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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臺灣廉政傳捷報！「2021 年賄賂風險
指數」臺灣亞洲排名第一

超越日本、新加坡

致力於全球商業反賄賂、透明及良善治理的非營利組織 TRACE， 於
2021 年 11 月 17 日公布「2021 年賄賂風險指數」（2021 TRACE
Bribery Risk Matrix），臺灣在全球 194 個受評國家或區域中，排名第
15 名，總體風險評分為 17 分(評分級距為 1 至 100 分，分數越高 代表
「相對」風險越高)，無論排名或評分，我國均較 2020 年第 19 名 及
19 分進步，獲得歷年最佳成績，在亞洲地區排名第 1，超越日本 （第
18 名；19 分）、新加坡（第 19 名；20 分）、南韓（第 21 名；21
分）及香港（第 25 名；22 分）。 TRACE 藉由下列 4 項主要指標，經
加權計算出個別國家或區域之 總體風險評分：一、企業與政府互動；
二、反賄賂嚇阻及執法；三、 政府及公共服務透明度；四、公民社會監
督能力。臺灣基於良好的政 府與企業互動、反賄賂執法、政府透明度與
媒體自由等出色表現，在 各項主要指標均獲佳績。 我國於 2018 年公
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並舉辦國 際審查會議，國際反貪腐
專家肯定我國反貪腐的決心與作為，提出「臺 灣的反貪腐改革」結論性
意見 47 點，其中防制私部門貪腐問題，受 到各界的共同關注。法務部
為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要求，自 2019 年起協助企業強化公司治理，
落實企業誠信及法令遵循，與經濟部、 金管會、財政部、臺北市政府、
科技部、勞動部及交通部攜手合作，共同辦理「外商及企業誠信論
壇」，邀請學界、各專業領域之企業界 代表、NGO、台灣美國商會
（AmCham Taiwan）、歐洲在臺商務協會（ECCT） 及美國在台協會
（AIT）共同參與，為政府及企業間提供重要且實質 的交流平臺，分享
國外法遵制度及觀念、產業面臨國際實務操作之法 遵風險，及外商踐行
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公民等標竿實例等，以凝聚 強化公司治理及政府善
治之共識。



封面故事

同時，為守護重大公共工程品質，廉政署依機關首長需求，協助
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讓檢察、廉政及審計等機關共同參
與，將資訊公開透明，排除不當外力干預、使公務員勇於任事，讓
重大公 共建設如期如質的完成；也藉由公部門「透明晶質獎」的
試評獎機制，發掘會做事、有效能的機關，激勵機關找出廉政亮
點，勇於展現對廉 能治理的承諾，樹立標竿也獲取民眾信賴，以
匯聚正向能量的典範學 習達成共好。綜觀臺灣在 2021 年國際各項
廉政評比的成績，可謂連傳捷報，國際透明組織（TI）公布之
「2020 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臺灣
獲得全球排名第 28 名，連續兩年獲得歷 年最佳成績；美國智庫傳
統基金會公布之「2021 年經濟自由度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臺灣大幅進步至第 6 名，為該指標發布 27 年以來之
最佳成績，其中廉能政府指標大幅提升；國際透明 組織所屬國防
安全計畫小組（ TI-DSP ）發布之「政府國防廉潔指數」
（GDI），臺灣獲得 70 分，與德國並列全球第 6 名。 前述各項佳
績，足證我國打擊貪腐、推動施政透明化，並致力協助建構私部門
反貪腐機制之努力已見成效，獲得全球社會的肯定，未來本署將繼
續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要求，推動並完備反貪腐法制，透過機關
採購廉政平臺、持續與各部會及標竿企業合作等不同面向，深化企
業誠信與法令遵循，強化公私協力之反貪腐夥伴關係，促進企業及

國家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案例

109年117名公務員受懲戒主因貪污、違
反經營商業

（中央社記者賴于榛台北14日電）銓敘部今天公布最新數據，
109年公務人員受懲戒總計為117人，其中受懲戒處分者主因
為貪污、違反經營商業行為；不過近3年來因貪污受懲戒處分
的公務人員有減少趨勢。

考試院今天在考試院會後發布新聞稿指出，銓敘部提報「銓敘
部109年辦理公務人員受懲戒處分動態登記情形」，並就此進
行分析。

銓敘部報告中指出，109年公務人員受懲戒處分，並送動態登
記者，總計為117人，其中受懲戒處分原因最多的是貪污行為
及違反經營商業行為，但從最近3年的數據來看，因貪污行為
受懲戒處分的公務人員有減少的趨勢。

報告也顯示，從最近3年公務人員受懲戒處分情形可知，懲戒
判決中，犯貪污行為者撤職處分比率較高，公務人員應更加謹
慎清廉，避免誤觸法網，自毀前程。

報告指出，109年公務人員因觸犯「公務員服務法」受懲戒人
數達46人，占整體39.32%。銓敘部表示，對此情形，歷年來
致力研修服務法，配合社會發展檢討或新增相關函釋外，也設
計「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輔助機關瞭解所屬
公務人員有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並指派人員或應邀至機關
擔任公務法令講座等。

新聞稿指出，院長黃榮村會中提示，如何有效降低公務人員受
懲戒人數，有賴各主管機關就各類所屬人員的工作態樣、性質
等，加強品德及刑事法治相關教育訓練，方可正本清源，銓敘
部亦應持續留意公務人員受懲戒處分情形，以作為日後相關人
事行政作為的參考。（編輯：黃國倫）1101014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記者賴于榛／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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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第36期)



公務機密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警官馮○○涉嫌多次利用職務機會，進
入警政署電腦系統，查詢與其業務無關的多筆民眾刑案、車籍、入出
境等資料，並洩漏給友人知悉，事後遭刑事局查獲移送偵辦。台北地
檢署偵結後，依妨害秘密罪嫌起訴馮○○。檢方並以馮員係連續犯，
向法院請求加重其刑。

