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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月刊108年6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 問：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

該如何處理？ 

答：（一）原則：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

原則上應予拒絕（本規範第 4點前段參照） 

（二）例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無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本規範第 4

點但書參照）： 

1. 屬公務禮儀。 

2.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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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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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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處理程序： 

1. 迅速處理：除有本規範第 4 點但書規定之情形

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

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 3日內，

交政風機構處理（本規範第 5 點第 1 項第 1 款

參照）。 

2. 政風機構建議：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

及價值，提出付費收受、歸公、轉贈慈善機構

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本

規範第 5點第 2項參照）。 

3. 政風機構登錄建檔：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事

件之知會或通知後，應即登錄建檔（本規範第

12點參照），至登錄表，其要項包含公務員與受

贈財物者之基本資料、事由、事件內容大要、

處理情形與建議及簽報程序。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
業要點」問答輯 
 

問：行政院為何訂定「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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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登錄查察作業要 點」？  

答： 

依據法務部「100 年臺灣地區廉政指標民意調查」顯

示關說文化的嚴重 性更甚於紅包文化，按人民對於行

政上權益之維護依法得為陳情，公務 員應依法妥處人

民陳情案件，以保障其權益，避免走向檯面下的運作， 

致違反法令及公帄原則。為明確相關規範，爰訂定本

要點俾使請託關說 制度化、透明化及登錄標準化，各

級機關首長及相關同仁處理業務時， 得以正確引導是

類案件循法定程序辦理，使請託關說事件透明化，確

保 依法行政原則，以符合民眾之期待，同時也提供公

務員基本保障。  

  

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

要點」於 101 年 9 月 7 日施行後，公務員遇有「請

託關說」時，是否僅依本要點處理即可， 無需再依「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辦理?  

答： 

規範對象遇有「請託關說」時，可先檢視事件內容，

如涉有符合本要點 第 3 點規定時，受理登錄人員應

依規定於請託關說登錄作業系統登錄；如請託關說事

件內容尚未能判定有無符合本要點第3點規定，或雖不

符合本要點第 3 點規定，惟符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規定時，可依該 規範第 11 點規定辦理登錄，但

無需登錄於請託關說登錄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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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公務員申領或侵占小額款項專案法紀宣導 

 

請領差旅費、加班費、油料費、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

及鐘點費等小額款項係為公務員經常接觸之申領業務，惟時

有發生少數公務員詐領此類款項案例，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

雖微，其所負刑責卻重，除行為人即需面對司法制裁或行政

懲處外，並損及機關乃至整體公務員之清廉形象，而嚴重影

響個人職涯發展。 

統計101年至104年間，公務員因詐領差旅費、加班費、油料

費、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及鐘點費等款項案件，經全國

各地檢署（不含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檢察官起訴及

緩起訴者計69件，如分析各年度案件數，則分別為101年9件、

102年12件、103年21件及104年27件，顯見此類案件有逐年

成長趨勢，亟有辦理宣導之必要 。 

另外，公務員利用行使職權機會而侵占公用財物之案例，雖

非「申領」款項，然其所侵占利益亦多輕微，與前述宣導意

旨相符，宜一併納入宣導範圍。  

茲為加強全體公務員對此類案件之違法性認知，爰擇選具共

通性之詐領差旅費、加班費、油料費、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

費、鐘點費及侵占公用財物等6種類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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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小故事 
 

