等作業，請參考楊

委員意見辦理。另各機關於辦理規劃、設計、發包、

施工、履約及營運各階段，均應將全生命週期概念納

入考量，發揮最佳採購效益，並兼顧價格、品質效益，

持續推升公共建設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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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法務部提「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為使國內反貪腐政策與國際接軌，我國自105年將聯合

國反貪腐公約國內法後，僅用1年多準備時間即將於今

(107)年8月提出首次國家報告，向國內外說明我國落

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執行情形。此為各院（部、會）

同心協力進行全面盤點，具體檢討反貪腐工作之執行

成果，亦為我國推動反貪腐工作之重要里程碑。感謝

各位廉政委員指教、羅政務委員督導與法務部及相關

部會共同努力。至相關機關同仁之付出，俟國際及社

會大眾給予正面回應後再行敘獎。 

(三) 為回應國人對於廉能政治之殷切期望，新政府上任後

已採行諸多積極作為，如法制方面，去(106)年修正施

行「洗錢防制法」，健全我國洗錢防制體質，並修正

「公司法」、提出「財團法人法」及「國際刑事司法

互助法」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有助建立透明化公司

治理，使財團法人之運作與法制環境更加合理，且強

化國際司法互助；行政方面，亦在水利、食安等面向

建立廉政跨域治理帄臺，確保公務員勇於任事、廠商

專心施工，進而提升公共建設執行效能，確保食安管

理公正執行，以落實維護國民健康。 

(四) 感謝各位委員所提供寶貴意見，請相關機關針對委員

意見充實本報告內容，本報告公布後將接受各界檢視

與監督，請各機關持續積極推動及落實相關廉政作

為，期於今年8月國際審查，向國際社會展現我國致力

反貪腐工作之能力及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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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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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摘要 

報告案一、國家發展委員會提「歷次會議主席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報告： 

楊委員永年： 

(一) 院長於上次會議提出「愛護、防護與保護」公務員之

重要政策方向，避免貪瀆案件再度發生及創造乾淨公

務環境；其實，落實「廉政細工」即為「愛護、防護

與保護」公務員最佳方法，因此內政部警政署辦理重

大貪瀆個案，提出反貪、防貪策進作為時，建議融入

「廉政細工」精神，避免是類案件重複發生，此即「愛

護、防護與保護」警察人員。 

(二) 有關企業賄賂部分，目前發生之重大個案多為企業內

部收取回扣。考量國外各大型企業均有建立相關防弊

機制，建議調查局協助企業發展防貪機制，設立專人

或專責單位。賄賂不僅涉及法令研修問題，亦可同時

以政策、策略、行政管理等手段，協助企業建立防貪

機制。 

調查局蔡局長清祥： 

  有關楊委員建議應協助企業設置防貪機制部分，調查

局設有企業肅貪科，專責宣導並協助民間大型企業建立防

貪機制。另楊委員提及現行法令缺漏部分，目前私部門收

賄僅能以刑法背信罪處罰，無法以「貪污治罪條例」論處，

然而刑法背信罪構成要件之一，為「足生損害於公司」，企

業內部高級經理人收取回扣，有時為得標廠商自願降低利

潤所給予者，並無影響公司收益，爰實務上無法成立刑法

背信罪，此部分有賴修法方能改善。以上簡單說明，調查

局將於下次委員會議提出專題報告。 

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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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委員所提落實「廉政細工」部分，廉政署將朝此方

