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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月刊 104年 2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使所屬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自持、公

正無私及依法行政，並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務員：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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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

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三）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三千元者。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

元為限。 

（四）公務禮儀：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

推動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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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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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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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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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屬公務禮儀。 

（二）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三）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

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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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前點但書規定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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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 

（二）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

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

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各機關（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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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列情形推定為公務員之受贈財物： 

（一）以公務員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者。 

（二）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公務員本人或前款之人者。 

七、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有下列情形

之ㄧ者，不在此限： 

（一）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二）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3 

（三）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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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

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八、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外，不

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 

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 

九、公務員於視察、調查、出差或參加會議等活動時，不得在茶點及執

行公務確有必要之簡便食宿、交通以外接受相關機關（構）飲宴或

其他應酬活動。 

十、公務員遇有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應簽報長官核准並

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 

十一、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三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

構。 

十二、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或

其他涉及廉政倫理事件之知會或通知後，應即登錄建檔。 

十三、公務員除依法令規定外，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業務。 

十四、公務員出席演講、座談、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支領鐘點費

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千元。 

公務員參加前項活動，另有支領稿費者，每千字不得超過新臺幣

二千元。 

公務員參加第一項活動，如屬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籌辦或邀請，

應先簽報其長官核准及知會政風機構登錄後始得前往。 

十五、本規範所定應知會政風機構並簽報其長官之規定，於機關（構）

首長，應逕行通知政風機構。 

十六、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邀集或參與合會、擔任財物或身分

之保證人。如確有必要者，應知會政風機構。 

機關（構）首長及單位主管應加強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發現

有財務異常、生活違常者，應立即反應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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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應指派專人，負責本規範之解釋、個案

說明及提供其他廉政倫理諮詢服務。受理諮詢業務，如有疑義得

送請上一級政風機構處理。 

前項所稱上一級政風機構，指受理諮詢機關（構）直屬之上一級

機關政風機構，其無上級機關者，由該機關（構）執行本規範所

規定上級機關之職權。 

前項所稱無上級機關者，指本院所屬各一級機關。 

十八、本規範所定應由政風機構處理之事項，於未設政風機構者，由兼

辦政風業務人員或其首長指定之人員處理。 

十九、公務員違反本規範經查證屬實者，依相關規定懲處；其涉及刑事

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二十、各機關(構)得視需要，對本規範所定之各項標準及其他廉政倫理

事項，訂定更嚴格之規範。 

二十一、本院以外其他中央及地方機關（構），得準用本規範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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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3點

所規範之「請託關說」與民意代表「為民服務」，如何區分？ 

答： 

(一)民意代表依其職權行使職務，轉達民眾陳情、請願及建議等事項，

屬選民服務。依本要點第 4點第 2款規定，此種依法令規定程序及

方式進行的陳情、請願等表達意見的行為，循行政程序法、請願法

等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要點。公務員受理民意代表轉達選民服務事

項，應依相關受理陳情、請願等法令規定處理，不適用本要點規定。 

(二)公務員對於民意代表轉達選民服務事項，如有違反前述規範之虞者，

亦應明確告知相關法令依據，讓民意代表充分瞭解；如仍執意要求，

而有違法之虞者，公務員自應依本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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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故事 

※著「反貪倡廉」論的茹太素※  

茹太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刑部主事，每上奏章動則七八千字，且語意艱

澀，隱晦暗喻又多，每次朱元璋一看到他的長篇大論的奏章，就顯得很

不耐煩。某次，茹太素又上奏章了，朱元璋懶得看，就叫中書郎王敏唸

給他聽，當王敏一唸到題目是「反貪倡廉」論時，朱元璋眼睛一亮，直

說：「好！趕快唸」。當唸到第六千三百字時，朱元璋火大了，說：「這

到底是什麼狗屁文章，咬文嚼字，而且沒有重點，如此戲弄朕，豈可輕

饒，去把他叫來，我要好好修理他…。」當茹太素到來後，朱元璋即數

落他：「你無聊造此濫文，不知所云，既浪費紙墨，也浪費朕的時間，

如果官員都像你這樣不著邊際的奓談肅貪倡廉，政風何時才能清明…。」

不說二話，就把茹太素痛打五十大板。第二天晚上，朱元璋還是好奇的

叫王敏把接下來的文章唸來聽，王敏邊讀邊看著朱元璋，深怕他又光火

起來。當唸到「夫人無廉恥，不可以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也。

法能殺人，不能使人守廉；能刑貪者，不能使人知恥。故聖王在上，明

好惡以示之，經非義以導之，親賢廉而進之，賤貪婪而退之…。」時，

朱元璋跳起來問王敏總共唸多少字了，王敏答約一萬六千字左右，於是

大罵：「都是些不痛不癢的廢話，這個老傢伙，恨不得再打他一頓…。」

這時太子朱標在旁說，還剩五百字，請父皇聽完再說…。最後是茹太素

建議的五件事：「1.所有官員每年都要向上司陳報自家的財產；2.各地

按察使三年交換一次；3.各布政使司、府、州、縣的財政官員，每三年

交換一次；4.官員家中有人從商者，不得做主官和主管財政的官吏；5.

