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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時代，透明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COVID-19大流行要求迅速採取全球行動。已有 164個國家受到影響，超過

20萬人被感染，8,000多人死亡(截至 2020年 3月 19日前)
註
，越來越多的國家

已限制公共生活以遏制大流行，限制了一些不必要的活動，例如旅行和社交聚會

，並關閉了學校、辦公室、大學和娛樂場所。 

在諸如致命病毒爆發之類的危機中，系統壓力急劇增加，加劇了醫療保健領

域的腐敗風險;破壞、不確定性和分心會導致腐敗的行為者，可以利用危機為自

己謀取利益的環境。 

必須在整個衛生部門保持並擴大透明度、開放性和完整性。國際透明組織已

經確定了幾項重要的反腐敗措施，包括公開發表疫苗和治療研究，保護衛生系統

中的揭弊者以及確保平等獲得挽救生命的治療。 

但是，對透明度和課責制的需求超出了衛生系統本身的範圍。 

                                                           

註
新冠狀病毒(COVID-19)截至 2020年 5月 4日為止，全球有 187個國家(地區)

傳出確診案例，病例數逾 350萬餘人，超過 24.7萬人喪命，致死率約 7%。 

https://ti-health.org/content/coronavirus-covid19-corruption-health-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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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措施 

許多國家，地區和城市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或援引類似的特殊權力

，以通過加快決策和資源分配來防止病毒傳播，這很重要，經常是必要

的。 

但是，權力的集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導致其濫用，重要的是，緊

急權力僅用於授予它們的目的。 

決不能削弱或忽視反腐敗的基本保障措施，否則我們有可能破壞「

腐敗行為應受懲罰」的情況下為公眾服務的努力，歐洲委員會指出，即

使在緊急狀態下，也必須維護對“法治、議會監督、獨立司法控制和有

效的國內補救辦法”的基本保護。  

然而，由於一些國家出於安全考慮而暫停了選舉，議會會議和其他

政治活動，許多正常的監督和課責程序已受到嚴重破壞，因此，各國政

府應加倍努力，以誠信行事並向公眾開放關鍵消息，將來可以對現在做

出的決定負責。 

從塞爾維亞實例說明為什麼這很重要，總統亞歷山大·武契奇（

AleksandarVučić）在公開場合談到購買設備時“沒有書面採購”，並

補充說：“您有一天可以起訴我，向人民提供呼吸器。” 雖然這筆特

定的採購可能符合公眾的最大利益，但如果我們接受危機作為拒絕採購

規則和透明度的理由，則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腐敗，同時，塞爾維亞總理

虛假地說該國的呼吸器數量是“國家機密”，這引起了混亂和擔憂。 

https://assembly.coe.int/nw/xml/XRef/Xref-XML2HTML-EN.asp?fileid=24680&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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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的金額 

在已經討論過的大規模刺激方案，可以幫助經濟體從大流行的影響

中恢復過來，而當前的危機也提醒了企業和各行業公共資金的透明度的

重要性，各國政府必須為他們遏制這種流行病和促進經濟發展做出的選

擇提供合理的理由，以便它們獲得公眾的信任。 

大量（錯誤）消息 

媒體和公民社會在危機期間向公眾提供可靠、獨立和最新的消息方

面，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負責任的新聞媒體和民間社會專業知識，

可以幫助制止錯誤消息的傳播，從而支持公眾對政府的信任，這是有效

應對危機的關鍵，這些聲音必須得到保護，決不能使用緊急權力來扼殺

新聞自由。 但是，在宏都拉斯，在與 COVID-19有關的緊急狀態下，保

護表達自由，包括新聞自由的憲法條款已被撤銷。 

對於大多數受大流行影響的人，主要重點是確保自己、家人和社區

的安全，但是，我們也必須在這些特殊時期保持警惕，以免對我們社會

的自由與正義構成威脅。 

 

 

 

 

 

 

 

(資料來源:摘譯自國際透明組織 https://www.transparency.org/2020 年 3月 19日新聞) 

https://www.politico.com/politicoinfluence/
https://cpj.org/2020/03/honduran-government-declares-state-of-emergency-su.php
https://www.transparenc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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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性騷擾類型 

 

 

 

(資料來源:摘錄自台北護理健康大學性別平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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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應有之認識 

