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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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問問問：：：：本規範第本規範第本規範第本規範第    2 2 2 2 點第點第點第點第

社交往來社交往來社交往來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

收受鉅額餽贈之嫌收受鉅額餽贈之嫌收受鉅額餽贈之嫌收受鉅額餽贈之嫌

答： 

(一)本點規範目的

1. 提供明確標準

職、陞遷異動

財物，知所因應及進退

2. 引導廉潔自持

源乃基於公共信任

樸，重視外界觀感

(二)不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為重點

依據本規範第

害關係之餽贈財物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評估是否會引發外界不當聯想

    

問問問問：：：：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

答： 

(一)原則：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

        絕（本規範第
1

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 10101010888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    

    

點第點第點第點第    3 3 3 3 款規定款規定款規定款規定，「，「，「，「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市價不超過新臺幣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3,000 3,000 3,000 3,000 元者元者元者元者。。。。但同一年度來自但同一年度來自但同一年度來自但同一年度來自

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    1 1 1 1 萬元為限萬元為限萬元為限萬元為限」，」，」，」，是否有鼓勵公務員是否有鼓勵公務員是否有鼓勵公務員是否有鼓勵公務員

收受鉅額餽贈之嫌收受鉅額餽贈之嫌收受鉅額餽贈之嫌收受鉅額餽贈之嫌？？？？    

本點規範目的 

提供明確標準：讓公務員對於訂婚、結婚、生育

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等人際互動，

知所因應及進退。 

引導廉潔自持：公務員為全體國民服務，使用及分配公共資

源乃基於公共信任，因此本點規範係提醒公務員應清廉

重視外界觀感，以贏得尊重。 

不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為重點 

依據本規範第 4 點規定，公務員原則不得接受與其職務有利

害關係之餽贈財物，例外得予接受者，仍需以「偶發而無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為前提，公務員受贈財物之際

評估是否會引發外界不當聯想。 

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該如何該如何該如何該如何

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原則上應予拒

本規範第 4 點前段參照）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指一般人指一般人指一般人    

但同一年度來自但同一年度來自但同一年度來自但同一年度來自    

是否有鼓勵公務員是否有鼓勵公務員是否有鼓勵公務員是否有鼓勵公務員    

生育、喬遷、就 

，遇有受贈之 

使用及分配公共資 

因此本點規範係提醒公務員應清廉、儉 

公務員原則不得接受與其職務有利 

偶發而無影響 

公務員受贈財物之際，自當審慎 

該如何該如何該如何該如何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原則上應予拒 



 

(二)例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之虞時

1.屬公務禮儀。

2.長官之獎勵、

3.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

多數人為餽贈

4.因訂婚、結婚

離職及本人、

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三) 處理程序： 

1.迅速處理：除有本規範第

或退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贈之日起 3 日內

第 1 款參照）。

2.政風機構建議

費收受、歸公

核定後執行（

3.政風機構登錄建檔

後，應即登錄建檔

包含公務員與受贈財物者之基本資料

處理情形與建議及簽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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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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第 4 點但書參照

。 

、救助或慰問。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 500 元以下；或對本機關

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 1,000 元以下

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

、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

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除有本規範第 4 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

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法退還時

日內，交政風機構處理（本規範第 

）。 

政風機構建議：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

歸公、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機關首長

（本規範第 5 點第 2 項參照）。 

政風機構登錄建檔：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事件之知會或通知

應即登錄建檔（本規範第 12 點參照），至登錄表

包含公務員與受贈財物者之基本資料、事由、事件內容大要

處理情形與建議及簽報程序。 

 

 

 

 

 

資料來源

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 

點但書參照）： 

或對本機關（構）內 

元以下。 

、退休、辭職、 

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 

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予拒絕 

無法退還時，應於受 

 5 點第 1 項 

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提出付 

簽報機關首長 

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事件之知會或通知 

至登錄表，其要項 

事件內容大要、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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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修正新修正新修正新修正公職人員公職人員公職人員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問答集利益衝突迴避法問答集利益衝突迴避法問答集利益衝突迴避法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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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需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何需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何需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何需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

            答：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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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依法由政府遴聘

規範之必要。

2、例如依行政法人法

立，為執行公共事務或有行使公權力之權能

體者。 

問問問問：：：：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

答：為使公職人員易於遵循

  範，於第 4條第

  關係人在第 2

  事業機構、部隊

  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

  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好習慣成就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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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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

