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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19世紀中國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指出10字箴言「
商道即人道」、「信譽就是錢」，不僅為後世企
業誠信與倫理立下榜樣，亦是企業永續經營之道
。

• 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彼得‧杜拉克（
Peter Drucker等成功企業家及管理學者，都指出
企業領導人要有品格、誠信、守法，才能有效領
導，展現高度倫理行為和社會責任感，滿足公眾
對企業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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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是企業經營的基礎



貳、國際趨勢

• 聯合國於1999年提出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倡導從人權、勞工、環境等三項
議題9個原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 。

• 2004年6月24日，全球盟約第一次領袖高峰會增
加第四項「反貪腐」議題

• 並提出第10項原則「企業界應努力反對一切形式
的貪腐，包括敲詐和賄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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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際趨勢

• 2003年簽署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CAC）更
對打擊私部門貪腐訂有相關措施，其中有關定罪
與執法方面規定，各締約國均應當採取必要的立
法，將「賄賂本國公職人員、外國公職人員或國
際公共組織官員」、「公職人員的資產顯著增加
，而本人無法以其合法收入作出合理解釋」規定
為犯罪。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12條規定，各國均應根據其
法律之基本原則採取措施，防止私營部門貪腐，
並確保私營企業實施有助於預防及發現貪腐之內
控機制。

5



貳、國際趨勢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21條「私部門之賄賂」中，
將「商業活動過程中…行求、期約或交付其本人
或他人不正當利益」定為犯罪，以強化私部門之
行為規範。

• 並在有關私部門之預防措施（第12條）中，揭示
應加強私部門之會計及審計標準與相關操守標準
及程序，對於不遵守規範之行為，並得制定民事
、刑事或行政處罰，均有助於私部門強化工作倫
理，促使其誠實正直地從事商業活動。

6



貳、國際趨勢-反境外行賄

1974年，在美國水門事件調查過程中，發現一
些美國公司用沒有入賬的秘密款項，向尼克森總
統的競選團隊非法提供政治捐款，同時還向外國
政府官員行賄，引起了美國國會高度重視腐敗問
題，更於1977年通過了「企業海外反賄賂法」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 Act，簡稱FCPA）
，禁止美國公司和公民向外國政府官員行賄或提
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以獲取或維護生意，旨在
制止腐敗行為及公司內部應加強自我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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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



貳、國際趨勢-反境外行賄

為了加強對跨國企業商業賄賂的管理，2012年
11月，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公佈了
美國「企業海外反賄賂法」的指引細則，對法案
的關鍵內容作出正式界定，為初次涉足海外經營
的小企業到大型跨國企業集團如何遵守這一法案
給出了更加詳細的指導，內容具體到哪些行為被
認定為商業賄賂，以及對企業送禮、商務旅行和
娛樂接待方面的開支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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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



貳、國際趨勢-反境外行賄

其中， 嚴重的案件之一就是德國知名企業西門
子（Siemens），曾在2008年被指控向義大利
、瑞士、美國、中國等數國官員行賄，以賄賂客
戶的方式，獲得產品訂單，為此該公司與美國、
德國司法部門就行賄案調查，以支付16億美元的
代價取得和解。

由此可見，面對多家跨國企業的海外賄賂行為，
美國司法部不再視而不見，主動打擊肅貪，落實
反貪腐精神，使行賄之企業聞之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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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立法



貳、國際趨勢-反境外行賄

2010年7月20日，英國政府宣佈新的英國反賄賂
法將在2011年4月生效，建立比美國「企業海外
反賄賂法」更加嚴厲的反賄賂體制，為英國執法
機關提供了廣泛的國際執法基礎。

英國反賄賂法取代了之前英國有關反賄賂的條文
法和普通法規則，並進一步加強了這方面的司法
力度，英國政府不會姑息行賄和腐敗，我們將共
同努力徹底清除腐敗行為。

公司需要建立和維持有效的內控以防止賄賂行為
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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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立法



貳、國際趨勢-反境外行賄

我國對於企業貪腐的法令約束，貪污治罪條例第
11 條第3、4項有明文規定(92年修正公布)。
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
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
關於違背職務或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應負刑責。
不具公務員身分而犯前項之罪者，亦同。

另於100年6月修正增訂第11 條第2項「不違背
職務行賄罪」，藉由刑罰之嚇阻效果以降低企業
貪腐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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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貪污治罪條例



