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梯次三 

《臺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 
廉政法治臺灣 

活動日期：11月 21日至 11月 24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研習營計劃簡表 

第三梯次 《廉政法治臺灣－透明政府	 法治社會》 

活動目的 

 提昇國家的競爭力與深化民主的基礎即為優質的公共治

理，而優質的公共治理的實踐則須立基於廉潔、透明與課責機

制等三項價值主張，這些價值彼此之間具有共生互賴、相互依

存的關係，並型塑建構廉政法治的制度設計與執行，「透明」、

「廉潔」的政府也是每一位公民的期許。本研習營擬從「預

防」、「管理」與「定罪與執行」三個面向研習廉政法治的功能

與制度設計，課程規劃循序漸進，讓學員建立正確的廉政概

念，理解廉能治理的重要，也學習如何對抗貪腐問題，進而成

為一個裡外兼備的廉潔公民。 
主辦單位 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9年 11月 21日至 24日 

活動對象 
18歲~28歲就讀臺灣大專院校之兩岸學生（臺灣學生、短期研
修陸生、修讀學位陸生），不包含港、澳學生。共計 45位。 

活動內容 

本研習營擬規劃以下課程架構： 
一、【兩岸關係專題講座】 
二、【預防】－透過廉政觀念的建立與宣導，從個人、家庭、

企業乃至政府國家，達到積極防患貪腐事件於未然的治本

效果。 
（1）教育宣導 
（2）社會參與 
（3）企業誠信 
（4）洗錢防制 
三、【管理】－透過廉政機制的建立與落實，明確廉潔誠信的

規範與標準，創造誠信倫理的環境與氛圍，杜絕貪腐事件

發生的可能性。 
（1）廉政組織 
（2）廉政法規 
（3）廉政評鑑 
四、【定罪與執法】－裁罰手段的行使旨在填補損害與回復原

狀，並產生警示的效果。 
（1）影響力交易 
（2）檢調偵察 
（3）檢舉人、被害人保護 
五、【參訪觀摩與座談】 
（1）法務部廉政署 



（2）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3）台灣高等法院 
六、【廉政講堂】廉政課程成果發表，以七至十二歳的學齡兒

童為對象，將研習營學員分組，要求每組設計一套宣導教

案，並實際在課堂進行教學演練與競賽。 

預期效益 

一、體認廉政法治的重要：透過廉政法規、洗錢防制課程，讓

學員對於國家廉政體系有一定認識；並從法務部廉政署、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參訪及座談會中，了解第一線政風

人員的業務內容。 
二、熟悉公共管理的意涵：透過檢察官辦案經驗分享、參訪臺

灣高等法院等課程，讓學員體認遵守法律治理的重要。並

從與講師互動式課程中培養獨立思考能力。 
三、學習廉潔、透明、課責的處事精神：透過廉潔講堂課程的

設計與發表之中，明白廉潔教育必須從小扎根。並從分組

討論、意見往來的過程中，學習和組員互相尊重、認真負

責的處事精神。 
 
  