向繼續執行，內政部警政署亦將配合辦理。關於企業貪污

行為是否亦適用「貪污治罪條例」部分，考量企業貪污行

為內涵與公部門有別，如餐廳收取小費是否屬職務上收受

賄賂？實際上係屬習慣或禮貌，法務部將請調查局研究，

檢察司亦將朝人性化方向處理。 

報告案二、法務部提「當前廉政情勢及分析」報告： 

楊委員永年： 

(一) 部分政府經費發放係提供當事人彈性運用，惟現行制

度因未考量彈性運用空間存有制度陷阱，致使當事人

涉犯貪瀆罪嫌，如民意代表詐領助理補助費用及村

（里）長文康活動費用爭議。是類議題除為內政部業

管範圍，亦涉及主計單位核銷作業及廉政監督機制，

爰建請內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與廉政署共同組成專

案小組，建立合理、彈性核銷等改善機制，積極研討

改進，否則無法從根源解決。 

(二) 感謝報告單位整理重大貪瀆個案與提出策進建議，由

此可見廉政署及所屬政風機構已針對該等個案進行檢

討改善。惟後續策進作為應由發生問題機關加強執

行，並透過「廉政細工」方式強化防貪作為，請廉政

署督促發生問題機關之政風單位，邀請相關人員規

劃、執行「廉政細工」，透過「廉政細工」方式進行

教育訓練及強化防貪機制。 

陳委員惠馨： 

  民意代表助理費及村（里）長文康活動經費爭議兩者

性質不同。村（里）長以代理人參加活動領取費用，係屬

核銷問題；但議員以人頭申請助理費用，係屬不誠實行為，

與核銷機制無關，為廉政機制應防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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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委員菱娟： 

  有關議員詐領助理費案件，數量多達百件，顯示係屬

重要問題，若為政策面存有缺漏，讓人有機可乘，就須思

考重新設計防堵機制。另此類問題可能係涉案人認知與價

值觀問題，須從教育訓練著手。政府內部固然存有諸多教

育訓練機制，但過於古板、行禮如儀，無法讓受訓學員產

生興趣，因此建議未來可採較具創意作法，如於頒發議員

證書前進行法治教育訓練，將法規條文融合實際案例，製

作成影片並設計問卷，受訓人員看完影片後進行意見交流

座談及填寫問卷，以瞭解其訓練成效。議員於當選前，相

信其心態較願接受相關教育訓練，至少政府事前確實提

醒，未來如仍知法犯法則難辭其咎。 

行政院主計總處蔡副主計長鴻坤： 

  主計單位辦理核銷作業，係根據業務單位所列核銷條

件，審核證明資料。為因應各部會要求簡化核銷條件，故

目前作業儘量不宜過度繁瑣。如每案均由主計單位負責查

核資料真實性，將大幅影響核銷撥款速度，造成作業不便。

此部分如何取得帄衡，本總處將與內政部及內政部警政署

再行研商。 

內政部林參事國演： 

(一) 有關民意代表詐領助理費問題，應由案例進行態樣分

析，再透過本部年度正副議長聯誼會或民政局處長座

談會，讓民意代表及其助理瞭解相關案例及法院判

決，強化對知法著手。 

(二) 本部自上次委員會議後，已積極於正副議長聯誼會、

各地方民政局處長聯誼會宣導，並請各民政局處長配

合主計及廉政單位共同配合執行。 

(三) 針對楊委員建議各地方政府結合民政、主計及廉政等

單位成立專案小組，加強宣導及稽查部分，將帶回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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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民政司研究。 