為因應政府再造精實改革，各級機關一切施政作為均以便民為首，

在速捷與效率的壓力之下，少數公務人員為爭取工作績效，違反作業法

則及程序，任意辦理公務，或因誤解公務機關「公開化」、「透明化」

的真義，對於公務機密應行保密部分，絲毫未加保留，逕行公布，致衍

生諸多困擾，究其原因不外如下：  

一、保密警覺不夠 

  探討近期洩違密案件發生之原因，有絕大多數是「人為」的疏忽，

尤其是來自心裡的極度鬆懈。因為現今社會趨於多元化，資訊傳達的速

度，超乎想像，國人基於憲法所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常有恃無恐

的透過媒體發表個人意見，習以為常後，也漸感染及公務機關。由日前

國內傳播媒體透過管道，提前報導政府有關政策之制定及軍事購案等訊

息，肇致主管機關臨時變更計畫或政策胎死腹中，對國家安全有不利之

影響。因此，身為公務人員必須養成良好的保密習性，在日常生活言行

及處理公務機密事務方面，隨時提高警覺，自我要求，才能防杜洩密違

規情事之發生。  

二、文書處理不當 

  所謂文書處理，係指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會簽、陳核、陳判、發

文、歸檔等之全部流程，依據行政院頒「文書處理手冊」之文書保密作

業部分，各機關應指定專人負責辦理機密文書拆封、分文、繕校、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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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封發等事項，機密文書之簽擬、陳核(判)，應由業務主管人員親自處

理持送，不得假手他人傳遞，惟經各項檢查中發現仍有多數單位，未能

依照規定認真執行，致文書內容於作業流程中，不慎為無關人員知悉，

進而肇生洩密事件。  

三、資料清理不實  

  依據文書處理作業規定，辦理機密文書之簽擬稿、繕打用印時，因

誤繕誤印之廢紙，應由業務主管單位人員立即銷燬之；如非有必要，應

儘量免用或減少副本發送，對已失效或無保存價值之文書 (檔案)資料，

應由各業務部門定期實施清理並列冊登記監燬，惟經督導發現仍有部分

單位未能定期實施清理銷燬，造成檔案管理之負荷，另在清理階段未指

定專人全程監督，致資料散失四處，徒增洩密之顧慮。  

四、資料保管不週 

  各項機密資料應與普通一般文件資料列冊分開保管，放置機密文書

之公文箱（櫃）應堅固完整封鎖確實，保管人員並須隨時檢查；機密文

書發文後，業務主管人員，每年至少須清查檢討乙次，對於必須變更機

密等級或解密者，應即按規定辦理變更或解密手續，尤其對於機密性之

會議資料，除應編號及登記其使用人分發外，更應基於「公務機密維護

」之立場考量，儘可能當場收回，與會人員如需留用時，必須辦理借用

簽收，以符文書保密作業要求；惟發現仍有部分單位掉以輕心，非但將

一般公文與機密公文混置，且對機密資料分發浮濫，致因管制疏漏而發

生洩密案件。一般公務機關雖未具特勤單位的機密屬性，然有關主管權

責範圍內，依法建檔存儲之文書資料，均應妥採保密措施，以防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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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面對當前科技日益發達，各項傳輸工具使用迅速便捷，政府機關在

一切為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前提下，又必須兼顧「公務機密維護」的

工作，殊屬不易；復加有心人士不斷透過各種管道企圖蒐集政府各類資

料，勾結公務機關不肖員工洩漏國防、外交、財政、金融政策、稅籍、

電信、監理、戶政、都市計畫、工程、採購預算及機關主管之機密項目

，不啻更增加了政府機關在執行公務機密維護工作上之考驗與挑戰，而

本項工作又屬一整體性、持續性、長期性之工作，絕不能稍有鬆懈與疏

失，因為一個人洩密與一百個人洩密，其所產生的後果與傷害是一樣的

，所以本部及所屬各機關(構)全體員工應深切認知公務機密維護工作之

重要性，確實遵照各項保密規定，貫徹執行，以確保公務機密與安全。 

 

 

 

 

 

 



8 

 

 

  

 



9 

 

 
 

               參考法規 

†大眾捷運法: 

第 4 條 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1項) 

第 7 條 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促進地區發展，主管機關得辦理大眾捷運系

統路線、場、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實施要點」:(略) 

†「○○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市有土地參與聯合開發權益分配注意事項」:(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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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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反貪倡廉」論的茹太素 

    茹太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刑部主事，每上奏章動則七八千字，且語

意艱澀，隱晦暗喻又多，每次朱元璋一看到他的長篇大論的奏章，就顯

得很不耐煩。某次，茹太素又上奏章了，朱元璋懶得看，就叫中書郎王

敏唸給他聽，當王敏一唸到題目是「反貪倡廉」論時，朱元璋眼睛一亮，

直說：「好！趕快唸」。當唸到第六千三百字時，朱元璋火大了，說：

「這到底是什麼狗屁文章，咬文嚼字，而且沒有重點，如此戲弄朕，豈

可輕饒，去把他叫來，我要好好修理他…。」當茹太素到來後，朱元璋

即數落他：「你無聊造此濫文，不知所云，既浪費紙墨，也浪費朕的時

間，如果官員都像你這樣不著邊際的奓談肅貪倡廉，政風何時才能清

明…。」不說二話，就把茹太素痛打五十大板。第二天晚上，朱元璋還

是好奇的叫王敏把接下來的文章唸來聽，王敏邊讀邊看著朱元璋，深怕

他又光火起來。當唸到「夫人無廉恥，不可以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

行法也。法能殺人，不能使人守廉；能刑貪者，不能使人知恥。故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非義以導之，親賢廉而進之，賤貪婪而退之…。」