• 送公僕紅包買心安－有罪

蘋果日報2011年 06月08日

• 【何哲欣、許佳惠╱台北報導】民眾洽公送紅包小心觸法！立法院昨三讀通過《貪污治罪條例》
修正案，新增「不違背職務行賄罪」，民眾到行政機關洽公，若塞紅包
給承辦人員，原本只罰收賄的公務員，現在行賄者也可處三年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併科五十萬以下罰金。不過公立醫院醫師不具公務員身分，民眾看病送紅

包不違背此一行賄罪，但醫師收紅包依《醫師法》，最重可廢照。

• 明示暗示都算違法

• 官員說，修法後只要就具體請託事項，表示要給公務員財物或其他不正利
益，例如送錢、請客、喝花酒等，不管明示或暗示、直接或間接、公務
員同意或不同意，都算違法，例如建商承包政府工程，為了趕快驗收，
私下請驗收官員喝花酒，或是為了優先處理親屬遺體送紅包給火葬場人
員，又或是警員幫忙找到遺失物後，失主致贈紅包答謝，原本都只懲處
收賄者，現在只要送紅包，都會觸法。



• 官員強調，民眾行賄必須是主觀上有行賄的故意，才
會構成犯罪，例如公務員濫用職權，強行索賄，被害
人因害怕公務員權勢而同意或交付賄賂，並沒有犯罪
的故意，不會構成行賄罪，「民眾只要守法，並不會因
修法有什麼影響，不用太擔憂。」
法務部認為此修正案可以杜絕紅包文化，台北的民眾黃世
安說：「很少人會直接給紅包，怎麼抓比較重要，這是執
行面的問題。」 台中的朱俊彥認為，未來收受賄賂雙方
都有罪，對杜絕紅包文化有幫助。

此外，昨三讀通過的修法也訂有減刑條款，即使違反不
違背職務行賄罪，自首還是可以免刑，在偵查或審判
中自白，也可減刑或免刑，情節輕微、交付財務或不
當利益在五萬元以下，也可減刑。



• 大膽索賄！趙○○指葉○○就要「現金」
• 作者：林君舫 | TVBS – 2014年6月3日下午1:25

• 桃園縣前副縣長葉○○涉嫌收賄，檢方調查，葉○○和不少建商關係良好，
常出席各種應酬，辦案人員指出，葉○○似乎貪婪成性，幾乎把建商當成提
款機，不只在台北市住7千萬的天母豪宅，連桃園的房子也要求住帝寶級的房
子，懷疑他長期收賄，才能負擔高檔生活費，趙○○也咬出，葉○○主動開
口要錢，而且一開口就要現金，行徑很大膽。>>

公開場合上，趙○○特地走向桃園縣前副縣長葉○○的身邊，輕拍他的右肩，

兩人還互看一眼，不難感覺出私下的好交情，但弊案爆發後，涉嫌行賄的
趙○○反咬說，是葉○○主動要錢，而且每次開口都要現鈔，要求當
天就要送達，檢方還發現，葉○○擔任副縣長期間，月薪16萬，台北跟桃園
都住高檔豪宅，恐怕涉有其他索賄案。

記者林君舫：「位在天母巷弄內，附近有公園，巷口就是百貨公司，這處高
級社區就是葉○○在台北的豪宅，每戶約50坪，總價超過7千萬。」

除了天母豪宅，今年初，葉○○還向縣府申請每月4萬租屋補助，租下有桃園
「帝寶」之稱的大豪宅，每戶超過120坪，月租金至少8萬元，外傳就是提供
涉嫌幫他洗錢的女密友陳○○居住，由於他和不少建商關係良好，也常出席
各種應酬。



參、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重要性

貪腐的定義：
– 「濫用公權力以謀取私利」（the misuse of 

public power for private profit；Senturia，
1993）

– 國際透明組織將貪污界定為：「濫用受委託的權力
謀取私利」（the misuse of entrusted power 
for private benefit）

– 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對貪污的定義有雷同之處：「濫用公共或
私人職位以謀取個人利益」（ the abuse of 
public or private office for personal g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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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貪腐行為？



企業主及其員工並非公務員，何來貪腐行為？
誰會觸犯貪污罪？

– 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犯罪主體）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 刑法第10條第2項（名詞定義）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
職務權限者。(身分公務員、授權公務員)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
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委託公務員)

– 貪污治罪條例第3條（共犯之適用）
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亦依本條例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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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貪腐行為？
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企業貪腐常見態樣：
– 私部門間的行為