研習營課程內容 

一、研習目的 
 提昇國家的競爭力與深化民主的基礎即為優質

的公共管理，而優質的公共管理的實踐則須立基於

廉潔、透明與課責機制等三項價值主張，這些價值

彼此之間具有共生互賴、相互依存的關係，並型塑

建構民主廉政的制度設計與執行，「透明」、「廉潔」

的政府也是每一位公民的期許。本研習營擬從「預

防」、「管理」與「定罪與執行」三個面向研習廉政

法治理功能與制度設計，課程規劃循序漸進，讓學

員建立正確的廉政概念，理解廉能治理的重要，也

學習如何對抗貪腐問題，進而成為一個裡外兼備的

廉潔公民。 
 
二、專題報告 
【專題報告一】 
題目：廉潔	 透明	 課責 
講題概述：廉潔、透明與課責已蔚為普世價

值，廉潔的價值可以讓公共利益被充份展現，

因此，它提供了透明與課責的基礎。一個透

明機制或行為，如果欠缺課責的要求，則執

行公務者不會以設定的績效目楆，作為要求

他們自己合理使用資源的基礎；而課責機制

的設計與執行，最關鍵就是資訊的獲取、解

讀與交換；沒有適當的資訊處理機制，就沒

有有效的課責機制，而透明化就是課責機制

能夠有效運作的主要動力。 
 

【專題報告二】 
題目：廉政法規導論 
講題概述：導論台灣司法制度關於廉政之特別

法，例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法、國家機密保護法、獎勵保護檢舉

貪污瀆職辦法；一般法律則涉及刑法的貪污罪、

圖利罪與瀆職罪。此兩者的對象、構成要件、

解釋與判定標準在適用時之優先或競合關係。 
 



【專題報告三】 
題目：參與式廉政治理體系之具體實踐—兼論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講題概述：以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章預防性

措施為範圍，擘劃參與式廉政治理體系，試圖

導引及提供相關部門可以具體實踐之主要預防

參元素，建構各部門間對於反貪腐預防措施之

後此認識與心智圖像,有助於反貪夥伴彼的對
話與資源整合；也期望能提供我國未來推動《聯

合國貪腐公約施行法》之後續系統性防貪參與

策略及反貪腐成效展現的參考，讓各界充分瞭

解如何「具體有效」的落實該公約及國內施行

法之真正精神。 
 
【專題報告四】 
題目：國際洗錢防制發展趨勢與臺灣洗錢防制措施 
講題概述：說明國際洗錢防制緣起與近年發

展趨勢，以及我國洗錢防法修正重點。在觀

照國際發展脈動之同時，我國在財經法制之

相關修正應該要有法律本身是經貿發展利

器以及談判工具之認知，在國際接軌上應有

更策略性之思考。此外，近年我國包括刑法

没收新制、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之修正，

均反映刑事政策價值轉向，相對於以往對於

人流及物流為主之政策與制度設計，在資本主義大環境下，應更加注重平

行金融調查之重要性以及剝奪犯所得、攔截不法金流之重要性。 
 
【專題報告五】 
題目：企業的社會責任－誠信與倫理 
講題概述：國際透明組織 2009年度以「貪腐與
私部門」為主題，提出《全球貪腐報告》指出，

各地貪腐情事已讓全球企業損失數十億美元，

也衍生出員工道德水準低落、顧客與商業夥伴

之間高度不信任等危機；貪腐至少提高百分之

十的企業成本，企業還要支付高額政治支出，

從事不法關說、行賄等共謀的貪腐行為，不但

破壞公司治理機制，並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造成公民的超額負擔與

全球經濟資源的巨額浪費；同年度發表的《全球貪腐趨勢》也表示，有半

數以上的受訪者願意花多一點錢向廉潔誠信的企業購買商品。面對全球化



激烈的商業競爭，企業要追求永續成功，避免不符合倫理行為導致的法律

責任和商譽損壞的高額成本，企業的策略管理必須融入誠信管理的價值

觀。 
 
【專題報告六】 
題目：貪腐的定罪與執行—兼論檢舉人與被害人之保護 
講題概述：檢察官為調查貪污犯罪的第一線人員，

除了要擁有深厚的法律涵養，也必須擁有高超的

辦案與蒐證能力，才能打擊犯罪、將罪犯繩之以

法。邀請檢察官演講，分享辦案過程及實際案例

分析，增加學員對肅貪的司法工作更深一層的認

識。 
 
三、參訪觀摩與座談 

【參訪座談一】 
參訪機構：法務部廉政署 
座談主題： 
（1）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權掌簡介 
（2）簡介「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3）肅貪實務經驗分享 

 
 
【參訪座談二】	 	 	 	 	 	  
參訪機構：台灣高等法院 
參訪安排： 
（1）參觀刑事法庭活動（包括模擬法庭及法庭簡介） 
（2）參觀民事法庭活動 
（3）法庭實務案例分享 

