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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180個受評國家我國排名第 28，再創佳績!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TI)於今(2020)

年1月23日公佈2019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簡稱CPI），同2018年全球計有180個國家及地區(包含我國)納入評比，

臺灣排名第28名，較2018年第31名上升3名；分數為65分，較2018年63

分提升2分（滿分為100分），超過全球84%受評國家，為2012年新評比

標準以來最佳成績。 

若以亞太地區觀察，我國名次僅次於紐西蘭(第1名，87分)、新加

坡(第4名，85分)、澳大利亞(第12名，77分)、香港(第16名，76分)、

日本(第20名，73分)及不丹(第25名，68分)，居亞太第7名，與2018年

相同（如附表一）。  

CPI自2012年起採全新的計算方式，方便國家進行年度間比較。2019

年CPI對我國的評估，援例引用8個機構的調查資料，故有比較基礎。其

引用機構及分數為：全球透視機構(GI)得分71.02分(較2018年上升0.02

分)、經濟學人智庫(EIU)得分54.73分(較2018年下降0.27分)、國際管

理學院(IMD)得分66.82分(較2018年上升0.82分)、政治風險服務組織

(PRS)得分58.55分(較2018年下降0.45分)、貝特斯曼基金會(BF)得分

76.73分(較2018年下降0.27分)、世界經濟論壇(WEF)得分73.44分(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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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升8.44分)、政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ERC)得分54.56分(較

2018年上升3.56分)、多元民主機構(V-Dem)得分61.53分(較2018年上升

3.53分)（如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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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8項機構分數，有5項得分較去年進步，3項得分較去年微幅下

降(下降幅度未超過0.5分，如循往例以四捨五入計算則與去年同分)，

其中以世界經濟論壇(WEF)進步8.44分為最高，這項調查係對企業經理

人的問卷調查，瞭解渠等對國家或地區有無因貪污將公共基金移轉至個

人、公司或組織，及企業是否有不合法支付賄賂等情形的評價，我國在

這項調查分數大幅進步，顯見政府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家報告國際

審查意見，致力公私部門交流，協助建構私部門防制貪腐機制的努力已

被看見。  

CPI主要是國際透明組織針對各國公部門貪腐情況及公私部門往來

互動情形主觀印象的量測，故要提高評比分數，應首重著力降低貪腐對

企業活動的不利影響，防杜官商不當互動。我國政府近年持續推動電子

化政府，鼓勵行政措施透明化，使民眾能夠在線上完成資訊查詢、業務

申辦，乃至與政府能有所對話，讓民眾體會公共事務行政作業流程的「

透明」和友善；又針對國家重要公共建設推動成立廉政平台，鼓勵全程

作業公開透明以排除不當勢力干預，降低政府重大工程建設廉政不法風

險之疑慮；修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強化利益衝突迴避機制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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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公益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立法，建構完善之「吹哨者保護」制度，鼓勵

知悉不法弊端者勇於揭弊，均有助於提升外界對政府清廉程度的正面評

價。  

廉政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綜合性的策略，非單一部門可以達成，

有賴公、私部門共同合作。我國2019年評鑑結果的進步，顯示我國落實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接軌國際是正確的方向，我們會再賡續努力，加強

各方面廉政措施及精進相關作為，讓世界看見我國對反貪腐工作的決心

。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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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政風處、駐衛警配合防範「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事項※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監測資料顯示，目前國內之確診病例以境外移入為主

，除從事醫療照護工作或與確診病例曾有密切接觸者外

，一般大眾於社區感染之風險相對較低。目前適逢流感

流行季節，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疫措施仍是：落實勤洗

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及生病在家休息。 

 

政風處籲請同仁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

相關防疫措施(如附圖:開工後防疫指引)即可，另已於

109年 1月 31日責請本部駐衛警隊配合以下事項: 

1.發現散佈疫情假訊息或以罹疫恐嚇滋擾者，將制止進

入本部大樓電梯，必要時報警或撥打防疫專線 1922協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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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現洽公民眾或來賓發燒或有咳嗽症狀者，將先請於

一樓會客區暫坐並通知業管單位同仁接待，如非必要

，儘量勿偕往辦公集中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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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係公務員應盡義務之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即明確規定