※不請託關說、不受餽贈的王旦和公孫儀※    

   王旦是宋真宗時宰相，其女婿韓公將依例調往邊遠地方

任職，其女兒爰央求王旦向吏部關說施壓，王旦卻說：「如

果我對此事加以請託，未來定將影響他的前途啊…！」韓公

知道後，便說：「岳父對我真是厚愛…。」後來韓公果然帄

步青雲，官居中書省、樞密院要職。  

    春秋時，公孫儀為魯國宰相，十分喜愛吃魚。當時魯國

的官員爭相送魚給他，惟公孫儀始沒有接受，並說：「正因

為我愛吃魚，才不能收別人的魚；如果一旦接受，將受制於

人，久而久之，則必因違法亂紀而喪失官位，到時連自己買

魚來吃都有問題…。」  

    上述二例都很淺顯易懂，但是在面對「誘惑」時，又有

多少人能夠做到公正迴避的要求。俗語說得好：「螻蟻之穴，

足以潰堤。」「小利」守不住，未來必得寸進尺，其結果也

將難保不身限囹圄。  

 

＊一絲不茍的曹彬與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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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彬是後周世宗的臣子。某次他負責掌管宮中的茶和

酒，殿前督點檢趙匡胤向他要酒喝，曹彬竟說：「這是公家

的酒，不能隨便給你，要喝自去買吧…！」  

     竇儀是後周世宗時禮部侍郎。當趙匡胤攻克滁州時，

世宗命其將滁州官府內之財物抄錄登記，並入國庫。不久，

趙匡胤親信奉命向竇儀拿取部分抄沒的絹帛，竇儀則說：「趙

將軍當初攻克滁州時，即將所有財物取走，誰敢說什麼，如

今這些財物已全部籍錄為國家所有，就是公家的東西，沒有

皇帝的命令，就不能給你…。」  

    後來趙匡胤當了皇帝，曾說：「曹彬、竇儀二人操守很

嚴，不畏權勢，是所有官吏中，不會欺騙主子的人…。」不

久即委以二人高官重任。身為公務員，倘能像曹彬、竇儀二

人一樣盡忠職守，一絲不茍，則消極上能免除誤蹈法網之災

禍，積極上甚至有機會獲得長官賞識而予升遷重用。 

  

 

 

          消費者保護宣導 
 

※「契約到期通知」置之不理?小心魔鬼

藏在細節裡※ 

    消費者都希望錢花得值得，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提醒，若不注意契約細節，避

開有心業者的套路，荷包裡的錢仍會在不知不覺間溜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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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許多民眾趁著各種促銷專案，搶辦了行動通訊上網

吃到飽服務，但有些消費者不清楚，契約到期後的月租

費也許不再是優惠價 499 元，可能回復成「原價」1,299

元；又或者已經不是「吃到飽」，等收到帳單才發現爆

表。對此，電信業者表示，契約到期前他們都一定會通

知消費者。但行政院消保處仍接到消費者反映，某業者

的通知方式，竟是淡淡地發一封簡訊：「本門號的專案

綁約期限將於某年某月某日到期(當日起即無綁約限

制)，相關資訊請洽門市或客服」。詴問有多少人能想

到，不找門市或客服洽詢竟對權益大有影響? 

行為經濟學的推力理論，如今已經被許多國政府機關和

企業廣泛應用，把期待客戶勾選的選項設為「預設選

項」，是最常見的推力。行政院消保處表示，該處在審

議重要商品或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也運用了這種概念，排除那些常造成紛爭、顯失公

帄的條款，且將重要條款定為應記載事項(形同預設選

項)，藉此帄衡雙方利益。前述電信業者在契約到期前

的通知，屬於正向的推力，但內容語焉不詳，則沒達到

告知的效果，徒具形式。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使用推力理論，影響人做出錯

誤選擇，就成為「暗推」(Dark nudge)。少數商家利用

人的急迫、輕率、無經驗或怕麻煩心理，提供看似更方

便、更明顯或更優惠的預設選項，引導消費者自然而然

做出選擇。例如限時免費軟體，一鍵就可下載，詴用期

1 個月結束就開始算帳，但在詴用期結束前的關鍵時

刻，卻很難找到停止訂閱的途徑或管道。消費者上網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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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訂房網說已找到最優惠價格，這房間有 5 人正在