  



四、成果發表 
廉政教育必須向下扎根，只有從基礎教育做起才能建立孩子廉政的概念。

故本研習營擬將學員分組，針對七歳到十二歳的學齡兒童，設計符合其年

齡的廉政教案課程，使用各種的宣傳形式，例如海報、表演、動畫、遊戲

等工具進行廉政宣導的課程。並且將台下學員擬作課堂的學生進行實際教

學。透過親身設計、實際教授課程，讓學員更加理解民主廉政內涵與重要

性。 
 
五、活動預期成果 
民主和廉政的關係密不可分，首先透過研習營課程設計讓學員將兩者連結、

相互運用。再來擴展至公共治理及廉潔、透明、課責的層面，循序漸進、

由淺入深，建立學員廉能思考的系統。加上參訪座談活動及成果發表課程，

除了讓台灣學員更加熟習政府廉能措施，也讓大陸學員學習台灣的廉政治

理體系。 
 
  



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11月 21日（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10:00-10:30 學員報到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教學大樓 

10:30-12:00 開幕暨破冰儀式 

1.開幕式 
2.主辦單位介紹 
3.營隊課程介紹 
4.學員破冰遊戲 

12:00-13:00 午餐暨小組時間 

13:00-14:00 【專題講座】 
題目：兩岸關係專題講座 
擬邀講師：大陸委員會代表 

14:00-14:10 討論暨小組時間 

14:10-15:40 
【預防】 
廉政治理 

題目：廉潔、透明、課責 

15:40-16: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16:00-17:30 
【管理】 
廉政法規 

題目：廉政法規導論 

17:30-18: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18:00-18:30 辦理入住 
18:30-19:30 晚餐 

19:30-21: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第二天	 11月 22日（星期五） 

時間 項目 內容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7:00-9:00 起床、早操、早餐 
9:00-9:30 

【廉政組織參訪觀摩

與座談】 

交通時間  

9:30-12:00 

參訪機構：臺灣高等法院 
參訪安排： 
參觀刑事法庭活動（包括模擬法庭及法庭

簡介） 
參觀民事法庭活動 
法庭實務案例分享 

臺灣高等

法院 

12:00-13:30 午餐  



13:30-14:00 交通時間  

14:00-16:00 

參訪機構：法務部廉政署 
座談主題： 
法務部廉政署組織職掌簡介 
簡介「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 
肅貪實務經驗分享 

法務部 
廉政署 

16:00-16:30 交通時間  
18:00-19:30 晚餐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19:30-21: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21:00-22:00 盥洗暨休息時間 

第三天 11月 23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內容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7:00-9:00 起床、早操、早餐 

9:00-10:30 
【定罪與執法】 
檢調偵查 

題目：貪腐的定罪與執行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教學大樓 

10:30-10:40 休息時間 

10:40-12:10 
【管理】 
廉政指標 
廉政評鑑 

題目：參與式廉政治理體系之具體實踐—
兼論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12:10-14:00 午餐暨休息  

14:00-15:30 
【預防】 
企業誠信 

題目：企業的社會責任─誠信與倫理 

教學大樓 15:30-15:40 休息時間 

15:40-17:10 
【預防】 
洗錢防制 

題目：國際洗錢防制發展趨勢與臺灣洗錢

防制措施 
18:00-19:30 晚餐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19:30-21:00 討論暨小組時間 

21:00-22:00 盥洗暨休息時間 

第四天 11月 24日（星期日） 

時間 項目 內容 劍潭青年



7:00-9:00 起床、早操、早餐 
活動中心

住宿大樓 

09:00-09:30 

【廉潔講堂】 
廉潔課程成果發表 

廉潔課程發表準備 

劍潭青年

活動中心 
教學大樓 

09:30-10:30 廉潔課程成果發表 

10:30-10:40 小組回饋 

10:40-11:00 成果檢討暨評審講評時間 

11:00-12:00 結業式暨頒獎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