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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專欄 

我國 2018 年清廉印象指數全球排名第 31 名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 TI)於

今(2019)年 1月 29 日公佈 2018 年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同 2017 年全

球計有 180 個國家及地區(包含我國)納入評比，在超過全球 

82%受評國家中，臺灣分數為 63 分與 2017 年相同（滿分為 

100分），然在全球排名第 31 名，較 2017 年下降 2 名，與 

2016 年排名相同；惟若以亞太地區觀察，我國名次僅次於紐西

蘭(第 2 名，87 分) 、新加坡(第 3 名，85 分)、澳大利亞

(第 13 名，77 分)、香港(第 14 名，76 分)、日本(第 18 

名，73 分)及不丹(第 25 名，68 分)，居亞太第 7 名，與 

2017 年相同。 

2018 年 CPI 對我國的評估，援例從全球 13 個知名的國

際機構調查引用 8 個機構的調查資料，詳如附表一。其中以政

治風險服務組織(PRS)調查結果給分，進步 6 分為最高，這項

調查係專家評估國家政治體制內有無任命權濫用、裙帶關係、

保留特定職缺、偏袒利害關係人、秘密政黨基金及商政關係過

度密切等情，我國在這項調查分數進步，顯示政府在前述項目

的反貪腐防制措施獲得肯定。 

然而在世界經濟論壇(WEF)調查結果的分數，退步 6 分之

多，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 107 年 10 月 17 日本項調查公布

時新聞稿指出，該項調查在 2018年採用全新的「全球競爭力指

數 4.0」(GCI 4.0)進行評比，我國在此項調查相對落後的項目

為解決爭端的法律效率、教學重視創意與啟發的程度、關稅複

雜度指數、開辦新事業需要的天數等，如何精進相關作為以提

升排名，爾後可作為相關部會政策持續規劃參考改進。另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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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近年持續推動行政透明化措施電子化，使民眾能夠在線上

完成資訊查詢、業務申辦，乃至與政府能有所對話，除增加民

眾對於政府行政作業流程「透明」感受外，也有助於提升對政

府清廉程度的正面評價。行政院亦指示各機關針對國家重要公

共建設推動成立廉政平台，鼓勵全程作業公開透明以排除不當

勢力干預，降低政府重大工程建設廉政不法風險之疑慮，此等

措施將可增進爾後 WEF 對我國評價參考。 

綜觀 2018 年 CPI 調查資料，評分落後項目均係以跨國企

業經理人為調查對象，故提高評比分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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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央廉政委

員會第 21 次會議決議由行政院邀集經濟部、金管會、法務部

等相關單位，參考國際標準組織 ISO 37001 企業反賄賂管理機

制作法，強化公司治理，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另為了防堵重

複類型的貪瀆犯罪一再發生，廉政署亦要求各政風單位透過

「廉政細工」方式，整理機關貪瀆不法犯罪態樣，會同業務單

位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防範措施，並將弊端型態與防制方法

公開於機關網站或社群媒體，使社會大眾明白機關的改善作

為，共同監督避免再犯。 

 我們認為廉政的本質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一種綜合性的

策略，非單一部門可以達成，有賴公、私部門相互合作。CPI 

係國際透明組織所公布之各國清廉程度的國際指標，對於 2018 

年的評鑑結果，我們會再持續努力，加強各方面廉政措施及精

進相關作為，使評鑑組織能瞭解我國廉政工作及改進作為，讓

潛在評鑑人也能更加了解我國對反貪腐工作的決心，提升我國

清廉印象指數分數及國際形象。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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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肅貪判決案例 

少輔院替代役男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 
   

黃Ｏ珩為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下稱彰化少輔院）替代

役男，負責彰化少輔院之崗哨、門衛、中控及巡邏等輔助安全警戒及

協助戒護、管理學生上課秩序等勤務，其明知擔任監所管理人員應清

廉自持，且依法禁止代受刑人及其親友夾帶、遞送物品，以維持監所

紀律及其他受刑人之人身安全，竟基於直接圖受執行人黃Ｏ文、彭Ｏ

汯及少年楊○瑋等3人不法利益之單一犯意，先後收受黃Ｏ文、彭Ｏ

汯等2人之金錢後，利用下班及週末放假之機會，分別在臺北市及彰

化縣田中鎮等地之便利超商代為購得香菸及罐頭零食類等物品，再先

後接續夾帶進彰化少輔院，並利用無人注意之機會，轉交予黃Ｏ文、

彭Ｏ汯、楊○瑋，黃Ｏ文、彭Ｏ汯及楊○瑋，因而獲得相當香菸、罐

頭零食類等物品之不法利益。 

全案經本署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

並提起公訴，現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判決黃○珩犯對主管事務圖利

罪，處有期徒刑拾月，褫奪公權壹年。緩刑貳年。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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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分析 

