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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月刊 112年 2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問：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等三個重要民間節慶期間，廠商

攜大量小額禮品，贈與機關同仁，公務員可否收受？又

廠商此舉，是否符合第十二點第四款所稱之社會禮儀或

習俗？ 

答： 

(一) 如無職務利害關係，其總市價超過三千元，仍應依第

十三點第三款，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長官，

必要時並知會政風單位（惟查，廠商之送禮，雖當時

尚無職務利害關係，但通常係為攀交情，俾利未來之

方便通融，倘以第四點第二款--正在尋求．．．契約

關係觀之，仍可成立職務利害關係，故實務上仍宜避

免）。 

(二) 如有職務利害關係，符合第十二點第五款，其個別市

價在一百元以下，則可收受，惟對多數人餽贈，其市

價總額不得超過五百元。至廠商此舉，是否符合社會

習俗，似仍不無疑義，蓋公務員一旦收之，除易遭人

物議外，亦可能產生第十二點所稱影響特定權利義務

之虞之情形，故廠商或公務員，自不得依該款狹義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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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宣導 

問：本法第 14條第 1項但書第 4款所稱「公定價格交易」所指

為何? 

答：機關團體擔任出賣人，且出售產品之價格（包括員工優惠

價）係具有普遍性、一致性之公定價格，因無不當利益輸

送之疑慮，則受本法規範之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以公定

價格向機關團體購買產品，應無違反本法規定，爰為 4款

規定排除之。 

 

廉政小故事 

※避免「黑箱」作業的韓愈※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在擔任吏部侍郎的時候，負責官員的

考核升遷。那時吏部裡有一位嚴格的「令使」，經常將吏部大

門上鎖，以防止候選的官員「冒進」。後來韓愈知道這個情

形，便覺得他矯枉過正了，於是命他將門打開，並告訴他說：

「你老是把門關起來，不知道的人以為我們在做見不得人的

事…。」又說：「人之所以怕鬼，是因為看不到祂而怕祂；如

果鬼也可以看得見，久而久之，那麼人就不會怕祂了。」  

  所以說，一個人一旦心中有鬼，關上門又有何用呢！別人

還是不會相信你。值此資訊、媒體開放的時代，政府部門尤應

開誠布公，凡事公開化、透明化，如此才能避免弊端，並取信

於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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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搭乘低成本航空，應該注意什麼事情？※ 

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票價之所以便宜，與業者採取「使用者付

費」的經營模式有關，也就是節約可省下的服務成本，直接反

應在機票價格上；此與傳統航空公司「包套式」(涵括餐飲及

人工作業等)的服務有很大差異。正因如此，消費者易因認知

落差而衍生消費爭議。  

提醒消費者，在購買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機票時，應注意下列事

項：  

(一)通常不能退、改票：訂票後，通常不能退票或改票(如

改期)；即便可以，亦需支付高額手續費；此外，有些

業者則有提供加購改票費用的選項，以保留日後改票的

彈性。建議消費者在購買機票前，務必先確認行程，並

進行適切的選擇。  

(二)託運行李要加價，事先購買較便宜：若未於訂票時預

先購買託運行李服務，在機場會被加收高額超重行李

費。  

(三)航班上的附加服務要收費：若要選擇機位，或在機上

需要餐飲、枕頭毛毯、娛樂設備等，通常需額外付費。

此外，有部分業者會在訂票網頁上預設勾選附加服務，

行政院消保處已請民航局督導業者應充分揭露，並提供

便利的取消預選方法。消費者若不需要附加付費服務，

可點選取消。  

(四)票價是浮動的，不是天天都超值：票價會依旅遊淡旺

季、航班平假日、有無特殊促銷、提早多久買票等因素

而不同。若等到出發前才訂機票，可能不見得划算。 

綜上，消費者在購買低成本航空公司的機票時，務必睜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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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注意網頁公告的相關規定與限制，才能有一個既省荷包又

