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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發布之 

亞太地區貪污觀感評比報告 

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PERC）出版的「亞洲情報」（Asian Intelligence）期

刊，於 109年 3月 24 日公布「2020 年亞太地區貪污觀感評比報告」，

我國今年排名第 5 名，與去(2019)年相同，得分為 5.15 分，與去年(5.37

分)相比進步 0.22 分(評分級距為 0 至 10 分，分數愈高代表愈貪腐)；

前 4 名依序為：新加坡(1.73分)、澳洲(2.1分)、日本(2.81分)及香

港(4.15 分)。 

本次評比臺灣篇章訪問對象，是在臺灣工作的外國企業或商會人 

士，調查其對所在地區貪污問題之觀感；針對我國貪污現象的評價， 有

超過 66%的受訪者認為與過去一年相比，無顯著變化。 

法務部廉政署回應表示，從我國貪瀆案件起訴件數、人次及

貪瀆金額觀察，21 世紀前 10 年比近 10 年來得高；2002 年共起

訴 605 件貪污案、1278 人，金額為新台幣(以下同)72 億元;而 2018

年共起訴 271 件、750 人，金額則為 1 億 6900 萬元。而去(2019)

年貪瀆數據也與 2018年相去不遠，統計前 11 個月，貪瀆金額為 1億

5,400萬元、246件貪瀆案件，並起訴 72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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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歷次報告所調查的觀感得分，近年貪污觀感評比相較

2008 年前來得好，與廉政署統計實際案例數據有類似的進步趨勢

。 

雖然貪污仍是現存問題，但在社會共同推動反貪腐的努力下

，成果將比預期更為有效，廉能政府不僅是民眾對政府信任的關

鍵，也是國家競爭力與發展的指標，關乎國際對台灣整體觀感評

價，未來將持續努力精進推動多元化廉政工作，共同守護廉潔家

園。                                (摘自 :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 

 

(圖:2018~2020 年亞太部分地區貪污觀感評比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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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1.9 1.85 1.73

澳洲 2.5 2.43 2.1

日本 3.55 2.7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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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5.75 5.37 5.15

南韓 6.63 6.16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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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安全與司法」分析 

性騷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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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是一種性別歧視與性別權力不平等之下的產物，雖然行為看起來輕微， 

但是對被害人身體自主權的剝奪感是很深的。而當遭受性騷擾時，應該向誰

申訴？如何申訴？很多民眾其實未必知道自身的權益要如何保護。我國在性

騷擾處理方面涉及三個不同的法律―在職場中發生的性騷擾事件由《性別工

作平等法》所規範；在學校中所發生的性騷擾事件由《性別平等教育法》所規

範；在一般其他場域所發生的或前述二法未能處理之性騷擾事件則由《性

騷擾防治法》所規範。性騷擾事件處理機制包括： 行政申訴與刑事告訴。 

一、行政申訴部分： 
 

由於性騷擾三法規範情境各所不同，目前採單一窗口原則，只要民眾遭遇性

騷擾事件， 都可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或可直接向法定申訴單位舉報。有

關性騷擾的相關法律和適用情境如下： 

法律 適用情境 申訴單位 申訴效期 

性別工作平等法 職場性騷擾
（執行職務期
間） 

◆  被害人（受雇人）所屬機關、部隊、
學校、機構、僱用人。 

 

 

性別平等教育法 
校園性騷擾
（一方為學
生，另一方具
有教職員、
工、學生身份） 

 
◆  加害人所屬學校學務處（如加害

人是學校首長，則向學校所屬主
管機關申訴，教育局或教育部） 

 

沒有時間限

制 

  ◆  如果在一般場所，可立即向該場
所負責人申訴； 

 

 

性騷擾防治法 

 
其他性騷擾
（前兩者以外
之性騷擾事
件） 

◆  或向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
校、機構、僱用人（如加害人是
單位首長或主管，向單位所在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常為
社會局）； 

 

一年內 

  ◆  加害人不明或不知所屬機關
時，則向所在地警察局報案。 

 

二、刑事告訴部分： 

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25 條：「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

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涉及為性騷擾罪，被害人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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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該罪為告訴乃論） 提出刑事告訴（告訴期為六個月），並進行行政申

