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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好上加好的清廉印象指數策略

法務部於 111 年 3 月 2 日辦理司法記者茶敘，我國全球清廉印象指

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上升至 25 名再創新高、反賄

亞洲第一，以及國防廉潔世界第六，部長蔡清祥認為此結果展現政府落實

廉能的決心，有利營造我國的優質投資環境，提升競爭力。為使來年我國

在各項國際評比能好上加好、更上層樓，廉政署長鄭銘謙提出賡續辦理

「透明晶質獎」，擴大推廣「機關採購廉政平臺」，並表示將推動破解圖

利與便民 2.0，試辦企業服務廉政平臺。

考量「清廉印象指數」多以在臺外商及企業界人士為調查對象，故

首重著力於降低貪腐對企業活動的不利影響，防杜官商不當互動，包括企

業與公部門之行受賄、利益衝突、政府採購及公共建設之貪腐行為，故為

提升我國際評比，法務部廉政署現階段之策略重點有三：其一是賡續「透

明晶質獎」，以樹立公務機關標竿學習楷模；其二是推廣「機關採購廉政

平臺」，以預防重大採購案件風險；最後則是啟動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2.

0——企業服務廉政平臺試辦計畫，以營造廉能優質投資環境。

(接續次頁)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透明晶質獎」係為激勵機關自主檢視廉政措施，彰顯首長與同仁對

廉政治理的承諾，提出實踐廉政治理的各種亮點，並藉由外部第三方公正

參與評審來肯定成果與效益，進而獲取民眾對機關廉能透明的信賴，提升

政府清廉印象。

而為守護國家重大建設，廉政署現行透過「機關採購廉政平臺」機

制，秉持「跨域合作、公私協力、行政透明、全民監督」四大內涵，促進

行政與司法機關合作，讓機關不再單打獨鬥，邀集不同領域的公私部門專

家與機關站在同一陣線，並堅守公開、透明原則，破除不當干擾和施壓，

營造讓公務員勇於任事的環境，讓機關首長、公務同仁能安心、專心地為

國家領航，透過廉政平臺，廉政署與機關並肩同行，與國家共榮共好。全

國目前開設之廉政平臺計 34 案，分別為中央 12 案、地方 22 案，總金額

高達 7,905 億餘元，廉政署官網也建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專區，擴大

行銷廉政平臺成功案例，鼓勵機關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臺」。

另一方面，廉政署規劃將廣受私部門好評之「促進產業發展提升行政

效能——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廠商交流座談系列與企業及外商誠信論

壇等活動升級淬鍊為2.0，於今年度擇定機關率先試辦企業服務廉政平

臺，複製「機關採購廉政平臺」跨域合作、公私協力之成功經驗，並融入

公開透明、社會參與的理念，深化與企業團體、高階經理人、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學者專家等之交流合作，結合機關核心產業發展重點策略及服務