背信、詐欺、違反證券交易法(詐欺買賣有價證券罪、
違約交割、操縱股價、內線交易罪、非常規交易罪、特
別背信罪)、其他經濟犯罪

– 私部門與公部門間的行為
貪污治罪條例的共犯
行賄罪

違背職務行賄罪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行賄外國公務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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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貪腐行為？
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跨 域 整 合 建 構 廉 能

企業未落實企業責任-食安事件
餿水油、回鍋油、飼料油混充食用油

• 2014年9月初，知名豬油品牌
公司因貪圖數百萬元差價，向
屏東郭○ ○等地下工廠購入
餿水油、廢食用油、回鍋油後
製成香豬油，國內許多知名企
業皆使用到該油品，甚至小吃
攤、糕餅業、中西式餐飲都受
到牽連，數百噸的問題食油已
經流入市面，吃到毒油的民眾
難以估計。

• 黑心業者為賺取利潤，犧牲消
費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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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域 整 合 建 構 廉 能

• 關務署台北關員楊○○、
桃園市衛生局食品藥物管
理科雇員張○○涉嫌收受
水產進口商賄賂，洩漏查
緝機密或偽造不實資料讓
業者將問題食品掉包，只
銷毀替代的劣質品或空的
封存箱，造成日本輻射區
及泰國等地含農藥的六千
多公斤問題食品進口台灣
、流入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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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行賄案-
黑心海關人員、業者讓日核災區水產等違法入台



跨 域 整 合 建 構 廉 能

案例一
A公司內賊案-洩漏機密、收受廠商回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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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及乙2人，分別係A公司工業設計部副總及處長，於
102年間在外籌組B公司，甲並於102年6月間利用部門
主管控管權限，擅自至公司雲端伺服器下載屬A公司商
業機密之手機銷售量及 新操作介面，並製作成簡報，
同月間藉代表公司赴大陸北京與某大學談合作事宜時機
，私下與大陸C公司策略長丙，將前揭A公司應秘密之資
料洩漏予大陸廠商，C公司若以此開發新款手機並在大
陸地區銷售，將致A公司之潛在性經濟損失逾新台幣25
億6500萬元。
甲及乙2人，於101年至102年間，藉連續浮報、虛報款

項及收受廠商回扣，致生A公司損害，不法金額計新台
幣3,257萬2,260元。



跨 域 整 合 建 構 廉 能

案例二 企業淘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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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企業集團成立於48年，由甲先生創立。嗣後
因該公司業務不斷擴充，發展成為多角經營的
企業。
集團企業分子公司家數: 122家
投資大陸地區概況:

1.投資大陸地區(含香港)企業家數：2 家
2.營收淨額： 7千4 百萬元
3.稅後純益： 3千萬元



跨 域 整 合 建 構 廉 能

案例二 企業淘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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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集團旗下的E、F兩家公司因巨額虧損及負債，
於95年 12月29日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申請 企業
重整，但延遲到96年1月4日 才在證交所宣布「重
大訊息」，引發旗下「G銀行」出現擠兌。
政府下令接管G銀行，檢調單位亦著手進行調查

，進而發現該集團涉嫌大規模違法淘空及超貸。
D集團利用68家虛設人頭公 司，自87年起，共計

淘空731億 元，非法洗錢到中國大陸、美國等海
外金額約600億，該弊案堪稱是「臺灣史上 大
經濟犯罪弊案」。



跨 域 整 合 建 構 廉 能

案例三 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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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股票興櫃交易H公司負責人，亦為國內知名健
康食品連鎖I公司、J公司、K公司等之實際負責人
案發緣由及手法：

自99年起，甲為使H公司順利通過主管機關審
查轉上櫃交易，竟夥同乙等人，共同基於美化H公
司外報表之犯意聯絡，安排H公司等與J公司及K公
司從事虛偽交易，並製作相關不實憑證，虛增H公
司營收2,233萬9,800元。



跨 域 整 合 建 構 廉 能

案例三 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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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緣由及手法：
甲另於101年9月間邀請英屬維京群島商代理

人丙投資I公司，並出具不實之I公司100年度財務
報表及101年6月公司自結財務報表，致丙誤認I公
司財務及業務狀況良好而簽約投資1億1,400萬元
，投資款項於101年11、12月間陸續交付予甲後，
丙調閱該公司內帳系統，使知受騙。



