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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開幕式︱

通方面，除了要求保持交通順暢之外，

貴賓致詞

另外就是防制酒駕肇事案件的發生，因

7

國立臺北大學薛校長富井致詞

為酒後駕車造成的一些後果在過去兩

內政部警政署王署長、公務人員

年，引起社會上很大的震撼，一個酒

保訓會蔡主委、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陳校

駕案件，往往禍害好幾個家庭。所以

長，以及我們內政部政風處王處長，各

在102年裡面，我們在酒駕執法方面特

位先進，各位貴賓，各位同學大家早。

別加強，同時我們也與其他部會相關的

首先謹代表國立臺北大學向今天

單位聯繫，做好宣導工作，所以在102

與會的貴賓致上最誠摯的歡迎，同時我

年11月結束的時候，酒駕死亡的人數，

也要代表臺北大學向警察專科學校的陳

比去年同期來講，減少了123人，降低

校長致謝，謝謝陳校長讓臺北大學公共

了百分之36.07，顯見其成效。我也希

行政暨政策學系有這樣的機會，辦理公

望我們警察同仁，能夠好好保持下去。

務行政倫理及警政風紀研討會，臺北大

當有工作成效的時候，我們警察最怕的

學從明年度即將邁入第65個年頭，臺北

是發生警察風紀問題，每次重大警紀案

大學的創立源自1949年，也就是民國38

件發生，往往就是讓民眾對於警察公信

年，當時中央政府來到了臺灣，設立了

力發生高度懷疑的時候，同時也否定了

所謂的省立行政專科學校，當時是為了

過去許多的工作成效。我們都能坦然面

要培育臺灣省實施地方自治的人才，包

對警察的風紀問題，要不斷檢討、要求

括財政、行政、地政、會計、稅務等方

及改進，當然今天研討會裡面，本署副

面的人才，臺北大學經歷五次的改制，

署長、政風室主任、督察室副主任及各

直到2000年2月1日，正式成立國立臺北

界的專家，在今天討論之後，有好的意

大學，但在歷經那麼多次的改制裡面，

見，在我們下一年度的行動方針裡，能

事實上我們培育高階文官體系的這個重

夠做為很好的參考依據，今天很感謝蔡

責大任，一直都是存在的。到今天，臺

主委能夠共襄盛舉，來到學校，也謝謝

北大學的校友們，對於整個國家政治的

求，我們警察平常希望能夠穩定治安，

薛校長，能夠和我們警察專科學校一同

進步，經濟的繁榮及社會的穩定，都起

疏導交通，做好為民服務的工作，維持

舉辦研討會，今天學校在校長、張主

了非常關鍵性的力量，我想我們有許許

我想警察本身就是國家的公務員，

良好的警察風紀，都是我們警察時時刻

任、高主任，用心的規劃下，讓我們有

多多的校友，在社會的各行各界，都扮

我也常常跟我們同仁講，我們是公務

刻被要求的事情。今天已經是102年12

今天的研討會，希望能夠有好的成果，

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包括警政署王署

員，但是我們跟一般的公務員不一樣，

月30日了，過了明天，就是新的一年。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

長、海巡署王署長、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因為我們的勤務作息，工作任務是有差

在102年裡，治安工作與國內刑案，如

各位。

的陳校長，乃至於新北市的副市長侯友

別的，我們工作上所接觸到的外在誘因

暴力犯罪、竊盜犯罪、詐欺犯罪等等，

宜，都是我們臺北大學具有傑出貢獻的

特別的多，多過一般的公務員，所以警

這些刑案發生的數據，是在下降的，所

校友，我們也深深的以他們為榮。

察風紀問題，經常變成我們的重點要

以全國有一個穩定的治安狀況。而在交

開幕式合照，由左至右分別為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張副教授瓊玲、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陳校長連禎、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蔡主任委員璧煌、警政署王署長卓鈞、臺北大學薛校長富
井、內政部政風處王處長敬前、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主任顧教授慕晴、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訓
導處高主任鎮權

內政部警政署王署長卓鈞致詞

今天研討會主題為公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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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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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各個專業領域方面，都是需要

句話說，清廉放在作為一個官員、公務

桃及便利的交通，林同心先生功不可

防制。署長也說過1和99相比，不一定

專業倫理的，例如公務人員要有公務倫

員的首要，其價值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

沒，結果上級要他調動時，人民都聯名

99大於1，我們努力了99分但只要有1件

理，作為執業的會計師，抑或律師也有

的，可見古今中外核心價值是永恆不變

寫信陳情不讓他離開。但他這樣造福民

風紀案件發生，前面的99分很容易就被

專業倫理，乃至於學術也有學術倫理，

的。我們的大家長王署長上任以後，宣

眾，便利通道，卻引來了可惡的山老

抹煞，所以我們辦這個研討會的用意在

我個人覺得這樣的專業倫理，只是個最

布了四大工作核心價值，人權、效率、

鼠，還向林同心先生說：「你若肯睜

此，很感謝我們署長支持外，我親自去

基礎必備條件，在這些倫理的背後，還

風紀、形象，這四大項是我們所有警察

一眼，閉一眼，我每個月給你一萬塊

拜訪蔡主委時，蔡主委亦當場一口答

是有些普世不變的價值必須去遵守及維

同仁，亦是我們公務員應該信守服從

錢。」那時一萬塊錢是他每個月薪水的

應，並排除所有行程參加本場研討會，

護，這方面如果能做得更好，至少整個

的，所以在兩個多月前籌畫舉辦發揚公

十倍，結果他指著警帽的警徽當場斥

相當感謝蔡主委。國立臺北大學薛校長

社會在追求公平正義中，也能夠保有禮

務倫理暨端正警政風紀學術研討會時，

罵：「你知道這帽徽所代表的意思是什

也是一樣，在百忙當中樂意從三峽過來

的存在，也能夠保有和諧的氛圍，我想

我向署長報告，署長一口答應並全力支

麼，這是代表國家的法律」，當場嚇退

參加我們的盛會。內政部政風處王處長

這是非常重要的。

持，事實上我們學校，最近幾年來，我

山老鼠。林先生因此更贏得民眾的敬

亦是如此，聽說我們辦研討會，百忙中

臺北大學搬遷到三峽以後，整個校

們除了全力以赴，深耕警察專業、警

重。

撥冗參加，可見各級長官對於倫理風紀

區相當空曠，整個軟硬體建設，亦達到

紀、法律，也一直強調學校的教學一定

一個相當好的境界，在這裡也期盼能邀

要跟實務接軌。

希望每位同學畢業後不要有違反

都是十分重視，更是身體力行。在行政

警紀之行為，我們也設立了品德獎學

工作方面，由訓導處高主任以及通識中

請大家撥冗來到臺北大學的三峽校區，

近三年來我們成立品德教育中心

金，過去獎學金的條件皆是要求品德學

心張主任的規劃與諮詢，到目前為止我

這個漂亮的校園裡春、夏、秋、冬會各

及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訓導處皆辦理

業兼重，這次我們純粹以品德為主，獲

覺得相當滿意。對於今天所參加之貴賓

有不同的面貌及風景來迎接各位。新的

一系列品德教育活動，這些活動不管是

得我們學生總隊學生熱烈迴響。所以，

及同學，在此亦表示謝意，祝福這次研

一年即將到來，在這裡誠摯的祝福大家

動態或靜態，都含括我們的倫理與風

清廉及風紀我們一定要面對，且要認真

討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身體健康，事事如意，謝謝大家。

紀，當然有部分亦涉及美學教育的發
揚，直到目前為止仍不斷進步中。我們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陳校長連禎致詞

的情境教學中心也是一樣，本校為了紀
念校友林同心先生，做了銅雕置放於圖

王署長、蔡主委、薛校長，我們

書館旁，林先生一生堅持清廉、律己的

在座的各位老師及同仁大家早安、大家

做法，讓每一位本校同學剛進來時，新

好，最近本人時常利用週末假日或晚上

生的預備教育三週，一定要前往巡禮。

時段研讀官箴，官箴歷代皆有，而我現

在此，介紹一下林先生的事蹟，在座的

在在讀宋朝官箴，宋朝官箴幾百字而

許多貴賓及同仁可能還不清楚，林同心

已，官箴內所寫皆是為官之道或是官吏

先生畢業於我們學校，最後巡佐退休，

之道，事實上就是將我們公務人員服務

當時擔任所長的他，致力於拉拉山的開

法一一的呈現出來，其實古今為官之

闢工作。山上無水、無電，道路崎嶇不

道、堅持清廉是相通的。

平，民眾生活艱苦。因此，林先生造橋

官箴其實可歸納為清、慎、勤、

鋪路，設置電線杆接通電源，我們現在

忠、直、忍，那把清廉放在第一位，換

能享受拉拉山美好的風景、甜美的水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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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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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有同感，並感到敬佩，因此才有這場的

水源、汙染等問題，近期更有一部紀錄

公務美學

安排，本人感到非常榮幸。

片「看見臺灣」，讓我們看見現今國土

蔡主任委員璧煌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陳校長連禎（左）致贈蔡主任委員璧煌（右）紀念牌，以茲感謝

國家文官學院在訓練全體公務員的

的破碎不堪。102年11月7日的工商日報

各個區塊中，是我們一直認為最重要，

刊出一篇由鄭姓先生所撰寫的短文，該

但卻最難以研究及評量其效益的就是

文質疑「政府消失了」，政府不見了，

人文素養及倫理價值，陳校長能夠在警

看到此篇文章，讓我覺得很慚愧，我們

察專業職能教育外，想方設法加強警察

公務部門一定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到，或

人員的通識素養教育，實在令人相當感

是有做，卻讓人民無感;對於人民的無

佩。我們都知道警察是執法的先鋒，但

感，我們公務人員對這點是必須要有感

更是人民的保姆，並非僅是死板板的執

悟，並自我反省。

法，而是要發揮人性關懷兼具同理心，

我們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到底有沒有

作為一名全能的警察人員，這才是專業

做事？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是有，而且大

警學教育的真正精隨。

多數都很認真在做，像現在內政部李鴻

今天跟大家談談公務美學，公務

源部長，我跟他熟識多年，他曾三度在

界其實是非常美的，端看你如何去經

國家文官學院講學，主要講述的課程即

營、如何跟人民互動。我想就以這個題

為國土規劃。「看見臺灣」一上映後，

目跟大家交換本人的一些看法。最近社

民眾對內政部頗多批評，我覺得部長內

會大眾對公務員有些批評，這些批評包

心對這些情事一定是非常沉痛的，他有

括公務員死板、保守、不知變革及死守

在做，可是國土規畫恐怕非李部長一人

法律，同樣的相對於警察的感覺，亦是

所能獨力完成，尚需我們全體的公務部

如此。我們知道警察最重要的職責即是

門同仁體認到自身工作及任務，才能夠

除暴安良，惟外界對警察印象是除暴不

做好這些事。

錯，但安良不足；警察機關一向強調警

這就牽涉到我們公務人員怎麼定

察的專業職能與執法技巧，但絕大多數

義「工作」，到底我們公務員將工作當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陳校長、通識中

更具有精彩演說解釋的才華，故常常至

人民是良善的，頑劣份子是少數，警察

作什麼？根據我的觀察，公務人員大致

心張主任、臺北大學薛校長、公共行政

國家文官學院幫我們的公務界同仁來上

有時候的干涉作為反而易引起人民的反

可分為三種。第一種的公務員把工作視

暨政策學系的顧主任，還有在場的各位

課。

感。換句話說，警察缺少的是什麼？除

為「對價關係」，領一份薪水做一份工

老師、同學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有這

陳校長還非常客氣，一個多月前由

了基本專業素養外，我們真正需要的是

作、一個口令做一個動作，他們總是按

個機會來到本校跟大家進行專題演講，

通識中心張主任陪同親自到我辦公室，

對民眾更多一點的人性關懷，這才是目

照規定的時間上班，到了下班的時間準

本人對陳校長相當的景仰，校長是一位

就學校將舉辦研討會邀請我來演講，而

前我們警察人員所迫切需要的。

時下班，這樣的公務員勉強是及格的，

文武全才的高階警官，其本身除對警

該研討會的重點係要探討人文素養、倫

最近從新聞媒體的報導中，可看出

雖然他無愧於他的薪水，亦把工作處理

察專業知識有相當程度了解外，對於四

理價值及警察風紀，藉此增進警察人員

社會大眾是處於不安的狀態，例如前些

完畢，但總是少了點什麼，因為他們將

書五經等文學方面亦有相當高的造詣，

的通識素養及守紀觀念，當下，本人深

日子的毒澱粉事件，近日的油品安全及

工作當作對價，認為能少留一天班，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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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點事，就是多贏了一點，但這樣的

讓人如沐春風；做事則全力以赴，堅持

熱情，不但讓自己工作快樂，也造就了

以。有句話說：「人在公門好修行」，

公務員是冷冰冰的，把薪水與工作化成

到底，這就是熱情。我以一個發生在美

他一生的事業。

公務界本就是個道場，每簽一份文，每

等號，多做一分鐘都不願意，亦是民眾

國的故事為例。在一個白天風和日麗，

我們公務員不就需要像這位服務生

蓋一個章，每接一通電話，或每回一通

口中常批評的公務員；第二種為積極的

入夜卻風雨交加的夜晚，一對老夫婦走

一樣的人嗎？在座同學將來皆是警務人

電話，事實上都在執行公權力，而在執

公務員，他將工作當作一項「承諾」，

進旅館大廳，想要住宿一晚，飯店的服

員，警察工作雖然辛苦但卻有很多地方

行公權力的同時，如能好好替申請的民

無論是擔任何公職，皆能扮演好各職位

務生滿臉歉意地說：「對不起！今晚的

可以讓人感動，例如剛才陳校長所講的

眾或其他機關的同仁設想的話，即是在

的角色，且不用長官交代，就能將工作

房間皆已被預訂滿了，相信你們若問過

林同心先生的義行，每次我聽到這則故

做功德，一份公文可以影響多少人，所

順利完成，有時尚會超過預期，給長官

別的旅館，也是一樣客滿。但今晚風雨

事，內心總會掀起一陣澎湃。記憶中在

以各位在簽擬公文、蓋職章的同時，心

創造一點點驚奇，這是我們口中所說的

交加，我不忍心讓你們流落街頭。如果

某一天，我曾看到一位警察在指揮交通

裡面要思考，這個章、這份公文是會影

優秀公務員，願意把他的工作做好，不

你們不介意的話，我倒是建議你們可以

時，注意到有位拄著拐杖的老先生準備

響很多事物、政策及人民福祉的。當你

必人家交代，都能順利完成任務；第三

住我的房間。雖不豪華但還蠻乾淨的，

過馬路，那位警察即特地為這位老先生

心中存有這種好修行的想法時，各位就

種為樂於自身工作的公務員，此為最高

因為今晚我要值大夜班，我可以待在辦

指揮交通，讓他順利過馬路。看到這幅

不必等退休後再去作為一個慈濟人，因

層次，我們有讀過馬斯洛心理學理論的

公室休息。」這位年輕人誠懇的提出建

景象，讓我當下相當感動，他不僅僅是

為現在你當公務員就像在慈濟當義工一

人都知道，該理論將人的需求分為五個

議。

一位警察，更是一位具有人性真善美的

般，可以幫助很多人，所以，我們公務

警務人員。

部門如果都能有這樣的心，公務界就會

層次，最高的層次即為「自我實現」，

老夫婦接受了。隔天老先生去結

該層次係指人在工作時，並非僅有單純

帳，這位服務生親切地說：「昨天您住

在我們警察機關中，更是有很多說

的工作，而是藉由工作實現自己的理

的房間並不是客房，我們不收費，希望

不完的故事。我們時常聽聞派出所找到

另外，我們除了要有熱情外，還要

想，進而樂於工作，不但讓自己快樂，

您與夫人昨晚睡得安穩﹗」老夫婦很感

失蹤人口，警察先生有時候還自掏腰包

有願景。什麼叫做願景？願景就是「可

亦讓周遭的別人感受到快樂的氛圍，此

激地說：「謝謝你，你是每一個飯店夢

給予計程車費，協助其返家，這不是個

以期待的美好未來」，可以看得到的，

種人不但能夠把自己工作做好，還能協

寐以求的員工，我將來一定會蓋間旅館

很美的畫面嗎？另外我記得有則新聞報

可以預期的，只要經過努力，即可以

助旁人將工作做好，共同協力完成任

請你來經營。」這位年輕人微笑送走了

導，一位警察在取締攤販時，看到攤位

達到的美好未來，這就叫做願景。我們

務。

這對老夫婦，繼續工作，也沒把這件事

旁的一位小女生，身形瘦小，好像還餓

目前的公務人員總是缺少願景，我再講

每次在國家文官學院的開訓典禮

放在心上。幾年後，這位服務生收到一

著肚子，那位警察居然跑到旁邊的便利

一個小故事，1957年蘇聯發射人類第一

上，我都會向初入公門的學員叮嚀，要

封掛號信，信中提到風雨夜所發生的

超商，給她買了個熱騰騰的肉包，幫助

個人造衛星到地球軌道時，讓美國舉國

忘記過去的學歷，無論你是臺大、交

事，並附一張邀請函和一張到紐約的來

她一頓溫飽，這位警察相當具有人性關

震驚，在美蘇對抗之間，顯然美國輸了

大、成大畢業，又或是具有碩、博士學

回機票，邀請他到紐約一遊。抵達曼哈

懷的素養，亦可知道公務界其實有很多

一步，美國人民覺得一定要急起直追，

歷，通通要忘記，從零做起。往後在職

頓後，這位服務生在路口看到矗立著一

良善的一面。

而且一定要贏過蘇聯搶先送太空人上月

場上，衡量的是你的工作態度，如果工

棟新大樓，老先生說：「這就是我為你

有很多人跟我講，退休後一定要

球。因此，他們一方面從教育改革開

作態度好，工作即會做得非常成功，而

蓋的旅館，希望你來為我經營！」這棟

去當慈濟的義工。全世界都知道我們臺

始，立刻翻修科技教育課程，並調訓全

本身亦會從中獲得快樂，我們希望培養

旅館就是有名的華爾道夫飯店，1931年

灣有一個名叫「慈濟」的團體，到處做

國的科學學科老師，日以繼夜的努力，

的就是該具有的正確做事態度的公務人

開幕，他們的服務有口皆碑，目前仍然

好事，地震發生時，慈濟義工即立刻趕

希望能達成太空任務。有一天有一群人

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熱情。

是各國政要的首選。這位服務生就是喬

赴現場，救苦救難，相當偉大，但我常

至休士頓太空總署參觀，其中一位小孩

治·波特，是華爾道夫飯店的推手。他的

常跟他們講，不必等到退休，現在就可

看到總署裡一位警衛拿著拖把在清理步

何謂熱情？就是對人竭誠以待，

變得更美，民眾一定會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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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小朋友問他：「你在做什麼？」那

長的責任，一個組長、小隊長就可以替

的不良分子、歹徒。我講一個故事，

人。結果，這個人竟然說了與上個故事

位警衛挺起胸膛、理直氣壯地說：「我

我們的同仁來形塑願景，大家認真地朝

我從前師範學校畢業後，在小學任教。

中騎馬之人以及他自己經常說的一樣的

現在正在送太空人上月球」，各位知道

這個方向來努力，如果每一個同仁都可

師範學校的老師教我們，當要跟小朋友

話。他發現，他自己竟然捲進了一個愛

整個太空總署的任務與願景，即是把衛

以這麼想，把願景長存自己心中，我相

講話的時候，記得要蹲下來，眼睛要與

的循環，一個愛心不斷傳遞的生態鏈之

星送到軌道，不但要送到軌道，還要把

信我們公務部門的作為必定能讓人民有

他平視，小朋友才會願意跟你說話，而

中。

太空人送上月球，雖然大家認為他只是

感。

且會跟你說真心話；你若站得高高的，

各位年輕的朋友，愛是會傳染、

個小小的警衛，可是在他自己的心目

我對各位在座的朋友，尤其是即

他必須抬頭看著你，這種壓力會使他不

會回報的，即使不回報到你自己，也會

中，他認同這項使命，他認為只要把地

將踏入警界的年輕朋友們有相當大的期

願意向你說真心話，這個簡單的平視動

回報給你的子子孫孫；即使沒有回報，

板擦乾淨，太空及研究人員不會跌倒，

盼，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否，端看你用何

作，即是一種同理心。

我們的這個世界也將因此而變得更加美

即是替太空人上月球這個任務盡了一份

心態去看待，各位所從事的行業是一份

我 再 說 個 故 事 ， 在 一個 風 雪 交 加

好。其實，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做這件

心力。從上述這個故事，我們看到了這

隨時可以行善、可以完成你當初進入警

的晚上，有個人名叫Chrise，他開車要

事，不一定是警察，例如在公車上讓座

名警衛心中的願景，一個對未來美好的

校初衷的志業。以下有四點建議，在此

從美國德州的El Paso到San Antonio，兩

給身心障礙者、孕婦等，這就是同理

期待。

提供各位參考：

個城鎮之間大約每隔2、30公里才會有

心。

我曾經聽聞公務員在抱怨每天有辦

第一，不要怕磨練。各位剛到新

個小城鎮或加油站，不幸的是那天他的

第三，廣結善緣。廣結善緣就是

不完的事務、處理不完的公文、取締不

單位服務，必有許多事情要學習、有許

車在兩個城鎮之間拋錨了，在風雪交加

結交朋友，且是善良的朋友，今日是同

完的酒駕，但是各位，我們公務界一樣

多瑣事須處理，取締取不完、戶口查不

下，眼看夜幕低垂，如果再無人經過，

學成為朋友，未來公務執行時亦會結交

可以有願景，以取締酒駕而言，取締酒

完，每日的勤業務量令人心力交瘁。本

今晚他就得被困在此處；過了不久，他

到一些朋友。廣結善緣，一方面能讓工

駕不僅是單單會使用那套器材去測定他

人曾經有次因事致電給臺北市警察局和

聽到馬蹄聲，有個人騎著馬朝他的方向

作更愉快，另一方面能讓你的工作更成

人的酒測值及開罰單而已，在執行取締

平東路派出所，值班的員警方接起電

靠近，那個人看到他的車無法啟動，二

功。有時候一通電話，就因為你認識某

酒駕過程中，當然也可能會面對當事人

話，另一頭電話隨即又響起，讓人措手

話不說，立刻綁上繩子將他的車拖到了

一個人，你可能很多事情即能迎刃而

破口大罵，甚或有民意代表來關說，造

不及，其忙碌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我要

小鎮，他十分感激這位騎馬的人，掏出

解。我的意思是，交朋友不一定有特定

成酒駕執法的困難，但各位可在心中描

告訴各位，剛開始在單位服務時，雜事

了身上一大把美鈔要謝謝這個救命恩

目的，也並非想貪圖方便，而是說當你

繪一個願景，即是不再希望看到有酒駕

必定特別多，工作特別繁重，但僅要將

人。但這個人告訴Chris說：「這件事你

感覺到有朋友在，有團隊在的時候，你

受害者的家屬，因酒駕車禍而在肇事現

這些事情視作為一個磨練的機會，接受

不需要回報我，我只要求你一項承諾，

會感覺共鳴，感覺工作一起做更有意

場悲傷的哭泣，努力設法減少此類事件

這個磨練，經過幾年的歷練後，各位會

以後當你遇上有一樣困難的人，請你一

義、更快樂，你更願意無私奉獻給同

再次發生;在取締酒駕時，不怕他人一

發現工作事項的執行會愈來愈熟練、愈

樣全力幫他。」Chris記住了這句話。此

仁，同一個小隊的成員。其實這就是善

再的謾罵，不怕開了這張罰單受到民眾

來愈順利，進而從中發掘工作的樂趣，

後，他每次看到人家有危難就會盡力協

緣，彼此能具有結善緣的心，並有向心

的怒目相視，因為在心中有這個美好的

故各位務必要好好接受工作上的磨練，

助，且不會忘了說這句話。

力，這樣的善緣建議從現在開始行動，

願景，只要我盡責，落實地取締酒駕，

而非一味地躲避、不願面對。

我們的社會將因酒駕肇事造成死亡的人
數就會更少，挽救更多家庭，這不就是
個美麗的願景嗎？
描繪願景不是只有部長、署長、校

過了幾年，Chris又有一天在海濱

有好的朋友盡量結交。

度假，突然一陣海浪打過來，他人一下

史丹福大學研究中心，曾經做過為

子就昏厥過去，當醒過來時他看到一個

期30年縱長性的研究，發現一個人不管

同理心就是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

年輕人正拼命游過來，而且游得很快，

是在商界、學術界、公務界的成功，只

不管對方是個善良民眾或者是你要追緝

將他救起，他也是非常感激地謝謝這個

有12.5%來自於學業，另外87.5%是來自

第二，希望各位能夠隨時具有同理
心。何謂同理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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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的人脈，也就是人際關係。簡單來

我們應該好好珍惜這份行業，我們都知

說，還是要多結交好朋友、好同學、好

道，當你選擇這個行業時，除了單純領

同事，廣結善緣，成功就離你不遠。

這份薪水，做這份工作外，你應該還

第四，保持單純的生活。三年前我

會知道自己未來應走向那條人生道路。

剛到保訓會，發現公務員工作辛勞，警

隨時想一想自己的本心、初衷，讓生活

察工作更是尤為忙碌，身體都變差了，

單純、樂於助人、在這樣的願景下，我

所以我告訴同仁，每天上午10:20 及下

們全力以赴，努力常常創造一點驚奇，

午3:20，放下身邊的公務，離開座位活

超越期待，這不是個很美妙的公務生活

動身心。公務人員必須保持身體健康，

嗎？

不但能自己健康及享受生活樂趣，而且

今天特別以這一席話，來與大家共

也減少社會負擔，我常常說，公務人員

勉，其實不瞞各位，我小時候非常怕警

的健康是國家的資產。所以公務員就應

察，因為我爸當時是個賭徒，當時因為

先從自身做起，特別是警察人員，在學

有違警罰法的拘留規定，深怕家人被警

校裡面學了很多技能、武術，不過平常

察抓去派出所裡面關起來，所以看到警

還是要保持健康放鬆的習慣，而且生活

察就跑。但今天很榮幸能對這麼多警察

一定要單純，單純的生活無憂無慮有人

講述公務美德的觀念，我非常珍惜這個

生的樂趣，若能隨時維持單純的生活，

機會，因為後來當我了解警察工作後，

保持身體健康，在公務界一定能找到屬

對於警察從排斥轉為尊敬。雖然到現在

於自己的目標。

還未忘記小時候的記憶，但本人亦從未

各位都知道，我們選擇的是一個不

失去對警察的期許和尊敬，今天以這樣

會發財的行業，但保證會有很好的生活

的結尾，來當作我對警察的一個告白，

品質、保證退休以後國家還會給你一份

也謝謝陳校長、張主任給我這樣的機

不錯的退休金，讓你安享晚年。因此，

會，謝謝大家。

陽光法案類

第一場次合照，由左至右分別為警政署政風室陳主任大偉、警政署蔡副署長俊章、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陳校長連禎、法務部廉政署楊副署長石金、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主任顧教授慕晴、臺灣警察
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張副教授瓊玲、淡江大學陳助理教授志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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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楊副署長石金
（法務部廉政署）

透明在實務上我們將來要如何推動，這
些的結論，一定是我們廉政署將來在推
動廉政工作最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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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公共服務的課責觀點，
探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

副署長、陳主任、張老師、陳老

剛在研討會尚未開始前，跟我們蔡

師、警專陳校長，還有我們顧主任，在

俊章副署長、陳大偉主任兩位評論人稍

座的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有

微討論了一下，我們蔡副署長，實為一

這個機會代表我們署長參加這場研討

個才子，文武雙全，琴棋書畫，無一不

會，朱署長今天至立法院進行預算的審

通，尤其可以讓國際對我們國家的警政

議，而不克前來，署長特地要我在此代

有十分程度的了解，完全是我們蔡副署

表他跟各位說聲抱歉，因為他本人非常

長平時努力的成果，所以我覺得今天的

喜歡參加這種性質的研討會，他看過我

評論，張老師可能已經開始在擔心了。

們張老師的文章後，他有一句話要說，

再來，我們陳主任對陳老師所提出透明

就是「養成拒絕貪腐的習慣」。他覺得

化的措施，亦會提出一些評論，這場研

這句話是我們廉政署的經典，他非常想

討會不管是在實務界或學術界，都有相

來參加這次的研討會，可惜因為公務繁

當大的震撼。這些震撼都可為我們國家

忙，無法來到現場，要我把這句話帶給

的廉政政策提供良好的參考，所以在此

各位。張老師和陳老師的文章我很仔細

表達我們廉政署對這次研討會，最大的

「人權、效率、風紀、形象」四大

《行政院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

的拜讀，亦很欽佩，站在一個學者立

敬意，預祝我們研討會能夠順利圓滿成

核心價值是警政治安工作的標竿，亦如

察作業要點》等法規，作為如何防範警

場，如何從實務上瞭解陽光法案，行政

功，謝謝大家。

堅持清廉、倡導行政中立、專業促進效

政風紀問題中，最常見之「受贈財物」

率、維護人權理念等，是作為執法人員

與「請託關說」等案件之執法參考依

的警察，尤須拳拳服膺憲法所揭櫫的普

據。

張瓊玲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任副教授．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摘要：

服務法》、《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

世價值。學理上，本文擬援引新公共服

最後，本文提出四項研究心得：

務理論的典範，即從「課責」的概念出

「強調廉能為最高榮譽，實踐為民服務

發，強化公務員的公益概念，在為達到

精神」、「加強陽光法制之宣導，扎根

「公益」的「公共服務」效能之下，其

品操倫理教學」、「常態化檢討風紀案

對自身作為公務人員的「角色」期待、

例，融入情境考試題目」、「提倡博雅

法制上的禁止與規範、正確價值觀的形

的人文素養，形塑有品味的警察」，做

塑、與相關倫理規範的瞭解與應用，都

為推動警察教育落實陽光法制之參考作

是為促進整體公務人員體現清廉政治的

為，讓保護人民的第一線警察與全體國

重要政策工具。

民，皆養成以拒絕貪汙為習慣，方是制

在陽光法制上，以監察院對警政風
紀查察之調查報告中所引之案例為例，
介紹《利益衝突迴避法》、《公務人員

定陽光法制、倡議廉能政府的終極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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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police enforce sunshine
law: from accountability
perspective on new public
service
Chang, Chiung-Ling
(Chang, Chiung-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aiwan Police College, present Director

values,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and

從新公共服務的課責觀點，探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

壹、前言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moral principles are
important policy instruments to enforce
incorruptibility of public ofﬁcials.
According to sunshine law, the paper

introduces regulations such as “Conflict

of Interest Avoidance Act”, “Civil Servant

Work Act”, “Integrity and Ethics Directions

21

稱利衝法）該法自民國89年制定以來，
就未曾修訂過，而與該法之規範內容相

自2008年總統上任以來，即已「廉

關者就多達數十種法規，若以《利衝

政」作為施政的主軸，宣導陽光政治，

法》為主軸來看，與公務人員行使職權

落實陽光法制，期從「肅貪、防貪」的

最密切相關者為「行政程序法」、「政

二元思維模式，擴大至對公平正義的多

府採購法」、「公務員服務法」、「公

元政策概念。在警政方面，內政部警政

務人員任用法」及一直未能正式完成

署王署長亦揭櫫「人權、效率、風紀、

立法的「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等。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aiwan Police

for Civil Servants”, and “Executive Yuan

形象」四大核心價值，作為治安工作

而衡諸行政命令來看，為體現《利衝

College.)

and Subordinate Organizations Lobby

的標竿，此皆與總統馬英九先生一貫堅

法》的精神，最直接的規律就是行政院

Records Investigation Regulations”, using

持清廉、倡導行政中立、以專業促進效

民國99年7月30日臺法字第0990040576

率、維護人權理念相呼應，亦是作為執

號函修正公布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Human rights, efficiency, discipline

cases cited in investigation reports on
police discipline conducted by the Control

法人員的警察，尤須拳拳服膺憲法所揭

範」，及行政院民國101年9月4日臺法

and images” is the core value of police

Yuan as examples to discuss how to

櫫的普世價值。換句話說，即從「課

字第1010142274號函核定之「行政院

work. That is to say, as law enforcement

prevent police corruption in cases such as

責」的觀念出發，強化公務員的公益概

及所屬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government officials, incorruptibility,

gift reception and lobby.

念，在為達到「公益」的「公共服務」

點」。故本文抄從新公共服務的「課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neutrality, professional

In the end,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o

效能之下，其對自身作為公務人員的

責」（accountability）的觀點，探討警

efficiency and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emphasize incorruptibility as the utmost

「角色」期待、法制上的禁止與規範、

察人員在面臨與風紀有關的情況時，如

are the inviolable values the police should

glory to reinforce public service”, “to

正確價值觀的形塑、與相關倫理規範的

何落實陽光法制的精神，而行最適切之

obey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cademically,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sunshine law

瞭解與應用，都是為促進整體公務人員

作為。

the paper aims to quote from the

and focus on moral principles education”,

體現清廉政治的重要政策工具。故促進

以下先從陽光法制的學理基礎上，

政府執政的透明度，以結合政府及全民

闡述幾個重要概念。（朱新民、張瓊
玲，2010：3-6）

paradigm of new public service theory—

“to discuss disciplinary cases regularly and

accountability—to reinforce the concept

add them into exams”, and “ to promote

的力量，讓公務人員達到「不願貪、不

of public interest of government ofﬁcials’.

liberal arts and mold high-class police”

必貪、不能貪、不敢貪」的目標，是制

With a view to achieve real public service

are recommendable strategies to enforce

定陽光法制的終極目標。

on public interest, the role expectations of

police education and sunshine law, and

一般來說，陽光法案包括「政府

行政倫理的目的，乃係在於透過價

government ofﬁcials themselves, the laws’

to enable the police as well as citizens to

獻金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值或道德的證成（justification）

regulations, the formation of righteous

refuse corruption.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黨

或論證（argumentation）來從

法」等，係泛指規範公職人員擔任公職

事行政決策好壞與否的判斷（林

期間的清廉公正、防治貪瀆及利益輸送

鍾沂，2001：634）。而就實踐

等行為。其中針對公務人員行為規範，

行政倫理的目的而言，乃是促使

乃至於與警察風紀息息相關者，即為

在政府內部工作的人員，追求良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以下簡

善行政作為的具體控制方式。

一、行政倫理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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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其控制方式可分為

所代表的是資訊的時效性、

件，分別為：「參與」
、
「依法而

管理，施以必要的外部監督是必

「外部控制」與「內部控制」，

『精確』代表的是資訊的正確

治」
、
「透明」、「回應」、「共

要的，而其監督的首要條件乃係

學者Finer （Finer, 1941）從過

性與完整性、而『適當』則是

識取向」、「公平與包容性」

在於政府施政的透明性，同時政

往歷史的教訓得知，一個政府若

代表取得資訊的合法與合理性

（equity and inclusiveness）、

府應完善其內控機制，重新校準

是缺乏外在控制、沒有適當的懲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效能與效率」以及「課責」。

政府與公民社會的相互關係，使

罰，若僅僅依賴行政官員之自我

2003）。」再者，所謂的「行

其中對於參與這個要件，ESCAP

政府的施政邁向天使般的運作。

道德良知，則無異於將行政人員

政透明度」係指人人都可以即時

更認為，代議民主已經不再是實

本文將以上開之學理論述中所提

視為天使一般，會自我針砭、謹

地獲得有關行政決策與行政服務

現民主的必要手段，並且應在政

出之要義，作為檢視本文所探討

守分際，保護社會整體之公共利

的可靠訊息。而這個定義乃是假

策制定過程的階段納入傾聽弱勢

主題之理論概念。

益；然而，另一位學者Friedrich

設人們都可以平等地去分享或取

團體的訴求 1 。所以，「善治」

（Friedrich, 1940）卻不如此認

得相關訊息，且該等訊息必須是

一詞具有下列等四個主要的要

為，對Friedrich而言，官僚制度

即時、可靠的。

素：

的外在控制，其成效相當的有

若政府與人民在「資訊不對稱」

（一）透過司法獨立來使社會的

限，由於政治的動員、官僚專業

的環境之中，人民即使握有投票

主義與政府建制的官僚與制衡，

的權力來控制政府，但由於人民

（二）政府部門合理的使用公務

於公務人員的角色與責任的規範，從中

使得外在的控制成效相當有限。

的專業能力不足，以及資訊不對

預算，並且妥善的管理。

說明身為公務人員在現今的價值趨勢為

也因此，Friedrich認為，對於政

稱的結構，因而使得人民往往在

（三）政治領導人須為其施政負

何，並提出公共服務倫理概念的重要

府部門的管理，不能單靠外在控

監督的過程中，變得被動與無知

制，並且應施予「內在平衡」，

（陳敦源，2003：22-23）。也

如此方能完善「公務倫理」制度

因此，所有的政府課責與管理，

的運作。

其首要的前提乃係在於政府施政

故所謂「善治」即是傳統學術論

的成效或執行成果，我們將可能從哪些

的透明度。

述中關於「合法性」
、
「透明性」
、

構面進行檢視。希望在透過以下的文獻

「責任」
、
「法治」
（rule of law）
、

檢閱後，能對於公共服務倫理的概念有

「回應」（responsiveness），以

較清楚的解析。

二、行政透明（transparency）
行政透明的觀點認為，對於政府

三、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

貳、新公共服務理論作為公務倫理典範
的啟示

公共安全得到保障。

責。
（四）政府的各項作為應該具有
透明性。

以下本文將從新公共服務典範對

性；其後，本文將試著界定何謂公共服
務倫理，其在民主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
為何；最後，倘若要觀察公共服務倫理

的各項「課責」
（accountability）
，

「善治」一詞，多指涉政府施政

及「有效」（effectiveness）的

其首要關鍵乃係在於「資訊

的正當性、人民需求的回應性、

概念。此等概念無異於去真正地

的透明」，若政府的施政無

政府治理的整體效能、公共利益

去體現民主政治的價值，以避免

法像「透明魚缸裏的金魚」一

的追求等等面向。而根據聯合國

政府結構的偏差（bias），而妨

自從行政學獨立成為一門學科以來

般，讓人一目了然，則空有課

亞太經濟暨社會委員會（United

礙政府追求公共利益的本質，並

（Wilson, 1887；轉引自吳定，2010：

責的制度也是枉然。「透明」

N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且進一步地去追求公共利益的極

39-39），其發展概可分為三個階段：

（transparency）一詞，其主要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大化。

第一階段即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包括

義涵：「為即時、精確且適當

Pacific, UNESCAP），認為要達

綜上理論文獻的整理與說明,我

1960年代末期的新公共行政）；第二階

的資訊取得與揭露；『即時』

到「善治」需具備以下八種要

們可以得知，對於政府的運作與

段即公共管理理論（包括1970年到2000

一、公共服務倫理作為公務人員角色
與責任的統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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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概念如下表（轉引自吳瓊恩，

年左右）；第三階段即新公共服務理論

任，即如何使政府及其機構和官員對其

（自2000年迄今）。每一個階段都有其

最終的所有者――公民，更加負責。因

而按照Denhardt＆Denhardt（2007）

傳統因素，也逐漸暴露其限制性，從辯

為對公民的回應不同於對顧客的回應，

所提出的「新公共服務」理論來看，行

從上表我們可以瞭解，新公共服

證的角度來看，有正反合之間的演變歷

為顧客服務的驅動力是利潤動機，即顧

政學已從強調「效率／效能」的舊公

務理論的重點與所重視的價值規範。當

程。當然，在每個階段的發展下，也各

客喜歡的才提供。但對公民回應不同，

共行政，經過強調「市場之爭/契約外

然，在不同的價值規範下，對於公務人

有其對於公務人員所應扮演的角色與責

政府應主動提供一種多數公民都想要

包」的「新公共管理」的洗禮，到強調

員所應扮演的角色與要求則各有不同，

任的價值規範與要求。而當目前的時序

的服務或產品，誠如，Myers and Lacey

「公民參與／回應公共利益/政府責任

但相對的，不論是何種時期，這些對於

進入「新公共服務」時期，在這個理論

（1996:343）所言：公務員的績效應該

課責」的「新公共服務」了。其中更以

公務人員角色的要求規範，就是我們現

典範下，公務人員所講求的服務價值將

按照他們對這種價值觀的堅持程度並根

「治理」的概念取代了「統治關係」

在所一直在討論的議題，亦即公共服務

更貼近公民社會。

據他們成功地達到產出目標的情況來進

與「管理關係」，因為「治理」的概念

倫理。在當代新公共服務所強調的公民

新公共服務時期強調公民參與、

行評估。故責任不僅是績效測量而已，

涉及公共性（publicness），強調回應

精神之下，我國公務人員也應在日常執

正義、公平、民主治理及公民回應性，

更在於能否實現公平、正義、參與和表

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與責任性，目前的學

行業務當中，回應出具公民精神的倫理

行政人員不再將人民視為顧客，而是

達公共利益等的民主原則。公務人員的

理發展，以「治理」為概念已分出三種

價值，而此一倫理價值卻有賴法制規範

「主人」。Hart（1984）指出，行政官

角色所應負擔的責任，首重「專長」，

行政學的治理模式，其中新公共服務

的制定與執行。

員的職責始於他們最為善良公民的本

它代表著公務員是否有能力，作為公共

分，Hart用「道德企業家」而不是「企

利益的引導者和服務者，因為達到法律

業家政府」來描繪行政官員，認為其

原則，憲政原則以及民主原則是負責任

係以謀求「公共信任」來處理公共事

的行政行動無可辯駁的核心內容。建立

務（Hart, 1984:111-120），故行政官員

在民主基礎上的責任觀念實係源自一

承載著「道德責任性」，應負有幫助教

種對官僚在一系列政治機構和過程中

育公民的責任，並負有於傾聽公民聲

的地位有更深入、廣泛的認識（Burke,

音之後，對其話語做出回應的責任。

表一

2007:3-4）。

新公共服務的重要概念

主題形象

新公共服務（改革模式的公共治理）

理論與認識論的主要基礎

民主理論。知識的各種研究途徑，包括實證
的、詮釋的、批判的

主流理性及其有關的人類行為型模

策略理性，理性的多元檢測（政治的、經濟
的、組織的）

1986:5）。在新公共服務中的課責問題

公共利益概念

對於共同價值對話所產生的結果

唯有如此，在崇尚民主治理的時代，

很複雜，它係牽涉到：在一個複雜的外

公共服務人員對誰回應

公民

行政官員才能在一種相互反射的關係

部控制網絡中去平衡競爭性規範和責

政府的角色

服務

中，使自我與社會相結合（Denhardt,

任、專業標準、公民偏好、道德問題、

2007:94-95）。如此，行政官員與公

政策目標達成的機制

公法及終極公共利益等問題。故責任機

建立公民、民營、非營利機構聯盟以滿足相
互同意的需求

民都一起參與到一個公共價值不斷地

制在民主政策中的最終目的在於確保政

課責的途徑

被再表達和再創造的民主治理系統中

府對公民偏好和需要的回應（Dunn and

多面向的：公共服務人員必須關注法律、社
群價值、政治規範、專業標準與公民利益

（Reich, 1988:123-124）。行政人員與

Legge, 2000:75）。新公共服務強調公

行政裁量

需要裁量但有限制且負責任的

公民對話的重要目的，即在於瞭解民

務管理者（公務員）應對每一個公民負

組織結構的假定

內外共同領導的合作結構

意，並能回應民意的要求。新公共服務

責，做公務員是社會需要性的、富挑戰

公共服務人員激勵基礎的假定

公共服務，要求貢獻於社會

理論所主張的「責任」是有多樣性，就

性的，並且是英勇的事業，它的課責在

政府而言，其強調的是公共權力的責

於須堅持法律、道德、正義及責任性

資料來源：Denhardt and Denhardt（2007: 28-29；轉引自吳瓊恩，20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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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過來說，一國的清廉反貪要具有

明定，且有相關逾越禁止行為時的罰則

責」不僅只應用於公部門，私部門或非

成效的話，最根本的即是公共服務倫理

法規。

營利組織也有相應的「課責」概念，在

公共服務倫理機制對於民主治理

的成效表現。因此，我們可以說，公共

以上我們所討論的是公務人員所應

私部門領域，「課責」基本上是指個人

當有其影響成效的，一個國家在轉型到

服務倫理是一個政府的行政根本，而倫

扮演的角色與價值遵守的規範，因此，

或團體指派他人代為行動，而受任人並

民主治理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統治機

理價值的落實，有賴於有形與無形的倫

公共服務倫理的重視應是現階段身為國

向該人或該團體回報，或是以某種方

關的權力弱化，導致統治菁英對貪腐

理價值規範的構築。

家公務人員所應努力遵行的。然而，要

式對他們負責，也就是說，這樣的一

集團成員索賄行為的控制力減弱，而

對於何謂公共服務倫理的界定，

將公共服務倫理價值的具體落實，應該

種關係其實就是一種委託/代理人關係

不同層級的政府或機關內的公務人員

有從經驗性、規範性或採多元整合性

有一套相對應的政策工具以為因應，至

（principal/agent）。為了確保被授予職

或政治人物，各就所擁有的裁量權自

觀點出發（Cooper, 2006）。Boling 與

此，本文認為，要能將倫理價值有效落

權者所執行的行為，是所有人所期望

行訂定索賄標準，各行其事的結果使

Dempsey（1981）即認為公共服務倫理

實的具體工具，可以「課責」的概念來

的，因而不論是在層級節制的組織架

得經濟體系運作更無效率（Huntington,

應包括：1.決策制訂時所涉及的政策倫

加以實踐。以下本研究將分別說明，何

構，抑或是委託與代理人制度運作上，

1991；林向愷，2008）。無獨有偶，

理；2.公務人員處理經費、資訊或參與

為「課責」及課責的類型，並順著倫理

Rose-Ackerman（1998）在義大利與拉

均需要某種形式的「課責」（Owen E

政策過程時的個人倫理；及3.透過組織

課責之觀念下，探討政府制定陽光法案

Hughes, 2003: 237）。而「課責」既然

丁美洲國家的政經結構與貪腐狀況的研

倫理對於組織內部員工要求應有的倫理

的重要性及其內容。

是達致有效績效的做法，同時更是實踐

究就發現，從威權轉變到民主政治的過

行為和義務等。Denhardt（1988: 26）

程中，國家經濟從共產主義漸轉至開放

則綜合經驗、哲學與規範的觀點，提出

式的市場機制，這些變革往往會連動影

公共服務倫理即是指一位行政人員，要

從民主治理的觀點來看，任何政

響政府與社會上貪腐與不倫理狀況。在

能對於所服務的行政組織所作的決策，

府都需要一套「課責」系統，藉以促使

台灣，本國的相關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

能有合理的檢視與思索。行政標準依存

廣大社會能夠認同政府所採取的行動。

Charles E. Gilbert（1959）提出以

（林宗弘、韓佳，2008）。同時，民眾

在顯著的社會價值或者社會所關切者，

「課責」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可被視

正式與非正式，及內部與外部兩大構

對於政治人物的清廉評價，也會影響到

行政標準是與時俱進的，藉以敏銳的反

為是不同利害關係人的一種期望，也

面，構築出四種管道型塑達成行政課責

他們對於政府運作的整體看法，以及對

映社會認同的核心價值。行政人員在個

因為是多元的期望，所以時常是多元

的確保途徑。在該架構下，正式確保途

民主制度落實的感受程度（莊文忠等，

人層次和專業層次上必須為其決定負

相異的，而時有衝突的目標；另一方

徑是指憲法、法律、行政規章所明定的

2011）。由上述國內外的研究觀察我們

責，也為支撐這些決定的倫理標準而負

面，「課責」也被視為是倫理的實踐，

行政歸屬機制；非正式確保途徑係指責

可以看到，公共服務倫理的落實與民主

責任。而公共服務倫理的概念要涵容於

以及有助於改善績效（Istemi Demirag,

任的要求來自於道德倫理、民眾的價值

治理的轉型有其影響，當政府在公共服

政府施政作為與實務運作上時，常透過

Melvin Dubnick, M Iqbal Khadaroo, 2004:

偏好。內部及外部確保途徑之區別在於

務倫理上未有堅實的基礎時，在走向更

價值規範以及禁止行為兩個層面加以落

63）。政府自當需要向民眾負責，「課

對於責任的要求是來自於行政機關者，

為民主之路的進程中，常常會有所不願

實（Gilman, 2005: 5）。所謂的價值規

意的外部成本出現，貪污腐化即為其中

範，即意指導引公務人員所應被期待的

一例；再者，從相關研究我們也可以看

角色與應有行為的規範指引，多屬於價

到，當政府以及政治人物越是清廉的時

值陳述，具指引正確行為的功能；另一

正式

內部正式確保途徑

外部正式確保途徑

候，大眾對於政府的滿意度以及對於民

方面的禁止事項，則主要係指公務人員

非正式

內部非正式確保途徑

外部非正式確保途徑

主運作的感受是會有積極正面的影響

不應出現的行為，常透過法令規章加以

公共服務倫理的工具，我們需要進一步

三、公共服務倫理的課責與架構

表二
構

面

探討的是，我們該如何來實踐課責，透
對於現在公務人員的要求。

行政責任確保途徑
內

資料來源：吳定等編，2006：200。

過實踐課責，進一步落實公共服務倫理

部

外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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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屬於內部途徑（例如總統、院長、部

部正式途徑出發，以法律規範的方式，

勢力入侵政策決定以及相關行

分就該法所用「管制性」政策工

長等），而來自於行政部門以外的外界

來約束公務人員對於公共服務倫理價值

政程序。立法院爰透過該法的訂

具的規制方式說明如下：

環境（如國會、利益團體、專業社團

的重視與實踐，當然有很多內在價值也

定，規範所涉之「公職人員」範

1. 自 行 迴 避 ： 依 該 法 第 六 條 規

等），則是外部途徑。

透過法律規範的方式加以實踐，譬如程

圍，及其迴避之內容以及相關迴

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

林鍾沂以M. Harmon認為行政倫理

序透明、資訊公開等。因此，為了能讓

避規範。《利衝法》之立法目的

者，應即自行迴避；後依該法

的實踐有賴於行政的政治、專業、個人

課責系統發揮實質成效，以及為了有效

依現行法規第一條之規定：「為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公職人員

責任，進而提出行政責任三元劃分，包

落實公共服務倫理價值，法律層面的規

促進廉能政治，建立公職人員利

知有迴避義務者，應依下列規

括行政的政治責任、行政的專業責任以

範自有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性。是以，本

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腐

定辦理：(1)民意代表，不得

及行政的個人責任。政治責任係指行政

文以陽光法制及倫理規範等法治內容，

化暨不當利益輸送，特制定本

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

人員應中立、忠誠地執行政策；專業責

來探討警察人員可資遵循的外部課責之

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

及表決；(2)其他公職人員應

任係指憑著個人專業、職業倫理針對特

道。

除其他法律另有嚴格規定者外，

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

適用本法之規定。」

代理人執行之。而若該公職人

故該法之「政策目標」乃係防範

員不依第十條第一項之規定辦

公職人員利用職務運作之便，或

理，則該法於第十六條將處該

藉行政監督過程，圖利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一百萬以上五百萬以
下罰鍰。

殊狀況，作妥善因應；最後，個人責任
意旨行政人員個人內在的想法，行為的
表現（林鍾沂，2001）。

參、陽光法制之探討――以「利益衝突
迴避」為主軸

Romzek與Mevlvin（1987: 228-229）
提出四種類型的課責系統：第一個面向

從前述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課責」

自身或其關係人之利益。因此，

主要來自於層級節制的權力控制系統，

等內容來看，警察在公共服務方面所扮

於這部法律之中要求該等人員

2. 命令迴避：依該法第十條第四

內部所仰賴的是正式層級關係或是非正

演的角色為第一線的執法人員，一般所

「自行迴避」、所屬機關要求所

項之規定，公職人員之服務機

式的機關內部社會關係；而外部控制是

知的風紀問題除了收賄的情況外，就以

屬職員「命令迴避」，以及讓利

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行迴避

以法律為課責的權力運作來源；第二

請託關說等利益衝突的問題最為常見，

害關係人「申請迴避」，以使繫

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該公職

面向是藉由機關選擇與運作的控制程度

本文以「利益衝突迴避」為探討之主軸，

爭行政程序，在沒有利益糾葛的

人員迴避，違者依該法第十七

來說明課責的管理途徑。以此出發來觀

介紹相關的陽光法制及適用公務人員的

情形下，透明、公開地執行繫爭

條規定，處新台幣一百五十萬

察課責的話，官僚途徑意指課責係運用

法制規章，以作為警察人員落實「清

案件的行政程序。（朱新民、陳

以上七百五十萬以下罰鍰。

公部門所期望的圖像來管理；法律是指

廉、專業、風紀、形象」所能依循之道。

淳文等，2010）

從機關的外部力量，來控制官僚應有的

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二）政策工具

3. 申請迴避：依該法第十二條規
定，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

就《利衝法》中訂定，要達到公

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

職人員利益迴益衝突迴避之政策

人得向各機關申請迴避，而其

目標，其主要的規範方式，依照

申請經調查屬實，依本法第

我國在民國89年（2000）之

公共政策學者Theodore Lowi與

十三條之規定，該公職人員不

綜上，在所有確保課責的途徑中，

時，制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Robert Salibury的分類方式，該

得拒絕。若該公職人員違反此

主要可分為內在與外在兩種管理途徑，

避法》（以下簡稱《利衝法》）

法乃係運用「管制性」政策工具

等規定者，依第十七條之規

然若從人性為理性自利的假定出發，則

全文24條，其立法目的乃係基

來進行規制，以求達成該法之政

定，處新台幣一百五十萬以上

本文認為，課責的有效管理途徑應從外

於落實「陽光政治」、避免黑金

策目標（吳定，2003）。以下

七百五十萬以下罰鍰。

行動原則；專業課責是指運用處理政府
日常業務所應遵循的原則，及所應有的
表現；最後，政治課責則係透過民主價
值，作為導引公共行政的外部壓力。

現制說明
（一）立法目的與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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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利禁止：依本法第七條之規

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

應詳細了解其他相關法制之概念

係者，無論涉及職務與否，不得贈受財

定，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

利事業。（朱新民、陳淳文等，

與規定。（參考自朱新民、陳淳

物。公務員於所為事件，不得收受任何

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

2010）

文等，2010）

饋贈。

人或關係人之利益；此外，本

4.利益迴避（身分親等之迴避）：

（四）罰則

法亦於第八條進一步規定，公

本法所規範的罰則規定於第十四

而同樣基於利益衝突迴避的的觀

依該法第十七條規定，公務員執行職

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

條到第十七條，相關法制之課責

念，在其他的相關法規內容亦可散見如

務時，遇到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益事

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不

情形，除如前開說明外，於該法

下：

件，應行迴避。

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

第十八條亦訂定得「連續處罰」

之利益。第九條又規定，公職

的規定。其主要規範乃是上下限

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

的罰鍰。但若該當於本法第九條

（一）立法目的與政策目標

列各款，與其職務有關係者，不得私相

人員服務之機關為買賣、租

之情形者，則處該「交易行為」

《公務人員服務法》自民國28年

借貸，訂定互利契約，或享受其他不正

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朱新

制定公布後，經幾次修正，最後一次修

承此，綜觀這部法律之立法規範

民、陳淳文等，2010）

正時間為民國89年，其立法目的係為要

內容，其達成政策目標所使用的

綜觀本法主要用意是「避嫌」，

求「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

政策工具，概以「禁止規範」的

應屬行政程序的問題，故設立規

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第一

立法體例，強制要求該等公職人

範，讓各機關在進行行政裁量時

條）。對於公務員的職務與命令有服從

員「作為」或「不作為」，否則

納入考慮；若出現違失情事，則

之義務，而對於操守、品行、請假及應

將處以第十四條到第十八條的行

應循一般違法行政之處理方式。

有的行為分際，乃至於利益衝突迴避等

政罰鍰。（朱新民、陳淳文等，

若本法用意在於「肅貪」，則是

旋轉門條款，都做了適當之規定。

2010）

刑事問題，則宜明定違法要件，

（二）政策工具

（三）標的團體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三）標的團體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並由檢察機關偵辦起訴。然就本

本法與利益衝突迴避有關之規定如

依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法之適

《利衝法》之標的對象乃係公職

法現行規範看來，確實以「肅

人員，而所稱之公職人員之範圍

貪」或「防貪」為主要目的，並

1.旋轉門條款：依該法第十四條之

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

依照《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由檢察機關為主要執行者；然

一規定，公務員於基離職後三年內，不

之。」受規範的對象明顯較《利衝法》

二條第一項所列十三款之人員，

而，利益迴避概念上較合適的目

得擔任與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

狹隘，更直接是用政府體制內之人員。

包括高等文官、政務官、以及民

的乃是「避嫌」，並由行政機關

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

（四）罰則

意代表等。而其「關係人」亦直

為該法之執行單位，則應將相關

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依該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公務員有

接規定於這部法律的第三條，明

規則融入行政裁量的規範之中，

2.利益迴避（請託關說之迴避）：

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

訂1.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

並由各機關在行政過程中直接運

依該法第十五條規定，公務員對於屬官

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各該法

之家屬；2.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

作施行，故基於《利衝法》所希

不得推荐人員，並不得就其主管事件，

令處罰。

內親屬；3.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

冀讓行政單位進行行政運作時，

有所關說或請託。

託財產之受託人；4.公職人員、

俾有所遵循，警察機關亦如行政

3.利益迴避（財物收受之迴避）：

職公務員違反本法第十四條之一者，處

第一款及第二款人員擔任負責

機關，俾僅適用《利衝法》，亦

依該法第十六條規定，公務員有隸屬關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

二、《公務人員服務法》現制說明

5.利益迴避（職務關係之迴避）：
依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公務員對於下

利益：
(1)承辦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工程
者。
(2)經營本機關或所屬事業來往款
項之銀行錢莊。
(3)承辦本機關或所屬事業公用物
品之商號。
(4)有官署補助費者。

用對象為「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

下：

復依該法第二十二條之一規定，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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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之罰金。犯前項之罪者，所得

2.請託關說之回應作為：公務員遇

係者餽贈財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

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

之利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有請託關說時，應於三日內簽報其長官

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

利或不利之影響。

時，追徵其價額。

並知會政風機構。

得受贈之：

又依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公務員

3.機關對受理請託關說之作為：各

有違反本法之行為，該管長官知情不依
法處置者，應受懲處。
三、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現制說明

(1)屬公務禮儀。

物：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

機關（構）之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飲

(2)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者；藉由第三人收受

宴應酬、請託關說或其他涉及廉政倫理

(3)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

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前揭相關之人者。

事件之知會或通知後，應即登錄建檔。

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

（四）罰則

多數人為餽贈，

公務員違反本規範經查證屬實者，

4.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

（一）立法目的與政策目標

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者。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自民國

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

97年8月1日公布生效以來，實施成效良
好，惟因本規範主要規範三種行為型
態：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

3.下列情形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財

其市價總額

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4)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

臺幣一萬元為限。

依相關規定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

5.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應依

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

下列程序處理：

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

肆、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以
與利益衝突有關之案例類型為例

又至民國99年7月30日行政院院臺法字

(1)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

第0990040576號函修正公布全文21點，

餽贈，除該規範之第四點但書

並自即日生效。本規範之立法要旨係參

規定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

6.利害相關迴避之回應作為：公務

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度及警察形象最

酌美、日、星等國家及經濟合作暨發展

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

員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

鉅的，亦是風紀問題。依照內政部警政

組織（OECD）會員國於公務倫理之主

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

除前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

署民國98至101年各警察機關「廉政倫

要價值，將廉潔自持、公正無私、依法

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機構處

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理」事件登錄情形之統計顯示，各警察

行政列為本規範之核心價值，特訂定本

理。

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

機關登錄之「受贈財物」事件共22,597

交政風機構處理。

件、「飲宴應酬」共13,492件、「請託

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
俗標準。

警察是最接近人民的公務員，而

規範以提升政府清廉形象為目的。故本

(2)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

規範主張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

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

（三）標的團體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關說」事件共有12,794件，加計其他類

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

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

1.公務員：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

事件，合計49,015件。其中，「受贈財

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

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

之利益。

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

（二）政策工具
本規範與利益衝突迴避有關之規定
如下：
1.請託關說：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
（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
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
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
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會政風機構。
6.利害相關之迴避：公務員不得要
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餽贈財物。
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
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
7.利害相關迴避之例外：公務員不
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人員。

物」類的風紀案件高出其他類案件約近

2 . 與 其 職 務 有 利害 關 係 者 ： 指 個

一倍，多為收賄、貪瀆等，皆事涉《貪

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

汙治罪條例》及《刑法》等罪嫌。而接

（構）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

受「飲宴應酬」往往與接受不當招待與

列情形之一者：

贈禮有相關聯。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
（獎）助等關係。

另外，在「請託關說」部分，亦
可能事涉「圖利他人」、「利己」、或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

「假公濟私」等，皆與「公務員廉政倫

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理規範」的利益衝突迴避概念之落實有

(3)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

關。從法務部廉政署自民國101年9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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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公共服務的課責觀點，探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

日開始登錄統計的數字來看，警政單位

7日至102年9月30日止，總計88件。皆

所登錄的件數，亦是居全國各類主管機

為各類政府業務登記「請託關說」事件

關之冠。

之冠。顯見請託關說在警界是一項經常

據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所載，自民國

可見的風紀案件類型。

101年第四季開始，警政單位（含中央

然從表四至表六的數據可發現，

機關及地方機關）登錄「請託關說」之

當需上網登錄統計數據後，陳報請託關

件數合計37件；民國102年1月1日至9月

說的案件就顯然逐漸減少了，可見對於

30日止，共計51件；而自民國101年9月

提報案件登錄，實務上仍有待公務員的

表三

內政部警政署98至101年警察機關廉政倫理事件登錄統計表

年度

受贈財物

飲宴應酬

請託關說

其他事件

合計

98

6,734

4,252

4,206

58

15,250

99

7,386

4,136

4,078

29

15,629

100

5,425

3,229

3,018

37

11,709

101

3,052

1,875

1,492

8

6,427

合計

22,597

13,492

12,794

132

49,015

表五

主
管
機
關

登
錄
件
數

中
央
53
機
關
地
方
79
機
關
總
132
計

登
錄
件
數

2

0

0

0

0

2

19

6

1

0

1

3

0

0

0

0

1

2

16

1

1

0

0

1

0

32

0

0

0

2

22

0

1

1

0

0

0

18

3

1

0

0

1

2

51

6

1

0

3

25

0

1

1

0

1

2

34

表六

101年9月7日至102年9月30日請託關說登錄事件統計表
請託關說事件

101年9月7日至12月31日請託關說登錄事件統計表

人 都 金 監 稅 關 警 司 法 建 地 環 醫 教 消 殯 河 補 其
事 市 融 理 務 務 政 法 務 管 政 保 療 育 防 葬 川 助 他
計
及 款
畫
砂
石
管
理

中
央
111 16 0
機
關
地
方
51 1 0
機
關
總
162 17 0
計

人 都 金 監 稅 關 警 司 法 建 地 環 醫 教 消 殯 河 補 其
事 市 融 理 務 務 政 法 務 管 政 保 療 育 防 葬 川 助 他
計
及 款
畫
砂
石
管
理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請託關說登錄事件統計http://www.aac.moj.gov.tw/lp.asp?ctNode=34173&CtUnit
=12074&BaseDSD=7&mp=289。（檢索日期2013年11月24日）

請託關說事件
主
管
機
關

102年1月1日至102年9月30日請託關說登錄事件統計表
請託關說事件

資料來源：警政署，102年7月，轉引自監察院「警政風紀查察成效之研究」報告。

表四

3

2

3

10 21

3

2

1

1

5

6

0

0

0

35

3

7

28

0

0

4

0

16

0

0

1

0

5

0

0

0

0

0

0

24

3

2

7

10 37

3

2

2

1

10

6

0

0

0

3

7

52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請託關說登錄事件統計http://www.aac.moj.gov.tw/lp.asp?ctNode=34173&CtUnit
=12074&BaseDSD=7&mp=289。（檢索日期2013年11月24日）

主
管
機
關

登
錄
件
數

人 都 金 監 稅 關 警 司 法 建 地 環 醫 教 消 殯 河 補 其
事 市 融 理 務 務 政 法 務 管 政 保 療 育 防 葬 川 助 他
計
及 款
畫
砂
石
管
理

中
央
164 18 0
機
關
地
方
130 2 1
機
關
總
294 20 1
計

3

2

3

12 40

9

3

1

2

8

6

0

0

0

4

9

44

0

0

5

0

48

0

0

1

2

27

0

1

1

0

0

0

42

3

2

8

12 88

9

3

2

4

35

6

1

1

0

4

9

86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請託關說登錄事件統計http://www.aac.moj.gov.tw/lp.asp?ctNode=34173&CtUnit
=12074&BaseDSD=7&mp=289。（檢索日期2013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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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登載陳報的需要，要公務員毫無疑

「警政風紀查察成效之研究」，其中

慮而自動自發地向上陳報，恐有其困難

所列舉有關不當請託關說之新聞案例甚

性。然不當的請託關說係為陽光法案精

多，就調查報告中所檢討的案例，茲舉

神中之核心檢視要項，也是施政是否能

其中「受贈財物」及「請託關說」二類

具透明度之所在，更是執法者必須面對

新聞案例之一、二來看，實可作為警察

的一大難題。因此，公務人員若基於依

風紀查察實務案例檢討之參考，案例如

法行政的原理，甚或自保的道理來看，

下：

實必須詳加瞭解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
要點之具體作法為何。

從新公共服務的課責觀點，探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

新聞案例（二）：
員警執法未能堅守立場，涉嫌縱放人犯遭起訴案
1. 101年9月14日18時50分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安樂分駐所巡佐陳○威、
女警王○鈞等2員執行巡邏勤務，發現1輛自小客車併排違規停車並占用機車
專用道，當時1名婦人（廖○秀，48年次）走到違規自小客車前欲駕駛該車
離去，該女走路搖晃疑有飲酒，執勤員警請廖女出示證件，廖女拒絕出示身

綜上所知，警察風紀問題，攸關政
府形象及人民對政府執法人員信賴感至

依據監察院民國102年12月9日台內

鉅，應多加強執法人員之宣導，以充實

字第1021931283號函所附之調查報告：

對法規之認知，俾以遵循倫理行為之守

分證明文件，過程中廖女並對處理員警咆嘯及摑打王員（女警）左臉頰，員
警立即將廖女帶回該分駐所。
2. 嗣基隆市市議員沈○傳、基隆市長張○榮至該所瞭解案情，並涉嫌關說及指
示該所所長林○盛及承辦警員廖○銓縱放廖女，案經基隆地檢署檢察官偵
辦後，於101年10月8日將市長張○榮依妨害公務、縱放人犯罪嫌、所長林○
盛、承辦警員廖○銓依縱放人犯罪嫌、婦人廖○秀依妨害公務罪嫌，均提起

新聞案例（一）：
員警涉嫌包庇養生護膚館遭羈押案
101年8月21日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其餘參照）檢
察官搜索桃園縣警察局桃園分局同安派出所及所長薛○文（該員涉案後已調整
為非主管職務）辦公處所、住宅、該分局轄內美容養生館，案情如次：
1.薛員於98年間任職該分局同安派出所所長期間，涉嫌收受轄內養生護膚

公訴。
3. 本案起訴後，該局於101年10月8日召開人評會，將所長林○盛調整為非主管
職務，承辦警員廖○銓調整至第四分局警備隊服務，並追究林所長等員警行
政責任及相關人員考核監督不周責任。
4. 研析
(1)本案巡佐陳○威及警員王○鈞（女警）等2員，自現場將廖女帶返該分駐

館規費，薛員另將賄款轉投資桃園市「○○餐廳」，並與謝員共同投資「○○

所處理，所長林○盛及承辦警員廖○銓接受張市長關說，縱放廖女，案經

便當店」等情事。

檢察官勘驗錄影（音）資料並傳訊相關人等，確認廖女妨害公務屬實，所

2.本案搜索後，傳訊薛員（涉嫌貪瀆）及該派出所謝員（涉嫌偽造文

長林○盛及警員廖○銓涉有縱放人犯等情，依刑法縱放人犯罪起訴。

書），另薛員於8月22日經檢察官複訊後，以涉嫌洩密及圖利罪，經檢察官向

(2)本案廖女公然摑打執勤員警，涉嫌妨害公務罪嫌，執勤員警依法將廖女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其餘參照）聲請羈押，該院當日裁定薛姓

案處理，惟林所長、廖員（承辦員警）未能認清事實，拒絕張市長關說，

員警和鄒姓業者總共4人羈押獲准。

該局及分局長官復未能適時協助，致處理員警迫於張市長壓力，未能堅守

3.研析
(1)薛員身為派出所所長，對於經營媒介色情之特定對象仍與之交往，未
能以身作則，潔身自愛，圖私利接受關說、飲宴，並經營副業，致生
違法失職行為，遭桃園地檢署偵辦，影響警譽。
(2)薛員明知轄內存有媒介色情之風紀誘因場所，且多次接獲檢舉，未嚴
正查察取締，且未與事業主管單位積極聯繫，加強查察取締作為，薛

執法立場，縱放人犯，身陷法網，令人扼腕，並予民眾公權力不彰之負面
觀感，嚴重斲傷警譽。
(3)有關請託關說係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
之人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為「行
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所明定，本案處理員警
未依上述要點簽報處理請託關說案件，有所違失。

員涉嫌接受賄賂，廢弛職務，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資料來源：監察院102年「警政風紀查察成效之研究」調查報告。

資料來源：監察院102年「警政風紀查察成效之研究」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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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除了前述之利益衝突迴避及公務員

2.建檔查考

從新公共服務的課責觀點，探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

2.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如有

廉政倫理規範外，尚與警察人員是否與

(1)各機關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

故意隱匿、延宕或積壓不報，經查證屬

不當人士交往有密切相關，因此，以下

資料逐筆建檔，每月循級陳

實者，各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懲處相關

將就《行政院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

報至所隸屬之中央二級機關政

人員。

錄查察作業要點》及《警察人員與特定

風機構彙整轉法務部廉政署查

對象接觸交往規定》，說明其中所揭示

考。

之正式行政程序與因應作為。

(2)行政院政風機構應將請託關說
事件登錄資料逐筆建檔，每月

一、《行政院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
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一）立法目的與政策目標

彙整轉法務部廉政署查考。
3.查核機制
(1)法務部廉政署及中央二級以上
機關政風機構就請託關說事件

為規範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
託關說應透明化、登錄查察標準化、處

登錄之資料，應辦理抽查。

理業務有分際，以強化透明及課責等，

(2)法務部廉政署就前項抽查作
業，得請相關機關配合查察，

行政院特訂定本要點，以茲遵循。
而所稱請託關說，係指不循法定程

以釐清相關事實。如發現有疑

序，為本人或他人所提出之請求有違反

涉貪瀆不法之情形者，並得與

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法務部調查局或相關偵查機關
協力調查。

（二）政策工具
1.受理登錄單位

（三）標的團體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1)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

