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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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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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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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簡稱規範下簡稱規範下簡稱規範下簡稱規範））））有關受贈財物有關受贈財物有關受贈財物有關受贈財物、、、、飲宴應飲宴應飲宴應飲宴應    

酬酬酬酬之之之之規定規定規定規定為何為何為何為何？？？？ 

答： 

（（（（一一一一））））受贈財物受贈財物受贈財物受贈財物（（（（規範規範規範規範§§§§2222、、、、4444、、、、5555）：）：）：）：    

1111、、、、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    

(1)原則：應予拒絕或退還。 

(2)例外：該饋贈屬於偶發偶發偶發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且符 

      合規範第 4點各款事由，如下： 

  A.屬公務禮儀：依規範第2.4點，公務禮儀係指因公務需要， 

  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溝通協調時，依 

  禮貌、慣例、習俗所為之活動。 

B.長官的獎勵、救助、慰問。 

C.受贈財物市價 500 元以下；或對本機關內多數人為饋贈， 

 總市價金額在 1000 元以下。 

D.因特定婚喪喜慶事由受贈財物，市價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 

 標準：依規範第 2.3 點，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係指一般人社 

 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台幣 3000 元者。但同一年度來自 

 同一受贈來源者，以新台幣 1萬元為限。 

2222、、、、無無無無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    

(1)原則：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可以收受。 

(2)例外：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建議拒絕或退還。若收受 

      應於三日內簽報長官，必要時知會政風室。 

         3333、、、、經常往來之親朋好友饋贈經常往來之親朋好友饋贈經常往來之親朋好友饋贈經常往來之親朋好友饋贈 

(1)原則：無論金額高低均可安心收受。 

(2)例外：受贈目的係請託從事違背職務之行為，建請予以退 

  還或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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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受贈財物處理方式受贈財物處理方式受贈財物處理方式受贈財物處理方式    

(1)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 

A.原則：拒絕或退還，並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長官並知 

會政風室；若收受後無法退還，應於三日內交政風室處 

理。 

B.例外：合於例外情況之規定，可收受之。 

(2)無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饋贈： 

  A.原則：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可以收受。 

  B.例外：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建議拒絕或退還。若收受 

  應於三日內簽報長官，必要時知會政風室。 

（（（（二二二二））））飲宴應酬飲宴應酬飲宴應酬飲宴應酬（（（（規範規範規範規範§§§§2222、、、、7777、、、、10101010）：）：）：）：    

1111、、、、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飲宴應酬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飲宴應酬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飲宴應酬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飲宴應酬    

(1)原則：不得參加。 

(2)例外：符合規範第 7點例外事由可參加，如下： 

  A.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但須事先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 

政風室才能前往。 

B.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但須事先 

 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室才能前往。 

C.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D.因特定婚喪喜慶事由飲宴應酬，市價未超過正常社交禮 

      俗標準。 

      2222、、、、無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飲宴應酬無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飲宴應酬無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飲宴應酬無職務利害關係人之飲宴應酬    

(1)原則：可以參加。 

(2)例外：與身份、職務顯不相宜者，應予避免。 

 ………………………………………………………………………………………………………………………………………………………………………………………………………………………………………………………………………………………………………………………………    

二二二二、、、、問問問問：：：：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構構構構））））間之互動間之互動間之互動間之互動，，，，是否應受本規範拘束是否應受本規範拘束是否應受本規範拘束是否應受本規範拘束？？？？ 

答：（（（（一一一一））））本規範目的本規範目的本規範目的本規範目的：：：：係為使所屬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自持、公

正無私及依法行政，並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本規範第 1

點參照）。 



 

（（（（二二二二））））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

受贈財物

及公務倫理行為為中心

（（（（三三三三））））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

間之參訪

數人所得共見共聞

對象。至與政府機關

其他單位互動時

稱之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情形

理。 

新修正新修正新修正新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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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問問問：：：：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配偶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配偶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配偶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配偶

業業業業，，，，是否成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是否成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是否成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是否成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答答答答：：：：實務上公職人員、

社團法人、財團法人之董事

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交易者

規範，本次修正於第

團體均納入關係人之範疇

………………………………………………………………………………

問問問問：：：：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

人人人人????    

