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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月刊 107年 5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機關同仁甲出國旅遊，回國上班後致贈辦公室長官及其

他同仁當地名產（紀念品）各一包，長官及同仁可以收受嗎? 

答：長官、同仁得收受之。長官與甲有職務上利害關係，當

地名產（紀念品）市價在新臺幣500元以下，得收受之。其

他同仁與甲並無職務上利害關係，市價在新臺幣3,000元（正

常社交禮俗）以內之贈品，得收受之。 

二、 民間團體於補助款核准後為表達感謝致贈禮品可否收

受？ 

答：非偶發不可收受，否則有可能造成對價關係。公務員應

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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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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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作業要點」問答輯 

 

業者或民意代表針對採購規格之訂定或員工升遷等問題，加

以詢問、關心（切）、建議、推薦或為其他要求時，應如何

處理？ 

答：關心係表達注意、關懷之情。關切係單純反映民意，二

者均非關說。關說有疏通之意，會造成公務員之壓力。例如

業者或民意代表對「特定」公務員的人事升遷調動或標案採

購規格之訂定或修改，若對於「特定之公務員或業務之具體

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有所影響，應於 3 日內簽報其

長官並知會政風單位。 

 

 

 

     ※替代役廉政宣導※ 
                      

         夾帶違禁物品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調查法務部矯正署○○監獄替代役男違背職

務收受受刑人賄賂，發現王○○、林○○、石○○等人，係

利用職務上協助管理受刑人因而有較多接觸之機會，與受刑

人達成合意，由受刑人託人匯款至替代役男提供之帳戶，再

由替代役男夾帶違禁物品入監並交付受刑人，全案經廉政署

調查後，移送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案經○○地檢署檢察官於 103 年 3 月 7 日偵結，認王○

○、林○○、石○○分別收受新臺幣 1 萬 8,500 元、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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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 2 萬 700 元之賄賂，並對王○○等 12 名人員觸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及第 

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行為，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 106 年替代役廉政宣導教材  

 

             廉政小故事 
 

  ※諸葛亮曰：「賞於無功者，離。」※ 
 
     諸葛亮輔佐劉後主時，可謂是亦父亦師、鞠躬盡瘁。除

經常教他人主之道外，也告訴他如何識才和察納雅言。在「前

出師表」中，諸葛亮就舉世了像費禕、董允、向寵等賢臣良

將。但劉後主非但不受教，還反其道而行；除耽於玩樂外，

甚至一味提拔其身邊的佞臣。某次諸葛亮出征回朝時，竟發

現後主提拔了一票無功無才的小人，於是便告誡後主說：「你

提拔這些沒有功勞之人，如何對得起像趙雲、陽群、馬玉等

這些曾立功於戰場之將官；真是賞於無功者，離譜啊！」  

    同樣的，宋高宗時太醫王繼先，經常看好皇帝的病，宋

高宗於是決定提拔他的女婿當官，但「給事中」王居正卻將

聖旨退回，嗣宋高宗很不悅地要宰相告訴王居正依旨而行。

後來王居正求見皇帝陳曰：「王繼先醫療有功，除了是盡自

己的本份工作外，皇上賞賜他的財物也已經夠多了，至於再

憑添給一個無功勞者之官職，恐怕就很不妥當了，萬望陛下

勿開此門路…。」宋高宗聽後點點頭並收回成命。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綜覈名實、信賞必罰的考〈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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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才能真正拔擢賢才。否則，靠「走後門」或巴結逢迎

而升官的人，將來即使不是個貪官污吏，也難保會是個好官。  

 

 

 

           消費者保護宣導 
 

※勿聽信偏方或服用來源不明藥品，健康有

保障(衛福部中醫藥司)※ 
 

資料來源：107-04-30    消費者保護處  

 

   有關媒體報導資深藝人脫線因聽信偏方服用草藥險

造成腎衰竭一事，衞生福利部呼籲民眾，對於民間口耳

相傳草藥可治病，由於草藥成分複雜且安全性未經證

實，若隨意服用將危害自身健康，生病應至醫療機構接

受診療，依醫囑服藥，健康才有保障。查馬兜鈴酸係存

在於馬兜鈴科植物中，1993 年比利時研究發現長期使

用易引發腎病變。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本部早於 2003

年 11 月 4 日即依據藥事法第 48 條及第 76 條規定，將

含馬兜鈴酸之廣防己、青木香、關木通、馬兜鈴、天仙

藤等五種中藥材及其製劑公告禁用，並註銷其藥品許可

證。 

目前國內的中藥廠已全面實施 GMP 制度，臺灣的中藥製

劑皆經政府嚴格審查把關，領有衞生福利部核發之藥品

許可證，才可上市販售，市售合法中藥製劑與中藥材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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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檢出馬兜鈴酸，民眾可安心服用。 