跨 域 整 合 建 構 廉 能

案例四 醫療器材商行賄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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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發緣由及手法：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衛福部臺中醫院、高雄榮

民總醫院及國軍高雄總醫院等8位醫事人員分別自
92年起與L公司負責人甲、副總經理乙、部門經理
丙、丁、戊、己等人謀議，由上開醫事人員於辦理
採購案招標時，護航L公司得標或以超底價方式決
標，L公司則於相關醫療儀器完成驗收及撥款後，
每案交付得標金額3%-10%不等之賄款，作為護航
得標之對價，上開醫事人員分別收受賄款新臺幣數
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
購法及商業會計法等罪嫌； L公司涉犯貪污治罪條
例行賄罪。



• 近年來國內發生多起混油、毒澱粉、天然麵包廣
告不實添加香精、潤餅皮添加工業用漂白劑「吊
白塊」及胡椒粉添加工業級碳酸鎂等食安事件，
嚴重影響國民的健康。

• 力霸淘空案、博達淘空案、金尚昌淘空案等近十
年來國內重大企業淘空、貪污案件，其中以力霸
淘空案為例，就淘空731餘億元資金，因此，企
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不言可喻，我們也應該要求
企業擔負更多的社會責任。

26

貪腐侵蝕企業生命
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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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高 英藥廠行賄 陸重罰147億 2014/9/20蘋果日報

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大陸中心╱綜合外電報導】普拿疼製藥廠-
英國製藥大廠葛蘭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GSK）在中國行賄一案，昨在湖南省長沙市法
院一審宣判，法院認定該廠行賄事蹟清楚，判
處30億元人民幣（約147億元台幣）天價罰金，
創中國罰金最高紀錄。至於英籍高層、中國分
公司處方藥事業部前總經理馬克銳（Mark
Reilly）判刑3年、緩刑4年，並驅逐出境。
總部在英國的葛蘭素史克，去年爆出這起行賄
醜聞，該公司涉嫌行賄醫師、醫院，牟取利益，
行賄金額高達150億台幣，而這些行賄成本則
轉嫁藥價，導致藥品在中國價格遠高於其他國
家，有的甚至高出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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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絕醫療酬庸 國際藥廠GSK大轉彎 2013/12/18台灣醒報

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英國規模最龐大的藥廠葛蘭素史克（GSK）執行長安德魯威

提日前宣布，將不再支付任何醫護人員出席學術及醫療演講與

研討會的費用，並取消現行以藥品銷售量，作為藥廠業務員業

績評判標準的做法，以避免不正當的利益輸送，影響醫師用藥

選擇。此一措施獲得多數業界及醫界人士肯定，預料其他藥廠

將陸續跟進，藥品銷售不擇手段的現況可望獲得改善。

威提表示，GSK未來只會繼續提供醫師或學者臨床研究所需

經費；據悉，GSK每年花費於提供醫護人員演講及研討會「出場

費」等酬庸性質的支出，就高達8千2百萬美元。

「GSK 具有指標性的影響力，預計其他藥廠會陸續跟進。」

知名學術刊物《英格蘭醫學期刊》編輯費歐娜高力接受《路透

社》訪問時指出，該措施最終的目的，其實是要讓醫藥產業與

商業行為完全脫鉤，GSK此舉「還有很長的路要走」；長期與另

一家國際大藥廠「輝瑞」保持業務往來的英國愛丁堡SVM資產管

理公司總經理柯林麥克林則表示，非常樂見各家藥廠追隨GSK的

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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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送錢我放水！稽查員當門神 8藥廠行賄2015/8/6聯合新聞網

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負責把關藥物認證的食藥署稽查員，居

然收受藥廠賄賂，認證放水，藥品安全出現

漏洞！涉嫌行賄的包括中技生化，派頓德山

光南等八大藥廠，涉嫌行賄食藥署裡負責稽

查藥廠的稽核員陳○○，用電話洩漏稽查時

間和項目，藥廠在稽查前提前作準備，調整

藥品成分規避裁罰，陳○○還喊出全程護航

取得認證，辦到好100萬，2年來收賄將近

500萬。

深夜交保飭回，外套遮住視線，頭低到

不能再低，稽查員陳○○在食藥署負責的業

務就是擬定藥廠稽查計畫，卻利用職務之便，

暗中和藥廠勾結，5日地檢署和廉政署，搜

索食藥署陳○○的辦公室及涉案藥廠，約談

18人到案，食藥署稽查員50萬交保，其中7
名藥廠人員涉嫌貪汙行賄，20萬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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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瑞士諾華中國行賄案 2500萬美元和解 2016-03-24 自由時報