1.該要點規範對象為各機關適用公

說者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

務員服務法之人員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

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

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者，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
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

3.受請託關說人員如為政務人員，

2.不適用該要點規定之行為：政府
採購法所定之請託或關說行為，及依

(2)未設置政風機構或兼辦政風業

「遊說法」、「請願法」、「行政程序

務人員之機關，其首長應指定

法」或其他法令規定之程序及方式，進

專責登錄人員；機關首長延不

行遊說、請願、陳情、申請、陳述意見

指定者，由上級機關指定。

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3)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

（四）罰則

事、監察人、經理人受請託關

1.該要點所規範對象就受請託關說

說者，應向指定其代表行使職

事件未予登錄，經查證屬實者，應嚴予

務之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懲處。

圖1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
流程圖

39

得視其情節輕重，移送監察院審查。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之作業流程，以
下圖示之，當更為清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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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察人員與特定對象接觸交往
規定》
（一）立法目的與政策目標

41

警察人員違反本規定，經查證屬實

與專業上的倫理性。同時，在學術潮流

加之教育警察人員視榮譽為第二生命，

者，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及相關法令規

的發展上，從「治理」理論的觀點來

則是體現新公共服務理論中之專業課

定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

看，追求「善治」（good governance）

責，強化警察自律的道德機制。

機關偵辦。

是政府的職責，如何達到「善治」？其

內政部警政署為使各級警察人員
維護榮譽，嚴守紀律，避免不當接觸交

從新公共服務的課責觀點，探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

成就條件應為何？在追求公益的同時，

伍、結論

往，特於民國99年7月12日警署督字第

公務員應扮演何種角色，方符合公民的

二、加強陽光法制之宣導，紮根品操
倫理教學

期待？則是每一個執政的政府所要費心

陽光法制係屬行政責任的正式確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思量的。警察是第一線的執法人員，警

保途徑，係借用外部控制的力量來規範

International, TI）於102年12月3日公

察風紀尤為各方所關注，綜合本文所提

行為，使之合於倫理的要求，並加強對

布2013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之理論，法制及案例探討，並綜採各界

法制的瞭解，來強化警察執法倫理。故

面、電信通訊、面晤、參與聚會、婚喪

Perceptions Index, 簡稱CPI），我國在全

對警察教育之期待，擬提研究心得如

在警察的養成教育中，須從生活教育上

喜慶、飲宴應酬等方式進行之聯繫、交

球177個國家及地區中總排名為36名，

下，俾供各界參考。

紮根對品德操守的規範，並在學科內容

際行為。

比去年進步1名，勝過八成納入評比的

0990110141號函訂頒本規定。
（二）政策工具
1.接觸方式：接觸交往，指以書

一、強調廉能為最高榮譽，實踐為民

中，多多加強公務倫理及陽光法制課程

2.於接觸交往前應以書面申請，載

國家 。雖然，我國在名次上有進步，

明必要之原因及人、事、時、地、物，

但廉政建設仍需要紮根，更要深化入教

報請警察機關主管長官核准後實施，並

育體系及教育作為中，方能全面倡導

警政署王署長曾多次以「風紀是

再則，亦要加強警察的迴流教育及

於員警出入登記簿完成登錄程序，實施

「陽光政治」、「反貪倡廉」、「貪汙

警察的命脈」、「沒有風紀，就沒有尊

宣導訓練，並利用在職教育的課程，再

後一日內，應將接觸應將接觸交往經過

零容忍」的理想，並回應民眾的企求，

嚴、榮譽及警察」，作為對全國警察的

三強調如何杜絕不法利誘，再三提醒法

填報接觸交往報告表陳核。

實踐馬總統所標舉「陽光政治，清廉保

期許，並提倡全體員警朝向「崇法務

制規定及正確的倫理規範，以深化法制

台」的廉能政策。

實，廉能正直」的目標邁進。而在新公

概念於現職警察人員心中，期能毋忘執

從OECD於2000年的調查可知，

共服務的理論中，政府的角色是「服

法倫理。

有收受賄賂、圖利、洩漏公務機

其會員國所認同的八項主要核心價值:

務」；公務人員的服務是對「公民」做

密、賭博、涉毒等違反刑法及相關法律

「客觀中立」、「恪守法紀」、「誠

回應；其公共利益的概念，是來自於對

之行為；接受餽贈及其他不正利益；及

實廉潔」、「透明公開」、「行政效

共同價值對話所產生的結果，而公共服

其他違法或違反職務規定之行為。

率」、「公平正義」、「負責盡職」、

務人員獲得激勵的假定，亦即來自於公

考試院於檢討各類國家考試時，曾

（三）標的團體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以及「公道正義」等，皆為行政倫理範

共服務本身的回饋，故警察人員若能以

經論及倫理議題是否納入考試題目中，

警察人員未經核准，禁止與下列特

疇中的重要議題。2008馬總統高舉反

「實踐為民服務最樂」的觀念，則貢獻

多數學者認為，不論是「防制性倫理

貪腐及陽光法案的大旗，獲得國人的

社會的成就感，必將凌駕有形財物的報

議題」或是「促進性倫理議題」都可一

1.治安顧慮人口。

認同，順利當選執政。爾後，考試院

酬；且從「課責」的概念觀之，公共服

併納入考題設計的範疇。然為了強化警

2.不良幫派組合分子。

於2009年院會通過以「廉正」、「忠

務人員應較關注於法律、社群價值、政

察風紀，對於風紀案例的檢討應經常為

3.經營色情、賭博、破壞國土及其

誠」、「專業」、「效能」、「關懷」

治規範、專業標準與公民利益，此即呼

之，並視案例多寡及案情大小，要求各

為公務人員核心價值，更確定了執行公

應前揭之理：警察人員若能本其專業服

警察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開會檢討之，

共事務的公務員應具有品格上的道德性

務人民，表彰廉能為從警之最高榮譽，

以為殷鑑。

4.警察人員經核准與特定對象接觸
交往時，不得有下列行為：

定對象接觸交往：

他不法業者。
（四）罰則

2

服務精神

的學習，方能將倫理法制觀念，深植初
任警職者之心中。

三、常態化檢討風紀案例，融入情境
考試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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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各級升官等考試方面，似可以

政署王卓鈞署長），而千百年以來的大

考慮將所檢討之風紀案例，以融入情境

學之道，亦以「禮、樂、射、御、書、

題型的方式，作為出題的方向，則現任

數」等六藝，作為文武兼修之道，故人

警職人員，須將各類風紀問題所觸犯之

文涵養是成就優質警察必要有的元素。

條文規定，牢記於心，如此，亦可從學

作為第一線的執法人員，若能本著「同

而時習之中，收提醒警示之效。故倫理

理心」，從民眾需求的角度出發，將民

議題納考，可作為強化陽光法制學習之

眾對警察應有「廉能」形象的期待，放

參考。

在心中，才能做一位有品味的陽光警

四、提倡博雅的人文素養，型塑有品
味的警察

從新公共服務的課責觀點，探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

附錄一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總說明
規

定

的人文學養，發揚官箴倫理教學，樹立

育中，文史哲等相關社會科學學科，向

清廉為政的典範人物，將更能將廉政的

來不是居主流地位，然誠如本（102）

概念，深耕於所有從警人員的心中，進

年10月台灣警專科學校所作之警察通識

而改變其服務態度與品質，方能真正做

叢刊創刊號中，多位首長的嘉勉文皆倡

一位有品味的警察。

議警察應「擦亮自己，才能照亮別人」

最後，期望透過本文的探討及所

（法務部羅瑩雪部長）、「通識教育是

提出的四項研究心得，作為公部門及警

軟體工程，影響靈魂深處的精神層次」

察教育體系實施陽光法制及倫理教育之

（內政部李鴻源部長）、「強化警察執

參考，不管是潛移默化的學習，還是三

法的倫理及人文素養」（教育部蔣偉寧

申五令的宣導，在此，一如廉政署的呼

部長）、「鐵的紀律及愛的教育」（客

籲，期望國人及所有公職人員，包括職

委會黃玉振主委）、「全人教育、全人

司保護人民的警察，皆能養成以拒絕貪

警察」（保訓會蔡璧煌主委）、「以博

污為習慣，方是真正落實陽光政治之

雅通達的新時代警察自許與共勉」（警

道。

明

一、揭示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二、現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請託關
說之處理程序僅有簽報及登錄建
檔，對於請託關說事件之查察付之
闕如，對違失者之懲處，僅作原則
性之規定，爰訂定本要點，以強化
請託關說事件之透明及課責。

二、本要點規範對象為各機關適用公務
員服務法之人員及代表政府或公股
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

本要點之適用對象。

三、本要點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
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前點之規範
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
令、營業規章或契約之虞者。

說明請託關說之定義。

四、下列行為，不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1. 政府採購法所定之請託或關說行
為。
2. 依遊說法、請願法、行政程序法
或其他法令規定之程序及方式，
進行遊說、請願、陳情、申請、
陳述意見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一、基於法律優越原則，列舉不適用本
要點之行為，以兼顧興利及行政效
率。
二、第二款係參照遊說法第五條訂定。

五、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
於三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
錄；未設置政風機構者，應向兼辦
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
錄。
未設置政風機構或兼辦政風業務人
員之機關，其首長應指定專責登錄
人員；機關首長延不指定者，由上
級機關指定。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受請託關說者，應
向指定其代表行使職務之機關政風
機構登錄。

一、第一、三項規定請託關說事件之受
理登錄單位為各機關政風機構；另
為避免未設置政風機構而形成漏
洞，明定未設置政風機構者之受理
登錄人員。
二、第二項規定未設置政風機構或兼辦
政風業務人員，課以首長指定登錄
人員之義務。
三、第三項有關「指定」之用語，係參
照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訂定。

來自於人文，進而溫暖才能發自於人

在以提倡武德體技的警察專業教

說

一、 為規範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以下簡稱各機關）請託關說事件
之登錄與查察作業，符合透明化及
登錄標準化，特訂定本要點。

察，捍衛台灣最美麗的風景，因為品味
心。如能在警察教育中，注入博雅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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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機關應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資料
逐筆建檔，每月循級陳報至所隸屬
之中央二級機關政風機構彙整轉法
務部廉政署查考。
行政院政風機構應將請託關說事件
登錄資料逐筆建檔，每月彙整轉法
務部廉政署查考。

一、規定各機關應定期將請託關說事件
登錄資料逐筆建檔，並陳報所隸屬
之上級機關。
二、為利法務部廉政署查考，以及後續
查核，爰規定行政院及中央二級機
關將資料定期彙送法務部廉政署。

七、法務部廉政署及中央二級以上機關
政風機構就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資
料，應辦理抽查。
法務部廉政署就前項抽查作業，得
請相關機關配合查察，以釐清相關
事實。如發現有疑涉貪瀆不法之情
形者，並得與法務部調查局或相關
偵查機關協力調查。

一、第一項規定法務部廉政署為建立抽
查機制，得請相關機關配合查察，
以發掘貪瀆不法線索。
二、第二項規定與法務部調查局或相關
偵查機關之協力查察機制，以發揮
跨域整合力量。

從新公共服務的課責觀點，探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

十三、請託關說事件登錄標準格式，由
法務部會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定之；標準格式尚未訂定前，
由法務部廉政署製作格式供各機關
登錄建檔。

目前尚無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標準格
式，故由法務部會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定之。

十四、各機關應加強宣導有關禁止請
託。

規定各機關應加強宣導。

十五、其他政府機關、機構，得準用本
要點之規定。

為貫徹建立廉能政府，爰規定其他政府
機關、機構，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註釋：

八、各機關登錄之請託關說資料，經法 因查獲貪瀆不法案件，建立獎勵機制，
務部廉政署或中央二級以上機關政 以鼓勵登錄者及篩選分析人員。
風機構篩選分析，因而查獲貪瀆不
法案件者，應對相關人員予以獎
勵。
九、第二點之規範對象就受請託關說事
件未予登錄，經查證屬實者，應嚴
予懲處。

違反登錄規定須受嚴懲，以加強課責。

十、受理登錄人員或機關首長，如有故
意隱匿、延宕或積壓不報，經查證
屬實者，各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懲
處相關人員。
前點及前項違失人員如為政務人
員，得視其情節輕重，移送監察院
審查。

一、第一項規範機關首長監督責任及懲
處之課責機制。
二、第二項規定政務人員違失情形之處
理原則。

十一、各機關處理請託關說之獎懲處理
原則，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同
法務部定之。

為建立客觀公平之獎懲標準，授權由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同法務部訂定獎懲
處理原則。

十二、各機關應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登
錄之統計類型、數量及違反本要點
受懲戒確定之人員姓名、事由公開
於資訊網路。
依本要點登錄資料應保存十年。

一、第一項建立公開透明機制。
二、第二項明定登錄資料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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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關說的定義是非常重要的，關心跟關

畢業從事公職時，要特別注意此規範。

說的差異性在哪裡，論文中給了我們很

最後，簡單做個結論，公務人員

明顯的定義，惟現在議員打電話去給局

有管理公共財的業務，公共財和民眾息

長、分局長那就是關說，這個大概有些

息相關，公務人員必須要有所堅持，方

差異，我想這部分值得大家參考。

不會喪失目標，警察工作面臨賄賂的機

從剛剛的報告裡，羅列出多張老師的觀

警察單位裡面有一項警察人員與特

會更多過於其他機關，希望大家今天聽

點外，還引經據典，包括行政服務等方

定對象接觸交往的規定，這一項我想張

過張老師的報告後，能有所領悟，往後

楊主持人、張老師，還有待會的發

面，我也看到老師歸納出一表格，在論

老師亦可列入，該規定係在99年7月12

在職場上應該要有為公共服務的精神，

表人陳教授，警專陳校長，各位老師、

文集第九頁裡，其中有個欄位提到課責

日函頒，今天在座的同學，你們馬上要

能防貪、避貪。再次感謝張老師，對我

同學大家好，張老師的報告非常精采，

的途徑，這途徑是公務人員必須關注法

畢業了，特定對象的交往務必要特別注

們未來也好，現在也好，都有相當的助

尤其肢體語言跟內容一樣豐富，口齒也

律、社群價值、政治規範、專列標準跟

意，劃清界線，原則是不能接觸，但因

益，謝謝。

十分清晰。

公民利益。在過去我們警察負責聚眾活

公事前要申請，事後要報告，大家未來

評論人／內政部警政署蔡副署長俊章

今天首先非常感謝張老師對於警專

動的秩序維護，很多警察相當盡責，將

通識中心的籌備，付出非常多辛勞，在

秩序維護的相當良好，可是因為幾個小

此表示敬佩，同時張老師擔任行政院性

缺點，而被放大檢視，看到警察辛勞工

別平等委員會的委員，為我們警察機關

作的畫面，媒體卻不給我們記錄下來，

所有女性同仁或是一般公務機關女性同

而是記錄警察摸魚、買早點等等之類

胞爭取了許多該有的權利，也特別感謝

的，同樣的，貪瀆的情形也是一樣。

她關心我們警政署組織改造，尤其是婦
幼單位的組改，將原本家防官從刑事單

在此本論文集第二十二頁提到請託
關說登入事件統計，

位移至一般行政警察單位，所以很感謝

請託關說部分，歷來警政單位都是

張老師的協助，終於讓她們獲得應該有

最多的，這給我們一個思維方向，法務

的權利及尊嚴。

部廉政署的統計裡面，警政單位第一名

張老師從新公共服務課責觀點來探

這個不稀奇，重點在於平均一個占他們

討警察人員落實陽光法制之道，在過去

單位的百分之多少，把它加上去，也許

我們強調效率、效能，那麼新的服務觀

警政單位所有關說、請託登入案件，說

點，可能納入更多給我們公務人員該有

不定在中間或是比中間再少一點，這就

態度，在過去我們政府單位經常是領航

像我們常在做的治安滿意度的調查，有

員，操槳者等等，慢慢隨著時代環境以

人問我說，以前你在澎湖當局長時，治

及陽光法制所賦予的，公務人員的姿態

安滿意度都是百分之八、九十，怎麼你

可能要跟一般平民百姓一樣，從這種觀

到高雄來當局長後剩下六、七十而已，

點來探討公務人員倫理，希望能夠明瞭

這是由於地域環境的關係，往往就是這

不願貪，不敢貪，不必貪的三大目標。

樣在比較。而在論文集三十一頁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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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開門：建立透明化政府的政策工具

1

Open Government: The
Policy Tools for Creating a
Transparent Government
Chih-Wei Chen

陳志瑋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51

recent years in Taiwan, are characterized
by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aim at
attaining public integrity. Nevertheless, the
score for Taiwan of 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 published by Transparenc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TI), is always not very high

Administration at Tamkang University)

amo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stead

Abstract

of examining the reasons why Taiwan can’t
get good score of CPI, this article use four

Sustaining a clean and effective

types of policy tools (authority, incentive,

government, either by legal punishment

capacity, and information) to analyze their

or by moral education, is always the

usefulness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of

wish of the ruled people.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

growing wisdom of the lay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CTs make the ideas of

Key words: Transparent Government,

度得分約在60分上下，國際排名約在

transparency and openness possible for

Sunshine Laws, Policy Tools, and Public

無論是民主或專制政權，建立一

三十多名，而可略知一二。此一印象產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Integrity.

個「廉清有為」的政府，應該是所有被

生的箇中原因，到底是清廉度真的欠

統治者的願望所在，但傳統作法基本上

佳，抑或每當出現知名人物貪腐案件發

不脫離嚴刑峻法和道德教化兩種途徑。

生，傳播媒體就會成篇累牘地予以報導

隨著民智已開和現代通訊傳播科技的進

和評論，以致民眾出現過度推論的謬

步，各國漸漸以透明公開做為一種媒

誤？此課題固然有待探討，但本文擬從

介，再輔以行為處罰與倫理培養，以達

預防和矯治的角度出發，就目前陽光法

到澄清吏治的效果。

的各項政策工具著手，根據文獻已有的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所有被統治者的願望所在，但傳統作法

臺灣近年來陸續完成各項「陽光

類型化研究成果，分析與整理這些政策

基本上不脫離外控的嚴刑峻法和內控的

法」（sunshine laws）立法工程，這些

International, TI）在2013年12月3日

工具在各該法律的歸類，並探討有哪些

公布最新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道德教化兩種途徑。隨著民智已開和現

法律是以建立透明化政府做為共同目

政策工具可再補充，以提出未來制度修

Perception Index, CPI）2 國際排名，我國

代通訊傳播科技的進步，各國漸漸以透

的，施行數年來縱有宣示與若干執法之

正的建議。

在177個國家中排名第36名，分數為61

明公開做為一種媒介，再輔以行為處罰

分（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3），

與倫理培養，以達到澄清吏治的效果。

這樣的成績和過去相較，其實並無顯著

臺灣近年來陸續完成各項「陽光

的變化。但對照我國近年來對清廉政府

法」（sunshine laws）立法工程，這些

的重視，卻顯得其中仍有極大的進步空

法律是以透明化政府做為共同特徵，加

間。

上法務部廉政署也在歷經多年協商討論

摘要：

效，但一般來說，民眾似乎仍認為政府
整體清廉度並不佳，這可以從國際透明
組織每年公布的調查報告中，我國清廉

關鍵字：透明化政府、陽光法，政策工
具，公共廉潔

The “sunshine laws” passed in

壹、前言

事實上，無論是民主或專制政權，
建立一個「廉清有為」的政府，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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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掛牌上路，實施後儘管產生威嚇之

貪和肅貪」的廉潔政府目標。簡言之，

效，但民眾似乎仍認為政府整體清廉度

陽光法「其立意主要是透過法律規範避

並不佳。

免公職人員徇私牟利，並制定一套遊戲

從前述排名或輿論反應而言，此

規則，使利益團體透過合法管道爭取利

一清廉度不佳的印象之所以產生，到底

益，並且保障社會大眾有知的權利，藉

是因為清廉度真的欠佳，抑或由於傳播

以監督政府。」（朱新民主持，2009:

媒體成篇累牘地報導和評論貪腐個案，

5）而根據蘇彩足教授主持之研究，政

以致民眾出現過度推論的謬誤？此課題

府透明化的分析架構可包含財政透明

固然有待探討，但本文擬從預防和矯治

化、資訊透明化和政治透明化三個層面

的角度出發，就現有陽光法的各項政策

（2009），這三者彼此息息相關，且都

工具著手，根據文獻已有的類型化研究

對公共治理的程序與結果，帶來重大影

成果，分析與整理這些政策工具的屬性

響。表現在陽光法中，則可發現現行陽

與歸類，並探討有哪些政策工具可再補

光四法的立法目的和規範內容，同樣不

充，以便提出未來修正建議。

脫離這三個層面。

53

開放

民主治理

廉潔

課責

透明
圖1   以課責概念為核心的民主治理概念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申言之，陽光法的基本原則是開放

申言之，本文認為透明化政府的

一旦執政者體認到開放資訊對民主

監察院「陽光法案主題網」 所羅列的

（openness）與透明（transparency），

意義，係結合了公開、透明的機制，以

和治理的重要性，就比較願意執行更多

四部法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

都是使相關行為者的行動，可以更容

課責概念為樞紐，來達成民主治理的目

政策，以促進陽光政治與責任政治的實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和遊

易獲得監督機構和公眾的檢驗與監督，

標，畢竟「貪腐對於民主發展與經濟成

現。相對地，民眾擁有較充分的統治資

說法，說明這些法律和透明化政府之間

藉以促進課責（accountability）與減少

長每有極大的傷害，因為貪腐會侵蝕、

訊，透過資訊的揭露與傳播，可以達到

的關係。在第三部份，本文先運用既有

貪腐，進一步促進廉潔，而達到民主治

淘空民主的根基及弱化經濟成長的誘

較佳的課責效果。

文獻提出一套透明化政府的政策工具類

理的目標。其中，「開放」必須以「透

因，阻礙社會各面向的均衡與強健發展

型架構，再將這四部法律內含的政策工

明」為前提，如此民眾或監督者才能透

的動能。」（邱靖鈜，2009: 185）。不

具，依照各自屬性進行歸納與分類。第

過所獲得的資訊去接近政府，並據此對

僅民主政治受到影響，甚且經濟、社會

2 0 11 年 9 月 2 0 日 ， 巴 西 、 印 尼 、

四部分則根據前面的分析結果，提出可

政府課責。從缺乏課責的角度來看，如

與文化，乃至維繫政府與社會網絡的信

墨西哥、挪威、菲律賓、南非、英國

能的修正建議，最後則是結論。

果政府開門的結果是造成門戶洞開，讓

任基礎，亦可能遭到侵蝕。誠如學者陳

與美國共八個國家，簽署成立「開放

各個利益團體以委外形式蠶食鯨吞公共

敦源所指出的（2009: 348）：

政府夥伴關係」（Open Government

除了前言，本文第二部分先介紹
3

貳、陽光法與透明化政府

一、透明化政府的概念
陽光法包含的四部法律，共同核心
均是透過各種禁制行為的規定，並要求
相關行為的透明化，來達到「防貪、反

二、「開放政府夥伴關係」的啟示

Partnership），根據該官方網站的聲

利益。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影響迄今的

明，5 這項政策提案是要致力於：

新公共管理，透明性成為關鍵的特質所

民主與專業的制度性平衡點是課

在（McNabb, 2009: 7），如此才能防止

責，而課責機制的設計與執行，

1.增加政府活動資訊的可得性；

政府空洞化之後的不利影響。我們可以

最關鍵就是統治資訊的獲取、交

2.支持公民參與；

將這些彼此相關的概念關係，以課責概

換與解讀，這種機制如果缺乏適

3.透過我們的政府來執行最高的專

念為核心，表示於圖一：

4

當的資訊處理功能，就不會有課
責的效果。

業廉潔標準；
4.增加新科技的管道以達到公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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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責。
上述聲明顯示，開放的政府需要民
間的參與合作，從而幫助課責的達成，
此乃因為「透明性」這項概念，本身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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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民眾參與政府事務；

理和公共福祉的手段，因此涉及的議

「企業課責」的意義所在。同樣地，根

2.改革政府檔案管理；

題已非狹隘的政府資訊公開，而是積

據我國陽光法的規定，目的既是要去對

3.改革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極地運用合夥和參與機制的建立，使

抗有目的之非法圖利行為，對象就不侷

資源運用、政策制訂與公共管理皆更

限於政府部門及其人員。現代意義的陽

有效能，從而強化了公共課責（public

光法律，應該對企業、政黨，甚至民眾

accountability）的基礎。但從維基解

個人在防範貪腐的作為上，課以更大的

密（wikileak）事件和史諾頓（Edward

責任和義務，這些行為者包括：

Information Act）；

含著公民和政府之間的課責關係存在，

4.改變安全保密系統；

放到更大的架構來看，則可看到制度邏

5.執行受控非密資訊（controlled

輯、資源和社會行為者三者構成的反貪
制度變遷（Misangyi, Weaver, and Elms,
2008: 750-770）。例如，美國白宮根據
這個夥伴關係協議，公布一份行動計畫
報告，根據該份報告，歐巴馬總統強調
三項支持開放政府的獨立因素：
1.開放政府促進課責，並以此改進

unclassiﬁed information, CUI） 計畫；
6

6.讓聯邦政府遵循隱私權法規的資
訊更公開；
7.支持並改進行政機關所執行開放
政府計畫；
8.強化並擴大對政府人員的揭弊者
（whistleblower）保護；

績效。用最高法院大法官Louis Brandeis
的話來說，即「陽光是最佳的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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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增加美國境內法律實體的透明
性。

Snowden）揭發美國監控全球電腦網路
事件來看，美國政府運作並不如其所宣

1.公職人員及準公職人員（例如，
候選人與擬參選人）；

稱般透明負責，故而單純依賴政府行動

2.政黨；

和法律規範，其實仍有不足之處。

3.企業；

由於許多貪腐行為都是為了牟取不

4.個人。

法金錢利益，更彰顯出「廉潔」在這個

由此，本文認為行為者的認定與分

概念架構中，需更重視「財政透明」的

析，仍是探討如何達到透明化政府目標

面向（蘇彩足主持，2013）。因此，透

之前提，特別是我國的政治現實中，有

2.透明性使民眾可以找到「快速搜

此第二份行動計畫更圍繞在開放

明化政府不應是政府機關唱獨腳戲，而

關政黨和企業的行為限制，雖可見於陽

尋並加利用」的資訊。基於此理由，總

政府的核心概念中，旨在減少政府以國

是要多元的利害關係人納入規範，如此

光法律的相關規範中，但仍有必要更加

統要求各機關「裝備新科技」，且「徵

家安全為名義所做出的不當資訊保密或

才有可能落實透明化政府的理念。以企

重視。

求民眾回饋，以找出對民眾最有用處的

侵犯個人隱私行為。這些行動計畫的背

業課責的挑戰為例，美國在2000年通過

資訊。」

後，均肯定公民的知識、智慧與判斷

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Commodity

力，以及肯定開放政府資訊讓民間運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該法確保

用，從而導向公共廉潔的目標。

了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

政策工具可以從以下兩個層次來

3.在許多領域，政府在擬定政策、
規則和計畫時，都應該密切參考各種不

參、邁向透明化政府的政策工具

同民眾團體的知識、專業和觀點。誠如

英國內閣辦公室亦公布一份公開政

CDS）不是期貨或選擇權，故享有主

予以界定，首先，將工具視為一種「客

總統所言：「知識存在於社會各層面，

府夥伴關係行動計畫，該計畫提及「開

管機關的監督豁免。後來發生的安隆

體」（object），如法律和行政規則都是

政府官員得益於擁有可獲得這些廣布知

放政府」面臨的五項重大挑戰，分別為

（Enron）倒閉事件，乃至華爾街各大

政策工具的客體；第二個層次則是將具

識，以及因而帶來的集體專業和智慧的

（Cabinet Ofﬁce, 2013: 6）：

金融機構所開發的種種「金融創新」產

有類似特徵的政策「活動」（activity）

1.改善公共服務；

品，皆和該法律解除政府對企業課責的

集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政策工具（de

2.增進公共廉潔；7

武器有關（林茂昌譯，2011: 213-214；

Bruijn and Hufen, 1998: 13）。以陽光

第二份行動計畫報告，在此之前則發生

3.更有效地管理公共資源；

McLean and Nocera, 2010: 109），其背

四法而言，雖然法律做為客體，本身就

了令美國政府深感尷尬的外國元首監聽

4.創造更安全的社區；

後蘊含的道德危險（moral hazard），造

是政策工具的一種，但本文所欲探討的

行動曝光的事件，因此該份報告採取更

5.增進企業課責。

成2008年金融風暴，同樣可以在透明化

是陽光四法中的條文，是運用哪些「活

全面的視野，針對下列事務以增進公共

從英美兩國提出的行動計畫可知，

政府的脈絡下找到問題的根源與解答，

動」來達成立法目的與政策效果，故本

所謂透明化政府，本身是達成民主治

這也是英國的行動方案為何特別標舉

文採取第二個層次的定義。

管道。」（White House, 2011）。
2013年12月5日，美國 白宮公布了

廉潔（White House, 201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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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工具的本質上是一種制度規

就將政策工具分為權威工具（authority

1.為端正政風；

則（institutional rules）的運用，因而

tools）、誘因（incentive）、能力工

2.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

成為一種控制的手段，Van der Doelen

具（capacity tools）、象徵與規勸工

將其區分為三種模式：溝通模式、經

具（symbolic and hortatory tools），以

（二）政策工具

適格者皆有服從之義務，否則就應接受

濟模式和司法模式（轉引自Bressers,

及學習工具（learning tools）五類，並

本法所有規範的標的行為就是財產

本法之處罰。

1998: 92）。溝通模式可轉化為理念的

分別探討每一工具類別的行為假設，

申報，申報目的就是為了資訊公開，故

2.誘因工具

傳達與觀念的建立，相當於所謂的說服

以幫助政策目標和工具之間的配適度

資訊工具為本法的主要工具，輔以和申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係屬強制性的法

（sermons），或稱資訊工具，以進行

（1990: 513-522）。因此，本文希望

報財產有關的權威工具。在罰則方面，

知識的移轉、理性論辯的溝通與道德說

先分析陽光法現有政策工具，再綜合

除申報不實等情形而處以行政罰鍰外，

3.能力與學習工具

服，以達成政策結果（Vedung and van

Vedung and van der Doelen（1998）與

本法第12條第4項規定：「有申報義務

許多機關都會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

der Doelen, 1998: 103）。「陽光法」這

Schneider and Ingram（1990）兩篇文獻

之人受前項處罰後，經受理申報機關

報的宣導活動，可視為能力與學習工具

個名詞，本身就已經傳達了清廉透明的

的分類架構，將意義相近的能力工具和

（構）通知限期申報或補正，無正當理

之類別。

價值理念，相關政府機關（監察院、法

學習工具合併，得出權威、誘因、能力

由仍未申報或補正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4.資訊工具

務部、內政部以及公務人員訓練機構

與學習、資訊四類政策工具，一一加以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

在陽光法中，本法第6條第1項與

等）與民間團體（國際透明組織、臺

檢視與驗證。

萬元以下罰金。」是少數動用刑事處分

第2項的規定，在資訊工具中具有相當

的陽光法權威工具。

大的力量，可以達到公開透明的效果，

條）
以上皆屬強制性規定，凡符合條文
規定的人員、時間、內容和其他條件，

定要求，故無使用誘因工具之空間。

灣透明組織等）運用媒體、訓練課程

從透明化政府的理念來看，其中特

等各種管道，也都扮演著資訊工具的

別值得注意的是溝通模式下的資訊政策

另外和本法有關的「公務員財

且往往受到媒體與輿論的重視，特別是

提供角色。經濟模式主要是以補助的

工具，或具備相似內涵的象徵與規勸工

產來源不明罪」，原受高度期望可搭配

政治人物的財產申報種類和金額，每年

形態出現，其背後假定行為者會經理

具，對陽光法而言別具意義，蓋資訊工

本法而更有效杜絕貪腐（余致力、胡龍

都成為媒體報導的內容，故在此予以引

性計算來調整行為並進行適應（Stone,

具也是達成透明公開的重要手段，相關

騰，2008: 157-166），但修法後的貪污

述：

1997: 264-265），在陽光法中，除政治

標的對象可以獲知問題的本質和成因，

治罪條例第6條之1規定，由於須是檢察

獻金法隱含著可能的公費補助選舉外，

以及所能採取妥適的作為，若有機會

官在偵察公務員犯下該條各款所列罪嫌

受理申報機關（構）於收受申報

其他陽光法律則較欠缺經濟模式的運

改變自身的想法、認知、信念和行為，

之一，始有適用之可能，故和本法的連

二個月內，應將申報資料審核，

用。司法模式也就是所謂的「棍棒」

便可能減輕問題的嚴重性（林水波，

結性已不強烈，也使得資訊工具的影響

彙整列冊，供人查閱。總統、副

（sticks），運用管制工具來界定某一

2003），故有關資訊工具的運用及其

範圍受到相當大程度的限縮，茲就本法

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

特定社會的規範、可接受的行為，或限

內涵，就成為本文會特別關注的焦點所

各政策工具的規定說明如下：

人之申報機關（構）應於收受申

制特定活動（Lemaire, 1998: 59）。以

在。

陽光法的內涵而言，幾乎以司法模式中
的棍棒工具，利用行政罰或刑罰來達到

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找出不同的行為假定（behavioral
assumptions），Schneider and Ingram

報十日內，予以審核彙整列冊，

本法使用的權威工具包括：

供人查閱。

(1)適用的公職人員範圍（第2條）
；
(2)財產申報時間（第3條）；

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

（一）立法目的

(3)財產申報內容（第5條）；

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

依據公務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條，

(4)具特定身分之公職人員，其特

政務人員、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

定財產應信託予信託業（第7

（市）長等人員之申報資料，除應依前

立法目的。
申言之，不同政策工具都可

1.權威工具

本法立法目的有下列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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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辦理外，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並上網

（二）政策工具

之規定，該公職人員不得拒

院與法務部近年來辦理「公職人員利益

公告。

本法規範的目的在防止利益衝突而

絕。若該公職人員違反此等規

衝突迴避法宣導說明會」，透過實務案

此外，本法第12條第6項規定：

引發的貪污腐化，依賴著迴避行為類型

定者，依第17條之規定，處新

例的講解，使越來越多公職人員越來越

「有申報義務之人受本條處罰確定者，

的規定及其相關罰則，故同樣以權威工

台幣一百五十萬以上七百五十

清楚這部法律的規範內容，強化公務人

由處分機關公布其姓名及處罰事由於資

具為主：

萬以下罰鍰。

員對於職務利益迴避的認知，亦有益於

訊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第

1.權威工具

13條第4項：「有信託義務之人受本條

為迴避不當利益，該法規定了三種

處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布其姓名或

管道：

除利益迴避外，本法也規定「不當

本法目的之達成。

利益」之禁止，包含假借職權、關說請

4.資訊工具

託與交易行為這三種樣態（第7條至第9

本法第22條規定：「依本法罰鍰確

條），其均可做為公職人員不作為義務

定者，由處分機關公開於資訊網路或刊

的規範。

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不僅對當事人

名稱及處罰事由於資訊網路或刊登政府

(1)自行迴避：依該法第6條規定，

公報或新聞紙。」均屬資訊工具之運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

用。

即自行迴避；後依該法第10

以上所列各項規定，均可視為司法

總之，本法的主要規範目的是「防

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

模式或權威工具的運用，要求公職人員

貪」而非「肅貪」，較多類型屬於具有

迴避義務者，應依下列規定辦

在法規範下的作為或不作為。至於權威

對照政策工具和立法目的之連結，

象徵與規勸性質的資訊工具，且媒體每

理：1.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

工具的憑藉，則是該法第14條至第18條

可以發現利益衝突迴避法各項規定均偏

會注意知名公職人員所申報財產的總額

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

的行政罰鍰，尚未以犯罪行為視之。

向第三項和第四項目的，且和公務人員

或種類，這對擁有申報義務的公職人員

決；2.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

2.誘因工具

執行各行政業務較有關聯，但第一項和

而言，多少產生心理壓力。但對於有心

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

就本法的精神而言，有利益衝突的

第二項目的所涉及之政治層面，則因屬

貪腐者，是否因此法制或因財產來源不

執行之。而若該公職人員不依

可能當事者，可引用本法而抗拒來自權

理念層面的陳述，而缺乏明確的制度連

明罪之規範，而得能達到「端正政風、

第10條第1項之規定辦理，則

貴或親友的關說，從而產生「寓保障於

結。

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的立法目

該法於第16條將處該公職人員

禁止」的效果，故權威工具在此轉換為

的，恐存在相當之疑問。

一百萬以上五百萬以下罰鍰。

誘因工具，成為希望迴避利益衝突者的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意義。

三、政治獻金法

擋箭牌，以此減少可能的人情壓力。

項之規定，公職人員之服務機

3.能力與學習工具

（一）立法目的

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行迴避

本文對於「自行迴避」之規定，既

根據政治獻金法第1條規定，該法

（一）立法目的

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該公職

是權威工具的使用，但也以公職人員自

根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

人員迴避，違者依該法第17條

己對利益衝突迴避內涵的充分理解與判

1.規範及管理政治獻金；

規定，處新台幣一百五十萬以

斷，故有賴能力與學習工具的配合。例

2.促進國民政治參與；

上七百五十萬以下罰鍰。

如，涉及「自行迴避」的相關法律包括

(3)申請迴避：依該法第12條規

3.確保政治活動公平及公正；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6條、公務人員保障

4.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定，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

法第7條、公務員懲戒法第29條、公務

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人

員服務法第17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

（二）政策工具

得向各機關申請迴避，而其申

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2條、行政程

綜觀整部法律，係以權威工具來

請經調查屬實，依本法第13條

序法第32條、政府採購法第15條。監察

實現前述立法目的，根據本法規定，一

條規定，本法立法目的包含：
1.促進廉能政治；
2.端正政治風氣；
3.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
範；
4.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
送。

(2)命令迴避：依該法第10條第4

具有嚇阻作用，而且也具有以儆效尤的

的立法目的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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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可歸納出十七項限制行為，涉及到權

(9)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

威、資訊等不同政策工具。同法第25條

不得向不特定人以發行定期、

至32條，則是相對應的罰則，以行政罰

不定期之無息、有息債券或其

3.能力與學習工具

政治體系（簡錫堦，2008: 190）。在

鍰為主，刑罰和沒收或沒入為輔。其中

他有價證券方式，募集政治獻

監察院、法務部及各政府機關均

美國，則有著名且影響深遠的「公民

第22條規定擬參選人違法收受、募集政

金（第13條）；

曾舉辦政治獻金法宣導活動，以幫助公

聯盟控告聯邦選舉委員會」（Citizens

（個人），或作為當年度費用或損失

奧援，因而產生金主和地方有力人士

（營利事業）。

介入或操縱的空間，並形成一種恩庇

治獻金之處罰，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0)任何人不得以本人以外之名義

職人員熟悉與加強對該法的認識，故可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第23條規定擬參選人未經許可設專戶而

捐贈或為超過新臺幣一萬元之

視為法規範以外的能力與學習工具之運

一案，聯邦最高法院判決選委會敗訴，

收受政治獻金之處罰，處三年以下有期

匿名捐贈（第14條第1項）；

用。

認為政府沒有理由限制企業的獨立支出
4.資訊工具

（independent expenditures），從而使企

該法第21條第4項規定：會計報告

業得以利用雄厚資金替特定候選人造勢

書之收支結算表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宣傳，以影響選舉結果。8 此判決充分

(12)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收

紙，並公開於電腦網路。第33條第2項

顯示美國企業在選戰過程中，將可發揮

(1)收受政治獻金之限制（第5條）
；

受政治獻金，應查證是否符合

規定：監察院在確定行政罰後，應刊登

更大的影響力，從而使透明化政府的作

(2)不得利用職權或其他生計之利

法律規定（第15條）；

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並公開於電腦網

為出現缺口，因而更凸顯前述「公開政

路。

府夥伴關係」中，對於企業重要性之認

徒刑，且得併科罰金。
1.權威工具
本法對政治獻金的規範，可分析
為下列各項：

害妨害政治獻金之捐贈（第6
條）；
(3)得捐贈政治獻金者，以政治獻
金法第7條第1項各款規定以外
之個人、政黨、人民團體及營
利事業為限（第7條）；
(4)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不
得收受法律規定得捐贈者以外

(11)超過新臺幣十萬元現金捐贈，
應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
為之（第14條第2項）；

(13)對政黨、政治團體與擬參選人
每年捐贈總額之限制（第17、
18條）；
(14)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應
設收支帳簿（第20條）；
(15)會計報告書之查核簽證及申報
程序之規定（第21條）；
(16)受理申報機關對於政治獻金之

由上可知，政治獻金法較缺乏能力

知。

與學習工具的應用，至於誘因工具的使

有研究指出：貪污最容易出現在

用，目前係以減少所得稅繳交為誘因，

恩庇主義盛行，以及獨裁或專制下的政

但未來可以強化的重點，首先可引導捐

治體系中（Kobayashi, 2006: 15），如

贈者以政黨為捐贈對象，其次可引導捐

果公費選舉有助於打破這種恩庇主義，

贈者增加小額捐款，以減少大企業對政

未始不是一項值得思考的改革之道。內

黨或參選人的過度影響。

政部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提出

對象之政治獻金（第8條）；

收支情形，得要求檢送收支憑

另據研究顯示，公費補助選舉將

的報告，建議建立公費候選人制度，

(5)捐贈不得行求或期約不當利益

證或證明文件，派員或聘請專

是可以思考另一項政策工具（朱新民主

以達乾淨選舉的目的（劉義周主持，

業人員查核之（第22條）；

持，2009: 101-102），其有助於達到公

2007: 95），法務部的報告亦指出未來

(6)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應

(17)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收

費選舉的目標，進而確保政治活動的公

希望研議公費選舉的可行性（法務部，

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第10

受政治獻金之用途，以法定項

平與公正。其中的配套措施之一，就是

2009）。這些研究均顯示為建立更透明

條）；

目為限，且不得從事營利行為

應改變目前選舉補助金的作法，盡量減

化的政府，除管制工具外，誘因工具也

（第23條）。

少政黨或政治人物對政治獻金的依賴，

將是未來可能的政策選項。儘管如此，

（第9條）；

(7)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收
受政治獻金，應開立收據（第

2.誘因工具

進而有助於達到課責和良善治理的目

公費選舉和政治獻金兩者本質畢竟不

11條）；

政治獻金法第19條規定，對於政

標。以我國現況而言，由於現有選舉制

同，前者希望促進民主政治的公平競爭

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得於

度需要大量經費，導致候選人常需要依

與健全，因此可修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申報所得稅時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賴政黨、財團與地方派系掌握的資金

法第43條的規定，將發給候選人的競選

(8)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期間之
規定（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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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補貼，以及發給政黨的競選費用補

(2)外國政府或外國法人進行遊說

內，將遊說資料通知所屬機關

貪腐行為，積極目的則在提昇民主政治

助金，改為公費選舉的型態，進而降低

應委託本國遊說者為之（第7

指定之專責單位或人員予以登

的品質，從圖一的概念架構來看，同樣

政治獻金的必要性（陳志瑋，2010）。

條）；

記（第16條）；

涵蓋著民主治理的所有元素。遊說活動

總之，政治獻金法未來相當可能成

(3)大陸及香港澳門地區人民、法

(12)遊說者應將使用於遊說之財務

在美國是一項「高產值」的產業，特別

為政治運作的核心論辯焦點所在，因為

人不得自行或委託進行遊說

收支情形編列報表並加申報，

是華府地區充斥著前國會議員、退職政

其中牽涉的利害關係人之一是企業，其

（第8條）；

被遊說者所屬機關則應將申報

務官與政治公關人員組成的公關公司，

之財務收支報表，予以登記及

負責密集而琳瑯滿目的遊說活動或公關

保存（第17、18條）；

活動。紀錄片《金錢堆出的完美政府》

挾著豐沛的資金與人脈關係，而容易影
響公職人員選舉的勝負，也容易透過後

(4)遊說不得以不正當之手段為之
（第9條）；

續的運作來影響政策的形成、制定和執

(5)除民意代表外，擔任公職者離

行，故本法所列四項立法目的，就特別

2. 誘因工具

（The Best Government Money Can Buy）

職後三年內，不得為其本人或

遊說法的立法目的已如前述，最

就深刻探討美國華府的遊說文化，並就

值得關注，尤其資訊工具並未於其中扮

代表其所屬法人、團體向其離

主要是要防止不當的權錢交易導致之弊

其衍生的金權政治提出嚴詞批判，可見

演重要角色，殊值得再加補強。

職前五年內曾服務機關進行遊

端，並訂定「鐵三角」（iron triangle）

即使在遊說活動已屬高度公開透明的美

說，亦不得委託其他遊說者為

關係之遊戲規則，因此本質上就不適合

國，仍難逃「不當利益輸送」的可能，

之（第10條）；

誘因工具之配合，表現在法律上則是缺

我們難以想像這些活動若都在檯面下進

乏相關條文之規定。

行，將有多少藏污納垢的行為發生。

四、遊說法

(6)有特定情形之一，不得受委託
（一）立法目的

擔任遊說者或受指派進行遊說

3.能力與學習工具

根據遊說法第一條規定，本法立法

（第11條）；

監察院每年辦理「公職人員利益衝

的透明與廉潔，前法務部廉政署署長周

(7)各級民意代表不得為其本人或

突迴避法及遊說法」宣導說明會，以提

志榮即轉引了「促進遊說透明與廉潔10

1.使遊說遵循公開、透明之程序；

關係人經營或投資股份總額

高公職人員對本法之認知，並瞭解相關

項原則」（10 Principles for Transparency

2.防止不當利益輸送；

達百分之十以上之事業進行遊

行為準則。

and Integrity in Lobbying），可供精

3.確保民主政治之參與。

說，亦不得委託其他遊說者為

4.資訊工具

進遊說法制的參考（周志榮，2013:

之（第12條）；

第18條第1項規定：同法第13條、

123-124）。

目的包括下列三點：

此外，OECD也希望促進遊說活動

(8)遊說者依自然人與法人身分之

第16條之登記事項，以及遊說者所申報

總之，遊說法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將

在遊說法的政策工具中，同樣是

別，應逐案備具申請書，載明

之財務收支報表，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

遊說行為納入法律規範，使遊說者與被

以權威工具為主（第6條至第18條），

法定事項，於進行遊說前向被

按季公開於電信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

遊說者之間的關係接受公開化、透明化

資訊工具為輔（第18條財務報表之公

遊說者所屬機關申請登記（第

其他出版品，此也是屬於資訊工具之應

的要求，從而使相關人員減少法外交易

開），罰則只有單純一項行政罰鍰（第

13條）；

用。此外，第20條規定：「被遊說者所

牟利但侵害人民權益的情況發生。

（二）政策工具

(9)被遊說者所屬機關應指定專責

屬機關於遊說者登記遊說期間內，舉辦

1.權威工具

單位或人員，受理遊說之登記

與遊說內容有關之公聽會時，應通知遊

本法使用之權威工具，包括下列諸

（第14條）；

說者出席。」可視為保障遊說者的資訊

21條至第24條），並未使用刑罰。

(10)違反規定進行遊說不得受理登

項：
(1)遊說者為法人或團體時，應指
派代表為之（第6條）；

記（第15條）；
(11)被遊說者應於接受遊說後七日

權利與參與權利，故列入此類工具。

肆、陽光法政策工具之檢討
從前述之分析可知，陽光四法最主

在前述立法目的中，公開、透明

要使用的是權威工具，透過法律規範各

之程序可謂制度手段，消極目的在防止

項禁止公職人員的作為或不作為，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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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者，原則上均處以行政罰鍰，

進一步推論：陽光法律以權威工具為形

少數例外有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和政治

式，以資訊工具為實質，藉以達成透明

獻金法，才有處以刑罰之規定。此外，

化政府的目的。

一、自我控制機制

65

師公會般的專業控制權力，但透過監察
院、法務部、內政部和其他公務員培訓

根據傳統課責理論，訴諸於道德

機關（構）學校規劃與舉辦多元的講習

陽光四法也特意運用資訊工具，盡量公

其次，本文發現陽光四法的主要

倫理或專業倫理的內在課責機制，有助

與訓練活動，仍是未來可以繼續著力的

開各相關資訊於網路、公報或供查閱，

對象都是個人，而政治獻金法和遊說

於被課責者謹慎運用職權與裁量權。首

方向。

自然形成一種監督與控制的壓力，而若

法另可規範法人團體。但誠如學者分

先以道德倫理而言，雖然屬於公職人員

干違法行為，也藉由資訊工具予以公

析，貪污的研究可從微觀（找出爛蘋

內在的心理素質與價值信念，但其同時

開，藉以取得輿論監督之功效。有關這

果）和宏觀（找出壞籃子）兩種途徑

也會受到組織文化或社會文化的薰陶與

所謂示警控制，是指組織成員以

四部法律所使用之政策工具，請參見表

（Ashforth, Gioia, Robinson, and Treviño,

影響，而形成一種社會／文化控制機制

有違其他團體成員常規的方式提出警

一說明。

2008: 672-675），若過於側重個人因素

（Lange, 2008: 712）。

示，但最終對組織產生建設性的效果

從本文的分析可知，現行陽光法
所依賴的各項政策工具，程序面涉及的

而忽略結構或組織層次的貪腐根源，則
無法周全找出解決之道。

二、示警控制機制

在專業倫理方面，則是由公職人

（Lange, 2008: 719）。通常這類組織

員所屬的專業團體，以團體自治的理念

成員被冠以「揭弊者」或「吹哨者」

是程序上的控制，而結果面則涉及行政

然而，本文發現有兩項不足之處，

發展共同的行為規範與準則，違反者也

（whistle-blower）的名稱，甚至因「抓

罰、刑罰的懲罰機制。四部法律中，除

其一是自我控制（self control）的機

直接由所屬專業團體進行懲戒，而不必

耙仔」的污名而受到排擠（陳志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外，其餘三

制不足，其二是示警控制（vigilance

然動用國家公權力介入，例如醫師、律

2006），或面臨到底應該對組織「忠

部法律的本質，都是要讓相關活動攤在

control）的機制不足（Lange, 2008:

師、會計師等專門職業團體，就被賦予

誠」、「發聲」抑或「離去」的倫理

陽光下，再透過權威工具的實施，來確

710-729），茲分述如下：

專業控制的權力，得能行使自我控制機

困境（關 中，2010: 8-13），或者涉及

制。

「揭弊」與「洩密」之判斷（徐念慈、

保透明化目的之達成。因此，本文可以

表一
政策工具
法律

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
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

陽光四法的政策工具比較

權威工具
法律規範

罰則

誘因工具

能力與學習
工具

資訊工具

◆

罰鍰
有期徒刑

×

◇

◆

◆

罰鍰

◇

◇

◆

政治獻金法

◆

罰鍰
有期徒刑（§23得
併科罰金）

◆

◇

◆

遊說法

◆

罰鍰

×

◇

◆

因此，自我控制機制有賴於陽光

楊戊龍，2010: 286-289）。然而，揭弊

法規範的標的團體本身擁有內在倫理意

者制度的設計，就是因為許多結構性或

識，透過組織文化的影響而使自我控制

歷史性的深層組織貪腐，若無內部知情

機制從個人層次提昇到組織層次。此

人士的揭發，外控機制往往難以發現其

外，自我控制機制也有賴於專業倫理的

中蹊蹺，也難以取得證據或人證、物

建立與落實。就此而言，未來補強陽光

證。況且，所謂對組織「忠誠」，只是

法自我機制工具之不足，建議可以「寓

組織成員為保護既得利益的一種姿態，

內控於外控」的思維，增加資訊公開的

對組織而言終究有害無利，至於所謂洩

範圍和內容，並且課以政府更多資訊公

密與否，則可藉由個案進行法益的衡量

開的責任和主動性，使受規範的標的團

和事實的發現，並非無從斷定。

體真正感受到「政府開門」的外控壓

由此更衍生出的一個爭辯，在於

力，進而轉換為受規範對象自我控制和

「保密」和「民主」之間的價值衝突

◆ 代表具備該類型工具
◇ 代表非法律本身所規定之工具
× 代表不具備該類型工具

內在倫理的層次。

問題，專研行政倫理的學者Thompson

此外，在我國缺乏有效的公務員

認為，與其說這是兩種價值的衝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自治團體的現實下，雖難以建立類似律

不如說是民主過程本身的內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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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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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宣導活動，或進行訓練課程，以提昇
利害關係人對法律之認知與知識。但回

（accountability）的根本矛盾：民主需
要公開，但有些民主的政策卻需要保密

揭弊者在揭發貪腐、舞弊、不當

自1990年代迄今，我國隨著民主

歸陽光法所應倚賴的資訊工具而言，只

（Thompson, 2005: 130）。由此看來，

管理和其他會威脅公共衛生與安

改革不斷深化，有關政府資訊公開、民

要能夠實踐，本身就能產生效用，加上

保密的價值是放在民主課責的系絡下來

全、財政健全、人權、環境和依

主治理與課責、反貪腐、增加民主參與

公開透明乃是達成陽光法目標的重要依

檢視，而不是一項獨立存在、不可侵犯

法而治等不法作為，均扮演著根

等訴求與實務，就不斷出現在各種公共

據，因此本文認為應更重視以公開透明

的組織價值。

本角色。

與政府議程中，並逐步化為實體的陽光

為目的的資訊工具。

由於示警機制必須規定揭弊者的保

四法。這些法律實施經年，有關執行成

本文檢視後發現，有助於透明化

護條款，甚至提供檢舉獎金，故示警機

該份報告提出的揭弊者法制原

效的分析和評估，一份相當完整的研究

政府目標達成的自我控制機制與示警控

制具有誘因工具的性質，因此可補現行

則，是指受到保護的保護個人與揭發

調查顯示，其中存在相當巨大的立法目

制機制，在我國的陽光法中並未獲得重

陽光法較欠缺的誘因工具的不足。

（disclosures）都需要（Transparency

的與實踐之間的落差（朱新民主持，

視，特別是後者涉及的揭弊者法律條文

International, 2013: 6）：

2009），似乎印證了學者Krastev所謂：

保障，更是未來補足反貪防腐的重要拼

「反貪行動總是始於熱情而終於憤世嫉

圖之關鍵。而就政策工具的性質而言，

俗。」（轉引自Misangyi, Weaver, and

自我控制機制屬資訊工具和能力與學習

Elms, 2008: 750）本文認為，現行陽光

的補強，示警機制則屬誘因工具的運

四法的基本立意堪稱良善，只是當受規

用，就本文討論的政策工具類性和內涵

依我國目前相關法律而言，公務

1.擁有可信賴的管道可以舉報不

人員保障法第6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
不得因公務人員依本法提起救濟而予不

法；
2.健全的保障措施，以避免各種形

利之行政處分、不合理之管理措施或有
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同條文第2項規

態的報復；

定：「公務人員提起保障事件，經保訓

3.建立揭露機制促進改革，以修正

範的行為者從制度中看出漏洞和巧門

而言，這兩項工具都可以增添制度工具

會決定撤銷者，自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法律、政策或程序上的不足，並防範未

時，仍然很容易出現法律「防君子不防

達成立法目的的有效性和周全性。

三年內，該公務人員經他機關依法指名

來的不法行為。

小人」的問題，突然造成守法者（例如

此外，從前文「開放政府夥伴關

商調時，服務機關不得拒絕。」對於挺

上述原則其實就是指向一部內容

誠實如數申報財產者）不勝其擾，但有

係」的內涵可知，行為者在反貪防腐，

身揭發組織內部弊端的公務人員而言，

健全的揭弊者法律，從行為人、揭弊

意貪腐者依然逍遙法外的情事發生。因

因為企業的影響力不容忽視，且企業利

這樣的條文只是消極地保障其免於所屬

管道、弊端樣態、保障措施等層面，

此，本文乃希望從建構透明化政府的角

用迂迴和隱蔽的管道，可能使透明化政

機關施加報復，但缺乏公權力積極支

進行完整的規定。然而，現行陽光法

度，分析與探討各種政策工具的性質與

府的運作出現缺口，因此有賴民間團體

持與維護該等弊端揭發行為的制度規

律仍缺乏此類示警控制機制，從 政策

應用，做為未來制度變遷之參考。

的參與和監督，形成另類的制衡關係。

範。申言之，示警控制機制若欲有效實

工具類型的角度而言，即有所欠缺。

本文利用權威、誘因、能力與學

總之，現行陽光法立法至今，仍有

踐，則揭發弊端的公務人員不應只能

國際透明組織明確建議單獨訂定專

習，以及資訊四種政策工具類型，分別

諸多制度和執行上的缺失有待彌補。從

單打獨鬥地對抗結構性貪腐，或來自

法，而非在個別法律增列揭弊者保護

檢視陽光法律使用的類型，發現四部法

政策工具的角度析論，亦顯示在邁向透

上級長官的貪腐，而必須以權威對抗

條款（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3:

律都主要依賴權威工具，再輔以資訊工

明化政府的道路上，仍有相當大的空間

權威，才能真正達到廉政的目的。國

10），則將是我們未來可以思考的方

具。除了政治獻金法運用誘因工具外，

可資強化。台灣社會如今對反貪防腐已

際透明組織出版的《揭弊者法制的國

向。

其餘三部法律都因法律特性之故，而較

有高度共識，輿論更對各種貪瀆舞弊行

際原則》（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for

缺乏使用誘因工具的空間。在能力與學

為深惡痛絕。我們除期待司法正義的實

Whistleblower Legislation）一書，開宗

習工具方面，均未直接規範於各法律

現外，法律和制度的精進，仍將是需要

明義指出（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中，而係由主管機關或相關行政機關舉

持續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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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倫理新趨勢（頁281-313）。高雄：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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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ikipedia網站的「Citizens United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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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這點是比較可惜的。由於對於政

立一個廉能政府，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

策工具的定義、內容及範圍沒有做清楚

White House (2013). The Open Government

的領導人與全體國民共同追求的目標，

的交代，文章內在論述陽光四法的政策

Thompson, Dennis F. (2005). Restoring

Partnership: Second Open Government

我國亦然，透明化政府主要是透過行政

工具之缺失時，力道就稍顯薄弱，這個

Responsibility: Ethics in Government,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業務的透明化讓監督的機關跟人民可以

是我個人一點不成熟的感想。

Business, and Healthcare. New York, NY:

America. Retrieved Dec. 28, 2013, from: http://

隨時監督到政府政務的推動，以達到一

這篇文章裡面有提到一個很重要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

個廉能政府建立的目標，所以陳教授選

的觀念，就是自我控制機制與示警控制

擇這個題目－建立透明化政府的政策工

機制，這兩個觀念到底是屬於政策工具

具作為論述的方向，取材上是非常理想

的哪個部分？在這陽光四法裡面，要如

的。

何地來運用這兩個概念？文章有關此方

Schneider, Anne and Helen Ingram (1990).

White House (2011). The Open Government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

Partnership: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United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2 (No. 2): 510-529.

States of America. Retrieved Dec. 10, 2013,

Stone, Deborah A. (1997). Policy Paradox: The

from: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

Art of Political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3).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3. Retrieved Dec. 6,

files/us_national_action_plan_final_2.pdf

us_national_action_plan_6p.pdf

評論人／警政署政風室陳主任大偉

建議就是這篇論文的題目叫做「政府
開門：建立透明化政府的政策工具」，

陳教授援引英美等國的制度，作為

面的介紹就少了一點，如果能再加以補

論述的參考，並且從政策工具的角度切

充，這篇論文會更為完整。另外，這篇

入及分析我國現行的陽光四法內容之利

文章主要是在檢討現行陽光四法，以此

弊得失，並且提出了一些檢討、批評跟

架構作為論述，個人的建議是因為它是

建議，整篇文章架構可說是非常嚴謹，

法律，法律是有明文規定，在作這個法

內容非常充實，檢討所獲致的結論也對

律評論時，分析它的利弊得失後，或許

於陽光四法未來的修訂與推動有非常大

可以思考及提出一個具體修正的內容來

的助益，個人拜讀後相當有所收穫。

作為我們的結論。我認為現在的陽光四

要評論我想我個人是不敢，只能說

法有甚麼樣的缺失，那應該要改成甚麼

提出一些個人的建議提供陳教授與與會

樣的陽光四法，把我們的研究心得跟檢

嘉賓做為一個參考。那建議是什麼呢？

討的結果加進去，這篇文章可能就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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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今天所付出的一切不是為了那份薪

天的報紙，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感覺，中

談論到陽光法案，是不是可完全從法規

最後本人講一點個人的感想，就是

水，而是為了要實現你那份志業，當大

國大陸的貪污事件頻頻被揭露，一個接

面來著手，這兩篇文章對於內控的部分

說文章中有提到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重

家有這種共同的感受的時候，我相信任

一個在執行死刑，所以貪汙是可以亡國

都較少論述，而剛剛我們陳主任大偉也

要的，就是自我控制的機制，其實自我

何的警察人員在面對外界的誘惑時，皆

的，如果說要讓對方亡國，最好就舉國

有提到，自己控制自己的內控部分，所

控制機制可能不是在陽光法案的這地方

能夠堅定的斷然拒絕，此為個人研讀這

上下皆在貪污，那就可以不戰而屈人之

以想請問兩位發表人，內控的角色應該

作論述，我們知道一個廉政的概念是什

篇論文後，所獲致的一點小小心得。很

兵。

如何強調。

麼？它是「不願貪、不敢貪、不能貪、

榮幸有這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後祝

不必貪」，不必貪是因我們公務人員生

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整了。

我問過一個朋友，怎麼每次業務檢查都
第一名，他很神祕的笑而不談，還問

活具有保障，有份很好的薪水，所以不
必貪；不敢貪是因政府的施政透明化，

事實上我們每個人沒有那麼厲害，

主持人／法務部廉政署楊副署長石金

根本沒有上下其手的機會，當想要上下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通識中心主任
張副教授瓊玲

過一位說你升遷怎麼那麼快，他也是笑
一笑不說，後來他說其實不是我很強，

剛好有顧老師的詢問，讓我補足

起手時，立刻就被發覺、被查獲，所以

謝謝陳大偉主任對陳老師提出的

而是對手太弱，就是對手有很多貪腐毛

剛才在發表時的不足之處，所以感謝顧

不敢貪；不能貪是本國查緝制度相當完

評論，在此特別介紹陳大偉主任，陳主

病，很多見不得陽光的金錢，才讓他升

老師給予這個機會，這篇文章主要是從

整，不管是廉政署或政風處的同仁，警

任是檢察官借調到警政署擔任政風室主

遷順利，我希望透過研討會，讓我們都

外部責任確保途徑來論述，每篇文章都

覺性皆相當良好，能夠抓到作奸犯科的

任，不但在法學素養上具有專業，最重

有所體悟，不希望警察人員被人看扁，

有其切入的角度，所以是用這樣的角度

警界同仁或公務人員，所以不能貪。最

要的是一個具有高度同理心的檢察官，

記得我在民國85年調到萬華分局時，前

來進行切入的，但我們要了解整個的廉

重要的是不願貪，這是建立公務人員一

他在偵辦相關的任何案件中，一定會站

一年正好發生周人蔘事件，萬華分局轄

政，並非只有外控的機制而已，更重要

個正確倫理價值的觀念，了解自己所扮

在同理的立場，來看待事情，追求真

區有電動玩具店的大本營，我去看了一

的是來自內心對於我們工作的認同，此

演的角色，這篇論文提到自我控制的機

相，所以他今天的評論對於陳老師稍微

下電玩店的地下室，規模龐大，且還有

點在廉政署朱署長就時常呼籲，希望多

制，個人研讀的感覺是應該放在「不願

嚴苛，但最重要是提供給我們陳老師更

高階長官送給他們的匾額擺放整整齊

舉辦此類的研討會，發揚廉政跟陽光法

貪」的部分，是在公務倫理建構的這部

良好的建議。接下來我們依序請陳校長

齊，我視而不見，所以跟黑白兩道的交

案的精神，使之內化到公務人員每個人

分，此公務倫理的建構，如果能夠完

及顧主任做第二次評論。

往要十分小心。一定要以拒絕貪污為習

的心中，所以內控機制就是在發揚專業

慣，希望在座同學彼此互相勉勵，第一

倫理，發揚專業與內在的課責。就像今

次就要馬上拒絕，謝謝。

日早上保訓會蔡主委所講，要讓公務員

成，相信很多事情能防範於未然，因我
們警察人員知道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陳校長連禎

其所扮演的角色是英雄，為什麼說警察

塑造公務願景，當公務員最主要的初衷

國立臺北大學顧主任慕晴

何在，是為民服務的初衷，要發揚這樣

人員扮演的角色是英雄，因為你今天工

楊副署長、蔡副署長，還有很感謝

作12、16 、18小時沒有睡覺，不是為了

大家蒞臨本校，剛在開幕有特別提到，

領那份薪水，下班回家睡覺照樣可領到

清廉是我們古今中外持續要做下去的，

我想請問兩位發表人，這兩篇文

強化公務服務的理念，是我們教育

那份薪水，那為什麼我們同仁願意堅守

本人最近幾年在研讀歷史，事實上歷

章都較屬於從法規、外控的角度切入，

界往後要不斷努力精進之處，特別感謝

崗位、冒險犯難，維護百姓的權益？因

史是會重演的，歷史為什麼會重演，是

事實上在法規或制度面，政府老早就在

我們主持人、蔡副署長外、校長跟各界

為我們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能夠讓國

人在重演歷史，因為人不願意去面對現

做，比如政風單位從民國40幾年演變到

師長的指導，另外，今天能夠促成公務

家獲得安定，讓百姓的權益獲得保障，

實，也容易忘記歷史教訓，今天此研討

現在的廉政署，制度一直在改進、進

倫理研討會，最主要感謝臺北大學的玉

各位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英雄的角色，

會真的格外深具意義，事實上看看這幾

步，但為何還是那麼多人要貪汙，現在

成以及我們顧主任大力的協助、幫忙及

的願景，方是落實公務倫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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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謝謝顧老師，謝謝。

主持人／法務部廉政署楊副署長石金

內政部警政署蔡副署長俊章
延續顧主任所提的內部控制，事實
上每個機關，包括警政署、警察機關所

有請陳老師進行回答。

做的內控作為，如對員警的廉政法規宣
導，強化正確觀念外，警察機關裡尚有

淡江大學陳助理教授志瑋回應

預防性的輪調制度、督察系統、主管的
連帶責任部分、抑制弊端專案的清查，

在顧主任面前談論內、外控，可謂

都顯示警察機關在內、外控制上都有明

是班門弄斧，相當惶恐，以法律的角度

顯作為，本人時任臺北市督察長時，就

來看，此篇文章當然是以外控為主，這

推行警紀檢測團，運作的非常好，最後

個部分其實也回應陳主任給我的指教與

全國警政單位都在施行，最後，感謝兩

評論，在自我控制機制的部分，其實有

位發表人精闢的報告。

公務倫理類

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關於說這個行業，或

主持人／法務部廉政署楊副署長石金

者這個組織，其內部的一個自我的內部
控制，此部分，個人認為可以將其列入
於誘因機制的部分。

其實廉政署成立後，在朱署長的領
導下，不管是內控或外控，甚至是示警

第二層次是關於規勸或個人內心，

機制，皆已相當完備，如何把廉政新構

在法律面上，很難去規範到內心的部

想推廣到各機關、社區、學校，喚起整

分，當然有關於倫理的這個部分，是除

個國人來重視貪汙零容忍的環境，是廉

了法律之外我們可以從其他的方式去做

政署將來非常需要來跟外界配合的，尤

補足的，在此作以上回答，謝謝。

其署長特別請我跟校長及張老師說，往
後只要辦理此類研討會，廉政署必定全

主持人／法務部廉政署楊副署長石金

力配合支持，也願意在研討會當中把廉
政署推動的工作提出專題報告，希望藉

有請蔡副署長對本場次作最後的建
言。

由這個機會來跟大家接觸，也希冀透過
這樣的研討會方式，將廉政力量往外擴
散，最後感謝校長、蔡副署長，尤其是
我們的張老師，更要感謝臺北大學的顧
主任及在座各位的參與，讓本場次研討
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第二場次合照，由左至右分別為臺北大學陳教授金貴、中華民國公共政策學會張理事長世賢、臺灣警
察專科學校陳校長連禎、警政署何副署長海民、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張副教授瓊玲、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李老師蓬齡、臺北大學詹助理教授靜芬、臺北大學謝博士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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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公務員利益衝突代表行為之禁止

主持人／內政部警政署何副署長海民
本場次主題是有關公務倫理與警

請李蓬齡老師發表對官箴要旨的詮釋，

察風紀的研討會，主要探討警察的公務

最後由詹靜芬助理教授發表健全公務倫

倫理，政府要求各機關公務人員要建立

理機制的內涵及作法――OECD國家的

一個廉能的機關，不管是消極的防弊和

經驗分析，以上三位教授對以上三個主

肅貪的要求，或者是積極的強化為民服

題有很深入的研究及探討，相信他們對

務，無論積極或消極也好，就是希望公

這三個主題有很深的的見解，那麼現在

務人員有所作為。今天我們邀請了謝杏

就以三個主題的順序進行探討。

——倫理觀與法制化
謝杏慧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博士｜

慧博士發表對於這個主題的看法，亦邀

摘要：

理念在免去離職公務員因利益衝突之故

亞里斯多德曾言：「德行分為兩

而損及公共利益，以樹立政府決策過程

類：一類是理智的，一類是倫理的。理

的公正性，讓公務員趨向行善、信奉與

智德行主要由教導而生成，由培養而增

實踐廉能。因此，本文主要透過倫理德

長，所以需要經驗與時間。倫理德行則

性的觀點，探討法制管理的內涵、精

是由風俗習慣沿襲而來」，依此看來，

神，再就此分析透過立法之他律內化倫

倫理，特別是有關公務員在理性思維基

理的自律，宜採最小之限制，在不超過

礎上，作出合乎倫理德行的行為抉擇，

必要之範圍內，搭配考量個案狀況以作

實需藉由倫理的學習、習慣的養成，方

個別判斷，以達到增進公共利益的目的

能展現於行政運作中。一般對公務員離

之論據。

職後利益迴避限制的作法，常見採取法
制化的方式。法律規範的表層用意係在

關鍵字：德性倫理、內在良善、德性、

避免「權」與「錢」的掛勾，但深層的

旋轉門條款、公務員服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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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高級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離

取捨。由於價值是道德選擇的核心，因

於惡，中道纔是德性。」（苗力田、徐

職後就業法」（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此，公務員既是道德判斷的主體，抑

開來譯，2003：60-61）。因倫理德性

受到1980年代歐美國家推動政府

Post-Employment Code For Public Ofﬁce

是道德判斷的客體（Gortner, 2001: 509;

不是自然生成的，其展現有賴良好習慣

再造運動的影響，台灣地區解嚴之後也

Holder 1994）及「各機關員工利益衝

Kernaghan, 1993: 16; Thompson, 1985:

