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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月刊106年12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受贈財物與收受賄賂之區別？ 

答： 

（一）按賄賂係指公務員於其職務上之行為被他人之賄賂或

不正利益所買通，而雙方相互間有對價關係而言，若

他人所交付之財物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則該財物即

非賄賂而為一般餽贈。故賄賂與受贈財物之區別如

下： 

1.以他人有賄賂或不正利益之意思為前提。 

2.公務員之職務行為與賄賂或不正利益有一定對價關

係。 

（二）是否具有相當對價關係應視職務之行為內容、交付者

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的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

客觀情形加以審酌，如雙方具有對價關係，縱使假借

餽贈、酬謝或政治獻金等各種名義變相給付，均難謂

與職務無關，事前或事後給付，均構成賄賂。 

（三）受贈財物之違反為行政責任，收受賄賂則為刑事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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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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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請託關說者如為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時，應如何處理？ 

答：按公務員服務法第 3 條規定：「…長官監督範圍所 發

之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長官所發之命 令

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是公務員對直屬長官之命 令

具服從之義務；如屬官認為直屬長官命令有違法時， 應

先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7 規定，踐履報告義務；該管 

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 

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

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惟考量 

實務上恐發生公務人員已向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報告，

而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仍維持以「非書面方式」下達違

法命令時，公務人員可循本要點向政風機構登錄。再者，

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對屬官具同意調職、考（成）績等

權責，故屬官受渠等請託關說時，易受升遷及考（成）

績等壓力，對於請託關說事件內容有所保留，政風機構

應先審酌個案情形逕行登錄作業，循級彙報主管機關政

風機構慎重處理，免經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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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錢防制全民總動員※ 

資料發布日期:106/11/01 

主題一:支持洗錢防制措施篇 

(內容) 

謝震武： 

大家好，我是謝震武律師， 

民眾可能都以為「洗錢」不干我的事 

是電影裡的戲。 

但如果臺灣的洗錢防制工作做不好， 

變成了犯罪者的天堂， 

造成詐欺，貪污、吸金更加氾濫 

也會喪失國際競爭力，甚至影響貿易金流的通暢。 

 未來，請您支持洗錢防制措施。 

讓金流透明、給世界好評 

  

主題二:新南向境外公司篇 

(內容) 

大董：大律師，我要到東南亞做生意，要如何辦公司登記啊？ 

律師：大董，我來處理，提醒您，洗錢防制法新規定，需要

做客戶審查，若是銀行開戶或開 OBU 帳戶，金融機構也要審

查公司登記文件、存續證明、實質受益人等資料。 

大董：還好有你提醒，我們趕快辦理吧。 

請您支持洗錢防制措施，讓金流透明，給世界好評 

 

主題三:台灣買房購金置產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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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台商：董仔，我在外經商多年，還是想回台買房子，有甚麼

需要注意的嗎？ 

董仔：問我就對了，現在不動產、或是金銀珠寶買賣，都要

進行客戶審查。 

台商：客戶審查? 

董仔：代誌係安內啦！現在有些犯罪集團也會利用房地產和

珠寶洗錢，所以房屋仲介、銀樓都要做客戶審查，作紀錄！ 

台商：哇，加搞工！ 

董仔：安內對你與國家都有保障啦! 

  

請您支持洗錢防制措施，讓金流透明，給世界好評 

 

以上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提供 

資料來源：106年11月 法務部廉政署 

 

 

 

     ※替代役廉政宣導※ 

                      

    依法令從事公務之義務役士兵具公務員身分 

 

一、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2點之適用對象有無不

同? 

答：「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1款規範之對象，為「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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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

適用對象為「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關

服務人員」，依司法院院解字第3486號、釋字第92號、

第101號與第308號解釋及銓敘部75年9月8日75台銓華

參字第43193號函、86年5月9日86台法二字第1450605號

書函與92年6月20日部法一字第0922259031號令解釋意

旨，應包括服務於行政機關及公立學校之職員（含聘用

人員聘用條例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進用之聘僱人員）、公立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警

察、現役軍（士）官、依法令從事公務之義務役士兵、

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含受有俸給代表民股之董事或

監察人，惟不包括純勞工），以及擔任政府投資民營事

業機構且受有俸給之官股董事等。 

而本要點第 2點所規範對象為「各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

人員及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除涵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之適用對象外，尚包含代表

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其規範對象

範圍較廣。 

 

資料來源：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廉政教材  

 

               廉政小故事 

 