〔記者方琬庭／台北報導〕彭博報導，瑞士

藥廠諾華集團（Novartis AG）同意以2500萬

美元，就海外行賄案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達成和解。中國政府近年來擴大調

查外商在當地經營的不法疑點，加上中國宣

布大幅調降藥品售價，以控制醫療保健成本，

進一步衝擊藥商營收。

美國證交會表示，諾華中國子公司為擴大藥品

銷量、牟取不當利益，於2009年至2013年間

賄賂中國醫療機構，並將旅遊、餐飲、餐飲、

演講費用和行銷活動等行賄支出，列為公司一

般業務開銷，違反「海外反貪污行為法」

（FCPA），開罰200萬美元的民事處罰罰金，

以及147萬美元的利息和其他違規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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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藥廠1萬元行賄醫院 踢到鐵板被舉報 2015-09-22 自由時報

［記者黃佳琳／高雄報導］高市吳姓藥商為了競標高雄市立凱旋醫院的
藥品標案，竟在資料袋內放入1萬元現金企圖行賄院長陳○○，陳○○發

現後立即通報政風人員處理，吳姓藥商也被廉政署依行賄罪送辦；雄檢

偵查時，認定吳姓藥商是初犯，加上犯罪情節尚屬輕微，偵結後處分緩
起訴1年。

檢方指出，102年10月間，高雄市立凱旋醫院公告辦理「103年度高

雄市各市立醫院藥品聯合招標」案，招標採購契約明定，廠商應提供每
次全部貨款的「醫院資訊及藥品管理費％」給各採藥機關，其進貨折讓

金額於當次採購金額中扣減。

吳姓藥商請求陳○○開價格標時，把藥品管理費的百分比從原訂的
12.5%降至10％，讓藥品的底價金額調高，陳○○當場拒絕後，吳只好起

身離開，但卻故意把裝有現金的資料袋留在院長室內，要求陳○○再三

考慮後離去。
陳○○收拾資料袋時，發覺紙袋內似乎藏有異物，陳○○不敢大意，

趕緊通知政風人員到場處理，果然在資料袋內發現1萬元現金；政風人員

也依規定要求吳姓藥商領回該筆現金，並通報廉政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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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雅芳在中國行賄 挨罰43億 2014-12-19 大世紀

【記者黃捷瑄／綜合報導】全球最大的化
妝品直銷商雅芳，17日承認其中國分公司

違法行賄，並同意支付1.35億美元（約新

台幣43億元）與美國政府和解，這項罰款
包括民事及刑事指控。

官員表示，雅芳的中國公司違反了《海外

反貪汙行為法》（FCPA）。這是繼藥廠葛
蘭素史克後，又一被控在中國大陸行賄的

外商公司。

在曼哈頓的法院，雅芳的代表承認至少從
2004~2008年底，雅芳中國以價值800萬美

元的禮物，賄賂負責直銷牌照發放的中國

官員，且未在帳冊上紀錄這些費用。雅芳
承認隱瞞賄賂，以換取商業利益。



參、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之重要性

• 廉政署職司我國廉政政策之擬訂、協調及推動，
惟依法定職掌主要處理公務員貪污犯罪的預防和
調查。

• 鑒於企業詐欺、非法淘空、內線交易等企業貪污
弊案對社會之危害，乃至對國家經濟造成的衝擊
甚至比傳統貪污更為嚴重，因此，廉政署本於廉
政政策擬訂之執掌，認為廉政的推動不應侷限於
公部門，是以，在「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中
明定「推動企業誠信」之具體作為，並指定由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相關機關共同辦理。

33

誠信有益企業經營，堅持反貪腐行為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是目前國際上 重要
的反貪腐規範，該公約提到貪腐是全球性的
問題，也不再侷限於政府部門，要推動廉能
必須結合公、私部門及民間社會力量共同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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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廉政署透過廉政政策規劃，推動企業誠信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 我國政府為與國際反貪腐趨勢接軌，兼顧公私部
門廉潔及倫理規範，經參酌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
國際透明組織「國家廉政體系」概念，於98年訂
頒「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103年4月15日修
正），在推動「企業誠信」方面，提出七項具體
策略，並責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交
通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等機關共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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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廉政署透過廉政政策規劃，推動企業誠信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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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化公司治理及企業倫理

