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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一一一、、、、    問問問問：：：：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

事業服務人員等事業服務人員等事業服務人員等事業服務人員等

答：（（（（一一一一））））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

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1. 公務員服務法第

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

2. 大法官釋字第

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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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    

    

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本規範適用對象為何？？？？公立醫院醫師公立醫院醫師公立醫院醫師公立醫院醫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

，，，，是否適用本規範是否適用本規範是否適用本規範是否適用本規範？？？？    

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適用對象：：：：本規範適用對象為行政院及所屬機關適用公

務員服務法之人員（本規範第 2點第 2款參照）：

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

及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均適用之

大法官釋字第 308 號解釋（摘錄）：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

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網路圖片 

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營公營公營公營

本規範適用對象為行政院及所屬機關適用公

）： 

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

均適用之。」 

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

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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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公立醫院醫師公立醫院醫師公立醫院醫師公立醫院醫師：：：：    

1. 公立醫院醫事人員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3 條及醫事人

員人事條例第 3、4、8、10 條，依法任用並送經銓審受有

俸給之編制人員，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所指受有俸給

之文武職公務員，因此適用本規範。 

2. 公立醫院醫師採約聘僱方式進用者，如係以「聘用人員聘

用條例」，依據銓敘部函釋屬「公務員服務法」適用對象，

爰適用本規範。如依據「行政院衛生署所屬醫院約用人員

進用及管理要點」以契約進用者，則不適用「公務員服務

法」，惟院方可基於管理需要將該等人員，納入本規範或

於契約中訂定拒受餽贈等涉及公務倫理條款，以維清廉形

象。 

3. 綜上，為避免影響機關清廉形象，各機關（構）得因業務

需要訂定更嚴格之標準或納入更多適用對象，以期周延。 

       （（（（三三三三））））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立學校教師：：：：據大法官釋字第 308 號解釋（摘錄）：兼

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有公務

員服務法之適用，因此公立學校教師兼行政職者方適用

本規範。惟教育主管機關可本於職權另訂規範，作為公

立學校教師之行為準據。 

                            （（（（四四四四））））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該等人員因屬公務員服務法

第 24 條適用對象，因此，公營事業機構之員工（含董事、

監察人、總經理等，大法官釋字第 24 號解釋參照），除

工友等純勞力之人員外，均適用本規範。 

    

廉政倫理規範廉政倫理規範廉政倫理規範廉政倫理規範案例宣導案例宣導案例宣導案例宣導    

一、案情提要：A 老師率該校舞蹈班學生參加全國舞高手大賽並林奪得 

亞軍，為慶祝佳績並犒賞學生苦練多時的成果及紓解壓力、放鬆身 

心，帶學生到舞廳跳舞，遭學生家長投訴。 



 

二、案情解析： 

（一）不妥當場所不妥當場所不妥當場所不妥當場所：：：：依

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

色情營業場所及賭博場所色情營業場所及賭博場所色情營業場所及賭博場所色情營業場所及賭博場所

不易辨別，應以個案情節有無實際不妥行為作認定標準

（二）A 老師為人師表

妥當場所，實為不良示範

之風紀禁止規定

三、注意事項： 

（一）應先判斷該場所是否為內政部警政署函釋列舉之色情營業及賭博

等場所，如果是，

要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

涉足不妥當場所。

（二）涉足之場所與身分

否形成不良示範，

言行避免出入。 

（三）如無法判斷涉足場所是否屬不妥當致有違法或損及個人聲譽

關形象之虞，請向政風機構諮詢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問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問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問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問答

問問問問：：：：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與舊法有何不同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與舊法有何不同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與舊法有何不同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與舊法有何不同

答答答答：：：：舊法之適用對象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一致

，將較具有利益輸送之虞之職務納入本法第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

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

 

問問問問：：：：公法人之董事公法人之董事公法人之董事公法人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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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內政部警政署函釋內政部警政署函釋內政部警政署函釋內政部警政署函釋    3 3 3 3 列舉包括有舞廳列舉包括有舞廳列舉包括有舞廳列舉包括有舞廳

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僱有女服務生陪侍之    KTVKTVKTVKTV、、、、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

色情營業場所及賭博場所色情營業場所及賭博場所色情營業場所及賭博場所色情營業場所及賭博場所，為免列舉範圍有所疏漏或場所性質

應以個案情節有無實際不妥行為作認定標準

老師為人師表，應以身作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卻帶學生到不

實為不良示範，已違反倫理規範不得涉足不妥當場所

之風紀禁止規定。 

應先判斷該場所是否為內政部警政署函釋列舉之色情營業及賭博

，應依廉政倫理政倫理規範之規定，

要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應事前或事後經報請長官同意

。 

涉足之場所與身分、職務是否洽當，場合是否過度奢華

，是否損及個人或機關之聲譽，如果是

 

如無法判斷涉足場所是否屬不妥當致有違法或損及個人聲譽

請向政風機構諮詢。  

資料來源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問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問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問答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問答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與舊法有何不同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與舊法有何不同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與舊法有何不同本次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與舊法有何不同????    

