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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07年 2月號 

 

製作單位：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  日期：107年 2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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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法令專欄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 

一、正值農曆春節期間，易生致贈禮物或飲宴應酬等情事，在此提

醒各位同仁，如遇有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

饋贈財物或邀宴應酬時，應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辦理，

除係屬下列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點、第 7點之但書例外情

形外，應予拒絕，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 

(一)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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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屬公務禮儀。 

2.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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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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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點： 

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應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

構後始得參加) 

2.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應簽報長

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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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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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另外同仁如遇請託關說事件時，亦請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

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或「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

關規定，落實辦理登錄程序，以保障自身權益。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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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案例宣導 

市價 700元之水果籃可以收嗎？  

一、案例概要：  

為端正公務人員收禮歪風，行政院頒布的「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農委會將水果製作成精緻水果

籃，市價約七百元，訂於98年8月7日行政院院會時，

贈送每位部會首長一人一份，希望各部會可以參考、採納，作為

未來贈送賓客的禮品。 

二、研析：  

（一）為慶祝佳節且推廣促銷台灣水果，想送給各部會首長水果禮

盒，會不會觸犯相關的廉政規定？行政院「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規定一般社交禮俗標準上限是三千元，且同一年度、同一

來源不得超過一萬元，合法收禮等受贈財物不超過五百元。 

（二）本案水果籃市價700元已超過規範所定500元標準，另水果籃

究是「送禮」抑或「公務禮儀」，其認定有爭議，確實不妥。 

（三）故行政院應該以身作則，帶頭實踐這項廉政公約。推廣農業很

好，不過還是應該由各部會自己出錢認購，或首長也可以自己

掏腰包買給親朋好友！」  

三、法條：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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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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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公務員於佳節期間收受他人禮品時，應先判斷是否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凡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飲宴應酬、請

託關說等情事，應參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婉予

說明立場，予以拒絕，並於 3日內簽報機關首長及知會政風單

位，除可維護自身權益外，落實登錄報備程序更可避免來日遭受

誣陷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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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分析 

罐頭藏禮，公務員收受遭判刑 

【案情概述】 

甲係某縣政府工務局水利課技士，於82年11月間承辦某鄉第

二期排水改善工程時，包商乙以357萬4仟餘元得標，乙為降低成

本，在開工半個月後，不按合約規定，以現場灌漿方式，代替部

分值入板樁而偷工減料。數日後，乙曾兩次帶著洋酒、寶島牌香

煙，罐頭禮盒、香菇等禮物（價值新台幣2,080元），內附現金

九萬元向甲行賄，甲當場收下禮物，退回賄款。 

【研析】 

一、本案某甲收受與其職務上有利害關係包商乙之財物，違反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

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之規定，另可能涉有刑事責任。 

二、甲承辦公共工程時，收受包商乙贈送價值2,080元的禮品，縱

然將其中的賄款九萬元退還，僅收受禮物，惟仍具經濟價

值、屬財物之性質，且甲收受禮物亦為包庇包商乙偷工減

料，係違背職務之行為，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

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故甲之行為已構成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

款規定，且無阻卻違法及責任事由，成立此罪。 

【相關法條】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四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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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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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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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 

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

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 

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者。 

前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 

 

 

 



 8 

機密維護叮嚀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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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看板 