資源，不僅協助機關端推動行政透明及便民措施，也幫助企業端強化誠信

治理及法令遵循，讓公私部門一同攜手營造廉能優質投資環境，促進國家

與企業的永續發展，實踐「廉能政府、透明臺灣、接軌國際」的願景。

封面故事



廉政案例

【金獎衛生所涉貪】盜44病患個資掛號
牡丹鄉衛生所驚爆貪瀆弊案

榮獲衛福部「金所獎」殊榮的屏東縣牡丹鄉衛生所驚爆主管涉貪、

霸凌下屬醜聞，本刊接獲投訴，指衛生所主任與護理長濫用慢性病患個資

掛號、詐領健保費，至少有44位民眾成了人頭。此外，護理長還要求下

屬違法販售醫材，涉嫌浮報講師費，且基層員工勞逸嚴重不均，甚至有護

理師因而早產。對此，2人承認掛號做法不妥，但強調已刪除申報資料，

絕無詐領，也沒有霸凌下屬。

提到屏東縣牡丹鄉衛生所的亂象，知情人士A先生氣得痛批：「大家

都是奉公守法的公務員，也都秉持熱忱為偏鄉服務，竭盡全力讓衛生所得

到金所獎，但主管們竟為了一己之私，要求同仁用不實資料詐領健保費，

還要基層背黑鍋，令人無法接受！」

A先生表示，今年3月中旬，護理長楊貴妃要求業務承辦人，將40多

位罹患慢性病的民眾，直接掛號在衛生所主任鄭泰春的門診上，並要求直

接完成看診程序，事後再補刷健保卡，進行抽血、衛教。部分同仁礙於主

管權勢照做，但也有同仁對此反彈，進而向上級檢舉。

此外，護理長還被投訴涉嫌違反醫事相關法令，要求員工私下販售

血糖試紙給民眾，遭員工質疑且不願配合，還將有疑慮的業務攬在自己身

上繼續做；護理長還涉及涉嫌浮報講師費，任意將挪用公款核銷，導致承

攬衛教講座的營養師深怕遭受牽連。

另外，牡丹鄉衛生所也遭知情人士投訴有壓榨員工、勞役不均的狀

況嚴重，有資深員工上班混水摸魚、喝含酒精飲料，考績拿甲等；辛苦半

夜加班，認真負責的員工考績只有乙等。甚至還有員工因壓力過大，因此

早產，顯示衛生所內的管理出了問題。
(資料來源:奇摩新聞)



資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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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111年3月清流雙月刊)



機關安全

大地震所帶來的災難雖無法避免，但我們如能事前有計畫，臨事時

能處理得當，應可將災害減至最低程度。

地震前

*居家：1.家中應準備救急箱及滅火器，並告知家人所儲放的地方，了解

使用方法。2.知道瓦斯、自來水及電源安全閥如何開關。3.家中高

懸的物品應綁牢，櫥櫃門閂宜鎖緊。4.重物不要置於高架上，栓牢

笨重家具。5.事先找好家中安全避難處。

*學校：1.教師（尤其是中、小學校）應經常在課堂宣導防震常識並教導

學生避難事宜，舉行防震演習。2.教室的照明燈具、實驗室的櫥櫃

及圖書館的書架應加以固定。

*辦公室及公共場所：1.經常檢驗防火和消防設備。2.規劃有關緊急計畫，

並分別告知緊急情況時各人的任務以及應採取的行動。

地震時

*室內：1.保持鎮定，以「趴下、掩護、穩住」為核心觀念，隨手抓個墊

子等保護頭部，儘速躲在堅固家具、桌子下。2.切勿靠近窗戶，以

防玻璃震破。3.切記！不要慌張地往室外跑。

*室外：1.站立於空曠處或騎樓下，不要慌張地往室內衝。2.注意頭頂上方

可能有如招牌、盆景等掉落。3.遠離興建中的建築物、電線桿、圍

牆、未經固定的販賣機等。4.若在陸橋上或地下道，應鎮靜迅速地

離開。5.行駛中的車輛，勿緊急剎車，應減低車速，靠邊停放，人

躲進附近騎樓下。6.若行駛高速公路或高架橋上，小心迅速駛離。

7.若在郊外，遠離崖邊、河邊、海邊，找空曠的地方避難。

(接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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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

*學校：1.避於桌下，背向窗戶，並用書包保護頭部。2.切忌慌亂衝出教室，

並避免慌張地上下樓梯。3.如在操場，遠離建築物。4.如在行駛中

之校車，留在座上勿動直至車輛停妥。

*辦公室及公共場所：1.注意天花板上的物品（如燈具）掉落下來。2.辦公

室躲在辦公桌或堅固的家具下或靠支柱站立，遠離窗戶。

地震後

1.察看周圍的人是否受傷，如有必要，予以急救。

2.檢查家中水、電、瓦斯管線有無損害，如發現瓦斯管有損，輕輕將門、

窗打開，立即離開並向有關權責單位報告。

3.打開收音機，收聽緊急情況指示及災情報導。

4.檢查房屋結構受損情況，儘速離開受損建築物，疏散時請使用樓梯。

5.儘可能穿著皮鞋、皮靴，以防震碎的玻璃及碎物弄傷。

6.保持救災道路暢通，徒步避難。

7.聽從緊急計畫人員的指示疏散。

8.遠離海灘、港口以防海嘯之侵襲。

9.地震災區，除非特准，請勿進入，並應嚴防歹徒趁機掠奪。

10.注意餘震之發生。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人權宣導

(接續次頁)