2.倡導企業社會責任

3.輔導、獎勵企業建立倫理規範及內控機制

4.建立公司治理、企業誠信與倫理評鑑機制

推動企業誠信7項具體策略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5.加強與跨國企業經理人溝通座談

6.加強企業貪瀆之調查偵辦

7.加強政府公股管理督導，促進事業誠信經營

37

推動企業誠信7項具體策略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 其中「加強企業貪瀆之調查偵辦」 (101年12月
修正增列)，責由法務部調查局辦理，該局為積
極偵辦金融、經濟犯罪，並於103年7月16日在
「經濟犯罪防制處」下成立「企業肅貪科」，
強化打擊，該局在103年偵辦移(函)送企業貪企
業貪瀆與重大經濟犯罪瀆案件121案，嫌疑人
438人，犯罪標的達新臺幣96億9,471萬元。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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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推動公司治理評鑑

•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的具體指標分為五大類，總計
98項，分別為：
1、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占32%)
2、提升資訊透明度 (占22%)
3、維護股東權益 (占15%)
4、平等對待股東 (占13% )
5、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占18% )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33項指標

23項指標14項指標

13項指標

15項指標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18 ％ 強化董事會結構與運作
32 ％

平等對待股東
13 ％

提升資訊透明度
22 ％

維護股東權益15 ％

40

全部共98項指標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指標配分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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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業誠信與倫理納入評鑑內容項目，例如：
公司董事長或經理人是否因犯貪污、瀆職、詐欺、

背信、侵占之罪經起訴？
公司是否揭露其所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及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
是否訂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制度或相關管理方針

，以及具體推動計畫與實施成效?
是否設置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專（兼）職單位？
是否設置推動企業誠信經營專(兼)職單位，並定期向

董事會報告其執行情形？
公司是否訂定並詳細揭露公司內、外部人員對於不

合法(包括貪污)與不道德行為的檢舉制度？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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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範公司機密外洩之評鑑項目，例如：
公司內部規則是否訂定並揭露禁止公司董事或員工

等內部人利用市場上無法取得的資訊來獲利？
以避免內部人為自己獲取不當得利

公司董事會通過之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包含五大要素
/原則，且涵蓋所有營運活動，遵循所屬產業法令
，並依所屬產業特性，訂定營運循環之控制作業？
以有效的內控制度及稽核作業確保公司良好治理

宣導公司員工瞭解營業秘密法相關規定及刑事責任
，以保障營業秘密，維護產業倫理與競爭秩序。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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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104年10月起至105年1月底，先由受評
公司開始自評作業，再由證基會於105年3月
完成評核。

將於105年4月完成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
。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 為創造企業誠信的環境，鼓勵和促進企業履行社
會責任，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分別於99年及100
年間訂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103 
年 11 月 7 日修正)、「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
任實務守則」(103 年 11 月 7 日修正)，提供上
市（櫃）公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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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上市
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強化企業
責任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禁止不誠信行為
不得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利益，或做出其
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

制訂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方案
要求上市上櫃公司制訂之誠信經營政策中，應清楚且詳盡
地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

禁止行賄及收賄
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金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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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上市
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強化企業
責任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禁止侵害營業秘密及智慧財產權(103年修正增列)

鑑於近年國內陸續發生營業秘密外洩與盜用案件，嚴重侵
害產業重要研發成果，經濟部於102年1月30日公告修正營
業秘密法，就侵害營業秘密之行為，增訂刑事處罰，以加
強保護產業之營業秘密

禁止從事不公平競爭行為(103年修正增列)

確保產品及服務之資訊透明性及安全性，防範損害
消費者權益、健康與安全等，以落實企業誠信經營
理念與措施。 (103年修正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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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上市
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強化企業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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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編製
誠信經營

經濟部工業局編製
十大誠信故事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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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導企業誠信及倫理
 為凝聚上市櫃公司誠信經營共識，強化公司治理及倡導企業社會責任，

臺灣證券交易所與櫃檯買賣中心計劃102年於台北、新竹、台中、高雄
等地辦理6 場「企業誠信經營與社會責任座談會」，希望藉由邀請企業
主分享相關實務經驗及執行效益之情形，協助上市櫃公司規劃及履行誠
信經營與企業社會責任。