衛生福利部提醒民眾，為維護自身及家人用藥安全，生

病應至醫療機構接受診治，勿聽信偏方或誇大不實廣

告、服用來源不明的藥品或未有療效證據之草藥，以免

延誤就醫、導致病情惡化。民眾看病應找(中)醫師，使

用中藥材也應向中藥販賣業者購買，才能保障用藥安

全。請謹記「停、看、聽、選、用」原則，停-停止不

當看病、購藥及用藥行為；看-看病請找中醫師診治；

聽-聽專業醫師、藥師說明；選-選購安全、有效中藥；

用-用中藥時應遵醫囑。 

 

 

                 

               反詐騙宣導 

  ※千萬別和這些 LINE ID做朋友！※ 

資料來源: 2016-04-30   內政部刑事警察局 165 全民防騙

超連結 

 

還在加陌生人的 LINE ID私訊購物嗎？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

告訴你，千萬別和哪些 LINE ID做朋友或買東西！  

你根據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自今（106）年 10月到上

週（12月 10日）已經有 956位民眾遭 65組 LINE ID詐騙，

每件財損金額介 

於新臺幣 5千元至 3萬元不等，究竟這些歹徒是如何透過

LINE進行詐騙的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https://www.165.gov.tw/News/Details/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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歹徒首先透過盜用民眾的臉書帳號，然後透過盜用的臉書帳

號張貼「朋友的通訊行新開幕，熱門 iPhone 手機活動價限

量優惠中，詳情請加 LINE：a09XXX」，許多民眾看見是從朋

友的臉書張貼出來的訊息，都不疑有他，馬上加入那位「陌

生人（歹徒）」的 LINE，互加好友後歹徒就會告訴民眾手機

是限時優惠，如果不先匯款，就要將機會讓給下一位幸運兒，

許多民眾深怕跟千載難逢的機會擦身而過，都會立即匯款，

而民眾將匯款明細拍給歹徒後，歹徒還會很好心的告知將立

即出貨，然而，滿心期待的民眾過了幾天後卻仍然苦等不到

商品，再次透過 LINE回撥或詢問，才發現歹徒不讀不回，

早已將這位「好友」給封鎖了。 

刑事警察局自 10月初發現這種詐騙手法後，已持續彙整相

關的 LINE ID 函文給 LINE公司，期和 LINE公司朝共同防制

詐騙犯罪的方向一起努力，而 LINE 公司也十分重視此類詐

騙案件，希望提供使用者更安心的聊天空間。 

為避免更多民眾上當受騙，刑事警察局自即日起將於 165 官

網、165 反詐騙 APP、165 臉書粉絲專頁及 165LINE反詐騙宣

導群組公布 65組「千萬別加好友」的詐騙 LINE ID，並每日

進行更新，讓民眾能夠即時掌握哪些 LINE ID 就是詐騙販賣

手機帳號，如民眾發現假藉販賣手機手法的詐騙 LINE ID，

亦請儘速向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反映刑事警察局在此呼籲各

位民眾，看見臉書好友張貼熱門手機活動優惠價，千萬別急

著加入上面的 LINE ID，務必提高警覺進行查證，同時查看

該帳號是不是就在所公布的詐騙帳號之中。再次提醒，網路

購物應避免在通訊軟體上進行交易，應選擇有完整客服機制

的店家，才能保障民眾購物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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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組詐騙 LINE ID 將公布在下列管道，歡迎進行查詢。 

165官網： https://www.165.gov.tw/ 

165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165bear/ 

165  APP： http://www.cib.gov.tw/Home/QRCode/ 

165 LINE： @tw165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CI 防護 SOP」漫畫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 107 年 3月號清流月刊 

 

https://www.165.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165bear/
http://www.cib.gov.tw/Home/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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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 
 

危險化學品發生火災的類型及撲救方法 

資料時間：2015/08/24 來源：能源網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EaMLNG.html 

 