舊法之適用對象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一致，本次修正予以脫鉤

將較具有利益輸送之虞之職務納入本法第 2條規範範圍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

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等均納入規範

、、、、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首長首長首長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列舉包括有舞廳列舉包括有舞廳列舉包括有舞廳列舉包括有舞廳、、、、酒家酒家酒家酒家、、、、    

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有色情營業之護膚中心、、、、理容院等理容院等理容院等理容院等    

為免列舉範圍有所疏漏或場所性質 

應以個案情節有無實際不妥行為作認定標準。 

卻帶學生到不 

已違反倫理規範不得涉足不妥當場所 

應先判斷該場所是否為內政部警政署函釋列舉之色情營業及賭博 

，除因公務需 

事前或事後經報請長官同意外，不得 

場合是否過度奢華，行為是 

如果是，應謹慎 

如無法判斷涉足場所是否屬不妥當致有違法或損及個人聲譽、機 

資料來源：高雄市體育處 

 

本次修正予以脫鉤 

條規範範圍，例如 

副幕僚長；政府 

秘書長等均納入規範。 

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為何需為何需為何需為何需    



 

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

答： 

（一）公法人是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律所設立

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依法由政府遴聘

之必要。 

（二）例如依行政法人法

，為執行公共事務或有行使公權力之權能

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案情摘要案情摘要案情摘要案情摘要：：：：    

【兄友妹恭】 某甲自

107 年

妹乙兼任該校特教組組長

處置分析處置分析處置分析處置分析：：：：    

（一）某甲為利衝法第

款所定之關係人

係人獲取人事任用之非財產上利益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權利

人利益。」之規定

（二）故法務部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萬元至 600 萬元以下罰鍰

                                         

一人疏忽百人忙

4

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    

公法人是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在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律所設立，其董事、

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依法由政府遴聘，有納入本法規範

例如依行政法人法、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或其他法令規定設立

為執行公共事務或有行使公權力之權能，具權利義務主體

資料來源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紀法紀法紀法紀案例案例案例案例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某甲自 107 年 6月 1日擔任某公立國民小學校長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108 年 12 月 30 日止

妹乙兼任該校特教組組長。 

某甲為利衝法第 2條所定之公職人員，某乙為同法第

款所定之關係人，某甲聘用某乙兼任該校特教組組長

係人獲取人事任用之非財產上利益，因而違反利衝法第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權利、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

之規定。 

法務部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7 條規定處以某甲

萬元以下罰鍰。 

                                         資料來源：嘉義監獄政風室編撰

一人疏忽百人忙，人人細心更順暢

在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 

、監察人、首 

有納入本法規範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或其他法令規定設立 

具權利義務主體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日擔任某公立國民小學校長，自     

日止，聘用其

某乙為同法第 3條第 2   

某甲聘用某乙兼任該校特教組組長，係使關 

因而違反利衝法第 12 條「 

圖其本人或關係 

條規定處以某甲 30 

嘉義監獄政風室編撰 

 

人人細心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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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反反反反反反詐詐詐詐詐詐詐詐騙騙騙騙騙騙騙騙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導導導導導導導導        

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        

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娘親我被詐騙了娘親我被詐騙了娘親我被詐騙了娘親我被詐騙了？？？？        