時，朱元璋跳起來問王敏總共唸多少字了，王敏答約一萬六千字左右，

於是大罵：「都是些不痛不癢的廢話，這個老傢伙，恨不得再打他一頓…。」

這時太子朱標在旁說，還剩五百字，請父皇聽完再說…。最後是茹太素

建議的五件事：「 1.所有官員每年都要向上司陳報自家的財產；2.各地

按察使三年交換一次；3.各布政使司、府、州、縣的財政官員，每三年

交換一次；4.官員家中有人從商者，不得做主官和主管財政的官吏；5.

明訂嚴刑峻法，從嚴規範言行，使奸貪者無由而生。」朱元璋聽完後，

說：「這還差不多，前四條趕快交給各部辦理，至於第五條則不行，制

法太嚴恐傷民，過與不及都不好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後來朱元

璋特別把茹太素找來，跟他道歉一番，並將打他的這件事始末，向全國

公布，同時明令褒揚他。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知道，朱元璋的確是一個賞罰分明，並重視吏

治的好皇帝。相信，只要主政者，決心澄清吏治，並採用好的法令制度，

則政風工作必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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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 2 禁令!「兩岸直航航線」及「旅客來台轉機」

繼續禁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09 年 4 月 23 日表示，國際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嚴峻，除歐美國家疫情仍處高峰，

中南美洲及鄰近我國之東南亞/南亞國家近期疫情呈上升趨勢。

為維護國內防疫安全，指揮中心宣布，原本 4 月 29 日到期的「

限縮兩岸航空客運直航航線」及 4 月 30 日到期的「全面禁止旅

客來台轉機」二項政策，要繼續延長執行，何時解禁仍待視疫情

狀況才能決定。 

指揮中心再次提醒，民眾應做好手部衛生、咳嗽禮節及保持

社交距離，出入公共場所或密閉空間佩戴口罩。自國外入境時，

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主動通報機場及港口檢疫人員並

配合防疫措施；返國後應落實 14 天居家檢疫，如出現疑似症狀

，請聯繫衛生局或各縣市關懷中心，並依指示就醫，切勿搭乘大

眾運輸工具；就醫時請務必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

是否群聚(TOCC)，以及時診斷通報。 

 

        (資料來源:摘自 109年 4月 23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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駭客正利用「冠狀病毒」進行新一波網路間諜

與釣魚活動 

 

駭客趁疫情期間不斷變換各種詭詐的手法，伺機誘騙受害者上勾！

趨勢科技近日發現一起間諜軟體感染 Android 和 iOS 裝置的網路間

諜活動 (分別偵測為 AndroidOS_ProjectSpy.HRX 和

IOS_ProjectSpy.A)，命名為「Project Spy」。 

其利用疫情作餌，以 Coronavirus Updates 當作應用程式的名稱

，誘騙使用者下載後，監聽通話、收集和傳送簡訊，甚至還會偷拍照片

、收集通話紀錄和位置資訊，竊取從 WhatsApp、 Facebook 和 Telegram 

傳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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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份子透過 Facebook Messenger 發送

釣魚詐騙訊息 

如果使用者選擇暫時不想安

裝，就會被導向另一個假冒的頁面

，上面顯示只要回答幾題與新冠肺

炎和清潔習慣相關的問題，就能獲

得免費收看機會，不過當使用者回

答完問題後，卻會再被要求將連結

分享給 20位好友或 5個群組才能

順利完成訂閱，使得受害者不知不

覺間成為惡意程式的散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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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網頁顯示只回答幾題與新冠肺炎和清潔習慣相關的問題，就能獲得免費收看機會。 

趨勢科技資深技術顧問簡勝財提醒：「下載應用程式前應該要做到

停看聽，先仔細研究應用程式的畫面、內容、功能，以及所要求的權限

，同時聽聽其他使用者所留下的評論，此外，也要確保裝置上其他應用

程式及作業系統都已經更新到最新版本。對於天外突然飛來的好康，也

應抱持謹慎的態度，小心留意來源，千萬不要隨便點擊可疑連結，或將

個人帳密等相關資訊提供給未經驗證的網站。」  

 

 

 

 

 

(資料來源 : 165 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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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或許你會發現，最感動的不是你完成了，

而是你終於鼓起勇氣開始！」 

 -(作家-Peter Su) 

 

 
 

 Ψ廉政小叮嚀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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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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貪瀆專線: 

電話:(02)2737-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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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ethics01@most.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