利益衝突迴避法問答集利益衝突迴避法問答集利益衝突迴避法問答集利益衝突迴避法問答集    

公法人之董事公法人之董事公法人之董事公法人之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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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需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何需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何需要納入新法公職人員之範圍何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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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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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執行公共事務或有行使公權力之權能，具權利義務主

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所指為何所指為何所指為何所指為何？？？？    

為使公職人員易於遵循，茲將近年來相關違法案例態樣明文規

條第 3項明定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

2條第 1項所列之機關（構）團體、

部隊（以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任用、

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陞遷、調動、

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資料來源

好習慣成就一生，壞習慣毀人前程

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專案法紀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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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為為為

在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

其董事、監察人、

，有納入本法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或其他法令規定設

具權利義務主

茲將近年來相關違法案例態樣明文規     

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  

、學校、法人、 

、聘任、聘用、 

、考績及其他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壞習慣毀人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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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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再相信別再相信別再相信別再相信 20202020％％％％獲利術獲利術獲利術獲利術，，，，都假的都假的都假的都假的！！！！        
        高報酬率大多具高風險，請謹慎投資~ 

       

  分析近期「假投資」案件詐騙手法，歹徒大多透過架設網站或臉書

社團、私人 LINE 群組進行招募，標榜以「買空賣空」或「穩賺不賠」

等口號吸引民眾投資時下熱門之虛擬貨幣(或未上市股票、期貨等)，

是類詐騙手法均以保證投資者可以固定獲利，只需依指示匯款或繳

交費用成為會員後，即可每週提領獲利，然通常將大筆金錢投入後，

方發現召集人已人間蒸發！請提高警覺，通常高報酬率投資標的大

多具高風險，請慎選投資理財方案。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消保電影院消保電影院消保電影院消保電影院：：：：數位世代消費者保護教育影片數位世代消費者保護教育影片數位世代消費者保護教育影片數位世代消費者保護教育影片

詳細資訊請點閱網址觀看影片說明詳細資訊請點閱網址觀看影片說明詳細資訊請點閱網址觀看影片說明詳細資訊請點閱網址觀看影片說明

https://cpc.ey.gov.tw/Page/84E6715231ABFC81/04333d5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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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世代消費者保護教育影片數位世代消費者保護教育影片數位世代消費者保護教育影片數位世代消費者保護教育影片----WHOWHOWHOWHO 怕怕怕怕

詳細資訊請點閱網址觀看影片說明詳細資訊請點閱網址觀看影片說明詳細資訊請點閱網址觀看影片說明詳細資訊請點閱網址觀看影片說明    

https://cpc.ey.gov.tw/Page/84E6715231ABFC81/04333d5e-a6b4-41dc-b17c-a45975f8235b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怕怕怕怕 WHOWHOWHOWHO    

    

    

a45975f82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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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應有的認識與做法公務機密維護應有的認識與做法公務機密維護應有的認識與做法公務機密維護應有的認識與做法（（（（上上上上））））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保密係公務員應盡義務之一，「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即明

確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

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惟日前

從報章雜誌上仍可看到，少部分公務員因疏於注意，或甚至為

一己之私，而將公務上秘密洩漏他人，顯示保密警覺之觀念仍

待加強。惟，究竟何謂公務機密？維護公務機密之目的何在？

一般常見的洩密原因為何？如何有效防止洩密？上述問題若未

釐清，將無法有效落實公務機密維護，因此，本文即針對以上

問題，提供相關見解，以作為各消防機關人員從事公務機密維

護工作之參考。 

    

貳貳貳貳、、、、公務機密維護之基本認識公務機密維護之基本認識公務機密維護之基本認識公務機密維護之基本認識    

一一一一、、、、公務機密之範疇公務機密之範疇公務機密之範疇公務機密之範疇    

     所謂公務機密，廣義而言，係指公務上所持有之資料，如

經洩漏，有危害國家安全、行政遂行或他人權利者。若以洩密

所造成之危害作區分，則可分為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兩者，

敘述如下： 

（（（（一一一一））））國家機密國家機密國家機密國家機密    

  「國家機密」即「國家機密保護法」第二條所稱，為確保

國家安全或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

訊，經依該法核定機密等級者。換言之，如洩漏該等機密，將

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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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一般公務機密一般公務機密一般公務機密一般公務機密    