黃先生為了慰勞平日辛苦的太太，滿心雀躍於臺灣某知名拍賣

平臺訂購一臺高級音波淨化潔膚儀作為結婚紀念日禮物，物色許久

發現某一賣家所售商品符合需求，價錢也較為低廉。黃先生注意到

該賣家開設之賣場沒有任何買家評價，不過因為金額可以接受，雖

然心存質疑，但還是先下訂商品。 

過幾日收到○○國際物流公司傳送的手機簡訊，提醒商品已送

至指定之便利商店，黃先生再次至拍賣平臺查詢，發現系統訂單狀

態顯示「尚未出貨」，不過既然已經收到簡訊提醒取貨，黃先生認為

應該是拍賣平臺資訊尚未更新。前往當初指定取貨超商，核對名字、

手機跟金額都正確後，隨即付款返家，準備開心與老婆分享開箱喜

悅之際，卻發現包裹內竟是一隻牙刷！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黃

先生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回想所有訂購流程，這才發現「魔鬼果

真藏在細節裡」。 

Q 為什麼高價商品可以低價售出？ 

Q 為什麼賣家賣場販售商品上千件卻無任何買家評價？ 

Q 為什麼拍賣平臺系統訂單狀態顯示尚未出貨卻收到取貨簡訊？

Q為什麼取貨簡訊是由○○國際物流公司傳送？ 

一一細數之下，黃先生這才發現自己早就一步一步踏入詐騙集

團的陷阱。 

 

    其實詐騙集團於各拍賣平臺開設賣場，接到訂單後，並沒有循

拍賣平臺流程出貨，而是從中國出假貨，由○○國際物流公司進行

代收款動作。詐騙業者的訂購資訊同時從拍賣平臺，或要求額外加

LINE 取得必要送貨資訊，最後消費者收到全是劣質品。 



 

難道消費者都是詐騙集團眼中的代宰羔羊嗎

總局已要求各大宅配業者

定於配送單記載寄件人

並建立明確退款機制

話，直接致電辦理退貨

名稱，亦無提供電話，

請宅配業者給予上ㄧ

然後再致電或寄 E-mail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您

注意事項： 

（一）宜慎選商譽良好之電子商務平臺交易

。 

（二）若真遭遇貨到付款消費爭議案件

配業者反映，請其配合協助提供寄件人

聯絡資訊，取得資訊後再行持續聯繫

事宜。 

詐騙集團無所不在

訊息，亦可下載「防詐達人

查證，才能避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6

難道消費者都是詐騙集團眼中的代宰羔羊嗎？其實交通部公路

總局已要求各大宅配業者（例如新竹、大榮、黑貓宅急便等

定於配送單記載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之姓名、住址及電話

並建立明確退款機制。若包裹外有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

直接致電辦理退貨；若包裹外無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

，可先致電送貨的宅配業者，告知要辦理退貨

ㄧ手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的電話跟

mail，詢問退貨流程。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您，進行網路購物交易，

宜慎選商譽良好之電子商務平臺交易，以維護自身消費權益

若真遭遇貨到付款消費爭議案件，請於 7日內向負責運送宅

請其配合協助提供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

取得資訊後再行持續聯繫，辦理後續退貨及退款

詐騙集團無所不在，切勿透過群群軟體私下購物，

防詐達人 APP」，或直接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

才能避免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其實交通部公路

黑貓宅急便等）依規

住址及電話，

國際物流公司）電

國際物流公司）

告知要辦理退貨，

的電話跟E-mail，

，應遵循以下

以維護自身消費權益 

日內向負責運送宅 

國際物流公司） 

辦理後續退貨及退款 

，若收到可疑

反詐騙諮詢專線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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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消費者保護宣導消費者保護宣導消費者保護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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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務務務務務務務務機機機機機機機機密密密密密密密密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導導導導導導導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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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維維維維維維維維護護護護護護護護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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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    

＊＊＊＊瓜田李下的由來暨做好瓜田李下的由來暨做好瓜田李下的由來暨做好瓜田李下的由來暨做好「「「「利益迴避利益迴避利益迴避利益迴避」」」」的幾個史例的幾個史例的幾個史例的幾個史例＊＊＊＊    

某次唐文宗問工部侍郎柳公權說，近來外界對朝廷的措施，有什麼

不滿意或批評的地方？柳公權說：「朝廷派郭旼做昐寧的縣令，有些人

認為有問題，並且講了閒話。」 

文宗很不悅的說：「郭旼是太皇太后的季父，品德清廉，也沒有過

失，如今只放他去做一個小縣官，難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柳公權接著說：「以郭旼的才德和貢獻，確實足堪此任，但是議論