刑事警察局公布 2017年詐騙集團最常見詐騙手法前 3名，其

中第 1名為「解除分期付款」、全年發生數為 4183 件，第 2名

「假網拍」、全年發生數為 3577件，第 3名「假冒好友借錢」、

全年發生數為 2386 件，其中第 1名的「解除分期付款」幾乎每年

都是詐騙排行榜第 1名。另去年詐騙集團最常冒用網路賣家，包

括 EZ訂（訂購電影票券）的 613件、金石堂網路書店 540件、雄

獅旅行社 422件，其中金石堂網路書店在 2016年躍居詐騙集團最

愛冒用第 1名，籲請民眾注意。 

刑事局指出，詐騙集團入侵資安防護措施不足的購物網站，

竊取民眾個資與交易資料，再佯稱客服人員作業疏失，消費者訂

單被重複設定，需前往 ATM由銀行人員協助操作 ATM解除分期設

定，這類「解除分期付款」的詐騙是去年最大宗。 

第 2名「假網拍」原在歷年詐騙排行榜不曾名列前茅，但民

眾上網購物已成為趨勢，去年假網拍詐騙手法經歹徒不斷變化新

手法，從早期的「加 LINE私下交易享優惠」吸引民眾選擇私下交

易購買更低價商品，在民眾匯款後卻遭詐騙集團已讀不回或封

鎖；演變成去年中利用臉書一頁式廣告「限時搶購、貨到付款、

鑑賞期不滿意包退」，吸引民眾對限量優惠又可貨到付款的網路

商家上鉤，到貨時卻收到贗品、瑕疵品，讓消費者大呼被騙。 

去年底詐騙集團又出新招，瞄準民眾對高價 3C產品欲望，

「盜用民眾臉書帳號再轉加入 LINE 私下交易特價販售手機」，等

民眾匯款完成即將其封鎖，讓消費者求償無門。去年假網拍詐騙

案件飆升，直逼第 1名，民眾切記網路購物遇到「限時特價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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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加 LINE私下交易」、「價格遠低於市價行情」等關鍵

字，應慎防被騙。 

詐騙手法第 3名是「假冒好友借錢」，詐騙集團利用社群軟

體遇到親友詢問：「你手機號碼多少？我換手機通訊錄沒了」，

接著告訴你：「我的 LINE資料不見了，需要好友輔助認證，請幫

我代收驗證碼」，如果幫他收驗證碼告訴他後，自己的 LINE 帳號

卻無法使用了，幾天後親朋好友打電話詢問：「上次你在 LINE跟

我借的錢，什麼時候要還？」民眾會在渾然不知的情況下遭詐騙

集團冒名向親友借款。 

刑事局指出，LINE在國內使用普遍，許多中老年族群對通訊

軟體安全防駭機制較不熟悉，導致歹徒盜用民眾 LINE帳號再冒用

好友名義詐騙案件頻傳，呼籲民眾接到親友傳 LINE 借錢時，一定

要當面或打電話與本人親口確認，切勿依照對方指示冒然匯款。 

刑事局每年都會更新「詐騙排行榜」，呼籲民眾在享受網路

交易與智慧型手機帶來的方便之餘，更應加強自身防詐意識，上

網購物看到賣家要求「加 LINE私下交易」、「特價商品、限量出

清」或「遠低於市價行情的 3C商品」，務必提高警覺，且 ATM無

法「解除分期設定」，運用 ATM交易匯款前務必再次確認對方身

分，類似詐騙手法在刑事警察局 165反詐騙官方網站及 165反詐

騙 App上都有介紹，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

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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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 