答答答答：：：：民意代表助理由民意代表聘用並受其直接指揮監督

在身分與財產上之關係密切

代表之公費助理、

助理， 並不僅限於公費助理

4

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條文內容皆以公務員面對

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兼職、出席演講等涉

及公務倫理行為為中心，明定各類標準及處理方式

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構構構構））））間之互動間之互動間之互動間之互動，，，，非本規範之對象非本規範之對象非本規範之對象非本規範之對象：：：：政府機關

間之參訪、拜會及聯誼等活動因皆係公開為之

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並無利益衝突之虞，故非本規範之

至與政府機關（構）以外之個人、法人

其他單位互動時，則需考量有無本規範第 2

稱之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情形，依本規範相關規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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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法法紀法紀法紀法紀宣導宣導宣導宣導    

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配偶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配偶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配偶公職人員本人或其配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之非營利事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之非營利事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之非營利事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之非營利事

是否成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是否成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是否成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是否成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其配偶、共同生活之家屬或二親等內親屬擔任

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進而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

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交易者，所在多有，現行僅營利事業受本法

本次修正於第 3條第 1項第 4款將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

團體均納入關係人之範疇，以求周延。 

………………………………………………………………………………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

民意代表助理由民意代表聘用並受其直接指揮監督，

在身分與財產上之關係密切，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

並不僅限於公費助理。    

資料來源

條文內容皆以公務員面對

出席演講等涉

明定各類標準及處理方式。 

政府機關（構）

拜會及聯誼等活動因皆係公開為之，且為多

故非本規範之

法人、團體或

2 點第 2 款所

依本規範相關規定處

 

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之非營利事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之非營利事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之非營利事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之非營利事

共同生活之家屬或二親等內親屬擔任

進而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

現行僅營利事業受本法

款將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

………………………………………………………………………………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是否僅限於公費助理始為公職人員之關係

，與民意代表

，指各級民意

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一人疏忽百人忙

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

       農曆年節將至

書工作的學子們，

馨的親情，確認一下你跟長輩確認一下你跟長輩確認一下你跟長輩確認一下你跟長輩

舍敦親睦鄰的同時，

     新北市一名王先生上週

話號碼有變更話號碼有變更話號碼有變更話號碼有變更，，，，特地來電告知特地來電告知特地來電告知特地來電告知

都很敬業，復於 2天後接獲該電話號碼來電

生表示，因為貨款支付問題

於於於於 2222 天後中午歸還借款天後中午歸還借款天後中午歸還借款天後中午歸還借款

就傾力協助一下，便不疑有他立刻臨櫃匯款新臺幣

定帳戶，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王先生直到直到直到直到

人回應人回應人回應人回應，立刻趕往

借款，才驚覺遭到詐騙

     還有一名許先生

相談甚歡，隔日許先生隨即收到

生幫忙先支付新臺幣生幫忙先支付新臺幣生幫忙先支付新臺幣生幫忙先支付新臺幣

直到想起跟真里長確認此事時

向他借錢，才趕緊至派出所報案

     詐騙集團假冒親友借錢時有所聞

住的鄰里社區，假冒里長身分
5

一人疏忽百人忙，人人細心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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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長伯來電里長伯來電里長伯來電里長伯來電!?!?!?!?    

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

農曆年節將至，詐騙集團也趕著年假前拼詐騙業績

，抽空向家人撥個電話吧，簡單的問候就能繫起溫

確認一下你跟長輩確認一下你跟長輩確認一下你跟長輩確認一下你跟長輩「「「「約定的防詐密語約定的防詐密語約定的防詐密語約定的防詐密語」」」」；也別忘了左鄰右

，認清來電借錢者係真里長還是假鄰居呢

新北市一名王先生上週接到自稱接到自稱接到自稱接到自稱 OOOOOOOO 區區區區 OOOOOOOO 里的里長來電里的里長來電里的里長來電里的里長來電

特地來電告知特地來電告知特地來電告知特地來電告知，，，，讓王先生倍感親切，現在里長服務

天後接獲該電話號碼來電，自稱自稱自稱自稱 OOOOOOOO 里里長里里長里里長里里長

因為貨款支付問題，想跟王先生借新臺幣想跟王先生借新臺幣想跟王先生借新臺幣想跟王先生借新臺幣 5555 萬元應急萬元應急萬元應急萬元應急

天後中午歸還借款天後中午歸還借款天後中午歸還借款天後中午歸還借款，王先生心想平常里長服務里民辛苦

便不疑有他立刻臨櫃匯款新臺幣 5 萬元至對方指

直到直到直到直到 2222 天後未收到借款款項天後未收到借款款項天後未收到借款款項天後未收到借款款項，，，，撥打該電話號碼也無撥打該電話號碼也無撥打該電話號碼也無撥打該電話號碼也無