  一般公務機密指國家機密以外之其他公務機密，參考行政

院秘書處所訂之「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手冊」規定，所謂一般

公務機密可分為下列九種： 

１、密碼(語)編撰及分析技術事項。 

２、檢舉或告密案件。 

３、人事異動及考核、考績、獎懲等尚未公開之文書。 

４、會議決定之機密事項。 

５、重要案件正在商討、調查或處理中之事項。 

６、工程預算及決標前之底價等事項等。 

７、涉及個人尊嚴或名譽，不宜公開事項。 

８、機關職員人事名冊。 

９、其他應行保密事項。 

    

二二二二、、、、公務機密維護之目的公務機密維護之目的公務機密維護之目的公務機密維護之目的    

（（（（一一一一））））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公務員從事公務涉及國防外交等事務者甚多，此等資料與

國家整體利益休戚相關，倘被他國知悉，往往對本國產生各種

不利後果，尤其於戰時或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軍事機密之洩

漏更可能使戰局改觀，影響國家存亡。 

 

（（（（二二二二））））確保行政目的之達成確保行政目的之達成確保行政目的之達成確保行政目的之達成    

  政策的制定與推動，常涉及各種不同利益之衝突與調和，

特定政策若讓有利害關係者事先知道，往往使其獲得經濟上的

不當利益，或對善意第三者造成損害，甚而影響政策之執行，

因此應落實保密作為，才能確保行政目的之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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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尊重個人隱私與權利尊重個人隱私與權利尊重個人隱私與權利尊重個人隱私與權利    

  公務員從事公務，常有機會了解他人隱私，如果任意洩漏，

不僅影響當事人權益，甚至有損政府之公信。故公務資料涉及

個人隱私權者，公務員應保守秘密，以尊重民眾權益。 

    

三三三三、、、、公務機密維護之法令依據公務機密維護之法令依據公務機密維護之法令依據公務機密維護之法令依據    

（（（（一一一一））））公務員守密義務之規範公務員守密義務之規範公務員守密義務之規範公務員守密義務之規範    

公務員有保守公務機密之義務，其法律規定舉例如下： 

１、「公務員服務法」第四條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

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漏，退

職後亦同。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

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 

２、「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考績人員，對考

績過程應嚴守秘密，並不得遺漏舛錯，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

處」。 

３、「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七條規定，「公務機關保

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

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 

４、「營業秘密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

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業秘密者，不得使用或無故洩漏之」。 

    

（（（（二二二二））））國家機密保護之規定國家機密保護之規定國家機密保護之規定國家機密保護之規定    

        立法院於今（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三讀通過「國家機密

保護法」，並於二月六日由總統明令公布，該法制定之目的係為

建立國家機密之保護制度，以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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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機密保護法」分「總則」、「國家機密之核定與變更」、

「國家機密之維護」、「國家機密之解除」、「罰則」、「附則」等

六章，共計四十一條，其主要內容為：定義「國家機密」及「機

關」之範圍，規定國家機密之區分等級，並明示核定國家機密

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明定各機關人員對於國家機密事

項之報請核定義務及程序；國家機密等級核定後，得依職權或

依申請，就實際狀況適時註銷、解除機密或變更等級，並得依

法提起行政救濟；規定保密期限、解密條件及期限延長、條件

變更等事項，對於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

應永久保密；明定國家機密知悉、持有或使用人員之限制及其

保護方式；國家機密資料及檔案之存置場所或區域，得管制人

員或物品之進出；其他機關需使用國家機密者，應經原核定機

關同意；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應經核准；明定國家機密之自

動解密及核定解密條件；國家機密於保密期限屆滿前或條件成

就前已無保密必要者，規定其解密之義務與程序。 

 

  此外，「國家機密保護法」對於洩密者亦訂有處罰規定，例

如：洩漏、交付、刺探、收集、毀棄、損壞或隱匿國家機密者，

最重可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未經核准擅自出境或逾

越核准地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並科新台幣

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公務員違反本法規定者，應按其情節輕重，

依法予以懲戒或懲處。 

 

  「國家機密保護法」通過後，使國家機密之維護有充分之

法律依據，不僅可減少對行政機關機密認定之疑慮，透過司法

機關之監督機制，亦更能兼顧國家安全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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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員洩漏公務機密之法律責任 

