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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誠信及廉潔 
內控控制環境核心原則 

107年內控業務宣導會 

資料提供：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政風室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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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業貪腐及防治 

參、企業與公務機關互動倫理 

貳、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重要性 

前言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東方觀點 

• 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嚴所

提出的經商箴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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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觀點 

• 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彼得‧杜拉克

（Peter Drucker）、亨

利‧明茲伯格（Henry 

Mintz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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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觀點 

•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

統一集團董事長高清愿、

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

玉山銀行董事長曾國烈，

均認為誠信的企業才能

永續經營。 

誠信是企業經營的基礎 

前言 



壹、企業貪腐及防治 

Q： 什麼是企業貪瀆？ 

 A：企業負責人、職員或相關人員，濫用受委託權力或私
人職位牟取私利，侵害企業資產、股東權益或違害
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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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業貪腐及防治 

5 

1.維護國家安全利益、澄清吏治風氣 

2.維護公司利益、保障股東權益 

3.健全市場秩序、保障投資安全 

企業反貪之重要性？ 



壹、企業貪腐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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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空資產

(關係人交易、收取回扣、監守自盜、虛偽報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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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 

 行賄罪： 

違背職務行賄罪(第11 條第1項)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第11 條第2項) 

行賄外國公務員罪(第11 條第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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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業貪腐及防治 
我國：貪污治罪條例 
 企業主及其員工並非公務員，企業何來貪污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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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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業貪腐及防治 

我國：貪污治罪條例 

 我國對於企業賄賂的法令約束，貪污治罪條例第11條

第3項、第4項有明文規定(105年6月22日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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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二項行為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  

 另於100年6月29日修正公布增訂第11條第2項「不違

背職務行賄罪」，藉由刑罰之嚇阻效果，降低企業貪

腐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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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企業貪腐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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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作為 

1.領導者的支持、型塑企業誠信正直文化 

2.建立倫理及行為規範及準則 

3.配合政府政策及國際趨勢法令，落實法規遵循 



壹、企業貪腐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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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作為 

 

4.有效實施帳簿及記錄憑證規範及內部控制制度 

 

5.瞭解企業貪瀆犯罪成因 

 

6.建立內部舉報管道及保護機制(內部吹哨者) 



貳、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重要性 

企業誠信與倫理之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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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重要性 

貪腐侵蝕企業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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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關力霸淘空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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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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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重要性 

誠信創造企業價值，堅持反貪腐行為 

 法務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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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

相關機關共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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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是一套價值判斷，任何組織均有其(職場)能約束成
員順利遂行其組織目的，並符合社會期許之行為準則。
例如：家庭倫理、企業倫理、醫護倫理、教育倫理、公
務倫理……  

重點在觀念，什麼是該做的，什麼是不該做的，條例化
就成了員工行為準則(守則)。 

事事只要嚴謹以對，即可免除不必要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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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企業與公務機關互動倫理 



業務往來 

指揮監督 

費用補(獎)助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其他因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

不執行 ，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參、企業與公務機關互動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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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
（構）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收受餽贈(第2點第2款、第4點) 



公務禮儀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500元以下或對本機關 (構)內 

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 新臺幣1,000元以下。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 

辭職、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
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例外規定： 

以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參、企業與公務機關互動倫理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第2點第3款) 

 定義: 

 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3,000元者；
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10,000元
為限。 

 同一來源：出於同一自然人、法人或團體。 

 

參、企業與公務機關互動倫理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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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程序: 

     應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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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請託關說(第2點第5款、第11點) 

參、企業與公務機關互動倫理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飲宴應酬(第7點) 

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例外：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廠商因公務目的於正當場所開會、舉辦活動，邀請機關

派員參加者  

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
辭職、離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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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企業與公務機關互動倫理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出席演講等活動(第14點) 

活動類型 

私部門舉辦 

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 

支領費用標準 

支領鐘點費額度：每小時不得超過5,000元 

領取稿費額度：每千字不得超過2,000元 

 
20 

參、企業與公務機關互動倫理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是目前國際上，最重要的反貪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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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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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7月27日修正），在推動「企業誠信」方面，提
出8項具體策略，並責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等相關主管
機關共同辦理，冀期由公部門引導私部門誠信經營，防止
私部門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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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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公司評鑑機制 

 

2.督請上市(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3.促進股東行動主義參與 

4.上市（櫃）公司財報實質審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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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企業誠信8項具體執行措施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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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企業誠信8項具體執行措施 

5.公股投資事業監督課責機制 

6.邀請公股投資事業及國營事業參與廉政會報， 
   提報經營違常情事及處理建議 

 7.推動優質企業(AEO)認證及管理機制 

8.就企業誠信與倫理專題邀集全國「公糧業者」 
   舉辦倡議研討座談會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為強化公司治理之內部監督機制，並順應國際趨勢，提

升企業國際競爭力，金管會於102年12月31日發布行

政命令全面要求上市（櫃）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及依資本

額多寡分階段要求設置審計委員會，臚列如下： 

 所有上市（櫃）公司應於104年起設獨立董事。 

 上市（櫃）公司實收資本額新臺幣100億元以上者應於

104年起設置審計委員會，倘資本額20億元以上未達

100億元者應於106年起設置審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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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獎勵企業建立倫理規範及內控機制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金管會於94年12月5日訂定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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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

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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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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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企業貪瀆線索發掘-鼓勵檢舉 



肆、公部門推動企業誠信與倫理之具體作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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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誠信經營作
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參考範例」，強化企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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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企業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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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