愉快的旅程。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食安宣導 

※濾掛式咖啡的紙袋含有致癌物質？※ 

網路流傳，濾掛式咖啡之紙袋，會添加含 PAE的濕強劑來避免

紙遭熱水沖破，並指稱咖啡中醇類與油類會加速濕強劑的致癌

物溶解至咖啡中，引起民眾對濾掛式咖啡致癌之疑慮。 

食藥署以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FTIR)針對 9件市售濾掛式

咖啡產品之濾袋材質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所有濾袋皆為聚丙烯

(PP)與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PET)或聚丙烯(PP)與低密度聚乙

烯(LDPE)所製成之複合型不織布材質，並非紙類材質。不織布

材質強韌，具堅韌性及耐水性，無須添加濕強劑，並無 PAE物

質致癌風險之虞。 

此 9件濾掛式咖啡產品之濾袋內側與咖啡接觸部分均為 PP材

質，在塑膠類食品用器具容器包裝材質中 PP具耐酸鹼、耐化

學物質、耐碰撞、耐高溫等特性，其耐熱溫度可達 100-140

℃，為目前最具耐熱性之塑膠材質，民眾無須擔心濾掛式咖啡

之使用安全。 
資料來源: 食藥好文網 

 

公務機密宣導 

※機敏會議資訊保密之道※ 

(一) 案例摘要 
某機關召開「○○經營地區劃分及調整」工作會議，該 



 5 

案雖尚未定案且未對外公布，卻傳聞業者已有資料，機 

關高階主管甚至接獲業者來電表達不滿。為瞭解有無洩 

漏機敏會議資訊情事，政風單位訪談會議出（列）席及 

相關人員，發現會議資料並未以機敏資料處理，在會議 

前係以電子郵件傳送至承辦人及主管，知悉者眾，致資 

料是否外洩及由何者所為均難論斷。為避免發生類似情 

事，政風單位衡酌機關業務狀況及可行做法，建議保密 

興革事項及辦理保密宣導。提供該機關辦理類似機敏會 

議，除於會議簽到表及資料上註記保密警語外，主席亦 

於會議中提醒與會人員，會議資料及內容不得任意發表 

或提供外界，有效減少洩密事件發生。 
(二) 問題分析 

1、 參與會議之機關同仁或外聘委員可能因未建立機敏會

議 資訊維護的正確保密觀念，而擅將相關訊息提供予

外界。 

2、 機敏會議資料未註記密等或保密警語，以致相關文書

處理流程未提高警覺，致生洩密情事。 

3、 機敏會議之決議、決定事項須發布新聞者，未依發言

人 制度，由發言人統一對外發言。 

4、 重要機敏會議資料之檔案未使用隔離電腦處理，易遭

致駭客入侵盜取。  

5、 機敏會議資料未予管制分發及會後收回，致他人有機

會探悉、取得。 

6、 辦理機敏會議之文書簽擬稿、繕印時之廢件（紙），或

誤 繕誤印之廢紙及複寫紙等，未即時銷毀。 

(三) 策進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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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訂定機敏會議資訊保密措施 
為落實保密機制並明示保密責任，各機關應依業務需要研訂機