１１１１、、、、刑事責任刑事責任刑事責任刑事責任    

  「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洩

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

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文第二項亦規定，「因過

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金。」由此可知，公務員不論係故意或過失洩漏公務機密，皆

負有刑事責任。此外，「妨害軍機治罪條例」對於洩漏、交付或

公示軍事上應保守秘密之消息、文書、圖畫或物品者，亦訂有

處罰規定。 

 

２２２２、、、、民事責任民事責任民事責任民事責任    

  「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因此，公務員如因故意或

過失違反保密責任，致使他人權利受損害者，被害人可以向公

務員請求賠償其損害；另依「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公務員於

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若因洩漏公務機密而對他人權利造成

損害，被害人得請求國家賠償，前項情形公務員係有故意或重

大過失時，國家亦得向公務員求償。 

 

３３３３、、、、行政責任行政責任行政責任行政責任    

（（（（１１１１））））懲戒責任懲戒責任懲戒責任懲戒責任    

  係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或主管長官依據「公務員懲戒法」

之規定，對公務員所為之懲戒處分。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於

公務員因洩漏公務機密移付懲戒之案例顯示，不僅有公務員因



 

洩密而予以降級或記過者

以為戒。 

 

（（（（２２２２））））懲處責任懲處責任懲處責任懲處責任

  係指各機關長官依考績獎懲等法規對公務員所為之行政處

分而言，例如依據

規定，「…洩漏職務上之機密

據者」，最重得一次計二大過處分

    

   未完待續...... 

11

洩密而予以降級或記過者，更有直接予以撤職者，公務員應引

    

係指各機關長官依考績獎懲等法規對公務員所為之行政處

例如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二款

洩漏職務上之機密，致政府遭受重大損害，

最重得一次計二大過處分。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公務員應引

係指各機關長官依考績獎懲等法規對公務員所為之行政處

第十二條第三項第二款

，有確實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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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

五代十國時期，南唐李後主為抵抗強國後周

用離間計，並派遣使者送給後周大將趙匡胤三千兩白銀

一封。孰知趙匡胤不為所動

某次後周使者曹彬奉命給吳越國送些兵器

的是不願接受吳越國的招待餽贈

給了他大批的金銀珠寶

解我是借吳越人之名來沽名釣譽

他全部收下，但嗣後也是全數上交朝廷

 

記得數年前，新加坡官員到我國拜訪

贈其一件精美上衣，惟新加坡官員隨即問該件上衣市價

規定公務員是不得收受餽贈的

可依市價購買或將價金繳庫

同的吧，也就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

的！ 
 

細節決定成敗

※ 公車公車公車公車上上上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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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    

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拒受不當餽贈的趙匡胤和曹彬＊＊＊＊    

南唐李後主為抵抗強國後周，爰向後周世宗柴榮使

並派遣使者送給後周大將趙匡胤三千兩白銀，並附拉攏書信

孰知趙匡胤不為所動，將書信及白銀悉數上交後周世宗

某次後周使者曹彬奉命給吳越國送些兵器，送完後曹彬即起程返國

的是不願接受吳越國的招待餽贈，但是吳越國官員還是追上了曹彬

給了他大批的金銀珠寶。曹彬說：「我如果堅決不接受，將

解我是借吳越人之名來沽名釣譽，而且也會貶抑朝廷的器度

但嗣後也是全數上交朝廷，自己一點也沒留

新加坡官員到我國拜訪，期間球敘時，我國官員曾致

惟新加坡官員隨即問該件上衣市價，並稱該國法律

規定公務員是不得收受餽贈的，但如果拒絕反不符社會或公務禮儀者

可依市價購買或將價金繳庫…。我想，上述的故事，其道理大概都是相

也就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絕對是和其官員的清廉度成正比

 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廉政專區

細節決定成敗，態度決定一切

擁擠的公車上 

 

一個站著的懷孕婦女， 

 

對坐在博愛座的男人說： 

 

「ㄟ！你不知道我懷孕了嗎？」 

 

只見那個男人緊張地說： 

 

    

爰向後周世宗柴榮使

並附拉攏書信

將書信及白銀悉數上交後周世宗。同樣的，

送完後曹彬即起程返國，為

但是吳越國官員還是追上了曹彬，並

將可能被人誤

而且也會貶抑朝廷的器度…。」於是

自己一點也沒留。 

我國官員曾致

並稱該國法律

但如果拒絕反不符社會或公務禮儀者，

其道理大概都是相

絕對是和其官員的清廉度成正比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廉政專區  

 

態度決定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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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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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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