        ※監察御史的表率－鄭士元※ 

   鄭士元是明太祖時的六品監察御史，為官剛正廉潔，一

絲不茍，而明太祖就是最喜歡這樣的御史。鄭士元任期中，



6 
 

糾彈了不少貪官污吏，其中包括皇姪朱桓的重大集體貪污案

件。由於朱桓的父親對朱元璋曾有救命之恩，所以朱元璋想

免去他的死罪，但鄭士元據理力爭，並說：「朱桓已是累犯，

如果這次仍不殺他，那乾脆訂一條皇親國戚犯法，可以從寬

處理的法律。」朱元璋一聽七竅生煙，爰治他違逆死罪，孰

知鄭士元非但不怕，並準備昂首就義，連劊子手都為之動

容。後來太子朱標特別援引唐太宗納魏徵諫，與曹操寬待陳

琳的典故，來為鄭士元求情，朱元璋於是接受建議，並向鄭

士元說：「治家守規，治國依法，都不得徇一時之意。你雖

激言頂撞，但仔細思量，仍不失理，所以我已下令將朱桓處

死，以儆效尤…。 

    聽說你家境清寒，卻從不收賄賂；奸賊以死威脅，你卻

毫不畏懼，你為何能清貧不移志，威武不能屈？」鄭士元答

稱：「為官者，一言一行，都代表朝廷。官貪，百姓則罵國

邪；官清，百姓則讚國正。官不敢鎮邪，民心則無國。故微

臣不敢褻瀆職守，惟恐有負朝廷重託。」朱元璋一聽大悅，

說：「凡為官者，須剛正廉潔。清貧，士之常也；惟儉養德，

惟侈蕩心。侈則多欲，多欲則貪。違法枉道者，遲早要招禍

殃身…。朕以為，見金動心者，不可為吏；見善不揚者，不

可為官。鄭士元清廉正直，勇於諫言揚善，今調陞為湖廣按

察使司僉事，正五品。」後來鄭士元一直忙於公務，其妻罹

患重病來函，才得以回家探視，但家裡實在太窮，不但沒錢

給妻治病，甚至於妻死後，也無錢為之安葬，他的五個兒子

竟央求賣身葬母。最後還是同僚親友籌錢，才得以辦好後

事。出殯時，民眾夾道送葬，那時正下大雨，民眾竟沒一人

散去。  



7 
 

  

 

 

 

           ※消費者保護宣導※ 

   

※行政院消保處確認MOD套餐頻道回復後，消費者權 

益及補償措施※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MOD於本(7)月 1

日無預警縮減用戶頻道，影響 70餘萬用戶收視權益，經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於本月 17日第 3次

開會，確認中華電信回復 MOD套餐頻道後的各項細節及相關

補償措施。中華電信公司並承諾於 15 日內妥適處理申訴案

件。 

對於 MOD無預警縮減套餐用戶頻道乙事，中華電信雖回復各

套餐頻道，惟回復後的各項細節及相關補償仍有未明之處。

因此，行政院消保處於本月 17日第 3次邀請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下稱通傳會)、中華電信、台灣互動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灣互動)及地方消保官開會協商，並獲共識。對於

本次受影響之用戶中華電信及台灣互動提出處理條件如

下：(內容詳如附件) 

一、7月 1日至 31日止適用新優惠價(家庭豪華餐 145元、

家庭優質餐 90元、家庭超質餐 80元)；至於 8月 1日起收

視價格，尚有少數頻道商研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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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免收頻道套餐費 7天。 

三、若退訂套餐或退租 MOD，不收取違約金。 

四、於 7月 1日至 8月 31日期間增訂或改訂其他指定之家

庭套餐或年約包月節目，每戶贈送看片金 600元(每月 50

元、共贈送 12個月，每戶限一次。訂閱多組套餐或包月隨

選服務，無法累積贈送)。 

五、7月 1日至 7月 14日前加訂移出之台灣互動、友量、中

華超聯之單點頻道或黃金全餐者，加訂部分以實際訂閱天數

計價；若有改回豪華餐而退訂其他套餐，不收套餐違約金。 

另，藉由本次 MOD 無預警縮減頻道事件，行政院消保處也請

主管機關通傳會辦理下列事項，以保障消費者應有權益： 

一、全面檢討 MOD 相關制度及管控機制，避免類似頻道減縮

情事再度發生。 

二、檢視中華電信 MOD契約內容，修正不明確及違反平等互

惠原則之條款，例如契約到期繼續收看即視同續約等條款。 

三、督促中華電信與各頻道商提升節目品質，減少內容一再

重複播放之情形。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截至 17日為止，各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共受理 MOD套餐縮減頻道申訴案達 921件，已分別函送中

華電信處理，中華電信承諾於 15日內妥適處理爭議。行政

院消保處再次呼籲，消費者若有爭議，可向地方政府消保官

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www.cpc.gov.tw)進行線上

申訴，保障自身權益。 

日期：106-07-21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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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詐騙宣導 

 

※防騙第一部【假警察、檢察官辦案詐騙】※ 

詐騙電話關鍵字： 

醫院通知領藥、申請重病補助！  

銀行通知有人來領你的存款！  

警察通知你個人資料被冒用！  

檢察官說你是詐欺人頭戶！  

去超商收法院公文傳真！  

要將存款領出來監管帳戶！  

預防假檢警詐騙，請牢記「一聽、二掛、三查」！  

反詐騙小叮嚀：一聽！聽清楚這個電話說什麼？  

是否有以上關鍵字？  

二掛！聽完後，立刻掛斷這通電話  

不讓歹徒繼續操控你的情緒  

三查！快撥 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將剛才聽到的電話內容告訴 165  

    資料來源：2017/9/27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各機關常見採購案件洩密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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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機關常見採購案件洩密案例，行為態樣可歸納下列三