：「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

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惟不時仍於報章或新聞上揭露

，少數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將公務上秘密洩漏他人，顯示保密警覺之觀

念仍待加強。 

所謂公務機密，廣義而言，係指公務上所持有之資料，如經洩漏，

有危害國家安全、行政遂行或他人權利者。並可區分為「國家機密」及

國家機密以外之「一般公務機密」，前者係規範於「國家機密保護法」

，後者則可參考行政院訂定之「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手冊」。究其言，

保密義務所要確保的不僅是國家的安全及利益，也包含一般人民的隱私

與權利，公務員因職務所需接觸他人隱私資料，如果任意洩漏，將使個

人遭受不確定之損害。 

公務員洩漏公務機密，不論是出於故意或是過失，依「國家機密保

護法」、「刑法」、「民法」、「公務員懲戒法」等相關法規負有刑事

、民事及行政責任，對個人影響甚鉅，公務員不得不慎。 

一、公務機密維護之法令依據 

(一)公務員守密義務之規範 

公務員有保守公務機密之義務，其法律規定例示如下： 

1. 公務員服務法第 4條：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

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

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任意發表有

關職務之談話。 

2.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8條：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

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

毀損、滅失或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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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員洩漏公務機密之法律責任 

†刑事責任 

刑法第 132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

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

條文第 2項亦規定，「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由此可知，公務員不論係故意或過失洩漏公務

機密，皆負有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民法第 184條第 1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因此，公務員如因故意或過失違反保密責任，致使他人權利受損

害者，被害人可以向公務員請求賠償其損害；另依「國家賠償法」之規

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若因洩漏公務機密而對他人權利

造成損害，被害人得請求國家賠償，前項情形公務員係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時，國家亦得向公務員求償。 

†行政責任 

◆懲戒責任 

係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或主管長官依據「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

對公務員所為之懲戒處分。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於公務員因洩漏公務

機密移付懲戒之案例顯示，不僅有公務員因洩密而予以降級或記過者，

更有直接予以撤職者，公務員應引以為戒。 

◆懲處責任 

係指各機關長官依考績獎懲等法規對公務員所為之行政處分而言

，例如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 條第 3項第 2款規定，「…洩漏

職務上之機密，致政府遭受重大損害，有確實證據者」，最重得一次記

二大過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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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機密洩漏之原因探討 

(一)保密警覺不夠 

    (二)文書處理不當 

(三)資料清理不實 

(四)檔案管理不周 

(五)資訊管制不良 

(六)保密檢查不嚴 

三、公務機密維護之具體做法 

(一)文書機密 

1. 機密文件之會簽、陳判等公文處理流程，應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

否則應以文件密封方式為之，收受機密文書時，應先檢查封口後

始可拆封。 

2. 重要應秘密事項，應避免書寫於便條紙或桌曆上，否則易因疏忽

未收妥而遭窺視或翻閱，造成洩密。 

3. 具機密性之廢棄文稿應隨手以碎紙機銷毀，並避免做為資源回收

用紙，機密文件影印如遇夾紙應隨手取出，印壞部分亦須帶走，

以免被有心人取走做不當利用。 

4. 傳真機密文件前，應先確認傳送號碼，並連絡受件人等候於傳真

機旁，以避免誤傳洩密;傳送完成前應全程在場不可離開，避免資

料遭他人取走。 

(二)通訊機密 

1. 談論機密前，先確認對方身分，對於自稱長官而欲查詢機密文件

資料者，應請對方留下連絡電話，先做身分查證工作。 

2. 使用具有「自動重複撥號」功能之話機，做其他有輸入密碼之線

上轉帳或交易時，應注意清除紀錄，避免遭人試撥盜打。 

3. 個人行動電話語音信箱及電話答錄機密碼，應妥慎保管，以免遭

人竊聽。 

4. 經常檢視大樓電信配線箱，查看有無遭人掛線竊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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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機密 

1. 個人電腦應設定密碼保護，並設置螢幕保護畫面，且定期變更密

碼，以防範暫離電腦時遭人窺探畫面內容。 

2. 透過機關(構)內部網路做檔案資源分享時，應謹慎審核資訊內容

是否涉及公務機密，並應加設密碼管制。 

3. 電腦各種使用密碼，切勿將之另紙書寫或黏貼於電腦上：並避免

利用各種作業系統內建「自動記憶密碼」功能，否則即喪失密碼

保護之機制。 

4. 在無法確定網站的保密安全下，勿任意上網登錄個人重要應秘密

資料，以免資料遭截取移作他用。 

(四)會議機密 

1. 會議議事範圍，涉及公務機密需保密者，應以秘密方式舉行。 

2. 秘密會議之會場須選擇單純或有隔音設備場所舉行，以防止竊

聽。 

3. 參加秘密會議之人員，應與會議討論事項有直接關係者為限；凡

與議題無關者，主席得令退出會場。 

4. 秘密會議之資料附件，應於會議結束時當場收回，避免機密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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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法規 

†行政程序法: 

第32條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 

        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 

        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 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第33條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 

       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於五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受理 