互通有無的好兄弟

小賴是名機關營運所的股長，因為辦理業務的關係，認識了在該

營運所承攬水電業務的承包商小許，兩人因為都喜歡看球賽，所以無

話不談，變成好友。因為小賴有簽注買運動彩券的習慣，某天他想要

大手筆簽注一場NBA 球賽，但因手頭上的錢不夠，所以一口氣就向銀

行借了15 萬元簽注。不料，小賴簽注的球隊居然慘敗，不但小賴血本

無歸，而且因為高額利息的關係，又多欠了銀行10 萬，無奈之餘，只

好向小許求救，請小許代替還銀行借款，小許一方面因為基於自己跟

小賴情誼，二方面考慮到公司跟營運所還有工程案履約，所以只好答

應小賴的請求。事後，因為這件事鬧得人盡皆知，所以輾轉被營運所

的所長傑哥得知，傑哥為免事態嚴重，趕緊請政風室去瞭解，結果政

風室調查發現，小賴除了請小許代還借款這件事外，還查到幾次小許

跟其他水電廠商，請小賴去有女陪侍的酒店飲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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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宣導

這件事後來經傑哥要求，請政風室將小賴移送司法調查單位偵辦，

事後雖經司法調查單位以查無對價關係為由簽結，但是小賴的行為已經

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而且情節嚴重，所以經政風室簽准傑哥

同意後，移送營運所考績委員會審議論處。小賴身為公家機關員工，利

用業務往來與廠商熟識之機會， 進而向小許借貸，甚至要求小許代其償

還借款，並接受廠商招待出入不妥當場所，經營運所召開考績委員會，

決議處以小賴記兩大過之懲處，小賴並因此遭到免職，雖然小賴事後依

法提起救濟，但仍然無法改變免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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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宣導

人權公約結構指標

1. 《經社文公約》第6 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

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

採取適當步驟保障之( 第1 項)。本公約締約國為求完全實現此種權

利而須採取之步驟，應包括技術與職業指導及訓練方案、政策與方

法，以便在保障個人基本政治與經濟自由之條件下，造成經濟、社

會及文化之穩步發展以及充分之生產性就業( 第2 項)。

2. 《公政公約》第25 條規定：凡屬公民，無分第2 條所列之任何區別，

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

與政事( 第1 款)；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

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

表現( 第2 款)；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 第3 款)。



人權宣導

國家義務

1. 《經社文公約》在第6 條第1 項中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

人應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

當步驟保障之」( 經社文委員會第18 號一般性意見第2 段意旨)。

2. 由《經社文公約》保障的工作權，確立締約國有義務確保個人有自

由選擇或接受工作的權利，其中包括有權不被不合理的剝奪工作。

這一定義強調了一個事實，尊重個人及其尊嚴是透過個人有選擇工

作的自由而體現的，同時強調了工作對於個人發展以及對於社會和

經濟融合的重要性( 經社文委員會第18 號一般性意見第4 段意旨)。

3. 如同所有人權一樣，工作權規定了締約國3 種類型或3 種層次的義務：

尊重、保護和實現的義務。工作權的尊重義務要求締約國避免直接

或間接妨礙享有這種權利。保護義務要求締約國採取措施，防止第

三人妨礙享有工作權。實現義務包含提供、促進和提倡這種權利的

義務。它意味著，締約國應當採取適當的立法、行政、預算、司法

和其他措施，確保全面實現( 經社文委員會第18 號一般性意見第22 

段意旨)。

4. 《公政公約》第25 條第3 款涉及到公民在一般的平等的條件下擔任

公職的權利和機會。為了保證在一般的平等的條件下的機會，任命、

陞遷、停職和解職的標準和程序必須客觀和合理。在適當情況下不

妨採取積極措施，確保所有公民可平等擔任公職。要保證擔任公職

的人無政治干涉或壓力之虞，就需要將機會均等和擇優錄取的一般

原則做為擔任公職的原則，並提供工作保障。尤其重要的是保證個

人在行使第25 條第3 款規定的權利時，不受到基於《公政公約》第2 

條第1 項所指任何理由的歧視。締約國報告應該闡述擔任公職的條件、

適用的任何限制和任命、陞遷、停職和解職或調動職務的程序以及

適用於這些程序的司法或其他審查機制。報告也應該說明如何落實

機會平等的要求，是否採取了積極措施，如果是，程度如何( 人權事

務委員會第25 號一般性意見第23 段、第24 段意旨) 。

(接續次頁)



(資料來源:法部務廉政署網站)

人權宣導

*解析

1. 依據貪瀆案件實務案例，公務員在面臨財務困窘情形下，很容易誘

發貪瀆犯罪的動機，進而產生犯罪行為。因此，在訂定《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之時，便將「公務員避免金錢借貸、邀集或參與合會、