敏會議資訊保密措施，內容建議如下： 

(1) 重要機敏會議資訊應使用隔離電腦處理，避免使用於連結

網際網路之電腦設備。 
(2) 機敏會議資訊相關檔案及紙本均應加註密等或「機敏資

料」之浮水印文字，並予編號分發。 
(3) 召開機敏會議時，於會議開始前，主席或主辦單位 應提示

與會人員知悉，並於簽到表上註記「本會議因具機敏性

質，與會人員應行保密。」等宣示文字 。 
(4) 會議使用管制分發之機敏資料，均應於會議後按編號收

回，與會人員如因公務需要留用，應經主席核准並簽收。 
(5) 禁止透過網際網路(如電子郵件)傳送機敏會議資訊，若因

公務需要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者，應刪除涉密內容，該部分

資料則另採書面發送並經簽收程序。 
(6) 機敏會議應以秘密方式舉行，並選擇單純或有隔音 設備之

場所以防止竊聽，同時禁止非相關人員任意進出。 
(7) 訂定重大專案機密維護措施，研判作業流程可能發生洩密

之事項、防範措施、執行分工等，由有關業務單位按執行

分工落實執行。 
(8) 在職期間所經手或保存之機敏資訊，於退休離職或職務異

動時，應列入移交或依規定銷毀。 
2、加強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由於機敏會議資訊外洩多屬人為因素，其中又以機關同仁輕忽

導致疏失者居多，因此欲降低機敏資料外洩機率 ，要從培養

機關同仁保密素養著手。各機關應將現行法令規定、內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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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及保密措施、洩密案例以及可能導致洩密管道等，利用集

會或機關內部資訊網路等方式加強宣導，務使機關同仁均能瞭

解有關保密規定、法律責任及公務機密維護作為，以養成同仁

落實機敏會議資訊保密之習慣。 

3、指定專人統合對外發言工作，落實發言人制度 
4、實機關資訊安全稽核 

為機先發掘資安漏洞，同時檢視機關同仁實際執行保密情形，

各機關應定期、不定期或遇有重大洩密案件時，執行資安稽核

或保密檢查，除改善缺失漏洞並提高防火牆功能以防駭客入侵

外，同時藉此對執行良好者從優獎 勵，對執行不力者依規定

懲處，以導正機關同仁建立機密資訊維護的正確認知。 
5、機敏會議資訊列入保密檢查 

因機敏會議資料多屬公文之附件，故亦為機密文書之範圍。準

此，是否以機密文書之方式辦理收發、傳遞、歸檔、清查、機

密等級變更(註銷)及銷毀等程序，應一併列入公務機密維護檢

查項目。除藉以強化保密措施是否確實及督促同仁提高警覺

外，並可事先發掘可能洩密管道，防範機敏會議資訊遭刺探而

洩漏。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安全維護宣導 

※『竊』中要害 小心為上※ 
(一) 案例摘要 

「我一早來上班，就發現抽屜有被翻過的痕跡，裡面的現金都

不見了，那是我跟同事們下個月要出國旅行的基金，收齊後就

要交給旅行社，沒想到…」被害員工 A 驚慌失措的說著。「這

小偷真可惡，連我抽屜裡的幾十元零錢都要偷…」被害員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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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憤填膺的說著。這是發生在某縣市政府的竊盜案，賊仔哥在

數月內先後光顧高雄、臺南、臺中、新竹、桃園及彰化等 6個

縣市政府，作案手法如出一轍，趁上班時間洽公民眾進出頻繁

之際混入大樓內，先躲在樓梯間等隱蔽角落，待員工 2下班

後，伺機至各樓層，發現若沒有員工在內加班，就逕行闖入，

隨機打開或撬開抽屜搜刮財物。由於賊仔哥曾經從事公務機關

事務機器業務，熟悉政府單位辦公環境及作息，於某次竊盜

中，被返回取物的女員工撞見，賊仔哥運用過去當維修員經 

驗，竟然神色自若和女員工寒暄，等女員工走後，再好整以暇

的竊取財物。後因監視錄影畫面曝光，賊仔哥的友人向警方報

案而落網，竊盜背後動機是因其向地下錢莊借款 80餘萬元，

連本帶利漲至 180 萬元，只好鋌而走險，連續犯下 6 件縣市政

府竊盜案，不法所得竟高達 90餘萬元，警方至其住處取出竊

得剩餘的 19餘萬元，其餘款項多拿去抵債或花用，蒙受損失

的縣市政府員工大多求償無門，只能自認倒楣。 

(二) 問題分析 

1、為了洽公民眾方便，公務機關於上班時間難以門禁管制，此時

如何在「機關安全」及「便民服務」間取得平衡點？ 

2、辦公場所內雖設有保全巡邏及監視錄影設備，就能確保人員及

財物安全無虞嗎？ 

3、私人貴重物品放置辦公場所內是否妥當？機關同仁的安全維護

觀念是否正確？ 

4、若於辦公處所內發現可疑人士時該如何處置？機關同仁是否有

保持高度警覺？ 

(三) 改善及策進作為 

1、制訂「人員進出管制辦法」 

對於機敏資料存放區、財產存放庫房、中央控制室、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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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機房、網路交換中心等，不分上下班時間，皆應全面