明訂嚴刑峻法，從嚴規範言行，使奸貪者無由而生。」朱元璋聽完後，

說：「這還差不多，前四條趕快交給各部辦理，至於第五條則不行，制

法太嚴恐傷民，過與不及都不好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後來朱元

璋特別把茹太素找來，跟他道歉一番，並將打他的這件事始末，向全國

公布，同時明令褒揚他。 

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知道，朱元璋的確是一個賞罰分明，並重視吏治的



 6 

好皇帝。相信，只要主政者，決心澄清吏治，並採用好的法令制度，則

政風工作必能達事半功倍之效。 

   

  消費者保護宣導 

※不安全產品報你知，輕鬆查詢免煩惱※ 

售產品百百款，消費者可能有不知該如何查詢產品是否安全？或者

不知向哪個機關查詢之困擾呢？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

處）特於本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www.cpc.ey.gov.tw/ ）「消

費資訊」項下設立「不安全產品資訊」專區平台，以超連結之方式整合

交通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行政院衛生署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機關

所發布之產品召回回收、瑕疵訊息，提供消費者簡約便捷的查詢方式，

試行 3個月後，倘廣受消費者使用，行政院消保處將研議推動建置 APP

應用程式之可行性。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政府機關對於不安全產品之召回回收、瑕疵資

訊散見於主管網站中，以致消費者欲瞭解相關資訊時需至不同機關之網

站中查詢，甚為耗時且不便利。因此行政院消保處協調並整合相關部會

之產品召回回收、瑕疵資訊，建置「不安全產品資訊」專區平台，讓消

費者輕鬆查詢各機關即時召回回收或瑕疵之資訊。 

    專區內提供的資訊可分為「召回或回收產品」及「瑕疵產品」兩類

別；「召回或回收產品」項下又可細分為車輛、商品、食品、藥品、化

粧品及環境用藥等 6大類，而「瑕疵產品」項下則分為商品、食品、藥

品及化粧品等 4 大類，計結合 4 機關 10 大類別之不安全產品訊息（如

附表）。專區內容每日即時更新，消費者可藉由此平台連結至相關機關

網頁。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不安全產品資訊專區操作方便，資訊又即時，

歡迎各界廣泛運用；試行 3個月如成效良好，將做為是否開發 APP應用

程式之參考。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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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務務機機密密宣宣導導  

    ※全資訊安全的四項提「防」※ 

  清流月刊 102年 5月份蔣衡 

隨著電腦應用的普及和網際網路的急遽發展，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

活模式，也帶來令人憂慮的資訊安全問題。因此，建立完善的資訊安全

防護措施已是當務之急，唯有在安全無慮的前提下享用網路資訊帶來的

便利，才是面對科技發展的正確態度。 

  資訊安全的種類可分為三個面向：一、硬體的安全，包含對於硬體

環境的掌握以及設備管理；二、軟體的安全，包含資料軟體安全和通訊

管道的安全性；三、個資的安全，包含個人資料保密，隱私性等。 

 如何做到上述資訊安全的保護措施呢？首先我們要了解影響資訊

安全的因素，包括：未經授權侵入使用者帳戶，進行竊取或是更動系統

設定；資料在傳輸過程中被擷取，或被變更內容；透過感染電腦病毒與

傳播惡意程式。諸如此類的資訊安全問題層出不窮，且手法日新月異，

然而注意下面幾點防護措施，可在面對大部分的狀況時，具備基礎的防

護手段。  

 一、防毒：當一隻病毒被製造出來之後，開始於電腦與網路設備中擴

散，透過網絡無遠弗屆的傳遞，變成所有電腦使用者的夢魘，隨

之而來的系統崩潰甚至硬體損壞，將損毀寶貴的資料。使用者防

治的積極手段就是安裝來源合法的防毒軟體，並且定時更新病毒

碼，以保持作業系統處於健全的防護程度。 

 二、防駭：隨著社群網絡和各式資訊系統的應用，駭客由開始時半開

玩笑地更動系統設定，演變到後來的蓄意破壞、資料竊取，也因

此發展出了各式的系統安全通行證，包含使用者密碼、身分驗證、

通訊鎖、晶片卡等設置，普遍使用於各層面。除了定期變更驗證

方式以及使用多種防護作為外，也需隨時保持資安的警覺性。 

 三、防治天災：這是容易忽略的一個項目，電腦硬體從來就屬於耗損

型的設備，隨著時間、溫度、濕度、跳電等，甚至震動都可能導

致硬體的受損；因此使用者應該以嚴肅的態度準備更完整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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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例如定期更新易耗損的硬體設備，備份重要資料，以及安