廉政署朱署長家崎： 

(一) 關於民意代表助理費涉及核銷彈性不足問題，貣因於

制度面設計與實際執行結果存有落差，並非透過宣導

或稽查即足以根除；另相較一般公務機關聘用人員，

均受「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避免任用親

屬，然民意代表選民服務有其特殊性，與民意代表越

親近之親屬，越容易取得信任，服務亦越容易發揮作

用，故實務上難以一般規範一致處理，該等案件應屬

前端制度產生問題，故應從前端切入研究解決。 

(二) 村（里）長因表現良好，上級機關提供文康活動經費

補助，屬於福利性質，若村（里）長臨時因故無法參

加，改由其家人代為出席及簽名，即產生偽造文書與

詐領等問題，如能調整制度，允許村（里）長授權他

人代為參加，即可解決此類問題。爰建請依楊委員建

議，由相關機關組成專案小組檢討修正。 

羅政務委員秉成： 

(一) 由會議資料第 43 頁內容可知，議員詐領助理費或村

（里）長補助費用代領等利用職務機會詐領財物類型

案件違犯人次高達 114人次，較違背職務受賄罪 33 人

次高出許多，此類犯罪型態數量相對龐大，致使楊委

員關切其中潛藏系統性風險及機制缺漏造成誤報等情

事。雖然罪名相同，但背後成因或有不同，必須加以

實證，方能歸納導因於核銷制度缺陷之犯罪態樣及風

險關鍵。如議員助理費用，如係虛報聘用助理人數，

屬明確違法行為，應當加以處罰；但若僅為議員認知

不足，誤認助理費可由議員自行運用勻支，而用以另

行聘請更多助理，可責性與可罰性相對較低，部分法

院審理時認為此種情況屬於「大水庫理論」，不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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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但亦有判決認屬詐領，因此造成爭議。當法院

針對此類行為認定擺盪於有罪、無罪之間，將有礙公

務員執行職務，故本人認為應分析此類犯罪類型性

質，瞭解其中是否存在上述討論之核銷陷阱或系統性

風險。 

(二) 考量貪污案件定罪率向來較低，本次報告顯示貪瀆定

罪率上升至 70%左右，尤其廉政署移送案件定罪率高

達 90%，值得肯定。但不應僅看定罪率高低，亦應針

對無罪成因進行檢視，如公務員被以貪污罪移送偵

辦，最後獲判無罪，不僅對該名公務員有所損傷，對

國家而言亦有損失，誠如院長強調應保護與愛護公務

員，畢竟公務員培養不易，故檢視無罪判決案件，從

中找出偵辦過程不足之處，將有助提升後續偵辦案件

效率。 

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 

(一) 有關楊委員所提制度面部分，請廉政署提供案例，另

建議由內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及法務部針對制度面

共同研議，先建立標準作業程序(SOP)，於制度面設計

警示機制，提醒該筆案件具有無法核銷或不能聘用等

問題。 

(二) 至於宣導部分，由於民意機關未設置政風單位，故本

部已函知內政部，於民意代表就職前後，本部可派各

地方政府或檢察署檢察官或檢察事務官至議會協助宣

導，以利新科議員及其助理瞭解相關法令。 

(三) 另羅政務委員所提無罪判決分析，臺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已有相關檢討機制，研究成果目前僅供內參，是否

有出版公開必要，本部將再行評估研議。 

(四) 有關丁委員所提創意宣導部分，係本部未來努力方

向，避免採用過去刻板宣導方式，對年輕一輩採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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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宣導手法等，都將列為未來改進參考依據。 

報告案三、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執行

情形之檢討」報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吳主任委員澤成： 

  本會報告可歸納 3 大重點：第一，工程採購之招標、

決標機制，「政府採購法」均有相關規定，各機關可因案

制宜，彈性選擇最適合機制。第二，決標後之履約管理有

其重要性，在廠商履約期間，須適時決策及有效解決問題，

另應特別重視監造部分。第三，無論採何種招標、決標方

式，如各機關遇有爭議案件，本會已成立諮詢機制，隨時

接受各機關詢問，期提供專業意見協助各機關決策。 

楊委員永年： 

(一) 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係正確政策方向，為避免重大公

共工程產生缺漏，引進縝密廉政機制，為重要預防措

施。建議可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於上次委員會議所提「前

瞻水環境，透明水臺灣」報告案，觀察該署南區水資

源局執行「全民顧水、臺灣足水」專案，重大工程與

廉政措施成功結合具有 2 大重點：第一，首長重視，

並將廉政透明融入工程招標機制；第二，資訊公開透

明，對所有投標廠商均設資訊透明機制。 

(二) 承上，本人提出下列 3 點建議，提供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參考： 

1. 於導入全生命週期進行採購管理時，融入「南水專

案」或「廉政細工」、「廉政帄臺」等機制。 

2. 進一步將融入之「廉政細工」、「廉政帄臺」機制，

轉化為每項重大公共工程專案之具體評估標準項

目，據以衡量重大公共工程成效。 

3. 請將最有利標之成功與失敗案例，以「廉政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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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廉政帄臺」方式，於採購流程或政策形成過程