小額採購收取回扣案 
【案情概述】 

A為甲機關維護組副工程司，負責承辦督導及查核污水處理

廠、焚化廠相關業務，而 B則為乙公司負責人，承攬甲機關「○○

○污水處理廠設備操作維護」採購案，契約價金 1,343萬元。除例

行操作維護外，如污水處理廠器材、物品需要更換或維修時，則由

A負責購辦，並通知乙公司修繕，因小額採購不須進行公開招標程

序，A認為有機可乘，遂利用職務上承辦上述小額採購之機會，向

B要求各採購案件所要之回扣金額，B為求 A能將污水處理廠後續

維修、物品更換等小額採購交由乙公司承攬，爰同意交付回扣，再

由 B提供報價單給 A辦理後續小額採購作業，A收取回扣金額總計

9萬 5,000元。 

此外，A另基於收賄之犯意，利用監督上開採購案廠商人員出

勤狀況及辦理小額採購案等機會，未確實核對廠商員工出勤狀況，

假藉「借款」名義，向 B要求賄賂，B為避免 A在審核員工出勤等

工作監督上加以刁難，因此交付賄賂金額總計 13萬 500 元。 

 

【所犯法條】 

一、 公務員部分 

（一）利用職務上承辦小額採購機會，向B收取回扣金額9萬5,000元

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收取回扣罪」。 

（二）利用監督採購案履約機會，未確實核對廠商員工出勤狀況，向

B收取賄賂金額13萬500元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

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

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1億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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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廠商部分 

（一）B為避免A在審核員工出勤等工作監督上加以刁難，交付賄賂13

萬500元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違背職務行

賄罪」：對於第2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

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資料來源：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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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叮嚀 

社區保全人員可否要求訪客出示身分證件、拍照並提供姓名、

身分證字號、電話等個人資料供社區建檔？ 

一、按「社區」，倘係指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

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

區者，其管理及組織係準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 53條），故其管理委員會於完成社團法人

登記前，性質上為非法人團體，屬個資法第 2條第 8款之

非公務機關。該管理委員會如有委任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公

司執行管理維護事務（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42條），並由

該公司所屬人員就社區訪客個人資料為蒐集、處理，則於

個資法適用範圍內，應以該社區管理委員會為權責機關

（個資法第 4條）。 

二、社區保全人員為執行「場所進出安全管理」之特定目的

（代號 116），要求訪客出示身分證件、拍照並提供姓名、

身分證字號、電話等個人資料供社區建檔，不論其係依

「社區規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條第 12 款）或「管

理委員會指示」，均非個資法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之「法

律明文規定」，自不得作為蒐集、處社區訪客區個人資料之

依據。又個資法第 19條第 1項第 6款規定所稱「增進公共

利益」，係指為社會不特定多數人可以分享之利益而言。社

區保全人員上開門禁管制作法，係為維護特定社區安全，

尚難認屬為「增進公共利益」。又縱經社區訪客同意而蒐

集、處理訪客個人資料，仍應符合個資法第 5條規定之比

例原則，故要求社區訪客出示證件換取社區門禁管制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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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能達到社區進出之安全管理，如另要求拍照並提供姓

名、身分證字號、電話等個人資料以供社區建檔，似已逾

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尤其於訪客身分已獲社區住戶確

認無誤後，是否尚有必要對之拍照並建檔留存個人資料？

不無疑義）。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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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看板(反詐騙) 

別再相信 20%獲利術，都假的！！ 

分析近期「假投資」案件詐騙手法，歹徒大多透過架設網站或臉

書社團、私人 LINE 群組進行招募，標榜以「買空賣空」或「穩賺不

賠」等口號吸引民眾投資時下熱門之虛擬貨幣(或未上市股票、期貨

等)，是類詐騙手法均以保證投資者可以固定獲利，只需依指示匯款

或繳交費用成為會員後，即可每週提領獲利，然通常將大筆金錢投

入後，方發現召集人已人間蒸發！請提高警覺，通常高報酬率投資

標的大多具高風險，請慎選投資理財方案。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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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 