據了解，刑事局督察室日前接獲檢舉，指稱馮○○疑涉勾結徵信
業者、律師，利用職務機會，擅自進入刑事局電腦系統，查詢民眾刑
案及入出境資料，並洩漏與徵信社及律師。

經督察室全面調閱馮○○自86年至89年間在警政署終端工作站
使用紀錄表、刑事局電腦資料查詢紀錄簿及電腦檔案後發現，馮員確
實調閱大批與其業務無關的秘密資料，並有外洩情事。

督察人員遂約談馮員進行調查，馮員坦承有將秘密資料洩漏給友
人，於是依妨害秘密罪嫌將馮員函送台北地檢署調查。但檢方調查
時，馮員卻否認有洩漏機密資料情事。馮員辯稱，89年3月間開始
「春安工作」期間，有林姓、吳姓警界同仁希望他提供一些失竊機車
等資料，他並無將秘密資料外洩與友人。不過檢方依據刑事局督察室
的調查筆錄、資料，認定馮員確有洩密情形。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政風室)

警官勾結徵信社洩漏秘密資料案例



壹、案例故事
小芬和老牛是從事民主活動的大陸海外異議份子，某日小芬

察覺週遭情況有異，跟蹤的眼線愈來愈多，安全上有了顧慮，只
能尋找一個安全避風港，在107年9月某日，二人從曼谷來臺轉
機，一下了飛機二人未前往轉機櫃檯辦理轉機手續，而是往桃園
機場的入境大廳前進，移民署獲訊派員前往攔查，二人立刻表明
了立場「臺灣是一個民主聖地，我們要留在臺灣」，於是從手提
袋拿出了厚厚一疊文件，這些都是我們從事民主活動的相關文
件。

移民署人員接收到這些資料，馬上往上級陳報，經查核本案
二人身分確實敏感，有些棘手，須妥為處理，以確保當事人人身
安全及安全離境。移民署派員與渠等二人遊說轉往第三地之可行
性，惟二人表示返回出發地生命安全將受到威脅，想留在民主聖
地臺灣，再思考下一步，同時亦透過LINE及IG與外界聯繫，外
界透過網絡開始散佈渠二人在滯留桃園機場及想入境臺灣的訊
息，加上老牛身體狀況並不是很好，隨時需要醫療服務。移民署
立刻成立專案小組，協調機場環亞商務中心提供2人休息場所，
並派專人照護，鑑於老牛身體狀況，請駐機場醫院醫師前來診
察，並派人定時量血壓紀錄，供給三餐，再替渠等添購日常用品
及換洗衣物，另派專人前來關心其身心狀況，以確保其身體、生
命安全不受威脅，2人感受移民署給予的溫暖，言語中盡是感謝
再感謝，每每眼中更泛著閃閃涙光。在經歷四個月事情終於落
幕，小芬、老牛二人在某人權團體的保證下提出專案申請，二人
結束在機場 125天的滯留日子，於出境後再申請專案許可入境，
高呼「自由真好、臺灣真好」。
貳、爭點
一. 當事人未申請許可，倘於轉機時同意渠申請許可入境，則不

符大陸地區人民來臺申請程序？
二. 2 人於機場管制區內停留125日，行動自由雖未受到限制，

惟活動區域有限，人身自由是否仍受到限制？另老牛身體狀
況不佳，有無疾病洐生之危害發生？

參、人權指標
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規定：任何人不得施以

殘酷，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
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

二.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規定：自由被剝奪之
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人權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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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空氣



參、人權指標
一.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承

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類、膚色、性
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
產、出生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
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二.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
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身體與精神健康。

肆、國家義務
一. 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

生命不得無理剝奪（公政公約第6條）。當事人雖為過境轉
機旅客，惟停留地為我國領土，我方有管轄權利及保障當事
人權益之責任，渠提出遭迫害及生命遭受威脅之事證，締約
國有確保其生命安全與生存權之義務。

二. 對所有自由被剝奪之人給予人道處遇及尊重其尊嚴，是普遍
適用的基本標準，不得完全視物質資源多少而定（人權事務
委員會第 9 號一般性意見第1項第2段）。

伍、解析
一. 對於當事人於機場管制區停留期間，安排妥適照護處所及提

供食宿，並協助就醫看診事宜，雖在管制區內，仍確保其能
自由活動、對外聯繫及生命安全，並派有專人協助，符合
( 經社文公約 ) 第 10 條第 1 項之規定與精神。

二. 渠等2人在管制區期間，透過個人群網站發表個人理念、訴
求及生活狀況、心情感言及接受駐場記者訪問，未受任何自
由限制及約束，充份獲得意見及言論之自由。

三. 本案係經主管機關協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審查符合依本條
申請專案許可資格，由相關單位切結同意保證渠入境之生
活，並確保於期限內離境，爰同意渠等專案許可案，2人於
出境後再入境時取得專案許可證後入境，程序上尚無不妥。

人權宣導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108年人權教材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保護會)

消費宣導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製作3支消保教育影片

為提升國人消費知能，行政院消保會特製3支消保教育影片。短片置
放於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教育宣導/消保電影院專區中，亦同步置於
YouTube平臺頻道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K56bRxDJgzHBeRZjcQZ
Fg/featured)







刊名 / 政風電子報

出版機關 /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地址 / 10066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7F

出版年時間 / 中華民國110年12月

頻率 / 月刊

編輯總召 /卓明偉

主編 / 簡國樑

本室編輯小組 / 張文山、陳安莉、蘇承玉、

陳怡安、謝瑋哲、蔡雅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