設計相關機制。 

討論案、法務部提「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 

楊委員永年：  

(一) 首先肯定承辦單位廉政署之細心、用心及耐心，完成

一部與國際接軌之反貪腐公約國家報告，可認屬高品

質之廉政政策白皮書，故建議院長給予承辦單位廉政

署鼓勵或獎勵。 

(二) 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廉政署及臺南市政府將於 107 年

6 月 28 日於臺南市共同主辦國際反貪腐研討會，以臺

灣當前國際處境，能邀請包括國際透明組織總會之會

長、執行長及 9 國代表參與盛會，顯示有關單位對於

廉政行銷與國際接軌之努力；之所以選擇於臺南市舉

辦活動，係因臺南市推展廉政工作獲台灣透明組織協

會之認同與肯定，此係院長擔任臺南市長期間所奠定

之深厚基礎。故誠摯邀請院長接受台灣透明組織協會

邀請，為本次活動致詞開場，以強化廉政國際行銷效

果。 

陳委員惠馨： 

(一) 有關本討論案所附國家報告第 7 頁之反貪腐體系組織

架構圖，將中央廉政委員會置於與五院帄行之位置，

可能將使負責審查之外國委員困惑，建議將本委員會

位置調整至行政院下方。 

(二) 建議可將本次委員會議報告案二之部分內容，如會議

資料第 35頁貣之貪瀆犯罪情勢分析等資訊，考量於國

家報告中增補，以利國外學者瞭解更詳細之分析。 

(三) 建議反思「corruption」翻譯為「貪腐」之合宜性；

「貪」及「腐」為清朝法律對官吏操守之用語，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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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刑法概念而言，係屬道德面評價，但「corruption」

係指不誠實行為，如方才提及議員聘請 2 名助理卻申

報為 5名助理，故建議思考「貪腐」用語之合宜性。 

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 

(一) 感謝有關機關對於本國家報告提供諸多意見，以及陸

續配合承辦單位進行修改，在此亦邀請各機關派員參

加 8 月份之國際審查會議，俾利即時回應審查委員所

提問題。 

(二) 有關陳委員所提「corruption」用詞，查聯合國中文

簡體字版本係翻譯為「反腐敗公約」，易使人聯想食

安議題，故立法院最後以「反貪腐公約」通過現行法

律。因屬現行法律名詞，如各界針對名稱具有意見，

爾後修法將再行研議。 

羅政務委員秉成： 

(一) 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內法化後不久，即能完成

首次國家報告，誠屬不易；各項國際公約之國際審查

模式，對公務機關執行各項政策極具正面作用，不僅

引進外國經驗，亦能獲得國外積極正面建議。特別感

謝各機關代表踴躍提出意見，陳委員惠馨亦於上次審

查會表示意見，綜整 153 點意見後之最後定稿版已相

對完善。此外，一般締約國適用之國家審查模式係採

兩階段進行，因我國非屬會員國，反具有優勢，得以

一次審查完成核心篇章；世界各國完成兩階段審查之

國家不多，在亞洲我國可能係為數一數二者，對提高

國際能見度將有助益。最後感謝廉政署對於本案之努

力及貢獻，亦請各機關持續投入 8 月份國際審查會議

準備工作，我們將虛心面對來自國際專家之批評與指

正，相信能使廉政工作更加精進。 

(二) 另感謝陳委員提醒，原列之反貪腐體系組織架構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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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廉政委員會與行政院帄行放置，雖已以顏色及虛

線區隔，惟因本報告須提供國際專家審閱，該委員會

置於行政院下方較為適合，將再予調整。此外有關我

國政治體制之背景資訊，仍需文字補充說明，否則易

使國際專家產生誤解。另陳委員建議增補內容，後續

可依作業期程分批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