立刻趕往 OO 區 OO 里的里長處確認，真正的里長並無向他

才驚覺遭到詐騙。 

還有一名許先生，上週接到假冒里長來電接到假冒里長來電接到假冒里長來電接到假冒里長來電，，，，雙方並交換雙方並交換雙方並交換雙方並交換

隔日許先生隨即收到該名假里長表示欲購屋該名假里長表示欲購屋該名假里長表示欲購屋該名假里長表示欲購屋

生幫忙先支付新臺幣生幫忙先支付新臺幣生幫忙先支付新臺幣生幫忙先支付新臺幣15151515萬元給代書萬元給代書萬元給代書萬元給代書，，，，許先生不加思索便匯款給對方

直到想起跟真里長確認此事時，才驚覺是一場騙局，真里長並沒有

才趕緊至派出所報案。 

詐騙集團假冒親友借錢時有所聞，今天竟將歪腦筋動到大家居

假冒里長身分，借用里長平日熱心服務社區的形象

 

人人細心更順暢        

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冒牌伯親切問候下詐走了里民的愛心與金錢    

拼詐騙業績，在外地唸

簡單的問候就能繫起溫

也別忘了左鄰右

認清來電借錢者係真里長還是假鄰居呢? 

里的里長來電里的里長來電里的里長來電里的里長來電，，，，因電因電因電因電

現在里長服務

里里長里里長里里長里里長向王先

萬元應急萬元應急萬元應急萬元應急，，，，並並並並

心想平常里長服務里民辛苦，這次

萬元至對方指

撥打該電話號碼也無撥打該電話號碼也無撥打該電話號碼也無撥打該電話號碼也無

真正的里長並無向他

雙方並交換雙方並交換雙方並交換雙方並交換LINE IDLINE IDLINE IDLINE ID，

該名假里長表示欲購屋該名假里長表示欲購屋該名假里長表示欲購屋該名假里長表示欲購屋，，，，懇求許先懇求許先懇求許先懇求許先

許先生不加思索便匯款給對方，

真里長並沒有

今天竟將歪腦筋動到大家居

借用里長平日熱心服務社區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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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里民的愛心，詐取金錢；這類詐騙手法常用說詞會先表示對對

方的關心及更換電話號碼或 LINE ID，讓你陷入誤解，若發現對方說

話的方式和以往不同，或提出特殊的要求，建議多問個兩句以驗證

對方的身分，且不要僅以 LINE 文字或貼圖對話就認定借錢的是你所

認識的朋友，而詐騙的最終目的多半是借錢、匯款的要求，若是牽若是牽若是牽若是牽

涉到借錢的要求涉到借錢的要求涉到借錢的要求涉到借錢的要求，，，，建議可以直接電話求證建議可以直接電話求證建議可以直接電話求證建議可以直接電話求證，，，，順道考詢與親友建立的順道考詢與親友建立的順道考詢與親友建立的順道考詢與親友建立的

────防詐專屬約定密語防詐專屬約定密語防詐專屬約定密語防詐專屬約定密語，，，，確認身分確認身分確認身分確認身分。。。。 

  刑事警察局呼籲，接到不明來電或 LINE 訊息問候，先別急著匯款，

這很有可能是詐騙集團在裝熟騙你！提醒民眾使用 LINE 時，接獲要

求借錢或匯款的訊息，務必提高警覺！如果接到親朋好友傳訊息要如果接到親朋好友傳訊息要如果接到親朋好友傳訊息要如果接到親朋好友傳訊息要

求借錢或幫忙匯款求借錢或幫忙匯款求借錢或幫忙匯款求借錢或幫忙匯款，，，，一定要提高警覺並再透過其他管道一定要提高警覺並再透過其他管道一定要提高警覺並再透過其他管道一定要提高警覺並再透過其他管道（（（（如打電話如打電話如打電話如打電話））））