 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行政院各相關部會(法務部、經濟部、財
政部、勞工委員會)長官代表及邀集上市櫃公司負責人或高階主管進行雙
向交流，希冀藉由管理階層由上而下，引導企業逐步落實誠信經營理念
，進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伍、廉政署推動「揭弊者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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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內容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內容

為建立廉能政府、維護公共利益，有效打擊貪腐行為，保
護揭弊者，爰推動制定揭弊者保護法

整合既有機關組織與法規

健全機關組織內部揭弊制度

擴大保護揭弊者



保護對象範圍

揭弊者

與其有密切關係之人

揭弊者之配偶、
直系血親、
或其他身分上或生活上
有密切關係之人

伍、廉政署推動「揭弊者保護法」



保密義務工作權

人身安全

保護揭弊者之權益

伍、廉政署推動「揭弊者保護法」



提供揭弊者保護措施─排除下列不當措施

11
身分、官職等級、薪俸、管理措施、
工作條件等→影響工作之不利處分
身分、官職等級、薪俸、管理措施、
工作條件等→影響工作之不利處分

22
終止、解除、變更
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應享有權益
→剝奪其原享有權益

終止、解除、變更
其依法令、契約或習慣上應享有權益
→剝奪其原享有權益

33 強暴、脅迫、侮辱、騷擾強暴、脅迫、侮辱、騷擾

伍、廉政署推動「揭弊者保護法」



保密義務之落實

檢察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

政風機構

配合調查義務

製作紀錄留存

伍、廉政署推動「揭弊者保護法」



陸、推動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護法

• 誠信經營和反貪是密不可分的，因為貪腐問題不
只會發生在政府部門，私部門的公司治理弊端與
企業貪污亦是政府無法真正達成廉能政府的重要
原因之一。

• 「貪腐本身就像是病毒，如果這個病毒是來自企
業，不管是金錢或其他有價值的東西，送到有行
政裁量權的公務員手上，就是賄賂。」，顯見建
立企業的反貪及防貪意識與機制也同樣重要。

54



陸、推動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護法

• 企業有沒有違法，內部員工 清楚，廉政署除了
鼓勵企業檢舉，更著手研議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
護法立法研究，以利推動企業內部檢舉的保護機
制，畢竟違法的業者占少數，藉由正派經營的多
數業者去監督少數，及透過外部（同業）和內部
（員工）的監測，共同發揮對貪污「零容忍」的
態度，相信對企業誠信經營與公司治理將有極大
助益。

• 企業內幕往往是員工 清楚，像混油食安事件，
也是因為員工檢舉才爆發。

55



陸、推動私部門公益通報者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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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勞工陣線、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與立委吳宜臻國會辦公室於102年11
月8日共同主辦了「公司內部告發及吹哨者保護──勞工的觀點研討會」，與
會法律學者一致同意，台灣需要制訂吹哨者保護法，保護並鼓勵私人企業員
工為社會公益出面檢舉黑心企業。廉政署官員表示，已經開始著手研議法案，
將持續聽取各方意見，逐步推動立法。
公部門內關於圖利罪、瀆職罪等，常常是系統性犯罪，需要透過內部人員的
舉證，才有辦法揭發。對於組織內部揭密者的保護條款，有的國家散見於各
個法律中、有的則是訂立專法。她表示，勞工不同於公務員，勞資雙方的力
量不對等，如果拿著內部資料去檢舉老闆，事後被發現了，該怎麼保障勞工
的權益？除了政府部門的公務員外，也希望能加強私部門的勞工保護。

推動立法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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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鼓勵檢舉

• 金管會於94年12月5日訂定發布「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
件獎勵要點」(99年5月21日修正)，鼓勵民
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加強對檢舉人身分之
保密，檢舉獎金每件 低為新臺幣五萬元，
並透過各種場合加強宣導，更於證券期貨局
全球資訊網首頁廣為宣導鼓勵民眾檢舉。



• 廉政署為有效打擊貪瀆不法，提供下列多元檢舉
管道，如知悉相關公務員有違法收受不法業者賄
賂時，期待能發揮道德勇氣，向廉政署或公務員
所屬機關政風機構提出檢舉。

58

柒、鼓勵檢舉

檢舉

管道

現場
檢舉
現場
檢舉

電話
檢舉
電話
檢舉

書面
檢舉
書面
檢舉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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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
檢舉

電話
檢舉

書面
檢舉

其他

廉政署受理檢舉地點：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8號2樓

檢舉專線為「0800-286-586」
(0800-你爆料-我爆料)