監控。若於非上班時間進入機關內，管制人員應先行確

認證件並登記進出入時間及目的備查，嚴格執行管制措

施；機關於內部辦理對外活動時，應加強保全巡邏次數

與留意可疑人士， 並強化各項安全維護工作，增進即

時應變能力及反應處置能力。 

2、定期檢視監視錄影系統運作狀況 

公務機關辦公場所雖有保全定時巡邏與多部監視錄影器

系統運作，惟因範圍大、樓層多，又屬開放空間，單憑

數位保全人員，無法鉅細靡遺兼顧 每個角落，故除了

由保全人員確實巡邏外，還要定期檢視監視錄影系統運

作狀況，並維修保養及檢討拍攝角度及位置，強化設施

安全功能，建立 滴水不漏的維護措施。 

3、灌輸同仁正確的安全維護觀念 

宣導個人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不宜置於辦公場所內，公

有財物應妥善收存且由專人保管，放置保險箱內並定期

盤點。 

4、隨時保持高度警覺 

維護機關安全絕非少數人責任，必須全體同仁齊心努

力，隨時保持高度警覺，不可疏忽懈怠，若遇可疑人、

事、物應立即通報駐衛警、保全人員、轄區警察及政風

機構，切勿存僥倖心態輕忽情勢，造成難以彌補的損

害。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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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詐騙宣導 

※網友不會幫你賺錢、請勿聽信網友投資※ 

凡是在網路上看到的投資廣告或網友傳來的投資訊息，標榜

「保證獲利」、「沒有風險」、「穩賺不賠」都是詐騙，請勿輕易

受騙！ 

假投資詐騙手法： 

(一)歹徒會利用 FB、IG、YT、Google及簡訊等管道投放假投

資廣告，或在交友軟體 App假交友，宣稱保證獲利、穩賺

不賠且利潤豐厚來吸引被害人。 

(二)當被害者上鉤後，歹徒會介紹其他「客服、老師、助理」

同夥加 LINE 聯繫或加入 LINE投資群組，並提供假投資

網站給被害人註冊，此時 LINE群組內不斷有其他假學員

獲利貼文。 

(三)自稱「客服、老師、助理」的歹徒會提供 銀行帳號 給被

害人入金投資。 

(四)初期帳面顯示獲利（歹徒於後臺控制），引誘您加碼投入

大筆資金，有時可出金微薄獲利，但出金款項其實是其他

被害人匯款的，可能會導致您銀行帳戶被警示。 

(五)當被害人要提領獲利時，以各種理由拖延（需繳保證金、

IP異常等）或是直接凍結帳號、失去聯繫，就是「不出

金」。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 反詐騙網站 

 

廉潔教材資料庫網站 

法務部廉政署建置「廉潔教材資料庫網站」，整合各政風機構資源，使

廉潔與誠信教育更為普及，網站內含廉政動畫、微電影、圖書故事等

資料，歡迎多加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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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網址與 QR-CODE如下： 

https://acedu.aac.moj.gov.tw/cht/index.php 

 

●民眾及同仁亦可至本監機關網頁-「廉政專區/廉潔教材資料庫網

站」搜尋、觀看唷～～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政風室關心您 

檢舉電子信箱：typn@mail.moj.gov.tw 

檢舉專線：（03）360-2261 

FAX：（03）360-2261(傳真前請先撥電話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