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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評比創新高 仍需戒慎恐懼! 

國際透明組織發布 2019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簡稱 CPI）評比，我國得 65分，在受評比的 180個國

家地區中名列第 28名；分數較 2018年增加 2分，名次進步 3名，分數

和排名皆創下我國的新高；顯示台灣的廉政建設已漸獲國際肯定。 

CPI指數係國際透明組織引用多達 13家國際知名民調與研究機構

（如經濟學人、洛桑管理學院等）的問卷資料，經過整理分析而成。這

些問卷或訪談對象主要是國際企業人士、媒體從業人員或學者專家等，

反映的是受訪者在該國實際從事經貿往來之主觀看法。雖是印象分數，

也可藉此分辨出一國有關反貪腐的法規與社會的認知，進而判斷其廉潔

程度。 

亞太國家中紐西蘭名列全球第 1名，新加坡第 4名，澳洲第 12名

，香港第 16名，日本第 20名，皆優於我國。此表示這些國家防制公務

員貪腐相關法規之嚴密度，以及社會對廉潔政府的期待仍優於我國。因

此如何精進防貪法制，以及加強企業的誠信與民眾反賄賂的教育，仍有

努力空間。 

―――――――――――――――――――――――――――――――――――――――― 

備註: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 TI)係於 2020年 1 月 23日發布 2019

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簡稱 CPI）。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048802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3048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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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廉政主管機關遵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規範，逐步建構更

嚴謹的法規架構，如修正公務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與洗錢防制法等；惟仍

有改進之處，如應加速公益揭秘者保護法的立法。此外，在檢肅貪污的

同時，如何避免公務員擔心圖利罪而無法勇於任事，乃不可忽視的課題

。 

除了健全公部門的廉政機制，社會對貪腐情事的容忍度亦至關重要

。例如不少企業視回扣換業績為正當活動，高額的交際費亦司空見慣，

民眾以疏通費換取快速通關亦不以為奇，違法的政治獻金也屢見不鮮。

社會反貪腐認知的提升，實有賴政府相關部門更積極與持續的對民眾宣

導與教育。至於企業誠信方面，於 2017年 11月中央廉政會議裁示，研

究引進國際標準組織（ISO）最新公布的「反賄賂管理準則」（ISO37001

）；政府相關部會實有必要加快步伐辦理，協助企業建立廉潔機制。 

廉政建設有賴公私部門的一致共識，除健全反貪法令規章外，還需

要社會大眾具有反貪腐的認知與企業的講求誠信；清廉印象評比雖有進

步，仍須戒慎恐懼，持續努力。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新聞 -台灣透明組織協會理事長徐仁輝、世新大學教授 )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381384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776604
http://www.ti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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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守家園與校園-廉政作伙來相挺防疫前線都安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簡稱武漢肺炎）已經成為全球矚

目的傳染疫情，我國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統籌辦理防疫相關工作，

第一線醫護人員努力的加強防檢疫，同時國內廠商也如火如荼的生產各

項防疫物資（如口罩、額溫槍、酒精），以因應民眾需求。鑑於以往曾

發生相關案例，為了使分配防疫物資可以被真正需要的人使用，避免物

資被囤占，廉政署將請各政風機構提醒並叮嚀各機關注意相關的物資發

放作業流程，避免爭議事件發生。 

有關防疫物資發放部分，行政院訂有「物品管理手冊」，可資各機

關遵循，該手冊第 18 點、第 36點提及應由物品管理單位完成登記，送

交保管或使用單位簽收、登錄管理，且應由相關單位共同檢核。廉政署

將請政風機構以「叮嚀、提醒、關心、協助」的角色，提醒機關、學校

等業務單位注意法令遵循，於發放前，建立領用登記機制；於發放中，

則應公開資訊，以便利民眾領取；於發放後，則將紀錄留存，以備澄清

，降低外界疑慮，讓物資的分配使用流之有向，避免發生爭議事件。而

如果知悉不當之截留、囤積防疫物資情事，亦將依法處理。 

「廉政」為當前國際社會及國內各界普遍重視之價值，廉政也無時

無刻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之中，廉政署期盼藉由「先提醒、做管理、要檢

核」的防疫三部曲，使第一線防疫人員能夠安心執行職務，並讓民眾獲

得完善的公共服務與物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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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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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加強門禁管理措施 

                                  109年 3月 9日科部政字第 1090014794號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時期門禁管理，