訴程序。 

三、雇主防治的責任： 

這是一個全民防治性騷擾的時代，依性騷擾防治法規定，任何機關、部

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不論事業單位、經營規模大小，都有防治性

騷擾行為的義務，包括從平時的友善職場防治觀念宣導、設置申訴電話

與相關機制，到發生事件所應採取立即有效的糾正及補救措施等，而非消

極處理，更不應以員工平時工作狀況而不正視其性騷擾申訴的權益，否則

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第 2 項，依同法第 38 條可處以新台幣

(以下同) 10 至 50 萬元罰鍰。 

政府機關能否禁絕性騷擾，象徵著國家防制性騷擾的決心，因此，從中央到

地方，各級公務機關應化被動為主動，消除容忍暴力文化，從建立性別平等、

尊重、不歧視的職場文化開始，積極落實性騷擾相關法律之規定，作為全民

防治性騷擾行為之表率。 

 

▓ 問題與討論 
 

法律的制定，確實代表社會的進步，並不代表性騷擾問題即能解決。目前雖

然已有相關的法律規定性騷擾防治事項， 提供人身安全的保障，但除了法

律之外，如果每個人都能體會被害人的為難處境，提供他們信任與支持，並

適時扮演一個有力的第三人，便可以及時制止性騷擾行為的發生，減少被害

人在求助過程中的二次傷害。同時，及時向專業機構求助，也可以幫助被害

人採取正確有效因應措施。 

 

想一想，我對性騷擾看法： 

 

一、 他們本來關係那麼好，怎可能是性騷擾，會不會是誣告或是權力鬥爭？ 

二、 媒體上，女主持人吃男明星豆腐，很有趣，是一種幽默感嗎？ 

三、 女生自己穿著清涼就是要別人多看幾眼？ 

四、 自己遭到性騷擾時，我可以勇敢說不？ 

五、 別人遭到性騷擾時，我可以發揮正義感，成為有力的第三人？ 

 

 

(資料來源:摘錄自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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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赴大陸地區通報機制 
 

 

 
(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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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確實遵守資訊管理規定，致生洩密風險案例 

╬案情摘要: 

  警察局某分局於進行資訊內部稽核時，發現警員 A 於某日查詢失車資

料多筆，惟依據勤務分配表當日應在外服勤，經查察發現 A員係於出

勤前登入警政知識聯網，並使用勤區查察處理系統輸入腹案日誌表，

輸入完畢後未登出系統即外出實施查察，警員 B復因疏於注意，繼續

使用非本人之帳號查詢失車資料，全案經考績會決議各核予申誡 1

次處分。 

Ψ涉及法規: 

  警察機關資訊安全實施規定第 14 點、第 25點。 

†改進措施及建議作法: 

1. 機關得訂定適當之公務資訊系統等候登出時間，亦應加強宣導使用

完畢即應登出系統之規定，以防他人利用帳號非法查詢。 

2. 公務資訊系統應避免同一帳號多人使用，以免增加洩密風險及責任

歸屬困難。 

3. 機關應訂定違反使用公務資訊系統懲處規定，以提高使用者警覺心

。 

4. 機關應針對公務資訊系統訂定異常存取標準並定時辦理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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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法規 

†○○文化藝術研習班師資遴選要點第 2點: 

 本館文化藝術研習班教師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經教育部認定具有與任教科目相關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資格者。 

(二) 各公私立學校機關擔任教職，其任教科目與文化藝術研習班科目相關

者。 

(三) 曾受與任教科目相關之大學以上教育，持有合格證書者。 

(四) 具有與任教科目相關之特殊專長並有特殊表現或成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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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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反測而洩密的江芊 

     

   春秋戰國時楚成王欲廢太子商臣，並擬立王子

職為新太子。商臣頗有危機意識，但又不知道事實

真假，於是求教他的老師潘崇，潘崇回答他說：「你

只要對皇上的愛妾江芊輕薄無禮，就可以知道下文

了…。」商臣爰照此建議進行，果然氣得江芊罵道：

「你這卑鄙無恥的小人，難怪成王想廢掉你…。」

商臣於是確認成王將對他不利，嗣便利用機會殺掉

成王。 

  同樣的案例，山陽君也是懷疑韓王欲對其不利，

便假裝去詆譭韓王的寵愛豎樛以獲知事實真相；另

淖齒聽說齊愍王厭惡他，便偽裝為秦王使者，向愍

王左右來查證事實。試想，皇帝的決策，是何等機

密，怎麼可以任意洩露。所以說，有機會獲知高層

決策機密，不見得是一件好事，重點是，沉得住氣

並且不任意發表與自己無關之言論，才不會誤（害）

人誤（害）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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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藥物副作用，謹慎用藥免煩惱 

吃感冒藥怎麼會想睡覺? 吃藥後皮膚怎麼出現紅疹? 

這些可能就是藥品的「副作用」。什麼是藥品「副作用」? 