的培養與承繼並於生活中實踐，以展現

展開一系列的民主行政革新方案，並以

突迴避及離職後就業法」（Conflict of

555）。探究公共行政中的德性倫理

出合乎正確原則的中道行為。

廉能政治與政府為主要的工作事項，如

Interest and Post-Employment Code For

（ethic of virtue）支撐了行為原則的倫

當公共行政面臨快速、多元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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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ervice）等等，至於我國則以

理分析，能確定出令人滿意的行動之性

變遷之際，公共行政者可透過內在良善

會議中便指出，為袪除社會上對「金權

「公務員服務法」為主要規範。無論離

質（Cooper, 1987: 320），易言之，倫

（internal goods）以抵抗來自組織為求

政治」、「不當利益輸送」等現象的疑

職公務員利益衝突或就業行為限制的立

理德性的研究可以確認行為的性質，才

存活與成長之需求的內外在壓力。2 內

慮，應切實執行公務員服務法，

法成效與評價、爭議為何，「積極的道

能讓人透過分析以瞭解行為的過程，並

在良善的實踐（practice）是社群價值

以期建立廉能政治。廉潔、效能

德勸說」或「消極的法規強制」，總是

能採取符合德性的適當行為。

的共享， 3 是實踐公共行政倫理德性的

政府的推動，無論是消極防弊、肅貪的

希冀避免「權」與「錢」的掛勾，建立

在西方哲學中，德性是倫理思維的

本質，需透過實際的行為而得以實現。

律法規範，抑或積極強化為民服務、

公務員趨向行善，維持正義、公平、客

重要語詞，根基於亞里斯多德的思想。

內在良善不能被購買、偷竊或透過說服

追求公共利益的行政倫理要求，都是希

觀，避免濫權與圖利，並能夠在行政活

亞里斯多德曾言：「德行分為兩類：

而取得，是必須親身實踐並服從極高的

冀公務員能夠有為有守，以符合人民對

動中信奉且實踐倫理精神及道德價值。

一類是理智的，一類是倫理的。理智德

標準才能獲致。雖然，公共行政的內在

民主政治的德性要求及獲得人民對政府

而本文便透過倫理德性的觀點，探討法

行主要由教導而生成，由培養而增長，

良善並不明確，但公共行政者通常對內

的信任。就離職後的公務員而言，便有

制管理的內涵、精神，再就此分析透過

所以需要經驗與時間。倫理德行則是由

在良善具有一般性認知，例如：公共利

利益衝突代表行為之禁止的倫理法律規

立法之他律內化倫理的自律，以達到增

風俗習慣沿襲而來，因此把『習慣』

益、民權、課責、社會秩序、社會正

範，其表層目的雖在預防利益輸送、防

進公共利益的目的之論據，同時，檢視

（ethos）一詞的拼寫方法略加改動，就

義、公民意識的發展、政治的公平性與

止貪污的發生，降低在職公務員利用職

我國公務員服務法之相關規定與修正提

有了『倫理』（ethikee）這個名稱。」

自由等等規範性概念，都是公共行政

務之便以營離職後之利益或就業，或於

案之內容，以瞭解當前的律法規定與德

（苗力田、徐開來譯，2003：53）。故

者試圖達致的內在良善（Cooper, 1987:

離職後取得優惠待遇、利用特權接近政

性倫理觀的關係。

而，德性是一種傾向（inclination）、

322）。在民主社會中，公共行政者除

稟性（disposition），不是某種思維或

了需對這些規範性的內在良善概念的

感覺的方式（Cooper, 1987: 323），是

定義應有共識外，也需確認實行這些

品質，而人的德性便是一種使人成為善

良善的優先順序，同時，公共行政者

壹、前言

1

府決策，抑或在職時藉機取得未公開或
機密的政府資訊，深層的意義則在於免

貳、公共行政德性倫理的實踐

去離職公務員因利益衝突而損及公共
利益，期樹立政府決策過程的公正性

公務員執行任務時，必然會面對

良，並獲得其優秀成果的品質，至於優

也必須要求其德性符合獲得認同的內

與整體公務員的廉能形象。為限制、

「對或錯」、「作與不作」、「如何

秀成果的保持則有賴中道的實踐，誠如

在良善且需實踐之。另外，Cooper亦認

禁止離職後之公務員的就業或代表行

作」及「如何作得好」等的選擇與決策

亞里斯多德之言：「要在應該的時間，

為德性伴隨內在良善，都是公共行政

為，各國莫不頒訂「旋轉門（revolving

活動，而行政的實際運作便涉及價值重

應該的情況，對應該的對象，為應該的

者必須著重的基本規範性思維，其根

door）」條款以規範之，如美國的

分配的過程與倫理德性的判別。倫理與

目的，按應該的方式，這就是要在中

據三項責任（obligation）與德性的範

「政府倫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價值是互為表裡、難解難分的，公共行

間，這是最好的，它屬於德性，……，

圍（realm），提出對應的內在良善與

Act)」、英國的「文官管理法典（Civil

政中與倫理相關的諸多議題便涉及影響

過度和不及產生失誤而中間就會得到成

德性的綱要建議（參見表1），以作為

Service Management Code）」、加拿大

手段與目的間抉擇之持久信仰的價值之

功並受到稱讚，……，過度和不及都屬

公共行政者維持內在良善、實踐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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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離職公務員利益衝突代表行為之禁止

內在良善與德性：公共行政者的實行範圍

責任與德性範圍

內在良善

德性

追求公共利益的責任

．有利於民
．正義

．善行
．勇氣
．理性
．公正心
．審慎

確保程序與流程進行的責任

對同僚的責任

．主權在民
．課責
．正當程序

．尊重法律
．理性
．審慎
．誠實
．自律
．禮貌

．提昇卓越標準
．促進內在良善的達致

．公正心
．信賴感
．尊重同僚
．責任感
．禮貌
．誠實
．審慎
．理性
．獨立

資料來源：引自吳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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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利益團體的政治援助、報復等的壓

態度、理性與誠實，去建立實際資料及

力與誘惑，以回應良善的行動與決定所

形成規範性的判斷以實踐良善。至於信

必須的德性。

賴感則是同僚執行前述任務時的基本德

二、確保程序與流程進行的責

性。其他諸如獨立、尊重同僚、審慎判

任：在第二個責任範圍的內在良善包

斷與執行公共行政時的責任感，也是相

括主權在民（popular sovereignty）、

當重要的。同僚之間應能相互期待對方

課責與正當程序（due process），對

具有足夠的獨立心智與行為，不會屈服

應的行政德性則是尊重法律、誠實、

於破壞內在良善與實踐德性的要求或壓

理性、審慎（prudence）、自律與禮貌

力。另外，亦應堅持同僚之間應以禮相

（civility）。倘若包含憲法基礎的法律

待，並且以開放、理性與公正的態度接

是公共意志的反映，則吾人必須同意執

納彼此的想法，而誠實的表述差異的意

行律法者應培養並維持對法律條文的尊

見也是一種尊重的展現。至於責任感則

重、發展相關知識，以及看重法律的作

被視為是同僚之間信任與建立關係連帶

用與憲政傳統，此即意謂著要避免將法

的基本特質，這是同僚之間基於提昇公

律視作行政介入、重新解釋與強加個人

共行政的實踐性，所共享的責任感，而

看法的機會。嚴肅地看待法律與立法過

非因情誼或親近之故。

程，是為主權在民的顯現，當法律規範

根據前述可知，德性倫理是一種

含糊、模稜兩可或自相矛盾之際，更需

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的一種感受，

理性、誠實的分析與理解法律，而執法

體現在行動上的要求，則強調個人主

時更需審慎的判斷。此外，克制衝動、

動地尋求實踐道德的正確地位，要求

倫理之參考，亦是其必須全面發展的

（benevolence）。至於正義（justice）

急躁及成見的自律能力，更是為民眾意

合理的判斷、分析、探求有關適當行

德性倫理方向。茲將此三項責任與德

則是政治良善的根本，是民主社會中良

志服務的重要德性。在形成與執行公共

動的道德索引，不僅要瞭解正確的目

性範圍的內涵說明如后（Cooper, 1987:

善政治的基本原則，如政治平等、代議

政策、有效的促進民眾參與時，顯然主

標，更要切實行動、積極地作正確之事

325-326）：

制與公民意識的發展等都源自正義。在

權在民及課責是必須的，但為何需要禮

（Denhardt,1995：108）。因此，當公

一、追求公共利益的責任：此

正義的情況下，公共行政的德性之實踐

貌？實因具有禮貌之公共行政者，能在

務員欲作出適當、合宜的決策與公務行

為責任範圍的首位，倘若有利於民

就包括了公正心（fairmindedness）、理

公民之間或其與公民間，追求傾向開

為，便需考量到涉及德性原則應用之內

（beneficence for citizenry）是核心的

性（rationality）、審慎（prudence）與

放、嚴肅、尊重與理性的溝通。

在良善的倫理訴求。

內在良善，則對於行為與政策的基本

勇氣（courage）等。公共行政者的決

三、對同僚的責任：是公共行政者

檢驗便是達到對人民有益之事的程

策與行為應以公正為導向，意指必須理

持續實現與提昇卓越標準的內在良善。

度、範圍，因此，對組織或公共行政

性、審慎地處理有關資源分配、政策與

公共行政者有權期待其同僚努力去瞭解

者有利之事便是次要考量，除非其能

規則及決策等問題，而不能只是簡易地

清楚與洞視有利於民、正義、主權在民

以字義而言，公共行政的倫理概

帶來顯著的公共福祉。而達到此範圍

依賴感覺或著眼於短暫利益的獲得。此

與課責的意義，以及以更有效的方法理

念，是行政行為的倫理，是維持行政行

之內在良善的基本德性要求則是善行

外，行政勇氣則是公共行政者抵抗來自

解這些內在良善。基此，便需以負責的

為正當關係的原理，為一種行政課責的

參、倫理與法制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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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公務員利益衝突代表行為之禁止

83

表現，核心價值係維護公共利益與福

敢為的目的，以彌補主觀責任之不足。

值觀的認知灌輸予公共行政人員，以協

進行不正當競爭，同時，為了預防公務

祉，本質雖屬個人道德層次的自我要求

亞里斯多德在針對德性的論述中，便曾

助良善者作出對的決策（Jackson, 1993:

員於在職期間與私人機構建構私人關

範疇，公共行政者卻可以之為抵抗貪污

提及「大多數合法行為幾乎都出於德性

32-37），這種以教育或訓練將倫理認

係，俾利自己謀得離職後之工作，發生

誘惑的武器（Jackson, 1993: 32）。行

整體，法律要求人們全部符合德性而生

知內化為公共行政者心中的價值，以達

利益衝突或不當利益輸送之情形。

政倫理關乎的不僅是對與錯、好與壞的

活，並禁止各種邪惡之事。為教育人們

到行為的控制，可能耗日費時，且難以

判斷，更是對於作對的事與好的事的承

去過共同生活所制定的法規就構成了德

工具來衡量效果，較之倫理的外部控制

諾（commitment）。由於某些價值與倫

性的整體。」在這個意義上的法律就具

而言，以司法控制模式的法律制裁來獲

理的相關性甚微，如財富、成功或競爭

備了強烈的倫理道德意涵（苗力田、

致倫理課責的要求目的，促使行政人員

之類者，某些價值則可視為倫理價值，

徐開來譯，2003：127；莊國銘，2003:

的一切行政作為，均不得違反法律的規

各國政府以法律形式限制離職公

如公平、誠實等，公務員在價值的取捨

194）。

定，以有效抑制違反倫理的行為，因

務員利益衝突代表行為或就業的限制，

肆、旋轉門條款的規定：
我國現行的規定與修正提案

中，因涉及社會、政治、個人與行政

法律實則規範、支配了各種行為的

此，外控方式顯得易於管理。由於法規

多數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方

或組織的價值之多重考量（Kernaghan,

準則，但最終目標是在鼓勵德性而禁止

必有疏漏之處，雖內在控制的存在可彌

式，但限制或禁止的方式則不相同，如

1993: 16），便容易發生行政倫理問

惡行。一般而言，強調行政倫理的管理

補外在控制的不足，但內在控制因訴諸

美國係採取特定行為的禁止，按身分及

題，一般將之分為責任衝突、利益衝

或教化，目的在於減少公共行政者貪瀆

於個人內心的層面，屬於隱而難顯的範

職務性質而有不同的規範（如國會部門

突、角色衝突與正當行為之分際不確定

事件的發生。在民主行政中如欲對行政

疇，外人實難加以審核，故將行政倫理

與行政部門），限制的年限則視涉及利

等四類行政倫理困境，這些行政倫理問

行為實施適當的控制，最簡便之道即是

予以立法似為可操作化、符合工具理性

益之重大與否而有所區隔，有終身者，

題的產生充實了行政倫理研究的內涵與

透過法律途徑的規範。法律雖為普世價

之途，就管理層面看來，法律授與權威

亦有五年、兩年與一年不等的狀況，條

正確行為的判斷。

值所認同，然不符合倫理的行為，未必

及權力的施行手段，顯得容易達到預防

文敘述周詳，少有抽象不確定的概念；

行政倫理既以倫理對公共行政者

觸法；觸法者亦未必不倫理。故倫理與

或懲處過錯的目的。

英國則採取事前審查的方式，可防範於

施以課責，便是在體現行政人員或組織

法律應是相輔相成，一以治本、一以治

行政倫理的立法用意不外乎，防

未然；日本原則上採取職務禁止，事前

為其價值選擇、行為或決策判斷對錯依

標。因法律是一種外在的、相對客觀的

弊、提供公務人員行為之指引、建立懲

審查許可為例外，既可避免一律禁止之

據之倫理學，而倫理學的本質是研究

檢視，其施行是不受個人感情或信仰所

處舞弊者的法律架構與維持民眾對政府

一體適用的缺失，亦可兼顧當事人的工

人類行為良善與罪惡的哲學，強調個

影響。相對地，倫理是一種內在力量，

的信心。而行政倫理立法的範圍通常包

作權；加拿大則對離職公務員就業限制

人內心主觀認為應該擔負的「主觀責

本質是高度主觀的、受個人影響的，且

括了行為的守則(code of conduct)、財務

採取職務及活動之禁止，但區分為高級

任」(subjective responsibility)，包括忠

受到高度自願的檢視。以立法看待行政

的公開(ﬁnancial disclosure)、越權（ultra

官員及一般員工，且年限較各國為短，

誠、良心、德行等等。就公共行政人

倫理，則法律僅是用來管理、制約行政

v ire s ） 的問 題、弊 端揭發 者(w hi s t le

如一般員工受限的時間只有一年（柯三

員而言，行政倫理的主觀責任是「自

人員行為的外部工具而非目的。

blowers)的保護等等，其中行為的守則

吉，2007: 35-56）。我國則主要在〈公

律」的表現，如無法內化於其心中，

一般認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較

涵蓋利益衝突、接受饋贈與招待、離退

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中規定：

易流於道德勸說，無法達到規範的效

能堅持比較高的道德標準，故倫理的內

職後的行為等，而離退職後的職業禁止

「公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

果，故需借重「他律」的「客觀責任」

在控制便常透過教育和訓練，將公共行

即為所謂的旋轉門條款，旨在避免公務

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

(objective responsibility)之實施，採行

政的各種規範性守則，以及包含誠實

員於離職後，藉其與原任職機關間之關

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

法令規章與制度的設計及控制手段，達

（honesty）、廉正（integrity）、公平

係，不當往來巧取利益，或利用其所知

之股東或顧問。」4 至於，違反旋轉門

到制約行政人員並使之有為有守、敢作

（fairness）與關懷（caring）等四種價

之政府資訊，以協助其任職之私人機構

條款者之具體實質懲罰的規定則見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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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條之一，即「離職公務員違反本

有實質關聯之必要性。

法第十四條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惟歷來易起爭議之處在於是否應

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予以嚴格立法以限制之，亦或因顧及工

犯前項之罪者，所得之利益沒收之。

作權保障與促進公、私部門人才交流或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

吸引優秀企業人才投入公共服務之觀點

額。」

而予以寬鬆規範。以我國而言，旋轉門

事實上，旋轉門條款訂定的目的實

條款的爭議也不少，自1996年1月15日

屬消極的行政倫理管理，規範理由不外

公佈增訂〈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

乎避免公務員利用離職前具備之豐富的

一後，便屢有立法委員針對該條文的限

行政經驗及其在公務體系之人際關係，

制期限、就業或利益代表機關、職務範

造成官商勾結的情事，同時，也為了防

圍的限制與合憲性（如公益或比例原

止公務員洩漏相關的政府業務機密或個

則），以及根據政治與政府統理環境的

人資訊，進而圖謀私人不當利益。由於

變遷而提出不同的修正案，但迄今仍未

旋轉門效應的禁止是行政學行政倫理及

有共識而依舊維持原來的規定。茲將立

憲法學上人民工作權保障關切之課題，

法委員們所提出之修正案內容整理如下

從大法官釋字第637號解釋來看，該項

表2所示。

規定旨在維護公務員之公正廉明，因而

如 自 旋 轉 門條 款 的 適 當 性 觀 之 ，

對離職公務員選擇職業之自由予以限

旋轉門條款的實施或許會阻礙產官人才

制，其目的正當，並未違反憲法第十五

之間的交流，但卻不能因噎廢食而免去

條人民工作權之保障的規定，在其解釋

旋轉門條款的規定，產官交流雖是時代

理由書中也提道，「國家與公務員間具

與環境趨勢的轉變，但亦須考慮人才交

公法上職務關係，公務員依法享有身分

流後的公、私利益的衡平狀況，倘若確

保障權利，並對國家負有特別義務，其

有利益衝突或顯然有違利益衝突的狀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即因此受有相當之

況，離職公務員便應展現德性的偏好而

限制，……。公務員離職後與國家間公

知所迴避。然而，為避免公共利益被擴

法上職務關係雖已終止，惟因其職務之

大解釋，反害公平原則，則應考量「最

行使攸關公共利益，國家為保護重要公

小之限制，在不超過必要之範圍內，能

益，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限度

增進公共利益者」，並搭配考量個案以

內，以法律課予特定離職公務員於一定

作個別判斷，亦即旋轉門條款應依據個

條件下履行特別義務，從而對其選擇職

案內容加以判斷，方能確定是否逾越必

業自由予以限制，尚非憲法所不許。」

要之範圍，而不宜以負面羅列之條文，

因此，旋轉門條款的限制並未牴觸憲法

全面規範所有的行政人員及全部的禁止

工作權之保障，因其手段與目的之間確

職務或行為，因離職後就業的限制實是

離職公務員利益衝突代表行為之禁止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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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的修正內容：立法委員提案部份

提案日期

會期

提案編號

修正原因與內容摘要

86年10月3日

第3屆第4會期
第7次會議

院總第1044號
委員提案第
1891號

為防堵現職公務員以基金會為監
守自肥工具，並永絕以公帑成立
基金會為退休高官安排出路之陋
習，修正案不再限於營利事業，
擬將範圍擴大至所有的事業或團
體。

89年4月14日

第4屆第3會期
第7次會議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2926號

因政黨輪替導致大批政務官卸
職，卻因旋轉門條款限制無法擔
任相關的民間職務，為促進政府
與民間優秀人才交流，擬增列公
務員因總統大選產生政權轉移，
致使政務官因而去職者，可不受
原條文之限制。

96年3月16日

第6屆第5會期
第4次會議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7327號

因政務官任期短，待遇與民間企
業相比偏低，如以旋轉門限制其
回任民間企業的機會，則民間專
業人士出任政務官的意願低落，
修正提案中便排除政務人員退職
酬勞金給與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
二款「依憲法規定由行政院院長
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第六款
「其他依法律規定之中央或省
（市）政府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以上職務之人員」之適用，但常
任文官轉任之政務官仍適用原規
定。

97年5月23日

第7屆第1會期
第12次會議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8155號

按國內屢屢發生疑似賤賣國產事
件，與現行公股股權代表機制未
能彰顯其作用有關，為擴大政府
進用專業人才管道，延攬適任之
離職公務員擔任公股股權代表職
務，擬新增但書規定，明確規定
離職公務員若由政府指派代表官
股者，不在此限。

97年6月19日

第7屆第1會期
第16次會議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8239號

將原條文中「職務直接相關」的
不確定概念，更改為「與其原掌
理之業務有直接利益關係事項，
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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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職機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
理相關業務」。
99年6月3日

第7屆第5會期
第16次會議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9827號

鑑於民間企業職稱無法以法律條
文完全涵括，離職公務員僅需規
避職稱便能規避旋轉門條款的
限制，故研擬增列「特定行為活
動禁止」，將旋轉門條款修正
為「職務禁止」兼採「行為禁
止」，在「職務從寬，行為從
嚴」之規定下，兼顧離職公務員
利益迴避行為與工作權之保障。

101年4月6日

第8屆第1會期
第6次會議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13168號

為使政府進用專業經營人才擔任
公股代表，以提供公股股權之經
營績效，修正案明定由政府或公
營事業機構指派代表官股者，不
受原規定限制。

101年10月12
日

101年10月19
日

第8屆第2會期
第4次會議

第8屆第2會期
第5次會議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13988號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14052號

因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屢
有高階主管離職後隨即轉任受監
督相關營利事業之情形（如證交
所前副總經理朱士廷曾轉任國泰
證券董事長、期交所前董事長高
抗勝曾轉任元大投信董事長、保
發中心前董事長周國瑞曾轉任宏
泰人壽董事長等等），違反利益
迴避原則，卻因其非公務員身份
而不受旋轉門之規範，因此，參
酌現行刑法第十條第二項第二款
之規定，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
機關權限有關公共事務者亦需受
到限制。
當前旋轉門條款規定仍無法有效
杜絕不法情事發生，係因法律之
規範有未竟之處，因而對適用對
象――「公務員」採更廣義之界
定，另因「職務禁止」無法完全
制約相關人員，改採「特定行為
活動禁止」外，並兼採「事前審
查方式」，擬於考試院成立「離
職公務人員任職民間企業或非營
利組織審查委員會」
。此外，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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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情事發生時，將原刑罰改採
行政罰，罰金改為罰鍰，以加重
處罰。
102年12月27
日

第8屆第4會期
第16次會議

院總第1628號
委員提案第
15951號

鑑於旋轉門條款之規定，未規範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協會等非
營利事業部分，為全面防止公務
員離職後，利用個人原先在公部
門的人脈關係網絡，影響政府決
策，進行相互利益、圖利或相關
報酬之行為。但社會救助、慈善
及醫療等非營利事業機構不受原
規定限制。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不斷變動的議題（Lewis, 1993: 143）。

況下，法律所持的普遍道理，不能稱為

從表2我國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

正確，因此需兼顧衡平的精神以矯正之

的修正提案來看，每一個提案內容都因

（苗力田、徐開來譯，2003： 144；莊

環境與問題取向的差異而對離職後公務

國銘，2003: 201），質言之，為達到公

員之利益代表行為有不同的限制，如有

益的目的，仍需顧及事實狀況，因此，

為了促進企業與政府人才交流而採取較

立法工具的使用應以影響最小者為考

開放的作法者，如有為嚴格打擊利益輸

量。

送者而擬採行嚴格規定者。由於公務員
與國家關係已從傳統的特別權力關係，

伍、結語

演進至今屬於公法上之職務及忠誠關
係，促使公務員之權利義務漸趨調和均

旋轉門條款為行政倫理的一環，

衡，就管理面而言，如考量到公共與私

目的在避免公務員利用其曾任公職之

人利益之間的衝突，確有必要對離職公

便，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不當或不法之

務員的就業有所限制，唯應符合比例原

利，形成利益輸送網，導致國家社會蒙

則，且不宜過於嚴格的限制或以有罪推

受嚴重損失、衝擊人民對官僚體系的

定的觀點來限制，畢竟從德性倫理的觀

廉潔印象與信任機制。因此，需以法

點來看，德性的實踐狀況實與民情風俗

律來協助倫理德性的實踐，誠如亞里

與習慣有關，倘若整體社會的德性不良

斯多德於《尼各馬科倫理學》（Ethika

善，即使加重刑罰，亦無助於習性之轉

Nikomakheia）中所言：「一切技術，

變。由於法律的規定是普遍性的，法律

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實踐和選擇，都以某

雖然規範了各種行為準則，但在某些狀

種『善』為目標。所以人們說得好，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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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是向善的。」；「……善自身，是

註釋：

參考資料：

Administrative Ethics. Second Edition. Revised

最高的善。關於這種最高善的知識，在

1. 參見〈行政院組織改造檔案展〉，《民

Cooper, Terry L. (1987). Hierarchy, Virtue, and

and Expanded (pp. 309-333). L. A.: University

生活中豈不是重大的關鍵嗎？……。如

主化下的行政院：連戰院長的組織調

the Practic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整構想》。http://theme.archives.gov.tw/

Administration Review, 47 (4), 320- 328

若是這樣，那麼就要力求釐清它到底是
甚麼；在各種科學和能力中，到底誰以
它為對象。人們也認為它屬於最高主宰

govreform/guide_02-8.html

2. 與內在良善不同的是外在良善（external
goods），如金錢、聲望、地位、位置

of Southern California.
Roberts, Robert N. (1992). Conflict of Interest

Denhardt, Robert B (1995).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 Employees' Rights, and the

An Action Orientation. 2nd ed. Fort Worth, Tex,:

Constitu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Hare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6 (3): 344-367.

的科學，最具權威的科學。不過，它顯

與權力等，可視為某些個人的財產，

Finn, Paul (1993). The Law and Officials. In

Thompson, Dennis F. (1985). The Possibility of

然是種政治科學。……。政治學讓其餘

當某些人擁有的愈多，其他人相對就

Chapman R. A. (ed.). Ethics in Public Service

Administrative Eth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的科學為自己服務。它還立法規定什麼

愈少，故外在良善是有輸家與贏家的

(pp. 31-4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Review, 45 (5): 555-561.

事應該做，什麼事不應該做。它自身的

競爭結果，當組織環境受到外在良善

Press.

目的含蘊著其他科學的目的。所以，屬

凌駕，內在良善的實踐便處於危險之

人的善也就是政治科學的目的。一種善
即或對於個人和對於城邦來說，都是同
一的，……。一個人獲得善值得嘉獎，

Washington, Sally (1997). Managing Government

Gortner, Harold F. (2001). Values and Ethics.

Ethic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Cooper Terry L. (ed.). Handbook of

and Development. The OECD Observer. 204:

3. Cooper（1987: 321）將實踐（practices）

Administrative Ethics. Second Edition. Revised

15-17.

視作活動的形式（forms），具有下

and Expanded (pp. 509-528). L. A.: University

列特質（characteristics）：(1)實踐展

of Southern California.

中（Cooper, 1987: 322）。

Woller, Gary M. & Patterson, Kelly D. (1997).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ics. The American

一個城邦獲得善卻更加榮耀，更為神

現出一貫性與複雜性；(2)實踐是社會

Jackson, M. W. (1993). How Can Ethics Be

聖。」（苗力田、徐開來譯，2003：

建立的；(3)實踐是透過人類的合作而

Taught?   In Chapman R. A. (ed.). Ethics

Zimmerman, Joseph F. (2001). Ethics in the

27-28）。就此看來，或可以強制、控

展現出來的；(4)在價值傳統與原則的

in Public Service (pp. 31-42). Edinburgh:

Public Service. In Bruce, W. (ed.). Classics of

制形式的冰冷法條來管理行政倫理的實

施展中，實踐涉及技能；(5)實踐的組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Administrative Ethics (pp. 220-237). Colorado:

踐，但更重要的是以善為道德判斷的最

成是為了達致卓越的標準（standards

終根據與標準，透過德性倫理的培養，
便於實際的行動中展現出德性的偏好，
俾利個人與國家共同趨向最高善的境

of excellence）；(6)某些內在良善的顯

Kelman, Steven (2004). Revolving Door.
Government Executive. 36(4): 65-66.

現是為了追求卓越；(7)為了達到卓越

Kernaghan, K. (1993). Promoting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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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合作關係亦是謝教授可提出來探討
的，並針對公私部門到底有無利益衝突

顧慕晴（1996），〈行政人員倫理行為之
維持－德性途徑的探討〉，《中國行政評

府組織），也就是說公部門與私部門之

校長、副署長，各位先生、女士大

加以論述。

家好，我很榮幸可以對謝杏慧博士提出

方才教授提出亞里斯多德的理智、

一些腦力激盪，使其論點能更加完美。

倫理及法治三個觀點，理智和倫理是自

德性是需要被發揚光大的，法律的法制

我約束、自我判斷的的論點，法治就

化也是重要的，聽完謝杏慧博士的論點

是規範人民外在行為使民自我約束的論

後，想對他提出幾個觀點。

點，教授亦由提及如果法治的社會很嚴

以這篇論文「離職公務員利益衝突

密，但社會倫理不夠健全，空有一大堆

代表行為之禁止――倫理觀與法制化」

條文規定卻無法使人民有所警惕，使得

此論點來說，這些離職的公務人員對於

人民遭判刑後，就要求減刑，這樣的法

自身利益的往來與衝突，要從倫理面與

治社會就很沒意義，所以希望教授可在

法制面來論述，首先探討到底有那些衝

結語中提出從理智、倫理到法治的基

突，有些在職的公務人員在機關裡面的

礎，目前社會上的各種紛紛擾擾，如監

地位很高，利用其廣大的人脈於民間企

聽疑雲和法官判決問題，就是需要法律

業開始經營一些更豐沛的人脈，以利在

的倫理及理性來解決紛爭。

退休之後，利用這些民間企業的人脈，

倫理就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合諧

提供他們一些政府情報，從中獲得利

性，無論是公務界的公務倫理或是私部

益；而有些在職的公務人員，本來沒有

門的企業倫理，甚至是公私部門間的各

野心想要做出違背公務倫理的事情，但

種倫理，希望教授能夠提出闡述和舉

在其退休後因為熟知政府機關運作和重

例，例如遭法律判刑的各種案例，以公

要機密，以此提供給民間從中獲取利

務人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和二十二條

益，這些都是跟利益衝突相關的例子。

為例，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元

以利益衝突這個主題而言，謝教授

易科罰金，所做出的各種判例，俾利了

提出公務界是以服務為主，民間企業是

解這些公務員離職後三年內或五年內直

以利益為主，很顯然是利益的衝突，然

接或間接關係的釐清，並清楚知道該法

而公部門與私部門並非完全的衝突，例

條的成立原因。以上是我個人對於發表

如NPO（非營利組織）、NGO（無政

人論點的看法和各位分享，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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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專典範教學
——呂本中官箴要旨詮釋
李蓬齡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交通管理科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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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為主軸，逐一以個別經驗和事例論

內容來自歷代先祖之警世箴言與仕宦經

述，尤其側重「清、慎、勤」三字。其

歷典故，自不容小覷。

審其事。宜如此，方免二者之

前言

弊。」2
誠如大眾所知――社會治安的維護
仰賴警察之力甚鉅，而臺灣警察專科學

康熙皇帝以為那些死讀經典專集而未能

校就是培育基層警察人員的搖籃。是

體認世務的人，一旦遇到事情往往死守

以基層警察的養成教育關鍵日後執勤職

教本之說而不知變通；相對的，在職場

責，其行為規範更當特別重視。

上飽經世故的人，遇到事情又太過圓融

當警專生甫踏出校門那一刻起，
他們已然面對各種人事百態，需處理各

而不敢做出正確的決定――這兩種人都
會誤事。

式紛紛擾擾的事件，並暴露在五花八門

至於要如何平衡這兩種現象以達到

的誘惑下。無論是分發到人口密集的都

學以致用？康熙皇帝最終還是認為要從

之「重臣」。而呂本中家世顯赫，歷代

會縣市，或是在僻靜鄉野執勤，他們都

讀書開始，《康熙教子庭訓》即言：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乃培育基層警察

有人位居要職，為政經驗豐富。此外，

離不開與人群的密切互動，尤其對各種

人員之搖籃，其養成教育關鍵日後執勤

呂氏家學在有宋一代學術史上已佔有一

人事案件的處理，除專業知識外，他們

凡人進德修業，事事從讀書起。

職責，故警專生之行為規範尤當重視。

席之地。呂本中乃呂氏家族重要成員，

更有預測不到的突發案件，難以抉擇的

多讀書則嗜欲淡，嗜欲淡則費用

警專生二十歲畢業即擔負執行公務

於呂氏家族處於承先(呂公著、呂希哲)

天人交戰。而學校教的、書本說的，不

省，費用省則營求少，營求少則

（如同古人之地方官吏）之重任，若無

啟後（呂祖謙）之地位，《宋元學案》

可能道盡天下事理，誠如《康熙教子庭

立品高。讀書之法，以經為主。

經典涵養以增補其閱歷之不足，面對當

甚且為呂本中立學案。

訓》所言：「道理之載於典籍者，一定

苟經術深邃，然後觀史。觀史則

而有限，而天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

能知人之賢愚，遇事得失亦易明

摘要：

今社會倫理凋敝，亂象層出之景況，一

其不僅是官宦世家之後，亦是書香

1

旦遇到繁複之人事，他們又當如何據書

世家之後，傳承淵源家學，其所著〈官

理而審其事？是以，本校策劃「典範教

箴〉一文，乃論述「當官之法」，主要

康熙皇帝能締造有清盛世，必有其

書不問貴賤老少。讀書一卷，則

學」，希冀藉助古聖先賢不朽之典範、

收集呂氏家族及當代善為官者之具體事

異於常人的處世智慧和卓見，他認為：

有一卷之益；讀書一日，則有一

睿智之經驗話語，教導年輕學子，俾使

蹟，字字珠磯，句句懇切，時空雖然差

其如朱子所言「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

距數百年，其內容則是零距離，殊值效

「故世之苦讀書者，往往遇事有

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

法學習。

執泥處，而經歷世故多者，又每

窮。」

瞭。故凡事可論貴賤老少，惟讀

日之益。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
學如不及也。3

本典範教學擬先從宋朝呂本中之

〈官箴〉一文在寫作上，是以逐

逐事圓融而無定見。此皆一偏之

因為進德修業得從讀書開始，若

〈官箴〉始，因警專生甫任公職即是

條列舉方式，彼此間雖未互相統屬，然

見。朕則謂當讀書時，須要體認

能經常浸淫在書中的人，外在物慾的誘

「小吏」，循序漸進，他日可能成為國

而，整體以「忠、直、忍、清、慎、

世務；而應事時，又當據書理而

惑機會變少，與聖賢神交的機會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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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費用省，立品高」。只是讀書要

也。6

讀到「不忍舍處」 4 ，方能得到書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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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典範教學擬先從宋朝呂本中的
〈官箴〉開始，因為警專生甫任公職就

熙寧初，知開封府。二年，為御

味。而且「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

康熙以為「為學」的效益，就在日

是「小吏」，循序漸進，他日可能就是

史中丞。時王荊公方行青苗法，

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雖然「道

常生活點滴中，謹言慎行、事親敬長、

國之「重臣」。〈官箴〉所言正是為官

先生極詆其非。荊公怒，舉呂惠

理之載於典籍者，一定而有限。」畢

讀書講說，處處得見，處處是學。讀書

者之誡言，符合警專生之學習。而呂本

卿為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

竟，開卷還是有益的。

一旦遇著疑難之處，就向人請教，將日

中〈官箴〉主要收集呂氏家族及當代善

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荊

有長進，前途不可限量。假若不能及時

為官者的具體事蹟，字字珠磯，句句懇

公，荊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

努力，蹉跎了少壯時光，縱使他日能得

切，時空雖然差距數百年，其內容則是

潁州。15

朱子云：「人作不好的事，心卻

聖賢而師之，也未必能有益處了，所謂

零距離，殊值年輕學子效法學習。

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錮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7。

康熙皇帝又引朱子言：

又，熙寧八年，神宗與公著論國君

蔽，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

而警專生入學年齡約十八、十九歲

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

左右，又需住校訓練學習，是以容易時

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

時督促教導，遇有疑難時，還可隨時向

呂本中初名大中，字居仁，生於

八年，慧星見，詔求直言，起先

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

隊職官、師長等請益，故宜加強「讀書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 8 ，卒於紹興

生知河陽。召還，累遷端明殿

5

不得。」

康熙認為朱子這一段話是人立心

治國之道，公著曰：

呂本中家世

9

講義」的學習，借助古聖先賢的經驗和

十五年（1145） 。其先東萊人，後家京

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

教誨，及早了解人事義理，切莫虛度黃

師。為北宋哲宗元祐年間名相呂公著的

治道，遂及釋、老，先生問曰：

金歲月。

曾孫，其祖呂希哲，其父呂好問，呂本

「堯、舜知此道乎﹖」帝曰：

中是好問長子。10

「堯、舜豈不知﹖」先生曰：

最要緊處，如能「立定腳跟硬地行」，

至若其專科兩年畢業，也才二十歲

用力與私欲作戰，只要往好路上走，好

出頭，適值青壯，精力充沛，氣血猶未

呂氏家族的呂夢奇在五代後唐明宗

「堯、舜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

路走熟了，自然不會跨入「私欲」等敗

定，此時身為資淺的「警察大人」，就

時曾任御史中丞。至宋初有呂龜圖、呂

以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

德劣行之路――此亦學校教育可以著力

要擔負執行公務（這就是古人的地方官

龜祥二人入仕；五世伯祖呂蒙正，在太

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

處。

吏）的重任，若無經典涵養以增補其閱

宗、真宗朝三度拜相 11；高祖呂夷簡於

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

《康熙教子庭訓》又說：
為學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

12

歷之不足，面對當今社會倫理凋敝，亂

仁宗朝亦三度居相位 ；曾祖呂公著於

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奏

象層出的景況，一旦遇到繁複的人事，

哲宗元祐元年與司馬光同相。13 而呂氏

止肉刑。16

他們又當如何據書理而審其事？

家族在呂公著（字晦叔 ) （1018-1089）

謹言慎行，居家則事親敬長，窮

是以，本校策劃「典範教學」，

時，開始在學界顯赫，歐陽修出使契丹

呂公著無論是面對國君或重臣，針

理則讀書講義。至近至易，即今

希冀藉助古聖先賢不朽的典範，睿智的

時，契丹主問及中國學行之士，歐陽修

對事理，言所當言，故在永樂城陷時，

便可用力；至急至切，即今便當

經驗話語，教導年輕學子，俾使其「立

即以呂公著回答。14

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

用力。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

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

呂氏家族任官，以清廉、有風骨、

公著為朕言之耳！」 17 反而贏得了國君

效。至有所疑，尋人問難，則長

私欲自住不得。」假若今日全不用力教

勇於任事、進退有節而著稱，譬如：

敬重，因此將他遷徙揚州，加大學士。

進通達，自不可量。若即今全不

導、學習，任憑蹉跎荒廢了寶貴的少壯

《宋元學案》記載，熙寧二年，呂公著

而在將立太子時，帝謂輔臣，當以呂

用力，蹉跎過少壯時光，即使他

時光，他日路走偏了、習慣了，即使再

為御史中丞，時王荊公實行青苗法，並

公著、司馬光為師傅。18 而且不因勢攀

日得聖賢而師之，亦未必能有益

得聖賢教導，也未必能得著益處啊！

任用呂惠卿，公著極力反對：

緣，為名流敬重。依《宋元學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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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聲色華耀視之

公、滎陽公等呂氏先祖，其為官處世言

呂氏家學，而呂本中也是宋朝呂氏家族

漠然也。范公內翰淳夫祖禹，實公之

行多所記載，呂氏為官不僅廉潔自持，

中的重要成員。於此可見，呂本中不僅

每議政事，博取眾善以為善。至

婿，性酷似公，……」，則本中曾祖呂

又知審慎以關防小人，例如：呂希哲知

是官宦世家之後，也是書香世家之後，

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始與王

公著，不僅自身修養「簡重清靜」，甚

單州時，「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

呂本中傳承家學，耳濡目染，自不乏來

荊公善，荊公嘗曰：「疵吝每

且其婿范祖禹亦有德行，公著實奠定呂

門」。而呂本中治泰州獄掾時，每一件

自歷代先祖的警世箴言與仕宦經歷典

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

氏家風之人。22

事均以一紙寫出。公用開銷清楚記錄周

故，其〈官箴〉一文自不容小覷。

呂諸儒學案〉記載：

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

至於公著（正獻公）子希哲（滎陽

見之。」後荊公得志，意其必助

公），正獻公嘗稱滎陽公於張文潛云：
23

己，而先生數列其過失，以故交

「此子不欺暗室。」

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

為時人所敬重，例如：

滎陽公之學養亦

盡。司馬溫公曰：「每聞晦叔

26

知，亦可防小人不實的陷溺。

至呂本中為官時，不僅廉潔自持，

呂氏家學

更有風骨勇於承擔，頗有正獻公當年不
畏當權忤王安石之風 27。譬如：在南宋

談呂本中的〈官箴〉，不得不談談

時呂本中起而反對秦檜的和議，陸游追

呂氏家學，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

講，便覺己語為煩。」其為名流

熙寧初，滎陽公監陳留稅務，時

述謂：「丞相(秦檜 ) 自草日歷，載公

授蔣義斌分析，呂氏家學有以下特色32：

所敬如此。19

汪輔之居陳留，恃才傲物，獨敬

（呂本中） 制辭， 以為罪，而天下益

第 一 、 主 張 「 德 無 常 師 ， 主善 為

重公。

推公之正」，當時參與評論秦檜的尚有

師」。亦即不私一家、不專一師，而以

哲宗朝，呂公著與司馬光同心輔

滎陽公之監陳留稅也，章樞密質

政，民讙呼鼓舞，咸以為便。當司馬光

夫楶知縣事，雅敬愛公。……

病危，史載：「（司馬）光以身付醫，

28

禪宗高僧大慧宗杲（普覺禪師）。

有德者、主善者為師。33 如呂希哲學於

本中在元符年間曾任濟陰主簿、秦

焦千之（歐陽修弟子）、胡瑗、孫復、

元祐中，滎陽公在經筵，除司

州士曹掾，徵辟為大名府帥司幹官。宣

邵雍、王安石、程頤、張載等名儒， 34

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

諫，姚舍人輝中面力當制，詞云：

和六年（1124） 除樞密院編修官，靖康

呂本中和劉安世（司馬光弟子）、楊

屬公（呂公著）」。至司馬溫公卒，公

「道學至於無心，立行至於無

元年（1126）遷職方員外郎，不久丁父

時、游酢、尹焞、王蘋等學者講學。35

著獨當國，除吏一時之選。20

愧，心若止水，退然淵靜。」當

憂。紹興六年（1136）擢為中書舍人，

第二、主張「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時謂之實錄。

紹興八年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權直學

其德」。36 所謂「前言往行」，可以是

建中靖國元年，豐相之稷遷禮部

士院。以忤秦檜，提舉太平觀。 29 紹興

歷代先賢、先祖之言行事蹟，也可以是

尚書，薦滎陽公自代，詞云：

十五年六月卒，六十二歲。學者稱東萊

省思個人的前言往行，以作為畜德的基

「心與道潛，湛然淵靜，所居則

先生。

礎。「緬懷既往，策勵將來」，既可修

此外，呂公著於「治心養性」方面
極為重視，〈范呂諸儒學案〉謂：
先生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
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

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敦。」

24

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靜，識

而南宋時召開鵝湖之會的呂祖謙，

正錯誤，又可累積經驗以免重蹈覆轍。

便是其族孫。呂氏家族由唐代算來至呂

第三、呂氏家族成員多有和

慮深敏，量閎而學粹，不以私利

而當滎陽公入太學，時二十一歲，

祖謙時，已有十代，全祖望說：「呂正

佛教對話的經驗，與當代佛教宗師

害動其心。好德樂善，見士大夫

當時太學授課，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

獻（公著）家登學者七世十七人」， 30

與遊。如呂希哲從高僧圓照師宗本

31

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

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

而實際的人數尚不止十七人， 在宋朝

（1020-1099）、證悟師修顒遊，盡究

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21

三百遍。滎陽公每讀書危坐不動，句句

的家族學術中是極為突出的。七代人能

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

分明。而滎陽公呂希哲長婿趙仲長演，

有十七人登錄學案，的確是項殊榮。

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而呂本

又，呂本中《童蒙訓》說：「正獻
公（呂公著）簡重清靜，出於天性， 冬

嚴重有法，亦實似公焉。25
呂本中《童蒙訓》一書中，對正獻

在學術頗有成就的宋朝，呂氏家族
能以其家學和宋代學界互動，是以形成

中和真歇師清了、大慧師宗杲遊。
而在前後延綿的呂氏家學中，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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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上紹原明 (希哲 )，下啟伯恭 (祖

中的詩「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陸游

因為「不名一師」、「德無常師，主善

謙)」，在《宋元學案》中，全祖望為

說：

為師」的家風，呂本中〈官箴〉在論述

99

又據《康熙字典》之說：

時，亦引用醫家、道家的言論來輔證，

呂氏家學及呂本中的學術地位，作了總
結說：
先生（呂本中）歷從楊、游、尹

「……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

如〈官箴〉第一則即引用唐代道士司馬

《玉海》箴者，諫誨之辭，若箴

又其傑出者也。公(本中) 自少年

承禎（司馬子微）（647-735）《坐忘

之療疾，故名箴。《說文》綴衣

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

論》的〈真觀篇〉，而《坐忘論》〈真

箴也；又古者以石為箴，所以刺

42

之門，而在尹氏最久，故梨洲

幾三十年，仕愈躓，學愈進。」

觀篇〉主張「體靜心閑方可觀妙」 。

病。又規戒也 ，《書．盤庚》

先生歸之尹氏學案。愚以為先

40

其第十七則引用唐代藥王孫思邈養身之

猶胥顧于箴言；《左傳．襄十四

43

生之家學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言來論當官之要。

年》工誦箴諫。46

德，蓋自正獻(呂公著)以來，所

其家族成員亦多擅長史學。如：參

於此可知，由於呂氏家學主張「德

傳如此，原明(呂希哲) 再傳而為

與司馬光編篡《資治通鑑》的范祖禹，

無常師，主善為師」，又主張「多識前

「箴」與「鍼」古今字，俗作

先生，雖歷登楊、游、尹之門，

為呂公著的女婿。而呂希哲每日讀史，

言往行以畜其德」，故於儒釋道之學

「針」，又針灸治病所用的針石，也叫

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為

呂本中並曾撰《春秋集解》三十卷，論

兼容並蓄，呂氏家學在有宋一代學術史

做「箴」。引申有諫刺、規戒之義，後

伯恭(呂祖謙)，其所守者亦世傳

者認為此書「採擇頗精」。呂氏家學實

上已佔有一席之地。可見呂本中傳承淵

世遂成文體之名，故凡寓規戒之意者均

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猶歸呂氏，

際是以儒家經典為主，故呂氏家學甚重

源之家學，其所著〈官箴〉一文，自非

屬此體。在夏、商二朝的時代已有箴

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別為先生

視《孟子》、《春秋》，呂本中曾說：

無病呢喃之語。而《童蒙訓》是呂本中

文的文句流傳至今。47 又今人張大春對

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下啟伯

「游夏一辭不措，非關未究源流，直至

在家塾的教材，該書保存了許多「道

「箴」字之解，亦不妨備列參考 48。則

恭焉。37

孟軻沒後，無人會讀春秋」。故呂本中

學」早期發展的資料，《四庫全書總目

「官箴」二字即是作官者的誡言。

《童蒙訓》說：

提要》說：「所記多正論、格言，大抵

「箴」的作用在醫療上是「攻疾防

皆根本經訓，務切實用，於立身從政之

患」，若引申在人事上，則「攻疾」即

44

可見全祖望認為不得不為呂本中立
一學案的理由有二：
第一、呂氏家學延紹中原文獻之
傳，而為其他諸大儒所不及。

「學問當以《孝經》、《論

道，深有所裨」。 此即本中堅持多識

譏刺缺失；「防患」即是警戒作用。故

語》、《中庸》、《大學》、

前言往行的家學傳統，教導子弟由實事

《文心雕龍．銘箴篇》云：

《孟子》為本，熟味詳究，然

理解為人處事之道。

後通求之《詩》、《書》、

第二、呂氏在北宋時和司馬光、
38

王安石、二程、張載等學者遊學， 和

《易》、《春秋》，必有得也。

當時重要學者形成遊學、互動的情勢，

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
41

處，皆為吾用。」

雖如此，呂氏家學仍維持「多識前言往

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

官箴義涵及緣起

君于后羿，楚子訓民于在勤。
戰代以來，棄德務功，銘辭代

《文心雕龍．銘箴第十一》謂：

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
範〈虞箴〉，作〈卿尹〉、〈州

行以畜其德」的家學。呂本中於呂氏家
族，處於承先（呂公著、呂希哲）啟後

他認為只要將儒家的經典玩味熟

箴者，針也。所以攻疾防患，喻

牧〉二十五篇。及崔 胡補綴，

（呂祖謙）地位，因此今本《宋元學

了，其他諸子百家的長處，自然能為我

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

總稱《百官》。指事配位，鞶鑒

所用。

夏 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

有徵 49，可謂追清風於前古，攀

辛甲，百官箴闕，唯〈虞箴〉一

辛甲於後代者也。50

39

案》為呂本中立學案。

呂本中亦為江西詩派巨匠，在詩

由於呂氏家族成員多有和當代佛教

文的造詣，為學界所肯定，陸游稱呂本

宗師與遊，故其學亦深受佛學影響，又

篇，體義備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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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傳》襄公四年，記載春秋

任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受寵遇，數陳

的事情當「覈實明辨」，文詞的敘述要

後人得其手稿，傳寫鐫刻，始加標目，

時魏國大夫魏絳的〈虞人之箴〉，以夏

規諫，曾獻〈侍臣箴〉，其文又太過博

「簡潔而義深」。只是，直言規諫的箴

是否因此本傳才不記載？56

朝有窮國之君后羿，沉迷畋獵，違民棄

大繁雜；晉武帝時的王繼，曾任國子祭

言，闕而不備；刻功紀勳的銘言，久已

賢的史實，來諷諫晉悼公。《左傳》宣

酒，作有〈國子箴〉，文字敘述頗多，

淪亡。「箴言」、「銘文」皆已罕施於

公十二年，記載楚莊王（楚穆之子）

但是事件的舉證太少；晉朝潘尼作〈乘

後代，故劉彥和希望才德君子，深體

此書多閱歷有得之言，可以見諸

滅庸後，每日以「民生在勤，勤則不

輿箴〉規諫君主，雖然義正，但文體繁

「箴言」、「銘文」的遠大意義，以酌

實事。書首即揭「清、慎、勤」

匱」的「箴言」，訓勉萬民，內容沒有

蕪；劉勰認為這些作官者的箴言，難得

加採行啊！

三字，以為當官之法，千古不可

譏刺，只有警戒。至漢朝揚雄稽考古

有中肯得當的作品。及至三國魏，王朗

雖說「箴銘寡用，罕施後代」，

易。王士禎《古夫于亭雜錄》

籍，仿〈虞人之箴〉作〈十二州箴〉、

作〈雜箴〉（今已亡佚，唯藝文類聚

然觀諸秦漢以後，歷代不乏「秉文君

曰：「上嘗御書『清慎勤』三大

〈 二 十 五 官 箴 〉 51， 其 內 容 又 富 有 警

八十，僅存數句。）效法周武王的席、

子，酌其遠大」者，皆著有為官箴傳

字刻石，賜內外諸臣。案此三字

戒之意。然而揚雄的〈十二州箴〉、

戶、牖等銘文，在其〈雜箴〉中包括

世，例如：南宋．呂本中〈官箴〉、真

呂本中官箴中語也。是數百年

〈二十五官箴〉，其中九篇亡闕，至東

水、火、井、竈等箴，劉勰認為其辭

德秀〈西山政訓〉；元．趙素〈為政九

後尚蒙聖天子採擇其說，訓示百

漢，崔駰、胡廣等人為之補作，而總稱

繁，與原先欲表達的意念偏離。當無物

要〉、張養浩〈牧民忠告〉、〈廟堂忠

官則所言中理可知矣。至其論不

為《百官箴》，此皆效仿前人刺古戒今

不箴，無處不箴，則「箴」之為用，就

告〉；明．薛宣〈從政錄〉、呂坤〈吏

欺之道，明白深切，亦足以資儆

的作品。可見官箴的緣起甚早，春秋以

流於煩濫了。

品〉、高攀龍〈責成州縣約〉；清．于

戒。雖篇帙無多，而詞簡義精，

成龍〈親民官自省六戒〉、鄭端〈為官

固有官者之龜鑒也。」57

降，已有大臣寫官箴警戒國君為官之道

所以，《文心雕龍．銘箴篇》說：

須知〉、石成金〈居官事宜〉、謝金鑾

的文獻紀載。
《文心雕龍．銘箴篇》又云：

《四庫全書．官箴提要》言：

夫箴誦于官，銘題于器，名目雖

〈居官致用篇〉、熊弘備〈寶善堂居官
54

由宋至清，歷經數百年後，其箴語

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

格言〉等 。其中呂本中〈官箴〉，雖

猶蒙聖天子康熙皇帝刻石，訓示百官，

至于潘勗〈符節〉，要而失淺；

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贊，故體

篇帙無多，然而詞簡義精，足為官者之

至乾隆皇帝猶遵行祖宗舊制，以清、

溫嶠〈侍臣〉，博而患繁；王

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核）以

龜鑒，故傳世甚廣。

慎、勤三字作為官的準則，可見〈官

濟〈國子〉，文多而事寡；潘

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

尼〈乘輿〉，義正而體蕪：凡斯

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之

繼作，鮮有克衷。至于王朗〈雜

制久淪，所以箴銘寡用，罕施後

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

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

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

焉。53

武銘，而水火井灶，繁辭不已，
志有偏也。52

劉彥和以為「箴」文諷誦於官府，

箴〉所言切理，不言可喻。而其閱歷有
得之言，可以見諸實事，明白深切，亦

呂本中官箴要旨詮釋

足以為官者儆戒。
宋呂本中所撰〈官箴〉一卷，主

呂氏後人呂祖謙文集中的《家範》

要收集呂氏家族及當代善為官者的具體

部分，也存有〈舍人官箴〉 58，即呂本

行履，作為為官之道。《宋史．本中列

中〈官箴〉內容，可見〈官箴〉是呂本

傳》備列其著作之目，唯不載是書。然

中家訓，猶如《顏之推家訓》、《康熙

55

「銘」文題識於器物。名目雖然有別，

《藝文志．雜家類》中仍著錄一卷。 此

教子庭訓》、《曾國藩家書》類，皆將

後漢獻帝時的尚書郎潘勗，有集二

但警戒的作用是相同的。只是「箴」

本載左圭《百川學海》中，後有寶慶丁

個人累積的人事經驗一一寫下，作為後

卷，其所作的〈符節箴〉已亡佚，《文

在「禦過」，是以，防備過失的文體要

亥（南宋理宗寶慶三年）永嘉陳昉跋，

代子孫誡惕勉勵，只是〈官箴〉更偏重

心雕龍．銘箴篇》謂其「要而失淺」，

「確切」；「銘」兼「褒贊」，故其文

蓋即昉所刊行。或當日偶然題記，如歐

的是為官之道，雖是為官之法，其於平

或在梁時該箴文仍存；至晉朝溫嶠，曾

體要「弘潤」。因此，銘箴之文所引用

陽修《試筆》之類，本非有意於著書。

日為人處世何嘗不能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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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三國時司馬昭曾謂：「官長當

他說：基層警察在社會中的各個角落默

「〈官箴〉一卷，宋呂本中撰。這是他

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

默地付出與奉獻，是安定社會的最大力

所寫的居官格言，共三十四則。」65 並

宋代的官學和私學都很興盛，尤

治。」60 即以「清、慎、勤」為最簡要

量。但是，因為警察具有公權力，一旦

謂「全文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

其重視童蒙教育，許多著名學

的官箴，而後世為官者，多引為圭臬。

手上擁有公權力就可能會使人腐化，絕

《四庫叢刊本》參校，選其二十六則，

者都親自編寫蒙學教材。呂本

至宋呂本中著〈官箴〉，則對「清、

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再者，最近

試加解釋。……」黃教授是將第三條由

中詩人和官僚的雙重身份，為他

慎、勤」三字，作了更深刻的闡釋。

一份關於台灣信任度的調查，在司法項

「予嘗為泰州獄掾……」分為第四則。

目裡面，最受信任的是警察，並非其他

而呂祖謙講述之〈舍人官箴〉由「予嘗

司法人員不受信任，乃因警察是與民眾

為泰州獄掾……」亦另分為一則，與黃

接觸最頻繁的執法人員。因此，警察的

教授相同。從內文觀之，由於上下文所

依江西師範大學羅秋文之研究：

至於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其在致

的廣泛交遊提供了便利。時代的
趨勢，家族的影響加上自身的

諸弟書信中曾謂：

學識,使得他為家塾編寫的教材
《童蒙訓》內容豐富，包含修身

「吾家方豐盈之際，不待天之來

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會被檢驗，所以

述並非一事，故將其分開另為一則亦無

治學、論說詩文、為官處事等多

概，人之來概，吾與諸弟當設法

強化品德教育做到清、慎、勤及忍耐益

不可。

方面內容。《童蒙訓》在流傳過

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

顯重要，所以千萬不要小看警員所扮演

程中，其中論為官處事的內容被

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將清字

的角色。做一個警察一定要正直清廉、

剝離出來，編成《官箴》；論說

改為廉字，慎字改為謙字，勤字

勤政愛民，這樣才能夠贏得人民的尊

詩文的內容被刪削，大多散逸在

改為勞字，尤為明淺，確有可下

敬。

各種詩話文獻中，今人郭紹虞將

手之處。」61

忍、清、慎、勤」六字為主軸。其開宗

後的為官之道，歷代領導者莫不重視，

說及「忠、直、忍」。〈官箴〉第1則

則曾國藩將「清、慎、勤」三字，

並藉茲諄諄教誨為官之法，無非想讓

說：

更易為「廉、謙、勞」，移作為人處世

國治民安，並令在宦海浮沈者能全身以

之治家格言，僅字異而實相同也。

退，故此書適宜作為我警專生的典範教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

本，俾能趁其年少諄諄教導學習。

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

則〈官箴〉原本是在《童蒙訓》

而民國61年6月初，蔣經國先生接

中，而在流傳的過程，把其中論為官處

任行政院院長後，主持第一次院會時，

事的內容剝離出來，編成〈官箴〉。

曾提出「平凡、平淡、平實」六字，勉

〈官箴〉一文，其在寫作上，是以

〈官箴〉一文，乃以「忠、直、
明義即言「清、慎、勤」三事，緊接著

修身治學的內容被保留下來，成
了今本《童蒙訓》的內容。

以〈官箴〉一卷，三十三則為準。

於此可見，呂本中〈官箴〉承先啟

其收集，編成《童蒙詩訓》；論
59

本論文則依據《四庫全書》之說，

勵所屬公務人員，似可作為現代官箴。
62

至於〈官箴〉一卷，究竟是三十三
則？還是三十四則？

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
知，可以得下之援。

依據《四庫全書》之說：「官箴
而第2則言「忠」，所謂：

「平凡」指守法守分，不標新立異，

一卷，宋呂本中撰……此乃其所著居官

然而整體以「忠、直、忍、清、慎、

猶如「慎」；「平淡」指不追逐名利，

格言凡三十三則……。」63 而徐梓編著

勤」為主軸，逐一以個別經驗和事例論

有如「清」；「平實」指作事務實，則

的《官箴》一書，謂：「此篇凡三十三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兄

述。尤其側重「清、慎、勤」三字，

必勤於職責，此亦「勤」之表現。是以

則，篇帙無多，而詞簡義精，頗多閱歷

長，……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

逐條列舉方式，彼此間雖未互相統屬，

64

《四庫全書本》謂：「此書多閱歷有得

蔣經國先生之說亦不離「清、慎、勤」

有得之言。」 他直接認定呂本中〈官

能盡吾之心。……故事親孝，故

之言，可以見諸實事。書首即揭『清、

三字。

箴〉是三十三則，與《四庫全書》提要

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

相同。

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慎、勤』三字，以為當官之法，其言千
古不可易。」
宋，裴松之《三國志注．文帝紀》

至於民國100年，適值本校66週年
校慶時，馬總統蒞臨慶祝大會發表演

至若臺大教授黃啟方選注，〈呂

說，也特別提到「清、慎、勤、忍」，

本中官箴〉《古今文選》，其題解謂：

至於第3則言「忍」，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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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甚且有損後福，致令子孫不能昌

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

盛，俗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

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

之家必有餘殃」，其意雷同。

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

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

為官者縱然是在小事上也不得苟

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

且，此及康熙皇帝所言「凡人於事務之

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

來，無論大小，必審之又審，方無遺

「自慎」、「省事」

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

慮。」66 大小事皆能審慎盡心，即「忠

又第28則：

忍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

於事」之表現。

4.作事要「著實」、「慎始」、

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
於官。豈有二理哉！
所謂「待群吏如奴僕」，因為群吏

2.盡心職事，勿求人薦舉升遷

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

是地位低的小官，所做多為公務雜役；

又第22則言：

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

地位高的官員，要如主人般憐惜位階低

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

的小吏。而忠於國的方式，就是把孝悌

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

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奸

之心擴及君主、同僚；把愛護妻子擴及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

章，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

偽，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

百姓；維護奴僕之心善待下屬；把處理

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

心誠盡職，求之，雖不中，不遠

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智

家事的切己周全之心用來處理公事。並

者，……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當

數周密，不如省事。

且不可有絲毫的偏頗，這也是推己及人

愚之別也。
緊接的第4則言「直」，所謂：

的表現。

官遇事，以此為心，鮮不濟矣。
茲將〈官箴〉一文中所言「忠、
直、忍、清、慎、勤」要旨，一一詮釋
於後：
一、忠──忠可分為忠於事、忠於國

（一）忠於事，即「盡心職事」
1.大小事皆能審慎盡心，即「忠於
事」之表現

此則告誡為官之人作事務必「務

二、直──分為直於事、直於道

本則勸為官者應當「盡心職事」，

實」，切勿隨意竄改文書，說謊掩飾，

也就是先忠於事，盡心盡力的去做，自

這種「欺瞞」的行為就是不忠於事、不

然會為長官所知、所賞識。是以，為官

忠於君。此外，行「忠」也不可疏忽行

（一）直於事

不可本末倒置，如同新嫁娘想要先懷孕

「慎」――與其「百種奸偽」、「反覆

1.要「審慎」，並求「合於道理」

生子學會如何養育小孩才要出嫁，豈不

變詐」，還不如「慎始」，一開始就以

第27則言：

可笑？

「誠實」、「務實」的態度作事，並且

3.遇到難任之事，要勇於承擔

自己也要「自慎」，即小心行事，並且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

第23則即言:

在策劃事情時要簡單易行，不要過度煩

義，在人精詳斟酌之爾，然求合

冗。

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為己也。

〈官箴〉第10則言：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

私者，常以文法難任，委之於

（二）忠於國──要能推己及人

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

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已

古人「君主」即代表國家，忠於君

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日所

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

燒柴凡幾竈？』曰：『十八、九

乎？其能有後福乎？其能使子孫

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

昌盛乎？

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
使者晨起，望窯中所出煙幾道知

遇到難任之事就推卸職責，不僅是

即忠於國。〈官箴〉第2則言：

強調在以「直」行事時，要「精
詳斟酌之」，也就是要「審慎」，並求
「合於道理」，不可私心自用。所謂
「合於道理」，更要善於慎思明辨，康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兄長，與

熙皇帝曾引董仲舒「風不鳴條，雨不破

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

塊，謂之昇平也」之說，曰：「果使風

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

不鳴條，則萬物何以鼓動發生？雨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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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則田畝如何耕作布種？以此觀之，

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

石而遭罷黜為例，正是「直前反敗大

唐充之（廣仁）每稱前輩說後

具係粉飾空文而已，似此者，皆不可信

者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

事」。

生，不能忍詬，不足以為人；聞

67

以為真也。」 這就是「精詳斟酌」，

探。但自絕早入場等人口，則自

「求合於道理」。讀書要如此，就不會

無人戶稽留之弊。」

人密論，不能容受而輕泄之者，

三、忍──要能忍氣、忍辱。

不足以為人。71

為書所愚；做事能如此，就不致於為奸
猾之人所蒙蔽。以「直」、「和」之

他以「受納租稅」為例，當年御

性，加上「精詳斟酌」，「求合於道

史台范純仁告誡屬下「不要令兩頭探

忍是眾妙之門，為人處世要能自

能忍辱負重，就稱不上懂得做人道理；

理」之處事原則，身心自然開闊，當不

戒」，也就是收納租稅時，官員應一早

忍，無論是忍於事、忍於人或忍於言，

如果聽到別人私底下密論的事情，而不

致於私心為己了！

就入場等納稅人、表示收租決心，不要

皆在於能忍氣、忍辱。

能忍住不說，而輕易泄露給別人知道，

2.要「勇於承擔」

讓納稅人有揣摩僥倖之心。68

又第32則言：

（一）「忍」是「眾妙之門」

《尚書》中已有對「忍」字的記
載，例如：

第四則言：

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

也稱不上懂得做人道理。
無論是周公、成王、孔子，乃至唐
充之言，談的都是要自忍、忍氣、忍於

（二）直於道
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

唐充之說：前輩人認為年輕人若不

《尚書．周書．君陳》成王告君

事、忍於人、忍於言，「忍」就是「眾

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妙之門」。

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

容，德乃大。」

無任事之意。

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

《尚書．周書．無逸》周公戒周

說的特別詳細，直指「忍」是「眾妙之

須用馮宣徽、惠穆秤停之說。此

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門」。第29則言：

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

敬德。」又曰：「不啻不敢含

之。

怒。」又曰：「寬綽其心。」69

所謂「私罪」，當指為個人私利、
私慾而犯罪；所謂「公罪」，應是「堅

而〈官箴〉第29則對於「忍」字也

忍之一事，眾妙之門。當官處

持原則」、「不阿權貴」、「不巧取

事，尤是先務。

毫奪」、「不同流合污」、「公事公

馮宣徽指馮京，惠穆指呂公弼，呂

周成王告誡君陳：必須有忍性，

辦」，因而得罪人遭人陷害。所以，此

本中之伯曾祖，是北宋名臣，以書法見

事情纔能成功；有寬宏度量，才能有高

呂祖謙講述呂東萊〈舍人官箴〉72

則要人在直於用事時，不要「自保太

長。「秤停」即「衡量斟酌」。「馮宣

尚德操。而周公告誡周成王：小人怨恨

按語特別說明：「耐瑣屑。習煩苦。不

過」，而要「勇於承擔」，不可怕事，

徽惠穆秤停之說」，依呂祖謙〈舍人官

你、罵你，則帝王自身應當加強修養，

輕喜。不易怒。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

否則就沒辦法作事了。

箴〉上之記載為「馮宣徽所稱惠穆秤停

不要與他們計較，不僅不敢懷有怒意，

故居官以此為尚。」所謂「耐瑣屑。習

3.要有不收賄的決心

之說」，略有不同。馮京在宋朝志操高

反而要放寬心胸。此皆「忍」字訣。

煩苦。」是能「忍於事」;「不輕喜。

「不收賄」應該也是「直於事」，

潔，不懼權貴，忠心耿耿，輔佐四朝，

至若《論語．衛靈公》篇，孔子

與呂公弼同朝為官，皆因連上奏章 ，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70 孔子以

直斥王安石變法失當而遭降職或免官。

為不忍於小事就會壞了大事，皆強調

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

此則在談當官之法，雖然以直道為先，

「忍」字的重要。

「受納租稅，不要令兩頭探

但是不可一味用直道來行事，而要懂得

戒。」問：「何謂？」公曰：

「秤停」――即「衡量斟酌」情勢。他

「賢問是也。不要令人戶探官

舉伯曾祖呂公弼和馮京以直道勸諫王安

第33則言：

而呂本中《童蒙訓》中引宋朝的監
稅官唐充之之言說：

不易怒。」是能「忍於氣」。第29則又
說：
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
忍，何事不辦！《書》曰：「必
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
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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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詩云 73：「忍過事堪喜。」此

任何困逆之境，都能超脫得出，這就

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

是《尚書》所說的「必有忍，其乃有

也，王沂公嘗說：「吃得三斗釅

濟。」

本則於「忍」字的重要性說得詳
細，可分三個層次：
1.忍事敵災星
所謂「災星」亦作「灾星」。古人
以天象附會人事，認為某一星辰出現異

害，其益多矣。

109

詳盡，其不聽者少矣。

本則強調當官處事要有「不忍人之

對於在氣頭上的長官，若給予犯過

心」，能「為民著想」，若有幫不上忙

部屬的懲罰嚴厲過當，幕僚人員應當平

（二）「自忍」的重要性

的地方――譬如減輕賦稅――那麼就在

心靜氣，委曲詳盡的分析勸諫，直至長

而第3則和第20則，是從「不

勞役上讓他們省力，不要一再加重老百

官聽從意見方罷休。

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
事。

警專典範教學

爭」、「清廉」、「制約」、「忍氣」

其中2. 3.兩點雖篇幅不多，然比對

姓負擔。

洪仲丘被虐死案件 75，尤令人感受深刻

第3則又言：

上，來談「自忍」的重要性，茲分述如
下：

――假使當時懲處他的同袍、長官，有
1.自忍貪念，清廉行事

如夏月處罪人，早間在東廓，晚
74

間在西郎，以辟日色之類。

如第3則言：

常，人間便會有相應的災變，因稱引起

稍許「不忍人之心」；或有同袍「平心
靜氣、委曲詳盡」的說服氣頭上的長
官；或於檢舉有功後，於懲處時覺得對

災變的星體為「灾星」。後世星命家謂

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

此言懲處罪犯時，也要為他們著

犯人不公，而有所承擔的予以照顧，則

人的命運亦與星辰相關，流年不利，往

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

想，不要讓他們在受懲罰時，又需飽受

洪仲丘被虐死案件就不會發生了。願為

往由於災星照臨。所以「災星」亦泛指

常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

日曬之苦。又第20則言：

官者熟讀此書，俾能遇事高抬貴手，免

惡運；災難。就是當遇到一些事故或厄

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

運，不要怨嘆或心慌，而要先定下心神

忍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

關沼（止叔）獲盜，法當改官，

因此，不能忍氣行事遭致失敗的，

忍耐，靜觀事件的發展，不要在心慌意

愚之別也。

曰：「不以人命易官。」終不就

就是缺乏智慧的判斷力，而對事情的

賞，可謂清矣。然恐非通道，或

是非利害不能明辨的關係，故第3則說

當時所獲盜有情輕法重者，止叔

「惟不能少自忍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

不忍以此被賞也。

分、賢愚之別也。」

去憾事！

亂時貿然行事或作任何決策。
2.忍過事堪喜

此言為官者若能不爭、不取、廉潔

等忍過之後，事情就會向好處轉

自持，反而可以得到更多的回報。以今

換，就是「忍過事堪喜」，俗話所謂的

日行政制度而言，倘若公務員貪贓枉法

「事緩則圓」、「急事緩行」、「事寬

被查出，不僅須接受審判坐牢，退休金

至若逮捕罪犯有大功可升遷，但刑

則完」。

也領取不到；反之，清廉行政，順利退

法對犯人不公時，其中或許有犯小過卻

3.忍辱致三公

休，就可領取終身俸，無虞生活的安享

處以重罪的，也不忍拿他人性命換取自

北宋名臣王沂公（王曾）說：「吃

晚年，此何嘗不是「取之廉者，得之常

己的官爵、獎賞。

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釅醋」就

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

是濃醋，味酸難以入口，以喻艱難的人

2.存「不忍人之心」，為民著想

事現象。身為宰相須忍受得事，於難忍

第3則言：

3.要忍氣平心，委婉說服氣頭上的

第14則特別從「忍暴怒之氣」上頭
來談：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
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

