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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月刊107年1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五、機關同仁結婚得否收受其他同仁（無上下隸屬關係）致

贈之禮金？ 

答：得收受。然禮金價額以不超過新臺幣 3,000元，或同一

年度同一來源受贈之財物不逾新臺幣 10,000 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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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請託關說登錄資料是否應全部對外公開？ 

答：請託關說登錄資料係屬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

得之文書，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 條所規範之政府資訊，

惟請託關說事件係為本人或他人針對特定事件所提出之請

求，不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10 款

所列舉之「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亦非屬於政府資訊公

開法第 6 條所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而應適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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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公開之政府資訊。又人民向政府機關申請提供請託關說資

料，政府機關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

第 9 款規定，個案判斷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此外，政

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

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

供之。」依本要點第 12 點規定，各機關應公開事項包括請

託關說事件登錄之統計類型、數量及違反本作業要點受懲戒

確定之人員姓名、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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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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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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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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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6年11月 法務部廉政署 

 

 

 

     ※替代役廉政宣導※ 

                      

    遇有請託關說，無法判斷是否有違法 

六、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無法判斷是否有違法或不當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該如何處理？ 

答：遇有請託關說，可能因專業不足或業務不熟悉，無法判

斷是否違法或有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於 3 日內

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單位，俾保護公務員自身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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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袖清風的于謙※ 

  明朝中葉以後，官場風氣逐漸敗壞。凡是外官欲入京述職

或朝覲者，均須準備地方土產或禮品給京中官員，以做為贄

見之物。而這些餽贈之物，則多是向百姓派徵而來的，致使

民眾不堪苦擾。但是明英宗時的于謙，則是一改這樣的作

風，不帶任何物品，有的只是灌滿衣袖的清風而已。所以當

時有彥云：「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閻閭說長短。」「兩袖清

風」這句成語就是這樣而來的。  

    講到于謙，他正是史上明英宗土木堡之變的功臣。後來

因政治立場關係而遭到抄家，籍沒之時，卻是「家無餘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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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他從未藉由權勢而圖利自己。  

 

 

 

           ※消費者保護宣導※ 

 

※數位時代下消費者 不可不知的網路交易風險 ※ 

 

數位科技時代，消費者追求消費便利的同時，對於網路

交易可能潛藏的消費風險，及如何預為掌握了解，實與消費

者權益之維護息息相關。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

消保處)本（106）年 12月 13日假集思交通部會議中心，舉

辦「2017數位時代之消費者保護研討會」。期許藉由中央與

地方相關政府機關、民間相關產業及團體代表等逾百人之參

與，不僅獲得新知，更能集結產官學等各界專業意見與經驗

交流，得以建構一個安全安心的數位消費環境。 

本次數位時代的消費者保護研討會針對 3個議題進行交流，

內容摘要如下： 

一、網路金融的發展與消費者保護： 

當網路交易逐漸取代實體店面交易時，行動支付等數位金融

服務也帶來重大變革。行動支付除了交易付款功能外，消費

者最期待的前三名服務，依序是「帳單繳費」、「轉帳服務」

與「消費拆帳」。但不論是資策會或是 Visa國際組織本年的

調查，都在在顯示，消費者最重視的是安全議題。所以，如

何提升消費者在行動支付時的個人資料保護及支付安全等

機制，益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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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個人資料保護及被遺忘權： 

數位時代下，網路交易提供業者龐大的消費者個人資料；而

在大數據夾帶的商業利益誘因下，業者無不竭盡所能的蒐

集、處理、運用所取得的個人資料，以壯大其產業競爭力。

但在大數據的時代，已去識別化的資料，是否就足以保障消

費者的個人資料？消費者隱私權的保障與業者資料價值的

開發，如何取得平衡？不僅是消費者保護的課題，傳統的個

人資料保護法也將面臨重大的挑戰，政府及企業經營者應扮

演好把關的角色。 

三、網路(包括跨境、社群)平台交易的消費者保護： 

近幾年網路交易衍生的消費爭議，不再限縮於國內網路平

台；更值得關注的是，在社群平台交易的新型態消費模式也

很普及，但具挑戰的是，跨境平台消費爭議的處理。因此，

隨時關注及瞭解國際間對於跨境消費爭議的防範措施與處

理機制，更顯迫切。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數位時代來臨，消費模式已有重大改

變，衍生的消費權益保護課題，更為複雜多元，政府機關更

需與時俱進，適時檢討修正消費者權益保障之機制及措施。

行政院消保處期許藉由產政學及消保團體等各界人士之參

與，共同為建構一個安全安心的數位消費環境目標而努力。    

 