裝備用電源，預防斷電造成的資料損失等。 

 四、資料防竊：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流行，現在低頭族已成為一種社會

現象。而資訊的氾濫成為眾多使用者頭痛的問題，許多不同的應

用程式都會記錄使用者的個人資訊，但設計這些應用程式的公司

是否確實做好保護我們的個人資料？值得存疑！許多應用程式

的分享與協同編輯功能權限設置不明，更是成為資料安全上的一

大隱憂。因此，我們對於自身的資料處理應該抱著更謹慎的態度，

切勿在網路上分享或是儲放機密資料。  

  我們若能認真地思考資安問題，完善規劃這些資訊系統與網路

設備，定期保養與維護個人資安，便可長保資料的可用性及可靠性了。 

 

安安全全維維護護  

※財物切莫放置機車座墊內※ 

台中梧棲發生歹徒撬開機車座位，輕鬆偷走大筆現金案件，1 名女

會計從銀行領出員工薪水 26 萬，直接放進包包再放進機車坐墊下面的

置物箱，她以為皮包沒帶在手上，不會被搶，比較安全，誰知道她停車

到菜市場買東西時，1 名中年男子尾隨過來，徒手一扳就打開坐墊，不

到 20秒拿走 26萬，女會計出來看到機車坐墊被撬開，包包不見了，急

得快哭出來。 

女會計行騎著機車來到市場前，她停好摩托車，走進菜市場，絲毫

不知道自己已經被盯上，後方身穿黑衣黑褲，頭戴安全帽的中年男子，

把機車停在後面，邊走邊套上手套，走到機車旁，徒手用力扳開機車坐

墊，不到 20秒，手伸進坐墊，拿出皮包立刻逃跑。 

當事人林小姐：「我就進去 2 分鐘的時間就被偷了，調監視器才知

道，他一直跟蹤在我後面。」 

女會計走出市場，發現皮包被偷了，急得都快哭出來了，因為裡頭

是她剛從銀行領出來的 26 萬現金，全部都是公司要發給員工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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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月薪 2萬，如果要賠錢，幾乎就是她一整年的薪水全沒了。 

林小姐：「真的很難過、很傷心，已經難過到快死掉了，這 26萬我

到底要怎麼賠，那個小偷真的很過分。」 

女會計一時粗心大意，大量現金就擺在機車裡，不知道自己被歹徒

盯上，再看一次監視器畫面，嫌犯沒有用任何工具，徒手就把機車座墊

扳開，提醒民眾，那怕是短短 1分鐘，貴重的東西擺在機車裡，就會像

這樣，扳開，手一伸，立刻被偷光。 

轉載自 TVBS – 2012年 12月 5日

 

反反詐詐騙騙宣宣導導  

※ 簡訊傳「懷念以前日子」附連結 誤點下載 app被詐千元※ 

小心！陌生的簡訊不要點！最近有網友收到簡訊，寫著「看著這些照片，好懷

念以前的日子喔」，並附上網址連結，因開頭指名道姓，不少人誤以為是多年不見

的朋友點開連結，依照指示下載.apk的 app軟體，直到收到電信公司小額付款的通

知才知被騙近千元。 

除了「看著這些照片，好懷念以前的日子喔」，有網友還收到「這是我和表妹

的照片，好想再去玩一次」、「我前幾天去宜蘭，拍了好多照片，都在相簿裏」、

「這是上次聚餐的照片，你不在好可惜喔」等不同用詞的簡訊，但相同的是最後都

附上一串網址連結，誤點立刻成為 app惡意程式的冤大頭。 

警方表示，這類簡訊詐騙手法，多利用沒有上架的 app軟體，只要誤點手機就

會被植入病毒，因伺服器多在國外，警方追查困難，提醒民眾切勿勾選手機「設定」

安全性選項中「未知的來源」，這樣一來，系統就不允許安裝沒有上架的 app軟體，

避免受騙上當。 

                                                      摘錄 ETtoday社會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 

 
※火車誤點   

有人匆匆忙忙上了一輛計程車說：「快！快！快！載我到火車站，我要趕上五

點十分的火車。」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025/286456.htm#ixzz2ihYZTZL3


 10 

計程車司機：「來不及啦！火車已經開走了，現在都五點十五分了。」 

那人：「來得及啦！火車誤點。」 

計程車司機：「你怎麼知道？」 

那人：「我是那班火車的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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