長官
第3則言：

處能忍，方能調和鼎鼐，斡旋人事而有
所為。

（三）忍暴怒之氣

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
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

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

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

因此，為官在「清、慎、勤」之

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

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

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外，若能再加個「忍」字訣，無論遇到

求其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

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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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官者不可「暴怒」，「暴怒」

子治家格言〉說：「三姑六婆，實淫盜

行事就衝動，容易做出後悔莫及的事。

之媒……乖僻自是，悔誤必多。」如果

劉器之，建中崇甯初，知潞州，

之。滎陽公為單州，凡每月所用

「暴怒」也令下屬畏懼，不敢有所建

為官者迷信「異色人」，請他們占卜算

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

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

言，遑論與之溝通協調，並且受到最大

命，甚至做「政治幕僚人員」，必然會

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

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傷害的是自己。因此，為官者要學會

敗壞政事，貶損官德，誤國害己，後患

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

「忍氣」，學會「慢慢細察」、「稍事

無窮。所以為官要清心省事，就要小心

歎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

呂本中所言乃呂公著弟呂公孺的

等待」，自然能想出解決事情的好辦

應酬，不要與這樣的人交往。

官白直點磨，他寓居無有不借禁

行事風格，他取公家物裁製衣服，必然

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

人在當場立即剪裁，立即付錢，裁下多

慎如此。

餘的布帛也立即請店家收回，一毫也不

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

法。
（二）清淨──即思慮要清淨

四、清──清有清心、清淨、清廉

第15則言：

多取，一文也不拖欠。至於呂公著子滎
「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句，在

陽公呂希哲，每月所用雜物，皆詳細記

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

呂祖謙《東萊別集》卷六〈舍人官箴〉

錄並且公用開支皆透明化，須要向民間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

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

是「取兵官白直歷，點磨」。所謂「白

採購的物品，絕不透支，不浪費公帑，

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

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

直」，宋代的軍人，按規定為文武官

其廉潔清明至此，因此百姓對他心悅誠

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

也，惟不苟者能之。

員充當侍衛，稱之為白直。然官員常因

服。

〈官箴〉第1則說：

此冗占超過規定數目的軍士，迫令為自

今日公私立機構有給員工的油票、

當遇到難以決定的公事時，不要

家從事各種無償勞役。「點磨」及稽核

製作服飾、餽贈年節禮物，立法院、議

開頭先說出當官能「清、慎、

急躁的立刻下決斷，應「沉思靜慮累

數目。78 此句謂拿記錄兵官白直的曆簿

會的委員、議員們也可申請警力保護，

勤」的四項益處：「保祿位」、「遠恥

日」，讓思慮清淨才能做出正確的判

來查對看看。「驛券」是紙制的乘驛憑

他們可曾像劉器之、呂公孺、呂希哲般

辱」、「得上之知」、「得下之援」。

斷。然而，一般人遇到問題，常惶惶然

證。憑以乘用驛站車馬、使用夫役的紙

的廉慎？值得三思啊！

文中亦不斷就此三事逐層剖析，茲先從

不可終日，此皆因無法「靜」。而「沉

券。

「清」來談：

思靜慮」的功夫，又非一日一時可得。

他 舉 北 宋 名 臣 劉 器之 （ 劉 安 世 ）

若能依《大學》所講的「定靜安慮得」

為官之例，無論公事大小，劉器之必然

知，可以得下之援。

（一）清心──不宜與異色人相接
第12則言：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

76

慎防等

的功夫循序漸進，日日涵養，一旦面

仔細查證，一點小過失也不犯。縱然使

在行事說話時謹慎將事。所謂「天

臨任何突發事件，必能沉著以對，諸葛

用驛站車馬和夫役的驛券，也不違法使

下事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

孔明以「空城計」退司馬懿十五萬大

用。更不借用禁軍護衛寓所，讓負責查

以慎重處之。」79 而「慎」與「清」、

軍， 何嘗不是日積月累的靜慮功夫？

證記錄兵官白直曆簿的官員也佩服他的

「勤」、「直」、「忠」、「忍」又密

清廉。

不可分，唯有「慎」，「清、勤、直、

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
以清心省事為本。

五、慎──慎有慎始、慎取、慎事、

（三）清廉──

又第19則記載：

         不輕易占用公家資源

忠、忍」才得以圓滿。此僅取數則略
述：

所謂「異色人」就是言行邪辟、

為官不僅要「清廉」，還要「廉

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

奇特之人，如：巫祝、尼媼，即看面相

慎」，對於公用財物的借用或求取，務

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

（一）慎始──要能自克、戒之在

的、扶乩算命的、三姑六婆之類。〈朱

必廉潔而審慎。如第30則言：

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

         初、勿心存僥倖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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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則言：
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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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令其在不知覺中步入陷阱，以至於

疑眾，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

無法超脫。另外，家境困頓的官員，不

事。……」說得也是一樣的道理，就不

忍妻子饑寒，也會無奈的接受賄絡。

再贅述了。

113

本則特叮嚀高官不應推辭難事，除
應謹慎行事外，更要懂得「避嫌」。譬

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

2. 戒之在初

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

〈官箴〉一文特著意於「戒之在

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

初」、「不若初不為之」、「與其巧持

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

於末，孰若拙戒于初」，也就是一開始

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

就不要有任何犯意，與其用盡機巧收賄

當官取傭錢、搬家錢 82 之類，多

此外，身為高官不可倨傲，制作

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

避禍，還不如一開始就駑頓的不去做。

為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

刁鑽的法令規章或公文來箝制人。高官

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

「戒之在初」就是「慎始」，是「當官

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

應該以誠待人，譬如：《孔子世家》記

巧持於末，孰若拙戒于初。」此

處事之大法」，讓人省心、省事、省

外物也。

載：

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

力，而功效大。

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

3.勿心存僥倖、自大

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如：負責財經的重要官員，其家屬就不
（二）慎取──勿貪小失大

宜在證券、金融等業務敏感部門工作，

第21則：

避免內線交易等情事。
2.至誠遇人

宋時郡縣歲收朝廷應人錢糧之外，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此外，違法犯紀的人，還存有僥

又有一種入庫公使(費)錢官得使用，如

三命玆益恭。故鼎銘云：『一命

倖、自大、自視聰明的心態――「常自

傭錢、搬家錢之類，於此取之；而有司

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

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

又得以送遺餞，宴過往官員支費。此項

牆而走，亦莫敢余侮。」83

本則可分以下三點論述：

為矣。」覺得自己小心翼翼，思慮周

開支就像當今官員的特支費，官員得實

1.自克

全，無人能及，絕對不會被識破，因而

報實消，這類「特支費」本是薪俸之外

正考父官位越高越謙卑，他謙卑的

為什麼當官遇到誘惑時不能自我克

愈加膽大妄為。然而，一旦東窗事發，

的錢，不宜中飽私囊。只是有些官員會

言行，反而沒人敢欺侮他。假若有人因

事情的發展將一發不可收拾，此即「事

虛報，以少報多、作假帳，超過實際金

「人善被人欺」，應當是在人事上猶未

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這時縱然絞盡

額。這種傭錢、搬家錢之類，通常數額

圓融吧！是以「慎事」之餘，亦當不失

心力，想盡辦法想彌補，或可一時倖

不大，卻又最傷人品德，因為，承辦官

其「至誠」之心以處人，庶幾可以免於

免，然而損害已經造成。所謂「借使役

吏由此最看得清長官是否貪廉，豈不因

禍患。

……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

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

小失大？當引以為戒！

交勢迫，浸不自由。素貧賤者有

多。」

制？
清．陸隴其《蒞政摘要．盡己篇》
對此有精闢的見解：

妻子啼號之擾；素富貴者有口體
豢養之需。

80

譬如：某些公務承包案件，因為官

3. 要有畏心
又第17則言：

（三）慎事──須深避嫌疑，至誠

商勾結，造成採購品質低劣，或豆腐渣

         遇人，要有畏心

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

工程，影響到他人生命財產安全，最終

1. 深避嫌疑

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

他認為當官之人都知道為官應當廉

主其事者或可費盡心思逃避法律制裁，

第8則言：

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侈於

潔，只是有些外在的誘惑難以抵擋，有

然而個人身心、公共安全、國家信譽都

人好醇酒美女，有人好財物珍寶美食，

將蒙受巨大損失，這種案例屢見不鮮。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

有人好虛名假利，有心人士投其所好，

又 第 2 8 則 言 ： 「 …… 百 種 奸 偽 ，

疑；以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

81

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的方式，

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

遠。」84 如此，則人事畢矣，實

此則可以免。

當官之要也。
孫思邈通百家之說，善言《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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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莊子》，於陰陽、推步、醫藥

多）」，豈不引人嫉妒、覬覦？縱然自

無不善。他了解天有盈虛，人有安危，

身欲清白行事，下屬又豈容易駕馭聽

唯有「自慎」才能安然度過。而「慎」

從？難保不借長官之名對外招搖撞騙，

又以「畏」為本，舉凡人事現象，「無

陷長官於不義。也因外快多、油水多，

畏」則亂象生焉。各行各業的人事，若

做決策時甚難，文案流程稍一不慎，就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

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

無「畏心」，就會行事「不慎」，而遭

會被質疑。今日公務承包案件屢被質

如文字曆引 88 之類，皆須明白，

也。

致禍患。唯有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

疑，何嘗不是因為「有乞丐錢物處」？

以防中傷，不可不至慎，不可不

能「謹慎行事」，如臨深淵，如履薄

能不令人三思？

詳知也。

楚

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
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89 大抵

第7則言：

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

冰，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旡咎。」85 即是。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

俗謂「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吏
員與官員不同，官員升遷貶調的異動頻

（五）慎防疑謗──公務要透明化
第6則言：

（四）慎防利誘──慎擇職務，勿
86

87

         貪微利

范侍郎

第31則：

箱籠，只置廳上，以防疑謗。凡

育，作庫務官

，隨人

若此類，皆守臣所宜詳知也。
故人龔節亨（彥承），嘗為予

此謂各類文書和曆法之制定，務必

繁，而府衙小吏幾乎難以異動，是以吏

清清楚楚，以免被小人中傷。若當官只

員久處其位，不僅熟稔業務，更深切了

知廉潔行事，卻不知小人中傷的厲害，

解地方人事百態，一旦掌握縣衙的主要

將落得「出師未捷身先死」，所有的理

權利，並藉以胡作非為，官員亦無可奈

想抱負化為泡影，於國家百姓何益？

何。因此，年輕官員初上任，多半會被

2.監督明察，慎防小人苟且行事

閱歷較深的狡猾部屬利誘而不自覺，往

又第9則言：

往只得著少許的利益，卻已被抓到把柄
制衡，而被部屬予取予求的威脅，造成

言：「後生當官，其使令人無乞

宋朝時的庫務官，負責管理各種倉

丐錢物處，即此職事可為；有乞

場庫務堰閘的監當官，擔負財稅徵收及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

一任到期之後就不敢再續任了。我警界

丐錢物處，則此職事不可為。」

管理職能。

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

官員異動亦甚頻繁，地方上人士背景複

古之地方官其寓所和辦公的官衙

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

雜，必不乏拐騙利誘的伎倆，讀此則當

是在一起的，范侍郎育作庫務官時，負

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

深自警惕！

責管理經濟財務等事，為了避嫌，對於

實要言也。

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陷主人
以利，或致嫌疑也。
龔節亨之兄龔夬、龔大壯，兄弟

徵收進來的財稅等，只讓人擺在行政大

三人都列入全祖望《宋元學案．龔氏家

廳，絕不放入自己居住寓所保管，就是

學》，學行有品。本則是老成為官之人

為了避嫌疑，以免惹是生非。

而我警大或警專生甫畢業任事時，
年紀甚輕又乏人是閱歷，確實是「後生

本則點出前輩的經驗談，明白指

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餌，不自

出小人做事苟且拖延，眼前能偷懶就偷

省察。」如果能深切明瞭：官員所貪得

因此，若職務涉及錢財等，不僅

懶，能不做就不做。所以長官要確實的

的好處並不多，反而是位階甚低的部屬

就一般人的心態而言，工作最好

要事事分明，在執行的過程中，更要透

監督明察，不可縱容或疏忽，否則，一

貪贓不少錢財，一旦東窗事發，官員卻

「錢多、事少、離家近、油水多（外快

明化以「慎防疑謗」，所謂「瓜田不納

旦鑄成大錯就難以彌補了。與其事後費

要因貪小利而受重罰，自斷大好前程！

多）」。然而，有智慧的人卻告誡後

履，李下不整冠。」就是「慎防疑謗」

盡心神彌補，還不如事先多費些力來防

庶幾能「慎防小人」，「清廉」行事

生晚輩當官，若其職缺油水多（外快

啊！

範。

啊！

對於後輩的勸戒。

3.慎防猾吏所餌

多），千萬不要戀棧，速速離去。人之
好名、好利之心，孰不如我？然而，

（六）慎防小人

「錢多、事少、離家近、油水多（外快

此可分以下三點說明：

又第13則言：

六、勤──勤有勤讀公文、勤於職
事、勤於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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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

唯有一體才能成事。為官者若能勤於職

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

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日：「但

事，再輔以「慎事」、「清廉」、「忠

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

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

直」，才能成就一位好官。而〈官箴〉

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

蒞官之要，曰廉曰勤，不特縣令

其市權，奏吏于庭，杖之十七。

中對於勤於職事頗多記載，例如：「文

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應爾也，然縣令視民最親，故廉

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

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第7則）、

勤一毫或虧，其害於政也甚烈。

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

「勞心不如勞力」（第9則）、京西轉

父兄愛護子弟，不只口體之養，不

小人為奸，固難防也。孝肅天性

運使晨起「監窯」（第10則）、「當官

僅平日言行的指導，更在子弟要任公職

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

者詳讀公案」（第11則）、「每月所用

前，就要教導基本的為官之道。為人師

雜物，悉書之庫門」（第19則）、「盡

長者如父如兄，對初出社會的學生，諄

心職事」（第22則）等，無一項不與

諄告誡做事態度亦當如此。否則中等資

「勤於職事」有關，也都與「清、慎、

質以下的人，遇事不能臨機應變，做出

忠、直」連成一氣，不可一刀切割。

正確的決斷，唯有平素多教導演練，他

陸隴其《蒞政摘要．盡己篇第一》
說：

90

他點出了地方官「廉潔勤政」，

91

仁笑比黃河清」。

對國家、百姓影響甚大，這是不爭的事
實。呂本中於〈官箴〉亦不乏對勤讀、

包拯為開封府令尹時，有「明察」

勤事、勤政之精闢見解，茲一一論述如

之稱，有犯人，按律當受脊杖，就事先

下：

去賄賂值堂書吏。書吏收賄後便關照犯

們臨事才能應變得及。

人說：「審訊後令尹一定會命我寫責狀

（三）勤於監督，以防小人

（一）勤讀公文，情偽自見

(注：用刑前的文書)，這時你就大呼冤

當官之人在「勤於職事」之時，更

第11則言：

枉，我自會為你辯解。」果然，包拯升

要勤於監督，以防小人。故第9則言：

〈官箴〉第28則亦言：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于死
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

堂審案後，便要書吏寫責狀，犯人如吏
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

所囑，大聲分辯。書吏就大聲斥責他：

前輩嘗云小人之性，專務苟且。

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免得安。

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

「快受杖刑滾出去，不要多囉嗦！」包

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

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

見，不待嚴明也。

拯聽了，便對書吏的賣弄權勢感到厭

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

輕重，義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

惡，反將書吏懲罰杖十七下，壓制小吏

有之曰：「勞心不如勞力。」此

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

的氣勢，對那個犯人倒從輕發落了。

實要言也。

思。

勤讀公文等文案，是對治不法小吏
的利器。所謂「吏人不怕嚴只怕讀」，

從包拯立場而言，這稱之為「以抑

官員無論執行多嚴格的規範，狡猾又多

吏勢」，其實包拯不知道自己已被小吏

由於 小 人 慣 於 苟 且 行 事 、 延 宕 事

當一個人作事不知輕重，不知義理

閱歷的小吏總能想辦法出脫，俗謂「道

捉弄了！「魔高一丈」於此可見。是以

務，為官者就要勤於監督，多勞其力的

之分，言行惑亂失常，所犯罪過縱然僥

高一尺，魔高一丈」，沈括《夢溪筆

當官者唯有「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

督導，以防小人苟且延宕誤了要事。若

倖逃得刑法制裁，但是日後被人詬病辱

談》就記載有小吏魔高一丈的事例：

不待嚴明也。」勤讀文案後，了解事件

於事後彌補，不僅費時費力，更是勞

罵，更可能生不如死。故唯有在平日就

來龍去脈，待得證據確鑿，就可依法辦

神，反不如事前勤於監督的好。

時時叮嚀教誨，令其耳熟能詳，一旦遇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

事了，這就是為什麼「吏人不怕嚴只怕

犯法，當杖脊。吏受賄，與之約

讀」的緣由。

事就產生本能反應，行事抉擇自然不偏
離正道。

結論

近年數度經由媒體報導，看見層

日：「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
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

（二）勤於職事，才能成事

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

「清、慎、勤」三者實為一體，也

〈官箴〉第28則言：

出不窮的社會亂象：有在公共場合言行
舉止粗魯猥褻，偏離正道的青年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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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所宜詳知也。

不乏高學歷者作奸犯科；更不缺高官顯

聖賢典範教學，希冀平居熟講，教之有

（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

要貪賄敗德的報導。究其因當與古聖經

素，令其立身要高於人，處世要知退

為：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不

7. 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

典未被看重有關。若及今於學校教育加

讓，執勤時保持超然的態度，以正道行

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

字曆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

強學習古聖事蹟，並落實於生活上，讓

事，養成其德，一旦臨事是非立判，則

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

不可不至慎，不可不詳知也。

經典教育不再只是文字上的翻譯，學生

脫然有得。而以「忠、直、忍、清、

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

8. 當官者，難事勿辭，而深避嫌疑；以

能深切體認其興味，庶幾能淨化人心，

慎、勤」為主軸之〈官箴〉一文，當是

思也。惟不能少自忍必敗，此實未知

至誠遇人而深避文法。如此則可以

建立積極進取的和諧社會。故警專生的

警專生首要學習的。

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予嘗為泰州

免。

附錄一《呂本中官箴原文》

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

9.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

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處罪

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

人，早間在東廊，晚間在西廊，以辟

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有之曰：「勞

日色之類。（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

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呂祖

〈舍人官箴〉為：「早間在西廊，晚

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將第7

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叢書

則「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

呂本中〈官箴〉原文 92 以《四庫全書》

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

集成新編》收錄之紫微舍人呂本中

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

中所錄之陳昉刊行版本為依據；至

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

〈官箴〉此句亦同。）又如獄中遣人

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於文中之句讀，則採用《叢書集成

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

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

加在本則之後，詞意更加明白。）

新編》收錄之紫微舍人呂本中〈官

巧持於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

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

10.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

箴〉中之版本 93，並以今之標點符號

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

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

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

標示，方便學生閱讀。並參酌呂祖謙

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

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

窯官，問：『日所燒柴凡幾竈？』

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94 及其按

複有悔吝耶？

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

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

聽者少矣。

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

語，俾使文意更清晰。

2.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
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

4.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

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

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

心。（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

徽惠穆秤停之說。（呂祖謙講述之呂

11.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

1.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

箴〉按語：有才識而不能任事。皆由

東萊〈舍人官箴〉為：「須用馮宣徽

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偽自見，不

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

不肯如此著想耳。）如有毫末不至，

所稱惠穆稱亭之說。」）此非特小官

待嚴明也。

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

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

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援。（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

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箴〉為：「則知所以持身矣。」）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

檢屍，雖盛暑亦先飲少酒，捉鼻親

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

哉！

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

南宋理宗寶慶三年（丁亥）陳昉刊行呂
本中之〈官箴〉三十三則：

5. 黃兌剛中嘗為予言：頃為縣尉，每遇

運使者，晨起，望窯中所出煙幾道知
之。其盡心如此。

12.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
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
省事為本。
13.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為猾吏所

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

3.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

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

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其所以使

6. 范侍郎育，作庫務官，隨人箱籠，只

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

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

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置廳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

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

橫死無所申訴也。

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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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譴，良可惜也。

19.叔曾祖尚書當官至為廉潔。蓋嘗市

警專典範教學

恕由于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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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于（於）死

14.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

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

24.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

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

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

遠，觀於己而得之，未有舍此二字而

甚於去者，後亦未免得安。世人至

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

所賸（剩）帛，就坐中還之。滎陽公

能有濟者也。嘗有人作郡守，延一術

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輕重，義之

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

為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

士同處書室。後術士以公事干之，大

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

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

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

怒叱下，竟致之理，杖背編置。招延

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

也。（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

20.關沼止叔獲盜，法當改官，曰：「不

此人已是犯義，既與之稔熟，而干以

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

箴〉將第15則「嘗見前輩作州縣。或

以人命易官。」終不就賞，可謂清

公事，亦人常情也。不從之，足矣，

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

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

矣。然恐非通道，或當時所獲盜有情

而治之如此之峻，殆似絕滅人理。

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

輕法重者，止叔不忍以此被賞也。

25.嘗謂仁人所處，能變虎狼如人類。如

（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

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加在本則

21.當官取傭錢、搬家錢之類，多為之程

虎不入境不害物，蝗不傷稼之類，是

無「不易之道」句。而將「事有當死

之後，詞意亦甚明白。並於其後加按

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所喪多矣！

也。如其不然，則變人類如虎狼。凡

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

語：「治獄不苟。皆一點不忍之心非

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呂

若此類，及告訐中傷，謗人欲置於死

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

僅懼禍而已。」）

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將第

地，是也。

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

者，後亦未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

15.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

23則「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

26.唐充之 廣仁，賢者也，深為陳、鄒

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

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

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

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

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

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惟不苟者

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

州，朱氏方盛，充之數刺譏之。（呂

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

能之。

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加在本則

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為

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

16.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習為

之後，詞意亦甚明白。並於其後加按

「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為

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

急；不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

語：「在己畏為其難。偏欲以難責

怨，傅致之罪。劉器之以為充之為善

所養也。」這一段另為一則，文字亦

【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

人。不恕故也。不恕由於不公。」）

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

略有更動。）

按語：方便二字。即利濟也。要盡心

22.當官者，前輩多不敢就上位求薦章，

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29.忍之一事，眾妙之門。當官處事，

但盡心職事，所以求知也。心誠盡職

27.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

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

17.孫思邈嘗言：「憂於身者不拘於人；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人精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

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

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

後嫁者也。當官遇事，以此為心，鮮

非私心專為己也。

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

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如此，則人

不濟矣。

體貼方得。】

28.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

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

23.畏避文法，固有常情，然世人自私

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

「忍過事堪喜。」95 此皆切於事理，

18.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

者，常以文法難任，委之於人。殊不

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

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

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

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

之道也。百種奸偽，不如一實；反覆

「吃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

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

處事，其能有濟乎？其能有後福乎？

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

言忍受得事。【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

及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

其能使子孫昌盛乎？【呂祖謙講述之

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呂祖謙

〈舍人官箴〉按語：耐瑣屑。習煩

上，前輩皆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

呂東萊〈舍人官箴〉按語：在己畏為

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按語「養

苦。不輕喜。不易怒。不激不隨皆忍

得不厚乎？

其難。偏欲以難責人。不恕故也。不

誠心句所包甚廣。」）不易之道。事

字之妙。故居官以此為尚。】

事畢矣！」實當官之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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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劉器之，建中、崇甯初，知潞州，部

警專典範教學

註釋：

傳二十四 呂蒙正》（台北：世界書局

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

1. http://tianranyouth.888bbs.tw/t627-topic

印行）。

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

摘編自唐漢 譯註，《康熙教子庭訓格

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歎伏之。後居
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他寓
居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

言．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 同上註。

3. 同 上 註 ， 《 康 熙 教 子 庭 訓 格 言 ．

12.同 上 註 ， 〈 卷 3 11 , 列 傳 七 十 呂 夷
簡〉。
13.同上註，〈卷336．列傳九十五 司馬
光、呂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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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同上註。
24.同上註。

25.同上註。

26.參見呂本中〈官箴〉，第三、七則。

27.參見《宋元學案》〈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卷19：熙寧初，知開封府。

14.參見《宋元學案》〈范呂諸儒學案．

二年，為御史中丞。時王荊公方行青

正獻呂晦叔公著〉冊一，卷十九，

苗法，先生極詆其非。荊公怒，舉

康熙引朱子言：「讀書須讀到不忍舍

「後文忠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

呂惠卿為御史。先生曰：「惠卿固有

當官，其使令人無乞丐錢物處，即此

處，方是得書真味。若讀之數過，略

之士，首以先生對。」，（北京：中

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荊公，

職事可為；有乞丐錢物處，則此職事

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者，則是於

華書局，1986.12.第一版），頁787。

荊公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

不可為。」蓋言有乞丐錢物處，人多

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

人。96 其廉慎如此。
31.故人龔節亨彥承，嘗為予言：「後生

陷主人以利，或致嫌疑也。
32.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
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
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33.范忠宣公鎮西京日，嘗戒屬官受納

十》。
4. 同上註，《康熙教子庭訓格言．十》

5. 同 上 註 ， 《 康 熙 教 子 庭 訓 格 言 ．
十》。
6. 同上註。

7. 王夢鷗 註譯，《禮記．學記》《禮記
今註今譯(新版)上/下》（台北：台灣
商務出版社，2009/11/10）。

15.同上註。頁787。

28.參見蔣義斌收錄陸游，《渭南文集》

17.同上註，頁788。

29.提舉，簡稱倉司，中國古代官職之

16.同上註，頁788。

18.同上註，頁788。

19.同上註，頁789。

卷 14，〈呂居仁集序〉，頁 81。

一，提舉是指管理的意思。提舉最
早始于漢朝耿壽昌設常平倉，用來管

20.參見《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史

理倉庫。宋代主管專門事務如常平司

部．第四十三冊．正史類．卷336．列

的免役、市易的官職，多以提舉命

傳九十五 司馬光、呂公著列傳》（台

名，例如：「提舉常平」、「提舉市

北，世界書局印行）。

舶」、「提舉學事」；另有「提舉宮

租稅，不要令兩頭探戒 。問：「何

8. 依蔣義斌教授之論，謂紹興十三年，

謂？」公曰：「賢問是也。不要令人

大慧宗杲〈與呂郎中書〉中提及呂本

戶探官員等候受納，官員不要探納者

中，該信中說：「居仁自言，行年

《宋元學案》〈范呂諸儒學案．正獻

觀」或「提點宮觀官」之名，如「提

六十歲」以此推算，本中當生於西元

舉太平興國宮」，是一閒職，只領薪

1084年，是時正是宋神宗元豐七年。

呂晦叔公著〉冊一，卷 19，頁788，
謂：「與司馬溫公同心輔政，民讙呼

俸而不管事，算是給一些老病官員的

參見蔣義斌 著〈呂本中與佛教〉，中

鼓舞，咸以為便，溫公卒，獨當國，

待遇。「提舉太平觀」，是一閒職，

國文化大學史學系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除吏一時之選。」

只領薪俸而不管事，算是給一些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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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然後入場。此謂兩頭探。但自
絕早入場待人口，則自無人戶稽留之
弊。」

第二期（1997.07出版）。

《宋元學案》〈涑水學案上．文正司馬

官員的待遇。
參閱http://zh.wikipedia.org/

9. 參見《宋元學案》〈元祐黨案〉冊

涑水先生光〉冊一，卷7，頁278「元

昉顓蒙之資，蚤膺吏事，塵囂馳

四，卷96，「紹興十七年丁卯，六

祐初，病作。時青苗、免役、將官之

騖，無所津梁。既得此書，稍知自勉，

月，呂東萊本中卒於上饒」。（北

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呂公著 )

30.依《宋元學案．范呂諸儒學案．呂

敬鋟於梓，與有志者同之。

京：中華書局，1986.12.第一版）頁，

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

公著》卷19，（梓材謹案：謝山《劄

3193。

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

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

21.《宋元學案》
〈范呂諸儒學案．正獻呂

世十七人。」攷正獻子希哲、希純

跋

慶 丁 亥 歲 三 月 既 望 ， 永 嘉 陳 昉謹
書。

10.參見《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史
部．第五十一冊．正史類．卷376．列
傳一三五 呂本中列傳》（台北：世界
書局印行）頁137-451。
11.參見《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史
部．第四十三冊．正史類．卷336．列

晦叔公著〉冊一，卷19，頁788-789。

wiki/%E6%8F%90%E8%88%89

為安定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

22.呂本中 著，《童蒙訓卷上》收錄於

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98子部

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彌

四．儒家類698-517至698-544. (台北：

中，別見《和靖學案》。滎陽孫本中

台灣商務印書館)。

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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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

行一言堪成禍福之本，雖作巧持其

詞義理，最為完備，事見《左傳》襄

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

末，不如拙誡其本。觀本知末，又非

公四年文。頁195。

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

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

與弟切問歷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啟

為，體靜心閑，方可觀妙」。

125

53.王庚生 注譯，《文心雕龍讀本．上
篇．銘箴第十一》頁189。

48.這是從縫衣服來的一個字。古代裁

54.參閱 徐梓 編著，《官箴》（北京：中

縫縫衣，有兩階段的手續，首先用

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6.第一版第

43.《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列傳第

竹製的籤──寫作「箴」──將要縫

一刷）頁1、2。

一百二十一．隱逸》本傳：孫思邈，

在一塊兒的布連綴起來，這是「綴」

55.《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冊47，

潘富思、徐餘慶，《呂祖謙評傳》

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

的步驟。其後，確認量裁無誤，再用

卷205,頁133-427，〈藝文四．雜家

之說，（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周。……嘗言：「天有盈虛，人有

金屬製的針（鍼）按線軌接合，這

類〉記載「呂本中官箴一卷」。

1992），頁 2-6。

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

就是「縫」。從單字說：「咸」是

32.參閱國立台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蔣義

56.參見清代紀昀等編纂，《景印文淵閣

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

「箴」字的聲符，以形聲字的造字

四庫全書．史部十二．職官類二．官

斌 著〈呂本中與佛教〉，中國文化

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

原則而言，不一定要具備意義。不

箴之屬．官箴提要》，（殿本，臺灣

大學史學系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二期

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

過，在這個字上，「咸」字本來是一

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冊602，頁

(1997.07出版) 頁129-155。

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

個人拿著金屬傷害物體，或者張著大

602-651。

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

嘴咬東西的樣子，有「齧」（咬合）

57.參見清代紀昀等編纂，《景印文淵閣

畏道，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

的意思，是以更清楚地告訴我們：

四庫全書．史部十二．職官類二．官

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

「綴」這個程序是用竹籤引線暫時

箴之屬．官箴提要》，（殿本，臺灣

案〉，頁 902，及《宋史》〈呂希哲

已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

咬住、固定的意思。當我們說「規

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冊602，頁

傳〉。

大；戒於近者，不侈於遠。」〔《四

箴」、「諫箴」、「官箴」都是指

602-651至652。

部備要．史部》冊184，中華書局 新

「誡」，有如縫製衣物時，針線所行

58.呂祖謙述呂本中言，〈舍仁官箴〉收

唐書（冊九)）〕

所止，必然有所依歸，依歸甚麼呢？

錄於《五種遺規冊一．從政遺規卷之

就是依歸於「箴綴」的軌跡。參見張

上》（台北：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大春SHUYIBARRY´S BLOG http://

《四部備要．子部》）

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
31.參見蔣義斌〈呂本中與佛教〉文引

33.《宋元學案》卷 36，〈紫微學案〉，
頁 1231-1234。

34.參 見 《 宋 元 學 案 》 卷 2 3 〈 滎 楊 學

35.《宋元學案》卷 36，〈紫微學案〉，
頁 1234。

36.同上註。

37.《宋元學案》卷 36，〈紫微學案〉，
頁 1234。

38.同上註。

39.參見蔣義斌 著〈呂本中與佛教〉，頁
131。

40.陸游著，〈呂居仁集序〉收錄於《渭
南文集》《陸放翁全集冊五》，卷
14，頁7-8。（台北：《四部備要》集

44.紀昀 陸錫熊 孫士毅等 編著，《四庫
全書總目》（殿本，臺灣商務印書
館，1984年版）
45.梁．劉勰 著，王庚生 注譯，《文心

istory.pixnet.net/blog/post/11020674%E8%AA%AA%E7%AE%B4

49.所謂「鞶鑒」，指飾有鏡子的大帶

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10月出版六

子，古人寫箴辭於其上，作為鑑戒，

60.晉．陳壽編纂，宋．裴松之《新校三

刷），頁188。

在此引申為明顯。參閱王庚生 注

國志注．魏書二．文帝紀第二》（世

譯，《文心雕龍讀本．上篇．銘箴第

界書局，2012.05.）

46.字典編輯委員會著，《康熙字典》
（台灣：世一出版社，2005.10.）

十一》註解五○。頁196。
50.梁．劉勰 著，王庚生 注譯，《文心

上篇．銘箴第十一》註解四三， 周

雕龍讀本．上篇．銘箴第十一》（台

41.見呂本中 著，《童蒙訓》卷上，收錄

書「文傳解」引夏箴曰：「中不容

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10月出版六

於《四庫全書．子部四．儒家類，頁

利，民乃外次。」呂氏春秋應同篇：

刷），頁188。

698-517至698-544》（台北：台灣商務

「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

51.參閱王庚生 注譯，《文心雕龍讀本．

印書館）。

職。』」又註解四四，周朝太史辛

上篇．銘箴第十一》註解四八。頁

42.《宋史．藝文志》錄 唐 司馬承禎《坐

甲，令百官作箴文，以進諫君王糾正

196。

忘論》一卷，其〈真觀五〉謂：「一

缺失，其中有一篇「虞人之箴」，文

刊）。

究〉摘要，江西師範大學 2011年學位

雕龍讀本．上篇．銘箴第十一》（台

47.參見王庚生 注譯，《文心雕龍讀本．

部，冊499，中華書局據汲古閣本校

59.羅秋文 著，〈 本中原本《童蒙 》研

52.同上註，頁189。

論文。

61.《曾國藩家書全集》道光二十九年四
月十六日家信，（台北：小知堂，
2001.5）

62.參見 趙其 文 著〈 淺談官 箴〉 《清
流月刊》（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號）http://www.mjib.gov.tw/mojnbi.
php?pg=d2/9906/1-2.htm

63.參見清代紀昀等編纂，《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史部十二．職官類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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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遣有窮途。」參見唐．杜牧 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

64.徐梓 編著，《官箴》（北京：中央

《樊川詩集注》卷四，頁二十一。收

1996.6.第一版第一刷）頁77。及參見

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6.第一版第一

錄於《四部備要．集部》冊450。（台

陳雯怡著，宋代官箴研讀報告：呂本

刷），頁71。

灣中華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中〈官箴〉。

箴之屬．官箴提要》。

85.南懷瑾 著，〈易經．乾卦．九三爻〉
《易經繫傳別講(上)》「九三曰：君

5. 黃啟方 選注，〈呂本中官箴〉《古今

74.案呂祖謙講述之呂東萊〈舍人官箴〉

文選》，見第1330期，民國102年9月9

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

淵閣四庫全書．集部237．別集》

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

日。

避日色之類。」此說似較合理。因為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

66.〈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第三則〉收

早上日出於東，故東曬較熱；下午日

1298-170。

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

錄於《叢書集成續編》〈庭訓格言．

頭西移，西曬甚熱。故審訓人犯時，

80.清．陸隴其著，《蒞政摘要卷上．盡

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新文豐出版

早上在西廊較涼快，下午在東廊較涼

已篇第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

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公司印行）冊六○，（台北：新文豐

快。

全書1725部．史部．職官類．官箴之

無咎矣。」（台北：老古出版社，

屬》（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

1900.1）

出版公司印行），頁551。
67.〈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第七則〉收

75.指台灣2013年7月發生在陸軍的死亡
案件――義務役士官洪仲丘，原預定

79.〈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錄於《文

四庫全書），冊602。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何

86.「范侍郎育，作庫務官」一句，未知

錄於《叢書集成續編》〈庭訓格言．

於2013年7月6日退伍，卻在7月3日死

81.南 懷 著 ， 《 論 語 別 裁 ． 顏 淵 篇 第

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新文豐出版

亡，由於死因事涉曾遭欺凌、虐待或

十二》（台北：老古出版社，

諸儒學案（全氏補本）云：「范鎮，

公司印行）冊六○，（台北：新文豐

其他軍事醜聞而引發社會輿論關注。

1976.05.01）

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第一，宰

出版公司印行），頁551。

洪仲丘於2013年6月底退伍前夕，因

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于進取，

68.參見黃啟方 選注，〈呂本中官箴〉註

82.參閱何孟春《餘冬序錄》卷八《政

攜帶具備拍照功能之行動電話和MP3

治》(《紀錄彙編》第52冊卷一五一

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

解76之說。（《古今文選》，第1330

隨身碟進入軍營，被指控違反軍隊資

《摘抄四》：宋時郡縣歲收朝廷應

官。遷起居舍人、知諫院。其後韓魏

期，民國102年9月9日。）

訊安全保密規定。洪仲丘懲處案經士

人錢糧之外，又有一種入庫公使(費)

公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判太

官獎懲評議委員會（士評會），函送

錢。州郡庫公使錢，所謂無礙官錢，

常寺，論定濮王典禮。改侍讀學士，

桃園縣楊梅市機步二六九旅高山頂營

官得使用，如傭錢、搬家錢之類，於

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

區，實施禁閉室「悔過」處分。7月3

此取之；而有司又得以為送遺餞宴過

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其後指安石

日在室外溫度達紅旗警戒，洪員體重

往官員支費。

用喜怒為賞罰，疏入，荊公大怒，持

69.屈 萬 里 註 譯，《 尚 書 今註 今譯 (新

版) 》（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
2009.11.10）

70.南 懷 瑾 著 ， 《 論 語 別 裁 （ 上 ） ‧
衛靈公》（台北：老古出版社，
1976.05.01）。

71.參見呂本中，《童蒙訓》卷上，收錄

所指，依《宋元學案》卷十九

范呂

98公斤、BMI值過高下，禁閉單位仍

83.瀧川龜太郎 著，《史記會注考證．孔

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

執行操練，造成洪員中暑、熱衰竭，

子世家第十七》（台北：宏業書局，

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先生

引發彌散性血管內凝血而死。參見維

1972.3.出版）

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

84.《唐書》卷196 〈列傳〉121 〈隱逸．

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

孫思邈〉：「…天有盈虛，人有屯

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荊

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

公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

76.宋．朱熹 集註，蔣伯潛 廣解，《四書

自慎。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

東坡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

讀本．大學》（台北：啟明書局）

義；農無畏則墮稼嗇；工無畏則慢規

矣！」哲宗立，賜以龍茶，存勞甚

73.此應為唐．杜牧〈遣興〉詩，被誤以

77.參見羅貫中 著，毛宗崗批，金聖歎鑑

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

渥。累封蜀郡公。卒，年八十一，贈

為是杜少陵（杜甫）之作，杜牧〈遣

定，《精印三國演義．第九十五回》

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亂不

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或謂范

興〉詩：「鏡弄白髭鬚，如何作老

（台北：老古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

鎮言行歟？

夫。浮生長勿勿，兒小且嗚嗚。忍過

司，1997.2四刷）

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

又依徐梓《官箴．呂本中官箴》註解

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

⑩，和臺大教授黃啟方《古今文選．

於《四庫全書．子部四．儒家類》 (台
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文淵閣四庫全
書》 )。698-517至698-544。

72.呂東萊〈舍人官箴〉乃呂祖謙述其曾
叔祖呂大中（東萊）之言也。

事堪喜，泰來憂勝無？治平心徑熟，

基百科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
i/%E6%B4%AA%E4%BB%B2%E4%B8

%98%E4%BA%8B%E4%BB%B6

78.參閱 徐梓 編著，《官箴》註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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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箴上》註解㊻皆以范育，字巽之，

原來晉江縣衙門裡吏員之猾是遠近聞

論文參考書目：

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三水人。從張載學。於哲宗元祐八年

名的。

1. 南懷瑾 著，《易經繫傳別講(上)》（台

冊602。

三月由給事中升戶部侍郎。
88.參見苗書梅 著，〈兩宋時期明州地方

90.清．陸隴其 著，《蒞政摘要卷上．盡
已篇第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

官僚體制研究──以監當官為中心的

全書1725部．史部．職官類．官箴之

考察〉：宋代設有都監、監押、巡檢

屬》（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

等武官，被稱為州司兵官；設州學教

四庫全書），冊602。

授主管學校教育；並增設了管理各種
倉場庫務堰閘的監當官，擔負財稅徵

91.參 見 宋 ． 沈 括 著 ， 《 夢 溪 筆 談 卷
二十二 謬誤 譎詐》。

收及管理職能。宋代設置的監當官主

92.宋．呂本中〈官箴〉收錄於《景印文

要是為了徵收商稅和保證專賣收入、

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六○．職官

以及主持官營製造、負責倉場庫務的

類》（台灣商務印書館發行）冊602，

管理等。因此，一個地方監當官的多

頁602-651至656。

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這一地區經濟

94.宋．呂本中〈官箴〉收錄於《叢書集

發展程度及其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重

成新編第三○冊，頁665-667》（新文

要性。（本文載日本《高知大學學術

豐出版公司印行）。

研究報告人文科學編》第55卷，參考

《四部備要．子部．五種遺規冊一》，

錄自2006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

〈從政遺規卷之上．舍人官箴〉（中

研究所遼宋金元史）http://www.lsjyshi.

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勘），冊386。

cn/SLW/2010/86/108618529JI2KI28EH2I
J9GJ20B7J.html

95.此應為唐杜牧遣興詩，被誤以為是杜

北：老古出版社，1900.1）
2. 屈萬里 註譯，《尚書今註今譯(新版) 》
（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2009.11.10）
3. 王夢鷗 註譯，《禮記今註今譯(新版)
上/下》（台北：台灣商務出版社，
2009.11.10）
4. 南懷瑾 著，《論語別裁（上）》（台
北：老古出版社，1976.05.01）
5. 宋．朱熹 集註，蔣伯潛 廣解，《四書讀
本．大學》（台北：啟明書局）

17. 宋．呂本中〈官箴〉收錄於清代紀昀等編
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十二．
職官類二．官箴之屬．官箴提要》，（臺
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冊602，頁602-651至656。

月出版六刷）

公司印行）

7.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台北：世
界書局印行）
8. 清．紀均 陸錫熊 孫士毅等 編著，《四庫
全書總目》（殿本，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4年版）
子世家第十七》（台北：宏業書局，

（ 東 方 文 化 學 院 京 都 研 究 所珍 藏

嗚。忍過事堪喜，泰來憂勝無？治平

1972.3.出版）

版），其〈曆學維新〉上說：曆學有

心徑熟，不遣有窮途。」

10. 晉．陳壽編纂，宋．裴松之《新校三國志

法有用。法者，測各重天之運形體

96.黃啟方 選注〈官箴下〉，本句之句讀

勢，以審諸曜出入隱現，以求太行

為「有府尹取兵官白直點磨他寓居，

11. 宋．宋祁、歐陽修 編著，《新唐書》

軌道，以定準則也；用者，取本法測

無有不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

（台北：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四部

定之分數，隨方隨時，以推步日月五

人。」見《古今文選》第一三三一期

備要．史部》）

星，次舍衝照，交食凌犯順逆等情

（民國102年9月23日星期一）

注》（世界書局，2012.05）

12.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
金生、梁運華 點校，《宋元學案》（北
京：中華書局，1986.12.第一版）

sssp/2013/0104/12107.html 在《妙香室

《四庫全書》本「不要令兩頭探戒問

13. 清．陳弘謀 著，趙洪剛 譯，《從政遺規

叢話》中，清朝咸豐三年(1853)，福

何謂」，其中「戒」字，疑為「或」

(白話本)》（中國：中國商業出版社，

建晉江縣正堂出缺，巡撫調張培仁的

字之誤。《叢書集成新編》本為「不

2010.1）

朋友王子符去做代理知縣，王子符苦

要令兩頭探。或問何謂」，其意較適

苦哀求，不肯上任。閩撫大怒，要上

當。

彈章參他，他也不怕。什麼緣故呢？

六○，頁551-558。

編第三○冊，頁665-667》（新文豐出版

如何作老夫。浮生長勿勿，兒小且嗚

直歷，點磨」

帝庭訓格言〉（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冊

讀本》（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10

89.明．西洋湯若望刪定《新法曆引》

參閱http://lishi.jguo.cn/

16. 《叢書集成續編》〈庭訓格言．聖祖仁皇

18. 宋．呂本中〈官箴〉收錄於《叢書集成新

9. 瀧川龜太郎 著，《史記會注考證．孔

97.呂祖謙〈舍人官箴〉則為「取官兵白

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

6. 梁．劉勰 著，王庚生 注譯，《文心雕龍

少陵（杜甫）之作，「鏡弄白髭須，

也。然而，立法難矣。

15. 宋．呂本中 著，《童蒙訓》(台北：台灣

19. 宋．呂祖謙講述呂本中〈舍人官箴〉收錄
於《五種遺規冊一．從政遺規卷之上》
（台北：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四部
備要．子部》）
20. 徐梓 編著，《官箴》（北京：中央民族
大學出版社，1996.6.第一版第一刷）
21. 清．曾國藩 著，《曾國藩家書全集》
（台北：小知堂，2001.5）
22. 唐．杜牧 著，《樊川詩集注》。收錄於
《四部備要．集部》冊450。（台灣中華
書局據明刻本校刊）。
23. 宋．陸游 著，《渭南文集》(台北：《四
部備要》集部，冊499，中華書局據汲古
閣本校刊)。
24. 羅貫中 著，毛宗崗批，金聖歎鑑定，
《精印三國演義》（台北：老古文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1997.2四刷）
25. 字典編輯委員會著，《康熙字典》（台
灣：世一出版社，2005.10.）

14. 清．陸隴其 著，《蒞政摘要卷上．盡已

26. 蔣義斌 著，〈呂本中與佛教〉，中國文

篇第一》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化大學史學系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二期

1725部．史部．職官類．官箴之屬》（臺

（1997.07出版)

130

警察通識叢刊――102年發揚公務倫理暨端正警政風紀學術研討會特刊

27. 黃啟方 選注，〈呂本中官箴上〉《古今
文選》，第1330期，（民國102年9月9
日）
28. 黃啟方 選注，〈呂本中官箴下〉《古今
文選》，第1331期，（民國102年9月23
日）
29. 苗書梅 著，〈兩宋時期明州地方官僚體
制研究──——以監當官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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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
2013 年
31. 陳雯怡 著，宋代官箴研讀報告：呂本中

互動與討論

〈官箴〉http://www.scu.edu.tw/history/song/
maxium/max2.doc 的 HTML 檔
32. 趙其文 著，〈淺談官箴〉《清流月刊》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號）http://www.

主持人／內政部警政署何副署長海民

大專院校幾乎沒有在作典範教學，典範
教學是什麼，在座各位可能未必完全明

mjib.gov.tw/mojnbi.php?pg=d2/9906/1-2.htm

（本文登載日本《高知大學學術研究報告

33. http://tianranyouth.888bbs.tw/t627-topic摘編

感謝李老師對於呂本中官箴要旨

瞭，其實典範教學事實上就是經典的教

人文科學編》第55卷，參考錄自2006年

自 唐漢 譯註，《康熙教子庭訓格 言》

的深入詮釋，為官之道，是古時候的話

學，李老師在此做典範教學基本上就是

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遼宋金元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語，現代的話就是怎麼作為一個公務人

一個大亮點。

史）
30. 鄧小南〈從「按察」看北宋制度的運行〉
收錄於《近世中國之變與不變》第四屆國

34. 《 妙 香 室 叢 話 》 h t t p : / / l i s h i . j g u o . c n /
sssp/2013/0104/12107.html  

員，所以說李老師對的研究報告，個人

兩個特色就是經典教學如何去做，

覺得是為即將成為公務人員的在座同學

且把上課的內容加以詮釋，我想李老師

和已經是公務人員，提供一個良好的學

已經做到，剛才我們在上課簡直就像如

習準則。以這篇文章而言，李老師對於

沐春風上了一課，換句話說，李老師已

這篇官箴要旨的詮釋可謂是淋漓盡致，

經做到典範教學的精要，也已經替我們

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對於負責警專教

明年下學期的國文老師要上經典教學專

育的陳校長一定有很大的啟發，現在我

書選讀開了一個渠道，讓老師們能容易

們歡迎陳校長做更深一步的詮釋謝謝。

地就進入狀況。
三點商榷的第一點就是論文部分屬

評論人／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陳校長連禎

於偏重教學，如果以學術研究的論文而
言，恐怕還要再做一個加強的結論；第
二點就是在這篇文章的比例上，算一算

感謝李老師、各位同仁以及各位同

原本計有四十一頁，前言及介紹呂本中

學大家午安、大家好，李老師可說是以

的家學淵源和學說占了十五頁之多，前

很認真態度著手製作這份簡報。題目是

言及呂本中家學淵源介紹得很精采，我

對官箴的研究，是我個人相當倡議的，

們時常說看文章要知其人，了解他的背

所以說李老師有不足的地方，本人要負

景，事實上很重要，李老師將這部份寫

一半的責任，但看在我們何副署長已經

得很精采，但我們知道其實精彩的另外

講述過，現在我不宜再多作評論，但在

一個面向就是可能會有一點喧賓奪主，

此還是給予本人的一些建議。

所以說比例上可以再精簡或調整；第三

李老師的典範教學，有一個亮點、
兩點的特色、三點的商榷：
一個亮點就是典範教學，現今各

點就是在第二十一頁以及在第三十一到
三十七頁詮釋慎的這部分，個人是建議
追朔原本的意義跟出處，可能會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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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

三百頁，歷朝歷代的官箴，有的寫得很

我這幾天都在家研讀官箴，以前已

精采，舉個例子，比如我們都會說要堅

看過好幾次，但我看書就是不求甚解，

持清廉，請問各位，這個原則堅持清廉

求得快樂就好，但因為要做評論，就

怎麼堅持？你說第一次就拒絕接受賄

只好一個字一個字的仔細研讀，坦白講

賂，那要如何去拒絕呢？我們愛財要有

官箴還真是不好讀，不管是三十三則還

道，各位以後就任公職，有些人會誘之

是三十四則，真的不好念，老師的詮釋

以利，送禮、請客，你該怎麼辦?有則

再加上現今的案例，古今呼應，真的要

官箴說，有人送禮時，旁邊要請一個證

感謝李老師的認真，今天有三個場次，

人，然後把禮品打開，看看到底是何

七篇文章發表，據我所了解，李老師是

物，並把它紀錄下來，如果照這方法來

第一位繳交文章的，可見老師認真的態

做，就不會有人被送一盒茶葉，內裝新

度。李老師跟我講說以前從來沒有真正

臺幣，最後被移送法辦，然後被起訴定

涉入這個區塊，但誠如我們剛才主持人

罪，官箴除了講原則外，也有講具體的

何副署長所言，其實官箴就是教我們為

防貪作法，可以慢慢地仔細研讀，對大

官之道，如何做一個標準的公務員，這

家未來一定會有幫助，再次謝謝李老師

方面有無必要再繼續探討呢？是有必要

的發表，謝謝所有同仁。

的。其實官箴不只一則，印出來將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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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公務倫理基礎建制的內涵及作法：
OECD國家的經驗分析
詹靜芬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一個有效能的法律結構，七、有效能的

各國的公務體系莫不重視倫理基礎

課責機制，以及八、一個積極的公民社

建制之建立，並以法制化作為提振公務

會等。除第一項要素發揮著領導作用，

倫理的最重要途徑。然而一個完整且健

以及第八項要素形成鞏固的支持外，其

全的倫理基礎建制是徒法令不足以自行

餘六項分別扮演控制、指導及管理的功

的，猶需其他條件的妥適併行。國際經

能。此八項要素不可或缺，惟如何設計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綜合其

一個具體可行的倫理機制，則是要根據

會員國的實務發展經驗後，彙整出建構

其國情文化，以及該時空下的整體環

一個健全的公務倫理基礎建制，必須包

境，而異其比重配置的。

含下列八項要素：一、政治領導者的支
持，二、可行的行為守則，三、專業的

關鍵字：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倫理基

社會化機制，四、一個協調性的倫理專

礎建制、防制性倫理問題、促進性倫理

責機構，五、支持性的公務環境，六、

議題、積極的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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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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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 3 ，及公

反映出價值的選擇及行為的具體標

正（equity） 4 等多元價值議題的強調

準。Marshall E. Dimock, Gladys Ogden

（Soni，1999：579；引自林鍾沂，

Dimock，以及Douglas M. Fox則認為，

2005：635），使得公務倫理的意涵早

行政倫理是有關違反職責的所有事例，

已大異其趣。

及如何建立適當和正確的行政行為；而

不惟其專業技術能力之展現而已，尤

公務倫理（public administrative

以其公務人員是否具有人文關懷的心

ethics），或稱行政倫理 ，古謂「官

性修為，更是攸關政府能否獲得人民

箴」，論者不乏有將之視同「為官之道

公務倫理也常將行政中立作為規

行政倫理守則之基礎，在於道德的價

信任的重要關鍵，是以現代政府除在

首重廉潔（integrity）」之謂者。許多

範主軸，但Dennis F. Thompson並不以

值。O. P. Dwivedi則認為當公務員個人

精進其公務人員的專業技術能力外，

文獻及實務上在探討如何提升公務倫理

為然，他認為有二種常見的行政議題

或集體利用職權，作出違反應有的忠貞

甚而重視其公務人員的倫理涵養，使

時，亦常將重心置於如何防杜公務人員

其實並不屬於行政倫理，其一是「中

及價值之行為，因而損害大眾對政府的

公共服務優質化。誠如經濟合作暨發

貪污賄賂等不倫理行為問題上。此外，

立倫理」（ethic of neutrality），其二

信心及信賴時；或為獲取私人利得而

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亦有將公務倫理與階層倫理二者混淆互

是「結構倫理」（ethic of structure）。

犧牲公眾利益時，即構成公務員的倫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即

用者，以為公務人員應對機關組織宣示

所謂中立倫理，係指在代議政府制度之

理問題。Terry L. Cooper認為行政倫理

曾明示：「公務倫理是鞏固公共信任

效忠、遵守法令規範及組織文化、服從

下，行政官員必須遵照民意代表的立法

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行政責任；Fredrick

（public trust）的先決要件，也是政府

上級長官指揮領導，凡此即是實踐公務

決策而作為／不作為，並且在執行時保

Mosher也持相同看法，認為無論公、私

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的一個重

倫理。尤其我國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強

持道德及價值的中立；而結構倫理係指

部門，責任是最重要的關鍵字。就上述

要基礎」（OECD, 2000：9）。因而世

調社會秩序是建立在階級與權威之上

公共政策的設計、發展及執行，乃由組

諸位學者之定義看來，所謂行政倫理是

界各國的公務體系莫不重視倫理基礎建

（張德勝，1989：92），有所謂「犧牲

織而非由個人負責，因此我們不應僅對

有關公務員在公務系統中，如何建立適

制（ethics infrastructure）之建立，並咸

小我，完成大我」，以及「君君、臣

政府組織中的某一位政府官員妄下道德

當及正確的行政責任的行為（蕭武桐，

認倫理法制化是提振公務倫理的最具體

臣、父父、子子」之長幼尊卑關係，因

判斷。Thompson強調，若要使行政倫

2002：12～14），主要係強調對不倫理

措施。然而徒法令是不足以自行的，一

此特別注重長官與部屬、團體與個人、

理成為可能，則此二種觀點皆須揚棄

行為的防制。

個完整且健全的倫理基礎建制，其實有

大我與小我之間的角色分際，希冀從而

（Thompson, 1985:555-561；林鍾沂，

另一派學者的定義則迥然不同。K.

賴於國家整體政治社會環境的配套方可

締造和諧穩定的組織文化。於是，反貪

2005：635～636）。此種看法，顯然顛

G. Denhardt（1988）將行政倫理界定為

奏功。

倡廉及階層倫理二者，一度儼然成為我

覆並超越了長久以來一般人對公務倫理

在合理的行政組織範圍內，植基於核心

國公務體系倫理價值的主流。

內涵的認知及理解 5。

的社會價值，並訴諸個人和專業責任，

1

然而，廉潔及階層倫理雖然是公

若上述這些吾人所慣常以為並奉行

針對決策標準所持的獨立批判過程。其

務倫理內涵的一部分，卻絕非全部。

的概念，嚴格說來並非公務倫理全貌，

中有三個主要關鍵：一、係就決策過程

誠如Dennis F. Thompson所指出

尤其是自1960年代「新公共行政」

則何者究為是？為使公務倫理具體可

所同意的標準進行獨立的批判和質疑；

的，若要使公務倫理有實踐的可能，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NPA）學

行，避免淪為各說各話的紛亂情況，本

二、是所持的倫理標準內容應能反映社

文以下擬先明確界定公務倫理的意涵。

會的核心價值，並隨時調整和改變；

貳、公務倫理意涵

2

則必須先釐清一個最根本而實際的問

派所形塑的行政新思潮以來 ，便疾

題，即「究竟何種情境下所面臨的問

呼公共行政的服務對象應該是人民，

題才屬於倫理的範疇」？（Thompson,

而不是組織或長官個人，並應擺脫傳

1985:555；林鍾沂，2005：635～

統「價值中立」（value-free）的僵化

Felix A. Nigro及Lloyd G. Nigro

目標，以決定如何行動或作成決策的標

636）。對此，論者眾說紛紜，莫衷一

固守，而代之以民主（democracy）、

認為，行政倫理是政策執行過程中所

準。D. F. Thompson（1988）認為行政

二、公務倫理的意義

三、是行政人員不僅是以個人，更應以
組織成員的身分來考量組織角色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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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係指應用於組織官員行為的道德原

政機關及行政人員間正當關係與正當

為了能更清楚公務倫理的梗概及

專業精神、社群主義等理念相結

則，包括：1、當某一個人的行為深深

行為準則的一種規範秩序（陳德禹，

圖像，本文自其性質差異及文官階層二

合，不惟負面不法行為的禁止，

影響其他個人和社會的福利時，所應尊

2000：289）。進一步具體而微論述，

者，區分公務倫理的實質內涵，分述如

並強調應擴及正面積極思維的提

重的權利與職責；2、集體的實務和政

則係指公務人員在處理公眾事務或進行

下：

倡，焦點多在對公平、正義、道

策若同時影響個人和社會的福利時，

公共決定時，能夠遵循一定行為的道德

所應滿足的條件。H. G. Frederickson

規範，表現適當及正確的行為，以達成

（1997）在《公共行政的精神》（The

公共目標。

德、良善、慈悲、公益等多元憲
（一）自性質區分：

政價值的深思、反省與實踐上。

1.防制性倫理（the defensive

促進性公務倫理的特質之一，在

administrative ethics）問題

於這些價值的存在，本身並不是
1

Spirit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書中

然而公共目標並非單一純粹，公務

則指出，倫理的領域係屬哲學、價值和

核心價值亦屬多元複雜，故在公務體系

係指公共服務的道德標準與行為

是非對錯的「問題」（question/

道德的世界，主要在追求對與錯的判別

中有關公務人員的適當正確作為，以及

操守（Chapman，1993：1），

problem） 6 ，而是價值偏好順

標準，為抽象的範疇；而行政則涉及決

角色與行為分際之間，很難有一致而明

是一種有關禁制性的規範，主要

序排列的多重選擇性「議題」

策與行動，旨在將工作做好，為一不折

確的具體對錯判準。因為行政組織中往

在矯治負面的不倫理行為，例

（issue） 7 ，其對倫理的追求不

不扣的實務。但二者可以相得益彰，甚

往存在多元且相衝突的價值，而行政人

如探討如何防杜公務員貪污、賄

惟消極守法而已，更是積極地

至價值是行政的靈魂。所以行政倫理的

員必須在這些分別可以被確認且相競合

賂、濫權、瀆職、竊盜詐欺等，

慎思熟慮，多元考量。由於其

研究，係以組織成員守法、誠實、服膺

的價值中予以評比排序，因而形成倫理

故謂之「防制性的公務倫理」。

不僅是簡單的合法與否的問題

職業倫理守則與個人道德、執著憲政

的議題或困境。

由於這些不倫理作為通常會透過

判斷，更是一種多元價值競合

法令予以明文禁制規範，故行為

（competing values）的困難決

準則往往即在於合法與否的問題

定，公務人員藉此深思反省的作

原則（尤其是權利法案）和憲政價值
（regime values）為其主要特徵。就此

三、公務倫理的內涵

看來，吾人可初步從上述三位學者的定

如前所述，一般人往往以為杜絕

判斷。然一味地以管制性手段防

為而可使其公共服務時具有人性

義中為行政倫理歸納出一核心意義，亦

貪污、不收受賄賂、服從上級長官的命

杜不倫理作為，雖可迫使公務人

溫度及人文深度，是謂「促進性

即行政倫理係指行政人員或組織為其行

令，以及行政中立、遵守組織規範及法

員合乎法令規定或組織規範，但

的公務倫理」。

為和決策的對錯與好壞，所進行的一種

規命令等等，即實踐了公務倫理的內涵

卻可能扼殺其士氣，不易有創新

一如Gortner（1991）所指出

反思和原則取向的規範判斷（林鍾沂，

及真諦。然而，有時行政人員會發現上

的積極思考或作為，故可稱之為

的，倫理議題是具有下列判準

2001：616～617）。亦即，公務倫理主

級長官的命令或組織的不成文規範不一

「消極性的倫理作為」。

的：

要係在公共服務環境中，對必然存在的

定合理，甚至可能不合法，於是便會陷

2.促進性公務倫理（the

(1)該情境中存在多元價值的衝

多元價值進一步深思反省。

入服從（忠誠）或抗拒（廉正）的兩難

affirmative administrative

對於上述學者的不同爭議，本文

情境。換言之，當一個組織團體對於正

ethics）議題

(2)這些多元價值可分別被確認；

擬進行較廣泛之定義，認為公務倫理係

確的標準具有清楚的共識，而團體中的

由於受到新公共行政運動的啟

(3)必須在這些相競合的價值中

政府機關組成分子的行為標準規範，其

成員卻未能遵循這些標準時，便是產生

發，以及邇來當代管理思潮的影

評比排序（Gortner，1991：

具體表現在行政實務中，係指公務員在

了不合倫理的行為；但有時團體中對於

響，公務倫理內涵有別於傳統行

148），進而作為組織決策及

行政體系中角色扮演時所應掌握的「分

這些標準缺乏清楚的共識，此時便產生

政倫理著重組織內部管理的經濟

個人抉擇的依據。

際」，及應遵守的行為規範（邱華君，

倫理議題（何畫瑰，2003：1），而這

效率觀，而逐漸與社會正義、多

1996：16），同時也是行政生活中，行

些都構成了倫理的內涵。

元利益、公民參與、政治回應、

突；

換言之，公務倫理議題即是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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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
（策略的層級）
技術能力

人性瞭解能力

概念能力

←低階
（操作的層級）
圖1   不同層級主管之能力關係型態（資料來源：彭文賢，1980：113-114；作者修正）

組織層級
←高層

業務性質
一般性
專業倫理

←中階
（協調的層級）
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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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倫理

階層倫理

決策倫理

←中層

←基層

圖2   組織各層級之倫理內涵（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程度不一的裁量權及管理功能，甚或在

（cross-geography）或跨代性（cross-

技術能力意指對特定專業知識的

草案擬訂階段即享有實質的決策權。以

generation）的影響（Luke，1991：

瞭解及分析能力，以及應用專業設備及

致於不同階層者所面臨的倫理困境是截

163～166），故有所謂「跨域正義」

操作專業器材的技術能力。人性瞭解能

然不同的，所對應的倫理具體措施也

（cross-geographic justice）及「代間正

（二）自階層區分

力意指主管與其所領導的工作團隊相互

無法彼此流用，故有獨立討論之必要

義」（cross-generation justice）等。中

除自性質區分外，倫理內涵項目尚

溝通，建立合作機制的能力。概念能力

（Gortner, 1991a: 5、13）。

級文官上承領導者之命執行政策，對下

可因公務人員之不同階層，以及因不同

係指管理者能夠將組織整合成為一個整

易言之，不同層級的公務人員，

則要監督管理部屬，故Likert以「連針

職系類科而異。

體，並以全觀性的思維方法處理問題，

由於角色及職能不同，倫理內涵亦應各

F. E. Cast及 J. E.Rosenweig二人

人」（linking pin）一詞喻之。就功能

認清組織中各種功能之相互依存的關

異。其中愈高階的文官因擔負大部分的

角度而言，主要職司組織內部資源的協

認為，任何一個組織存在層級節制

係，有其共同努力之目標，以及認識各

決策功能，故應特別強調決策倫理，

調及管理，故特別著重人性及人格的差

的關係，且其管理系統皆具有三個

種影響因素，觀察組織與外界互動關係

亦即前文中所提及的「促進性行政倫

異，而需採取彈性的、不同的管理方

主要層次：即操作的（operating）、

的能力。

理」；愈基層的文官因為主要在忠實地

法，因此，其角色扮演要較其上之領導

員必須在多元且相競合的價值中作一選
擇時而產生的兩難困境。

協調的（coordinative）和策略的

圖一顯示，無論任何層級人員皆必

執行既定政策，故應強調階層倫理、專

者或其下之基層人員更為多元，所面臨

（strategic），此三個層級的工作內

須同時具備上述三種能力，惟其中比重

業倫理以及依法行政的防制性倫理內

之倫理困境也更為複雜。

涵，不僅在實質上不同，彼此在觀點

或有不同。大凡層級愈高，愈需要策略

涵。中級文官則為組織機關管理核心，

至於基層人員，既位居組織中的

上也各異其趣。美國管理學者Robert L.