線上觀看，只剩最後 1 間……。消費者若沒有意識到他

們正被影響，就可能急著做出預期外的決定。其實，暗

推並不罕見，亦引發了各國關注，數度於國際會議探討

違規的態樣，我國也開始同步掃瞄市場上那些踩到紅線

(對消費者顯失公帄)的暗推手法。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對於廣告不實引人錯誤的宣傳手

法，相關主管機關會依職權對違規業者查處；該處與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也曾多次和電信業者開會，三令五申

要求做好資訊揭露。行政院消保處強調，依消費者保護

法第 13 條，企業經營者應向消費者明示定型化契約條

款之內容；明示其內容顯有困難者，應以顯著的方式，

公告其內容，並經消費者同意者，該條款即為契約之內

容。該處不樂見蓄意隱匿重要資訊的做法，未來將從消

費申訴案件資料中找出慣犯，移請主管機關查處。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對於太好康、太方便的立即

優惠，更頇提高警覺，事前多做功課，是避免日後懊悔

的不二法門。 

 

資料來源：108-06-05 消費者保護處 

 

 

                    
               
              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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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破何○○等 9名愛情詐騙集團案※ 

 

(一)日前警方接獲線報指稱，以何嫌為首的詐騙集團，於臺

中市地區租賃透天厝民宅做為掩護，輪流搬遷移動以躲避警

方查緝。經專案小組長期跟監蒐證後，於 5日下午見時機成

熟，前往臺中市沙鹿區執行搜索，順利查獲該愛情詐騙機房，

並當場逮捕主嫌何○淳等 9人到案。 

(二)經查該集團成員佯裝花美男，移花接木用長相帥氣的男

子相片吸引境外華僑女子上鉤，於交友軟體 APP上不斷以話

術噓寒問暖，以戀愛養成方式欺騙女子感情，再以投資股票、

基金為由誘騙對方匯錢。雖然雙方都沒見過面，但還是有不

少被害女性受騙，初步估計被害人數達上百餘人，財損金額

尚待清查中。 

(三)案經本局偵查第二大隊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峽分局、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共組專案小組，報請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寒股林芬芳檢察官指揮偵辦，經長期跟監蒐證、調

閱監視器畫面等，於日前鎖定主嫌藏匿位置，在臺中市沙鹿

區將犯嫌何○淳等人逮捕，並查扣犯罪電腦主機、手機、4G

網路分享器等詐欺贓證物，詢後將何嫌等人以詐欺及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等罪嫌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並持續擴

大追查其他共犯。 

(四)本局在此呼籲民眾於網路上交友時，應提高警覺注意，

多利用網路搜尋工具查證，避免被網路誘騙來路不明投資管

道，本局將持續強力掃蕩電信詐欺犯罪，擴大沒收不法所得，

發還被害人，有效遏阻詐欺犯罪。 

資料來源：2019/6/7 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二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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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科員辦理接見登記時向接見人洩漏收容人個

人資料※ 

 

（一）案情概述 

某監獄科員甲辦理登記接見時，對辦理接見之收容人乙的女

友，告知關於監所電腦內所列之收容人乙的犯罪前科資料，

且稱其所涉案件眾多，這種人不會改，不要跟他扯上關係等

語，致使收容人乙與其女友於接見時，因女友質問其究竟進

出監獄多少次，是否犯罪10餘條等，而發生爭吵。嗣後，該

監獄為穩定收容人乙的情緒，乃准許其再打電話與女友溝

通。 

有關法務部矯正署提供之監所電腦所列之全國刑案資料查

註表，其中除已公開之判決資料外，其他如司法院裁判書查

詢系統所無之不起訴處分等資料，均非屬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個資法）第6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已合法公開之個

人資料」，在無該項但書各款所列可以蒐集、處理或利用之

情形下，科員甲將監所電腦內所列之收容人乙的犯罪前科資

料，告知接見人，涉嫌侵犯收容人隱私，違背矯正人員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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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守則第4點、第5點規定，並違反個資法第6條第1項規定，