       機關除有正當理由外，應於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其所屬機關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 

       定前，應停止行政程序。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公務員有前條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 

       由該公務員所屬機關依職權命其迴避。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

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

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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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考題的下場 

     

  清雍正皇帝於某次大考時，特別指派沉穩內斂的俞鴻圖擔任主考官

，俞氏為人處事一向小心謹慎，中規中矩，當任命令發布後，即斷絕一

切對外關係，且嚴格整飭內外，關防文書並嚴加保管。雖然保密迴避功

夫做得滴水不漏、無懈可擊，但百密終有一疏，他隨侍的愛妾，覺得機

不可失，因而與侍僕串通，將偷得的考題，黏貼在俞鴻圖的袍服內，順

利將考題挾帶出去，以高價出售給諸考生，而俞氏則一直被矇在鼓裡。

後來東窗事發，雍正皇帝下令處死俞鴻圖，並命他的兒女親家鄭升恆監

斬；一來可以看看鄭升恆是否係依律嚴行，二來可以讓官員知道，即使

是親戚關係，也是不應留情面，並進而提醒官員無須、也不可以官官相

護。後來俞鴻圖慘遭腰斬時，並未馬上死去，只見他挺著上半身，用手

指沾血連寫七個慘字後倒死。 

  為何在科舉時代洩題者要遭此大禍，理由無他，也就是這些因作弊

而晉升仕途之人，將來輕者貪贓枉法，重則可能禍國殃民，所以必須以

酷刑來加以惕誡。其次，由本案例可知，並非己身正直就行了，更重要

的是要注意並摒離「禍端」，才能避免身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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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抬口罩價格，政府絕不寬貸 

政府為避免武漢肺炎防疫期間，不肖業者趁機哄抬

口罩價格，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本

(109)年 1 月 30 日針對自蝦皮網站搜尋發現，有業者販

售醫用專用口罩 1 包 7 入，售價新臺幣（下同）999 元；

另有業者販售 N95 口罩 1 盒 20 片，售價 8999 元，顯然

價格均偏高等事，與蝦皮網站進行瞭解後，已請蝦皮網

站將該 2 則廣告下架，並請蝦皮網站善盡平台業者之職

責，審視業者販售口罩之價格是否有哄抬之情事；倘有

疑慮，則宜不予以上架販售，以維護消費者權益。蝦皮

網站已同意配合辦理。行政院消保處為避免網站販售口

罩之業者有哄抬價格之情事，將於近日邀請國內大型網

路交易平台業者開會研商因應對策。 

 



15 

 

另媒體報導新竹市之○○藥局購買 1 盒 100 入之美

固牌「紙口罩」（非一般醫療用口罩），價格從原本 70

元漲至 800 元一案，立即請新竹市政府消保官進行實地

瞭解，消保官遂於 1 月 31 日將案件移送公平交易委員會

（下稱公平會）處理，據悉公平會亦已立案調查中，倘

查證屬實，依法最高可以處罰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 1 億元以下罰金(公平交易法第 34 條及第 40

條參照)。 

行政院消保處特別呼籲販售口罩之相關業者，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自 1 月 31日起徵用國內工廠之一般

醫用口罩及外科手術口罩，「醫用口罩」依防疫物資及

資源建置實施辦法，係屬防疫物資；倘有有囤積居奇或

哄抬物價之行為且情節重大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1 條

之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對主管機

關已開始徵用之防疫物資，有囤積居奇或哄抬物價之行

為且情節重大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下罰金。」辦理。  

行政院消保處將持續會同全國 22 個直轄市、縣（市

）政府消保官及相關單位，不定時至便利商店、藥粧店

、藥局及賣場等場所瞭解口罩、酒精及乾洗手液等商品

有無缺貨，並藉此查明業者有無趁機哄抬口罩價格之情

事，倘有不肖業者哄抬口罩價格，一定移送相關機關依

傳染病防治法第 61 條之規定處罰，定不寬貸。 

 

 

(資料來源 : 行政院消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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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並非購物平臺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您，臉書並非購物平臺，

即使是臉書市集(Marketplace)也暗藏許多詐騙，建議

您勿透過臉書購物，因您的購物交易沒有任何保障! 

 

 

(資料來源 : 165 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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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無法得到奇蹟，就讓自己變成奇蹟。 

—尼克˙胡哲(澳大利亞) 
 

 

 

 

 

 

 

 廉政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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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勇敢吹哨，不法，Get Out! 

法務部廉政署24小時廉政專線0800-286-586。 

2. 科技部(政風處)檢舉貪瀆話:(02)2737-7038，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21樓。 

電子信箱E-mail: ethics01@mo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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