上的概念能力；層級愈低，愈需要操作

一方面肩負決策權、人事權，及管理權

最低階層，主要負責既定政策或法令之

Katz在其〈有效能的行政人員能力〉

上的技術能力，至於人性瞭解能力，則

等，應著重的是決策倫理、管理倫理；

具體推動施行，因此首須著重服從上級

（Skill of Effective Administrator）一

是每個層級所共同均等必備的。

二方面卻又要致力既定政策目標的實

指揮之階層倫理，以及為達成所交付任

現，而必須兼顧階層倫理及專業倫理；

務時所必須遵循之專業倫理守則等。就

職是之故，各級行政人員間之倫理內涵

渠等而言，忠實而無私地履行職務應即

並非一成不變地一體適用的。

為其主要角色及任務，縱或有些許決策

文中，認為一位行政主管必須同時具
備三種能力，即技術能力（technical

有鑑於此，故本文認為各級文官的
倫理內涵亦並不相同，如圖二所示。

skill）、人性瞭解能力（human skill）

在大部分的組織結構功能設計中，

和概念能力（conceptual skill），並且

組織成員間雖有層級的劃分，但卻沒有

申言之，組織高層者以其決策

權（行政裁量權），但所占比重應為

認為不同層級的主管對於上述三種能力

明確的職責功能界線而有部分重疊性，

角色，故須加強其「決策倫理」，亦

最小。Thompson即認為，基層文官在

的需求程度也各不相同，其關係型態

例如領導者職司大部分的決策功能，

即從事決策時，尤須考量所作之政

「最後的」目標尚未定案之前，尚可提

如下圖一所示（彭文賢，1980：113～

也承擔一部分的管理及執行責任；基層

策決定可能造成長期、間接及外部

出個人的看法，表示個人的道德價值判

114）。

人員雖然專司執行之責，同時也被賦予

性（Ventriss，2001：266）之跨域性

斷，並和主管議論，以及提出相對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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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主張。惟俟主管最後決策後，便

in the public service），故其構成要素包

要歸於沈寂，忠實履行，此謂之「懸

括靜態方面的法令明文規定及組織結構

此外，行政倫理要能真正發揮清

應依法行政，並保持政治中立。英國

置中立」（suspended neutrality） ，

制度設計，以及動態方面有關政府提倡

明吏治的功效，也應擴大行政倫理標準

《政府倫理法》則分別從應為與禁止事

斯時基層行政人員的選擇則只有服從

倫理的相關具體措施及作為。

的應用對象及範圍。亦即，吾人有必要

項界定公務倫理，認為公務人員必須遵

8

大的正面作用。

務之準確分析；「中立」係指公務人員

或辭職而已（林鍾沂，2005：636）。

根據對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會員

向其他公務部門負責人，尤其是首相、

守政治活動參與的相關限制，不得依政

Thompson的此種看法，無疑地為目前

國中之美國、英國、澳洲、芬蘭、墨西

國會成員、司法界人員等推展公務倫

黨之考量行事，或將公務資源用於政黨

深陷因依法行政而官僚顢頇爭議的基層

哥、荷蘭、挪威等國家倫理機制之介

理，而不僅僅是行政人員。例如澳洲便

之政治目的；亦不得以個人的政治觀點

文官作了初步的解套。詹靜芬（2010）

紹，可發現各會員國根據其各自的國情

發展出針對各部會首長所訂定的職責

提出任何建議或行動。

也曾在〈基層文官的倫理困境：依法行

及文化，對於建制一個適合各該國的倫

指導方針，並且成效良好（Sherman，

政下的難題〉一文中指出，當基層文官

理機制容或有些許差異，但在綜合彙整

1998:18~25）。若吾人一味地以高標準

（二）美國公務倫理規範

在依法行政後卻仍產生不良的後果，

後提出建構一個完整的倫理機制，至

要求行政文官的倫理行為，卻並未同時

1978年《政府倫理法》規定公務

則需要檢討的，恐怕不是基層文官應

少須具有下列八項基礎要素（OECD，

要求機關首長及國會成員同時遵守，往

人員都需要申報財產，公開提供大眾查

不應該依法行政的問題，而是法規制

1996；OECD，2000:24-25）：

往使得公務倫理的提倡及施行遭遇瓶

閱。在《赫奇法》規定內容當中，就

頸。

「他律」的角度而言，認為公務人員不

度本身可能設計不良所致（詹靜芬，
2010b）。
由於不同層級文官所應服膺的倫理

一、政治領導者的支持及允諾
（Political commitment）

二、可行的行為守則
（Workable codes of conduct）

能運用職權干擾或影響選舉結果，不能
參與政治性事務，並規定禁止政治性捐

內涵各不相同，故在國家考試的考選程

如果一個政府的領導者對於不倫

序中，公務倫理的範圍、內容及型式，

理行為能夠明確地表示無法容忍的態

即使OECD會員國在公共管理上已

權或影響力強迫他人從事政治活動。就

亦應有別。愈高層級應加強倫理思辨能

度，則自然能為人民的公共生活樹立一

逐漸減少對公務員的法律命令之強制

「自律」的角度而言，公務人員應避免

力，尋找解決問題的各種可能性；愈低

個最低限度的標準。甚而，若能鼓勵具

性規範，而多改採溫和的管理方式，以

下述行為：(1)將公務作私人用途；(2)

層級則愈須服膺專業技術理性，以合法

有積極興利的思維及作為，將更能提升

守則訂立之，但不可諱言地，公務員的

對於任何組織或個人給予優先處理；(3)

與否作為解決問題的答案。

公務倫理的水準。近來OECD會員國有

行為守則仍是相當重要的。各國訂立之

在公務處理途徑外作成政府決定；(4)使

普遍將行政倫理的實踐提升至政府層次

文官守則，如下所述（國家文官學院，

社會大眾對於政府的誠實、廉正產生不

的趨勢，例如英國政府便由梅傑首相

2013）：

信任；(5)妨礙政府經濟或效率；(6)行

參、公務倫理基礎建制的涵義

款的募集，以及不允許公務人員運用職

為喪失自主性或公正性。

於1994年成立了「公共生活標準委員
承上對公務倫理定義作消極性及

會」；葡萄牙在1993年由「政府行政現

（一）英國公務倫理規範

促進性之分類，則所謂公務倫理基礎建

代化秘書處」簽署政府義務憲章；荷蘭

英國之文官《公共服務守則》載

制（public ethics infrastructure）係包括

在1995年由內政部長發起調查政府廉潔

明，公務人員應致力實現其任務及價

加拿大之《公共服務價值與倫理

所有積極地促進公務倫理，以及消極地

的運動；美國於1991年成立直隸於總統

值：廉潔、誠實、客觀及中立。其中，

法》從「自律」的角度出發，認為公務

防制行政貪腐之有關法令制度、組織

的「廉潔及效率委員會」，以及韓國總

「廉潔」係指公務人員應將公共服務之

人員之工作與專業行為，應受一套包括

機構，及政策措施等（the institutions,

統於1999年八月宣示反貪污等，足見政

義務置於個人私益之上；「誠實」係指

民主、專業、倫理、人本等價值平衡之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ey have for

治領袖的參與，及親自率領樹立新模

公務人員應真誠及公開；「客觀」係指

公共服務價值架構所引導。其中「民

promoting ethics and countering corruption

範，對於推行一國之行政倫理，將有極

公務人員之建議與決策，應植基於對實

主」價值係指公務人員應在法律規範下

（三）加拿大公務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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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思考及作為。因此，一個與其工
作相當之待遇及環境，使其無後顧之
憂，是相當重要的。然而近來各國所大

由於倫理促進機制包括靜態的法

力推行的行政革新或政府再造方案，皆

令制度及組織結構設計，以及動態的所

偏向以精簡政府組織，或裁減政府的公

有措施及作為，因此容易因紛亂而淪入

共支出為主軸，結果造成組織內部成

主要係指專業的教育及訓練等活

治絲益棼的困境，是故有必要成立一個

員人人自危，因為不安全感而無心工

（四）日本公務倫理規範

動，是指一個可以對所有公務員不斷施

可以統籌及協調所有倫理活動之規劃及

作，甚而另覓他職，結果是，試圖減少

日本之《國家公務人員倫理法》規

行再教育，使其有效地學習並接受倫理

進行的倫理組織。此一機構可能以多種

資源浪費，卻產生更多的工作需求；

定公務人員受全體國民之託付，其職務

規範及行為標準，並且隨著時代環境的

不同的型態存在，例如在國會中設置委

緊縮機關預算，從而使人員的升遷無

係為全體國民服務之公務。該法主要內

變動，重新認識公共服務價值理念的過

員會，或在政府機關中設置特定的機關

望；凍結調薪，以致於無法與私人部門

容在規範公務人員應禁止之行為、限制

程。因此，教育及訓練是非常重要的，

單位等是。這個倫理體制也可能有多種

的薪資結構相匹敵。凡此，皆對人員

接受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之贈與等。

無論是透過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既可

不同的功能，其一者，如兼具調查機

的士氣有不利的影響，進而影響其倫

喚起初任甚或久任公務員的倫理自覺，

能之「監察」（watchdog），例如英國

理操守及服務水準。新公共服務（New

也可為管理者樹立良好的角色模範。

西南部的威爾斯市有獨立的防治貪污

Public Service, NPS）理論的倡導者丹哈
特夫婦（Robert B. Denhardt & Janet V.

刻刻以倫理行為促進公共利益；「人
本」價值係指公務人員與公民及同僚互
動時，應表現出尊重、公平、禮貌。

（五）新加坡公務倫理規範

（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
mechanisms）

新加坡之《行為與紀律準則》，主

無獨有偶地，吾人可發現各國共同

委員會；其二者，有「諮詢及建議」

要內容規定公務人員除投票及加入政黨

關注的最重要焦點及作法，即在重新界

（counselor and advisor）功能，例如英

Denhardt）即曾明言，欲要求公務人員

之權利外，不能參與政治活動；除非退

定公共服務的核心價值理念（to redeﬁne

國的公共生活標準委員會、美國的政

如何善待人民，則渠等首先便應如何被

休外，不得接受餽贈。此外，公務人員

values），亦即尋求一種創新的、具有

府倫理局、加拿大的倫理諮詢局等；

善待。

負有保密義務，以及不得假公濟私，利

代表性的時代思潮（ethos）。Langford

其三者，有「一般促進會」（general

用公家資訊謀求個人利益等。

（1991）曾說：「如果沒有明確而一

promoter），例如紐西蘭的國家服務委

由於守則（code）與法規（rule）

致的倫理價值，來具體指示我們何者應

員會、以及挪威的勞工及政府行政部

最大之不同，在於前者僅適用特定職業

為，以及何者不應為，那麼就很難在組

等。

者，且條文往往僅具宣示性質，不若法

織中形成一種約定成俗的倫理文化；如

規適用範圍較廣，且條文中往往具強制

果我們對於何謂「對的」事情沒有一

性或懲罰性，故較具約制力。使得倫理

致的共識，那麼我們勢必很難予以實

行為守則最常遭致之批評，若非太過特

踐」。換言之，一如前述，透過西方民

定化而適用範圍狹窄，即是太過原則性

主政治思潮的演變，公務倫理的概念已

公務員的倫理行為表現與其工作

而不夠具體，難以應用。再加上公務員

由過去依法行政的單一思惟，逐漸趨向

待遇其實是一體二面的。如果公務員認

所面臨的行政倫理困境往往是極為複雜

多元價值的折衝協調，諸如公平、正

為其薪資待遇太低、工作負荷過重、屢

要檢視一國行政倫理法律結構的

動態的，於是有時反而憑添執行及應用

義、專業、負責等等之慎思熟慮。

受批評指摘，或對工作有不安全感，則

功能，可先由全民適用的刑法中有關公

上的困難。因此，如何訂定一個具有可

往往退守在消極性的倫理問題上，很難

務員規範之規定，尤其是利益衝突的部

行性、可以具體落實的行為守則，便十

強求其能進一步改善其積極促進性倫理

分著手。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刑法中就

六、有效能的法律結構
（Effective legal framework）
一個有效能的立法結構係指一套完

五、支持性的工作環境
（Supportive public service
conditions）

整的法令規範，除了明確定義公務員的
行為標準外，並可透過此套法令所賦予
的調查及起訴機能，懲處、規範公務員
的不法行為，進一步實踐行政倫理。是
故這個有效能的立法結構，可說是整個
倫理機制基礎結構的最主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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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民積極參與精神的社會相配合。

則。
七、有效能的課責機制
（Efficient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肆、公務倫理基礎建制的功能
綜合說來，此八項基礎要素中，

歸屬及所應擔負之責任為何的公務員課

的作用。以及，形塑一個積極的公民社

責機制，可說是政府行動的最高指導方

會，來作為倫理建制的強化支撐。其餘

針，因為吾人可據之評估所達成的結果

六項要素依強制性程度，則分別具有控

如何，亦即評量公務員的作為是否真正

制（control）、指導（guidance）及管

達成公共服務的目標；並檢視該結果是

理（management）三種功能。其中立法

否經由正當程序達成。

結構及課責機制是屬控制的功能；行為

此一課責機制必須同時包括內在

守則及專業社會化則屬指導功能；一個

手段及外在手段。前者指可以提供機關

協調機制及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則屬管

內部自我檢視的行政程序，亦即所有行

理的功能，如圖三所示。

政行為都必須有書面的明文紀錄，例如

其間，本文認為此三功能可因各國

行政程序法、標準作業程序等規定；同

實務情境之不同而異其層次，但政治首

時也必須有評量所有機關績效之一般流

長者的認同及支持具有領導作用，層次

程。外在課責機制則指立法或國會委員

最高；而一個積極的公民社會更是集所

會的監督機制；揭發弊端亦屬外部控制

有功能、建制的鞏固者及最後的穩定來

的方式之一。簡言之，一個有效能的課

源，亦即，這些法令機制的建立，都必

責機制，必須足以使公務員不輕易違犯

須有來自公民社會的積極支持，方可竟

不倫理的行為，相對的並能激發倫理的

功。

八、積極的公民社會
（Active civil society）

政治領導

控

制

法律結構

課責機制

指

導

行為守則

專業社會化

管

理

如何建構一個具體可行的倫理機
制，各國容或有寬嚴程度上的差異，但

倫理協調機構

良好工作環境

勢在必行則為一致的共識。藉由倫理機
制之八項基礎要素檢視OECD會員國的

在一個公民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

行政倫理機制及作為，可發現其中部分

社會中，公民會是政府官員行動的守門

國家是採用指導及管理的方法，例如澳

人，也是政府活動的最終監督者。所以

洲；有的國家則較傾向採用控制及懲罰

為確保公共服務的公共性，一個有效而

的手段，例如美國。究採何法較為有

正當的公共行政產出，就必須有一個具

效，可謂人言言殊，莫衷一是。但是就

圖3   倫理機制要素及功能圖（資料來源：修訂自OECD, 1996：136）

積極的公民社會

強烈的認同及支持，因而具有領導示範

積極的公民社會

一個有效能的、能明確釐清責任

行為。

政治上的認同

除政治領導者必須對提振公務倫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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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時，應該瞭解自身之權利

         理的行為，並予以強化

         與義務

政府管理階層對於倫理行為除應為

容易將「多作多錯，少作少錯，不作不

（一）明確訂定公務倫理標準

錯」奉為行為圭臬。於是，一個法令多

公務人員必須瞭解職務要求以及行

如牛毛的社會國家，其政府之所以反而

為界限的基本原則與標準。易言之，對

沒有太多作為，其原因也就不難理解

於公務人員所應謹守的行政倫理核心原

了。再加上貪污之盛行往往與管制太多

則與標準，必須明確陳述，藉以規範公

（五）政治上的支持對公務人員的

有關，因此要有效地解決貪污問題，則

務人員的行為，並建立各機關之間的共

         倫理行為具有正面的強化作

（九）有關管理的政策訂定及作業

適度的解除政府管制，讓部分公共服務

同認知，以建立行為管理之規範。

         用

         流程等，都應以強化行政倫

政治領導階層有義務藉由法律與相

         理為基本考量

公務人員在面對業務疏失之爭議

表率，所謂「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

時，應遵循的法規程序及正式的權責關

外，並提供適當的誘因機制，例如令人

係。

滿意的工作環境及有效能的績效評量制
度。

的提供得以市場競爭方式公開地進行，
或許是必要的手段。但是相對地，控制

（二）行政倫理標準必須以法制方

關制度的奠立，來強化公務人員的行政

太少也會發生錯誤的行為，例如造成資

         式呈現

倫理認知及行動指導方針。

源的閒置、浪費，或誤用、濫用，甚至

符合法令規範是約束公務人員行為

因為規範不夠嚴謹，讓文官有為非作歹

規範的最低標準。法律與法規可以明訂

（六）行政決策過程應透明公開

在講求積極服務的二十一世紀，政府角

的可乘之機。因此，其間的分際無法明

文官的基本價值，同時成為公務行為的

公民對於公務機關權力之運用及資

色不應侷限於消極的依法行政，並一逕

確劃分而甚難拿捏的。然而，無論如

指導方針，甚至是調查、懲戒與起訴公

源之使用，應有知的權利，所以決策過

要求人民順服，甚且要主動追求公益之

何，人民對政府的公共信任是來自於其

務人員失職行為的指涉架構。

程應力求民主化、透明化，使公民監督

實踐。

是否有一個有效的倫理機制，此時，上

有關管理的政策，不應僅止於要求
公務員遵守最低的行為標準，甚且應明
確宣示全體文官所應追求的理想價值。

容易進行。此外，堅守資訊公開原則，

述八項基礎要素便須同時考量。至於如

（三）所訂定的行政倫理指南必須

並保有獨立的媒體，同樣能強化政府決

（十）工作環境條件與人力資源管

何設計一個健全完整的、具體可行的行

         對公務員有效用

策過程的透明度。

         理，都應以強化行政倫理為

政倫理機制，則是要根據各國不同的國

專業的社會化過程有助於公務員培

情文化及政治行政環境，而異其八項要

養面臨特殊情境時所必須具備的判斷力

（七）訂定明確的公私部門互動指

素的比重分配。

及能力。例如訓練，可激發公務員倫理

         導原則

合功績原則及公開的考選銓敘，以培養

此外，OECD更在1998年將其內部

的覺醒，並培養倫理分析及道德推理的

公務部門與私人部門間的互動規則

公務人員的廉政觀念。

公共管理委員會（Public Management

能力。又藉由超然無私的忠告，有利於

應予明確界定，俾利規範公務人員的行

Commission）原訂之〈公務倫理管理原

塑造倫理的環境，並能促使公務人員有

為，例如政府採購法與退職人員的旋轉

（十一）公務體系中應具備合理的

則〉（Principles for Managing Ethics in

勇於面對倫理困境的勇氣，提高解決倫

門條款等。尤其在公私部門互動日益頻

            課責機制

the Public Service），增修為〈改善公務

理衝突的意願。此外，透過在職訓練與

繁時，行政體系的核心價值尤應受到重

公務人員對於上級長官及公民應有

倫理行為建議案〉（Recommendations

機關內部諮詢管道，亦可協助公務人員

視。

on Improving Ethical Conduct in the

體會行政倫理的深刻意涵，提高倫理標

以自組織內部、政府整體或公民社會來

Public Service），以提供會員國檢視行

準的應用能力。

建立，設計時則必須同時兼顧「適當控

         考量

課責性（accountability）。課責機制可

制」與「彈性管理」二原則，以力求行

政倫理機制健全與否的參考架構。管理
原則共計十二條，詳述如下（OECD，

公務人力資源之任免及運用，應符

（四）公務人員面對業務疏失之爭

（八）政府管理階層應率先示範倫

政倫理原則與成果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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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常見的批評，有時並不在於公務人

試圖羅致不同族群人口組成政府機關

（2003；2011）在檢討傳統行政中立

（十二）對於行政疏失行為，有適

員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及法律知識，而

以符合代表性的作法，並不一定可

觀

            當的罰則及處理程序

係於公務人員在遵守專業倫理及民主法

行。故設若政府機關無法成為社會的

惟執行而已，事實上於決策過程中扮

建立獨立的調查機制是推行行政倫

治國家最重要的依法行政原則時，反而

小縮影，則需培養公務人員具備多元

演重要角色；而公務人員以行政中立

理的必要條件之一，藉由公正的程序及

過度倚賴、不知變通、僵化顢頇的負面

觀點，尊重並包容多元族群的聲音。

原則落實執政黨的政策，反而與中立

收集充分的資訊，以考核並防範公務人

結果，此時則應側重指導面或管理面的

員的違法或失職行為。但考核程序仍要

措施。

力求避免失諸繁瑣，以免造成公務員應
用時有抗拒、反彈的心態。

伍、結語

4. 公平（equality）不等於公正（equity）
，

信條矛盾；此外，行政中立更可能

前者係指資源的平均分配，後者則具

淪為官僚惰性的藉口，而非民主理

有正義（justice）的概念。公正，意指

念的展現，綜上，都將使得遵守行

然無論比重配置如何，一個發揮以

政府以干預的手段縮短社會強勢者與

政中立反而是在為利益強者的利益

身作則示範作用的領導型政治人物，以

弱勢者之間的差距，例如所得重分配

走私護航（2003：189～200；2011：

及一個願意信服、並支持這個政府所有

政策，以及美國針對救助扶持弱勢族

258-265）。

對於有關倫理的努力之公民社會，更是

群所訂定的「權益促進法案」（The

倫理基礎建制發揮功效的二大關鍵。
欲建構一個健全的公務倫理基礎建
制，首須確認並釐清公務倫理具有雙重
是不足的，只能滿足消極防制性的倫理

註釋：

律求，甚至可能因為限制太多，使公務

1. 行政倫理（Administrative Ethics）

果。換言之，健全的公務倫理基礎建制
需有整體的配套設計，包括靜態方面的
法令明文規定、組織結構設計，以及動

Afﬁrmative Action Act, 簡稱AAA法案）

與公務倫理（Public Administrative

Ethics）二者其實並不盡然相同，前

6. 問題的解決，主要在尋求標準答案或
唯一的解決方法（answer/solution），

（現譯稱「平權法案」）等，皆係正

故最後易以「合不合法？」作為行為

義原則之下的產物。

依據，久之將使公務人員產生僵化的

5. 行政中立觀點起源於1887年美國行

意涵，因而得悉單賴強制性法令之制定

人員動輒得咎，而招致目標錯置的反效

念的弔詭時也指出，公務人員不

物化思維。

政學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的

7. 議題的思考，主要在探尋各種可能性

政治行政二分論，並奠基於古德諾

（possibilities），在各種可能方案間思

（Frank J. Goodnow）的「政治乃國

索「怎樣比較好？」，是一種行動的

家意志表現，行政乃國家意志執行」

抉擇，因而較人性思維及人文關懷。

一語，認為立法者或決策者係具有專

者著重組織內部的管理倫理，例如

業能力的高瞻遠矚之士，彼等制定出

經濟、效率，而公務倫理則更強調

立意良善之完善法律政策後，由行

8. 或謂「擱置中立」。

「publicness」（公共性），詳細可參

態方面有關提倡促進性公務倫理的相關

政機關及人員以專業技術理性予以

參考文獻：

考（Ventriss,2001）。本文概念以公

落實。惟立法決策者並非全然理性，

具體措施及作為等。而一個積極參與公

林鍾沂，2005，《行政學》，臺北：三民書

務倫理為主，惟在引用文獻上，則尊

也有可能在各種情況下制定出具有道

共事務的公民社會更是不可或缺，其可

重原作者所用之名詞敘述，不特加修

德爭議的政策，例如為討好選區選民

國家文官學院，2013，《公務倫理與核心價

使一國有關公務建制的所有努力，不致

正。

以爭取勝選連任，而產生肉桶 立法

值（含廉政倫理規範）》，國家文官學院

或滾木立法情況；抑或是，法律政策

初任公務人員基礎訓練講義。

無以為繼，並形成一種催化及黏合的效
果。
然而如何建立一個具體可行的倫理
機制，其手段各國不一而足，但凡一國

2. 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NPA）倡導人為瓦爾多（Waldo），於

局。

往往僅作原則性規範，公務人員應用

詹靜芬，2013，《新公共服務理念的實踐：

時可能產生模糊的政策宣示難以具體

公共對話途徑的探討》，第3屆建構公

年於1988年、2008年各召開一次，至

落實的困境，需適當地作出裁量性的

民社會：倫理、效能與善治國際學術研

今共三次的研討會。

決定予以補強，故行政中立原則

討會，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辦

1968年召開第一次會議，此後每隔20

有

若仍飽受貪腐之苦，則應以建立廉政為

3. 所謂代表性，其原意係指政府機關內

首要，而著重法規控制面之建制，並且

部的組成份子，應能適度地反映出一

其1947年《行政行為：行政組織決策

Gortner, Harold F.

訴諸強而有力的雷厲風行。

個母體社會的人口結構。但近來由於

過程研究》一書中即指出，「行政，

1991a Ethics for Public Managers, New York:

組織精簡風潮，員額縮減成為主流，

其實就是一連串的決定」。許立一

進一步言之，當人民對政府的期待

時而窮。賽蒙（Hebert A. Simon）在

（2013/10/8）。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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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b ‘How public managers view their
environment: balancing organizational

2000

Trust in Government: Ethical Measures in
OECD Countries. Paris：OECD.

values’, in Ethical Frontiers in Public

Sherman, Tom

Management: Seeking New Strategies

1998

‘Public Sector Ethics : Prospects and

for Resolving Ethical Dilemmas, James S.

Challenges’, Public Sector Ethics:

Bowman ed., California: Jossey-Bass Inc.

Finding and Implementing Values,

互動與討論
評論人／國立臺北大學陳教授金貴

而這篇論文把這觀念非常清楚地介紹出
來。

Charles Sampford and Noel Preston

主席、陳校長、各位論文發表人、

做為一個評論人，除介紹它的優

‘Ethics in the Public Service: Current

eds., Routledge: the Federation Press.

評論人以及在座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點之外，我想提出一點建議，並講述個

Issues and Practice’, Public Management

Thompson, Dennis F.

我作為一個評論人，對於這一篇文章

人的觀點。內容提到行政倫理與公務倫

‘The Possibility of Administrative

來講是不太合宜，因為我是他的老師。

理，兩個名詞的定義不一樣，可是在文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Ethics in The

Ethics’,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老師評論學生是很難講，教不嚴是師之

中一直出現這兩個不同名詞交替使用，

Public Service: OECD Recommendation’,

45:5, pp.555-561.

惰，說他不好是我的不對，也不能說他

所以我建議兩者視為等同應較合宜。在

很好，所以是一個很兩難的事情。如果

臺灣對於公務倫理與行政倫理常常是將

這也算是一個倫理考量問題，現在即是

兩者視為同等，對於此篇文章將公務倫

我的行政倫理判斷，那這篇文主要是講

理與行政倫理應用到臺灣目前的狀況，

OECD(國際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怎麼

如何區分應做一個說明，其有說明，但

建制一個倫理架構，從OECD的觀念來

只是說尊重原著者，在這樣的狀態下，

談，剛才的報告著重在理論部分，怎樣

將兩者視為等同應為較佳的用法，所以

去詮釋行政倫理跟公務倫理的觀點，可

在名詞上的說明，可能要修正一下。

OECD

Occasional Papers, No.14.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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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s, political realities, and personal

1996

健全公務倫理機制的內涵及作法：OECD國家的經驗分析

1985

能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因理論的建構對

在論文裡有張關於階層式倫理的表

同仁、對在座的各位來講，可能沒有太

格，階層式倫理就是高級主管、中級主

大的興致，但整體上來講這篇論文將概

管及基層人員各有不同的倫理判斷，這

念講述的很清楚，就是說如果要在臺灣

張表格以菱形來切割，切割成梯形與平

進行一個行政體系、倫理法制的建構，

行四邊形，仔細看表格的內容，譬如說

應該要用怎樣的觀點、角度、倫理法則

高層決策倫理在高層部分沒有放進去，

或者一個機制等等。

基層倫理也有缺漏之處。在此建議，

透過OECD的觀點來看，OECD是

應該根據此表格作一個研究，研究有關

歐洲的經濟及合作組織，常常做全世界

高層、中層跟基層人員三部分的專業倫

的調查研究，根據全世界的發展，會

理、決策倫理或其他倫理，做為一個新

發展出很多的倫理、原則及管理架構等

的研究案申請國科會，這將會是個深具

等。其中倫理守則是該組織建構的一個

意義的研究。

非常重要觀念，是全世界各國如要建立

接下來我就從整個論文來做個詮

一個倫理機制，則需要去依循的規矩，

釋，裡面提到一個觀念就是過去我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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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倫理是從消極角度切入，消極的要求

們臺灣廉政署亦是加以效法。而新加坡

要做那件事或不應該這樣做，而現在已

自居在防貪的作為上是第二名，我問該

經進步到注意社會的公正、倫理、判

國的官員為什麼不做第一?他們說第二

斷、要求，譬如說對女性要尊重，對女

已經很好了，不必這麼辛苦第一，他們

性的升遷要考慮，皆是行政倫理所要考

的成功當然是歷經千辛萬苦的，但其中

量的，但這種積極性可能對新公共管

有個重點，這兩個國家除了要求公務人

理、新政府的發展上及運作上已產生變

員的不要貪污外，還協助企業界防止內

化。譬如說我們談治理，治理本身就是

部的貪污。為何要如此作為，因為公務

政府與民間如何合作而形成所謂的網絡

員貪汙時常是受不了企業界的誘惑而造

關係，如果政府與民間合作，對於這個

成。

制度對就要開放說我們有BOT（建造—

香港廉政公署並非只是棟建築物，

營運—移轉）、民營化、夥伴關係，如

其有上下階層，如同分局與派出所般，

果產生不同關係時，即要考量將政府權

只要民眾檢舉政府官員，公署馬上就會

力外放是否合宜，把政府該做的事情，

有做為，在民眾的監督下，公務員就不

丟給民間去做洽不洽當。另外，交由民

敢違法亂紀。我們的廉政署將來，應也

間去做，如何有效管理，這將又會產生

可從這個角度切入而有一番作為。公務

一個新的倫理觀念。這新的變化怎樣防

倫理就是所有的人，包括政府、民間、

止圖利他人，譬如講得好聽是授權給民

任何人共同參與來做行政倫理的監督，

眾，但其實是圖利他人，在整體作法上

在如此的思維下，建制一個理想的行政

是不是可用更寬廣的角度思量，如行政

倫理國，進而建制一套我國的體制。目

管理有提到民眾是民間的顧客，那如果

前公務倫理是散見在各法之中，例如行

是你的顧客，那是不是要討好顧客，如

政中立法、公務員服務法等等，可以建

果要討好他，那是不是很多方面要把門

立一個統合機制，訂定一部專責倫理守

打開，讓民眾來擁有更多權力，那政府

則的法規，使公務倫理的原理原則更讓

的立場在那裡？政府所謂依法行政的觀

大家明瞭，謝謝大家。

警政風記類

念底線在那？在此證明新變化很多，建
議在座的教授及各位也可以從這個角度

主持人／內政部警政署何副署長海民

進一步的探討更深的變化。
另外，以此篇論文來看，除了領

謝謝陳教授對張老師的這篇論文非

導控制課程外，公民社會並無論述，公

常深入的解析。我想這篇健全公務倫理

民社會在治理方面亦是很重要的觀念，

機制的內涵及作法的論文，我想謝謝詹

我舉一個例子，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世界

教授已為這個報告做詳細的說明，感謝

各國認為在防貪上做得最好的，所以我

大家的聆聽。

第三場次暨閉幕式合照，由左至右分別為前警廣副總台長鍾國成、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消防安全科曹主
任昌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訓導處高主任鎮權、臺北大學謝博士杏慧、警政署資訊室廖主任美鈴、警
政署督察室黃副主任國珍、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陳校長連禎、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主任顧教授
慕晴、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張副教授瓊玲、淡江大學陳助理教授志瑋顧教授慕晴、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張副教授瓊玲、中華民國公共政策學會張理事長世賢、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李老師蓬齡、中華大學胡助理教授至沛、中央警察大學張助理教授淵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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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淵菘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章光明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推廣教育訓練中心主任｜

陳思帆
｜中央警察大學警察政策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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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玩具之管理，一直未能有一明確之政

從未斷絕，並未從嚴重的警紀問題得到

策方向，且各種相關法令，無法配合電

教訓，也嚴重傷害警察執法威信，流失

動玩具業之經營及發展現況，加上部分

民眾對警察執法的信心。警察機關取締

投機業者改變經營模式，成為賭博圖利

賭博電玩，可能衍生員警與業者不當交

生財、製造社會犯罪之工具，使得社會

往、包庇、索賄等情事，甚至因案遭起

上普遍對「電子遊戲場」產生不良的評

訴、判刑、嚴重斲傷警察形象。邇來基

價，致使電子遊藝場管理與違規取締逐

隆市、花蓮縣、台北市及新北市等警察

漸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並導致嚴重的

局陸續發生員警包庇賭博電子遊戲機業

警察包庇賭博性電子遊戲機業者之警察

者，因此各級警察機關執行取締賭博性

風紀貪瀆問題。

電子遊戲機勤務時，如何建立有效之防

從近四年（2008-2011年）警察機

弊措施，提升我國警察專業取締賭博性

關取締賭博性電玩件數及台數可知（表

電玩形象及遏止不肖員警貪瀆索賄犯罪

1），每年警察機關取締賭博性電玩件

問題，實為端正警察政風之重點工作，

數均超過1000件以上，而取締的台數平

亦為警政治安工作重要課題。循此，為

均大約維持在一萬台以上，平均每天均

有效防範警察人員查緝賭博性電子遊戲

提升我國警察取締賭博電子遊戲機專業

取締賭博性電玩件數達4.5件以上，顯示

機衍生弊端，有必要針對警察涉及賭博

警察工作與民眾權益息息相關，警

形象及遏止不肖員警貪瀆索賄犯罪問

電子遊戲機業者違法使用電子遊戲機以

電子遊戲機貪瀆之原因進行通盤性的研

察如由執法者轉變為違法濫權者，侵害

題，實為端正警察政風之重點工作，亦

從事賭博性的行為的數量甚為龐大，嚴

究，以求發現問題癥結，期能針對所見

人民的權益或發生索賄、包庇、縱容不

為警政治安工作重要課題。

重影響社會價值觀及善良風俗，亦容易

問題擬定未來有效的防範對策。

摘要：

法業者等貪污違法弊案，勢必成為社會

本研究透過焦點團體座談以及

輿論關注的焦點。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

問卷調查的方法，期盼藉此探討警察取

警察機關自從「周人蔘」案爆發

的外，第二部分文獻探討係針對警察涉

案件至今仍未斷絕，嚴重傷害警察執法

締賭博電子遊戲機涉及貪瀆之原因，以

後，社會莫不以更高的品操標準檢視警

及貪瀆原因之相關文獻做介紹，第三部

威信，流失民眾對警察執法的信心。因

求發現問題癥結，期能針對所見問題擬

察組 織，惟電玩弊案至今在全國各地

分係說明本文之研究工具、對象選取，

此各級警察機關執法取締賭博電子遊戲

定未來有效的防範對策，供警察實務參

機勤務時，如何建立有效的防弊措施，

考。

導致其他嚴重社會治安問題。

表一
年度

本文結構除前言描述研究動機與目

警察機關2008年至2011年取締賭博性電玩統計表 1

總計

特殊重大

重大

次重大

一般

件數／台數

件數／台數

件數／台數

件數／台數

件數／台數

18/2,671

39/2,744

123/3,903

2,013/5,735

42/2,899

114/3,635

1,794/4,361

97

2,193/15,053

樂之主流。各種不同型式之設計，使原

98

1,959/11,937

由於電子科技的迅速發展，電動玩

來主要為單純器械式之遊藝活動，逐漸

99

1,465/12,928

21/3,281

47/3,281

91/2,968

1,306/3,398

具出現各種客制化及各式聲光影像效果

擴大其消費對象及層級，而成為具有社

100

1055/12,180

22/3,766

43/2,805

81/2,649

909/2,960

佳，且遊藝方式具有「益智性」、「便

會需求性之新興行業。但因政府對於電

壹、前言

利性」、「科技性」多樣化的休閒娛

9/10,078

資料來源：97-100年警政工作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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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係實證資料的分析與討論，最

有政治、社會、文化、經濟等。這些環

致使警察容易陷入貪瀆情境中而無法自

許多法律禁止或致力去管理人們認為是

後針對研究發現提出結論。

境因素不僅影響警察組織的例行運作，

拔。

合法的消遣或個人的選擇，例如針對賭
Sherman (1974：31) 即認為警察貪

博、色情行業的管制，人民為了能持續

瀆與社會價值觀有關，在社會價值觀存

經營，就可能行賄警察。如同William

在有許多差異的社會，較容易發生警察

Chambliss強調法律、政治結構、警察和

（一）政治

貪瀆；反之，若社會觀念取得一致，則

犯罪活動有密切相關（轉引自警察廉潔

加上消費市場的龐大需求，使得電子遊

作為行政組織體一環的警察，其運

警察貪瀆情形較少。

測試可行性之研究，102：9）。是以，

戲場業如雨後春筍般到處林立。然而政

作當然無法獨立於政治之外。而一國的

社會上的陋習，若持續存在而不

許多管制性法令的制定，也可能是造成

府對於電動玩具之管理及相關法令，卻

政治氛圍，深受政治人物影響，例如在

察，長久下來便可能成為社會一種非

警察貪污的原因。當民眾沒有管道來使

一直無法配合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及發

獨裁專制體制下，警察大多須遵從上級

正式的行為準則。就我國社會之現狀

其達成目標之手段具合法性時，便可能

展，加上部分業者為牟取暴利，而發展

指令行事，缺乏專業自主判斷；而在民

以觀，最常聽聞便是所謂的「紅包文

訴諸非法的手段，而行賄警察便是常見

為賭博性電玩等違法經營模式，不肖業

主國家，警察不僅要接受民選行政首長

化」，民眾對於員警有所求時，便送

手段之一。

者為規避警察取締，往往以厚利引誘警

的領導與監督，尚須面對立法部門的課

禮、包紅包，以獲得更好的服務，甚至

另一方面，嚴苛繁瑣之法令規章

察，警察在龐大利益的誘惑下，亟可能

責。然而如果民選政治人物缺乏民主觀

是要求警察「給個方便」。因此警察若

及作業程序反而會變成限制人民之工

導致貪瀆行為之發生，嚴重敗壞警察風

念，則可能與不肖業者、警察沆瀣一氣

習於此偏差的社會價值觀，久而久之，

具，而助長行賄之機會。以電子遊戲場

紀，打擊政府執法威信。

而敗壞警察風紀。

養成向民眾收取財物之惡習，則演變為

業之經營為例，依據電子遊戲場業管理

貪瀆行為是可以預見的。

條例，要經營電子遊戲場，必須先購置

同時也對警察的倫理抉擇有著關鍵的影

貳、警察貪瀆原因文獻探討
隨著近代電子科技的迅速發展，

響：

從過去警察人員涉及包庇不法賭博

Lundman (1980：163) 指出地方性

電玩業者的問題發現，影響警察產生貪

的領袖總有將大眾利益與特殊利益加以

瀆弊端的因素眾多，非單一因素能周全

區隔的傾向，他們只對精英社會之成員

（三）文化

須合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建築法令以

解釋其病因，除了微觀面之警察人員品

及不法行業之反映有所回應。因此經營

犯罪學家Sellin的文化衝突論指

及消防法令之規定而分別經各該主管機

德、同儕壓力、組織結構等，乃至於為

不法電玩業者往往有足夠財力可以支持

出，法律是主流團體行為規範及價值觀

關之審查通過，接著還需再辦理營業登

宏觀面之外在環境等皆為影響要素。因

部分候選人競選政治官員，而當選的官

念的具體表現，而一個人可能隸屬於多

記以及申請核發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

此，要完整且系統的探討影響警察涉及

員為擴大地方勢力，鞏固票源，反過來

個團體，每個團體都有各自的行為準

證，手續可謂相當繁瑣，因此為求及早

賭博電玩貪瀆之原因時，應分從警察組

用他們的力量去影響刑事司法體系之運

則，因此犯罪行為是因為遵從了與主流

順利通過，只好透過管道進行「檯面下

織外部環境、警察組織本身、警察團體

作而對當地警察機關施壓、關說，甚至

文化相衝突的行為規範。由此可知，每

作業」。故行政作業程序繁雜費時也是

以及個別警察人員層面來加以探討，剖

行賄拉攏警察而阻礙犯罪之調查。這說

個團體對於貪瀆行為之定義、容忍程度

助長貪污腐化的因素之一。

析如下：

明政治的運作與警察貪瀆之間有相當密

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印度，公務員收取

切的關係。

民眾的金錢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行為。

（五）權力

所以，文化也是影響警察是否貪瀆的重

為達成警察任務，法律賦予警察

一、警察組織外部環境
從系統論的角度觀之，警察組織是

（二）社會

經審驗合格之電子遊戲機，場所設置並

要因素之一。

各種警察權與行政權，然而也因為有此
權力，造成警察有貪瀆的機會，例如警

一個開放的公共組織，因此必然與其外

警察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常由於

在環境保持高度互動的關係。而對警察

社會價值觀的腐敗、地方派系文化之介

（四）法律

察依法有犯罪調查權、強制權以及處罰

組織而言，影響其運作的主要環境因素

入、組織犯罪之設法勾結警察等因素，

法律是多數警察貪污的主要原因，

權，而其在行使此權力時便得以趁機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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瀆，民眾也有可能為規避調查、處罰而

過程、內部規章等各方面探討警察貪瀆

向警察行賄，因此權力存在的同時，也

形成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警察涉及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原因之調查研究

代表著被濫用的可能。就賭博性電玩而

表二

言，由於賭博性電玩涉及違反刑法或社

（一）組織型態

會秩序維護法，因此警察依法有調查

警察組織型態是指警察機關給民

權。由於警察對於犯罪案件是否調查，

眾的意識型態之形象。Sherman認為法

每每有決定之權，因此若不欲受調查之

理型的警察機關強調的是無論民眾、警

違法經營者，便設法向承辦警察行賄或

察都必須嚴守法令的規定，警察官首長

提供其他不法利益。是以，警察所具有
之權利，不失為貪污的原因。

警察涉及賭博案件人數統計

警察涉及賭博案件人數（包含移送、起訴、品操違紀案件）
年度

101年

100年

99年

98年

97年

新北市

4

6

4

8

8

臺北市

2

2

1

4

6

也不會縱容任何為違法行為，因此在此

臺中市

4

4

7

2

12

型態下，警察較不易有貪瀆行為；而看

臺南市

2

9

9

1

1

綜上所述，雖同為警察人員，但

門人型的警察機關則強調打擊犯罪，因

高雄市

9

0

2

2

15

因其服務環境之不同，其貪污瀆職之機

此在達成目標前題下，手段是可以商量

宜蘭縣

0

1

0

0

2

會亦會隨之有異。從表二發現，近年來

的，所以貪瀆不法的機會也隨之增加

桃園縣

7

1

6

1

3

警察涉及賭博案件多數集中在新北市、

（轉引自李湧清，1997：6）。

新竹縣

0

0

0

0

0

苗栗縣

5

0

1

1

0

彰化縣

1

1

3

2

3

南投縣

0

0

0

0

1

雲林縣

3

1

1

4

3

嘉義縣

0

0

3

1

0

臺北市、臺南市、高雄市、臺中市等地

由此可知，警察組織型態與警察貪

區，可見這些縣市是警察發生風紀案件

污行為密切相關，而組織型態又隨著警

之高風險地區。申言之，無論在工作場

察功能角色而異，因此組織型態僅為中

所或服務地區，警察並非孤立存在，其

介變項，重點是警察功能與貪瀆行為之

環境促使警察必須不時與多數人接觸，

間的關係。

以至於無形中受環境之影響，尤其外部
整體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之間交錯

（二）組織結構

屏東縣

0

2

0

1

1

所形成的社會風紀，對於警察是否貪瀆

組織結構包括組織的規模、層級數

臺東縣

4

1

1

0

1

收賄深具誘惑力，每每使警察迷失自

目等，而此結構變項會影響組織內部成

花蓮縣

0

2

1

3

2

己，不知不覺做出了錯誤之抉擇而收受

員的互動程度，進而影響貪瀆行為之發

澎湖縣

0

0

2

0

1

賄賂。因此，就宏觀面觀察，倘其所處

生。申言之，組織規模越小，層級數目

基隆市

之環境會影響警察是否從事貪瀆行為，

越少，則成員間的互動越頻繁，也就越

2

4

0

0

1

那麼更應該加強內部控制機制，強化督

容易相互傳染不法行為；反之，規模越

新竹市

0

0

0

0

1

察制度，增加主官之監督權責，方得以

大，層級數目越多，則成員間認識交流

嘉義市

1

1

1

0

0

整飭警察之貪瀆風氣。

機會有限，則發生集體貪污的可能相對

金門縣

0

0

0

0

0

連江縣

0

0

0

0

0

二、警察組織本身

降低。
互動的頻繁程度之所以與警察貪污

多數專家嘗試從組織層面解釋警察

有關，是因為警察的辦公場所通常有無

貪污行為，包括組織型態、結構、決策

數的公務員聚集在一起，而不免有操守

資料來源：引自吳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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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之人參雜其中，因此若有人欲貪污

負有管控警察人員行為以合乎民眾要求

的員額比例差距過大，此種畸形的組織

時，為免被同事告發，最可靠的方式變

的責任，因而設置內部的管控機制，常

結構也導致了基層員警的升遷困難，加

成誘其同事共同參與，同流合污，進而

見的便是制定規章、績效考核、行政督

上依據人事制度之規定，只要未經警察

相同組織環境下，何以有人會屈服

演變成為集體性貪污。

導。是以，內部管控機制若能適當加以

大學畢業或訓練合格，則最高也只能升

於社會及組織的壓力而貪污，但仍有人

Manning和Redlinger (1986) 進一步

運用，可以有效消除警察人員中飽私囊

至巡佐。因此在陞遷管道狹窄無望下，

可以奉公守法，這意味著在影響警察貪

指出專案小組之設置與警察貪污的關

的病態現象；但內部規章若欠缺明確性

久居其位之員警不免欲求不滿，產生挫

污的因素中，警察個人因素也應被視為

係。警察組織設置專案小組往往是因應

或是未能配合實務所需，績效考核制度

折感，依據美國學者Agnew提出的一般

是關鍵因素。

特定勤務需要，因此著重績效導向，為

設計不當或是未能落實，則警察人員無

化緊張理論，為紓解其挫折就極易轉而

根據英國內政部的一項實證研究顯

了使專案小組能充分發揮功能達成目

從依循的情況下，便增加了鑽營漏洞的

投機取巧、貪污舞弊而增加其所認為本

示，具有下列屬性的警察人員是貪污犯

的，領導者往往會放棄行政監督，加上

機會。

應獲得的合理待遇。綜言之，當員警認

罪的高危險分子（Miler，2003：19，轉

為升遷機會、工作待遇顯然與其對組織

引自朱金池，2007）：1、工作方面，

專案小組所執行的勤務通常是秘密、獨

四、個別警察人員

立的，因此也很難有效加以規範，這無

（五）首長領導

之奉獻不成正比時，則其收賄貪污的欲

曾發生風紀行為者，違反工作紀律者以

疑增加了警察貪瀆的機會。而專案小組

警政首長的領導往往會影響基層

念有可能會逐漸增長。

及工作績效明顯良好者；2、在工作以

通常是針對賭博、色情等無被害人之犯

人員執法態度以及倫理行為之決定。誠

罪而設，這也說明了警察涉及賭博性電

如孟子所云：「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者

玩貪瀆與專案小組之間的密切關係。

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Kappeler (1997) 發現警察組織中充

點探討，警察個人的道德安定性、自我

也。草上之風，必偃。」因此，高層領

斥了一些集體的職業認知，導致了形成

控制、忠誠度、貪得心裡等，也是影響

（三）決策過程

導者對於警察風紀的重視程度與警察貪

警察對外孤離，對內團結的封閉組織文

警察是否貪瀆的重要因素。

決策過程的透明度是一項觀察貪

污行為成正比，若主官明知內部員警有

化，而此種封閉性的組織文化無形中形

污可能性的指標，如果決策過程透明度

貪瀆之情況，卻視而不見，甚至一昧的

成了警察團體間非正式壓力，因此當有

低，貪污可能性便增加；反之，如果決

掩飾包庇，那麼也就無形中助長了部屬

警察同儕貪污時，大多數警察人員會遵

策過程能見度甚高，則貪污可能性便減

貪瀆的風氣。因此Goldstein (1977) 認

守「沉默法則」（the rule of silence）

本研究透過焦點團體座談法及問卷

少(李湧清，1997：8)。決策過程的透

為警察管理者有責任控制警察貪污的情

的團體規範（朱金池，2007）。對於同

調查法，以了解警察涉及賭博電子遊戲

明化，一來可以增加監督的實效性，二

形，並且透過組織的方式來展現其對於

儕的貪污行為，多保持沉默視而不見，

機貪瀆原因的現況。

來可以減少「黑箱作業」的機會而降低

貪污行為的零容忍。

惟恐揭露而被排斥、打壓甚至遭致更多

貪瀆的可能。然而，如果決策過程不透

三、警察團體

調查，更有甚者為掩護其收賄行為，往

外方面，交往複雜者、有吸毒或酗酒問
題以及家庭財務困難者。從心理學之觀

參、研究方法及工具

一、焦點團體座談法

明，也為警察的非法行為製造機會結

（六）人事制度

往邀其他同仁共同參予而造成集體性貪

構，提供警察收取賄賂或包庇的機會。

升遷，不但是外在報償的增加，更

污。Carter（1990；93）在其對於警察

（一）焦點團體座談題綱

意味著內在自我實現的滿足，因此是警

貪污的研究中指出打小報告者，會被其

從文獻探討內容中，吾人可以發

（四）內部管控機制

察組織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若運用得

他人稱為「鼠輩」，而鼠輩所面對同儕

現警察取締賭博電玩涉及貪瀆之因素眾

Perrow (1986) 指出規約的存在意謂

宜，則有助於激發工作士氣，提升組織

的排斥遠超過貪污的人。由此可知，警

多，因此本研究循此研提焦點座談題綱

著人為干擾的減少，使組織變得比較沒

績效；反之，則必然充斥無效率警力。

察團體的非正式規範，同儕間的相處，

如表三，期能透過多元觀點的互動與討

有彈性，但卻較標準化。警察組織本身

而警察組織基層員警與中高階員警之間

對警察的非法行為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論，經歸納分析後，以釐清警察涉及賭

162

警察通識叢刊――102年發揚公務倫理暨端正警政風紀學術研討會特刊

表三
面

警察涉及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原因之調查研究

本研究焦點團體座談題綱

向

問

表四
題

現象面

一、電子遊戲機管理現狀？
二、電子遊戲機管理現狀與員警貪瀆之間的關係為何？

原因面

一、警察查緝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的組織外部因素為何？
二、警察查緝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的組織內部因素為何？
三、警察查緝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的員警個人因素為何？

博電子遊戲機貪瀆的現況原因。

面 向

電
子
遊
戲
場
現
況

100家以上者，分別委請各縣市警察局
行政組(科)協助隨機調查50份問卷，另

（二）焦點團體座談對象

針對近年曾經發生賭博電子遊戲機重大

本研究針對「電子遊戲場業之業

風紀案件之臺北市、新北市及桃園縣，

者」、「專家學者」及「警察機關」等

隨機調查5至25份問卷。有關各縣市電

3類人員，規劃兩場次之焦點團體座談

子遊戲機業者登記家數及本研究發放問

會，期能藉由專家學者之專業觀點，了

卷數量如表五所示。

解電子遊戲場業之管理現狀以及員警貪
瀆之原因。
二、問卷調查法

有關員警問卷調查的部分，本研究
特選取過去曾經發生重大電子遊戲機風
紀案件之縣市，另搭配2個未曾發生重
大電子遊戲機風紀案件之縣市為本研究

（一）問卷調查工具

調查縣市，各縣市調查員警職務類別包

本研究參酌相關研究並根據文獻分

括：警勤區員警、分駐(派出)所主管、

析及焦點座談所獲得之資料，編製員警

刑責區偵查佐（正）、刑事主管、督察

及業者調查問卷，實施問卷調查，問卷

人員、督察主管、電子遊戲場業業務承

調查工具如表四。

辦人及電子遊戲場業業務主管等人員，
各縣市及職務類別調查數量分配情形詳

（二）問卷調查對象選取

警
察
涉
貪
原
因

本研究問卷調查工具
問

題

1.我覺得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對於兌換獎品的規定太過嚴格，違反人
性。
2.我覺得地方政府審查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的門檻太過嚴格。
3.最近一年我曾經歷或聽聞警察取締違法電子遊戲業者，藉機刁難或趁機
索賄的情形。
4.我清楚知道檢舉貪污瀆職案件，最高可以得到檢舉獎金新臺幣一仟萬
元。
5.我對於警察人員整體政風清廉度感到滿意。
6.我對於警察機關最近一年推動不送禮不收禮，三節宣導端正警察風紀工
作的成效感到滿意。
1.警察接受商家（如砂石業、電玩業或特種行業）賄賂或免費招待（如性
招待或吃飯），以包庇違法行為。
2.警察洩露訊息給商家，以幫助商家規避臨檢查察。
3.轄區員警或業務承辦人被動接受民眾或商家在年節假日所送價值不高的
小禮物（如打折券、茶葉），且很小心的不濫用職權。
1. 這樣的行為是嚴重的警察風紀問題。
2. 我認為這樣的警察應該被處分。
3. 這樣的警察被發現的話，是會被他(她)所服務的單位處分的。
4. 我會揭露這樣的警察。
5. 大部分的百姓，也會揭露這樣的事情。
6. 這樣的情形普遍存在警界。
1. 我覺得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政策太嚴格是造成員警涉及貪瀆或風紀案件
的原因。
2. 我覺得員警涉及電子遊戲場業貪凟或風紀案件，與警察績效制度具有
高度相關。
3. 我覺得員警涉及電子遊戲場業貪凟或風紀案件純屬個人因素所造成
的。
4. 我覺得員警家庭功能愈完整，愈不會有警察風紀的問題。
5. 我覺得警察機關內部監督功能愈完整，愈不會有警察風紀的問題。

如表六。

本研究問卷調查對象分為警察人員
及電子遊戲場業者，有關業者的部分，

警
察
組
織
風
紀
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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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焦點團體座談分析

由於各縣市電子遊戲機業者登記的家數

中央雖然訂有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
例，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基於治理需求會
針對縣市之需求另訂核照之標準，各縣

差異非常大，而且有些業者實際上已遭

以下就本研究所進行之各場焦點團

停業狀況，因此，為符合研究調查數量
之需求，本研究選取各縣市登記數量達

（一）電子遊戲場業經營及管理現

市的核照寬嚴因而產生差異，亦會影響

體座談與量化的問卷調查相關內容，分

         況

電子遊戲場業的經營狀況。相關作談內

析如下：

1.各縣市核照的寬嚴有異

容如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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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縣市別

警察涉及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原因之調查研究

近三年各縣市電子遊戲機業者登記家數及問卷發放數量表
電子遊戲機業者發放問卷數量

100年

101年

102年

登記家數

表六

員警問卷發放一覽表

警察部分
調查縣市

臺北市

10

10

11

5

新北市

38

34

34

10

臺中市

264

248

238

5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臺南市

510

483

465

50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高雄市

393

361

355

50

桃園縣

76

69

68

25

基隆市

61

58

57

--

新竹市

66

67

69

嘉義市

10

95

新竹縣

10

苗栗縣

職 務

數 量

30

警勤區員警
分駐(派出)所主管

4

刑責區偵查佐(員)

3

桃園縣政府警察局

刑事主管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督察人員

3

督察主管

2

--

電子遊戲場業業務承辦人

3

94

--

電子遊戲場業業務主管

10

10

--

2

72

71

69

--

彰化縣

201

188

181

50

南投縣

7

12

12

--

雲林縣

173

167

165

50

嘉義縣

2

2

2

--

屏東縣

314

282

272

50

宜蘭縣

76

81

85

--

花蓮縣

45

37

36

--

臺東縣

67

61

63

--

澎湖縣

12

16

16

--

金門縣

5

5

5

--

2504

2357

2307

340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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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警察局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表七

各縣市核照的寬嚴有異

I. ……縣市長的作風不同，和發照數量有相關。（焦1-3）
II. ……要設立需要和多個單位會簽完以後才能發執照。以桃園和新北市議會而
言，需距離學校八百公尺（空照圖），唯一符合的只有淡水。（焦1-10）
III. 北市和桃園目前已不發照，新北市比較少，桃園目前有在經營的剩幾十家，
很多都是百貨公司經營，一般業者不到十家，但也有很多有照但不經營，中
南部發的比較多……。（焦1-10）
IV. 地方細部規定和全國條例（電子遊戲產業管理條例）規定的對象不一致，有
的甚至於即使規定也不受理案件，地方條例不配合，不再定自治條例或者是
不受理…（焦1-5）

2.實際營業數與登記數有差距

警察機關非電子遊戲場業之管理的

目前全國電子遊戲場業登家記數計

負責機關，但是由於該行業經常涉及賭

有2,322家，但是實務營業數目實有落

博案，因此成為所謂的治安顧慮場所，

差，有些業者因為違法經營遭到主管機

而業務主管機關，怠於行政管理或稽查

關勒令停業中的家數為數不少，因此，

工作，似乎電子遊戲場業之管理變成警

經濟部實際登記有案的家數，與實務經

察負責工作，出席人員均表示應該由業

營運作的家數是有差距的。相關座談內

務主管機關負責，警察被動協助即可。

容如表八。

相關座談內容如表九。

3.業務主管機關怠於管理

4.查緝困難，部分警察取締手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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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實際營業數與登記數有差距

I. 實際經營電子遊戲場但沒有合法執照目前比例少。正當營業的數量就已經很
少了，躲著做就更少，可能剩超商、雜貨店、釣蝦場、工地（貨櫃）。（焦
1-10）
II. 全國有兩千三百二十二家領有執照……，有些是勒令停業和停業中，……。
電子遊戲場的數量不平均，和發照的規範和條件有關。（焦1-3）
III. ……只有兩間合法營業登記，但是都沒有營業……。（焦1-9）

表九

業務主管機關怠於管理

I. 警察機關管太多，……（焦1-10）
II. ……。也就是地方議會的條例訂定怠惰（非立法怠惰），要不就是行政上也
不受理產生怠惰，地方和中央完全不同調的遺憾之處。（焦1-5）
III. 市政府的本身也是有稽查人員,要去看有沒有證照以及是否有有違反法律,市
政府目前行政怠惰,都去找警察協助。（焦1-11）

違比例原則
由於賭博電子遊戲機業者經營手段
不斷翻新，取締困難度非常高，而且在
查緝取締上非常耗時，為了績效，諸多

（二）警察涉及賭博電子遊戲貪瀆
         原因
1.組織外部因素
(1)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門檻

員警在查緝或取締過程中，恐有為達目

過嚴

的，而有違比例原則之疑。相關座談內

現行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對

容如表十。

於經營電子遊戲之營業規定，

5.電子遊戲場業經營及管理地域性
差異大

訂有一定的審查標準及門檻，
而且地方政府考量民意及社

電子遊戲場業的經營方式會因為

會觀感，會採行嚴格限制發照

縣市管理政策的不同而產生地域性的差

的審核作為，因此，營業級別

異大，部分業者是採由合法掩護非法的

證便有物以稀為貴的現象，業

方法，有些業者則採用地下化的經營方

者為了保護營業執照，避免警

式；至於警察負責查緝的單位亦因首長

察查緝到違法的情事，因此會

態度而有所差異，大致是由行政組、督

想設法保護得來不易的執照，

察組或專責單位負責查緝。另由於地方

透過各種管道以保護持有的營

首長及民意的差異，也會影響意見領袖

業級別證。相關座談內容如表

介入的程度。相關座談內容如表十一。

十二。
(2)兌換獎品的規定太嚴

警察涉及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原因之調查研究

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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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緝困難，部分警察取締手段有違比例原則

I. 警察取締手法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如：一般警察和喜歡打電玩的民眾有交
集，假如是有前科者成為了他的線民，一般取締會塞錢給線民去合法的店
玩，可能有或沒有換到金錢。……（焦1-10）
II. ……，加上取締手法拙劣，……，若不給記績效，就找你麻煩。（焦1-9）
III. ……警察取締的手段瑕疵之外，……。（焦1-9）
IV. 但是這六個地方每天換拿積分卡去換的人，三天換一個，手機十天換一次，
二十天換一次，你要去調他的手機通聯沒那麼容易。（焦2-4）
V. 電動玩具很麻煩，之後要去拆IC，要去算代幣，……（焦2-4）
VI. ……員警查緝要查緝賭博電玩真的不是那麼簡單。（焦2-7）

表十一

電子遊戲場業經營及管理地域性差異大

I. 賭博性電玩有很強的地域性，每個地方不一樣……，他是用合法掩護非法，
或者全都地下化。（焦2-1、焦2-6、焦2-7）
II. 每個地方警察局或是地方主管的方式不一樣，像新北，就是以行政課行政組
為主，那桃園市靖紀，台北是督察室，可能情況不太一樣，第三，不同地域
的政治生態也不一樣，像有些民代會介入，有些不會，有些市長的作風也會
很不一樣，這是賭博性電玩的地域性。（焦2-1）
III. 比如說政治氛圍當地的民意代表介入程度有多高，老百姓容忍程度有多高，
新北市大概沒有民意代表敢公開替業者說話的，如果說有的話，這民代大概
也不用在繼續選下去了，其他地方我不了解。（焦2-6）

表十二

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門檻過嚴

I. ……問題癥結點就是縣府不發照，執照價錢水漲船高，業者為了保護執照，
所以業者會提出誘惑，對警政、對公務員，層出不窮的貪瀆會出現。（焦
1-10）
II. ……發照數量少，業者就有動機保護它，就要一直買通，增加收買動機。
（焦1-4）
III. 合法家數減少，賄賂層級增加往上。變少之後，要護盤，才能更扎實作公關
部分。政府造成寡占事業，產生賄賂情形。日本的部分，法律上得設公益收
購站，所得歸為弱勢團體，或者是歸警察遺族。（焦1-10）
IV. 縣市政府考量民意或社會觀感，……將牌照數量控制下來，物以稀為貴。有
利潤在的話，業者就會想辦法維持，……。（焦1-7）
V. 門檻進去高所以一定想辦法把成本賺回來，所以他就想辦法去賄賂，腐化我
們的警務人員……。(焦2-1)
VI. 因為發牌照少，門檻很高，要維持成本，必須要維持賭客，要進行賭博性的
本質……警察取締就要賄賂警察，風紀問題就出來。（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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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涉及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原因之調查研究

169

業者經營電子遊戲場業需要成

規定，有部分違反人性之處，

周人蔘電玩弊案之前，業者會

法行為的組織績效，依此，由

本，以目前的兌換獎品的規

業者為了生存或獲利，就設法

直接賄賂警察以避免遭到查

於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政策及法

定，讓業者能夠獲利的空間非

和負責取締之警察打交道，避

緝，當時警察涉及賭博電玩貪

制的規定違反人性的假設，因

常有限，無論現行臺灣的實務

免遭查緝，而警察又必須取締

瀆案件多數是直接與業者接

此，容易讓員警在查緝賭博電

現況，或日本合乎人性之兌換

違反刑事法規定之賭博罪，因

觸。但是周人蔘電玩弊案之

子遊戲機的過程中，陷入道德

獎品規定，似乎突顯現行兌換

此，在此種違反人性的制度設

後，由於警察機關內部重視貪

兩難情境，諸多出席焦點團體

獎品的規定不盡人情。相關座

計下，讓員警陷入貪瀆風紀的

瀆與風紀問題，社會風氣也改

座談之人員，均認為警察組織

談內容如表十三。

泥淖之中。相關座談內容如表

善後，業者不會直接向警察行

績效與風紀之間有有關連性。

十四。

賄，也不容易行賄警察，目前

相關座談內容如表十六。

(3)現行規定違反人性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之相關

表十三

(4)記者或地方士紳是難防之因

兌換獎品的規定太嚴

I. ……計分換禮品，這不是人性（打電動玩具的目的不是把分數換成禮品），
分數換成錢才是人性，所以業者想出「賭博」這塊滿足人性快感。違反人性
所制定的法，就是失敗的法，所以牽涉到立法的問題。就會讓業者和管理者
要想辦法改變現狀，如：和取締者間的溝通妥協。（焦1-3）
II. ……以日本「拔鵝毛理論」要讓業者有生存空間，兌換獎品的規定合乎人
性。（焦2-5）
III. 如 果 今 天 光 是 靠 打 點 數 換 獎 品 ， 他 會 有 辦 法 營 業 生 存 ? 這 種 生 意 ， 台 灣
一千五百萬人口都會去做，但是不可能。一定有換錢，怎麼換？（焦2-4）
IV. 最主要就是要換錢。不換錢、不賭博能夠經營多久有限，……。 （焦2-7）

表十四

做法皆透過記者了解警察各項

(2)組織氣候影響大

勤務作為，以避免被警察查

組織外部的政策、法規及制度

緝，但是警察同仁經常因為一

雖然會影響警察涉及賭博電子

時不查，被冠上不正利益的罪

遊戲的貪瀆，但是組織內部的

名，因此，警察在臨檢時應該

組織氣候更形重要，無論是地

更加謹言慎行。相關座談內容

方政府首長或警察機關首長的

如表十五。

決心，會影響警察組織清廉的

2.組織內部因素

風氣，無論警察面對外部多變

(1)組織績效與風紀具有關連性

而且誘惑性的環境，如果有優

長期以來警察機關相較於一般

質的組織氣候，自能避免員警

行政機關，非常重視查緝違

涉貪事件的發生。相關座談內

現行規定違反人性

I. 電子遊藝場所的經營一定會涉及人性上問題，賭博性問題一定存在。（焦
1-8）
II. 制度設計和政策制訂造成業者必須賄賂和造成警察風紀問題。因為發牌照
少，門檻很高，要維持成本，必須要維持賭客，要進行賭博性的本質，警察
取締就要賄賂警察，風紀問題就出來。（焦1-2）
III. 警察負責取締電子遊藝場，所以警察和業者會有掛勾，有電子遊藝場就一定
會有賭博，否則無法維持生計,好比酒店沒有色情也無法生存。有賭博情形就
一定會和警察接觸，減少被取締。（焦1-12）
IV. 要維持經營，就要先接洽疏通有管到這項業務的警察。（焦1-12）
V. 違反人性所制定的法，就是失敗的法，所以牽涉到立法的問題。就會讓業者
和管理者要想辦法改變現狀，如：和取締者間的溝通妥協。（焦1-3）
VI. … …以日本「拔鵝毛理論」要讓業者有生存空間，兌換獎品的規定合乎人
性。（焦2-5）
VII.因為副市長很了解電動玩具沒有牽扯到賭博，它幾乎沒有辦法生存下去。
（焦2-6）

表十五

記者或地方士紳是難防之因

I. ……記者跟警員包庇的。（焦2-1）
II. 警察人員，實際上和業者直接勾結機會不大，我舉例子來說比如說，我是業
者我今天會找某某人去找警察講，因為我自己不敢，這個人一定相當有力。
這個人拿了公關錢，他跑去跟警察講，但是他有沒有跟警察講，沒有他也不
敢跟警察講，他可能送警察一些茶葉，或請警察吃飯，對警察特別好……但
是檢察官的認定不是，他認為任何不正利益，就是貪瀆。（焦2-4）
III. 白手套……業者不會和警察互通有無，但是真的去看到通聯資料，你會發覺
我們警察根本沒有講甚麼，有時候講了一些，他們就會將你放大說，這就是
他們的暗語，去問同仁，同仁根本搞不清楚，這是業者透過白手套，了解警
察查緝資料的。（焦2-4）
IV. ……一定不會介入，……沒有員警敢去碰，但是記者都虎視眈眈，……去通
風報信說今天有擴大臨檢，業者就有所準備……。（焦2-4）
V. 就是跟警察這樣間接互動，但是就現在同仁要跟業者直接掛鉤機會很少，都
是莫名之中和記者接觸或地方士紳所造成的。（焦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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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兌換獎品的規定，電子遊

3.員警個人因素

制度，若員警個人道德操守不佳，仍舊

個人品德操守一直以來是影響員警

是會發生貪瀆或風紀案件。相關座談內

（一）現況調查分析

者的經營具有莫大的影響，由表二十可

容如表十八。

1.電子遊戲場兌換獎品規定認知

知，受訪員警僅28.7%認為目前級別證

電子遊戲場兌換獎品的規定在立

的門檻太嚴格，但是有36.7%的受訪者

法機關和業者之間一直存在不同價值觀

不同意這樣的看法；至於業者的部分，

念的拉扯，由表十九可知，受訪員警有

有高達52.3%認為太嚴格，僅有18.7%

37.8%認為現行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

不同意這樣的看法。對照兌現獎品的規

對於兌換獎品的規定太過嚴格，而受

定，受訪員警的傾向於適度放寬兌換

訪業者的部分有高達59%同意這樣的看

獎品的規定，而級別證門檻的部分應

法，業者認為太嚴的比例明顯高於員警

以維持現況為宜；而受訪業者的看法

的看法，站在業者的立場是可以想見，

認為，適度放寬兌換獎品規定（59%）

員警有近四成的受訪者認為規定太嚴，

的需求，較降低營業級別門檻的需求高

違反人性；至於不同意這樣看法的受訪

（52.3%）。綜合員警和業者的看法，

者中，員警有24.6%不同意者，業者的

電子遊戲場業的管理政策可朝向維持現

部分僅12.7%。整體而言，受訪者似乎

行營業級別證門檻，並適度鬆綁兌換獎

認為電子遊戲場業兌換獎品的規定應該

品的規定。

是否涉及賭博電子遊戲貪瀆案件的重要

表十六

組織績效與風紀具有關連性

I. ……有績效上的問題，於是產生風紀問題。（焦1-2）
II. ……警局規定就是有一年內要有多少績效。（焦1-10）
III. 績效原因，導致警察和業者接觸，今天不去查就沒有利益掛鉤，就不會發生
貪瀆。（焦1-12）
IV. 績效和警察風紀問題有很大的關聯，依業者的觀察，四十幾歲老警察，用特
殊管道，提供機檯取締，獲得績效，逼得警察一定要跟業者聯繫而有風紀問
題。（焦1-8）
V. 半年沒查到績效就記過一次，……為了績效而有績效。（焦1-11）
VI. 長久以來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績效制度可能真的跟風紀有關。……就是我們的
風紀和績效制度是有關聯性的。（焦2-1）
VII.……來績效制度和個人品操，以我們警察來看是比較重要的原因。（焦2-1）
VIII.針對績效問題，其實績效問題，跟員警查緝要查緝賭博電玩真的不是那麼簡
單。（焦2-7）
IX. ……所以績效會逼死這些人，就算沒有拿到錢也是被逼。（焦1-9）
X. 抓越多，警察涉及風紀問題越多。越多，業者受損越多，業者一張牌幾千萬
就被打掉的，你不給我生活也不給你生存，業者的報復心態。（焦1-9）
XI. 首長上任後，尤其是分局長，越要求員警取締賭博電玩，警察風紀問題更嚴
重？不抓的，反而沒事。（焦1-8）
XII.創造績效是創造風紀問題，……。（焦1-2）

表十七

2.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門檻認

表十九

警察利用職務之便，在取締違法電

電子遊戲場兌換獎品規定調查表

我覺得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對於兌換獎品的規定太過嚴格，違反人性。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警察

12.5%

25.3%

37.7%

19.5%

5.1%

業者

18.7%

40.3%

28.4%

8.2%

4.5%

表二十

員警個人因素

I. ……這要靠員警的個人道德操守（個人因素為重）。（焦1-12）
II. 剛剛有提到家庭結構本身對於我們個人的控制能力，如果從這個分析看起來
績效制度和個人品操，以我們警察來看是比較重要的原因。（焦2-1）

3.警察藉機刁難或趁機索賄情形

知

組織氣候影響大

I. 不同局長的風格不同，對電玩貪瀆的態度不同，所以風氣不同。因為制度上
和法律上的矛盾，也因為主管機關的態度不同而有風紀問題。（焦1-7）
II. 警察組織內部的風氣很重要，不是只有貪瀆的問題而已，如包括其他升遷制
度，遷調制度，都會和組織的風氣有關，這些是會影響的…… (焦2-6）
III. 主官清廉部屬不敢亂來，如果主官亂來底下怎麼會有貢獻。（焦2-6）

表十八

可以朝向適度鬆綁的政策方向。

戲場業營業級別證門檻的規定，對於業

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門檻調查表

我覺得地方政府審查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的門檻太過嚴格。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警察

9.8%

18.9%

34.7%

26.6%

10.1%

業者

18.3%

34.0%

29.1%

13.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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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遊戲業者時，藉機刁難或趁機索賄是

不知道的比例兩者相差無幾，由此可

統觀念，近年來政府機關不斷宣導不送

的比例明顯高於業者76%的看法，對於

嚴重的警察貪瀆事件，會重創民眾對警

知，業者接受到這項工作宣導訊息的資

禮，不收禮的觀念，由表二十四得知，

這樣的行為是嚴重的風紀問題，無庸置

察的信任。由表二十一得知，大多數的

源來源，遠高於員警的認知，但是此項

員警中超過一半的受訪者（51.5%）認

疑，這是所有受訪者的共識。就應然面

員警這一年未曾聽聞警察同仁取締違法

工作的宣導仍應持續辦理，畢竟業者知

同宣導成效，不認同僅4.7%；至於受訪

而言，受訪者均認為這樣的行為如果被

電子遊戲機業者時，藉機刁難或趁機索

道此訊息者仍未達四成的比例。

業者中也有四成五認同宣導成效，不認

發現了，是應該受到處分的，受訪員警

賄的情形，但是仍有二成左右的同仁曾

5.警察人員整體政風清廉滿意度

同者僅14.2%，整體而言這項工作經過

認同的比例達86.5%，亦明顯高於受訪

經聽聞；至於業者曾經聽聞的比例，約

整體政風清廉滿意度是民眾對於

政府積極規劃，具有一定的效果，尤其

業者75.3%的看法。就實然面而言，無

高於員警一成左右，未經聽聞的部分，

警察清廉的整體感受，由表二十三得

是警察機關內部的宣導成效高於對業者

論是受訪警察或業者也認為有這樣行為

大約低於員警二成的比例。

知，無論是受訪員警或業者，對於警察

的宣導成效，未來可以多著墨於對業者

被發現者，應該會受到處分，其比例仍

人員整體政風清廉滿意度明顯優於不滿

的宣導工作。

以警察高於業者10%左右的看法。

4.檢舉貪污瀆職案件可得一千萬獎
金認知

至於如果受訪者知道有這種情形的

意度，顯示受訪員警對於警察群體的政

檢舉貪污瀆職獎金是政府機關設

風清廉形象感覺良好，但是業者的滿意

（二）警察組織風紀認知分析

存在，會揭露該事件行為的受訪警察比

置提高業者檢舉公職人員貪瀆的方法之

度雖然高於不滿意的比例，但是與受訪

1.接受商家賄賂或免費招待，以包

例卻降至50.9%，受訪業者的部分亦降

一，由表二十二得知，受訪員警對於這

員警的認知，低了近一成的比例，由此

項工作的宣導成效認同度低於業者的看

可知，警察在政風廉潔工作的推動執行

法，僅有29.6%的員警認為業者知道這

上，仍需持續進行。

至57.1%，對於揭發他人違法行為無論

庇違法行為認知
由表二十五可知，警察接受商家賄

是警察人員或是業者都存在犬儒心態，

賂或免費招待，以包庇違法行為的認知

尤其警察人員的比例高於業者。至於受

項訊息，但是有37.3%的受訪業者認為

6.三節端正警察風紀宣導成效

中，無論是受訪的警察或是業者認為這

訪者認為服務單位的警察同仁或一般百

業者知道這項訊息；至於認為業者應該

逢年過去禮尚往來，一直是中國傳

是嚴重的風紀問題，而且警察高達88%

姓會揭露這樣行為的比例，大致上與自

表二十一

表二十三

警察藉機刁難或趁機索賄調查表

我對於警察人員整體政風清廉度感到滿意。

最近一年我曾經聽聞警察同仁取締違法電子遊戲業者，
藉機刁難或趁機索賄的情形。
對象

非常同意

警察
業者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7.1%

12.8%

19.2%

32.3%

28.6%

9.7%

21.3%

29.5%

26.9%

12.7%

表二十二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警察

12.1%

40.1%

44.1%

3.4%

0.3%

業者

13.1%

30.2%

39.6%

14.6%

2.6%

表二十四

警察藉機刁難或趁機索賄調查表

非常同意

三節端正警察風紀宣導成效調查表

我對於警察機關最近一年推動不送禮不收禮，
三節宣導端正警察風紀工作的成效感到滿意。

我（認為民眾）清楚知道檢舉貪污瀆職案件，
最高可以得到檢舉獎金新臺幣一仟萬元。
對象

警察人員整體政風清廉滿意度調查表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警察

7.7%

21.9%

50.5%

14.1%

5.7%

警察

18.5%

33.0%

43.8%

3.0%

1.7%

業者

10.1%

27.2%

44.4%

11.9%

6.3%

業者

14.6%

31.3%

39.9%

11.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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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接受商家賄賂或免費招待以包庇違法行為認知分析表