實有違失，業經監察院糾正在案。 

（二）原因分析 

1、職員保密意識薄弱 

舉凡收容人之姓名、通訊、住址、家屬、刑期、刑名等，均

為依法令應保守秘密之資料，非相關人員不得接觸、知悉、

傳達及公開討論，然戒護人員未落實保密作為，隨意將機敏

資料透漏予他人，影響當事人權益。 

2、未落實機敏資料之控管措施 

各矯正機關利用「對外連線單一窗口查詢系統」查詢收容人

前科資料，應遵守「法務部矯正署暨所屬矯正機關使用識別

碼及密碼查詢部內網路資料作業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經

核准後，由專責查詢人員查詢及作成紀錄，定期陳報首長核

閱情形，惟管理人員非因公務需要，擅自查詢部內網路資料，

並洩漏查詢結果，涉及行政及刑事責任。 

（三）興革建議 

1、加強宣導，建立保密觀念 

法務部建置之「對外連線單一窗口查詢系統」係供承辦人員

於公務處理時，查詢所需資料之入口環境，可應用於案件偵

辦、司法審判、犯罪調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案件、強制

執行等業務，以節省公文處理之相關人力、經費，大幅提升

公務執行效率。然而，行政效率與資訊安全乃一體兩面，為

確保職員透過網路線上即時服務取得之外部資料及個人資



12 
 

料，免遭不當使用或外洩，各機關宜加強宣導資安法規，提

醒承辦人注意公務機密維護作為，以確保公務資料庫資源之

妥善使用。 

2、積極查核，減少違失情事 

矯正機關為刑罰執行之處所，利用「對外連線單一窗口查詢

系統」查詢各類收容人基本資料，來辦理後續相關業務，已

屬各矯正機關之常態。在查詢需求普遍及查詢件數龐大之情

況下，為防止公務使用之機密或個人資料外洩，機關主兼辦

資訊人員應會同政風單位落實定期查核作業，確保查詢系統

之使用管理符合規定，所得資料之應用亦屬公務必要，以杜

弊端。      

                    
           
           安全維護宣導 
 

※案例一：住院收容人破壞戒具脫逃未遂※ 

（一）案情概述 

某監獄收容人甲為開放性肺結核病患，自新收入監即因病於

鄰近醫院之負壓病房住院。某日，收容人甲破壞聯鎖與病床

橫桿交接處後，開啟醫院走廊後方未上鎖之消防門，經由樓

梯前往一樓；此時，戒護人員發現收容人甲意圖脫逃，速至

一樓攔截，並即時請求警方協助逮捕，不久即於醫院急診室

旁擒獲該收容人，全案業經移送轄區地方檢察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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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因分析 

1、病房安全設施及通訊設備不足 

醫療院所之開放性病房，無法提供監所收容人外醫之專屬病

房及戒護用病床等安全設備（例如加裝鐵窗、鐵門及聯絡專

線），增加脫逃風險；此外，倘戒護人員需步出病房以電話

或無線電回報，極易形成戒護死角。 

2、戒護人員缺乏戒護經驗及警覺性 

戒護人員未能確實掌握收容人動態與立即發現異常情形，於

執勤或交接班時，亦未詳加檢查戒具是否適用，或施用戒具

後有無脫落、鬆動等現象，致生脫逃事件。 

（三）興革建議 

1、強化硬體設施，注意操作維護 

施用戒具應確實注意及隨時檢查，以防萬一，並應逐年汰換

老舊及不良戒具；另病房適時加裝鐵窗等防逃設施，並增設

查勤回報系統，加強監所與醫院間之通報聯繫，同時消除因

聯繫不易所生之戒護缺口。 

2、深化教育訓練，杜絕不良風紀 

收容人戒護外醫（住院）期間，應遴選經驗豐富、品性端正

之管理人員戒護，並經常調整勤務，避免發生勤務鬆懈、接

受家屬餽贈與招待或代收保管金等情事。另透過勤前教育、

常年教育等時機，灌輸戒護勤務要領及應遵守之勤務規定事

項，如遇案情複雜、另案或長刑期之收容人，更應提高警覺，

於外醫時確實掌握該收容人基本資料，加強戒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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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落實戒護管理，加強勤務查察 