化學物質品種繁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危險化學品，分別

具有不同程度的燃燒、爆炸、腐蝕和放射性等危險特性。危

險化學品發生火災事故，如果滅火方法不當，措施不得力就

有可能使火災擴大，甚至導致爆炸、中毒事故發生，造成巨

大財產損失和人身傷亡。因此，從事化工生產的廣大職工和

消防人員，必須掌握這些物質的理化性質，學會正確的滅火

方法。 

易燃和可燃液體火災撲救 

液體火災特別是易燃液體火災發展迅速而猛烈，有時甚至會

發生爆炸。這類物品發生的火災主要根據它們的比重大小，

能否溶於水等性質來確定滅火方法。 

一般來說，對比水輕(比重小於 1)又不溶於水的易燃和可燃

液體，如苯、甲苯、汽油、煤油、輕柴油等的火災，可用泡

沫或乾粉撲救。初始起火時，燃燒面積不大或燃燒物不多時，

也可用二氧化碳滅火劑撲救。但不能用水撲救，因為當用水

https://read01.com/archive/20150824/
https://read01.com/EaML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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撲救時，易燃可燃液體比水輕，會浮在水面上隨水流淌而擴

大火災。如梅山冶金公司焦化廠，由於工人操作不當，致使

2t多苯從下水道流入長江，在江面上擴散面積很大。適逢掛

有 5條木船的「海電 1號」輪船停靠在江邊避風，一船員將

未燃盡的火紫丟入江中，遇苯起火，燒壞船隻。 

比水重(比重大於 1)而不溶於水的液體，如二硫化碳、萘、

蒽等著火時，可用水撲救，但覆蓋在液體表面的水層必須有

一定厚度，方能壓住火焰。但是，被壓在水下面的液體溫度

都比較高，現場消防人員應注意不要燙傷。如某廠萘著火用

水撲救，大量高溫萘(最低溫度 80℃以上)被壓在水下面，多

人在滅火過程中被水下面的高溫萘燙傷。 

能溶於水的液體，如甲醇、乙醇等醇類，醋酸乙酯、醋酸丁

酯等酯類，丙酮、丁酮等酮類發生火災時，應用霧狀水或抗

溶性泡沫、乾粉等來滅火劑撲救。在火災初期或燃燒物不多

時，也可用二氧化碳撲救。如使用化學泡沫滅火時，泡沫強

度必須比撲救不溶於水的易燃液體大 3-5倍。 

敞口容器內易燃可燃液體著火，不能用砂土撲救。因為砂土

非但不能覆蓋液體表面，反而會沉積於容器底部，造成液位

上升以致溢出，使火災蔓延。 

易燃固體火災撲救 

易燃固體燃點較低，受熱、衝擊、摩擦或與氧化劑接觸能引

起急劇及連續的燃燒或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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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燃固體發生火災時，一般都能用水、砂土、石棉毯、泡沫、

二氧化碳、乾粉等滅火劑材撲救，但，鋁粉、鎂粉等著火不

能用水和泡沫滅火劑撲救。另外，粉狀固體著火時，不能用

滅火劑直接強烈衝擊以避免粉塵被衝散，在空氣中形成爆炸

性混合物引發爆炸。 

磷的化合物、硝基化合物和硫磺等易燃固體著火燃燒時產生

有毒和刺激氣體，撲救時人要站在上風向，以防中毒。 

遇水燃燒物品火災撲救 

此類物品共同特點是遇水後，能發生劇烈的化學反應產生可

燃性氣體，同時放出熱量，以致引起燃燒爆炸。遇水燃燒物

品火災應用干砂土、乾粉等撲救，滅火時嚴禁用水、酸、鹼

滅火劑和泡沫滅火劑撲救。 

遇水燃燒物中，如鋰、鈉、鉀、銣、銫、鍶等，由於化學性

質十分活潑，能奪取二氧化碳中的氧而引起化學反應，使燃

燒更猛烈，所以也不能用二氧化碳撲救。 

自燃物品火災的撲救 

此類物品雖未與明火接觸，但在一定溫度的空氣中能發生氧

化作用放出熱量，由於積熱不散，達到其燃點而引起燃燒。 

自燃物品可分為三種：一種在常溫空氣中劇烈氧化，以致引

起自燃，如黃磷;另一種受熱達到燃點時，放出熱量，不需

外部補給氧氣，本身分解出氧氣繼續燃燒，如硝化纖維膠片、

鋁鐵溶劑等;還有一種在空氣中緩慢氧化，如果通風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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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熱不散達到物品自燃點即能自燃，如油紙等含油脂的物