日期：106-12-12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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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詐騙宣導 

 

※求職防詐九部曲-常見詐騙手法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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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騙第二部【購物個資外洩詐騙】  

 詐騙電話關鍵字：向您核對購買商品日期、金額！  

說您收商品時簽單錯誤！  

帳戶設定錯誤，變成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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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 12點後開始扣款！  

要去自動提款機取銷分期付款設定！  

  

自動提款機沒有取銷分期付款功能！  

預防購物個資外洩詐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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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騙第三部【網路購物詐騙】  

 詐騙關鍵字：開 msn，跳出交易平台，另談交易細節！  

商品已缺貨，要買要快！  

賣家在偏遠地區不便當面交易，只受理匯款！  

不信可先付一半訂金，貨到再付另一半！  

  

反詐騙小叮嚀：1.網路世界虛擬多變，請堅持面交商品。  

2.與市價相差太多商品，就要小心有詐。  

3.已買不到的商品如入場券，要考慮賣家的商品來源，為確

保交易安全，務必堅持當面交易，並可請售票系統商家，查

驗票卷真偽。  

4.避免私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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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騙第四部【網路援交詐騙】  

 詐騙關鍵字：女網友主動邀約見面！  

見面前要去自動提款機！  

以自動提款機匯援交費！  

要辨識身分（非軍人或警察在釣魚）！  

自動提款機操作錯誤！  

黑道分子恐嚇要配合更正錯誤！  

  

反詐騙小叮嚀：1.網友相約見面前，要求操作自動提款機就

是詐騙！  

2.自動提款機沒有身分辨識功能！  

3.一旦發現自動提款機操作出錯，  

或遇到恐嚇，  

應立刻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報案。  

   

防騙第五部【求職詐騙】  

詐騙關鍵字：網路或報紙刊登徵人廣告！  

廣告只刊登行動電話！  

電話中要求至車站、超商等公共場所面試！  

要求交出金融卡或到自動提款機辦理薪資入帳！  

要求先付保證金或置裝費！  

要求申辦行動電話！  

反詐騙小叮嚀：1.歹徒經常以求職廣告騙取提款卡或存摺，

或騙取求職者資料辦理行動電話門號，求職者勿交出重要個

人資料，以免成為詐騙人頭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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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查明公司營運、資本實際狀況下，勿輕易投資。  

3.拒絕刷卡買產品衝業績的工作要求。  

4.未正式工作前，不要操作自動提款機，辦理薪資入帳設定，

這也是常見詐騙陷阱。  

   

防騙第六部【中獎、投資詐騙】  

詐騙關鍵字：  

【電話詐騙】公司舉辦抽獎活動，要您到場共襄盛舉！  

恭喜您已中獎！  

提供海外銀行電話可查證獎金已入帳！  

要交入會費、所得稅，才能領回獎金！  

【網路詐騙】網友在海外是六合彩、賽馬會、投資顧問公司

職員！提供投資機會！  

電話通知您已獲利，快去匯款贖回獲利！  

海關查獲地下匯兌，要付關說費！  

  

反詐騙小叮嚀：1中獎電話、公司地點、匯款銀行都在國外，

查證不易，勿輕易匯款。  

2.165反詐騙專線數位資料庫，可協助查詢冒名詐騙公司名

稱。  

   

防騙第七部【家戶拜訪詐騙】  

詐騙關鍵字：自稱是台電、瓦斯公司檢查管線！  

要更換水電、瓦斯管線並收費！  

自稱是退輔會，關懷榮民訪問！  

自稱是社會局，老人居家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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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申請生活津貼！  

自稱是黨部，請求支持競選人！  

可領選舉後謝金！  

要拿出存摺並告知密碼！  

  

預防家戶拜訪詐騙，請牢記「一關、二問、三查」！  

  

反詐騙小叮嚀：一關！將大門關上，以防歹徒侵入家中。  

二問！隔著門問來者姓名、單位、何事來訪。  

三查！快撥 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可查明來者身分以及到訪是否屬實。  

   