收容人戒護外醫（住院）期間，應確實掌握收容人情緒及動

態，避免脫離戒護視線，並應於住院日誌簿上詳實記錄其病

情、療程及親友探視情形，遇有特殊狀況，隨時報告機關首

長；各矯正機關並應指派督勤人員每日不定時前往醫院查察，

戒護業務主管亦應指派副班或休班值班科員、中央台主任等

人員，每日利用備勤或休班時前往醫院查勤，以提高管理人

員之警覺性。 

 

※案例二：收容人不服管教集體攻擊工場主管※ 

（一）案情概述 

某監獄紙袋加工工場收容人甲因對該工場主管宣布需同時

開動用餐一事心生不滿，憤而至主管桌前翻桌並徒手攻擊主

任管理員丙，同房收容人乙見狀，竟持塑膠椅及白鐵製之發

藥推車藥盤輪番攻擊並砸向主任管理員丙；此時，洽逢戒護

科長巡視發現，立即進入工場制止，並呼叫警力支援，該兩

名施暴之收容人經支援警力制伏後，事故至此帄息。 

遭甲、乙二人持續攻擊之主任管理員丙送醫後，經腦部電腦

斷層檢查及醫師診斷，有腦震盪及出血現象，右手大拇指骨

折、鼻樑與嘴角挫傷、右後腰瘀青，且有暈眩、噁心症狀，

持續於加護病房觀察。該監除依規定對施暴之收容人甲、乙

辦理違規外，全案另經函送轄區地方檢察署偵辦。 

（二）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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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 

揆諸監所暴動之原因，諸如長期情緒抑制與偶發事故之刺激

相結合、行刑處遇及生活待遇引發不滿情緒、職員操守不佳

或管理鬆懈等。倘管理人員之警覺性不足，對收容人之不穩

定情緒或異常行為疏於注意及防範，便難以機先化解衝突，

避免事態擴大。 

2、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 

管理人員缺乏處理突發事故之經驗及技巧，在暴動、鬧房、

擾序等事件即將發生或發生時，無法迅速應變、即時疏處，

釀成重大事故，危害自身與機關安全。 

（三）興革建議 

1、隨時觀察囚情，避免成群結黨 

常保危機意識，留意囚情動態，對於收容人之配業，應注意

地緣、血緣等人際關係，並妥當分配其作業桌次及舍房，勿

將關係相近或涉入同一案件之收容人集中在同一場舍，以免

互通聲息，惹是生非。 

2、加強教育訓練，提升管理素質 

透過勤前教育、常年教育等時機，協助戒護人員充實專業知

識，建立正確管教觀念及精進管教方法，以化解收容人對戒

護人員的對立心理，促進囚情穩定，減少戒護事故發生。 

3、舉辦防暴演練，提高應變能力 

針對戒護事件或自然災害等危機情境，建立危機處理機制，

並定期進行模擬訓練，協助管理人員熟悉其在危機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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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的角色及應負的責任，以提高警覺性與反應力，同時

增加相關單位間的配合程度，俾有效處理突發事件。 

4、加強考核輔導，暢通申訴管道 

加強對收容人之溝通輔導工作，對於適應不良、重刑、有戒

斷症狀等特殊收容人，不僅限於書面記錄其行狀，亦應請教

誨師、輔導人員個別輔導，或請專業醫療人員到監治療；另

妥善處理收容人申訴個案，促進下情上達，有助於疏導積怨，

減少敵對態度。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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