品。 

自燃物品起火時，除三乙基鋁和鋁鐵溶劑等不能用水撲救外，

一般可用大量的水進行滅火，也可用砂土、二氧化碳和乾粉

滅火劑滅火。由於三乙基鋁遇水產生乙烷，鋁鐵溶劑燃燒時

溫度極高，能使水分解產生氫氣。所以不能用水滅火。如某

化工廠物料儲罐在長期使用時，由於物料中含有較多硫化物

(硫化氫和有機硫)，硫化物與設備的接觸腐蝕作用，形成硫

化鐵。生產中將儲罐內物料用凈後，乾燥的硫化鐵在常溫空

氣中自行發熱燃燒，發生火災，用乾粉將火撲滅。 

氧化劑火災撲救 

這類物品具有強烈的氧化能力，本身雖不燃燒，但與可燃物

接觸即能將其氧化，而自身還原引起燃燒爆炸。 

由氧化劑引起的火災，一般可用砂土進行撲救，大部分氧化

劑引起的火災都能用水撲救，最好用霧狀水。如果用加壓水

則先用砂土壓蓋在燃燒物上，再行撲滅。要防止水流到其它

易燃易爆物品處。過氧化物和不溶於水的液體有機氧化劑，

應用砂土或二氧化碳、乾粉滅火劑撲救。這是因為過氧化物

遇水反應能放出氧，加速燃燒;不溶於水的液體有機氧化劑

一般比重小於 1(比水輕)，如用水撲救時，會浮在水上面流

淌擴大火災。 

毒害物品和腐蝕物品火災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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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毒害物品著火時，可用水及其它滅火劑撲救，但毒害物

品中的氰化物、硒化物、磷化物著火時，就不能用酸鹼滅火

劑撲救，只能用霧狀水或二氧化碳等滅火。 

腐蝕性物品著火時，可用霧狀水、干砂、泡沫、乾粉等撲救。

硫酸、硝酸等酸類腐蝕品不能用加壓密集水流撲救，因為密

集水流會使酸液發熱甚至沸騰，四處飛濺而傷害撲救人員。

撲救毒害物品和腐蝕性物品火災時，還應注意節約水量和水

的流向，同時注意儘可能使滅火後的污染流入污水管道。因

為有毒或有腐蝕性的滅火污水四處溢流會污染環境，甚至污

染水源。 

有害物品和腐蝕性物品火災撲救還應搞好個人防護措施，使

用防毒面盔、面罩等。易燃氣體火災撲救易燃氣體有氫、煤

氣、乙炔、乙烯、甲烷、氨、石油氣等。這些氣體具有經撞

擊、受熱或遇火花發生燃燒爆炸的危險。 

為了便於儲存和使用，通常情況下將很多易燃氣體用加壓法

壓縮儲於容器內。由於各種氣體的性質不同，有的壓縮成液

態，稱為液化氣，如液化石油氣、液氨等，有的仍為氣態，

稱為壓縮氣體，如氫氣瓶內的氫氣等。氣體著火是很難滅掉

的，根據國內外的實踐，大部分氣體著火用水是能起到降溫

和滅火作用的。 

乾粉和二氧化碳也能撲滅大部分氣體火災，但對大面積氣體

火災，往往無能為力。 

因此，隔絕易燃氣體來源和用大量的水進行冷卻降溫是滅火

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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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撲救可燃氣體火災時可燃氣體如果從容器管道中源源不

斷地噴散出來，應首先切斷可燃物的來源，然後爭取一次滅

火成功。如果在未切斷可燃氣體來源的情況下，急於求成，

盲目滅火，則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做法。因為火焰一旦被撲滅，

而可燃氣體繼續向外噴散，特別是比空氣重的可燃氣體如液

化石油氣等外溢，易沉積在低洼處，不易很快消散，遇明火

或熾熱物體等火源還會引起復燃。如果氣體濃度達到爆炸極

限，還會引起爆炸，很容易導致事故擴大。 

爆炸物品火災撲救 

爆炸物品在常溫下就有緩慢分解的趨向，受到高溫、摩擦、

衝擊或與某些物質接觸後即發生劇烈的化學反應而爆炸。爆

炸物品有導火索、雷管、三硝基甲苯、三硝基苯酚、槍彈、

爆竹等。爆炸物品所引起的爆炸主要有以下四個特點：1)化

學反應速度快，一般以萬分之一秒的時間完成化學反應;2)

爆炸時會產生大量熱能，這是爆炸物品能量的主要來源;3)

產生大量氣體，造成高壓;4)不需外界供氧，爆炸物品由於

分子中含有特殊的不穩定基團，在爆炸時會引起分解或自身

的氧化還原反應。 

爆炸物品發生爆炸是很難撲救的，萬一發生爆炸起火，應控

制火勢，妥善處理爆炸物品，以免發生再次爆炸。可用水或

各種滅火劑撲救，但不能用砂土等物壓蓋爆炸物品，以免擴

大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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