向本人査證向本人査證向本人査證向本人査證，，，，平時也應該做好帳號保護平時也應該做好帳號保護平時也應該做好帳號保護平時也應該做好帳號保護，，，，避免多個帳號設定同組密避免多個帳號設定同組密避免多個帳號設定同組密避免多個帳號設定同組密

碼碼碼碼，亦不要點選不明網址；另外也希望金融機構行員如遇到年長者

欲匯款，能再確認匯款雙方的關係，以保障民眾的財產安全，類似

的詐騙的手法在刑事警察局 165 反詐騙官方網站及 165 反詐騙 App

上都有介紹，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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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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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風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風室-廉政資訊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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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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fa.gov.tw/main/index.aspx    



 

＊＊＊＊諸葛亮曰諸葛亮曰諸葛亮曰諸葛亮曰

諸葛亮輔佐劉後主時

常教他人主之道外

師表」中，諸葛亮就舉世了像費禕

但劉後主非但不受教

味提拔其身邊的佞臣

某次諸葛亮出征回朝時

的小人，於是便告誡後主說

何對得起像趙雲、

是賞於無功者，離譜啊

同樣的，宋高宗時

宗於是決定提拔他的女婿當官

退回，嗣宋高宗很不悅地要宰相告訴王居正依旨而行

居正求見皇帝陳曰

作外，皇上賞賜他的財物也已經夠多了

功勞者之官職，恐怕就很不妥當了

宋高宗聽後點點頭並收回成命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制度，才能真正拔擢賢才

而升官的人，將來即使不是個貪官污吏
 

地上種了菜
心中有善

※ 夫妻相處之道夫妻相處之道夫妻相處之道夫妻相處之道        

11

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    

諸葛亮曰諸葛亮曰諸葛亮曰諸葛亮曰：「：「：「：「賞於無功者賞於無功者賞於無功者賞於無功者，，，，離離離離。」。」。」。」＊＊＊＊

諸葛亮輔佐劉後主時，可謂是亦父亦師、鞠躬盡瘁

主之道外，也告訴他如何識才和察納雅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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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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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便告誡後主說：「你提拔這些沒有功勞之人

、陽群、馬玉等這些曾立功於戰場之將官

離譜啊！」 

宋高宗時太醫王繼先，經常看好皇帝的病

宗於是決定提拔他的女婿當官，但「給事中」王居正卻將聖旨

嗣宋高宗很不悅地要宰相告訴王居正依旨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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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賞賜他的財物也已經夠多了，至於再憑添給一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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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真正拔擢賢才。否則，靠「走後門」或巴結逢迎

將來即使不是個貪官污吏，也難保會是個好官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風室

 

地上種了菜，就不易長草 
心中有善，就不易生惡    

＊＊＊＊    

鞠躬盡瘁。除經 

在「前出 

向寵等賢臣良將。 

，甚至一 

竟發現後主提拔了一票無功無才 

提拔這些沒有功勞之人，如 

馬玉等這些曾立功於戰場之將官；真 

經常看好皇帝的病，宋高 

王居正卻將聖旨 

。後來王 

除了是盡自己的本份工 

至於再憑添給一個無 

萬望陛下勿開此門路…。」 

功〉績 

或巴結逢迎 

也難保會是個好官。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風室-廉政資訊專區 

 



 

結縭二十幾年

「

「我太太嫁過來的第一天

她平靜地說

過了一會

她平靜地說

過了一會

我看她把狗砍死

她平靜地說

從此就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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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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對夫妻， 

結縭二十幾年從來沒有吵過架， 

 

朋友問這位丈夫： 

「你們怎麼做到不吵架的？」 

 

丈夫說： 

嫁過來的第一天，有隻狗對她吠叫，

她平靜地說：『這是第一次』 

 

過了一會，狗又對她狂吠， 

她平靜地說：『這是第二次』 

 

過了一會，狗又對她瘋狂吼叫， 

她就拿菜刀把狗砍死了！ 

 

我看她把狗砍死，就罵她：『妳神經病啊！！！！

 

她平靜地說：『這是第一次』」 

 

從此就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夫妻相處真的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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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62626262----1313131366666666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