維護機關辦公場所之公共衛生安全及員工健康，特訂定本措施。 

二、加強門禁管理措施除依本部門禁管理要點及配合科技大樓（以下簡稱本大樓）管

理會管理小組所訂門廳管理之規定外；另於一樓設置人體體溫量(感)測設備，未

配合量測體溫或體溫超過標準(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為準)者，本大樓一

樓服務台服務人員或駐衛警應採取禁止其進入之防治措施；對於未依規定且不聽

勸阻仍強行進入者，並得視情況通知本部政風處或秘書處派員支援處理，或依法

蒐證後通報衛生主管機關或洽請警方協助處理。 

三、佩戴本部核發之職員證、識別證、臨時證人員或持相關證明文件者，經本大樓一

樓服務台服務人員與駐衛警確認(驗明)後，始得進入(出)本部辦公場所。 

四、本部邀集部外人員參加之會議或活動，主辦單位應事先將開會通知單或相關文件

（包含集會活動名稱、時間、會場地點及人員名單）知會本大樓一樓服務台服務

人員或駐衛警，以備查核後進入本部，不須辦理登記及換證；並請主辦單位派人

引導或於會議樓層進行辨識及接待。 

五、遇有上級機關長官或貴賓蒞臨訪視，一樓服務台服務人員或駐衛警，應即主動通

報本部相關長官及業務單位派員接待及引導。 

六、前二點以外之訪客，由本大樓一樓服務台服務人員或駐衛警引導，於一樓「訪賓

區」等候本部同仁接待，不得進入本部辦公區域。但非至辦公區域無法施工或作

業者，應徵得受(洽)訪單位人員之同意，並於辦理登記及換證後，始得進入本部。 

七、本措施於奉核准後實施；終止時，亦同。 

 
各位長官、同仁 大家好：轉知科技大樓管理會管理小組訊息 1則 

為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措施，本大樓自今日(3/10)起實施體溫量測，說明如下： 

一、實施日期：109年 3月 10 日(週二)起。 

二、措施說明： 

    (一)自 3/10起，本大樓將於 1F正門、後門、承場客梯口(通往地下停車場電梯)，實施體溫

量測。 

    (二)承上，經額溫測量超過攝氏 37.5度者，禁止進入本大樓，小組人員將勸導當事人儘速就

醫。 

    (三)每日上午 08:00前，1F後門將不開放，請較早到班同仁改自 1F正門進入，並配合體溫量

測。 

    (四)貨梯之 B3F至 1F上行功能將不開放，請停車於地下室之同仁改搭承場客梯上至 1F，並配

合體溫量測。 

造成不便之處，尚請見諒。                                              秘書處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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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兩岸條例 內政部發布2辦法強化公務員赴陸管理 

 
依兩岸條例規定，公務員赴陸為事先許可制，不論是「過境轉機」或「入境轉機」，均

應事先許可。（示意圖）   圖：移民署提供 

於 109 年 2 月 18 日起，公務員和高度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

機密」退離職人員，應於赴陸返臺後 7 個工作日內，填具通報表，

且訂有機關可要求限期補正、說明及定期抽查等機制。此外，依兩

岸條例規定，公務員赴陸為事先許可制，不論是「過境轉機」或「

入境轉機」，均應事先許可。 

內政部表示，去(108)年 9 月 1 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簡稱兩岸條例）修正施行，明定公務員赴陸返臺後須通報，

且涉密退離職人員在許可管制期屆滿後，涉密程度較高者赴陸仍須

申報。移民署依兩岸條例授權，於 2 月 18 日針對公務員赴陸許可，

及涉密退離職人員赴陸申報等發布 2 項辦法，以強化公務員赴陸管

理機制。 

內政部表示，這次修正發布「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簡稱許可辦法），主要是依照兩岸條例

規定，將涉及「國家機密」人員，配合修正為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人員；並明定公務員及退離職人員，應於赴陸返臺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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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作日內，填具通報表，且訂有機關可要求限期補正、說明及定

期抽查等機制。 

此外，依兩岸條例規定，公務員赴陸為事先許可制，大陸委員

會於 106 年 1 月即函釋，不論是「過境轉機」或「入境轉機」，均

應事先許可，實施至今已有 3 年，故這次許可辦法修正，也一併將

「轉機」增列為赴陸申請的事由之一，以完備法制。 

內政部指出，這次也訂定發布「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

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員應經審查許可期間屆滿後進入大陸地區申報

辦法」，主要是依照兩岸條例授權，訂定申報對象、期間、程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 

內政部進一步表示，並非所有退離職人員赴陸均需申報，且若

經原服務機關核列為赴陸應申報之「重要退離職人員」，僅須向原

服務機關申報，不必向內政部申請許可。 

 

公務員赴陸線上申請系統。   圖：移民署提供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新聞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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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業務保密作法 