種類型： 

（一）機關辦理採購，對於廠商應保守秘密之投標文件交付

予其他廠商。 

（二）採購案件開標過程，開標主持人誤認投標廠商報價已

達於可決標狀況，於未決標前逕自公布底價。 

（三）採購案件開標過程，廠商報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

開標主持人宣布保留決標前，卻先行公布底價。 

二、 法令規定 

（一）違反法條 

1. 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招標文件公告前應予保密）規定：

「(第 1項)機關辦理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保密。

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徵求廠商提供參考資料者，不在此

限。(第 2項)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

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

競爭之相關資料。(第 3項)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

密，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予公開。但機關依實際需要，

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第 4項)機關對於廠商投標文件，

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 

2. 刑法第 132條規定：「(第 1項)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第 2項)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 1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0以下罰金。(第 3項)非公務員因職

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 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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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或交付之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0元以下

罰金。」 

3.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條第 7款規定：「洩漏應保守秘密

之採購資訊。」 

（二）自首及自白之法律效力 

審視採購案件洩密情事多屬機關同仁因一時失慮或為圖方

便，而致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之發生，謹臚列自首及自

白相關法律規定供參： 

1. 刑法第 62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

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2. 刑法第 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一、犯罪之動機、目的。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三、犯罪

之手段。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五、犯罪行為人之品

行。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

之關係。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

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 

3. 貪污治罪條例第 8條規定：「（第 1項）犯第 4條至第 6

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

刑。(第 2項)犯第 4條至第 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

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三、 洩密案例 

案例 1：洩漏應保密之廠商投標文件案 

【案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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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機關技正 A具有公務員身分，依政府採購法第 34條第 4

項規定，對於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保守秘密，竟利用其負責辦理工程類採購案件決標

後執行業務之機會，將案外人乙工程顧問公司所投標採購案

件時檢附服務建議書洩漏及交付予投標廠商負責人 B。技正

A所為涉犯刑法第 132條第 1項之公務員交付關於中華民國

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報請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處理情形】 

1、 公務員 A所犯刑法第 132條第 1 項之公務員交付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判處有期徒刑 6月。 

2、 案經機關決議公務員技正 A洩漏應保守秘密之廠商投標

文件，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核定申誡 2次。 

 

案例 2：機關辦理採購於決標前公布底價案 

【案情概述】 

甲機關辦理財務類採購案件，開標前指派甲機關副首長 A擔

任開標主持人，決標原則係採合格最低標低於底價決標，底

價經核定為新臺幣（下同）572萬元。 

副首長 A於機關開標室辦理採購案件之開標作業，僅有投標

廠商乙公司 1家參與，副首長 A於開標拆閱乙公司投標文件

後，知悉乙公司投標標價為 578 萬元，高於上開核定底價，

應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減價程序，且應注意依政府採購法

第 34條第 3項規定，底價應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予以保密，

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情事，竟疏未注意，當場宣布

乙公司得標，嗣發覺乙公司投標價格高於底價，遂請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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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減價後，以其底價承攬採購案，後自覺程序有誤，並向

甲機關政風單位自承程序疏失，並經向上陳報，始悉上情。 

【處理情形】 

1、 副首長 A公務員因刑法第 132條第 2項過失洩漏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判處有期徒刑 2月，緩刑 2

年。 

2、 案經機關決議副首長 A擔任採購案件開標主持人，於決

標前公布底價，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核定申誡 2次。 

案例 3：機關辦理採購於宣布保留決標前，先行公布底價案 

【案情概述】 

甲機關簡任處長 A於辦理勞務類採購案件之開標時，共有 5

家廠商進行價格標之開標程序，其中最低標廠商之報價低於

底價百分之八十，簡任處長 A本應依政府採購法第 58條規

定之程序辦理，惟簡任處長 A於依該規定宣布保留底價前，

卻疏於注意逕行公布底價，致誤洩漏底價予參標廠商代表人

知悉情事，顯有違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3項前段：「底價於

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規定 

【處理情形】 

1、 副首長 A因過失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

書，判處有期徒刑 6月，緩刑 2年。 

2、 案經機關決議簡任處長 A擔任採購案件開標主持人，於

宣布保留決標前，先行公布底價，違反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

定，核定申誡 2次。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2016-10-04金門縣政府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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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維護宣導 
 

106年 11月 28日下午 13時 52分，OO技訓所發生合作

社視同作業收容人於使用高壓清洗機清除地面油垢時，不慎

碰觸高壓清洗機延長線，遭 220伏特電壓電擊倒地，經緊急

戒送馬偕醫院台東分院，經急救無效。 

為避免類似意外情事發生，請相關科室加強宣導同仁注

意使用電器之安全，亦請戒護科轉知各戒護同仁要求各場舍

收容人注意使用電器、操作機具作業流程之安全。此宣導要

經常的做，不斷的做，在場舍登記簿能留下轉達週知紀錄備

查。 

 

資料來源：106年 11月 28日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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