防騙第八部【假親友詐騙】  

詐騙關鍵字：自稱是您的親人（兒女、兄弟、叔伯、姐妹）！  

自稱是同事、同學、軍中弟兄！  

先問候話家常！  

再藉口處理緊急狀況，或正在醫院向你借錢！  

  

反詐騙小叮嚀：1.歹徒會以各種手段取得個人資料，再假冒

親友熟人借錢。  

2.接到親友來電，並提出借錢要求，且不斷來電表示非常緊

急，請以現在不方便接聽電話，先掛斷這通電話。  

3.找出自己的通訊錄，主動撥打親友電話號碼，並查證是否

需要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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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騙第九部【重要證件不離身】  

 為獲得詐騙洗錢帳戶，歹徒經常以求職、貸款、假檢警、

援交等詐騙，騙取您的身分證、存摺、提款卡或電話，您可

能一時疏忽，或警覺性不夠，不但被騙錢，還可能面臨涉嫌

詐欺、洗錢犯罪的司法調查。提醒您！重要證件不離身，一

旦遭騙、失竊、遺失，應立刻辦理掛失。  

  

為保護您的權益，重要證件掛失您可以這樣做：  

1.身分證：  

（1）到派出所：警察機關以受理遺失物方式，開立行政二

聯單  

（2）上班時間親自或以電話向戶政事務所掛失並申請補發  

（3）網路掛失（下班時間）以自然人憑證，向戶役政系統

網站掛失登記。  

2.手機：撥打所屬電信公司客服專線申請停用。  

3.現金卡、金融卡、信用卡或存摺：撥打所屬金融機構客服

專線申請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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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發洩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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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摘要】 

     甲係某機關職員，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其自

民國 90年 2月間起，擔任該機關收發文工作。民國 90 年 11

月 11日，因收到不詳姓名人信件，檢舉乙經營之小鋼珠遊

藝場，從事賭博行為，明知信件內容係應保守之秘密，因接

到其友人丙打電話刺探，竟洩漏謂：「檢舉的信是寄給某主

任的，我送上去了，無法拷貝給你…檢舉信是寫賭很大，一

次都十萬元，警察都不抓。…你們自己要有一個技巧，要不

然改到別處換。如檢舉再進來，指名的我沒辦法，如普通由

這邊進來，不用再講話，一句話而已，但你要靜靜的…。」

等語。嗣後乙經由丙處得知上情，乃將賭博地點變更至他處，

繼續經營。本案經由該機關查悉後，移送地檢署偵辦。甲被

依刑法第 132條第 1項之罪「公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

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起訴，並經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10

個月。 

【結語】 

    甲負責收發文工作，卻不知保密。擅將檢舉信內容任意

告知他人，致遭被檢舉人知悉，因而觸犯刑法第 132條第 1

項洩密罪，實屬不智，並因而失去其職務，此一經驗教訓，

實足為吾等公務人員引以為鑑。 

資料來源: 106/11/02法務部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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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維護宣導 
 
碰觸帶電電線發生感電死亡職業災害案例 

 

災害發生經過 

據○○公司總經理吳○○及相關人員稱述：災害發生於

94年 5月 26日 15時 18分許，因距該公司廠房入口約 8公

尺處之固定式起重機故障無法操作，勞工王○○將伸縮式鋁

製移動梯斜靠在該座固定式起重機桁架上，並爬上鋁梯進行

電氣線路檢修，當時吳○○聽到「砰」一聲，抬頭一看發現

王○○已跌落地面，腳部被倒下之鋁梯壓住，頭部在該座起

重機下方地面鐵板角落旁，並未穿戴絕緣手套，左後腦耳後

有在流血且無意識、全身癱軟、眼睛半開，經員工通報吳○

○打 119連絡救護車，等候 5分鐘救護車仍未抵達，此時約

15時 25分，吳○○偕同勞工林○○幫忙將王○○抬上轎車

並載往奇美醫院柳營分院急救（到院時約 15時 38分）惟仍

不治。 

災害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接觸固定式起重機 220V帶電電線致感電死 

    亡 

(二)間接原因：不安全狀況 

 １、從事低壓電路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未使作業勞 

      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２、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未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 

      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３、使用之移動梯未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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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原因： 

 １、未對勞工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２、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災害防止對策 

(一) 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 

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或

其他類似之器具。 

(二) 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 

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 

(三) 使用鋁製移動梯作業時，應採取防止滑溜或轉動之必 

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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