表二十六

接受商家（如砂石業、電玩業或特種行業）賄賂或
免費招待（如性招待或吃飯），以包庇違法行為。
屬於嚴重
的風紀問
題
我認為應
該被處分
他應該會
被處分
我會揭露
該行為
多數人也
會揭露該
行為
這種情形
很普遍

175

警察洩露訊息給商家以幫助商家規避臨檢查察認知分析表
洩露訊息給商家，以幫助商家規避臨檢查察。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警察

46.8%

41.4%

10.1%

0.7%

1.0%

業者

31.0%

45.1%

19.0%

3.0%

1.9%

警察

38.7%

47.8%

12.1%

0.7%

0.7%

業者

30.2%

45.1%

19.0%

3.0%

2.6%

警察

38.7%

43.8%

15.5%

1.3%

0.7%

業者

24.6%

47.4%

22.8%

3.0%

2.2%

警察

20.9%

30.0%

39.7%

7.1%

2.4%

業者

22.0%

35.1%

31.3%

8.6%

3.0%

警察

15.5%

31.0%

39.1%

10.8%

3.7%

業者

19.0%

38.1%

35.1%

5.6%

2.2%

警察

5.4%

13.1%

17.2%

23.2%

41.1%

業者

12.3%

18.3%

38.8%

23.5%

7.1%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警察

39.4%

45.1%

12.5%

2.0%

1.0%

業者

25.0%

42.9%

26.1%

3.7%

2.2%

我認為應
該被處分

警察

38.7%

45.1%

14.5%

1.0%

0.7%

業者

25.7%

42.9%

25.0%

4.9%

1.5%

他應該會
被處分

警察

37.0%

44.8%

15.2%

2.0%

1.0%

業者

23.1%

49.6%

21.6%

4.9%

0.7%

我會揭露
該行為

警察

25.3%

34.3%

31.6%

6.1%

2.7%

業者

20.9%

34.3%

34.7%

8.2%

1.9%

多數人也
會揭露該
行為

警察

19.2%

28.3%

38.7%

10.4%

3.4%

業者

20.1%

32.8%

37.3%

8.2%

1.5%

這種情形
很普遍

警察

5.7%

14.5%

16.5%

23.9%

39.4%

業者

9.7%

19.8%

41.4%

20.5%

8.6%

屬於嚴重
的風紀問
題

非常不同意

己揭露他人這樣行為的比例相差不大。

者的67.9%，顯示警察對於這種行為的

業者的比例高於警察人員。至於受訪者

由表二十七可知，警察被動接受

最後有關這樣行為是否普遍存在，

嚴謹度較業者為高；就應然面而言，受

認為服務單位的警察同仁或一般百姓會

民眾或商家在年節假日所送價值不高

受訪的警察有高達64.3%不同意這樣的

訪者均認為這樣的行為如果被發現了，

揭露這樣行為的比例，受訪警察的比例

的小禮物，且很小心的不濫用職權的

看法，僅18.5%同意這樣的行為普遍存

是應該受到處分的，受訪員警認同的比

下降至47.5%，而業者的部分大致維持

認知中，受訪警察認為這屬於嚴重的

在；至於受訪業者各有30%同意或不同

例達83.8%，亦明顯高於受訪業者68.6%

在52.9%。

風紀問題佔51.5%，而業者同意的比例

意這樣的看法，顯示業者對於這樣的行

的看法。就實然面而言，無論是受訪警

最後有關這樣行為是否普遍存在，

佔45.9%；就應然面而言，受訪者均認

為是否普遍存在具有兩極化的意見。

察或業者也認為有這樣行為被發現者，

受訪的警察有高達63.3%不同意這樣的

為這樣的行為如果被發現了，是應該

應該會受到處分，其比例仍以警察高於

看法，僅20.2%同意這樣的行為普遍存

受到處分的，受訪員警認同的比例達

業者9%左右的看法。

在；至於受訪業者各有三成左右同意或

54.5%，明顯高於受訪業者46.3%的看

2.洩露訊息給商家，以幫助商家規
避臨檢查察認知
由表二十六可知，警察洩露訊息給

至於如果受訪者知道有這種情形的

不同意這樣的看法，顯示業者對於這樣

法。就實然面而言，無論是受訪警察或

商家，以幫助商家規避臨檢查察的認知

存在，會揭露該事件行為的受訪警察比

的行為是否普遍存在具有兩極化的意

業者也認為有這樣行為被發現者，應

中，無論是受訪警察或業者一致認為這

例卻降至59.6%，受訪業者的部分亦降

見。

該會受到處分，其比例分別為55.6%及

屬於嚴重的風紀問題，而且警察同意這

至55.2%，對於揭發他人違法行為無論

樣看法的比例高達84.5%，明顯高於業

是警察人員或是業者都存在犬儒心態，

3.年節接受民眾或商家所送小禮物
之認知

49.3%。
至於如果受訪者知道有這種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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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年節接受民眾或商家所送小禮物之認知分析表

轄區員警或業務承辦人被動接受民眾或商家在年節假日
所送價值不高的小禮物 (如打折券、茶葉)，且很小心的不濫用職權。
屬於嚴重
的風紀問
題
我認為應
該被處分
他應該會
被處分
我會揭露
該行為
多數人也
會揭露該
行為
這種情形
很普遍

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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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涉貪原因分析

同這樣的看法，但是仍有二成八左右的

1.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政策太嚴

受訪警察及二成左右的受訪業者表不同

由表二十八可知，受訪警察僅三成

意的意見，顯示警察組織績效制度，似

左右認為警察涉貪的原因是是因為電子

乎與員警涉及電子遊戲場業貪瀆或風紀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警察

19.5%

32.0%

31.0%

11.4%

6.1%

遊戲場管理政策太嚴所致，但是有四成

案件具有高度相關性，此結果提醒警察

業者

14.6%

31.3%

39.6%

10.4%

3.7%

的受訪警察不同意這樣的看法；至於受

組織應該適時修正或調整績效制度及觀

警察

17.8%

36.7%

28.3%

13.8%

3.4%

訪業者的意見中，有三成七左右認為它

念，以符第一線員警執勤的需求，避免

業者

15.7%

30.6%

36.2%

12.3%

5.2%

是原因之一，僅有二成五不認同這樣的

員警為求績效的達成而落入了涉及貪瀆

16.2%

39.4%

27.3%

13.8%

3.4%

意見，顯示這樣的嚴格的政策，是會讓

或風紀案件的泥淖之中。

警察
業者

14.6%

34.7%

37.3%

9.7%

3.7%

警察

16.5%

27.3%

33.3%

18.2%

4.7%

業者

13.1%

25.4%

41.0%

15.3%

5.2%

警察

13.8%

21.9%

39.1%

16.8%

業者

12.7%

26.9%

40.7%

警察

7.4%

13.5%

業者

11.2%

21.6%

部分業者想透過賄賂方式，方便經營電

3.個人因素

子遊戲場業。

由表三十可知，無論是受訪警察或

2.警察組織績效制度

業者皆有非常高的比例認為個人因素是

由表二十九可知，無論是受訪警察

警察涉貪的原因，警察的認同度高達六

8.4%

或業者皆認為警察組織績效制度與員警

成四，而業者同意的看法亦達五成九，

16.0%

3.7%

涉及電子遊戲場業貪瀆或風紀案件具有

顯示警察個人品德及操守的修為非常重

23.6%

25.3%

30.3%

高度相關性，兩者的意見均達四成二認

39.6%

22.0%

5.6%

表二十八
存在，會揭露該事件行為的受訪警察比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政策太嚴是警察涉貪原因調查表
我覺得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政策太嚴格是造成
員警涉及貪瀆或風紀案件的原因。

見。

例卻降至43.8%，受訪業者的部分亦降

綜合表25至27所示，有關警察組織

至38.5%。至於受訪者認為服務單位的

風紀的分析發現，受訪者認為愈嚴重的

警察同仁或一般百姓會揭露這樣行為的

違法行為愈屬於風紀問題，而且也認為

比例，受訪警察的比例下降至35.7%，

應該被處分並會被處分，同時受訪者也

不會揭露的比例佔25.2%，而業者的部

偏向於會揭露這樣的行為，並認為大部

分大致維持在39.6%，不會揭露的比例

分的人都會揭露這樣的行為，但是其普

佔19.7%。

遍性相對就降低；這樣的比例隨著違法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警察

10.4%

19.2%

28.6%

27.3%

14.5%

業者

12.3%

24.3%

38.1%

19.4%

6.0%

表二十九

警察藉機刁難或趁機索賄調查表

我覺得員警涉及電子遊戲場業貪凟或風紀案件，
與警察績效制度具有高度相關。

最後有關這樣行為是否普遍存在，

程度的降低，甚至不濫用職權的狀況，

受訪的警察有55.6%不同意這樣的看

其屬風紀問題的看法、應被處分、會被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法，有20.9%同意這樣的行為普遍存

處分及揭露該行為的看法亦逐漸降低，

警察

13.8%

28.3%

30.0%

15.8%

12.1%

在；至於受訪業者各有三成左右同意或

至於其存在的普遍性便隨之些微的增

業者

18.3%

23.9%

37.3%

17.9%

2.6%

不同意這樣的看法，顯示業者對於這樣

加。

的行為是否普遍存在具有兩極化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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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同意的比例有50.8%，業者同意的比

43.7%），第四者為警察組織績效制度

（二）嚴格管制政策致使業者有合

4.家庭功能

例有43.7%，兩者相較而言，警察認同

所致（警察42.1%、業者42.2%），最

         理藉口行賄警察

由表三十一可知，無論是受訪警

的比例較業者高7個百分點，顯示受訪

後為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政策太嚴（警察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以及焦點座談過

察或業者皆認為警察家庭功能不彰是警

警察感受到警察工作的複雜性，不良的

29.6%、業者36.6%）。

察涉貪的原因之一，其中又受訪警察高

內部監督功能對警察人員涉貪具有一定

達七成的同意度，明顯高於業者一成的

的影響。

要。

嚴格審核以及總量管制的政策，因此新

伍、研究結論及未來研究建議

同意度，顯示警察組織成員由於工作特

綜合表28至32得知，受訪警察

性，影響家庭生活的經營，特別感受到

與業者認為警察涉貪原因中，以家庭

家庭因素的重要性。

功能不彰排序第一（警察69.7%、業

程中發現，政府對於電子遊戲場業採取
設一家電子遊戲場業難如登天，而電子
遊戲場業之相關法令規定又過於嚴苛，

一、研究結論

諸如營業級別證之門檻過高、兌換獎品
之規定不符人性等，都會讓業者為了生

由表三十二可知，無論是受訪警察

者58.2%），其次為個人因素（警察

本文乃是針對警察機關查緝賭博電

存或為保護其利潤，甘冒違反賭博罪的

或業者均認為，警察機關內部監督功能

64.3%、業者59%），第三者為警察內

子遊戲機涉及貪瀆行為進行研究，期能

規定從事賭博行為，並且利用各種方法

愈完整，愈不會有警察風紀的問題，警

部監督功能不彰（警察50.8%、業者

有效遏止。經過相關文獻、理論之探討

拉攏意志不堅的員警，換言之，在此種

以及實證調查，所獲得研究之成果，茲

嚴格管制的政策下，便提高了業者行賄

就研究發現歸納結論如下：

警察的意圖，進而使警察陷入貪瀆風紀

表三十

警察藉機刁難或趁機索賄調查表

的泥淖之中。

我覺得員警涉及電子遊戲場業貪凟或風紀案件純屬個人因素所造成的。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警察

22.2%

42.1%

24.9%

6.1%

4.7%

業者

18.3%

40.7%

29.5%

9.7%

1.9%

表三十一

家庭功能不彰是警察涉貪原因調查表

我覺得員警家庭功能愈完整，愈不會有警察風紀的問題。

（一）警察公親變事主，成為電子
         遊戲場管理之實際執行者

（三）警界仍存有「保密守則」之

依據現行法規以及相關細部行政

         職業認知

規則所示，電子遊戲場之經營管理涉及

從實證分析的結果得知，警察對於

多個機關，包含經濟部、消防局、經濟

電子遊戲場業者之賄賂、招待或是三節

發展局等，警察本非電子遊戲業之主管

送禮等行賄情事，皆持有正確認知，而

機關，但由於電子遊戲場業經常涉及賭

將之視為是違法並且應受處分之行為，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博案等違法行為，因此警方基於治安考

然而對於揭發其他同仁的貪瀆違法行

警察

30.3%

39.4%

23.6%

4.7%

2.0%

量及民眾的檢舉便須介入取締，然而由

為，其普遍性則相對降低很多，這顯示

業者

19.8%

38.4%

32.1%

7.8%

1.9%

於其他機關之行政怠惰，或因警察機關

對內團結守密之次文化，對警察之倫理

之組織特性，相關業務主管機關經常將

決擇仍具有影響力。因為對於同儕的貪

其工作要求警察協辦，以至於警察機關

污行為，惟恐揭露而被排擠，甚至遭受

承接所有電子遊戲場業之管理工作，致

更多調查，因此形成相互掩飾的次文化

警察公親變事主，淪為電子遊戲場業實

及互不揭露之組織氣候，無形中便助長

際且唯一之管理機關，如此一來不但使

貪瀆風氣，導致警察之貪瀆問題無法有

員警背負沉重的工作負擔，更可能惡化

效根絕。

表三十二

警察內部監督功能不彰是警察涉貪原因調查表

我覺得員警涉及電子遊戲場業貪凟或風紀案件，
與警察績效制度具有高度相關。
對象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警察

13.8%

37.0%

30.6%

11.8%

6.7%

業者

13.1%

30.6%

42.9%

9.3%

4.1%

警民關係，使警察被貼上包庇、收取回
扣、插乾股等標籤。

（四）警察之貪瀆行為具有多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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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無論根據過去的文獻探討，

所有行政機關最具強制力的群體，過去

的端正警察風紀工作，每逢農曆春節、

訪談的方式，以深化對研究議題的深

抑或實證調查之分析均可發現警察貪瀆

警察人員假藉職務之便，藉機刁難或趁

端午節及中秋節皆會定期宣導此項政

度，透過廣度與深入的兼容並蓄，讓研

之原因錯綜複雜，沒有單一因素可以完

機索賄之情形時有所聞，本研究經實務

策，在長期努力下，宣導的作為已獲得

究的更趨於完整。

整解釋警察之貪瀆行為，有屬組織外之

調查所獲得的結果顯示，大部分的警察

初步成效，雖然滿意的民眾仍未超過半

政策、法律因素，或組織內的組織文化

同仁未曾聽聞這樣的情形，但是仍有三

數，但是不滿意者僅一成四左右，整體

（二）在調查的對象上

氣候、內部管控機制、首長領導，以及

成左右的業者曾經聽聞過警察人員假藉

而言，警察機關在這方面的努力仍值得

本研究宥於時間與經費，調查對於

屬於員警之個人因素，如家庭、心裡認

職務取締違法電子遊戲業者，藉機刁難

肯定的。

知等。

趁機索賄的情形，故未來警察機關應持

其中，透過問卷調查之分析，更顯

續推動廉政工作。

示無論是受訪警察或是業者，皆有非常

僅抽樣部分業者與警察人員，雖然研究
工具的信效度均已達研究的信效度，惟

（九）加強員警之家庭功能是防制

為了讓此議題的研究更趨於完整，未來

         警察貪瀆之關鍵

在研究的調查對象上，可以擴充調查的

長期以來，警察繁重的業務，對於

對象，如果可行的話亦可採行分層隨機

高的比例認為個人因素是警察涉貪的主

（六）檢舉獎金宣導成效仍待持續

要原因；其次是組織之內部管控機制，

         加強

警察家庭生活之維繫存在重大的影響，

不良的內部監督功能對警察人員涉貪具

為了建立清廉的政府形象，鼓勵民

因此在有限的時間內要兼顧其家庭生活

有一定的影響。最後是組織外部的法

眾勇於檢舉公務人員貪污瀆職案件，政

實屬不易。若其家庭經濟狀況不佳，對

制、政策因素，因為嚴格的政策，會讓

府透過高額檢舉獎金，希望能夠建立全

於生活各項支出均已捉襟見肘，則警察

部分業者尋求各種非法管道，大其以透

民肅貪的形象，然而可能由於實務宣導

貪污舞弊的貪念便可能產生。因此家庭

註釋：

過賄賂方式，方便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不足或策略不佳，受訪者知道此項政策

功能之健全與否實為影響警察貪瀆之重

1. 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之規定，並

總的來說，警察之貪瀆問題存在已

者有限，因此，未來仍應持續加強宣導

要因素，故強化員警之家庭功能，是防

無賭博電玩之用詞，本文採用「賭博

作為或調整合適的策略。

制警察貪瀆風紀行為之關鍵手段。

電玩」一詞係沿循警政工作年報之用

久，就其發生之趨勢以觀，警察貪瀆行

調查的方法，讓調查對於更為週延。

詞。

為已從員警個人化逐漸發展為集體化、

二、未來研究建議

全面化、高層化，故警察貪污腐化是多

（七）警察整體政風清廉度尚佳

重因素在時空運轉下交互影響的結果，

政風清廉度是否獲得民眾的肯定，

本研究雖然透過質化焦點團體座

而不僅僅是警察機關內部的病兆。此研

攸關警察人員在民眾心目中的清廉形

談及量化問題調查的方法以獲取實證資

究結果也提醒若要防制警察取締電子

象，經由實證調查的結果顯示，警察整

料，但是由於研究議是的敏感性，因

遊戲場業涉及貪瀆之問題，就不能單靠

體的政風清廉度尚佳，顯示近年來在政

此，在實證研究的過程中，不免仍存在

吳淑瓊，1992，〈焦點團體研究法〉，《研

警察機關，尚必須整合各個公務體系，

府大力推行廉能政府的積極作為下，已

諸多的研究限制，而這也提供了本研究

考雙月刊》，第16卷第1期，臺北：行政

形成強而有力的外部控制，並且強化內

獲得初步成果，惟民眾的滿意度仍未超

未來持續發展的研究方向。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部管控機制，從警察個人之倫理教育做

過半數，未來仍應持續加強警察廉能作

起，才能有效端正警察之風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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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涉及賭博電子遊戲機貪瀆原因之調查研究

接下來請我們黃國珍黃副主任評

爆發，所以委託警察大學做相關專案研
究，與政風室查據賭博、電子遊戲的專

論。

案研究結果相比，兩者呈現的結論大致

評論人／內政部警政署督察室
黃副主任國珍

相同。剛才的建議是我代表警政署立
場，所提出的看法，接下來是我個人的
看法，依電動遊戲機的本質而言，這個

主持人、各位老師大家好，這個題

題目可能就有錯誤，因為沒有賭博性電

目是有關警察風紀問題，在此就提出一

玩這種名詞定義，這是社會大眾通用的

些建議以供發表人參考，貪瀆行為是人

口語，在電動遊戲機處理規範裡並沒有

的問題，而非制度問題，員警發生貪瀆

賭博性電玩，早期吃角子老虎是賭博，

案件原因雖然很多，但是法令或制度不

只要抓到在玩吃老虎角子就算是賭博，

會合法化貪瀆行為，只有當員警或公務

而現在電動玩具的遊戲條例是這樣規定

員有權力，才會去違反法令破壞制度，

的，先分類再分級，益智類、遊戲類，

蔡墩銘，1982，〈警察貪瀆問題之研究〉，

Conformity: Police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12期，台

Roger G. Dunham and Deoffrey P. Alpert,

所以貪瀆是人發生了問題，而非制度

一般級、限制級等等，所以只要合法申

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Eds., Critical Issues in Police: Contemporary

問題。另外，績效制度並非是形成貪瀆

請的電動玩具都是合法的，而電動玩具

Readings, Third Edition, Prospect Heights,

案件的成因，績效是根據警察機關法定

機是合法的，並非具賭博性，是拿去做

Illinoes; Waveland Press, INC.

任務所設定的客觀指標，達成組織目標

賭博性質的活動才是非法的。

周雅容，1997，〈焦點團體法在調查研究上
的應用〉，調查研究第3期，臺北：中央
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
Krueger, R. A. (1986), Focus Group Interviewing:
A Helpful Technique for Agricultural

Sherman, L. W. (1974), Police Corruption: A

所呈現的成果，也就是說因為警察機關

電動玩具機違法有兩種狀況，一種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Anchor

對民主社會課責的體現，達到績效標準

是申請核准的遊戲機去從事賭博行為，

者，代表對違法律者，取締強度增加，

第二種是沒有申請執照，卻無照營業，

貪瀆案件較不會發生，反過來沒有達成

所以不能說賭博性電玩充斥各地，因為

績效目標的，取締強度就減弱，貪瀆案

只要是經過申請，皆為合法的遊戲機。

件較會發生，而將員警涉及貪瀆或風紀

另外，那平均取締幾件賭博性電玩代表

案件成因，全然歸咎於績效制度，可能

是什麼？取締越多代表警察越認真，你

是倒果為因的錯誤，綜合以上，警察機

不取締，是警察不去發現，或是這個社

Books/Doubleday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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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已經沒有用電動玩具去從事賭博性活

效制度違反比例原則，此邏輯是有問題

動，這種狀況要區分清楚，所以使用此

的，且在論文裡提及績效是違反人性的

數據來說賭博性電玩充斥各地，其邏輯

假設，人性的假設是什麼？在經濟學的

性是有問題的，因為電動玩具如不是用

人性假設是注意理性，業者為了營利無

來賭博的，而是無照營業，無照營業並

所不為，在警察的立場也是要理性，該

非警察所管，警察主要業管使用電動遊

取締就要取締，當然很多取締當中，以

戲機從事賭博性活動。

多報少的情況當然有，100台遊戲機，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整個條文

警察只呈報70台，那是警察的失責，這

有關警察的只有第二十條：「直轄市、

就有問題。警察涉貪並非是績效和制度

縣（市）主管機關進行前項檢查時，得

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所以警政署持

會同都市計畫、建築管理、消防、環境

續強化內部風險的控管以及內部控制的

保護、衛生等相關機關配合檢查，並得

機制，貪瀆就是不對，無論制度如何，

視需要請警察機關協助。」只有該條文

就是要守法，不能說制度不合裡，就有

提及警察必要時需提供行政協助，而論

貪瀆的理由，論文裡的問卷條調查裡面

文裡面提到警察公親變事主，就像違章

較多是偏重於業者，我想如果換做是偏

建築，以前為警察業管，但現在並非警

重於警察，結果可能大大不同，以上我

察所管，違章建築林立，民眾卻反過來

的補充說法，如有不周請見諒。

怪警察，現在電動遊戲機無照營業是其
他單位負責，但民眾卻也認為是警察故
意不取締，是用電玩去賭博，警察不取

主持人／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顧主任慕晴

締才是警察有錯，無照營業不歸警察所

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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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警政資訊公開現況與檢核機制之初探
胡至沛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姜智庶
｜交通部航港局專門委員，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

摘要：

用法令的適切性」、「訴願及訴訟之件

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迄今，諸如

數及結果」等，建立各項客觀指標與

法令競合造成適用疑異、立法疏漏形成

統計項目，共分為「資訊公開網站環

無人監管、條文籠統無從遵循之窘境。

境」、「擴大主動公開層面」、「主動

本文以內政部警政署與所屬一級機關為

公開執行情形查檢」，以及「申請（被

例，檢視其政府資訊公開執行情況，並

動）公開執行情形」等四大構面。據

管，所以很多監察委員我都會跟請他們

謝謝胡教授這麼深入且明確的研

且嘗試建立評鑑指標與檢核機制，並且

此，本文希望透過指標與檢核機制探

看條文，他們就非常驚訝，原來電動遊

究，我們請廖主任來評論。看評論之餘

選定「資訊公開網站環境」、「主動公

討，提供公務機關於執行政府資訊公開

戲機無照營業並非警察所管。

是不是可以尋找資源，支持胡教授來做

開」、「被動公開」、「擴大資訊公

法時之參考，為建立資訊公開、行政透

研究。

開」建立各項主觀指標與檢核項目；另

明的民主社會盡一分心力。

論 文 裡 提 到 績效 問 題 ， 取 締 績 效
越好表示警察越認真，方才教授講到績

外輔以年度實施情形統計報告「申請案
件辦理公文績效」、「申請案件之件

關鍵字：政府資訊公開、警政資訊、行

數，否准之件數」、「否准之理由、引

政透明、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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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為例外；另同條文第三項：「有關

無人監管、施行細則闕如，致令人民與

政府資訊的民眾，多數不曉得使用機關

行政機關資訊公開及其限制之法律，應

行政機關皆無所遵循等窘境；在實務面

檔案目錄查詢網的功能，用以查詢所需

資訊公開是現代民主政治中行政

於本法公布二年內完成立法。於完成立

上主動公開部分由於沒有督考機關及施

檔案或資料的完整名稱，重點在於政府

民主化的重要指標，也是程序公開、行

法前，行政院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辦法

行細則，所以在提供資訊時僅就應主動

資訊專區未設明確的操作指南或說明；

政參與的必然原則，在實現程序正義及

實施之。」是故，行政院於2001年2月

公開的項目和種類作列舉，未考量主動

其次是有關民眾問題的答詢，政府機關

符合民主憲政的前提與基礎下，站在民

21日會銜考試院發布「行政資訊公開辦

公開資訊的品質以及內容之完整性、可

不一定都設有未設資訊公開單一窗口及

眾的觀點，資訊公開、決策透明，可以

法」，以作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完成立法

及性、即時性及便利性；年度施行狀況

諮詢專線電話。

消弭資訊的不對稱，讓民眾在行使權利

程序前過渡性質之法規，使該階段行政

統計僅列舉承辦以及准駁件數，虛應了

據此，本文主要在於突顯政府資訊

及履行義務前，能公平地取得政府資

機關與人民就有關行政資訊公開事項

事，無法窺知執行績效之良窳；而有關

公開的重要性，以及透過檢視警政機關

訊，並充分瞭解到本身所享有的權益和

有所依據，實質上已刪除的「行政程序

資公法的教育宣導嚴重不足，甚至連公

目前的現況與作法，提出建立檢核機制

保障；站在行政機關的立場，機關因決

法」44、45條日落立法條款，亦可謂為

務員本身對相關法令亦不盡熟悉；被動

的可能方向與建議，以供相關單位與人

策過程公開透明，增強了人民對政策的

「資公法」的催生法案。資公法自2005

公開部分由於缺乏統一解釋的機關，沒

士參考。

接受度與信賴度，施政清廉相對帶來行

年12月28日施行，代表著我國已晉身至

有制定審核的基準與標準作業流程，行

政效率與服務品質的提升，政府機關保

先進的法治國家行列，民眾「知的權

政機關只能各自為政、各自解讀，嚴重

有的知識及資訊，經由散佈、傳遞、融

利」已受到良善的保障與尊重，政府機

影響民眾申辦的效率及觀感；在供需面

合，以及加值內化與創新再利用的演繹

關有義務開啟民眾實質「參與民主」的

上：由於缺乏實質的關注團體或個人，

過程，將成為影響個人、企業乃至於整

機制，也有責任將持有的資訊公開，讓

新聞媒體對政府主動公告的訊息又興趣

個國家在國際競爭市場的地位。網路科

政府機關保有的知識及資訊，藉由交

缺缺，媒體關注的焦點在於機關弊案的

技的普及化與廣泛運用程度，更是主導

流、互動的過程，得以獲致創新利用及

挖掘，無法轉化為監督的力量。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速度之關鍵因素，故

加值升級的效果。但是該法實施至今，

為達成政府資訊提供公開化、透明化，

卻有以下的問題：

壹、前言

貳、資訊公開的重要性

一、強化民主原則
所謂民主原則，係指一切國家機關
必須直接或間接由國民產生，其權利必

第三、民眾向政府機關申請閱覽政

須直接或間接淵源於主權者之國民（許

府資訊時，准駁權限在該資訊的業管單

宗力，1992）。現代的議會民主憲政體

並促進資訊之公平取得與合理運用，政

首先、我國政府所制訂的資公法，

位，檔案管理單位主要職司提供閱覽場

制要求一切國家權力來自人民，即要求

府資訊公開法制之建構與落實，便成為

目前並沒有明確的主管機關，因此在缺

所，以及準備申請人閱覽、抄錄或複製

須具有民主正當性基礎。換句話說，決

當前全球化資訊社會之首要課題。

乏監督管理的情況下，行政機關必然缺

所需之檔案；由於各業管單位人員變動

定國家最高意思之權利歸屬於國民。我

我國對於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下

少積極推行資公法相關規定的動能，在

或升遷較為頻繁，導致管理人員反而較

國憲法第一條明定我國為民有、民治、

簡稱資公法）相關研究，肇始於行政院

沒有資公法相關檢核機制的情況下，行

為熟悉資公法相關法令，業管人員在簽

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同法第二條復規

研考會之相關委託研究案，例如葉俊榮

政機關失卻了自我檢視與及時改正的機

辦申請閱覽政府資訊的准駁時均持保守

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人

與許宗力（1996）等。在資公法的立法

能；所以資公法年度施行報告及檢核機

心態，唯恐會有其他後遺症發生，甚至

民知的權利最基本與最重要的基礎為民

沿革過程中，「行政程序法」扮演著舉

制的建構，便成為檢視本法政策執行成

錯誤引用條文，駁回民眾的申請案，亦

主原則，民主原則的基本意義為國家權

足輕重的角色，該法第44條文第一項：

效的首要任務。

不知駁回通知即是一種行政處分，通知

力源自於人民，基於此原則，人民為國

「行政機關持有及保管之資訊，以公開

其次、法律制度面上，許多研究

書漏列不服處分的申訴及救濟管道，都

家權力的主體，為國家事務的最終決定

為原則，限制為例外；」明確地表示政

者對資公法相關之批評撻伐者眾，諸如

突顯公務人員法制教育，以及相關工作

者，亦是國家利益的享有者，為了使人

府機關持有的資訊係以公開為主，限制

法令競合造成適用疑義、立法疏漏形成

知能複訓的必要性。或者一般申請閱覽

民有效率與完整的做決定，就必須有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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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資訊來源，而且政府既是人民授權

民主權原則之展現，同時美國資訊自由

異，但基本上已顯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來，增加公民因監督力量而產生對政府

而組成的，則政府所保管的資訊應該要

法之制訂過程及日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已為晚近各國所重視與關切的政府改

的信任感；然而，就政府內部管理層次

提供人民知道與利用，所以人民知的權

一條亦採此見解。

革議題（張文蘭、林芳如、武桂甄，

來說，資訊公開與透明為課責機制的展

2009）。

現，讓所有人有「知」的權力，使政府

利與民主體制的運作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係。

三、促進良善治理

據此，「臺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內部更能為其行動歸責，同時，增進內

基於民主原則之要求，則國家主

何謂善治？英國民間議會（the

亦致力於「台灣公共治理指標（Taiwan

部運作績效、行政績效、降低交易成本

權在民，政府所握有之資訊，乃是直接

British Council）總和了各國際組織對善

Public Governance Indicators，於下簡稱

的動力，甚至具積極反貪腐的功能（項

或間接運用人民之納稅所得，應為公共

治的討論後，其提出「善治」的標準

TPGI）」，以及其調查機制的建立與改

靖，2001）。

財產，屬於人民所有，人民自有權加以

應有下列數項內容，包括如：正當性

善，有系統地呈現、追蹤民眾對於公共

透明化程度的高低會決定人民對

取得使用。從另一方面而言，既然主權

（legitimacy）
、課責（accountability）
、

治理相關議題的態度，期能協助政府當

於政府行為的了解程度，並且對民主國

在民，政府之統治乃是經由被統治之人

專業知能（competency）、人權及法治

局充分瞭解台灣公共治理之發展現況。

家的選舉機制有相當的影響。同時，國

民同意及授權而來，對政府之適當監督

（human right and rule of law）
，另訂出

依據該中心「台灣公共治理指標（99）

際社會中，政府資訊的公開程度也會影

乃為必然。人民為監督政府，考核其施

十項優良政府（good government）之要

年度報告」，該研究將經濟合作暨發展

響國際貿易以及國際安全問題。從我國

政，以決定支持或另選適當之人，就

素（王崇豪，2002）。孫國祥（2002）

組織（OECD）所提出「公共治理與管

公共治理的透明化指標發現該評估旨在

必須要取得政府資訊，了解政府之所

則將這些要素歸納成六項：正當性

理」項目與世界銀行（WB）公部門治

衡量我國政府資訊公開的程度，包含

為。因為為了貫徹民主原則，就必須給

（legitimacy）
、透明化（transparency）
、

理組織所公布全球治理指標，提出「法

「透明化基本資料」、「資訊」、「政

予人民取得政府資訊的權利（林子儀，

課責（accountability）、法治（rule of

治化程度」、「政府效能」、「政府回

治與財政透明化程度等4個次面向」。

1993），均賴政府制定資訊公開法，以

law）、回應力（responsiveness）、效能

應力」、「透明化程度」、「防治貪

其中並特別關注於作為政府資訊透明化

具體化憲法保障此一權利之要求。

（effectiveness）。

腐」、「課責程度」及「公共參與程

基礎的「政府資訊公開法」，因為透過

「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

度」等七面向指標,作為TPGI 建構之依

法律的制定與執行，民眾才得以使用簡

近年已成為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關注的

據。其中「法治化程度」、「透明化程

單的方式取得政府相關資訊（江瑞祥，

資訊公開是否屬於人民之基本權

優先議題，由於公部門治理品質的良

度」、「防治貪腐」及「公共參與程

2011）：

利綜合意見認為：「憲法第一條民主原

窳，直接影響國家社會的經濟發展與人

度」即與政府資訊公開息息相關。

則與憲法第二條國民主權原理：我國憲

民生活品質。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國政

法第一條明確規定，我國乃民有、民

府均面對著更為嚴峻複雜的治理環境與

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同法第二條又

挑戰，民眾對政府實踐民主行政、提供

政府資訊公開透明的意義在於實踐

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全體國民。

高品質公共服務與有效解決公共問題的

過程，得以體現諸多治理價值，諸如：

•「資訊透明化」是我國邁向全球

則在民主原則之貫徹要求下，政府必須

能力要求與期待也愈趨殷切。許多國際

課責、績效、公民參與、反貪腐、降

化相當重要的一環，然而各級機關對於

制定「政府資訊公開法」，實踐並保障

組織例如OECD、亞洲開發銀行（Asian

低成本、監督、提高治理品質或成效、

公開方式並無一致作法，導致資訊透明

人民對政府之資訊取得權利（林子儀，

Development Bank, ADB）、APEC與世

民主、行政效率等的效果或影響。從公

化程度不一。因此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委

1993；李震山，2002）。資訊公開屬於

界銀行等，均從民主治理的觀點提出多

民角度觀之，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係成

託辦理之《政府透明化分析架構建立之

憲法第二十二條之資訊權，范姜真媺

項優質公共治理原則。雖然各國際組織

為有效監督政府行動，透明化本身在公

研究》以及《政府透明化之分析架構及

（2005）亦指出是屬於憲法第二條之國

所提出的優質治理內涵或原則有若干差

開的運作即是納入參與的民主化概念而

評估》等計畫中對我國政府機關進行評

二、保障憲法所賦予之基本人權

四、提升行政透明

•「透明化基本資料」檢視我國民
眾取得政府資訊的容易程度，作為評量
政府資訊公開法是否落實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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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以檢討政府資訊透明化執行成效，

為提起訴訟請求救濟，故其不僅止於監

有權介入監督法之執行，更直接有效保

法施行之成效，人民無從得知政府資訊

期能落實主動公開精神。

督法執行之功能，亦對人民請求救濟予

障人民之權利。 而施行狀況之年度報告

公開之決心，恐亦是資公法施行成效不

以助力。

義務之闕如，致使政府機關未重視資公

彰之原因。

•「政治透明化」檢視公務機關人
員財產及財務上的透明程度，包含公務

（二）美國雖未於行政機關外另設

人員的財產申報部分以及政治人物的政

監督機關，但仍於國立公文書館中設置

治獻金公告情形等，了解我國民主政治

政府資訊服務局，以審查行政機關之遵

是否健全發展，以及相關之陽光法案是

守資訊公開法（FOIA）並提出政策建

否有效落實。

議；另又設置公共協調官以協調行政機

•「財政透明化」主要依據OECD

國別

（三）日本則是以設置諮詢機關

Practices for Budget Transparency）」，

之方式對行政機關拒絕公開資訊是否妥

透過預算報告的內容，包含預算案應涵

當，予以事前之檢視，同樣發揮監督行

蓋的範圍、應特別揭露的事項、審計稽

政機關適當執行資公法之功能。

核等項目，來評估我國財政資訊的透明
•其次、政府針對施行狀況有提出
報告之義務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蓬勃，為確

（一）除愛爾蘭外，有關資公法施

保人權與落實民主制度，各國政府早已

行之狀況各國均依法明定須按年度向國

制定與推行資訊公開法以保障人民知的

會報告或公告其施行運用之狀況，亦即

權利。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而言，資

該年度之申請公開件數、拒絕公開之件

訊公開法更是直接衝擊了檔案的公開問

數等，而其中以美國之FOIA規定最詳

題。因此，經由檢閱比較各國資訊公開

細。依此報告可以讓人民知悉各政府機

法(湯宗德、賴宇松，2005；葉俊榮&

關之施行狀況，本質上亦為政府之資訊

許宗力，1996），特別是當中與本文主

公開，因報告之數據可反映資公法實施

題「檢核與評鑑」、「年度報告」等相

之績效，間接亦有監督政府須確實實施

關之資料，發現各國經驗有兩項共同特

資公法之作用。

法令

•首先、設置第三人監督機關

制度未做任何設計，人民僅得於請求公

（一）英國、加拿大、紐西蘭、

開被拒絕後，依一般行政救濟程序提起

澳洲等國均有如資訊官等專責機關之設

訴願，如未果，再提起行政訴訟以求救

置，以自第三人機關之立場監督政府執

濟。此為事後之救濟，雖有一定之事後

行資訊公開，或於人民請求資訊公開而

監督審查之功能，但程序冗長又不經

遭遇困難或有不滿時介入調查，甚至代

濟，仍未如設置第三人機關能於事前即

實施時間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66年7月4日制定制定 ，最終
修正資訊公開法為2007年3月14
日)

紐西蘭

關於中央政府機關之(Official
Information Act)
地方政府機關之(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Information and Meetings
Act)

1982年制定
1987年制定

加拿大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t

於1982年制定

澳洲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1982年制定

「公共機關情報公開法」

於1996年11月制定，1998年1月
1日開始實施，並於2004年修
正；

愛爾蘭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1997)
(Freedom of Information(amendment)
Act2003)

於1997年制定資訊自由法，翌
年4月21日開始施行。之後，
2003年修正

泰國

「官方資訊法」

於1997年9月制定，同年實施；

日本

「關於行政機關保有的情報公開的
法律」

於1999年5月7日制定，同年5月
14日公布，已於2001年4月1日
實行；

英國

UK FOIA

於2000年制定並施行；

「資訊自由法」

於2005年6月3日表決通過，
2006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訊公開條
例」

於2007年1月17日國務院第165
次常務會議通過，自97年5月1
日起施行。

美國

韓國

（二）反觀我國之資公法對此二

色：

各國政府資訊公開相關法令實施情形

關與公開請求人民間之紛爭。

所公佈之「預算透明化最佳實務（Best

度。五、各國最佳實務之啟示。

表一

德國

中國大陸

資料來源：姜智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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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問題，應於各該項下製作目錄，並註

表一

明相關資料取得方式。
一、政府資訊公開專區的設置

誤問題：有關本法第7條第1項第1款之

行政院於2007年10月1日邀集各部

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第2款之解

會召開「研商各機關執行政府資訊公開

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第5款之施政計

法應主動公開事項辦理情形」會議，逐

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等項目連結相

項檢討本法第7條應主動公開項目之執

關網站產生錯誤問題，建議各機關確實

行狀況，尤其應主動公開之「研究報

檢核，機關資訊部門亦應全力協助解決

告」，除依本法第18條規定限制公開或

資訊連結問題，或採直接公開於機關網

不予提供者外，要求行政院暨所屬機關

站方式辦理，方便民眾查詢。

統一採公開上網的方式處理。另外，預

4.資公法第7條第1項第3款之資訊

算及決算書亦採上載網路方式主動公

應統一放置於專區：各機關之組織、職

開，由各機關依本法第18條規定加以檢

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

視後，本於職權儘可能在最大範圍公開

件信箱仍有缺漏問題，主要係因機關未

之。另外，有鑑於各機關於網路放置應

將相關資料有系統的整理於專區，而分

主動公開資訊之位置過於分散，不便利

散於機關網站各處，建議各機關再予檢

於人民查詢，責成各機關應於其入口網

視補正，方便民眾查詢。

站之首頁建置政府資訊公開之單一窗

5.預、決算書儘可能最大範圍直接

口，應於2007年10月31日前完成，並且

公開於機關網站：機關預、決算書僅聯

因2001年施行之行政程序法第45條，以

結行政院院主計處網站，無法快速查得

及行政資訊公開辦法第4條規定，要求

機關完整資料問題，各機關依本法第18

應主動公開，請各機關儘量回溯自2001

條規定加以檢視後，本於職權儘可能最

年起建置應公開之政府資訊 (李世德，

大範圍公開之，並改採直接公開於網站

2009)。同時，此次會議的相關建議事

方式處理，以利民眾快速取得資訊。

項如下：
1.公開之內容主要係以資公法第7條
所列舉之項目為範圍 1。

本季已辦結之申
請提供政府資訊
案件總數(D)=
(A)+ (B) +(C)

3.確實檢核連結相關網站產生錯

二、人民申請政府資訊案件統計
依第7次中央廉政委員會行政院長

2.無電子檔之應主動公開資訊宜製

裁示，各機關應自100年度第3季起，按

作目錄註明取得方式：研究報告、採購

季統計受理人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

契約、統計資料、請願與訴願、行政指

數，於每季後之次月20日前，應主動公

導有關文書等文件無電子檔或採本法第

開此「業務統計」資訊於各二級機關入

8條第1項所訂公開方式，而未公開於專

口網站首頁之政府資訊公開專區或單一

統
計
指
標

合
計
(D)

總計

中
央
二
級
機
關
本
部

所
屬
三
級
機
關
1
(
含
下
屬
機
關
之
統
計
總
合
)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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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統計總表（1-12月）
申請內容全部核
准案件數
(A)=(A1)+(A2)

申請內容部分
核准案件數
(B)=(B1)+(B2)

申請內容全部駁
回案件數
(C)=(C1)+(C2)

檔案 其他 合計 檔案 其他 合計 檔案 其他 合計 檔案 其他
應用 政府 (A) 應用 政府 (B) 應用 政府 (C) 應用 政府
(D1) 資訊
(A1) 資訊
(B1) 資訊
(C1) 資訊
(D2)
(A2)
(B2)
(C2)
112 1892 1961 108 1853

33

2

31

10

2

8

第
1
季

2

2

0

2

2

0

0

0

0

0

0

0

第
2
季

1

1

0

1

1

0

0

0

0

0

0

0

第
3
季

2

2

0

0

0

0

2

2

0

0

0

0

第
4
季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5

5

0

3

3

0

2

2

0

0

0

0

第
1
季

419

11

408

407

10

397

10

0

10

2

1

1

第
2
季

519

24

495

516

24

492

3

0

3

0

0

0

第
3
季

529

36

493

518

36

482

8

0

8

3

0

3

第
4
季

532

36

496

517

35

482

10

0

10

5

1

4

1999 107 1892 1958 105 1853

31

0

31

10

2

8

合
計

資料來源：姜智庶，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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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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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規劃設計，於同年12月完成規劃作

警察勤（業）務發展與效益提供許多重

2008）。之後，警政署再次於2005 年

另外，本文觀察2002到2012的11年

業，經行政院核定實施後即辦理選機作

要的資訊與貢獻（古永昌，2001）。

大幅進行各項系統整合，期以打造一個

間，國家檔案開放應用業務統計資料

業，於1981年2月份採用NEC ACOS 800

然而，警政機關在節省成本以及

知識訊息交換的平台（內政部警政署，

（參見表三）發現，申請檔案應用的人

型電腦主機，經過密集之人員訓練與開

建置更具完善的系統前提下，其資訊系

2005），除了將舊有之資訊系統進行更

數僅成長不到3倍；申請件數雖從2,429

發工作後，於1982年6月完成主系統，

統亦隨資訊科技的脈動、配合政府施政

新汰換外，並將作業系統由原有的四十

件擴增至78,550件，也僅是緩步上升而

以及新竹以北各縣市警察局及重要分局

重點將各機關資訊系統整合，故於1999

餘項，增加為六十七項服務計有67 種

已，甚至不及國家檔案館豐富典藏的百

電腦設備的安裝，並且於1983年6月完

年起推動「建置警察機關網際網路計

警政資訊系統被納入，再依業務性質，

分之一。

成苗栗以南各縣市警察局及重要分局電

畫」，將舊有之封閉式網路，更換為開

分為保防、後勤、教育、刑事、保安、

腦設備的安裝。該系統發展迄今，經過

放式系統架構，將各項資訊系統增加到

境管局、祕書、人事、資訊、行政、勤

不斷的更新與擴充，使用範圍已涵蓋了

四十餘項，服務的範圍更遍及全國各地

指中心、外事、戶口、督察總計15 類，

1.資訊系統的建置

各級警察機關，並且能透過連線與他單

（警察局、分局、分駐、派出所及外

其中刑事部份因其業務性質再細分為偵

我國警政資訊系統於1977年9月開

位相關之資訊系統聯繫與資料交換，對

島），此時期對於國內警察機關維護

查、預防、紀錄、司法四類。

窗口。

三、警政機關的運作狀況

社會治安有極顯著的幫助（黃柏林，

表三
民眾申請應用
年度

國家檔案開放應用業務統計

申請應用人數
（人次）

申請應用檔案
量（件）

核准應用檔案
量（件）

無法提供
（件）

項目
2012年

342

53,977

51,311

341

2011年

302

78,550

78,127

423

2010年

353

75,998

75,802

196

2009年

261

68,053

67,378

675

2008年

158

73,164

72,308

856

2007年

175

58,063

57,567

496

2006年

105

60,775

58,781

1,994

2005年

134

12,631

12,589

42

2004年

248

16,410

16,241

169

2003年

184

6,842

6,481

361

2002年

110

2,429

2,399

30

2,030

452,915

447,673

5,242

小計
資料來源：姜智庶，2013。

圖1   警政資訊系統架構（資料來源：引自吳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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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警政機關網站規劃與設計

者，設計出親和的網站介面，維護高品

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網站具備了

質的網站內容。另外，為全面提升政府

大眾傳播、溝通、行銷的特性，如果沒

機關網站服務品質，以掌握網站共通

有明確的目標則會流於宣傳，就如同紙

性元素與最新技術應用，行政院研考會

本式的宣傳手冊，並不能真正根據網站

（2005）推動全面提升政府網站服務品

特性來發揮功效。因此，一個網站的目

質專案，針對政府網站評鑑的研究，架

標應該要明確指出想要服務的對象與內

構了「政府網站評鑑指標」，作為各級

容的種類（黃朝盟，趙美慧，2001）。

政府機關網站考評準繩。

警政單位的網站定位，應該是要偏向生

在此，本文就2013年11月24日自

活資訊的提供，重點是在業務內容。對

行前往警政署，以及挑選人口眾多的

此，翁慧珊（2009）指出警政機關網站

（準）直轄市的警察局網站，進行測試

一般是由警察機關自行或委外所建置之

觀察，其主要發現如下：

網際網站，一般使用者只要取得警政機

第一、支援特定瀏覽器：部分網站

關的網址，即可進入此網站查閱相關資

不易開啟或顯示不全，可能的原因在於

訊，或隨意連結到其他的網頁去取得欲

僅支援微軟（Internet Explorer）的特定

查詢的資料。隨著政府對民眾的日趨重

版本以上的瀏覽器，其他上面上常見的

視，透過警察網站來建立與民眾的互

谷歌（CHROME）或蘋果（SAFARI）

動，也由以往被動式替民眾解決問題的

網頁瀏覽器相容性不足，

為民服務

表四

目前警政機關網站資訊公開情況

警政署

機關
項目

197

各縣市警
察局

直轄市政府警察局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桃園縣為
例

資訊公開 符合公資 符合公資 符合公資 符合公資 符合公資 符合公資 符合公資
專區設置 法第七條 法第七條 法第七條 法第七條 法第七條 法第七條 法第七條
內容規範 內容規範 內容規範 內容規範 內容規範 內容規範 內容規範
線上申辦 連結至警 連結至台 連結至新 連結台中 地方性業 連結至警
政E網通 北市民E 北市政府 市線上申 務線上填 政署E網
點通
網路E櫃 辦系統
單全國性 通
檯
連結到警
政署系統

連結至桃
園縣線上
申辦整合
系統

業務申辦 連結至警 連結至警 連結至新 連結至警 連結至警 連結至警 連結至警
說明與查 政署查詢 政署查詢 北市政府 政署查詢 政署查詢 政署查詢 政署查詢
詢
系統
系統
網路E櫃 系統
系統
系統
系統
檯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3.人民申請警政資訊概況

警政署，就應該公開案件數於該屬網

位置與名稱：此類網頁的配置不一，除

依照第7次中央廉政委員會行政院

站，如此一來才能方便民眾得知使用情

要，進而提供適合的安全資訊或解決方

了政府資訊公開設有明顯的專區外，其

長裁示，按季統計受理人民申請提供政

況，而不是去透過尋找或猜測所謂的

案。因此一個以民眾為導向的警察網

他與民眾申辦查詢的服務，取名並未統

府資訊案件數必須於行政院所屬的二級

「二級機關」才能得知。最後，根據表

站，應學習企業有顧客關係管理的概念

一，甚至隱藏於網頁的子項目之一，不

機關公開，就本文所探討的警政資訊而

五的資料所示，目前民眾申請警政資訊

（林嘉誠，2004），若能帶給民眾顧客

易於民眾尋找。另外，項目的名稱沒有

言，此處的二級機關是為警政署的主管

的案件數一季約有20到30件，通過率為

化的感覺，這將是提升警民關係的新趨

統一，常見者例如「為民服務」、「業

機關――內政部。本文認為此舉固然有

100%。此現象本文認為可能反映出民

勢。

務申請」或者直接用申辦業務名稱取代

助於促使政府資訊公開，但更應該進一

眾目前仍不清楚如何向警政單位申請所

之，需要花點時間適應。

步將申請情況，公開於與所屬相關的機

需資料，另外，另一種可能是承辦單位

關網頁上，例如人民申請的資訊若屬於

在受理時就直接告知無法提供使然。

服務方式，進入到利用所蒐集建立的資

第二、申辦與查詢項目沒有統一

料庫，主動去發掘民眾的問題及其需

為了讓各政府機關對網頁版型設
計，以及內容維護管理有明確的遵循準

第三、部分連結未及時更新：此部

則，行政院研考會（2000）特別訂定

分市警局多半都以超連結的方式，將網

「政府網站輔導手冊」，以協助政府網

站移轉至所屬的E化服務網站，或轉移

站能切合民眾需求，並且制訂了「政府

到警政署所設立的申辦與查詢網站，但

網站版型與內容管理規範」（2007），

是經過測試使用，部分市警局的設立的

來引導政府網站的承辦人員與網頁開發

超連結可能疏於維護，無法正確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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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2.
警
政
署
(
含
所
屬
)

內政部100年度第3-4季辦理人民申請提供政府資訊案件統計

本季已辦結之申
請提供政府資訊
案件總數(D)=
(A)+ (B) +(C)

統
計
指
標

為民服務

合
計
(D)

申請內容全部核
准案件數
(A)=(A1)+(A2)

申請內容部分
核准案件數
(B)=(B1)+(B2)

肆、警政資訊檢核機制之初探

申請內容全部駁
回案件數
(C)=(C1)+(C2)

檔案 其他 合計 檔案 其他 合計 檔案 其他 合計 檔案 其他
應用 政府 (A) 應用 政府 (B) 應用 政府 (C) 應用 政府
(D1) 資訊
(A1) 資訊
(B1) 資訊
(C1) 資訊
(D2)
(A2)
(B2)
(C2)

第
3
季

30

0

30

30

0

30

0

0

0

0

0

0

第
4
季

21

21

0

21

21

0

0

0

0

0

0

0

合
計

51

21

30

51

21

30

0

0

資料來源：本文節錄自內政部網站。2

表六

新公共服務的重要概念

0

0

0

0

4

立：針對資公法檢核機制中的客觀統計
指標，主要是依照機關年度施行報告格

本文參考督導檢核的概念，試圖

式與各項統計數據為主。

建構一套完整之檢核項目與指標體系，

第三、制定申辦政府資訊的標準

以作為我國行政機關資訊公開政策，執

作業流程：依「申請人資格、條件」、

行定期與不定期的督導、評鑑與觀察之

「法規內容」、「辦理期程」、「辦理

主要依據，並且選定「資訊公開網站環

步驟」、「一致性的標準」，綜整所有

境」、「主動公開」、「被動公開」、

程序，讓效率、效能、公平和正義得以

「擴大資訊公開」建立各項主觀指標與

顯現，從便民角度及承辦人需求出發，

檢核項目；另外輔以年度實施情形統計

輔以主管及研考人員監督者的觀點，建

報告「申請案件辦理公文績效」、「申

構符合機關需求之標準流程，讓民眾可

請案件之件數，否准之件數」、「否准

省卻摸索及提問的時間；執行者在明確

之理由、引用法令的適切性」、「訴願

及一致的標準下不致產生誤判，進而提

及訴訟之件數及結果」等建立各項客觀

升工作績效；監督者可迅速掌握問題的

指標與統計項目。當中包含評鑑指標之

癥結，從而提出改善和調整的建議。

主要構面，評鑑指標與配分等項目。其

第四、研編申辦政府資訊的使用

中「資訊公開網站環境」有10項指標；

指南：編定政府機關資訊專區操作指

「擴大主動公開層面」有10項指標；

南，「詳盡介紹各項功能」、「操作步

「主動公開執行情形查檢」有10項指

驟」、「資料搜尋的方法」、「目錄查

標；「申請(被動)公開執行情形」則有

詢」、「網頁連結」、「申請表單的填

10項指標（如表七所示）。為了建構此

寫」，「提供單一窗口的聯絡方式與諮

檢核表，相關機關需要有以下配套措

詢專線」。
第 五 、 研 提申 辦 政 府 資 訊 的 審 核

施：
第一、主觀指標的記點與配分：各

基準：釐清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

衡量構面與的計分方式與配分，可以由

法、檔案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訴願法

機關與所屬單位召開聯席會議，或是採

等法令競合，或者適用順序等關係，讓

取焦點座談輔以層級分析法（AHP），

「審核的過程標準化」、「裁量權的使

尋找出彼此共同認可的給分與配分標

用明確化」、「申辦的方式簡單化」、

準。

以及「准駁的速度效率化」。
第二、客觀指標與統計項目的建

資料來源：警政署警政統計通報（102年第43號）。3

199

200

警察通識叢刊――102年發揚公務倫理暨端正警政風紀學術研討會特刊

表七

政府資訊公開評鑑指標與檢核表

指標項目

年
度
計
畫
及
推
動
情
形

資
訊
公
開
網
站
環
境

為民服務

衡量計點方式

是否訂定推動機關行政透明措
施短、中、長期工作計畫並逐
年修訂及檢討？

短、中、長期計畫
逐年修定及檢討

計畫是否配合年度重點工作項
目訂定明確之目標？

重點工作項目
目標達成率

相關預算編列及執行情形？

預算執行率

機關內部分工情形是否明確？

分工情形查檢

機關內控、自我檢查辦理情
形？

內控機制及自我檢查表

管考及督導所屬辦理情形？

管考及督導所屬辦理情形

講習及教育訓練辦理情形？

講習及教育訓練佐證資料

年度宣導情形及工作成果？

宣導及成果佐證資料

前次檢核缺失改善情形追蹤？

缺失改善情形追蹤

政府資訊公開專區於網頁中所
處位置是否明顯適當且方便查
詢？

設置專區
明顯適當
網站地圖
連結路徑3層次以下

配分

得分

提供下載使用之電子檔是否為
開放之檔案格式？申請書表是
否可供下載利用？

(1) 檔 案 格 式 是 否 符 合
w 3 c ( Wo r l d - W i d e - We b
Consortium)之xhtml規範
(2) 符 合 o a s i s ( O rg a n i z a t i o 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andards) 規範的sxw格
式；
(3) 使用所有試算表軟體皆可
產生/讀取簡單的csv格式
(comma separated values)
(4) 符合Adobe規範的ps格式
(5) 符合Adobe規範的pdf格式,
(6) 符合Microsoft規範的rtf格
式
(7) 以xhtml替代簡報軟體；
(8) 可供下載利用
(9) 無法提供下載利用

是否提供關鍵字查詢功能？
是否提供熱門查詢項目統計？
公開資訊點選次數統計？

關鍵字查詢；
全文搜索；
熱門查詢項目統計
專區內各項目年度瀏覽人次統
計

是否 於 社 群 網 站 開 立 機 關 帳
號？
擴大連結面與宣導面

開立機關帳號之社群網站數

是否提供操作指南或 Q&A說
明？

內容的完整及可瞭解性

是否設置資訊公開單一窗口並
提供專人聯繫電話、傳真及信
箱？

單一窗口；
專人服務（網路0.1、臨櫃、
電話及傳真）

是否提供查詢目錄或相關連
結？
連結相關網站時是否有產生錯
誤等問題？

提供查詢目錄或相關連結；
快速且正確連結相關網站

申辦進度是否提供線上查詢服
務？

收件、分案、審核、陳核、發
文
辦理期間公文績效

查詢結束是否提供滿意度調查
或留言板進行互動？

滿意度調查舉辦方式吸引程度
即時新聞、留言板和回應時間

網頁是否滿足Browser-friendly
之目標？

(1)僅限IE
(2)開放自由軟體數0.2-0.8；
(firefox、Chrome、Safari、
Netscape、Opera)
(3)開放5個以上Browser

是否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登錄
之統計類型、數量及違反本要
點受懲戒確定之人員姓名、事
由主動公開於資訊網路？

配合遊說法17條及其施行細則
20條規定辦理

是否主動公告個人資料保護事
項？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
理作業手冊規定：「各機關應
於院核定後2週內，將中程施

擴
大

201

202

主
動
公
開
層
面

警察通識叢刊――102年發揚公務倫理暨端正警政風紀學術研討會特刊

政計畫登載於機關網頁之『主
動公開資訊』項下」。
按季主動公開辦理人民申請提
供政府資訊案件統計？

依行政院第7次中央廉政委員
會行政院長裁示辦理。

按月主動公開政策宣導廣告經
費彙整？

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基
於行政中立、維護新聞自由
及人民權益，政府各機關暨公
營事業、政府捐助基金百分之
五十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及政
府轉投資資本百分之五十以上
事業，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
導，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
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
稱，並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
進行。」

是否設置性別統計專區並主動
公告相關「業務統計」資訊？

被
動

依行政院推動性別主流化第1
次專案會議決議辦理，主計總
處至少每季1次檢視各機關是
否確實依發布時間更新網頁資
料。

國家賠償「事件收結情形」統
計表是否於做成或取得3個月
內，主動公開於政府資訊專區
之「業務統計」？

國家賠償法 施行 細 則4 3條 規
定；依法務部2009年6月19日
法律決字第0980700450號函規
定：主動公開於政府資訊專區
之「業務統計」

無電子檔之應主動公開資訊是
否註明取得方式？目前為止確
無資料或屬上級機關公開權責
範圍之項目，是否於專區內作
說明？

說明未提供電子檔之取用方式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97年1月15日作成「『政府資
訊主動公開事項』辦理情形查
核報告」）及空缺項目的說明

其他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
施、計畫訊息或影響重大之政
府資訊，是否主動公開於專
區？

自動揭露施政措施、計畫訊息
或影響重大之政府資訊

是否提供資公法相關規定以供
查詢？

資公法、個資法、檔案法、行
政程序法、國家機密保護法
釐清法令競合或適用順序等關
係

為民服務

︵
申
請
︶
公
開
層
面

是否自行訂定政府資訊公開申
請須知或辦法？

203

須知或辦法

是否自行訂定政府資訊公開的
審核基準？
申辦規定所依據之法令是否與
時俱進相對更新並符合現況？

法令是否隨時更新

申請書是否界定依不同法令申
請政府資訊之資格條件？

申請書格式依循法令調整

是否自行訂定收費標準？或依
據何種標準收費？

自行訂定收費標準或比照其他
規定

申請作業是否制定標準流程
圖？

詳盡的標準作業流程

是否填報資訊公開年度施行報
告
(駁回)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
或卷宗通知書是否提列理由及
說明？

從通知書格式判定

(駁回)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
或卷宗通知書是否提列救濟方
式及時限？

(駁回)人民申請閱覽政府資訊
或卷宗屬於行政處分的一種，
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6
款規定，通知書應提列不服行
政處分之救濟方式、時間及其
受理機關。

資料來源：姜智庶，2013。

伍、結論

訊的部分，目前僅就項目和種類與數量
作列舉，未考量主動公開資訊的品質與

本文所選定的警政機關全球資訊

內容；年度施行狀況按季統計，僅在於

網站觀察，機關雖然均設置有政府資訊

上級主管機關內政部列舉承辦與准駁件

專區，但各類資訊仍然散置其中，並未

數，無法窺知執行後民眾的滿意程度；

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出發，使得在資料搜

被動公開部分（申辦進度），全國性案

尋與使用上，需要多花一點時間去適應

件則是統一透過警政署資訊系統查詢，

網站設計的邏輯。至於有關警政機關所

地方性則是透過警政機關網站，但往往

人民申請案件（為民服務）主動公開資

受到網站維護品質，以及瀏覽器軟體相

204

警察通識叢刊――102年發揚公務倫理暨端正警政風紀學術研討會特刊

容性而有所影響。
政府資訊公開法實施迄今，從相關

之研究:以交通部暨所屬機關為例」碩
士論文。

用疑義、立法疏漏形成無人監管、條文
籠統無從遵循之窘境。本文認為資公法
確實有修正之必要，政府在致力推動資

參考文獻：
內政部警政署，2005，《九十三年度警政資
訊入口網站規劃教育訓練手冊》，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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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輔助，以達成施政全面透明化，

模式調適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

真正為民服務的目標。

研究所碩士論文。

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
法所定之命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
法規。(2)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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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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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到市政府又連到警政署，可能是因受

電腦，而是平板電腦或手機的運用，有

理機關與授權的不同，導致這方面的資

越來越多的網站是以APP(手機應用軟

訊較為繁雜，事實上，這是我們要努力

體)或手機版的形式來呈現，這是一個

的方向。剛剛提到十二月的行政院研考

趨勢。網站公布資訊的部分，是一個主

會，針對未來的open data(公開資料)的

要與民眾溝通的管道，當然在資訊公開

發會的單位，為什麼我們網站的規範有

部分也有一個政策的宣示，其最主要提

的過程中會碰到些許問題，什麼問題

很多事項沒有辦法納入？當時我們訂定

到：「要研擬適當的open data license(公

呢?如公布資料的層級及範圍，到底要

網站的規範，在行政院研考會下的資管

開資料認證)的免責條款」，當你是一

公布到什麼程度才是民眾想要的，我們

顧主任、兩位發表人、督察室主任

處，並不是以研考會的層級，同樣我們

個公務人員的時候，蒐集到與個資有關

參考很多國外的網站，如美國、英國與

與在座老師及各位先進大家好、大家午

網站是提供一個環境平台，很多的資料

的資訊，就有保密責任，對於資料保存

日本的網站，這些國外警察的網站所公

安，我在接任警政署資訊室主任之前，

需要業務單位統一去做認定，關於政府

機關，若洩漏個人資料除有刑責外，罰

布的統計數字是很簡要的，但我國碰到

是在文山一分局擔任分局長，所以剛剛

資訊公開的認定，當時是有這個法令，

金也相當重，所以現在每個政府機關、

的問題是民眾的要求越來越多，所以必

教授提到說：「假設他要來跟文山一分

當發布法令之後，每一個機關也會有一

公務人員，對於已蒐集到個人資料部

須在這當中取得平衡，讓公務員很放心

局索取路檢點資料，會不會同意」，我

個業務單位來負責蒐集這方面的資料，

分，不一定是電腦檔案，包括一些公文

地把資料公開。

現在就回答，這是不會被同意的，因為

裡面有一些預算資料的文書，例如說裡

書等等，都是相當慎重的，因為其伴隨

第三個部分，我們是不是需要有

這不是由分局來認定，所有的資料都有

面有一些指導的內容，事實上現在機關

著刑事責任。行政院研考會已經針對研

社群網站，或者我們是否要利用其他的

列管單位，誠如老師剛剛提及資訊都有

的網站，資訊都有公布，網站內容的公

議免責條款，希望能降低業務單位對於

管道，如民間的部落格來公布資訊，警

列管或法律層面的問題，為什麼路檢的

布，除了政府資訊公開法所規定的內容

開放資料的疑慮，將其納入業務的流

政署在這個月舉辦了一個研討會，針對

資料不能公開？因為牽涉到公務以外的

外，還有很多與人民的案件有關。

程，進而促進資訊、業務單位共同協力

要不要運用社群網站來公布警察的執法

互動與討論

評論人／內政部警政署資訊室
廖主任美鈴

機密(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在座有我

現在政府機關的網站確實是很多，

推動政府資料活化運用，另外一個結論

內容，研討會結束之後，我們就設計一

們警政署政風室的代表，也在文山一分

有中央機關、地方政府的網站，這些資

是在資料開放的過程中，各機關須與民

個警光新聞雲，警光新聞雲就是借用臉

局服務過，警察如果把所有的路檢資訊

料到底要公布在什麼地方，方不會造

間多交流互動，蒐集使用者的需求，提

書的功能提供給民眾來按讚，並開放留

公開，要面對是除了一般民眾之外，歹

成一些民眾的混淆。事實上，有許多申

供外界整個運用方向的建議，讓所有的

言，也可讓各機關集結訊息，澄清資料

徒也會知道，所以必須要有所權衡，接

請案件需到地方警察局，負責受理與核

參與者遵行，在這裡要跟胡教授報告，

或是上傳微電影等等，這已經跨出一大

著僅就剛剛胡老師提到的許多面向，綜

發，如集會遊行、自衛槍枝的申請等

事實上，我們政府雖然資訊公開方面並

步，也就是說除了運用網站外，亦利用

合做一些說明：

等，並非警政署就可以核發，而是需地

沒有明訂主管機關，但以後國發會下的

臉書等社群網站，達到多元管道的公開

第一個是有關政府資訊公開，這本

方政府的授權，如果你是地方政府的主

研考會將擔當起這個責任扮演推動的角

資料。

來就是一個民主國家的趨勢，甚至是進

管，網站除了會連結到警政署外，還會

色，而且在今年年底以前，行政院研考

最後，我相當佩服這份研究能夠

步國家都應該面臨的一個問題，剛有提

連結至地方政府，因為地方政府也強調

會要求我們所有機關必須要有至少五十

與執行面做結合，當然有很多的建議，

到說應該便民，跟人民有關的權利義務

當地市民的服務，不管是消防、警政或

項open data的開放，未來這不但是一個

可以持續擴大討論的，論文的發表是拋

都應盡量公開，事實上我們也是朝這個

其他的服務等等，市政府會有統一的入

趨勢，我相信開放的管道會越來越多。

磚引玉，刺激大家的思考與想法，在座

方向在走，舉一個例子：今年十二月，

口，也會提供線上申辦。

第二個，資訊公開有很多的管道，

很多的同學未來在實務機關亦會碰到同

大家查詢資料時不一定是在辦公桌上的

樣的難題，當民眾問你資料可不可以提

行政院研考會在明年改組之後，變成國

為什麼有一些警察機關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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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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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時，你可能會手足無措，要遍查所有