的人說，郭旼曾經將二個女兒進獻給宮裡，並因而獲取官位的…。」 

文宗於是喟道：「他的女兒是來參見並侍候太后的，又不是來做我

的妃子，你們何以大驚小怪…！」柳公權聽了以後卻說：「像這樣瓜田

李下的嫌疑，哪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啊！」 

柳公權說「瓜田李下」這句話，就是援引古樂府「君子行」中的這

句詩─「君子防未然，不處瓜李嫌，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而來的，

引申為君子應當有所「避嫌」之意。另一個例子，唐武后狄仁傑為相時，

就曾向其姨媽盧氏表示，欲推薦表弟入朝為官，但卻被姨媽加以反對，

並說：「我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我不願意讓他去服侍女皇上。」狄仁傑

聽了以後感到非常慚愧。 

同樣的，朱元璋的元配馬皇后，其姪兒在家鄉生活難以為繼，朱元

璋便向馬皇后提議要讓他出來做官。孰知馬皇后竟予反對，並說：「國

家的官吏，應當選用賢能，我這姪兒，教書尚可，做官則不行。再者，

前朝的外戚親屬，多驕奢腐敗，甚至造成國家傾覆，所以臣妾以為，對

於國戚仍應從嚴對待才好…。」朱元璋聽完後感動的說：「歷代皇后，

都不如我朝的馬皇后。」  

諸如上述史例，不勝枚舉，如宋真宗時的宰相王旦，一生即主張兒

孫當自立，至死其兒子王素都還沒當過官呢！還有，漢明帝的皇后馬氏，

因其舅馬防對明帝有參醫用藥之功，漢章帝特別想提拔他做官，卻遭馬

氏反對說：「我就是擔心後世者的議論，會影響到先帝的聲譽，所以才

不希望有外戚當官的啊！」我想，這些都是遵行「利益迴避」的最佳典

範，尤其掌握國家大權者，能率先以身作則，更誠難能可貴。 



 

說到就要做到

「「「「我尿急我尿急我尿急我尿急

反正電影院這麼黑反正電影院這麼黑反正電影院這麼黑反正電影院這麼黑

女子就脫了褲子蹲了下來女子就脫了褲子蹲了下來女子就脫了褲子蹲了下來女子就脫了褲子蹲了下來

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

檢舉電子信箱檢舉電子信箱檢舉電子信箱檢舉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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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說到就要做到，做到就做最好

※※※※在電影院裡在電影院裡在電影院裡在電影院裡※※※※    

        
在電影院裡在電影院裡在電影院裡在電影院裡，，，，        

        
一個女子著急地問一個女子著急地問一個女子著急地問一個女子著急地問：：：：        

我尿急我尿急我尿急我尿急，，，，可以讓我擠可以讓我擠可以讓我擠可以讓我擠過去上廁所過去上廁所過去上廁所過去上廁所嗎嗎嗎嗎？」？」？」？」        
        

男子說男子說男子說男子說：：：：        
「「「「人這麼多人這麼多人這麼多人這麼多，，，，很難擠很難擠很難擠很難擠。。。。        

反正電影院這麼黑反正電影院這麼黑反正電影院這麼黑反正電影院這麼黑，，，，你就直接蹲下來你就直接蹲下來你就直接蹲下來你就直接蹲下來，，，，沒人會看到沒人會看到沒人會看到沒人會看到

        
女子就脫了褲子蹲了下來女子就脫了褲子蹲了下來女子就脫了褲子蹲了下來女子就脫了褲子蹲了下來。。。。        

        
男子也順著蹲了下來男子也順著蹲了下來男子也順著蹲了下來男子也順著蹲了下來……………………        

問問問問：：：：        
「「「「怎麼硬硬長長的怎麼硬硬長長的怎麼硬硬長長的怎麼硬硬長長的？？？？        

妳妳妳妳…………妳妳妳妳…………妳妳妳妳是男的吼是男的吼是男的吼是男的吼！」！」！」！」        
    

女子就說女子就說女子就說女子就說：：：：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改變主意了我改變主意了我改變主意了我改變主意了，，，，        

        
        
        
        

我想大便我想大便我想大便我想大便！！！！」」」」    

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法務部矯正署嘉義嘉義嘉義嘉義監獄政風室關心您監獄政風室關心您監獄政風室關心您監獄政風室關心您    

檢舉電子信箱檢舉電子信箱檢舉電子信箱檢舉電子信箱：：：：cycycycypn@mail.moj.gov.twpn@mail.moj.gov.twpn@mail.moj.gov.twpn@mail.moj.gov.tw    

檢舉專線檢舉專線檢舉專線檢舉專線：（：（：（：（00005555））））333362626262----1869186918691869    

FAXFAXFAXFAX：（：（：（：（00005555））））362362362362----1899189918991899 

：摘錄自農委會網站 

 

做最好！ 
    

        

沒人會看到沒人會看到沒人會看到沒人會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