不良的辦公習慣；輕忽保密的觀念，是造成辦公室機密外洩的主因

，其常見缺失及預防方法，分述如后： 

一、影印分發重要機密文件時，應分別編號；依編號不同，分別在各件

適當位置處註記，以明確持有人保密責任。影印中，若影印機夾紙

故障，應即時取出，以避免遭人截取洩密。 

二、傳真重要文件前，傳送方式應先以電話通知收件人，否則，在接收

方傳真機未設定輸出密碼情況下，傳送完成的文件，恐發生遭人截

收之慮。傳送資料完成後，雙方應以電話核對傳送張數是否相符；

遇有不清晰處，應要求再傳送一次，不宜逕以電話宣讀填註，以免

洩密。 

 三、廢棄機密文件不應逕棄於垃圾桶內；或雖做銷毀處理，但是，碎

紙機銷毀能力不足，僅能碎成三釐米左右紙條；此時，若遭有心人

士蒐集並予處理重組，機密文件旋即曝光，就保密性而言，焚燬優

於銷毀；銷燬優於棄置。 

四、主管機構密發給個人的權責代碼及密碼，係用於操作電腦以存取重

要機密資料；依個人權限不同，作業範圍受嚴格限制。密碼應妥慎

保管，嚴防外洩。 

五、上機作業時，遇有離座需要，應即關機或離線跳出作業系統，使電

腦螢幕空白，防止他人窺視機密；必要時，應加裝錄影監視系統，

俾增加作業安全及追究使用責任。 

六、重要秘密資料（如標單、底價單）作業時，遇有離座需要，應即妥

收密件入櫃，俾防遭人抄錄或翻閱，造成洩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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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密文件在傳遞郵寄過程，常見缺失情形及預防作為：使用雙封套

郵寄密件時，外封套上不宜書明函內封存密件內容，避免引人覬覦

；內、外封套寫受文地址、受文單位及受文對象，應注意是否相符

，防止傳遞過程遺失。 

(二)內封套上應明確書寫收文對象或密件名稱（或代號、文號），俾收

文人員正確轉交有權拆閱人員，避免困擾；封口應加蓋密戳並予封

實，以防止遭人拆封或竊讀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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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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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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警防止洩密的顧琛 

     

   宋文帝派遣將軍劉彥之經略黃河以南一帶地區，

與敵大戰，敗而歸，所帶兵甲需用等皆盡喪失，並

造成國庫空虛。某天宋文帝宴客，對方敵營使者也

在座，酒酣耳熱時，宋文帝突然問管理兵需事宜的

庫都郎顧琛：「現在我們庫存的兵器有多少？」顧

琛機警想到軍情不可實說，爰鎮定的回答：「如今

新府庫有十萬人的兵器，至於舊府庫所藏則多不可

數。」文帝一聽完後，即深覺自己說錯了話，但也

肯定顧琛機智的回話，於是給予重賞。 

  由上觀之，「洩密」的型式可謂不一而足，太

過「老實」，也可能適得其害，所以，在臨機應變

時，「務實」反而比「老實」更為重要，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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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旅遊警示升級 參團退費分級 

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已蔓延至全球各國，許多

旅客紛紛向旅行社要求退費。而參團退費原則是根據觀光局疫情

等級的 3 級處理，或按距離出發日的時間依百分比賠償旅行社損

失，相對旅行社也須出示必要費用單據，一旦雙方發生糾紛、爭

議時，可向旅行品保協會提出申訴。 

  依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將疫情等級分為 3級，第 1級「注意」，

現有泰國，民眾前往旅遊應遵守當地的一般預防措施；第 2 級「警

示」包含日本與新加坡、法國、德國、西班牙，至當地應採取加

強防護措施；第 3 級「警告」則為中國大陸、港澳地區、韓國、

義大利與伊朗，應避免所有非必要旅遊。若已向旅行社購買行程

的旅客，即是以此分級辦理退費相關事宜。 

  旅行品保協會指出，所謂「必要費用」包含行政規費、護照

費、已支出的飯店費、購買票券後的退票手續費…等，旅行業者

皆須提出單據說明。若前往國家不在第 2 級或第 3 級名單中，旅

行社若能證明實際損失超過規定的賠償比例，也能依照實際損失

求償。一旦旅行社無法出示證明僅以口頭告知而有爭議時，民眾

可向品保協會或各地消保處申請調解協商。 

  針對因疫情而受影響的旅客，品保協會建議，有多家旅行社

提供改期或更改前往其他國家的方案，民眾與其「認賠殺出」，

不如暫時保留訂金，待疫情結束再出發，至少支出的金錢不會平

白無故損失。同時，旅行社下訂行程時，皆應保留相關資料單據

與旅遊契約書，當日後發生爭議時作為舉證之用。 

依疫情建議等級旅遊團退費原則，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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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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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 LINE帳號被盜，請點選下列網址....?? 
 

最近有民眾收到一則「最近有很多 LINE帳號被駭客

盜取，LINE推出全新 2階段密碼認證，請點選下列 URL

提高帳號安全」的訊息，請注意!!LINE公司並沒有發送

這則訊息，所有 LINE帳號安全性相關設定，都在 APP中

進行調整，而非透過超連結進行設定。 

同時建議，平時沒有在使用電腦版或其他版本的民

眾，可以將「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功能關閉，避免帳

號遭盜用，進行詐騙身邊親友。 

  

 

(資料來源 : 165 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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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快樂的，悲傷的，倏忽即逝。 

甜美的，苦澀的，都是生命中的輕輕一瞬而已。 

所以，全心全意感受每一個流過的瞬間吧， 

無論是一場意外的暴雨，還是一道絢麗的彩虹。 

—朵朵小語/日日朵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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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貪瀆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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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政風處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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