需求，這些整個管制、服務、改制的利

玩，如警政工作年報、警察勤務標準流

行為，不能拿起來看。所以警察臨檢電

的法令才可以回答，所以大家可以共同

益，能不能請張教授解釋管制、照顧公

程第一項的名詞就是使用賭博性電玩，

子遊戲場就拿來看，看有沒有IC板，不

努力，既然已經跨出第一步，也提出這

共利益與個別利益的關係，謝謝。

是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希望我們用這個

是嗎？這就是導誤。如賭博性電玩，取

題目。

締無照居多，所以中山分局不是派出所

樣的思維，這篇論文提供相當良好的建
議，未來在行政與執行上可以有更好的

中央警察大學張助理教授淵菘回應

第二個，績效與風紀部分，我們呈

在包賭，我們歸納出來，不是派出所包

現的資料是沒有錯誤的，我們在結論很

賭，很多刑警沒有去取締，因為不是刑

主持人、敬愛的張老師、在座的各

快回應評論人的意見，雖然受調人員跟

警負責取締，是行政警察負責取締，行

位大家好，我是張老師的學生，教授問

與會座談的教育座談人員認為績效是風

政警察不會拿錢。不負責取締的人，可

的問題範圍相當廣，涉及到管制政策、

紀的保證，但這不一定正確，也並非是

以不去取締，或去向業者通風報信。所

管理等等的議題，我們在焦點訪談的

我們研究的結論。

以矛盾是警勤區都不會拿，花蓮電玩弊

機制，相信透過檢核與比較，各方面的
考量，政府資訊公開會做得更好，謝謝
大家。

主持人／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主任顧教授慕晴

案在地老刑警是當偵查隊長，在花蓮那

過程中，許多業者包含警察同仁對於電
子場所管制來說，本來希望deregulation

內政部警政署督察室黃副主任國珍

麼久了，哪邊有賭很清楚，也沒有拿
錢，只是去聚餐喝酒，所以取締下去就

謝謝廖主任的評論，現在我們兩篇

（撤銷管制規定），更大的議題涉及到

論文已評論完畢，現在開放現場的各位

前一陣子博弈條款的問題，這部分不是

剛剛講的結論是對的，但結論以後

好。警察可以取締嗎？我看行政法，警

發問，在發問之前，先報告職稱及姓名

我們研究注重的焦點，還是回到主題，

還要有建議事項，包括還有後續研究，

察有沒有權力取締無照營業，因為警察

讓大家知道。

如剛剛評論人所提到，按照電子遊戲規

你要我們怎麼做？如加強警察風紀教育

沒有調查權，只有賭博警察去取締，取

範與題目較相關的就是限制級的機台，

之外，業者與政府規章的修改，這應該

締賭博很難，因為制度規定不是警察要

兌換標準是兩千元，在焦點訪談過程

都是建議事項。剛才講的賭博性電玩，

做的，將它合法化，就沒有風紀問題，

中，與會人員都覺得說，兩千元的兌換

包括政風室的同仁都不是很清楚，我在

看地方政府要不要把它合法化。以前取

標準完全無法符合需求，因限制級的電

行政組服務過，我當科長，賭博性電玩

締違章建築，並不是績效問題，而是加

我要請教的是關於管制問題，不

子遊戲機，成本相當高，兩千元不符合

是正俗科業管電玩寫的，我是教行政法

強績效，就會去取締，所以績效是與風

管是取締電子遊戲機的違規使用或是使

市場上需求，誠如張老師所說，業者本

的，監察院約詢的時候，監察委員反問

紀成正比，績效好風紀就好，績效差風

用的行為，要取締才能夠達到政策的目

就是希望獲取更多利益，更重要的是政

我，玩具機械本身不會犯罪，是被拿去

紀就差，就是這個問題。

的，管制是為了照顧到整個公共利益，

府機關有沒有想過，應在一般大眾、

犯罪，怎麼賭博電玩，根據取締出來都

另外一個觀點，警察人員與特定

也就是說管制本身有服務的目的，不僅

市場、業界取得平衡，透過deregulation

不是賭博性電玩，是無照營業。像花蓮

對象交往規定，電玩業者有條件不能接

是限制而已，如果我們在路上看到一隻

（撤銷管制規定）、regulation（管制）

縣警察局移送十五個涉案同仁，十九個

觸，須斷絕往來，除非你去報備取締，

狗，頸上綁著狗鍊，就是管制，讓狗不

給他們更好的政策方向，以上是我的回

同仁被起訴，判四個同仁有罪，不是賭

不然不能往來，所以歸納出來電玩業者

會亂咬人，因為狗隨便亂跑會被車撞

覆。

博問題，都是無照營業，相關主管機關

與我們警察接觸會違反規定，最後判決

怎麼不取締？我們如何取締？

很多是無罪的，所以這是制度問題，我

中華民國公共政策學會理事長
張教授世賢發問

死，所以管制本身有服務的目的，而對

另外，剛才評論人對於題目、績效

於電子遊戲機的違規使用，我們要去取

分際在此做一個簡單的回應，我們本來

臨檢要如何臨檢？監察委員、法官

締，讓個人的需求跟我們的管制符合規

並不是要訂立這個題目，按照電子遊藝

問我如何臨檢，我回答臨檢很簡單，依

定行使，會比較有利，那些參加賭博的

機場業管理條例，沒有賭博性電玩的規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六、七、八條規定，

民眾，有投機的行為賺到錢，就有賭博

定，但在警察實務界就稱作為賭博性電

臨檢就是以眼睛目視，不得有侵入性之

們會加強內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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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
政策學系主任顧教授慕晴

情，揭發疑似五歲小孩吸食毒品的案
件，資訊看你如何使用，有好處也有壞
處。

請胡教授回應。

主持人／國立臺北大學顧主任慕晴
中華大學胡助理教授至沛回應
研討會到此結束，謝謝各位的參
廖主任有談到社群網站，最近這

與。

幾天有社會新聞報導，透過臉書接受陳

論文書面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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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三傑――蕭何的八德
陳連禎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長｜

漢初三傑――蕭何的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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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事件過程，主秘一直指揮若定，當時

起我研究一生忠、直、忍、清、慎、勤

的主秘，就是現今警大謝秀能校長。

的蕭何的興趣，我認為蕭何在漢初就是

二十年來，警政署歷任主秘，如：劉仲

在地方政府、郡縣以及中央，扮演著類

舟、胡志崇、陳子敬、蔡俊章、洪勝堃

似當今主秘一職，他不忮不求，稱職用

先生等，以及現任陳國恩主秘，他們身

心，是幕僚人員的最佳典範。因此，特

為中央重要幕僚，遇事都能坐鎮指揮，

從《史記》中選定〈蕭相國世家〉來闡

從容解決問題，安定人心，足可媲美於

述行政管理，期望警大、警專兩校，未

「鎮國家，撫百姓」的漢相蕭何，令人

來能再度化育如同蕭何，這般深入認識

敬佩景仰。

問題，又能力行不懈的秘書、後勤，以

是以，此次兩校聯合舉辦的「執法

及人事業務的警察行管人材。

人員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引

壹、前言

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
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

十分值得我們特別重視及關注。

楔子

若從《史記‧蕭相國世家》看漢初

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

警察大學與警專於民國一百零一年

猶記九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前夕，是

三傑之一的蕭何，他應該可以列為行政

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

合辦「執法人員行政管理理論與實踐研

時在警政署行政組服務，下班前，某大

管理的典範人物。本文擬以《史記•蕭

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

討會」，這是警大行管系甫上任的林麗

報記者電告，次日司法院將公布大法官

相國世家》為主，輔以相關史料，使蕭

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

珊主任與本校行政警察科曾主任的發想

釋字第五三五號解釋，對於未來警察執

相國的歷史形象，得以更鮮明也更完整

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

與創舉，對於謝校長的支持與兩校系科

行勤務影響甚鉅。得訊後遂立即報告署

地呈現。

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

主辦人員的努力，謹致上誠摯的謝忱。

長、主秘，提醒將受記者採訪的心理準

太史公將蕭何從追隨劉邦起義，至

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

警察行政管理究竟所司何事？詳閱

備。果然，第二日一早，各大報及電視

鞠躬盡瘁止，均從不居功自傲，仍舊恪

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

警大網站後，才瞭解警大行管系成立已

媒體記者紛紛到來，我求助於主秘主持

盡職守、樸實恬靜的形象，做了如下描

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逾二十年，其目標在培育警察機關行政

記者會，當時主秘正忙著註記五三五號

述：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

與管理人才，而所開設的重要課程，包

解釋文重點，媒體陣仗已然趕到。主秘

括：警察組織、警察倫理、公務管理、

在辦公室接受採訪，他臨危不亂，侃侃

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

缺。……相國因為民請曰：「長

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等。簡言之，

而談，得體而不辱。

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

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

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

行政管理的重點就在組織、人事、秘

接著我們迅速研究方案，於當月

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

民得入田，毋收槀，為禽獸食。

書、財物、後勤等公務管理。人生一世

18日訂定〈警察實施臨檢作業規定〉，

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所作所為，都離不開政府機關運用權力

對外發布並上網公告周知。接著又續訂

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

物，仍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

所施展的公務管理，是以公務管理，便

〈警察實施臨檢標準作業程序〉等。整

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

尉械繫之。……及何病，孝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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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

的，活出「亢龍『無』悔」的智慧及境

歲後，誰可代君者？」……孝惠

界。

漢初三傑――蕭何的八德

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5」

215

不恨。歸納各家說法，用在蕭何身上，

由此可知，蕭何的的才華和歷史

他的形象應是為人寬厚，與人為善；辦

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

只 要 再 三 思 索 、 沉 澱 ， 一 定 能體

定位，完全表現在行政管理上。具體地

事精明，熟習文書律法；行文遣詞用

「帝得之矣，臣死不懼矣。」何

察出蕭何格外認真的工作態度。《易

說，是表現在建立行政制度、建立法制

字，周密精要，毫無瑕疵。蕭何也不像

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

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規章、坐鎮後方、安撫百姓、體恤人

一些精明的人事主管，從浩瀚條文中去

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

強不息。 3 」他一生勞苦不歇，克勤克

民，並源源不斷供應前方糧食所需，讓

刁難同事；或從中得到好處，或刻意擺

儉，永不止息，只將自身完全奉獻於國

在前線作戰的劉邦安心，使劉邦進可

譜高高在上，要人逢迎請託，所以他絕

家；一心所繫，全在邦國、子民。再謹

攻、退可守，最終完成統一大業，蕭何

不會仗勢欺人，恃法害人。正如周亞夫

觀其個性和胸懷，則更可見其流露著神

傑出的行政管理長才，實是太功不可

不肯重用趙禹，批評他說：「亟知（趙）

似《易經•坤卦》之精神。正因其終身

沒。本文故而欲嘗試探討蕭何的一生，

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7 」為

奉行〈坤卦〉「厚德載物 4」的精義，

並初步梳理出其所特有的八德，藉此以

官「無害」可以立於不敗，是酷吏的護

始終堅守崗位，配合劉邦的需求，提供

資吾人做為借鏡及學習的榜樣。

身符；但是「文深」之人，就可以設法

1

賢，毋為勢家所奪。」

據太史公所描述，知蕭何對國家、
政府的貢獻，主要包括以下六點：
一、收藏前朝律令、圖書檔案，酌
情修定善用，以發揮綜效。
二、大公無私，不念舊惡，為國舉
薦人才。

了連劉邦都未能設想到的周全補給。儘
管仍遭劉邦猜忌，也從不改初衷，始終

三、鎮守關中，努力生產，安定民
心。
四、妥善後勤管理，確保提供源源
不絕的人力與物資。
五、雖為國建設華麗宮殿，於己居

──厚德，有高度的同理心

恪盡臣道。由於他兼採乾、坤兩卦的優

把有罪辦成無罪、把無罪辦成有罪，可
大可小。蕭何在待人處事與執行公務
上，一直是心存寬厚地管理公務，既

越特質，便使他既創造了出奇的相國典

蕭何是江蘇省沛縣豐邑人，在沛

「無害」於事，也非「文深」的酷吏。

範，也能在危機四伏的人生經歷裡，畫

縣的縣政府裡擔任文書工作，於縣長底

蕭何始終如一，年輕為官，便有

下了美好又能為後人學習和繼承的完美

下擔任「功曹」，是一位負責賞罰的人

自知之明，而識破人間的名塵利網。他

榜樣。

事主管，他通曉法令、嫻熟條文。蕭何

處處受人尊重，受長官肯定，受同儕敬

本性淳厚，卻內在精明，從不因身為熟

仰，更受民間友人及時雨的滋潤，化解

稔法規的人事主管，就待人刻薄；更不

一生種種的潛勢風險，方能善始善終，

會因深文周納，遂辦案倚輕倚重、無故

於驚濤駭浪的政海裡，卻能全身而退。

處卻從不大費周章，用以教化子孫，使
後代不致養成奢靡習性。

一、「文無害」的蕭何

貳、蕭何八德

六、宅心仁厚的愛國愛民之心，使
他始終只知為國計民生而設想。他向天

〈高祖本紀〉載劉邦與項羽征戰

羅織罪名。〈酷吏列傳〉：「(張湯)與

究其關鍵，乃在他深具厚德――能站在

子請求，將上林苑的無用之地供百姓耕

五年，待國家統一後，準備論功行賞，

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國家的高度，設想未來的大事，貼近人

6

作，不收芻槀稅，雖遭劉邦猜疑甚至下

劉邦詢問功臣，何以他能成功的一統天

吏。 」執法主管皆如張湯之酷吏，公

民的切身需求，思考市井民生問題，如

獄，也從不改其高貴的愛民情懷。

下？劉邦聽完功臣見解後，並不十分滿

務人員肯定得苦不堪言了。

此罕見的同理心，才造就了他典範的一

《史記》所記漢初人物，其中蕭何

意，他的獨到見解是：「公知其一，未

太史公稱讚蕭何年輕時，便已做到

乃是史上由基層努力奮發，最後做到中

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

「文無害」，這是相當有深意的。「無

央行政首長之首例。綜觀蕭何傳奇的一

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

害」二字，有多種解釋，一說是「無比

生，若以《易經•乾卦》為喻，則分別

姓，給餽饟，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利害」，即無人比得上他的能幹；二說

可見其展現出「潛龍勿用」、「見龍在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

是「無人能傷害他」；三說是「為人廉

《史記•高祖本紀第八》記載：

田」、「終日乾乾」、「或躍在淵」、

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

正，無害於行」，方可為吏當官；四說

「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

「不舞文弄法」，能使生者不怒，死者

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

2

「飛龍在天 」，最後卻能有別於常人

生。
二、「護高祖」的蕭何
──潛龍勿用，及時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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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長低，比村長高，相當於現今的警察

的長才，最終能使蕭何為相，成就一番

由此可見，蕭何實在太有識人之

依周壽昌《漢書注校補》：「無

派出所所長。亭長既是地方的執法人

大事業，而雙雙留名青史。他們都是

明。劉邦當時既是他的部屬，也是他的

賴，若無所恃以資生，如今游手白徒

員，當了泗水亭長的劉邦，從此搖身成

「龍德而隱者也」，是以「潛龍勿用」

朋友，但他並未以私而害公，仍清楚地

也。」則劉邦自稱當年父親說他是一名

為可以合法配帶武器的官員，其主要職

時的蕭何，便已擁有及時助人的熱情和

向呂公稟報劉邦說大話、不實在的性

「無賴」，就是不事生產，等同今日游

責，即在維護地方社會治安。由於蕭何

精神，此乃吾輩足資借鏡和學習的極佳

格。然而會相人的呂公根本毫不在乎，

手好閒，鎮日無所事事之青年。如依晉

的識人之能，輔助當了警察的劉邦，才

典範。

甚至在宴席結束後，竟毅然決意，將女

灼說：「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

使「無賴」的劉邦能完全勝任亭長一

猾為亡賴」 9 ，則劉邦又是一位具備相

職。劉邦進入科層體制，所以能成為一

當的聰明才智，卻苦無機會發展的不得

名合法身分的官員，毫無疑問，他生命

志青年，而諸如此類之人，往往都是政

中的第一位貴人，甚至最重要的貴人，

府的頭痛人物。

當以蕭何莫屬。

兒呂雉許配給劉邦 18。

三、「知高祖」的蕭何
──見龍在田，輔弼無爭

蕭何對劉邦性格雖十分瞭解，但
卻為人理直氣和，待人得理又能饒人一

單父縣人呂公，是沛縣縣令的貴

步，既不當面繼續揭穿他人虛偽的一

客。一日，呂公在家宴客。劉邦和縣府

面，也讓大家都能下台，對於劉邦和呂

蕭何和劉邦同為沛豐之人，當高

秦漢時代的亭長，是地方的治安人

中上階級的官員與地方豪傑全皆赴宴。

后的姻緣，他何嘗不是間接促成者？劉

祖還是平民百姓時，蕭何早已是「沛主

員。依規定亭長有兩名得力的幹部，一

由於場面盛大，賓客眾多，縣令遂請蕭

邦此後有呂公為後盾，肯定在身分地位

吏掾」，也就是沛縣縣令的掾屬，是輔

是「亭父」，負責來往過客、賓客的接

何負責接待，以過濾客人。蕭何宣布賀

上提昇不少，潛龍終於可逐漸地「見龍

佐主管的部屬，等同於今日所謂的幕僚

待，及亭舍內部的管理業務。另一則是

客以千錢為門檻，賀禮逾千錢者坐堂

在田」了！

人員。《史記•蕭相國世家》謂：「高

「求盜」，負責緝捕盜賊等勤務。值得

上，賀禮不滿千錢則坐於堂下。據〈貨

所以身為一名主管，就當擁有如蕭

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 」

注意的是，劉邦於亭長任內，曾派「求

殖列傳〉及漢代出土之簡牘所記，西漢

何這般「厚德載物」的高度修養：有高

又《漢書》〈蕭何曹參傳第九〉載：

盜」至薛縣，訂做一竹編的帽子。劉邦

初期的物價指數，牛每頭約一千餘錢

度的包容力，不僅給人存活空間，還能

「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

經常戴此獨特的「竹皮冠」，之後不斷

（西北地區約二千餘錢）、馬約五千餘

生生不息的成長。

祖為亭長，常佑之。 11」足見劉邦居家

升遷富貴，亦時時冠之，後人故稱之為

錢、豬每頭約八百錢 15。亭長劉邦向來

當高祖以亭長身分，遣送沛縣人力

10

13

無賴，浪跡市井時，有蕭何保護。後劉

「劉氏冠」 。劉邦是否具有警察專業

好捉弄縣府官吏，便誇口言送「賀錢

到驪山服勞役，途中逃亡人數眾多，高

邦擔任亭長一職，蕭何仍繼續護佑，當

素養，不得而知，然從他重視容貌威

萬」，然實際則是分文未拿，就想蒙混

祖自度恐難如期抵達，加上人力又逃得

年仍是平民百姓的年輕高祖，可能不乏

儀，形塑自己的專屬形象品牌，是位行

進場。蕭何不願說破，劉邦竟也毫不心

差不多了，遂在豐西山澤休息時，趁夜

青年問題，然而蕭何總是不斷的為他解

銷高手，應是殆無疑問。

虛，臉不紅氣不喘地大步進門。呂公聽

將剩餘人力都放走，自己則帶上十多個

難。後來劉邦終於有機會當上泗水亭

《易經•文言》：「初九曰『潛

見劉邦的賀禮數大為驚異，立即起身到

願追隨他者抄小路逃亡。途中因酒醉殺

長，蕭何又「常左右之」，亦即蕭何仍

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

門口迎接，見劉邦的非凡儀表後更是心

了白帝蛇的傳奇，又有天子相的貴氣傳

14

16

聞，使得沛縣子弟因此都想來投靠和追

時常幫助劉邦。或許身為泗水亭長的劉

也。 」當劉邦猶微時，雄材大略未經

邦，向來對縣府的官員也不甚合作，故

施展，故無法為人所知，便有若潛藏的

當時的蕭何不僅是主辦單位，更

而紕漏頻出，時常違反縣府規定，但蕭

蛟龍，僅獨獨蕭何從未嫌棄，而予以不

身兼總接待，曾毫不隱瞞地對呂公說：

陳勝揭竿起義後，各地郡縣大亂，

何仍是如從前，盡量地維護也保護著

斷幫助；相對的，在沛縣只是筆吏的蕭

「劉邦就是喜歡說大話，很少成就事

群起響應。此時沛縣的縣令恐慌，也想

他。

何，又何曾有人知曉，他將是個能「鎮

情。」劉邦依然毫不在乎地戲弄賓客一

一起響應陳勝。本來縣令聽取蕭何、曹

番，更一點也不謙讓地竟坐到上坐去

參的見解，同意迎入劉邦一起造反，後

秦漢時期以十里為亭

12

，十亭為

鄉，一亭轄有十村，亭長一職的地位比

國家，撫百姓」的棟樑之材？然而，在
兩人互動中，已使劉邦早早見識及蕭何

生敬重，立刻將劉邦迎入上坐 。

17

。

隨他 19。

來卻又反悔。沛縣縣令擔心發生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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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關上城門據守不動，又想誅殺蕭何與

今天的長官，蕭何卻心安理得，有著最

監御史打交道，也一起辦案。監御史從

整地收藏起來。後來漢王劉邦之所以能

曹參，防範串連劉邦進城後反客為主，

大的包容力。他包容劉邦的「好酒及

兩人共事期間觀察，蕭何辦事牢靠、稱

完整知悉天下的地理物產、要塞堡壘、

蕭、曹兩人非常恐懼，就爬出城池投奔

色」、「賀錢萬」，更欣賞劉邦「大丈

職。由於蕭何工作表現優異，他從地方

戶口多少、各地的富庶情形，及民間一

劉邦 20。

夫當如是也」的胸襟與氣魄！蕭何謙讓

的沛縣升遷泗水郡，更由於在郡府的年

切疾苦事項……，此皆得力於蕭何，能

後來劉邦實施心理戰術，向城內

無爭，舉薦劉邦，盡力做好輔弼之臣，

年考績都名列第一，監御史便荐舉他到

完全掌握並保存秦朝全數的圖籍資料。

百姓喊話，沛縣父老深信不疑，群起率

使得潛龍終於在田，劉邦才有快意的未

中央政府任職，請朝廷重用。可惜，蕭

由此可看出蕭何頭腦清楚、辦事精明的

領年輕子弟一起殺了縣令，開門迎接劉

來！

何已有所屬，並不領情，一再推辭，監

一面，重視國家檔案文書，收藏法令規

御史的美意才作罷 25。

章、圖籍目錄，才能建立起完整的施政

邦，並擁戴劉邦，盼他能繼任縣令。劉

《易經•文言》謂：「九二曰『見

邦一再推辭，希望能夠推選更適宜人

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

生於亂世要低調。常言天下大亂，

選，便說：「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

形勢大好，人人都想趁機出頭，蕭何自

項羽三分關中之地，以秦之降將

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

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忖不是首長的料子；他高調行事，卻低

章邯為雍王，以司馬欣為塞王，以董翳

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

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

調做人。在秦失其鹿，人人逐鹿的混亂

為翟王，均分關中，稱為三秦之地。漢

23

知識庫。

推擇可者。」意思是說，天下大亂，各

人』，君德也。

」蕭何言行敬謹，知

年代，他反倒不在意升遷，而更注意的

王劉邦東向平定三秦後，蕭何繼續留在

地諸侯揭竿起義，爭相反秦。如今若不

己守分，薦舉劉邦為其輔弼，潛龍已然

是，找尋賴以終身追隨的領袖人物，以

巴、蜀、漢中之地，成了鎮守後方，安

選出最適宜的領導人，未來極可能會一

現身，終要發揮其輔弼之大功，垂名於

求安身立命。他再三推卻升遷機會，決

撫百姓，努力生產，全力提供前線的後

敗塗地。我劉邦並不是潔身自愛，也非

後世。

定跟著劉邦走向未來。由此證明，蕭何

勤要地

毫不貪戀升職，尤其是一時的升遷，他

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想獨善其身，實是擔心自己能力不足，
無法領導大家完成反秦任務，望請大家
21

能推舉出最為適合的人選 。

四、「稱職」的蕭何
──終日乾乾，全力以赴

所重視的，是一生的未來發展。而蕭何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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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文言》說：「九三

」說的就是這般勤奮不已、克勤克

與上級長官合作辦案，辦事得力，深受

儉，時時為漢王的大業，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的蕭何吧！

由於蕭何、曹參等人都是舞文弄

公務員之考核、監察至關重要，

賞識，足見其才幹已展露頭角，但是他

墨的刀筆吏，又是縣府的一級主管，他

唯有適切執行，方能確保體制不致腐

再三婉謝升遷，正見蕭何胸有成竹，心

們非常自愛，擔心萬一帶頭造反不成，

化。為防範公職人員貪贓枉法、為非作

有方略；他觀察入微，志在大局。

可能會株連全家，所以再三謙辭讓給劉

歹，便設有負責督考核及獎懲的長官。

劉邦在沛縣起義，攻下沛縣後，蕭

邦，雙方互讓了幾次，最後劉邦終於接

在秦、漢時期，中央有丞相、御史大夫

何與地方父老共同推舉劉邦為縣令，秦

受。眾人立劉邦為「沛公」
，也就是沛縣

等；地方有監御史、刺史等職。秦統一

代楚國人稱縣令為「公」，因此，劉邦

（一）真知直言，發蹤指示之功人

天下後，分全國為三十六郡，每郡置監

就被擁立為「沛公」。劉邦當了沛縣的

當項羽入關，進咸陽城後，便展開

蕭何畢竟是一位讀書人，又有行

御史一人，監御史又稱監察御史、監察

縣長，開始組訓人力，蕭何心甘情願充

一系列的報復行動，殺死投降的子嬰、

政經驗，看懂當前的形勢混亂又險惡，

史，其職責是「掌監郡」，也就是負責

當他的左右手，以「縣丞」的職務來協

縱火燒燬宮室、搶劫珠寶女人，都是以

非有雄才大略、敢作敢為的大氣魄者，

監察一郡的各級官員。監御史直屬於中

助劉邦督導管理一切縣府的事務。

暴易暴的不法行為，與劉邦接受蕭何所

實是難以勝任此重責。蕭何自知不是帶

央的御史大夫，易言之，即代表中央政

之後劉邦攻入咸陽城，將領皆爭先

頭造反的料，但劉邦是；便挺身而出推

府來監督地方郡、縣各級官吏，權力很

恐後地闖進咸陽府庫，搶奪金銀財物，

22

的縣長，蕭何則負責替他監督庶事 。

舉劉邦出任縣令，果然贏得全縣共識。
時移勢異，昨天的部屬搖身一變，成為

24

大，相當於現在的駐區督察 。
蕭何在秦時為縣吏，常有機會與

五、「睿智」的蕭何
──有謀有略，謀定後動

建議的「約法三章」，可說是完全背道
而馳。

互相瓜分；唯有蕭何卻獨自進入秦丞相

項羽軍隊實力，如日當中，勢不

府與御史大夫府，將兩府之律令圖書完

可擋。他破壞秦都後，分封各諸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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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邑行政區域等基礎工作。

221

憂地在前線殺敵建功。譬如：太史公在

聽了甚感驚奇，又見他相貌不凡，就釋

漢王，封地在巴、蜀、漢中，都城南鄭

蕭何不僅辦事認真負責，也重視

〈項羽本紀〉中所述，當項羽東至彭

放不斬。滕公與他相談甚歡，接著報告

（陝西漢中）。項羽為防範劉邦有奪取

倫理，因此事無大小，皆會呈請劉邦裁

城，大破漢軍，漢卒被殺者十餘萬人，

劉邦，劉邦任命他為負責管糧餉的「治

天下的野心，就三分關中，冊封秦朝三

決，待劉邦批可再辦。如果事情緊急，

漢王兵敗逃亡至下邑，稍稍收其士卒至

粟都尉」，這期間，劉邦看待韓信「未

位降將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

只要蕭何認為合宜可行，就會採取便宜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

之奇也」，並不覺得韓信有何與眾不同

翳為翟王，他們的封地分別在咸陽以

行事，等劉邦歸來，再詳細地具體呈

弱未傅（不在兵役名冊上），悉詣滎

之處。

西、以東及上郡（均在陝西境內），藉

30

報。

陽，復大振」 。由此可見，蕭何雖未

由於工作關係，韓信多次與丞相

以產生遏阻劉邦東進的作用，此舉令劉

更具體的說，後方關中大小事，

能於前線建立汗馬功勞，而其後勤補

蕭何接觸，所談雖多為提交糧草之事，

邦十分不滿，據《漢書》記載：「漢王

包括統計戶口，按口數徵調壯丁，水運

給，卻比陣前殺敵功勞更大，難怪劉邦

但蕭何發覺了韓信的軍事才華，而大感

大怒，欲攻項羽。」當時周勃、灌嬰、

兼陸運，一再運送軍糧、裝備，足以供

無論如何，都堅持要立他為第一功臣。

「奇之」，十分賞識。高祖元年，劉邦

樊噲諸將都勸阻劉邦。蕭何則起身諫

應戰事需要，以及漢王劉邦多次戰敗逃

阻說：「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

亡，不知去向，蕭何都能很快找到劉

（二）知人舉薦，進用國士無雙韓

於諸將士都不知道漢王採取張良的策

乎？」漢王問：「何為乃死乎？」蕭何

邦，經常主動徵調關中青壯年，不斷補

         信

略，準備經營巴蜀，燒斷棧道而無意東

說：「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

充劉邦所流失的人力。由於蕭何的盡心

沒有蕭何就不見曠世奇才韓信的

歸的假象，以迷惑項王，因此很多人想

盡力，夙夜匪懈，全力支援劉邦，所以

光芒；沒有韓信用兵指揮的天才，劉邦

東歸故鄉，因而有數十名將軍半路脫

由上足見，蕭何見識遠大，看清

取得劉邦的充分信任，劉邦也完全放心

也不可有成就帝業的一天。據〈淮陰侯

逃。此時韓信心想，蕭何已經多次將他

當前形勢，認為劉邦要攻項羽，無異於

地把關中之事交給蕭何，讓他一人全權

列傳〉和〈項羽本紀〉記載：秦二世二

舉薦給劉邦，劉邦卻仍然不為所動，既

以卵擊石，根本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兒

處理。

年，項梁行軍至淮北，韓信身無分文，

然不受重用，不如逃去。蕭何聽說韓信

為？」

28

為漢王，一行從咸陽行至南鄭路上，由

戲。蕭何善意反對劉邦不自量力，告訴

據 〈蕭 相 國 世 家 〉 記 載 ： 「 漢 五

只帶一把劍投靠在項梁的麾下，一直默

跑了，立即追趕，來不及向劉邦報告。

劉邦漢中稱王，總比死強多。後來劉邦

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

默無聞。項梁連敗秦兵，心生驕氣，被

有人不知情，一狀告到劉邦，說：「丞

接受蕭何的建議，最後張良也同意蕭何

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

秦將章邯殺於定陶。項梁兵敗身死，

相蕭何逃跑了。」

見解，並且建議燒掉棧道，以示無意東

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

韓信改追隨項羽，項羽派他擔任「郎

劉邦聽後勃然大怒，有如痛失左右

歸，以安項羽的疑心。這些都可見識到

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

中」，負責侍衛工作。韓信曾多次向其

手。過了一、兩日，蕭何終於歸來謁見

蕭何的忠心與卓見。

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

獻策，惜項羽太剛愎自用，故而絲毫未

劉邦，劉邦「且怒且喜」，大罵蕭何：

此後，漢王與諸侯相約合擊楚國，

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

取用韓信的高見。

「你怎麼也逃走了？」蕭何說：「臣

攻下彭城，楚王項羽一怒之下，立刻回

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

項羽等人滅秦而分封諸侯，封劉

不敢逃亡，臣去追那逃跑的人啊！」劉

師反攻，奪回彭城，劉邦慘敗彭城，妻

『知之。』『知獵狗乎？』曰：『知

邦為漢王，漢王進入巴蜀時，韓信改投

邦說：「你去追誰？」蕭何說：「追韓

子呂雉、父親太公都被捕，劉邦在逃亡

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

奔劉邦，依然表現不出色，只當上「連

信。」劉邦說：「諸將亡者以十數，公

中，巧遇其子劉盈和其女魯元公主，他

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

敖」的小吏以管理糧草。後來因案犯法

無所追，追（韓）信，詐也。」劉邦認

把劉盈帶回關中，立為太子，請蕭何好

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

當斬，同案的十三人都已被斬殺了，接

為有數十位將領逃走你都不追，卻說是

29

好調教，陪侍左右。二則讓蕭何專心治

指示，功人也！』 」即蕭何除了具備

著就要輪到韓信。此時韓信仰視，恰巧

去追一名掌管糧草的治粟都尉。這不是

理當時的陪都櫟陽；三則訂定規章，建

後勤補給的功力，還又擅長行政作業之

見滕公夏侯嬰，就大聲說：「上不欲

騙我嗎？

立制度；建設宗廟、社稷、宮室，規劃

策劃和遠見，高祖與諸將方能無後顧之

（成）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

蕭何說：「那些諸將很容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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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韓信，他是國士無雙。你若打算長

後來遇見生命中的第二位貴人蕭何，才

的威嚴，難以提升天子的權威，為未來

（二）貴人之二──召平  

久滿足在漢中當漢王，就沒有必要重

得以一展所長。

的定都，為子孫長遠打算，以後就可以

         以家私財佐軍化解危機

一勞永逸，省卻許多麻煩。劉邦聽後方

漢高祖十一年，陳豨造反，劉邦親

用韓信；若想走出去爭天下，韓信的才

明人凌稚隆《史記評林》卻另有

華則無人能比，除非用他，再也沒人可

一說：「（蕭）何言（韓）信而不用，

以與你共襄大事了。現在就看你如何決

雖何不能為力，故予嘗疑信亡，何之謀

定。」

也。信亡而身追之；要為奇以聳動上

才滿意 32。

征討伐。平叛未成，此時淮陰侯韓信在
關中陰謀造反；呂后用蕭何之計，殺了

六、「人和」的蕭何
──或躍在淵，用舍行藏，兼聽

韓信。

劉邦說：「我當然想要向東前進，

耳。」依明人凌稚隆《史記評林》之

與項羽一爭天下，怎能鬱鬱久久呆在這

說，他臆測以韓信之熟悉天下大勢，及

裡呢？」

心中的韜略，韓信的用兵謀略絕不下於

《易經•文言》：「九四曰：或

派一名都尉率領五百名士兵保護蕭何安

蕭何說：「你既然要東向爭天下，

陳平之智，丞相蕭何雖一再推薦韓信給

躍在淵，无咎。……九四重剛而不中，

全。人人前往道賀，獨有召平為他擔心

你要是能重用韓信，韓信就會留下來賣

劉邦，劉邦依然毫無所動，則蕭何此時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不已。召平在秦時曾為東陵侯，秦亡國

命；你不能重用他，韓信終究會走人

對劉邦的影響力也有限，所以睿智的蕭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33」當

後，他成了平民，家道中落，在長安城

的。」

何乃策劃了這一齣「你逃我追」的戲

蕭何逐漸擔負國家重任，而身分地位的

東邊種瓜為生，他的瓜果甜美多汁，所

碼，最終達到舉薦國士無雙的韓信。

奠立又不夠堅實時，難免引起上下人事

以人人稱為「東陵瓜」，這是由於邵平

猜忌，此時他懂得「用舍行藏」、「兼

做過東陵侯的緣故。

劉邦說：「那我就看你的面子，派
他擔任將軍吧。」
蕭何又說：「即使你派他為將軍，
他一定會走人的。」

則聰

呂后殺韓信後，劉邦派人到長安
拜蕭何為相國，又增加食邑五千戶，並

（三）後勤營建，謀定後動

聽則聰」，運用人和力量，故能幾番化

漢高祖五年，劉邦統一天下，並

險為夷。

邵平警告蕭何：「你快有災難了。
皇上在外餐風露宿，你在關中留守，你

劉邦說：「那就派任為大將軍。」

未稍息，又忙著平叛活動。蕭何在後方

蕭何說：「很好。」於是劉邦要找

也不得閒，漢八年他在長安城內開始規

（一）貴人之一──鮑生  

反而增加領地給你，又加派人手為你警

劃興建未央宮，並在宮門的東門、北

         以子孫昆弟支援前線化解危

衛安全，此因最近皇上見到韓信造反，

蕭何解釋：「王素慢無禮，今拜

門，蓋好東闕、北闕等高台門觀，以及

         機

難免對你也起疑心。皇上加派警衛隊，

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

舉行典禮、朝會的前殿、國家兵械的武

漢高祖三年，劉邦與項羽在京縣與

並非寵愛你，我希望你不要接受，反

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庫、國家級糧倉的太倉。當劉邦從前線

索城相持不下。此時，劉邦多次派出使

而要捐出全部家財以資助軍需，這樣，

禮，乃可耳。」

歸來，一見宮闕建設得如此壯觀，一時

者回關中慰問蕭何辛勞。

皇上才會安心。」蕭何遂按召平建議行

韓信來任命為大將軍。

沒有被戰場上矢石攻擊的危害，如今他

劉邦終於同意蕭何一切照辦。諸將

怒起，便責問蕭何：「天下匈匈苦戰

蕭何一位好友鮑生對蕭何說：「漢

聽聞劉邦要拜將，人人大喜，都以為大

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

王在外拼命，吃不好、穿不暖，卻一連

將是自己。沒想到正式築壇拜將，劉邦

也？」蕭何解釋：「天下方未定，故可

多次派人來慰勞你的辛苦，這代表對你

所任命的大將軍竟是韓信，全軍上下均

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四海為家，非壯

有疑心。於今之計，不如將你的子孫兄

（三）貴人之三──門客  

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弟凡是拿得起兵器者，全都送到前線戰

         取民田宅以自汙化解危機

正因為現在天下紛紛擾擾，一時是無法

場，如此，漢王一定更加信任你。」於

漢高祖十二年秋，黥布造反，劉

31

大吃一驚 。
從〈淮陰侯列傳〉記載韓信離開江

34

事，令劉邦滿意，才釋放掉劉邦的疑心
35

。

蘇淮陰縣的家鄉，投靠項梁，接著投奔

安定的，所以才趁此機會，一鼓作氣先

項羽，又轉投劉邦，都未獲重用，毫無

把宮室蓋起來。何況天子是以四海為

長安，問蕭何在做何事。蕭何認為皇上

出人頭地的機會。直到滕公救他一命，

家，宮室如果不蓋得壯麗，就沒有足夠

在前線作戰，十分辛苦，就更加用心安

是蕭何依計而行，劉邦才很高興 。

邦親征，此一期間，劉邦又多次派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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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勉勵百姓，並仍同上回陳豨叛亂時

到底接受商人多少財物的賄賂，竟敢要

劉邦聽了，雖明知自己理屈，但卻仍是

戰攻城之功，這只是一時之事。皇上與

一般，主動捐出家財，以資助前線作

求我讓出上林苑給百姓用！」

心中不快。

項羽對抗五年，時常損兵折將，更有多

不過劉邦一向自省能力很強，自知

人逃亡。蕭何總是及時從關中派出支援

理屈，縱然心中不悅，還是立即派人持

人力，立刻補足缺員，他都不待皇上的

符節特赦蕭何出獄。

指示，數萬人就及時送上前線。」

劉邦盛怒下，把蕭何交給廷尉審

戰。
此時，一名門客勸蕭何：「你快

理，上刑具而下獄。

被滅族了！你是相國，位高權重，功勞

過幾天，宮中侍衛長王衛尉陪侍

第一，不可能再升遷了。而自你進入關

劉邦，他上前請問劉邦：「相國到底犯

這時，蕭何年紀已不小，而他為

關內侯鄂君又說：「此外，當年我

中，就獲得百姓一路支持，已十多年

了什麼滔天大罪，您為何突然將他下

人一向恭謹無比；他一出獄，立刻光著

們在滎陽與項羽相持數年，軍中缺糧，

了，人人都歸附你，而你還勤奮努力，

獄？」

腳，入殿向劉邦請罪。劉邦說：「相國

蕭何總是通過水、陸兩路，從關中運

政通人和。皇上所以多次派人來慰問，

劉邦說：「我聽說李斯作秦始皇

免禮，相國為民謀福利而請求開放上林

糧到前線，給食不缺。陛下雖然多次失

是怕你傾動關中，民心都向著您。現在

的宰相時，如有功勞好事，都功歸其

苑，我不允許，證明我只是像桀、紂一

去東方的土地，蕭何卻確保後方關中的

你不如強買民地，並賒欠借貸多多置產

主，如果有錯都歸自己。如今相國居然

樣的暴君，而相國正是一位賢相。當初

安定，做為陛下的根據地，這才是萬世

以自汙。如此一來，皇上才會對你放

接受商人不少好處，而為他們說好話，

我把你繫上刑具羈押起來，就是要讓百

功勳。像曹參這樣的人，即使缺少一百

還要占用我的上林苑，就是為了要討好

心。」
蕭何又聽勸照辦，劉邦果然安心，
36

而龍心大悅 。

姓知道我的過失啊！」

王衛尉說：「公務之事，凡是有利

人，對於大漢帝國，有何損失？漢朝有

劉邦的本性反應，自然無礙；他知

今天的局面，也不是因為有他們才有今

錯立即改正，對蕭何道歉得如此坦率，

天。今天論席次排列，怎麼可以讓一時

又見證他們既是君臣又是朋友的微妙情

之功超越萬世之功呢？臣下認為蕭何應

誼！

列第一，曹參次之。」

人民爭取民心，所以我才將相國上銬下
獄。」

37

（四）貴人之四──王衛尉  

於民的事，就建議您為民應辦事項，這

         為高祖分析蕭何行事化解危

才是相國的職責啊！陛下怎麼一下子就

         機

懷疑他接受賄賂呢？回想當年您與項羽

劉邦大敗黥布並派人追捕，返國路

相持不下數年，後來陳豨、黥布造反，

上，遇到有人攔車上書，檢舉蕭何以賤

您親征平叛；那時相國堅守關中，當時

當高祖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賞，

殿」、「入朝不趨」。因漢承秦法，規

價強購百姓田宅，價值達數千萬。劉邦

蕭何如果有貳心，他只要抬其腳搖兩

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最後高祖以蕭

定群臣上殿不准穿鞋子，不准帶任何兵

回到長安，蕭何前去拜見。

下，那函谷關以西就不是您的天下了。

何功最盛，封為酇侯。封完列侯，接著

器，今特許蕭何可劍履上殿，是劉邦對

蕭何不在那時圖利自己，怎麼可能到今

排定位次，及奏所封十八侯的位次時，

他賜予的最大恩典及尊榮。

天才去接受區區商人的賄賂呢？秦始皇

眾人都認為平陽侯曹參，在沙場上衝鋒

劉邦又說：「我聽說推荐賢才的人

劉邦說完，把收到的檢舉函交給

就是不願接受別人的忠言，又不知道自

陷陣，曾身受七十多處傷，且攻城掠

應受重賞，蕭何的功勞雖高，但他因為

蕭何，告訴他：「你自己向百姓道歉

己的過錯，才會失去天下，李斯即使表

地，戰功最多，所以位次應該排第一。

得到鄂千秋的推舉，才讓人更瞭解蕭何

去！」蕭何見狀，不知危機尚未完全解

態替他分擔疏失，那又有什麼值得效法

然而，高祖還是認為蕭何位次當列第

的功勳。」於是將鄂君由關內侯加封為

除，竟順勢向劉邦請求：「長安的耕地

之處？陛下怎麼懷疑宰相會如此膚淺

一，論功時已用「功狗」、「功人」之

安平侯。當天，蕭何的父子兄弟十餘人

不足，而上林苑還有不少空地，現在棄

呢？」

說挫過功臣的銳氣，此時便不宜再與功

也都受封，全享食邑。此外，還加封蕭

臣爭論。

何食邑二千戶，此因當年劉邦出差咸陽

劉邦笑說：「你身為相國，居然與
民爭利！」

七、「萬世之功」的蕭何
──飛龍在天，登峰造極

置不用，早已荒蕪，不如下令讓百姓入

王衛尉間接表達出劉邦何以如此一

苑耕種，只要留下農作物的莖稈給禽獸

知半解；何以高估自己而低估別人？何

謁者關內侯鄂君十分體察聖意，主

作飼料即可。」劉邦聽了大怒說：「你

必用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呢？所以，

動進言：「群臣議論皆非。曹參雖有野

劉邦說：「很好。」
於是劉邦下令蕭何的序位列第一，
讓他上殿可以穿鞋、帶劍，「劍履上

時，蕭何比一般人多送路費二百錢的緣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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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惠帝二年，蕭何去世。諡為文終

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

侯。蕭何的後代子孫有四世，因犯罪而

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

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一）為國舉才，不念舊惡

失去爵位，但每次奪爵，皇帝仍是一再

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

蕭何與曹參二人同鄉，也是同事，

尋找蕭何後代，以繼承蕭何 侯爵位，

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

更是同一陣線的好戰友。他倆佐劉邦消

直到王莽乃絕，為期竟長達二百年之

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蕭何為

類也。』39」此時蕭何的功業，能上得

滅項羽，但論功行賞時，曹參因對蕭何

久。漢朝功臣中，根本無人可以比得上

相，首功在立宗廟、定社稷，又坐鎮後

帝王信賴，下得功臣信服，可謂飛龍在

產生誤解，兩人從此遂結下心結，彼此

蕭何慮及後代子孫幸福的遠見。

方，補軍糧，充人力，定制度，勤政愛

天，登峰造極，為人臣中最尊貴的地位

相處並不十分愉快。

民，是漢朝元勳，正是「勳爛焉」的寫

蕭何重病，漢惠帝親自前往探望，

了！
八、「聲施後世」的蕭何
──亢龍無悔，清廉惜福，善始
善終
《易經•文言》：「上九曰『亢龍

參、蕭何給行政管理的啟示

順口問他：「如果你百歲之後，誰可以

照，良有以也 43。
太史公又強調功臣後代少有善終原

接你的位子？」蕭何很謹慎說：「知臣

蕭何是漢代首任丞相，他不如韓

因：「漢朝建國後，受分封的功臣多達

莫若主。」惠帝試探性問：「曹參這人

信、黥布，沒有攻城略地的顯赫功績；

百餘人。……他們的後代子孫越來越驕

如何？」蕭何立刻叩頭說：「您總算是

也沒有張良、陳平的足智多謀，能多次

奢，而忘記祖先的創業艱困，只知滿足

找對人了！臣死沒有遺憾。」42

想方設法逐一化解劉邦的危機。蕭何只

自己吃喝玩樂，甚至為非作歹。因此，

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

蕭何竟不念舊惡，既尊重長官的用

是一名標準的幕僚人才，在劉邦功成名

到太初年間不過百來年，漢初的封侯只

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人權，也在人生最後一次接受諮詢裡，

就登上天子大位後，論功行賞之際，劉

存五個人，其餘都因犯法而亡國滅身。

而有悔也。』」又說：「亢之為言也，

為昔日好友，今日的好同事說盡好話，

邦竟一直屬意蕭何功勞最大，連排功臣

固然是現代的法網越來越密，但是要怪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儘管他們同甘共苦的同僚關係早已褪色

位次，也將蕭何列為第一，其中必然有

也只能怪這些功臣後代自己不知兢兢業

不知喪。 」當一個人的身分地位達到

落漆，但他仍然不忘舊情，珍惜可貴的

其道理。

業，未能遵守國家的法令了。」劉邦在

顛峰，若無適當位置令其發揮所長，或

當年友誼。多年讀之，仍令人感到蕭何

是不能擁有百姓愛戴，或者未能有人予

的人情味餘溫猶存！

40

以輔佐，則行事決策時，必然不夠周備

位十二年，為他打天下名垂青史而封侯

蕭何一生所做之評價：「蕭相國何于秦

者達一百四十三人，後代子孫卻皆好景

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

不常，唯有蕭何一生謹慎勤奮，終身簡

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

樸，又為子孫處處設想而教育後代，澤
及五代不衰，自有其卓絕之處。

而易出差錯，其於進退存亡之際，分寸

（二）教育子孫

拿捏稍一不慎，就會身敗名裂，甚至敗

蕭何清廉惜福，當置產買地時，

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

必擇選窮苦偏僻處，房宅周邊還不築

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

綜上所述，蕭何的為人，處世與建

然綜觀蕭何一生，由秦朝時小小的

高牆，也絕不修飾營建豪宅。他說：

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樹值得我們注意與學習的典範，可簡述

沛主吏掾（刀筆吏），終至大漢帝國的

「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

其中便已透露出不尋常的訊息。太史公

如下：

相國，當淮陰侯、黥布等皆被誅滅，蕭

奪。」蕭何認為，後代子孫如果賢明，

又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分別記載蕭

何卻位冠群臣，聲施後世，病卒時猶被

會效法他儉樸的作風；如果沒出息，因

何的封地在鄼，其受封侯所立下的主要

諡為「文終侯」，善始善終。《史記•

沒留下豪華產業，才能不被權勢之家盯

功勳是「以客初起從入漢，為丞相，備

蕭何是基層的刀筆吏出身，對所承

蕭相國世家》記載：當其後嗣以罪失

上而強行侵占。常人多眼短淺，只能看

守蜀及關中，給軍食，佐上定諸侯，為

辦業務及法規條文肯定背得爛熟，出入

侯，天子輒復求蕭何之後，封續酇侯，

到現在，蕭何卻深具遠見，已能為世代

法令，立宗廟，侯八千戶。」又說明五

自得，嫻於活用，才能獲長官信任、督

子孫謀慮安全。

類功名：「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

察賞識，並得同事認可。可想而知，他

家喪身。

41

功臣莫得比焉 。則蕭何可謂「亢龍而

儉樸家風

誠如太史公於〈蕭相國世家〉對

一、知法行政，形塑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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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流露出因從基層出身，方能歷練

後方，安定民心，輸送糧食之能……。

新化派出所、宜蘭羅東的成功派出所，

出的識人、用人本領。例如韓信初見劉

凡此種種，無不皆得力於當年致力保存

其造型、裝飾不僅壯麗，更有保護子民

邦，追隨劉邦行動，劉邦竟「未之奇

公文檔案，才能蘊育出知曉運用的調度

的氣勢，令人望之生畏！今之警察機關

也。」只拜以管倉庫的「治粟都尉」一

和智慧，而布局天下，以獲得國泰民安

建築形式，無不表現維安治理的氣派，

知法不難，習得專業也並不難，然

職；但是蕭何一見韓信，相談後便「蕭

的綜效。

成為建築學者、專家注意的對象，也成

真正困難的，則是在執行公務時，還能

何奇之。」足見蕭何具有人事主管為國

保有高度的同情與同理心。在面對挫折

舉才的專業與卓識。

絕對是位專業且盡職的行政管理人才。
二、知法專業之外，公務執法保有厚
德載物之心

或他人屈辱時能習以為常，並心存寬厚
的包容與凝聚力。蕭何之受人尊敬，擄
獲民心，在小小沛縣與泗水郡上都已自

四、 重視國家檔案，建置知識庫，
做事才能高瞻遠矚，整體布局

五、全力後勤支援物力，健全人事，
補充人力，讓長官不虞匱乏，可
以全力邁進，實現願景

為媒體矚目的焦點。
一般主管或幕僚在任內多不願大
興土木，其實，官不修衙是美事也是通
病。記得前考試院邱院長演講說：「當

政府資源有限，民力無窮。蕭何

年政治大學畢業後，偕同學訪問考試

然展現，他雖精通律令，卻不像酷吏藉

雖說蕭何出身，只是地方上的一

想盡辦法，先作法令約束，建立制度，

院，見那十分簡陋而不宏偉的建築，立

機殘害他人，反倒屢屢從律令中尋找救

名基層公務員，但是他盡心盡力，獻替

於公或於私，無不全力以赴，爭取社會

刻打退堂鼓。」蕭何為劉邦的基業，立

人契機，故能廣結善緣，毫無政敵。蕭

所能，竭智盡忠而逐級晉升，終獲得劉

資源，開發並動員一切可用的人力與物

下百年大計，遠慮百年之後的子孫著

何既不玩弄權勢，也不舞文弄法，從他

邦的信任與重用，後來更委以調教太子

力，毫無保留地支援首長，達成使命，

想，遂構築堂皇壯麗的宮闕，所代表的

對待縣令、縣令賓客，及始終如一地護

的重任，及維繫後方之重責。蕭何所以

完成安和樂利的人間願景。這種推己及

不是亮麗好看，而是威儀，望之儼然，

佑劉邦，均可得見其深具地宅心仁厚。

能贏得劉邦如此信任和重用，其中最值

人、民胞物與，又能有高度執行力的卓

肅然起敬，這就是行政機器行使的象

後來曹參也學到他的處事精髓，留下一

得稱許之處有二：一是他重視國家檔

越幕僚，著實是史上、甚至為世間罕見

徵。

段「蕭規曹隨」的歷史佳話，後世與其

案、圖籍、律令、簿冊，完整保存。這

的公務典範。

多讚譽曹參，還不如更關注蕭何的功

方面過去常是許多警察人員的無意而疏

績，及其卓越地足以感化曹參的人格魅

失，違法而不自知，所以蕭何能知天下

力。

人文、地理及趨勢；使蕭何能默默獻上

警察派出所於日據時代多稱「衙

設計師，也是監工者；他的能耐及專業

「約法三章」之策，大大收買秦朝民

門」，一如清代在臺灣曾設立巡撫衙

知識，無不來自他對秦朝檔案的保存。

心。縱使楚漢爭戰屢屢受挫，然因蕭何

門、布政使司衙門。今天衙門又稱官

可想而知，蕭何的營繕力道，從宮室的

能確實掌握軍事地理、民心向背，方使

署，俗稱辦公廳舍。臺灣現存的官署多

功能、風格，自設計、規畫到維護保

蕭何知人善任，所以能以人事主

處於劣勢的劉邦得以轉成優勢。無論滅

為日據時期的官方建築，地點選在市中

固，一定親力親為，品質保證。

任之職，推舉劉邦為亭長警職，對於廣

秦之戰或楚漢爭奪，蕭何無疑都是幕後

心，造型氣派，甚至高壯、華麗，規模

蕭何營建的概念，是師法自然。

交朋友又玩世不恭、好酒及色的劉邦而

的最大功臣。即使劉邦被項羽圍困在

也宏偉，令人肅然起敬。西元1919年完

他先利用秦時宮殿，改建為長樂宮、再

言，正是適才適任。劉邦一任派出所主

巴、蜀、漢中，被秦降將三人堵住東出

成的總統府，設計精緻，堅固耐用，大

新建未央宮；並以適應當時的地形、地

管就達十餘年，也符合基層員警久任警

之路，劉邦無法輕舉妄動，這時連劉邦

家公認其外觀壯麗嚴謹。由於官署廳舍

物，設北闕、東闕，讓大臣從東方、從

勤區的典範。他任用劉邦，也定位自己

一向言聽計從的張良也坐困愁城，唯獨

的建築格局是威權體制的象徵，如今可

北方入朝，而非過去從南向北的方式。

可以追隨劉邦，所以婉拒前進首都升遷

蕭何卻能一掃陰霾地提出獨創見解，認

見的新竹市、臺南市警察局的廳舍、臺

這種方式有異於秦始皇修築馳道、直道

任職，這是「自知者智、知人者明」

為「天下可圖」。他的卓識、深謀遠

北市的大同分局，還有更多的派出所如

時，橫柴入灶，硬去開山填谷，大興土

慮，理出了具體可行之策，而坐鎮巴蜀

高鐵派出所、關西分駐所，以及臺南的

木，以求直通的蠻橫作法，是大有區別

三、專業、同理心外，有自知之智，
更有知人之明

44

的前瞻卓識 。在推舉將才、行政首長

六、營造廳舍，建設百年基業

蕭何打破「官不修衙」的消極作
風，建立未央宮等官署的百年基業，使
用二百餘年。他不只是宮室的規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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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次有別的是，建材、工法不是豪

慶的「文深審謹」，思慮周密，卻沒有

又如：劉邦等進入巴蜀，逃亡將軍

華、奢侈的，而是惜物惜力。

石慶「然無大略，為百姓言」的毛病；

數十人，蕭何視若無睹，而韓信離開營

反觀官場中，有人在職時利用職權

他也有酷吏趙禹「無害」而堅持清廉的

區，立刻有人通報，足見韓信身邊有蕭

第一課，就舉「清、慎、勤」三字列為

求田問舍；也有人婉拒部屬推介買地購

優點，卻沒有趙禹「不可以居大府」的

何的眼線，一如蕭何左右也有曹參的眼

官員應恪遵踐行的官箴 46，後來推廣到

屋；也有人圖一時方便，而請後勤或總

狹隘心胸毛病；更沒有趙禹的最佳工作

睛，都是顯例，足以證明劉邦對長年追

常任文官，更在警察大學畢業典禮與警

務同仁找包商為己修繕或購置什物，因

夥伴張湯那種「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隨的蕭何仍有戒心，不是沒有理由。蕭

察專科學校六十六週年校慶典禮上，再

而惹出意外的爭執是非。蕭何不造豪宅

的偏頗病態。

何的佈線無所不在，重點對象只要一有

三強調執法人員核心價值，更勉勵執法

動靜，立刻有人反映預警情資，他很可

人員面對民意代表要有所「忍」 47，此

能就是負責情報蒐集的角色。

番為國為民情懷，真是苦口婆心。吾等

自居，反而營造有利百年基業的雄偉宮

蕭何為人處事接近完美，卻仍讓長

闕廳舍，無疑是公務人員的一面鏡子。

官劉邦不放心，證明蕭何名為丞相，實

七、情報主管尊重體制，謹守行政倫
理

的為官之道，寫出《官箴》，名傳後世
45

。馬總統上任伊始，在政務官的講習

則具有掌握天時、地利、人和，及無人

蕭何在將後方關中欲辦理的大小

豈能不時刻銘記在心，於學校教育上，

能敵的競爭優勢，一如胡佛久任一職，

事情，全向劉邦請示後才執行。劉邦認

更要依此為準則，而培育出足以安邦佑

連總統、部長對他都畏懼三分。

可，他才辦理；若無法及時請示，就依

民的優越警政人才。

蕭何是情蒐高手，也是情報主管。

從蕭何的一生，彷彿看到他深知

狀況而權衡需要，待長官返回關中，再

蕭何一生所作所為，無不忠心為

漢高祖即位，第一任的丞相就是蕭何，

情蒐的奧妙：蕭何交友不拘一格，加上

彙整逐一滙報。「輒奏上，可，許以從

主，如推舉人才曹參接任，可謂公忠；

高祖十一年，更名為相國；惠帝後改置

他淡泊隨和、與人為善的個性，因此宮

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

對劉邦、對呂后也無不言聽計從，直言

左、右丞相，文帝時再併為一丞相。丞

中有侍衛長，民間有隱士及形形色色的

以聞。」這是執行公務有分寸，尊重行

不諱，配合辦理。劉邦一再大怒、不

相統領百官，具有朝議、奏事的權力。

好友，在緊急時都能適時助他一臂之

政倫理的具體表現。

悅，再三懷疑蕭何的動機，蕭何都能隱

由此可見，蕭何前有完整的圖書、地

力，可見他重用人才、善於交友；懂得

籍、律令等靜態資料，後有各地的奏

知識經濟的妙用，正如現代的資料探勘

事、朝議及民間友人等等動態訊息，以

（data mining）與資料庫（database）

及他從基層歷練，為文無害的精幹本

而進入搜尋、處理、歸納、分析、解

蕭何重視國家建設，也細心經營自

都以公為先，忘却自己，謹慎思維而長

事，必然情資在握。

讀，提供長官當下切身所需的情報

己的田產家業，更重視子孫的教養與心

遠考慮規劃，無論文書檔案、地籍圖

1972年5月2日，美國在位最久的

（intelligence）。究其蕭何情報利害之

理建設，否則再多產業，再壯麗豪宅，

錄、糧道運輸、興建宮室，都有百年大

中情局長胡佛終於死了。當時的總統尼

處，還是回歸他獨具慧眼，先發先制，

也只會帶給子孫難以預期的禍患。因

計的用心，勤勉不懈。他一生堅持清

克森所任命的司法部長克蘭丁斯特居

率先掌握一手完整的秦朝圖籍檔案吧！

此，他的理財、置產總是低調行事；他

廉，直到晚年，仍是清亮高潔，以故能

然說，胡佛之死真是「天助我也」（I

蕭何雖然極其謹慎，秉持「不知道

的設想，總是想到子孫未來。留給子孫

德澤後世子孫。其人格之崇高偉大，更

think his passing was a godsend.）。胡

的不去問，知道的不會說」的大原則辦

再好地段、再好莊園，倘子孫不肖，毫

是文官當以仿效的重要典範。

佛一任四十八年，歷任八位總統，十六

事，謀國不謀身，卻仍見疑於劉邦，其

無出息，不具賢德，也全屬多餘。他說

位司法部長，他都不放在眼裡。古今中

中自有理由。例如：漢王劉邦在前線戰

到做到，以身作則，更是公務員修身持

外，領袖或總統左右手，總是情報主

敗而棄軍潛逃，他在後方總是知道其下

家的最佳典範。

管。

落，瞭解其逃亡路線、藏匿之處，從而
蕭何諒係情報首長，情資靈活卻不

濫用，他基層出身，他有名臣萬石君石

更能及時派補人力，和運輸糧草送至前
方。

八、享受儉樸生活，建立低調安全的
家風

九、清、慎、勤、忍的公務典範人物
宋朝呂本中彙整歷代名臣有心人士

忍，聽納建議，從善如流，不斷改善自
己，與時俱進，也保護自己的安危。
蕭何在承平或戰亂時，種種作為，

肆、結語
蕭何早年的公務生涯，是執行儒家
思想的忠恕之道，為別人而活，為社會
安定謀福利。中年是力行孟子的浩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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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全力以赴地以身殉道。晚年他學到

人員執行勤務時，需時時自我提醒，和

謙退養生，明哲全身的老子之道。

自我的修持之道。唯有如此，方能令所

蕭何最早的角色是小吏、公務員，

屬皆能快樂地來從警，平安地退離。

他很早就自我定位是幕僚、主管，一位

總言之，警察行政管理之道，並

足以協助長官解決問題的大幕僚，而非

不脫一般公務管理。我們身為主管或首

尸位素餐被動的幕僚主管。進一步言，

長，更應肩負起重責，將蕭何的宿昔典

他鎮守後方，孜孜不倦，日夜不懈，勤

範，繼往開來並因地制宜地用於各行政

政愛民而深得民心。於長官有燃眉之
急，迫在危殆時，總是懂得把握稍縱即

漢初三傑――蕭何的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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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245；又勞榦，〈漢簡中的河西經

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

濟生活〉，《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一為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為求盜，

( 943): 7 -72；余華青、張廷皓，〈秦

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

漢時期的畜牧業〉，《中國史研究》

師，故往治之。」見於【西漢】司馬

982.4:25-26。

遷：《史記‧高祖本紀》，卷8，第
386頁。

16.《史記‧高祖本紀》：「單父人呂公
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

14.《周易‧乾卦》，十三經注疏本，第
11頁。

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
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

15.《九章算術》：「馬價五千四百五十四

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

錢一十一分錢之六，牛價一千八百一

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

十八錢一十一分錢之二。」此外，

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

西北邊郡出土的漢簡也有不少馬

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

牛價格紀錄，《居延漢簡》簡號

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見於【西

37.35：「候長觻得廣昌里公乘禮忠

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

年卅……用馬五匹直二萬牛車二兩

卷8，第344頁。

服牛二六千……」，此簡

17.《史記‧高祖本紀》：蕭何曰：「劉

同時記載了馬牛價格，馬價五匹二

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

萬，一匹當值四千，牛二六千，一牛

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西漢】

當值三千。其他木簡亦有馬價十分

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8，

接近《九章算術》者，如《居延漢

第344頁。

直四千

簡》簡號 43. 9：「甲渠候長李長贛
馬錢

五千五百」；又簡號206. 0：

18.《史記‧高祖本紀》：「酒闌，呂公
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

「馬錢五千三百，已入千二百，付

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

隧卒麗定，少四千一百」。簡號24：

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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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帚妾。』」見於【西漢】司馬遷：

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

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

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

《史記‧高祖本紀》，卷8，第344

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

郡。』」見於【西漢】司馬遷：《史

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

頁。

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

記‧秦始皇本紀》，卷6，第239頁。

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

19.《史記‧高祖本紀》：「高祖以亭長

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

《史記‧蕭相國世家》：「秦御史監

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予不

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

逾城保劉季。」見於【西漢】司馬

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

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

皆亡之，到豐凱撒中，止飲，夜乃解

遷：《史記‧高祖本紀》，卷8，第

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

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于

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349~350頁。

固請，得毋行。」見於【西漢】司馬

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

遷：《史記‧蕭相國世家》，卷53，

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

第2014頁。

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

此逝矣！』徒中壯士原從者十餘人。

21.《史記‧高祖本紀》：「劉季乃書帛

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

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

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原

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

26.《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欲自

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

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

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

王，先王諸將相。……乃分天下，

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

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

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

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

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

兩，徑開。行數裏，醉，因臥。後人

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

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

傳》。」見於【東漢】班固：《漢

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

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

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

書‧蕭何曹參列傳》，卷39，第2006

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

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

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

~2007頁。

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

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

『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

『吾，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

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

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

大事，原更相推擇可者。』」見於

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

為不誠，欲告之，嫗因忽不見。後人

【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

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

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

紀》，卷8，第350頁。

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

31.【西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

29.【西漢】司馬遷：《史記‧蕭相國世
家》，卷53，第2015頁。
30.【西漢】司馬遷：《史記‧項羽本
紀》，卷7，第324頁。

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

22.《史記‧高祖本紀》：「蕭、曹等皆

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

紀》，卷7，第324~頁。【西漢】司馬

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

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

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

遷：《史記‧淮陰侯列傳》，卷32，

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

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

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為翟王，

第2609~頁。

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呂後與人俱

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蔔筮之，

王上郡，都高奴。」【西漢】司馬

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後曰：

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

遷：《史記‧項羽本紀》，卷7，第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

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見於【西

315~316頁。

33.《周易‧乾卦》，十三經注疏本，第

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

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

多欲附者矣。」見於【西漢】司馬

卷 8 ， 第 3 5 0 頁。《 史 記‧蕭 相 國 世

頁。

遷：《史記‧高祖本紀》，卷8，第

家》「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

347~348頁。

28.《漢書‧蕭何曹參列傳》：「初，諸

34.《史記‧蕭相國世家》「漢三年，漢

事。」見於【西漢】司馬遷：
《史記‧

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

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

蕭相國世家》，卷53，第2014頁。

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

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

23.《周易‧乾卦》，十三經注疏本，第

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

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

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

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

20.《史記‧高祖本紀》：「秦二世元年
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
『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

14頁。

27.《周易‧乾卦》，十三經注疏本，第9

32.【西漢】司馬遷：《史記‧高祖本
紀》，卷8，第385~386頁。
17頁。

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

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

25.《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初

皆居蜀。』乃曰：『蜀漢亦關中地

從其計，漢王大說。」【西漢】司馬

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

置三十六郡以監縣也。郡置守、尉、

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

遷：《史記‧蕭相國世家》，卷53，

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原君召

監。」【集解】：「《漢書‧百官

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

第2015頁。

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

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

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

35.《史記‧蕭相國世家》
：
「漢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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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

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槁為

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

后，封續 侯，功臣莫得比焉。太史

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

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

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

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

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

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

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

尉，械系之。數日，王衛尉侍，前

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

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

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

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系之暴

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

﹝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

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

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

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

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

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

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

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

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

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

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

爭烈矣。』」見於【西漢】司馬遷：

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系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茍有