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列為規範的一部分，希望以此行政規則，

提醒公務員時時以廉潔自持為念，應妥善處理財務，除盡量避免有

金錢借貸等行為外，更禁止公務員接受與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人的飲

宴招待行為，《公務員服務法》第5 條與《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6 

條及第7 條都定有相類意旨的規範要求。

2. 公務員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或相關規定，依行政調查結果，

按程序移送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經決議予以記兩大過之免職處分，

雖屬機關考績委員會的集體討論決議結果，惟行政處理之手段，應

就公務員涉及個案情節輕重，由機關做出合乎比例原則之處分，因

此仍須討論並留意採取此種剝奪工作權的行政處分，是否已充分思

量《經社文公約》對工作權保障的精神。

3. 《憲法》第16 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利，旨在保障人民遭受

公權力侵害時，可循國家依法所設之程序，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俾其權利獲得最終之救濟，並使作成行政處分之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藉訴願制度，自行矯正其違法或不當處分，以維法規之正確適用及

人民之合法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59 號解釋理由書意旨參照）。

4. 本案例中，僅因借貸及接受招待出入不正當場所，而遭受記兩大過

予以免職處分的小賴，如認機關考績審議委員會的決議已剝奪其工

作權及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自得行使《憲法》第

16 條訴願及訴訟之權。小賴已依法向該管機關申請復審及向銓敘機

關申請再復審或以類此之程序謀求救濟者，相當於業經訴願、再訴

願程序，如仍有不服，應許其提起行政訴訟，方符有權利即有救濟

之法理（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43 號解釋意旨參照）。於現行法制

之下，可獲得充分之救濟與保障，符合經社文委員會第18 號一般性

意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5 號一般性意見。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消費宣導

強化社區監測，增加公費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定點診所並
提供社區採檢院所分布，呼籲有需求之民眾善加利用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29)日表示，自去(2021)年8月30日起規劃推動

COVID-19社區加強監測方案，由各縣市人口數較多之鄉鎮市區基層診所協助發

放公費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由於近期本土疫情新增數起不同場域且感染源

待釐清之群聚事件，為強化社區監測，截至今(2022)年3月26日，全國21縣市

由272家，增加至540家基層定點診所或衛生所。因COVID-19症狀與一般感冒

相似，提醒民眾如有出現呼吸道症狀，可多加前往定點診所，由醫師評估發放

試劑後自行居家檢驗及回報快篩結果。如居家快篩檢驗為陽性時，請勿慌張並

儘速至鄰近指定社區採檢院所進一步PCR檢驗。

指揮中心提醒，已將公費家用快篩試劑發放診所及核酸檢驗指定機構資訊

公告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COVID-19防疫專區」臺灣社交距離

App及採檢地圖/發放公費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社區定點診所地圖(網址：

https://reurl.cc/k765gr )或COVID-19全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地圖(網址：

https://reurl.cc/QjM9bM )，以利民眾查詢。

另指揮中心說明，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可於醫療器材販賣業者(如藥粧

店、醫療器材行、便利商店等)或藥局購買，民眾購買時，請確認產品名稱是否

有「家用」、包裝是否刊載「防疫專案核准製造第XXXXXXXXXX號」或「防疫

專案核准輸入第XXXXXXXXXX號」等字樣、產品效期是否在有效期間或保存期

限內，並依使用說明書或操作影片進行採檢及操作。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有任

何疑問，請洽原購買該產品之醫療器材商或藥局，或逕洽試劑廠商。

指揮中心進一步說明，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產品核准名單、產品說明

書與操作影片及相關資料，均可至食藥署網站家用新型冠狀病毒檢驗試劑專區

(https://reurl.cc/3jza38)查詢。家用快篩試劑適合於可能感染病毒比例高的地

區如確診數較多的區域、確診者足跡熱區，或使用者與確診者有接觸史，或是

曾去人潮眾多的地方、曾與確診者足跡重疊等。民眾如自覺有風險且出現呼吸

道症狀，請佩戴醫用口罩，前往該等診所掛號就醫，由醫師評估發放試劑後自

行檢驗。



廉政小劇場



本署秘書室事務科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本(111)年3月9日下午4時許，本署秘書室事務科

屬員接獲由中華電信有限公司鄭小姐贈送之臺東

釋迦水果禮盒1箱，屬員隨即報告該科科長，通報

政風室後，退還水果禮盒，並請鄭小姐簽收領

據。

本署移民事務組居二科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本(111)年3月10日下午3時許，本署移民事務組居

二科屬員接獲由台積電張女士贈送之手工香皂1

盒，屬員隨即報告該科科長，並於通報政風室

後，將贈與物置於女廁供同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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