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 台北郵政14-153號信箱

傳真檢舉專線為 02-2562-1156

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 gechief-p@mail.moj.gov.tw

柒、鼓勵檢舉



柒、鼓勵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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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檢舉貪污瀆職案件，經
法院 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
職辦法第四條各款所列之罪
判決有罪者，經法務部審核
委員會決議，依法院判決情
形發給檢舉獎金， 高可達
新臺幣一千萬元。

檢舉獎金



柒、鼓勵檢舉

• 檢舉獎金發給標準如下：

61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
十五年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死刑
新臺幣六百七十萬元以上至一千萬元

十年以上未滿十五年有期徒刑
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上至六百七十萬元

未滿

七年以上未滿十年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八十萬元以上至四百萬元

未滿

五年以上未滿七年有期徒刑
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至二百八十萬元

未滿

三年以上未滿五年有期徒刑
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以上至二百萬元

未滿

一年以上未滿三年有期徒刑
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上至一百四十萬元

未滿

未滿一年有期徒刑、拘役、罰金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至八十萬元未滿



柒、鼓勵檢舉

• 受理檢舉之機關對於檢舉人之資料，應予保密。

保密
項目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住、
居所

筆錄

檢舉書

檢舉保護



柒、鼓勵檢舉

• 檢舉人資料應另行保存，不附於偵查案卷。

• 如有無故洩密情事，應依刑法或其他法令處罰或

懲處。

洩密

檢舉保護



捌、推動企業誠信有助於提升清廉印象指數

• 國際透明組織每年均公布「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CPI)，
這是全球 廣泛被用來衡量清廉情況的社會經
濟指標，104年我國在全球168個受評國家及地
區中排名第30名，分數與103年相同(61分)，
名次進步5名，是10年來 佳排名，勝過八成二
納入評比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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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推動企業誠信有助於提升清廉印象指數

• 這項指標的調查內容，雖然是對公部門的調查
，但仍涉及公私互動可能存在的貪腐行為，因
此，要提升清廉度的印象分數，尚非僅賴政府
部門的努力即能完成，廉政署將持續協同政府
各部門，落實執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各項廉政建設工作，特別是避免公私部門之不
當互動，包括防杜企業與公部門之行受賄、利
益衝突、違反政府採購法等不法行為，達到使
我國的CPI評比持續進步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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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醫藥、醫材界自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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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醫事倫理
參考資料

75

醫師倫理規範(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98.05.24修正通過)

11 總則

22 醫師與病人

33 醫師與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間

44 醫師相互間

55 紀律

66 附則

全篇分為六章，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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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醫事倫理
參考資料

76

醫師與廠商間關係守則(衛生福利部，前行政院衛生署95.9.8公告)

55 醫生擔任廠商顧問或為廠商提供諮詢時，
應遵守事項

44 醫生或醫療機構執行廠商贊助之研究，
應遵守事項

33 醫師接受廠商餽贈，應遵守事項

11 序言

22 醫生參加廠商主辦或贊助之醫學會議，
應遵守事項

玖:醫藥、醫材界自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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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醫事倫理
參考資料

77

IRPMA市場行銷施行標準
(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協會於2010.11.5通過，2011.1.1.生效)

55
44
33 贈品與醫療物品

藥品試驗

11 演講者酬勞

贊助醫學會議或類似活動之標準

捐款與捐贈

22

玖:醫藥、醫材界自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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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醫藥、醫材界自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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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醫藥、醫材界自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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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醫藥、醫材界自律守則

革新文化：

民眾對醫事人員違失行為抨擊聲浪未斷，大多數醫
事人員厭惡他人貪污，但卻自視甚高，對自己的行
為不以為意，追根究柢就是「文化」造成的惡性循
環結構式問題。

自律共識：

署醫弊案的發生，恰給予醫界啟開革新思維，醫界
應有「自律」的共識文化，透過主管機關、專責的
廉政機關、醫界、廠商業者，自發性訂定具體行為
規範，提升醫界專業人士的聲譽；而非憑藉肅貪的
執法機關進入醫界執法偵查，進行「他律」監督。



結語

希望企業界也能正視企業對社會的
誠信，並將誠信作為企業的行為準
則，期待大家一起為打造具有社會
責任的企業共同努力。



結語

誰說改變世界的不是從一個承諾
或是夢想開始。

日劇《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