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

《史記‧蕭相國世家》，卷53，第

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

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柰何

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

2020頁。

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

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

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

42.《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素不與

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

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

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

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

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

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

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

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后，誰可代

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

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

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

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

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

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

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

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

帝乃大喜。」見於【西漢】司馬遷：

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

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

『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見於

《史記‧蕭相國世家》，卷53，第

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

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

【西漢】司馬遷：《史記‧蕭相國世

2017頁。

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

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

家》，卷53，第2019頁。

36.《史記‧蕭相國世家》：「漢十二年

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

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

43.見於【西漢】司馬遷：
《史記‧高祖功

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

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

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

臣侯者年表》，卷6，第892、877頁。

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

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

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第

44.「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

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

系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見於

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

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

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

【西漢】司馬遷：《史記‧蕭相國世

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

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

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

家》，卷53，第2018~2019頁。

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

壽。」見於【魏】王弼注；樓宇列校

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

38.《史記‧蕭相國世家》：「漢五年，

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是日，悉

釋《道德經》，第33章(北京，中華書

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

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

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

局，2008年12月版)，第84頁。

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

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

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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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之不去的警察風紀與貪瀆問題
黃蘭媖
｜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Police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from Authoritarian to
Democratic: déjà vu Experience? 1
According to the 2001 citizen
survey conducted in Asian countries,
people in Taiwan gave the lowest score
on police integrity on all indicators in the
survey dealing with police performance
(Eastern Survey Center, 2001). One-infour respondents considered police taking
bribes to be a serious or very serious
problem in Taiwan. Almost 10 per cent of
Taiwanese survey respondents admitted
that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or they
themselves have bribed a police officer
on occasion. In addition, survey results
indicated that females, youth, and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al levels tend to hold
a more negative view on police integrity
than males, older people, and persons of
more modest education.
A similar pattern has been found
consistently in more recent assessments
of the Taiwan police. For example, Jou

and colleagues (2011) found that while
residents in three cities and two counties
held generally positive views of police
politeness, friendliness, and fairness, more
than 60 per cent of survey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most police officers were
likely to engage in misconduct and illegal
behavior. Apparently, people in Taiwan are
highly concerned with problems related to
police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The concept of police misconduct
(or police deviance) refers to undesirable
non-criminal behavior committed by
police during the course of normal work
(Walker and Katz 2002). It often involves
behaviors which violate organizational
rules, but are not necessarily unlawful.
The difficulty with the concept of police
misconduct is that the boundary between
such deviance and crime is rather thin, and
often is blurred in practice.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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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ing and taking gratuities in the form of
hongbao or red envelops (紅包) during
seasonal holidays, weddings, and baptisms
in Taiwan is a longstanding social custom.
However, police officers who work in
urban neighborhoods with hospitality
businesses (or special businesses), such as
night clubs, often receive gratuities more
generous than mere tokens of appreciation,
which could constitute bribes if they are
prohibited by department policy or law.
Past research has focused more
heavily on police corruption than on police
misconduct (Shih 2010). Corruption is
a kind of occupational crime, involving
misuse of authority in a manner designed
to produce personal gain for self or
particular others (Goldstein 1975; 1977).
Corrup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 namely, individual corruption,
pervasive unorganized corruption, and
pervasive organized corruption (Sherman
1978). It is believed that corruption
often begins with police deviance and
misconduct. Once that boundary is blurr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ubculture for
neutralizing corruption often follows. Once
corruption becomes tolerated, it is likely
to evolve into pervas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gradually over time.
As is the case in Western societies,
police misconduct in Taiwan consists of a
wide array of improper and illegal actions,
ranging from ill-advised conduct to deviant
behavior, on to corruption, and then on
to serious criminal behaviors (Shih 2010;
Tsai 1982). Within the police force, these
various types of behaviors are all referred
to as police “fengji” (風紀, disciplinary)
problems.
During the period of authoritarian
rule prior to 1987, Taiwan had a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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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state with a weak society (Jou,
Hou, and Cao 2010; Moody 1992).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trong state was
its highly moralistic stance in attempting
to guide the entire society. A separ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from the private sphere
was lacking; such a demarcation is clearly
in place in the Western world. Historically,
similar to their Japanese counterparts
(Bayley 1991), Taiwanese officers served
as moral role models in the community.
Police officers were held to a high moral
standard. Even after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moral tendency in this postConfucian society lingers in the public
services. In April 2012,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for example, entered
into the private sphere of officers by
regulating extra-marriage affairs involving
the police. Married police officers often
receive form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for having affairs outside their marriage.
Despite its moralistic stance, however,
the police maintain no official statistics
available to researchers on the prevalence
of police unfavorable behaviors such as
alcohol abuse, gambling, prostitution, or
extra-marriage affairs. In this regar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like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Zhang, Cao, and
Vaughn 2009), is reluctant to collect, retain
and conduct research with such systematic
data.
Under democratic regimes, police
officers continue to reinforce the law
within the culturally accepted milieu.
Most studies of Taiwanese society have
found that a variety of “parochial” and
“particularistic” institutions are structurally
central to virtually al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country.
However,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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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parochial
and particularistic realm and the public
sector dictums of socio-political virtue
increasingly incongruous. The ubiquity
of inform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means
that large sectors of the social order
penetrate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ce in
Taiwan. Taiwanese police thus work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olice in the West; the police in
democratic nations generally have a rather
clear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pheres of their lives.
In this chapter we discuss the issues
of police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in
Taiwan. It is argued here that the current
level of police integrity in Taiwan is no
worse or no better than it was during
its authoritarian past.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however, are broadly perceived
as more serious problems today because
the prior principal evil of authoritarian
rule has been successfully removed and
greater transparency in governance has
been demanded and brought into being.
The news media are actively exposing and
chasing after news concerning political
scandals, with police scandals included,
elevating in the public mind a broadly
shared sense of frequently corrupt politics
in general.
We begin our discussion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vari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olice underground societies
to illustrate the complexity of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of the police. We then discuss
police misconduct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We introduce several forms of
police misconduct, and examine various
motivations and means used to earn extra
income by Taiwanese police. We use law
enforcement examples in the areas of

electronic gambling machines, organized
prostitution, and gravel truck operations
to further illustrate the general patterns
and content of police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in Taiwan. Finally, we explore
the approaches taken to control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in Taiwan policing.
Policing Underground Societies
Police misconduct is a broad term.
As is the case with the concept of beauty,
the deﬁnition of police misconduct is often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The police are
ineluctably part of the intricate political,
economic, leg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of a country, and their conduct cannot be
understood apart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upon police of those distinctive
institutions. Still, some forms of police
behavior are almost universally condemned
as wrongful, such as police corruption or
the intentional misuse of police powers
by ofﬁcers. Other forms of police conduct
generate heated debate and controversy
as people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judge police actions differently, such as
approving or disapproving the use of
deadly force in violent confrontations with
rioters, showning favoritism to informers,
and monitoring the off-duty morality of
ofﬁcers. In Taiwan, the blurred distinction
between legitimacy and illegitimacy and
between the ‘baidao’ (白道，legal way)
and ‘heidao’ (黑道，clandestine way) is
complicated by a culture in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Following the GMD government’s
retreat to Taiwan in 1949, some criminal
gangs with mainland roots also relocated
to Taiwan. There had been an informal
wor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MD
government security agencies and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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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ound societies prior to taking
refuge on Formosa. It was in 1984,
after the Incident of Jiang Nan (江南
案), that the government took action to
sever all such tie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many gangsters
began their own transition and directed
their energy and resources toward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arenas (Chin 2003;
Sheu 2010). The emergence of a set of
political-economic alliances referred to
locally as “Black Gold” (or heijin 黑
金) arose, representing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elements in politics, business, and
organized crime. Elections everywhere are
expensive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often
works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rich and
those who can provide money to politicians
in a timely manner. Taiwan is no exception
to this rule. Many politicians run for ofﬁce
with the support of underground societies;
moreover, individuals with an established
background of underground societies
are frequently elected to public offices
as local officials or selected as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Given this situation,
the fight against gangsters becomes
convoluted, if not entirely impossible,
on the part of the police in many areas of
Taiwan.
In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ies of
underground societies and their effective
policing, we also must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al culture of police beats
(jingqinqu, JQQ) or police precincts in
Taiwan. It is a system resembling the
baojia (保甲), which has a long tradition
in China (see Dutton 1992). It is “a key
nodal institution in mediating the interface
between central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local social order” (Martin 2007: 672).
Although the national polic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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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deed highly centralized, police beats
are decentralized in their administration.
Police beats consist of a couple of urban
blocks, usually containing about 300-500
households; they are typically assigned to
an individual beat ofﬁcer for several years.
This ofﬁcer is held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the area’s census records
and supplying any necessary surveillance
about local affairs. This group of localized
officers is called the ’administrative
police” (xingzheng jingcha, 行政警察)
in contrast with the other major kind of
centralized officers referred to as the
“security police” (bao-an jingcha, 保安
警察).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1895~1945), administrative
police officers even had the power to
adjudicate immediately any offense
punishable by detention or fine (Wang
2000), and during the martial law period
(see Chapter 2) they were armed with
the power of the Law for Punishment of
Police Offences until that particular statute
was ruled unconstitutional in 1980 and
replaced by the more circumspect Social
Order Maintenance Act in 1991. Presently,
whenever spatially ﬁxed criminal activities
such as illegal gambling establishments
or prostitution joints are discovered or
revealed by non-beat or other unit ofﬁcers,
the beat ofﬁcer and his/her supervisor are
penalized for failing to prevent and, if
prevention was not attained, detect such
illegal activities.
The home of xingzheng jingcha or
beat police ofﬁcers, the pai-chu-suo (PCS),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police organization
in Taiwan (see Chapter 6). As is the case
with their Japanese counterparts (Bayley
1991), the Taiwanese police penetrate their
society deeply and are interact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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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residents on a daily basis. The beat
officer knows many families, interacts
with local business owners, and develops
relationships with politically important
residents in their community. The PCS is
a second home for many police officers,
who in nearly all cases become involved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on duty and off duty
alike. The police cultur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n integral element
of the local community. The integration of
police ofﬁcers into community life is truly
remarkable. Police officers are frequently
invited by local residents in their respective
neighborhoods to attend major social
events, such as wedding receptions and
birthday parties, events which serve the
functions of not only a social gathering, but
they also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the police
to accomplish community networking,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even problem
solving. Therefore, regardless of the
soci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s
of local residents, being a part of these
social activities is viewed as an absolute
necessity rather than an option for PCS
ofﬁcers. Through these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gitimacy and
illegitimacy and between the ‘baidao’ and
‘heidao’ often becomes blurred. For most
police officers in the West, they would
back away from a relationship when they
sense that a gift given is a prelude to an
obligation (Grabosky and Ayling 2007).
For officers in Taiwan, many of the gifts
are seen as a mixture of voluntary and
obligatory conduct, and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creation of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in a post-Confucian society
makes the rejection of such gifts more
difﬁcult.
Situated between the rule of law

and strong local relationship networks,
police officers have to learn “smoothing
the way” (baiping, 擺平) by marshaling
the connections required for a given
project and for getting things done
(gaoding, 搞定). Clientele networks are
ubiquitous in Taiwan. Many businesses,
especially questionable ones, are eager to
be associated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legislators, or high ranking police ofﬁcers.
It is also a rather open secret that gangster
“friends” can often get many things sorted
out at lower cost. The triads keep order in
the rough areas and regularly provide the
police with information on other types of
crime (Maguire 1997). To understand the
phenomenon of police corruption, we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ours of their working
environment (Klockars, Ivkomic, and
Haberfeld 2004). For example, on May
28, 2010, a gangster by the name of Weng
Qinan (翁其楠) was murdered in cold
blood.
The murder shocked the nation’s
police system after it was discovered
that four Taichung police officers
were playing mahjong and drinking
tea as the gunman walked into Weng’s
ofﬁce and shot him. Police have since
established that as many as 10 police
ofﬁcers had been in Weng’s ofﬁce at
one point, suggesting ties between
Taichung police and gangsters (Chang
2010).
When the reporter interviewed a
former investigator, he stated that it was
part of a detective’s job to keep in touch
with local gangsters in order to obtain
useful information.
Local control in governanc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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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mark of democracy. The police are
fully aware that absolute prohibitions
of victimless crime, such as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are at once unrealistic
and undesirable in many prospects. The
enforcement of these laws at times has
served as a symbolic gesture for the police
upper administration, and has been used
to fulﬁll the performance demands for the
rank-and-file officers.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tends to
compel the rank-and-ﬁle ofﬁcers to enforce
the vice laws with a moralistic zeal, which
is a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practice in
regulating gamblers, prostitutes, peddlers,
and gangsters. In balancing sentiment
(qing, 情), reason (li, 理), and law (fa,
法) with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the
prevailing local sentiment often overrides
the national law (Martin 2007). An
example is the case of Zhang Tongrong
(張通榮), Mayor of Keelung City, who
ordered the police to release a woman
who “allegedly assaulted and injured a
female ofﬁcer while under the inﬂuence of
alcohol” in September 2012 (CNA 2013).
Both the woman and the mayor were later
charged with obstruction of ofﬁcial duties.
After the democratic transition, a shift
in the police mission took effect toward
greater service provision: beat ofﬁcers are
de rigueur to maintain outreach programs
with their local constituency in a quasiinformal capacity. Police ofﬁcers, who are
supposed to be on the ﬁgurative front line
against organized crime, are perceived as
having become co-opted at best, or corrupt
at worst. On the surface, they monitor
those dangerous individuals and groups
(gangsters, hoodlums, and hooligans) as
well as keep watch over high-risk places
(night clubs, game shops, bars),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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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act they often provide them with
protection from vigorous enforcement of
Taiwan’s vice laws.
The infusion of underground inﬂuence
into local politics is indeed a serious
problem, but the solution most certainly
is not simply moral condemnation. Cai
(1998),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wrote a book on the issue of black gold.
In this book he noted the prevalence of
political figures who have the support of
underground societies or are themselves
members of underground societies. In
addition, he listed numerous instances of
the underground-society-members-turnedpoliticians’ wild and arrogant behaviors.
Upon reading this book, Taiwan would
appear to be a badly corrupted society
governed by unprincipled politicians.
In a democratic country, societal power,
whether it be legitimate political power or
underground societies’ power, should be
controlled by the rule of law. The majority,
if not all, of the cases in Cai’s book are
eligible to be investigated by the police,
and prosecuted in the criminal courts.
The reluctance of the major force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o invoke the
legal system is in part a reflection of the
continued impact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in part a lack of moral courage on the part
of many of the country’s leaders.
Police Misconduct in the Taiwanese
Context
Punch (2000) categorizes police
misbehaviors into misconduct,
straightforward corruption, strategic
corruption, predatory corruption, noble
cause corruption, police crime and staterelated police crime. In Taiwan, most
media revelations of police scandals f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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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e categories of strategic corruption,
straightforward corruption, and police
crime. Strategic corruption entails the
a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olice and
organized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o form
a stable and long-term system of pay
offs. It often relates to the commission of
victimless crimes, such as the operation
of electronic gambling machines and
prostitution. Straightforward corruption
involves passively receiving some reward
for doing or not doing something. In the
U.S., the Knapp Commission (1972)
classified corrupt police officers in the
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into two
categories: “meat eaters” and “grass
eaters.” Meat eaters were those officers
who aggressively demanded bribes or
payoffs and threatened legal action if
the favors were not received, whereas
grass eaters were those who passively
accepted what came their way without
overtly asking or demanding anything.
Straightforward corruption is similar to
the “grass eaters” scenario identified by
the Knapp Commission. In Taiwan, it is
often subtly transformed into generous
gratuities, public relation expenses, and
similar benefits. The lack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minor misconduct, however,
seriously hinder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ehavior of ‘grass eaters’ in a corrupt
police organization.
About three decades ago, more than
sixty per cent of Taiwanese police ofﬁcers
surveyed stated that low salary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disciplinary problems in
their work (Lin 1978).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a good deal since then because
police salaries are now generally better
than those of other public servants. Low
salary, therefore, can no longer be the main

reason for police misconduct. Instead, the
desire for personal enrichment on the part
of a few ofﬁcers more likely is the case.
As noted earlier, the police officers’
job is typically carried out within an
extremely complex set of social networks.
As is the case in Western societies, much
of what police ofﬁcers do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use of discretion; police officers
are permitted to choose between different
courses of action or inaction based on
their professional judgment. Police
officers often work without much direct
supervision, and frequently make lowvisibility decisions that are not amenable
to subsequent review and control. The
considerable extent to which police
discretion exists contributes to a climate
conducive to police misconduct.
Some research on police in Taiwan
suggests that post-authoritarian Taiwan
has witnessed the advent of Black Gold
Politics (Chin 2003). This entails the
pursuit of financial interest (i.e., gold)
through hidden (or black) networks of
collusion and conspiracy submerged within
the conventional routines of everyday
governmental interaction, including the
police. Police work does indeed expose
officers to many temptations, large and
small in nature. Even for officers with
otherwise normal scruples, some may
take advantage of some favors of illegal
income simply to pay off the mortgage
ahead of time. Other ofﬁcers may become
corrupt because of their personal or family
involvement with criminal activities, such
as drugs and gambling. Still others, in
order to influence their assignments and
promotion, may bribe their supervisors
or other police personnel for favorable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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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police officers are accustomed
to use their discretionary powers to
exchange benefits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e organization. After the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some police departments suffered
serious financial difficulty, causing not
only the cutting of benefits (such as
overtime pay) but also the allocation of
very tight budgets. Many such police
precincts do indeed have questionable
businesses in their jurisdictions, which
are understandably willing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local police. A more
formal system of privately-sponsored
rewards is funneled into a few police local
organizations to facilitate their operation
through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uch as
Associations of Police Friends. Again,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baidao’ and ‘heidao’ is highly blurred.
Making extra money at the police
agency level is said to be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agenda (Wu 1999); covering
the cost of investigating crimes or
fulfilling their arrest quota often requires
resources that are not readily available
from the department. The current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to regulate reimbursable
expenses are rather rigid, and some
officers choose to offset their expenses
incurred by using other means rather than
going through the red tape-laden process
of official reimbursement. It is especially
true for the rank-and-file officers. Also,
the very great emphasis placed on arrest
quotas pushes some officers to go astray.
For example, Peng (2008) describes how
the police often use informants to initiate
arrests of prostitutes. The informants are
given money to buy sexual favors. Since
there is no punishment due for brothel
customers, the informants are willing to

245

get free sex and do the police a favor in
the bargain. Lower-rank street walkers and
prostitutes are often targeted by police for
achieving their arrest quotas.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common ways
the police could make extra income. First,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monetary rewards
provided under the existing performance
assessment regime. Some police officers
might falsely declare their expenses to
get extra money. Others would claim the
informant’s stipend or cash reward without
handing over the money due. Because
these are all low visibility acts, police
internal corruption is less likely to make to
the headlines of the news media.
The second common way of police
making extra money is to give or sell
information maintained in governmental
databases or internal information about
police operations and law enforcement
priorities. It is not uncommon that
the police leak information to private
enterprises, including security companies,
which need such information for employee
background checks or client services. The
“eating of a case” (chi-an, 吃案) is another
type of police misconduct with a smell
of corruption (Martin 2007).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uter-Processed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Law in 1995,
leaking and even selling information
to unauthorized users was a rather
commonplace occurrence. A police ofﬁcer
was found selling information, including
personal traffic, criminal, resident and
entry and exit records, to a retired police
employee over the period 1998 to 2002
(Shieu 2007).
Several kinds of misuse of
information by the police in exchange
for goods, services, or money entail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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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kickbacks.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scandal involving police passing
information on the crime scene to certain
funeral service providers so that they can
reach family members of crime victims
for offering their services (Huang 2012).
In another example, officers were found
to be receiving money from tow truck
companies for referring them to the
location of stolen cars (The Control Yuan
2009:12).
Finally, police officers may b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ed in local
businesses. Business owners in the “eight
classified businesses” (karaoke places,
bars, restaurants, dance halls, bathhouses
and spa houses, barber shops, massage
parlors, and coffee shops) sometimes offer
free business shares or gan-gu (乾股) to
police officers and/or their close relatives
in exchange for special services such
as information provision or protection
services. The exchange, of course, is not
an outright business transaction, but is
wrapped within the idiom of qing (情)
or particularistic relationships defining a
space of intimacy explicitly insulated from
the formalized space of public interactions.
In such an atmosphere, the line between
the legal and illegal and between the
acceptable and corruption is highly
blurred.
As police officers in Taiwan are
usually assigned to a beat or qinchu for a
period of three or four years, they become
quite familiar with owners and managers
who run “the eight classified businesses”
who are usually eager to make friends
with police ofﬁcers. The ofﬁcer often gets
discount purchases and is even offered free
meals and recreation services. Sometimes
these offers are extended to police ofﬁcers’

friends. Monetary payments may also
be regularly made to officers for their
protection.
Un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lethal
weapon incidents are extremely rare in
Taiwan and police abuse of substances
is infrequent. As is the case in Western
countries, many instances of police
misconduct are shielded and protected by
the “blue curtain of silence” (Walker and
Katz 2002), or the conspiracy of silence
among police (Goldstein 1977: 202).
Scandals associated with police corruption
jeopardize organizational stability and
leadership continuity (Cao and Huang
2008; Sherman 1978; Zhang et al. 2009).
Hence there is usually a desire on the part
of the police to “circle the wagons” and be
protected of accused ofﬁcers.
Electronic Gambling Machines,
Prostitution and the Gravel Truck
Industry
Unenforceable laws have frequently
been cited as one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
of police corruption (Goldstein 1977). In
Taiwan, most high-proﬁle police collective
corruption cases are related to underground
businesses such as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Implementing the laws against
gambling, prostitution, and drug abuse is
often problematic because these activities
all involve considerable proﬁts and ofﬁcers
have great discretion in enforcement.
According to Chu’s (2004) analysis,
over 20 per cent of police corruption cases
in Taiwan have been related to electronic
gambling and game machines since 2000.
Gambling is prohibited in the criminal
code. No casino of any kind is allowed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e criminal
code, since 2000 special legislation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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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gulate electronic gambling/game
arcade business.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Electronic Game Arcade Business
Regulation Act was occasioned chiefly
by a high-profile police corruption case
in 1995. More than 200 police officers
were prosecuted on that case, and most of
them were found guilty for taking bribes
from an electronic game arcade tycoon
by the name of Zhou Renshen (周人
蔘). Since some of the electronic gaming
joints provide gambling machines, the
regulation of such business had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Although the laws prohibit
any design or device of gambling in
electronic game machines, violations of
these laws have been under-enforced.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ban certain kinds
of electronic gambling machines in 1990
led to a burst of police corruption cases
involving bribery. However, electronic
gambling machines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primary sources of police corruption.
In addition, another main source
of police corruption is found in the
u n d e r g r o u n d s e x i n d u s t r y, w h i c h
constitutes nearly one third of all
prosecuted cases (Chu 2004). Despite
repeated manifestations of abolitionist
inclinatio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GMD and DPP alike,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fashion the means to carry out their
policy of controlling prostitution and of
suppressing the human trafficking related
to this activity (Jou et al. 2010). Periodic
crackdowns are more symbolic than
real, and sure enough the sordid business
reemerges soon after the crackdown lifts.
As is the case in Western countries,
providing protection to legal and illegal
businesses is a long-established way to
make extra money for the Taiwan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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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regard, new ways of making money
out of prostitu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The notorious prostitute hostage case (擄
妓勒贖) in Taipei is one such example.
Along with an improved and more open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women were smuggled into Taiwan by
local human trafficking organizations.
Some Chinese women also entered Taiwan
through fake marriages. The police know
that these organizations have invested
a great amount of money in importing
these women. Instead of enforcing the law
and arresting these illegal immigrants,
some police detained these women and
demanded lucrative ransom payments
from criminal organizations. Such police
behavior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criminal,
and as entailing both extortion and
shakedowns (Stoddard 1979). Basically,
the police restrain these women in the
name of law, and aggressively demand a
bribe in exchange of not following through
on the require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 notorious gravel truck industry
is another classic example of police
corruption. For many years the gravel
truck industry was able to speed and
operate overloaded trucks all over Taiwan,
and in the process these trucks are acting
in violation of environmental laws, paying
no road taxation, and taking innocent
lives (Kuo 1994). As a by-product of the
nation´s construction boom, the gravel
truck industry made tremendous illicit
profits from illegal gravel quarrying
on riverbeds and selling their loads to
construction companies. Drivers with
worn out brakes driving overloaded trucks
play a sort of Russian roulette, charging
through dangerous intersections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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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ving their brakes for the next, possibly
greater, hazard ahead. The problem came
to the public’s atten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Gaoping Bridge on August 27, 2000,
an event which was attributed by the loss
of riverbed gravel due to illegal gravel
quarrying.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the
gravel industry, some police authorities and
politicians rode a merry-go-round bribe
scheme for many years. In some places,
police also made up false documents,
such as fake records with weigh-station
companies, to earn extra bribe money. In
2002, Taipei City councillors accused the
Taipei Trafﬁc Police of collaborating with
weigh-station companies (Huang 2002).
In 2007, twenty-two police officers were
prosecuted in Taipei County; three of them
were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from one to
twelve years, and the others were awaiting
trial (Shih 2010).
When the corrupt police officers are
involv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illegal
activities, such as electronic gambling
machines, prostitution, and gravel stealing,
their behaviors become indistinct from
those of criminal organizations. They are
no longer engaged in police misconduct,
but rather are committing police criminal
offenses.
Controlling Police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During the last ha lf of the 20 th
century, the police in Taiwan have made
noticeable progress in many aspects.
However, the problem of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continues to plague the police
and tarnish the image of the police force.
Two major factors contribute to a less than
fully successful anti-corruption effort in
Taiwan.

First, the inertia of established
practice in the past authoritarian regime
left a high level of tolerance of police
corruption within the police organization.
Second, as a relatively new democracy
has come into being in Taiwan the police
have not fully adapted to the unstable
political atmosphere that is part and parcel
of democratic politics. Beneath the smooth
transitions of political regimes, a new
police culture appropriate to democratic
policing has been quietly emerging,
often by fits and starts. The good aspect
of this new culture is that the police
force has become considerably more
professional. One unexpected consequence
of democratization is that there are far
more opportunistic administrators within
the police organization who are using their
connections with the political parties to
advance their own professional careers.
This has often ma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a partisan
political issue, not simply an issue of
police integrity.
Lundman (1980) proposed one of
the most complete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how to control police misconduct.
His theory, labelled the organizational
product thesis (Cao, Deng and Barton
2000), maintains that since most police
misconduct is a product of organizational
deviance, it is organizational climates
rather than individual officers’ behavior
that need to be controlled. Building upon
the works of Bittner (1980), Goldstein
1977; Reiss (1971), and Sherman (1978),
Lundman (1980: 141) argued that “police
misconduct is organizational deviance
when actions violate external expectations
for what the department should do.
Simultaneously, the actions must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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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formity with internal operating
norms, and supported by socialization,
peer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of the department.” While emphasizing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side
control of police misconduct, Lundman
(1980) does not ignore the potential for
competent police administrators and
organizational regulations to reduce
police misconduct. The test of his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ws that police
departments with formalized ﬁeld training
officer programs tend to have lower
rates of police misconduct and in-service
training programs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ate of citizen complaints (Cao et al. 2000).
Any successful control of misconduct
and any measure of anti-corruption
adopted, however, has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legal culture of Taiwan. Kennedy
(2003) notes in this regard, “the legal
system and law of a nation owe far more
to culture and history than they do to some
a priori logic.” Martin (2007) posits that
Taiwan tends to reproduce a social order
organized around an alternative set of
cultural values.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s
in Taiwan has brought with it the principles
of a liberal ‘thick’ version of the rule of
law concept (Cooney 2004). Often, the
thick vers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in conﬂict
with the long tradition of compromises and
harmony which are the ready grounds for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The control of
police misconduct must be understood in
the context of this cultural milieu wherein
“A cultural space of legitimacy in which
the solidiﬁc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ithin
state institutions is kept within boundaries
of a social sensibility that does not take
law as the last word” (Martin 2007: 694).
The documented resili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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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corruption has coincided with the
substantial liberation of Taiwanese media
in 1988 when the police also began to
promote their image as a crime fighter
profession (Huang 2003). The media
has turned its ‘magnifying glass’ on
police misconduct, failure, and underperformance and has become a major
source shaping the contemporary police
image (Jou et al. 2013). The police are
alternatively described as a “disadvantaged
group with guns” at best, and ‘hoodlums
with guns’ at worst.
In addition, as mentioned in Chapter
6, ‘performance ﬁrst’ is deeply embedded
in polic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u 1999).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set by the NPA
and used to evaluate local departments
are in turn adopted by local political
authorities to evaluate police precincts in
their communities. Since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emphasizes aggregate
statistics, such as the number of arrests
made and tickets issued, the misbehaviors
of officers who have performed well are
usually ignored. Many police corruption
cases were committed by these otherwise
productive ﬁgures in the ranks. Moreover,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tatute of
Province and County Self Governance
(省縣自治法, 1994-1999), the Statute
of Municipal City Self Governance (直
轄市自治法 1994-1999),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2010 (地方制度法),
local police now operate under the joint
pressures of providing an exceptional
service to the public and being more
responsive to local demands.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much of the problematic
behavior documented among the police
arises from police work pressure and the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withi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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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ce operate (Weng 2003).
It is indeed ironic that the police claim
that they base their actions upon the law
when more than half of the public believe
that police are corrupt. It seems that
Wilson´s observation (1968) of the U.S.
police also aptly applies to the police in
Taiwan: the police as a subtle bureaucratic
compromise between corruption and
service patterned by local political culture.
For any further changing of the culture of
policing in Taiwan,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PA and th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needs to be severed because
it tends to dominate the police agenda
without proposing a comprehensive
alternative strategy. A major public sector
reform is needed to break the culture of
mutual protectionism and the domination
of “old boy networks” (Chu 2013). The
police education lead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urses offered on police integrity and
police ethics, and the police administration
should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external
bodies, such as Investigation Bureau
and Agency against Corruption, to make
certain that any criminal behaviors of the
police are dutifully prosecuted. In addition,
an independent outside supervisory
body should be formed to process
citizen complaints against the police and
investigate police misconduct. Corrupt
police ofﬁcers have to be held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they serve, to the laws of the
land they enforce, and to the oaths of their
ofﬁce to which they swore loyalty.
Summary
The perception of police misconduct
is widespread in Taiwan. It is partially
related to the nature of a democratic
regime, one emphasiz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The majority of police
misconduct cases on record have involved
conventional corrupt behaviors. Similar
to those forms of malfeasance found in
other societies, such behaviors include
kickbacks, shakedowns, the protection of
questionable activities, the ﬁx, and internal
payoffs. It is evident that the ‘few rotten
apples theory’ is not sufficient to explain
repeated corruption scandals among the
police. Enhancing police integrity by
ﬁrmly controlling police “fengji” problems
is an organiza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that goes well beyond the
culling out of “bad apples” among police
officers. Both pervasive unorganized
corruption and pervasive organized
corruption have happened in Taiwan much
too frequently. The Eastern culture that
places emphasis on guanxi (關係) or the
human relationships (Bian and Zhang
2013) adds a further layer of complexity
to the problem of police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in Taiwan.
Punch (2000: 301) correctly notes
that “a clean police is a crucial barometer
of a healthy society.”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combating corruption must combine
a stable political regime with strong
incentives among political elites for upright
conduct (Grigor'ev and Ovchinnikov
2009). The ingredients for a clean
police force must include both proactive
preventives and reactive sanction-based
strategies. For the former, the partisan
competi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state have weakened rather than
strengthened the rule of law in Taiwan in
unanticipated ways (Martin 2007; Moody
1992). The standing of the police is not
high in the public eye, and the strong
scrutiny given to the police by the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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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further tarnishes the police image on
a regular basis. The NPA would be wise to
undertake new major initiatives to control
police misconduct more effectively.
As to the reactive approach to
deter police corruption, several recent
corruption cases led some critics to
argue that corruption is “going from
bad to worse,” and neither the Act on
Property Declaration by Public Servants
nor the Political Donations Act have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scovery
of corruption cases (Chiu 2013). The
sentencing of former Executive Yuan
secretary-general Lin Yishi (林益世) and
of Ex-President Chen Shuibian, however,
confirms that while these statutes may
have many loopholes, they nonetheless
are the primary instruments for regulating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among public
officials. Although the culture of service
and occasional gratuity collection remains
strong and the “maﬁa-like” political culture
of abusing power continues to characterize
policing in some settings, many new police
ofﬁcers with a deep sense of integrity are
staying away from the old culture of doing
shady business while pretending to enforce
the rule of law. Some officers are even
willing to pay out of their own pocket to
make peace and show that they can still
“get things done” instead of abusing their
publicly entrusted power.
The extent of police misconduct
in a post-Confucian society such as
Taiwan is largely a secret for the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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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t has never been a secret among
police officers who live and work in the
same PCS.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docu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e
misconduct and the broader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integrity and self-esteem of police
ofﬁcers deﬁnitely deserves more attention
than they have been accorded up to now.
One preliminary step would be to collect
reliable statistics on police misconduct
and corruption so that the phenomena
could be systematic scrutinized. The welldocumented widespread perception of
police corruption has been at the heart of
citizen distrust of the police – a topic that
we will examine in considerable detail
in Chapter 10. We will discuss the issues
related to female police ofﬁcers in the next
chapter.
註釋：
1. 本文收錄於由Routledge 出版社即

將出版之Policing in Taiwan: From

Authoritarian to Democratic (2014)一書，
為曹立群（Liqun Cao）、黃蘭女英、以

及孫懿賢（Ivan Y. Sun）三人合著。本

書探討臺灣警政如何從威權時代走向
民主，為Routledge Frontiers of Criminal
Justice 系列之一。特別感謝兩位合著

者對本文提供的建議、補充與潤飾，
以及蔣經國基金會對本書出版之贊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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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三︱

努力防弊終難以竟功之實際狀況證明，

警個人的自控力，雖是吃力不討好的工

紮根警專之品德教育、
延續風紀抗體續航力

不論人類如何努力，外在系統或制度的

作，但卻是最為根本，因為，當品德觀

改善都只是治標之道，重要的是個人在

念一旦內化進入個人的生活習慣中，那

獨處之時，自己的自控力才是決定行為

就是最能發揮功效之時。因此，如何在

的關鍵！

警專的二年的養成教育時間之內，強化

高鎮權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訓導處主任｜

伍姿蓉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訓導處組員｜

摘要：

有鑑於「警察機關廉政實施方案」

學生的品德教育？俾於日後成為適任的

的「四不」目標之最高理想乃是「不願

執法人員，一直是維持學校努力的方

貪」，如何讓員警從自我控制力中即可

向！本文除從引發警察風紀問題的成因

達到「不願貪」？幾乎所有的研究發現

著手，接續報告警專如何落實學生的品

及建議策略，都與警察品德教育有關！

德教育之內化作為，進而提出日後策進

因此，落實警察人員的品德教育是一重

方向，期能藉由紮根警察品德教育之作

要工作！相信大家都同意以教育提升員

為，延續警察風紀抗體續航力！

壹、前言

能因遺忘從警初衷而逾越道德界線，致
引發爭議；又警察的任務在於維持公共

職責，也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方向！此類

馬總統於擔任法務部長在推動肅

問題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需遮

馬總統於擔任法務部長在推動肅

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

貪時指出：「人民的信賴，是政府最重

掩以對，而應以開放心態，找出成因、

貪時指出：「人民的信賴，是政府最重

促進人民福利。其工作具有複雜性、緊

要的資產，而貪污，就是這種資產最強

對症下藥，才是負責之道！

要的資產，而貪污，就是這種資產最強

急性、強制性、辛勞性、誘惑性。尤其

烈的腐蝕劑。」，並於總統就職演說中

學者Michael Johnston（1982）

烈的腐蝕劑。」並於總統就職演說中宣

面對今日多元複雜的社會環境，日益艱

宣示：「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

年的「貪瀆的症狀：財富、權力及民

示：「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

困，如果沒有健全的品操及堅定的信

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為

主（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為

念，容易在社會的誘惑中迷失沈淪，因

回應人民的期待，重拾民眾對政府信心

Power, and Democracy）」一書指出三

回應人民的期待，重拾民眾對政府的信

此，持續強化警察人員品德觀念是一不

與信任，廉政防貪成為當前政府革新的

個影響警察風紀成因的層面，包含了：

心與信任，廉政防貪成為當前政府革新

可間斷的工作！

首要課題。

個人因素、制度因素，及系統因素，並

的首要課題。

法官、檢察官與警察是社會正義

古今中外均有警察風紀事件，並

經由國內外之實證研究得出三者之中，

刑事司法系統中，尤其是警察人員

的最後防線，在我國發生多起涉及風紀

在時代進步氛圍中，對於防制之道有了

影響最大的是系統層面、次者為制度層

的工作特性，因係代表政府接觸民眾的

問題案件，例如警察出入黑道經營的場

長足的改進，然而，因為警察工作之特

面、最末端者為個人層面。然而，就警

第一線，警察人員的作為，直接影響民

所，高院法官涉嫌集體收賄等，均引起

性、組織文化的獨特及人性本質的挑

察教育工作者而言，強化員警個人層面

眾的權益至深且巨，因而成為民眾對政

全民關注、舉國譁然。而在國外，例如

戰，而讓警政的「廉政防貪」成為一個

是最為治本且較能長治久安的作為。畢

府觀感的關鍵因素。有鑑於警察人員肩

以人權著稱的美國，為了調查警察風紀

永遠存有改進空間的議題！改進警察風

竟，警察工作的特性使得外在監督機制

負著破案的壓力，難免會與某些對象接

事件，也成立了Knapp委員會 1，另學者

紀問題，雖是政府，尤其是警政機關的

常有窮困之時，又從人類發展史及各國

觸，而隨著員警服務時間的增長，較可

Tom Barker的研究也證實了：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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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單位可避免貪污（corruption）及不

貪」及「不能貪」的「四不」目標。此

安的作為。畢竟，警察工作的特性使得

當行為（misconduct） 2。學者Bayley也

四個目標的最高理想是讓員警從內控開

外在監督機制常有窮困之時，又從人類

認為警察風紀是一全球普遍的現象，幾

始就根本不願意貪，而最低限度則是以

發展史及各國努力防弊終難以竟功之實

依據聯合國發展方案和國際人權

乎無一國家可以倖免！ 3 而LaGrange則

外控的作為，達到其他的「三不」。至

際狀況證明，不論人類如何努力，外在

委員會對於警察風紀問題的調查，將世

認為警察只是凡人，不是天使或惡魔，

於如何作為？可以參考游本慶氏在其碩

的系統或制度的改善都只是治標之道，

界各國的警察風紀議題，分「開發中國

涉及風紀的現象或多或少會永遠存在。

士論文中提到個別的防制之道為： 5 採

重要的是個人在獨處之時，自己的自控

家」及「已開發國家」。因為二者對於

雖然古今中外的警察風紀事件，

行政防制策略使警察「不能貪」，包含

力才是決定行為的關鍵！

警察風紀的認知差異極大，例如，在開

在時代進步氛圍中，對於防制之道有了

減少協辦事項、簡化法令規章及程序、

茲因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以下簡

發中國家，警察公然索賄乃極為普遍的

長足的改進，然而，因為警察工作之特

公平之績效及監督考核制度等；採立

稱為：警專） 負有培育我國基層員警

現象，警察所提供的服務，乃視民眾給

性、組織文化的獨特及人性本質的挑

法、司法、監察防制策略使警察「不敢

的神聖使命，而員警的服務品質，直接

付金額多少而定；而在已開發國家，警

戰，而讓警政的「廉政防貪」成為一個

貪」，包含培訓優秀調查人力、加速審

影響民眾權益至深且巨，是國家進步的

察的合法性明定於任務職責中，若違法

永遠存有改進空間的議題！改進警察風

理時效、研修端正政風、肅貪廉政法規

指標！當員警的服務品質不良，不僅讓

侵害民眾權益者，必須受到法律追訴。

紀問題，雖是政府 （尤其是警政機關）

等；採考試、人事、退撫防制策略使警

民眾不滿，更讓整個國家蒙羞，尤其若

換言之，警察風紀的議題，因為地區及

的職責，也是全民共同努力的方向！此

察「不必貪」，包含合理升遷制度、薪

此一不良的服務品質涉及員警的風紀問

文化認知的不同而不同。

類問題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需

津待遇、激勵勇於任事主動查處；以內

題，就更讓人民不能忍受！有鑑於「警

我國警察法第二條明定警察的任

遮掩以對，而應以開放心態，找出成

控防制策略使警察「不願貪」，包含加

察機關廉政實施方案」的「四不」目標

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

因、對症下藥，才是負責之道！而因為

強警察之人格教育、提倡道德良知、強

之最高理想乃是「不願貪」，而幾乎所

全，防止一切危害，以及促進人民福

政府對此議題的重視，以及時代進步的

化法紀案例教育、強化家庭影響力等。

有研究案建議之讓員警從自我控制力中

利。而在內政部警察署組織條例的第二

動力之下，警政組織也一改過去保守的

這些作為之中，「紮根警專品德教育、

即可達到「不願貪」的策略，幾乎都與

條規定：內政部警政署承內政部部長之

態度，除了努力探求影響警察風紀成因

延續風紀抗體續航力」是達到警察人員

警察教育有關，因此，落實警察人員的

命，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統一指

及防治之道 （以94年至97年之間，短

「不願貪」的重要教化途逕。

品德教育是一重要工作！相信大家都同

揮、監督全國警察機關執行警察任務，

雖然許多研究者經常引用Michael

意以教育提升員警個人的自控力，雖是

說明警察機關是政府行政機關的一環，

論文發表 ，對於警察風紀之成因及因

Johnston（1982）年 的「貪瀆的症

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卻是最為根本，

當警察人員是經過任命的國家公務人

應之道，各篇文章中均提出不少精闢見

狀 ： 財 富 、 權 力 及 民 主 （ S y n d ro m e s

因為，當其一旦內化進入個人的生活習

員，若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時，

解及建議）之外，也不再抱持著家醜不

o f C o r r u p t i o n : We a l t h , P o w e r, a n d

慣中，那就是最能發揮功效之時。因

依據憲法第24條，除依法律受懲戒外，

外揚的遮掩心態，除了設置政風單位，

Democracy）」一書之三個影響警察風

此，如何在警專的二年養成教育時間之

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不論是從我國律

更重視媒體第四權的監督力量，只要有

紀成因的三個層面，包含了：個人因

內，強化學生的品德養成教育？俾於日

法規範或是公務人員的素養，我國可稱

員警風紀問題之報導，即秉持證據力原

素、制度因素，及系統因素，並經由國

後成為適任的執法人員，一直是警專努

是早已晉升為已開發國家！對於落實民

則、絕不護短。

內外之實證研究得出三者之中，影響最

力的方向！本文除從引發警察風紀問題

主法治，一向嚴格要求政府各層級人員

內政部警政署在100年5月28日訂

大的是系統層面、次者為制度層面、最

的成因著手，接續報告警專在學生的品

的清廉與效能！為明確警察風紀概念，

定的「警察機關廉政實施方案」，以防

末端者為個人層面。然而，就教育工作

德內化作為，進而提出日後策進方向，

警察風紀的定義如下：

貪、反貪及肅貪為主軸，期達成警察人

者而言，強化員警個人層面的品德操守

期能藉由紮根警察品德教育之作為，延

員「不願貪」、「不必貪」、「不敢

及道德良知，是最為治本且較能長治久

續警察風紀抗體續航力！

短的4年當中，就有高達18篇的期刊與
4

6

貳、警察風紀的定義

依據警政資料顯示，有關於警察風
紀內容主要包含：貪瀆、洩密、違法、

256

警察通識叢刊――102年發揚公務倫理暨端正警政風紀學術研討會特刊

紮根警專之品德教育、延續風紀抗體續航力

257

以及違紀案件。依照業務分工，貪瀆及

贓、不枉法。（二）不驕恣、不奢侈、

紀問題牽涉到員警個人者，大概又可分

洩密案件，由政風室辦理，其他警察違

不放蕩、不冶遊、不性騷擾及不吸食毒

為三種理論：

法、違紀案件則由督察室辦理。7

品。（三）不涉足不妥當場所。（四）

（一）爛蘋果理論：認為涉及風紀

指的是警察在刑事司法系統中所扮

有關於政風室所負則之貪瀆案件

不接受不當財物、飲宴、應酬及請託關

問題的員警只是少數的爛蘋果，因為個

演的角色、甚至於擴大到政治系統，或

及洩密案件，可從我國刑法及貪污治罪

說。（五）不妨害他人婚姻、家庭或進

人的把持不住，而造成一粒老鼠屎壞了

是整個社會風氣的環境。

條例分類等規定，將貪瀆案件略分為：

行其他不正常感情交往。（六）不飲酒

一鍋粥。

違背職務受賄罪、違背職務行賄罪（刑

滋事、不酒後駕駛。（七）不謀取不正

（二）招募理論：認為招募而來的

在民意代表手中，過去經常發生的〞不

法第122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5、6

當之財物或利益。（八）不匿控、不誣

對象之背景因素是決定員警日後是否可

買民意代表的關心就等於向自己的預算

條）、不違背職務受賄罪（刑法第121

告、不侮辱長官（同事）。（九）不參

能涉及風紀問題的主因。

砍頭＂的實例，讓員警遊走觸法的灰色

條、貪污治罪條例5條）、圖利罪（刑

與賭博、不提供處所供人賭博。（十）

（三）人格理論：認為特定種類的

法第131條、貪污治罪條例第4、5、6

不違法經營商業、不投資不法行業、不

人格特質無法抗拒誘惑的吸引力而致失

條）、及包庇罪（刑法第264條及270

參插暗（乾）股。（十一）本人及眷屬

足。

條）。目前刻正修法，擬納入不違背職

不得利用其身分、職務上之權力或機

務行賄罪。 8 而至於密案件，則依刑法

會，直接、間接謀取自己或他人之利

第132條處置。因為依據公務人員服務

益，或加損害於他人。（十二）不與

法，公務人員有絕對保守機關機密之義

不法組織、治安顧慮人口、色情、賭

指的是警察工作特性、組織文化、

3.民間習慣：從不少的案例中可見

務，違者不僅應具行政上懲戒責任，因

場、私梟、涉毒分子或其他違規不法業

團體壓力、人事升遷制度、績效及監督

中國人犯有易誤用聰明才智的習慣，

而致國家或人民受損害者，應負民事賠

者、代表人、受雇人不當接觸交往。

考核等。

認為外國人的守法，乃是不知變通

9

償責任，更應受刑事上刑罰制裁。

至於督察單位所承辦的其他違法
與違紀案件，依據內政部警政署100

二、制度論
（institutional approach）

商貪官受到司法制裁的案例雖有，然不
是雷聲大雨點小，就是定罪耗時良久，
難有嚇阻之效。

的傻子！以法務部廉政署朱署長於本

擅自向外募捐。（十五）不違反其他品

運用得當，則可彌補法令規範的不足以

（102）年5月29日訪視警察機關政風業

操紀律要求，影響警譽。

遂行任務，但也可能成為風紀問題的源

務及廉政新構想座談會中所舉的大陸留

頭。

學生為例， 11 這種便宜行事，欠缺內控

參、影響警察風紀的成因

2.組織文化：為求快速反應，警察

力卻自以為聰明並習以為常的案例不勝

組織屬半軍事化的態樣，然如此的指揮

枚舉！台灣俗諺云：「小時偷摘瓠，大
時偷牽牛」，即是警告不良習慣養成的

關於影響警察風紀的成因，學者吳

體系可能造成保守且封閉的組織文化。

（一）不遲到、不早退、不怠惰、不偷

國清 10 引用Michael Johnston （1982）的

3.團體壓力：警察是打擊犯罪的主

勤。（二）不爭功諉過、不違背職務、

研究，將影響警察風紀因素歸納成三個

體，對抗罪犯時，經常是敵暗我明，

不違抗命令。（三）不拒絕受理報案、

層面：

因此無時無刻互相依賴同儕的合作。如

（六）不勤務中具有酒容、酒味。品操

2.社會風氣：近些年來，我國的貧
富差距愈加擴大，社會價值觀混淆，奸

及品操風紀。工作風紀紀律要求包含：

反報告紀律。（五）不勤務中飲酒。

地帶。

1.工作特性：警察擁有的裁量權，

實施規定」，警察風紀區分為工作風紀

不匿報、不謊報、不洩密。（四）不違

1.預算系統：我國警政的預算掌握

（十三）不參與非法組織。（十四）不

年10月14日內政部警政署警署督字第
1000176053號函發布之「端正警察風紀

三、系統論 （systemic approach）

一、個人論
（personalism approach）

後果！

肆、目前警專品德教育現況

此環境，設立風紀疑慮內部預警制度，
有其困難及侷限度，不利於壓制風紀問
題。

有鑑於研究論文顯示：警察個人的
人格及道德是控制員警風紀問題的內化

風紀紀律要求包含：品操風紀之紀律要

包含個人的家庭背景、人格品德、

根本因素。因此，在二年的警察養成教

求如下：（一）不受賄、不庇縱、不貪

教育水準、價值觀及態度。認為員警風

育中，學校除了教導學生專業警察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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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有德性的人，才能壓制

之外，為了強化及提昇學生的品格，特

邀請地方法院檢察官、內政部警政

別重視品德教育。至於學生畢業之後分

署及消防署等督察（政風）業務主管，

發到全國各實務單位之持續教化作為，

就警察核心價值、警察督察與風紀、警

則鑑於中國古史「孟母三遷」的典故，

察執法倫理、司法實務案例、公務員廉

智者從他人經驗汲取教訓，愚者從

當」事物的奢求，「良心」會

及留名青史者都是能堅持赤子之心者的

政倫理規範案例實務、公務人員權利義

自我跌撞盲目摸索。而教育的目的乃教

禁止「不道德」的誘惑，拒絕

歷史，由上級長官的發想（行政院江院

務與責任、司法警察公務應注意之違法

導學子如何站在巨人肩膀起飛。因此，

「奴化」、「物化」，才能做

長於民國99年6月時任內政部，在出席

案例、法紀案例探討等開設課程向學員

基於全人教育的理念，為具體落實品

自己的主人，成為真正的人。

警專畢業典禮時，當面向警政署署長及

生講授

德教育的施行，本校品德教育從人文教

繫，展現輔導教化的功能。
•培養學生成為理性、守法、修
己、合群的基層執法者。

自己的慾望貪念，服從理性與
良心，「理性」會抑制「不正

(3)生活教育

警專校長提出讓警察人員返回警察教育

３.案例教育：

育、人格教育、生活教育、法紀教育等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

培育品德的場所再充電之構想），舉辦

針對實務警察機關員警之不良偏差

四個目標面向發展，俾以創造成果，實

育」，生活與教育實為一體之

畢業校友返校活動，以邀請畢業未久的

案件暨學生在校易於違紀行為，有所殷

現理想。

兩面。教育步驟，是從生活最

校友返校，希望藉由情境的催化，讓員

鑑與警惕，由各級長官定期適時提出檢

警能夠反思並堅持從警的理想，進而發

討宣達。

(1)人文教育

基本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開

由於時代變遷，功利思想瀰

始教起；教育應落實在生活上

漫，人性的純厚善良漸流失，

才有意義，否則將成為浮言空

（二）品德教育

社會中存在病態與誘惑。文化

談，不具意義。將品德融入校

政署之「人權、效率、風紀、形象」的

1.目標面向

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累積，人文

園團體生活，營造以品格與道

四大工作目標，本校在二年的警察養成

本校不斷的深耕發皇品德教育，冀

精神是人類文化的精華。人文

德為主軸的教育環境，注重文

過程以及校友畢業之後的回流教育中，

求陶冶、內化所有「警專人」對共同一

教育的目的是提昇對人的敏感

化與環境的陶冶與影響，有效

均以強化學生的品德教育為職志，有關

致的價值標準有所共識，俾使警察人員

度來培養人道精神，期望在人

落實生活教育的效能，讓校園

本校養成教育及回流教育等二個強化品

在物質利誘的社會大染缸，面對兩難與

與人之間建構感恩、互助與互

中充滿人文、尊重、關懷與生

德教育之作為，簡介如下：

抉擇時，能以社會正義和人性關懷為思

愛的文化。以人本關懷為出發

活實踐的氣氛，導引學生知

考指向，涵養德性與智慧的優質警察生

點，涵納社會的、心靈的、生

善、愛善、行善的知能及習

涯。

命的關懷，提供正面的人生價

性，進而加以輔助各領域正式

值與善的行動力。

課程的教學，則「全人教育」

揮警察對倫理規範分際的自律力量。
本於本校之校訓「誠」暨內政部警

一、學生養成教育期間之品德教育

本校品德教育目標：
（一） 知識教育
1.學科課程：
設置通識課程中心，將警察全人教
育列為養成教育之重點，因此，在學科
通識課程之學分課程內，納入「警察倫
理學」、「執法人員生命教育」、「美
術鑑賞與生活」等與警察生活有關之課

• 尊重學生權利與義務，發展學
生行為規範之認知與實踐。
•建立學生正確的是非價值判斷及
培養理性務實的態度。
•指導學生養成良好行為模式，健
全人格發展。
•提供學生豐富育樂活動，促進身
心靈全人發展。

程。
2.法紀教育課程：

•鞏固家庭、學校、社會間之聯

(2)人格教育
價值產生行動，行動養成習

的教育願景必可實踐與實現。
(4)法紀教育

慣，習慣發展人格，而人格創

法紀是人類行為的規範與尺

造命運。人類的生命價值不僅

度，法紀教育並非口號教條，

於滿足「物質生活」，「精神

亦非威權或制約盲從。其目的

生活」的滿足才能使人格更良

貴在實踐，實踐的內涵為法治

善、更健全，亦使個人的專業

意識的塑造、法律知能的充

更加富有與成功。教育應以完

實、法律實踐的落實。為使理

善人格為目標，造就人才。有

論與實務相結合，並強化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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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紀的觀念，藉由警政署針對

法倫理、司法實務案例、公務

職人員利用晚點名及其他適當

制度，以培養其領導、自治能

各警察機關同仁在執勤安全、

員廉政倫理規範案例實務、公

時間，指（輔）導學生切實力

力。

勤務紀律、刑案偵查、風紀操

務人員權利義務與責任、司法

行實踐信條，相互策勉。

守及為民服務等方面所發生之

警察公務應注意之違法案例、

案例教育，使學生有所殷鑑與

法紀案例探討等開設課程向學

為培養社會服務與公共參與能

處分者，由中隊轉介訓導處輔

警惕，更積極激勵榮譽心與責

員生講授

力，鼓勵學生參與公益志工服

導室，由外聘輔導老師懇談輔

任感，以「內化」來形塑「法

(4)專題演講：

務，關懷弱勢。

導。

(13)諮商輔導制度：

(8)志工服務：

學生言行偏差或受記大過以上

(9)演講及論文比賽：

(14)辦理訓育暨體康活動：

紀意識」。目標上使學生成為

邀請國內各領域知名專家學者

知法者、崇法者、守法者。

蒞校專題演講，演講內容涵

學生演講及論文比賽與品德教

每學期規劃執行各班期學生之

2.實施項目

蓋：品德精神教育、知識管

育議題相結合。即以品德教育

訓育及體康活動，寓教於樂、

為達成警察全人教育之養成教育重

理、心靈成長、溝通激勵、健

內涵為題目，辦理演講及論文

寓教於生活。

點，除了設置通識課程中心納入相關知

康樂活、運動休閒、性別平

比賽，並培養獨立思考，增進

(15)表揚傑出校友：

識學科之外，更利用學生住校的特性，

等、人文藝術、環保綠能、情

論文寫作技巧，提昇學校學術

為闡揚傑出校友事蹟，樹立標

以日常生活習性養成方式，落實品德教

緒管理、保育、勵志等主題。

研究風氣。

竿學習，自94年起依本校傑出

育施作項目，包含有：

另為嘉惠更多師生，茲將年度

(10)生活檢討會：

校友選拔要點，每年遴選傑出

(1)精神講話：

內演講紀錄整理成冊，編成專

為讓學生能實踐意見公開、溝

校友數名，並公開表揚。

校長、教育長及各單位主管利

題演講實錄。除作為訓育活動

通觀念、檢討缺失、凝聚共

3.落實生活教育 ：主官親教，精神

用各種集會（開學典禮、升

專書選讀教材外，並使平日忙

識，於各班期開學預備教育期

旗、畢業座談會）主官（管）

於公務或課業而無法到場聽講

間由校長及各單位主管與會；

本校校長利用每次校務行政會議凝

親教，就當前品德教育內涵等

的師生，亦能一同分享這知識

每學期中，由各中隊辦理一至

聚同仁共識，律定相關規定及作法，並

重要議題講述，以建立學員生

的饗宴。

二次生活檢討會。

講述各項法紀教育案例，轉達內政部警

正確的價值觀。
(2)案例教育：

(5)專題討論：

(11)隊職官（導師）督導考核：

講話

政署署務會報決議之工作指示事項。內

每學期定期就特定議題辦理專

本校隊職官（導師）集教育、

政部警政署每月督導各警察機關有關加

針對實務警察機關員警之不良

題討論，激發同儕間之思辨創

訓練、管理、輔導、考核等功

強端正警察風紀執行情形，彙整違法案

偏差案件暨學生在校易於違

造，俾溝通觀念、堅定信仰。

能於一身，每天廿四小時皆與

件及處理優缺點，除函知發生違法案件

學員生朝夕生活在一起，身教

之所屬警察機關外，並副知其他警察機

紀行為，有所殷鑑與警惕，由

(6)專書選讀：

各級長官定期適時提出檢討宣

精選暢銷勵志書籍，作為品德

及言教在無形中對學生所產生

關；本校則提校務行政會議宣導，要求

達。

教育教材，提供學生研讀，藉

的影響力極鉅。

各單位加強內部管理，加強督導考核，

(3)法紀教育課程：

以閱讀激勵，分享學習，以增

(12)學生自治幹部制度：

以防制同仁違法案件發生。

邀請地方法院檢察官、內政部

益對品德教育價值之經驗與省

為激勵學生榮譽心、責任感，

4.典範精神學習：

警政署及消防署等督察（政

思。

擴大學習潛能，從自我管理

(1)設立緣由：

中培養自動、自發、自立之精

本校林同心校友，早年服務於桃

神，特別實施學員生實習幹部

園大溪分局巴陵派出所主管期

風）業務主管，就警察核心價
值、警察督察與風紀、警察執

(7)中心德目講述：
律定中心德目信條，由中隊隊

262

警察通識叢刊――102年發揚公務倫理暨端正警政風紀學術研討會特刊

紮根警專之品德教育、延續風紀抗體續航力

間，自力多方協助鄉民醫療援

之考核，如有身、心狀況不佳及不適任

饗宴課程，而能珍惜得來不易的公職生

助，發動原住民義務勞動，開

從警者，及早陳報並予以列管、輔導退

涯，持續發揮風紀抗體的續航力。中央

闢道路，拒絕山老鼠賄賂，廉

訓。另對於嚴重違反規定個案，經本校

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洪蘭博士

潔自持，端正警察形象，足為

訓育委員會認定不堪造就，即予以退學

楷模。

（訓）。

(2)設立項目：
為讓學生效仿典範，本校於98

二、在職員警之回流教育：

12

極度上極具先見。
此一活動在內政部及警政署的支持

年設置「林同心品德教育研究

警專畢業學生初到工作崗位，必須

之下，警專及各警察實務機關克服容訓

中心」，另設置「傑出校友德

在短時間內，將所學的學理實際運用到

量侷限及人力調動等之困難，舉辦了為

行典範專區」，陳列歷屆傑出

實務上，因為社會的百態，這些警察新

期一至二天的校友返校充電活動，藉由

校友之優良事蹟，並邀請專家

血可能一時之間無法靜心沈澱省思，故

返校校友與師長、同儕互動、以及邀請

學者辦理品德教育系列講座，

有必要辦理校友返校充電活動。期望畢

實務專家學者人員講授實務案例等之再

以深耕茁壯品德教育內涵。另

業學生從警未久，尚未受到環境染缸著

充電作為，讓校友有沈澱機會，增進畢

在校園學生經常走動之區域設

色，內心道德仍純正，從警初衷尚未流

業校友同儕情誼、凝聚對警察團隊之向

置銅雕模型及牌扁說明，提供

失之時，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讓返校

心力，提升榮譽感，以達到工作困境指

在校師生之學習榜樣。

充電之校友能夠因情境的催化，重新回

導與學習效果。藉由經驗分享、座談討

味當初在校受訓的場景及堅忍通過受訓

論，瞭解本校培訓校友教育與實務需求

除設置林同心獎學金鼓勵優秀

的毅力，進而反思從警之初衷與理想，

契合程度，以提供本校調整教育計畫，

學生，舉辦品德教育系列講

並珍惜得來不易的公職生涯。美國學

及瞭解校友較常遭遇之困難與問題，對

座、徵文比賽、論文比賽等活

者Gilmartin博士在其所著《Emotional

治安工作之見解，以提供警政興革參

動，並於新生預備教育時，實

Survival for Law Enforcement》（暫譯：

考。在短短的一天行程之中，安排了相

施情境教化，以深耕茁壯品德

執法者情緒聖戰），研究發現：員警在

見歡、警察教育議題探討、知識饗宴、

教育內涵，期許員生能認真學

警職生涯中，通常會最珍惜在警校接受

薪傳、經驗交流及座談、及長官期勉

習，畢業後能秉持本校精神與

養成教育的同儕間革命情誼，這乃因為

等。以舉辦之最近一年的校友返校活動

師長教誨，堅守崗位，為民服

警察工作特性、職場文化及法令限制所

為例，返校學員的心聲反映共計38人次

務，激勵後進，日後成為在校

致。這些限制讓員警難與一般社會大眾

發言，提出72個問題，發言極為踴躍，

學弟妹學習之典範。

成為真心知音，而有遭到社會孤立的現

內政部警政署也非常重視，顯見不論從

象。為了減緩這些影響，讓畢業校友能

基層到中央，大家都顯現為警察問題提

夠有機會再返回母校，藉由活動，讓校

出針砭之用心，及為此一團體進步而努

在校養成教育期間，藉由各項課

友能夠短暫抽離工作環境，從回味二年

力！

程及活動健全其心靈，使其心智更臻成

在校生活，例如：入模訓練的淬練，在

熟，培養其掌控情緒，提昇抗壓能力；

校生活的點滴，準備考試的折磨等等，

並透過學生總隊加強養成教育期間學生

以及活動中安排的政風涉貪案例的知識

(3)多項作法：

5.貫徹強化及淘汰機制，篩選優質
警察人員

（一）推動志工活動，擴大「服務
         學習」

在報章上亦呼籲「不忘初衷」的重要

性，顯見本校在此一回流教育的舉辦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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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就是在「服務」過程中得
到「學習」的效果。並導引學生回饋反
思，使學生透過服務過程，學習觀察，
重新檢視自己與群我關係，探索自己，
激發責任，進而關懷社會。本校自98學
年起，有計畫的推動學生『服務學習』
活動，活動主題涵蓋鄰近社區環境清
潔、學校慶典秩序維護、老人關懷、兒
童課輔、植物人安養院及育幼院院童陪
伴、發票募集等項目；總計98學年參加
學習活動130場次及學員生計達1700人
次，99學年參加學習活動335場次及學
員生計達5658人次，100學年參加學習
活動337場次及學員生計達3686人次，
101學年參加學習活動457場次及學員生
計達6567人次，102學年參加學習活動
252場次及學員生計達3214人次，五年
總計1511場次，20989人次。服務成效
頗得社會好評。
學校每年亦定期舉辦志工服務表揚
之「晶駄獎」選拔活動，獎勵服務熱誠
佳之志工同學，由見證同學熱心服務之
事蹟，激發「有為者亦若是」的效倣動
力！
志工服務之領域在警察特考雙軌
分流實施後，可以激勵更多學生投入服
務學習行列，在此利基下我們更將擴大
「服務學習」領域。讓學生有機會將學

三、成效結果分析：

習場所從教室擴展到社區，以提供學生
實踐參與社會事務的機會，並發展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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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與社會的關懷，培養公民意識與責

幹部或公差勤務成績卓著足為楷模者）

以輔導為手段，仍無成效者方以其他方

教育是百年樹人工作，是需要長

任感。

為大宗。

式淘汰，如此，既能顧及學生日後的發

時間投入卻不容易立即見到功效的良心

展，避免遭受標籤污名化，且可以控管

工作！雖有人認為堅持以教育方式來改

（二）秉持熱心公益，獎數倍於懲

（三）強調諮商教化，落實淘汰不

教育的成效。據統計資料，98年至102

善員警的風紀問題，類似唐吉訶德的理

         數

         適

年五年間之畢業期別（專26期至專30

想，但身為教育者，就得有「擇善固

教育步驟，是從生活最基本的衣

學者吳國清認為影響警察風紀之

期），計淘汰學生人數77人（含品操淘

執」的毅力，與「雖千萬人吾往矣」的

食住行、待人接物開始教起；秉持教育

個人層面，包含個人的家庭背景、人格

汰13人，輔導退學者64人），輔導休學

勇氣！警專不遺餘力地努力強化學生的

應落實在生活上才有意義否則將成為浮

品德、教育水準、價值觀及態度。本校

者54人。詳如下表：

自我內控力量，從人文教育、人格教

言空談不具意義的理念，本校為激勵學

是培育全國基層員警的搖籃，是訓練單

生榮譽心、責任感，擴大學習潛能，從

位也是教育單位，必須兼顧「篩選不適

做為發展全人教育的手段，以為我國的

自我管理中培養自動、自發、自立之精

任」與「學生受教權」，以取得二者的

警察服務品質奠基。惟，隨著時代的進

神，特別實施學員生實習幹部制度，以

平衡！為達到此一目標，雖在獎勵遠多

培養其領導、自治能力。並實際考核學

於懲處的情況之下，學校並非一味地討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26期至
專30期學生淘汰情形一覽表

生之表現，依據學（員）生獎懲規則辦

好學生，而是秉持著平衡「教化」與

102.12.16

理獎優懲劣，據統計98-102年之五年期

「淘汰」，對於學生言行偏差或受記

間，獎勵案件總計25127件，懲處案件

大過以上處分者，先以強調諮商教化功

為2168件，平均的獎懲比例近乎12:1。

能，由輔導室外聘輔導老師懇談輔導。

獎勵條文依據以本校學（員）生獎懲規

輔導無成效者，則以壯士斷腕決心落實

則第17條1款（擔任實習幹部或公差勤
務表現優良者）及18條1款（擔任實習

育、生活教育、與法紀教育等四個面向

伍、建議策進方向

步與要求員警品質提升，持續地改善員
警的教育是一種不會間斷的挑戰，為達
到「精益求精」的理想，在此就目前仍
需改善之處提出幾項建議：

項目

人數

比例

輔導退學

64

83.12%

勒令退學

11

14.29%

淘汰。學校認為不適任警察工作者並非

開除學籍

2

2.59%

的研究，影響警察風紀因素中的個人論

不能適任其他工作，考核不適任者則先

總計

77

100%

（personalism approach），包含個人的

一、選才過程應加上篩選機制：
引用學者Michael Johnston（1982）

家庭背景、人格品德、教育水準、價值
觀及態度。而再細分，則大概又可分為
三種理論：爛蘋果理論，招募理論，人
格理論。
因為員工是組織的靈魂，是組織
最重要的資產，因此，在行政管理學
中，許多的研究人員關注著員工工作滿
意度，因為事實證明工作滿意度高的員
工，對於組織的認同度較高。而研究者
發現影響員工的工作滿意度的因子，不
再只限於外顯因素，例如：升遷、待
遇、及工作本質等，而轉向內隱因素，
例如：個人人格特質、工作價值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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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轉向早已成為管理學的重要趨勢，

警察風紀等之論文，多證明警察風紀的

想，進而發揮警察對倫理規範分際的自

警校嚴格洗禮後，革命情誼是員警一輩

且成為組織企業在篩選員工的指標！

引發誘因大多存在於工作環境之中。因

律力量。

子的資產。據此，警專辦理調回剛畢業
一年的同儕，一起再充電，自有其價

不像國外在員警招募過程中加考

為，在校學生的學習環境尚屬單純，未

對於回流教育，或許曾遭人質疑、

心理測驗以為篩選機制，我國招募過程

有足以引發風紀問題的誘因可以測試！

甚至不看好警專召回畢業菜鳥再充電的

中目前仍只限於筆試成績為主。雖然在

因此，警專雖然設有淘汰機制，但在講

活動，認為江院長的一番苦心可能將

而目前警專因限於容訓量問題，致

數年前，考試院考選部已注意到加入心

求事實證據的今日，以風紀問題的疑慮

白費。但是，從孟母三遷，以及中國東

不得不限縮回流教育的深度，此殊為可

理測驗的需求性，並宣示將其納入員警

而淘汰學生，確有執行上的困難度。惟

漢思想家王充的《論衡》指出的「近朱

惜！既然，從先前幾期的辦理經驗驗證

招募過程，惟因尚需建立我國心理測驗

可以從目前之法紀教育改善！改善方式

者赤、近墨者黑」典故，身為教育者必

了這一活動深具意義，則建議擴大支持

之信度與效度，而此過程耗時費力，目

為：

須要支持「擇善固擇」，因為警專畢業

的寬度，以利執行的深度。例如，為節

值！

前尚未能執行，換言之，目前進入警專

1.降低法紀教育師生比例：目前因

學生初到工作崗位，必須在短時間內，

省校友從全國各地返校的交通時間及費

的學生，是否真具有適任警察的人格特

為法紀教育師資多為地方法院檢察官，

將所學的學理實際運用到實務上，因為

用，建議可以考量結合在地資源，例如

質，目前尚無篩選機制，學生只要筆試

師資常因工作繁忙而難以撥冗前來，致

社會的百態，這些警察新血可能一時之

結合國家文官學院或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成績優良，體格及體能測驗合格者，警

師生人數比例懸殊，以致於實施法紀教

間無法靜心沈澱省思，故辦理再充電活

分設在不同地區的場所，以地區性方式

專則必須被動的接受，無法在選才過程

育課程時，多以學生聽課為主，較少時

動，以加強校友的續航力，增進抗拒五

辦理之，而至於原本之「情境催化」構

中，起碼可以依照心理專家所擬定的測

間先給學生案例要求學生先行主動思考

光十色環境污染的免疫力。相信在畢業

想，以技術方式克服（可將校友當年在

驗標準，先行過濾較不適任者，以減低

尋求答案的機會，恐較難發揮功效！惟

學生從警未久，尚未受到環境染缸著

校的生活點滴以影片方式啟動校友反思

日後這些從警不適任者的問題！

在降低師生比例問題上，需要檢察署的

色，內心道德仍純正，從警初衷尚未流

從警之初衷與理想），如此，即可運用

大力協助。

失之時，藉由這樣的一個活動，讓返校

節省下來的交通時間及交通經費，多加

2.以科學研究方式評估：因為本校

校友能夠因情境的催化，重新回味當初

安排員警風紀議題之相關課程。相信，

Michael Johnston（1982）的招募論

的環境較實務工作環境單純，較難看

在校受訓的場景及堅忍通過受訓的毅

不僅可以增加校友回流教育之深度與廣

指出，生活經濟乃是學生從警的最主要

出品德教育施作後的成果。在此情境的

力，形同將警察風紀的防腐軟體升級，

度，且可以藉由不同單位之校友的互相

考量因素，警專學生亦有此一現象。當

限制之下，可以考量如何結合學者的研

進而反思從警之初衷與理想，一定更

交流及砥礪，更加知所愛惜羽毛、珍惜

社會景氣不佳、工作難尋之時，報考警

究，以協助學校進行評估及瞭解本校實

會珍惜得來不易的公職生涯。依據學

得來不易的公職生涯！

專人數即大幅增加！警專不像其他大專

施品德教育的成果。

者吉爾馬丁博士（Dr. Gilmartin）在其

二、改善法紀教育施作及評估：

院校，一般大專院校在淘汰學生之後較
不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工作就業權，然而

三、回流教育需更寬廣的支持：

所著《執法者情緒聖戰》（Emotional

陸、結論

Survival for Law Enforcement）乙書指

警專不然，警專一旦淘汰學生，則直接

行政院江院長於民國99年6月時任

出：員警在警職生涯中，通常會最珍惜

警光網站上曾刊載一篇文章，徹

影響其就業機會，因為警專畢業生一旦

內政部，在出席警專畢業典禮時，當面

在警校接受養成教育的同儕間革命情

底的描述現下派出所基層員警的工作

通過國家警察特考即可任命為正式公務

向警政署署長及警專校長提出警察回校

誼，這是因為警察工作特性、職場文化

實錄，以及工作上所遭遇的無奈，可

人員，享有保障的工作權益。且在目前

再充電活動，經警政署的支持及警專克

及法令限制所致。這些限制讓員警難與

以用「期之如聖賢，用之如牛馬、視

講求保障學生就學權的主張之下，老師

服種種困難的努力之下，至今已承辦４

一般社會大眾交心成為朋友，而有遭到

之如盜賊、棄之如敝屣」來描述警察

通常傾向於軟性的勸導為主，較少主張

期。回流教育的目的乃期望藉由情境的

社會孤立的現象。我國雖未有針對這方

的難為！ 然而，警察人員只是一般的

逕予淘汰之鷹派作為！而誠如其他研究

催化，讓員警能夠反思並堅持從警的理

面的研究，但如同軍中受訓一樣，經過

凡人，不是天使或惡魔，涉及風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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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或多或少會永遠存在！就警察風

而且警察人員的作為直接影響民眾至

紀問題，中外皆然，不論是先進國家

深且巨。警察人員的品德操守、道德良

或開發中國家，幾乎沒有警察單位可

知進化了，不僅可以達到「不願貪」的

避免貪污（corruption）及不當行為

目標，進而甚至可以潛移默化民眾的習

（misconduct）。既然警察風紀是一全

慣，讓整個社會風氣逐步改善！為達到

球普遍的現象，幾乎無一國家可以倖

此一理想境界，警專將一貫秉持著：加

免，就永遠存在著改善的空間！

強學生之人格教育、提倡道德良知、強

學者Michael Johnston（1982）

化法紀案例教育、以達強化「紮根警察

年的「貪瀆的症狀：財富、權力及民

品德教育、延續風紀抗體續航力」的教

主（Syndromes of Corruption: Wealth,

化目標。

Power, and Democracy）」一書認為：

註釋：

警個人可能對於提升警察風紀的成效並

1. 在1970年的紐約市，市長有鑑於組織

無法發揮立竿見影之效，然而，就警察

犯罪與警察掛勾的風紀事件，組成了

教育工作者而言，強化員警個人品德操

5人調查小組，警察重大貪瀆事件頻

守層面是最為治本且較能長治久安的作

傳。http://www.ask.com/question/what-

狀況證明，不論人類如何努力，外在的
系統或制度的改善都只是治標之道，重
要的是個人在獨處之時，自己的自控力
才是決定行為的關鍵！警察組織屬於扁
平型金字塔，升遷管道本來就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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