藥品用於預防、治療或減輕疾病的作用，稱為療效;而其他

對身體帶來的不良影響，稱為「副作用」。那要如何降低

或避免藥品副作用帶來的影響呢?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以下簡稱食藥署)提醒民眾，可謹記「1 看 2 應 3 問

」。用藥前，看清楚藥品標示，遵從用藥注意事項；用藥

後，注意藥品副作用之發生，即時反應；如有用藥問題，

詢問醫藥專業人員，就能保障我們的用藥安全。 

何謂「1 看 2 應 3 問」，民眾可謹記下列事項: 

一、「1 看：看清楚標示，遵從用藥注意事項」:用藥前，

看清楚藥品外盒說明書(仿單)或藥袋資訊，瞭解藥品

可能的副作用及注意事項。例如部分藥品具有嗜睡的

副作用，服藥後應避免從事機械操作或開車等活動。 

二、「2 應：發生副作用時，即時反應」:用藥後，如果有

新增其他不適症狀，要適時懷疑可能是藥品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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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些藥品副作用可能服藥一段時間後才會出現

，也是要注意。發生藥品副作用時，可以檢視藥品說

明書(仿單)，瞭解如何處置，有些輕微的副作用，停

藥後即可恢復，但如果不適症狀未改善或惡化，或出

現過敏反應症狀，例如皮膚紅疹、口腔潰瘍，應立即

回診。 

三、「3 問：有用藥問題，詢問醫藥專業人員」，當對於

藥品使用有任何疑「問」，可以詢問原本開立藥品的

醫療機構，或是就近詢問社區藥局的藥師或藥劑生，

讓專業醫事人員幫忙解答心中用藥的問題。 

食藥署提醒民眾，藥品副作用雖然存在，但也不要因

為害怕藥品副作用而不敢吃藥，以免延誤了治療的時程，

只要謹慎用藥，注意藥品副作用發生的可能，同時謹記「

生病找醫師，用藥問藥師」，隨時與專業醫事人員保持好

的聯絡，就能保障我們的用藥安全。 

 

 

 

(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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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也要防詐！ 

刑事局公佈訂購口罩防詐「三『不』驟」 
 

「不」驟一：口罩實名制「不會」透過電話聯絡。 

    詐騙集團會利用口罩實名制 2.0 預購的等待期，隨機撥打電話給民

眾，謊稱預購系統出現資料錯誤，要求民眾提供個人資料或按照指示前

往 ATM 進行操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鄭重澄清口罩實名制 2.0

「不會」透過電話聯絡民眾，民眾若接到陌生電話聯繫預購口罩事宜，

請立刻掛斷，並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不」驟二：口罩實名制「不會」用簡訊通知繳費或發送包裹查詢連結。 

    民眾使用口罩實名制 2.0 申請購買口罩後，健保署僅會透過電子郵

件通知民眾付款，「不會」以簡訊或其他方式通知繳費；付款完成後，

則會以口罩實名制專用簡訊號碼「0911516622、0935120188、0961591512

、0906174797、0971886019、0954000362、0903448084」發送簡訊通知

民眾前往指定超商門市領取口罩，「不會」使用其他門號發送簡訊，更

不會在簡訊中夾帶網路連結要求民眾點選。 

    刑事局指出，近日許多民眾向 165 專線反映收到「包裹已派發，請

您及時查收」的不明簡訊，研判是詐騙集團利用口罩實名制 2.0 到貨時

機，魚目混珠發送釣魚簡訊，民眾如果收到類似簡訊，切勿點選其中夾

帶的網路連結，以免遭駭客植入木馬或被引導至釣魚網站。 

「不」驟三：「不要」透過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購買口罩。 

刑事局165反詐騙專線今年已接獲 321件民眾網購口罩遭詐騙案件

，其中近 7 成（215 件）都發生在臉書，刑事局指出，臉書不是購物平

臺，也未提供任何安全交易機制，民眾如有網購口罩需求，應選擇商譽

良好的正規購物平臺，並拒絕透過通訊軟體私下交易，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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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局表示，要防範以「防疫」、「口罩」為名義之詐騙花招，最

重要的是保持冷靜，切勿輕信來路不明的網路消息，民眾如有防疫相關

疑問，可撥打 1922 防疫專線詢問，如遇任何可疑詐騙情事，隨時歡迎

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洽詢，以保障自身財產安全。 

 

 

 

 

 

 

 

(資料來源 : 165 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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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像一股激流，沒有岩石和暗礁，就激不起美麗的浪花！」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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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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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