毒家記憶 

奶奶真的很想幫爸爸戒毒，只是不知道要怎麼幫他，我也很想幫， 

但也不知道從何幫起。奶奶常拿爸爸的事來勸我，警告我不能吸 

毒，不然就會跟爸爸一樣，前途毀於一旦。 

讀國小二年級時，我就看過人吸毒。看到的人不是別人，

就是我爸。他吸毒的地方，並不是在什麼陰暗、沒人的角落，

就在我家客廳。 

一般人很難想像吧！ 

記得當時放學回到家，會常看到門口，有好幾個我不認識

的叔叔、伯伯。那個年紀的我就已經知道：是找爸拿藥的吧！

進到客廳，爸爸會說：「瑋瑋你回來了呀！」每次放學回到家

都是這一句話，都不會再跟我多說些什麼，只是顧著他自己的

毒品和朋友。所以從小我就很討厭我爸爸，他只是一個空殼，

被毒品控制的空殼。 

幼時對爸爸的記憶是空白的，奶奶告訴我，在我出生幾個

月後，父親就被抓去關了。不令人意外地，母親和父親辦了離

婚。直到小學一年級我才見到父親。那是一種既興奮、卻又陌

生的感覺，可惜這種至少還有爸爸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很長。

在我十二歲那年，他又因為毒品被抓進去了。這次，他又在我

的生活中消失了三年。 

我奶奶對我父親吸毒這件事非常「ㄘㄟˋ心」，奶奶跟我

爸說：「毒品要改到掉，否則你會吃牢飯吃到你結束生命。」

奶奶是用沉重的語氣說的，爸爸回話的態度，看起來卻有些敷

衍。我這屢勸不聽的爸爸，在去年底又進去關了。其實奶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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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想幫爸爸戒毒，只是不知道要怎麼幫他，我也很想幫，但

也不知道從何幫起。奶奶常拿爸爸的事來勸我，警告我不能吸

毒，不然就會跟爸爸一樣，前途毀於一旦。 

我曾問過父親：你為何不戒毒？他給了一個普通人大概很

難猜得到的說法。他說：「我找不到工作，就靠偶爾偷偷賣點

毒品賺錢，如果自己有在吸，哪天被警察查到，還可以『拗』

說我是自己用而已，這樣就有可能會被判輕一點。」這是我父

親的回答，非常不可思議吧！我一點也沒想到，居然會聽到這

樣的答案。 

人家都說戒毒很難，我總半信半疑。依我的想法，如果真

的下很大的決心，應該還是會成功的啊！聽到的故事都是這樣

說的：找一個遠離之前損友的地方靜養，再藉由宗教信仰來當

精神支柱，然後就戒毒成功了。 

不過看到自己爸爸的樣子，聽到某某人「又」因為吸毒被

關，不得不承認，戒毒好像也不是什麼輕而易舉的事。 

我很慶幸自己不用面對戒毒的考驗。我的表現、雖然讓奶

奶也挺失望的，但我從來沒有碰過毒品。奶奶總是跟我的老師

說，這個孫子是被他爸爸帶壞的，不然也不會這樣。不過就像

我不希望，爸爸說那種有的沒的藉口，我自己也應該要好好長

進。老師形容了一種情景，要我用心想像：『有人問你奶奶，子

孫不是都長大了，現在他們都在吃什麼頭路？』老師用了兩個

成語，叫難言之隱、難以啟齒，我想差不多就是我們年輕人額

頭三條線的那種感覺吧。 

我希望有種辦法可以讓爸爸真的戒掉毒癮，也希望自己有

重新出發的機會。老師說天助自助者，我雖然不算完全明白這

句話，但大概就是我們自己也要努力，不是什麼都靠別人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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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吧！奶奶已經放話說不會再去看爸爸了，不過她還會來看

我。她老人家對我的不放棄，使我心中興起了一種別再辜負她

的念頭。我猜想，如果有一個人繼續關心爸爸，讓他覺得自己

沒有被放棄，那麼爸爸也會興起努力戒毒的念頭。這，便是我

目前在做的事。 

我想像有那一天，奶奶可以跟別人說，我的子孫雖然沒有

賺大錢、做大事業，但都在身邊關心、陪伴我。。 

 

 

資料來源：反毒徵文佳作/胖胖(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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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沐浴乳添加防腐劑，會導致濕疹或過敏，這是真的嗎？ 

臺灣氣候溫暖潮濕，為防止產品變質，沐浴乳中必須適度

添加防腐劑，以降低微生物孳生的風險並防止產品腐敗。沐浴

乳若未添加防腐劑，保存期限不僅會縮短，也更加容易遭細菌

及黴菌入侵繁殖，造成沐浴乳腐敗變質，可能會對肌膚造成更

大的傷害。 

沐浴乳添加防腐劑是否引起溼疹、過敏，因個人體質而

異，並非每個人使用都會發生。目前國際間針對化粧品中的防

腐劑均有訂定限量管理，也尚未有足夠證據顯示在添加限量濃

度之下的防腐劑會危害人體健康。 

為保障民眾的使用安全，食藥署已公告化粧品防腐劑限量

規定與使用限制，並參酌科學性風險評估結果及隨時關注國際

間化粧品相關安全資訊，民眾無須過度恐慌。此外，為避免殘

留，使用沐浴產品後要沖洗乾淨；若皮膚發生紅疹等狀況請停

止使用該沐浴產品，必要時請儘速就醫，並可通報食藥署建置

的「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全國化粧品不良事件

通報系統)」，網址：http://qms.fda.gov.tw/tcbw/，通報專

線：02-66251166 轉 6401。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