窗格裡的孤單年夜飯 

年節前的夜裏，我按捺不住落寞，悄悄地回家，從窗格中望進去，但

見父親、妻兒圍著尚熱的年夜飯，表情肅然，一旁母親跪在神案前，

誠心祈禱，臉上兩行清淚；隔著玻璃依稀但聞：「兒子平安回來。」 

在無知的見證下，我曾用肉軀和靈魂，和魔鬼進行一場青春的交易，以

換取片刻的歡愉。而當交易已成，歡愉乍滅，我才驚覺，鏡像中殘留著形銷

骨毀的軀殼，和曾幾何時失落的心靈；而腦中竟也一片空白，唯見那魔鬼白

色的媚笑，我漸次記取它的名字─安非他命。 

而這凡世，究竟還有多少的人，正用他們的生命品質，和這白色魔鬼進

行同樣萬劫不復的交易？如果能夠，我願追憶那交易的進行式，和曾經氣若

游絲的生命旅程；再用尚存的理智，盛接心口一度淌下的血，灑向魔鬼道：

「遠離我們的生命！」 

青春直如走鋼索，可以那麼刺激，卻又那麼容易失足…。33歲，是我生

命的摺痕，而這一失足，讓我跌落在深淵中，失去原來該有遄飛亮麗的青春

黃金歲月…。 

那年的夏天，異常燠熱，驕陽下每棵樹梢冒著氤氳的白氣，焦熱的馬路

口，流瀉著一輛輛赤紅的車子，兩旁立著的樓宇將要化了似的。剛卸去禁錮

工作的壓力，吆喝著三五友朋，我們蕩進了一家ＫＴＶ，過多的精力，如同

堤邊的潮水，找到隙縫即要渲洩。在迷醉的歌聲中，有我們不羈的情緒，燈

光閃滅的房間裏，卻似我們困惑的心智。激亢中，Ａ君忽然從袋中取出一小

包白色粉末，在ＫＴＶ包廂內吸食，這時Ａ君瞇著眼縫一副茫然，凝注許

久，才轉頭對歡歌正酣的我道：「試一下，慧明！」在我尚不及會意，Ａ君

已將毒品遞送至我嘴邊，不假思索下，我亦吸了一大口。初時並無異樣，只

覺全身毛孔全張，繼之突感心跳加快，一股血氣衝向四體，本有些乏力的身

體，突然振奮起來。在Ａ君的慫恿下，餘下的Ｂ君和Ｃ君，亦一股腦吞雲吐

霧了起來。在煙海裏，我們的談笑聲愈加拔高，歌聲也放浪了起來。砰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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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著我們的脈搏與耳膜。天可憐我們這群無知，正亦步亦顛向黑暗王國行

去。 

失足的當頭，有的只是跌落。未墜地碎裂前，有的只是飄然的感覺。夏

天逝去前，日常生活中，我已開始變形……。首先，生活倒置，引發家裏的

懷疑，平日忙碌的父母，開始質問我的食慾不振，夜裏不眠和渙散的眼神。

當我花費愈來愈大，臉頰愈陷愈深，父母成了我極力想逃躲喋喋不休的機

器。而青春似乎是喚不回，一如無法重整的思緒。一點一滴的燃燒裏，已是

張殘破的臉和拼不齊的生活。 

離家後，我再也沒有溫暖護衛的羽翼，生活裏充斥著販毒者詭媚的笑

臉，和吸毒癡傻的面龐。經濟拮据，是家常便飯。勞力換來的金錢，常拗不

過數次的交易。我開始嘗試險途─終至一次販毒被捕。而青春至此，已然碎

片。這一場青春豪賭，我輸盡所有─身體、心靈、朋友、家人，最後再賠上

了自由。 

鐵窗內已十二個寒暑，常見窗外藍天和煦陽光。遙想自由空氣中，每一

個年青健康的個體，不覺椎心。偶爾總會記取數年前的一幕，年節前的夜

裏，我按捺不住落寞，悄悄地回家，從窗格中望進去，但見父親、妻兒圍著

尚熱的年夜飯，表情肅然，一旁母親跪在神案前，誠心祈禱，臉上兩行清

淚；隔著玻璃依稀但聞：「兒子平安回來。」這個家，這個我離棄後又日夜

心繫的家，竟也為我承擔著深深的苦痛。而我這隻斷纜殘破的小船，兀自進

不了港。扭曲了身形的我，終究還是提不起勇氣進門，寒夜裏踉蹌腳步，嚎

哭著離去。到底是何等物事，將我的生命，殘酷地截去了一段？ 

總是油盡燈殘，才猛然想要再照亮一次。遠離毒品已久，不自由的生

活，有幸重新審視前塵舊事，而暗自心驚；亦有幸藉規律的作息，重新滋長

殘餘的形軀。驀然回首，失去太多，又怎敢再夢？每當家人接見，遞送豐美

的菜餚，咀嚼口中，滋覺愛意。隔著窗框，從他們灼熱的眼神，我自知，作

別如魅的年少，揮離毒品，健康向前行，這一切得之寶貴，又怎可回頭？ 

資料來源：反毒徵文第二名 / 黃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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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吃山藥容易性早熟，甚至會得乳癌， 

是真的嗎？ 

聽說常常吃山藥容易性早熟，甚至會得乳癌，這是真的嗎？ 

(1)山藥含有豐富的皂甘(Diosgenin)、黏蛋白、澱粉、維生素及

礦物質等成分，可以輔助免疫功能，且對於胃、腸道潰瘍，

具有很好的預防效果。其中皂甘可作為人體內生成動物雌激

素的前驅物。 

(2)然而體內生成雌激素的機制繁複，並非攝取大量的前驅物即

可增加人體中動物雌激素的含量，因此攝食山藥未必能導致

性早熟，亦不會導致乳癌。 

(3)食藥署提醒，民眾應該保持均衡飲食，養成健康的生活習

慣，適當運動並維持理想體重，建立正確的營養攝取觀念，

才能維持身體健康。如有身體不適，應適時就醫並遵醫囑治

療，勿聽信偏方或謠言而延誤就醫時機。 

參考資料：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食品張老師  

http://www.food.org.tw/TW/Domain1.aspx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www.food.org.tw/TW/Domain1.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