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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紀宣導法紀宣導法紀宣導法紀宣導：：：：圖利與便民圖利與便民圖利與便民圖利與便民

圖利與便民都是給予人民利益或好處

法，而便民則是合法給予人民利益

分。司法實務的見解

判斷。而從便民的角度看

 

◆◆◆◆便民主要判斷標準便民主要判斷標準便民主要判斷標準便民主要判斷標準

1. 沒有為自己或他人圖取不法利益的故意及意圖

2. 職務在法令許可之範圍內所為

3. 只是在手續或程序上給予他人方便

4. 他人所獲得者，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1、廠商申請退還押標金

（1）便民便民便民便民：：：：於符合退還規定時

。 

（2）圖利圖利圖利圖利：：：：廠商有不得退還押標金或應予沒收押標金之情況

於廠商之利益或請求而退還該押標金

不法之利益，則是

 

2、申請個人資料閱覽

（1）便民便民便民便民：：：：如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得提供個人資料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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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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利與便民圖利與便民圖利與便民圖利與便民    

圖利與便民都是給予人民利益或好處，但圖利的行政行為是不合

而便民則是合法給予人民利益，所以圖利與便民兩者並非不能區

司法實務的見解，圖利與便民的最主要區別是以有無違背法令

而從便民的角度看，便民就是依法行政。 

便民主要判斷標準便民主要判斷標準便民主要判斷標準便民主要判斷標準：：：：    

沒有為自己或他人圖取不法利益的故意及意圖。 

職務在法令許可之範圍內所為。 

手續或程序上給予他人方便。 

，是合法的利益。 

退還押標金、保證金： 

於符合退還規定時，協助或迅速退還該押標金

有不得退還押標金或應予沒收押標金之情況

於廠商之利益或請求而退還該押標金、保證金，因而使廠商獲取

則是「圖利」。 

申請個人資料閱覽：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得提供個人資料之規定

 

圖利的行政行為是不合

所以圖利與便民兩者並非不能區

最主要區別是以有無違背法令為

協助或迅速退還該押標金、保證金 

有不得退還押標金或應予沒收押標金之情況，卻基 

因而使廠商獲取 

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得提供個人資料之規定，就資料 



 

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影本

（2）圖利圖利圖利圖利：：：：如不符法律規定之情形下

與特定業者勾結

對價利益，則是

 

法紀宣導法紀宣導法紀宣導法紀宣導：：：：「「「「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立法規定立法規定立法規定立法規定 

    立法院於100年6月

第11條第2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日正式生效。條文明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收錢有罪，送錢沒事

案情摘要案情摘要案情摘要案情摘要 

    ○○市政府職司殯葬管理業務之人員林

府機關且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火化遺體業務之機會

塔，或希望火化場人員得以妥善處理亡者遺骸之心理

或喪家收取「紅包

辦後，依貪污罪嫌起訴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一、本案公務員林○○

或喪家收取「紅包

 二、另殯葬業者或喪家雖非公務員

加以「關照」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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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閱覽或製給影本。 

不符法律規定之情形下（如申請人非程序當事人

與特定業者勾結洩漏、提供、交付應保密之個人資料

則是「圖利」。 

資料來源：臺中市北屯區公所政風專區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月7日三讀通過增訂貪污治罪條例（下稱本條例

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並於6月29日公布施行

條文明訂「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新法之規定，將可

送錢沒事」之不良社會現象。 

市政府職司殯葬管理業務之人員林○○等人，係依法服務於政

府機關且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於○○年至○○

火化遺體業務之機會，利用喪家急於火化亡者大體、骨灰安放納骨

或希望火化場人員得以妥善處理亡者遺骸之心理

紅包」，金額累計達新臺幣3千萬餘元，案經檢察官偵

依貪污罪嫌起訴。 

○○等人對於職務上遺體火化之行為，

紅包」，依法應受法律制裁無疑。 

另殯葬業者或喪家雖非公務員，若為使火葬場公務員就喪葬事宜

而送「紅包」，依其行為時點，可分為下列二種情況

如申請人非程序當事人），而 

交付應保密之個人資料，因而取得 

臺中市北屯區公所政風專區 

下稱本條例）

日公布施行、7月1

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將可杜絕過去

係依法服務於政

○○年間，藉辦理

骨灰安放納骨

或希望火化場人員得以妥善處理亡者遺骸之心理，向殯葬業者

案經檢察官偵

，向殯葬業者

若為使火葬場公務員就喪葬事宜

可分為下列二種情況，



 

論究其責： 

  １、行為時間點在100

背職務行賄罪」

不會成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２、行為時間點在100

背職務行賄罪」

虞： 

 （１）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

不正利益：以本例而言

順利進行，希望火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範圍內加以

而表示要給「

在客觀行為上即已該當

         ＊行求、期約或交付

罪構成要件。

員紅包，但還沒給予賄款

 （２）行為人在主觀上有行賄的故意

而強行索賄，

包」的話，則因其

民眾只要守法

三、此外，民眾如不慎違反

首或在偵審中自白

廉政廉政廉政廉政署叮嚀事項署叮嚀事項署叮嚀事項署叮嚀事項

    公務部門致力處理各項公務

係屬對人民之承諾。因此

作業程序申請即可，「不必送

務員，以免反而誤觸法網

                                                        

3

100年7月1日之前者，因本條例第11條第

」尚未正式生效，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精神

不會成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100年7月1日之後者，因本條例第11條第

」已正式施行生效，如符合下列要件，

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

以本例而言，如殯葬業者或喪家為使喪葬事宜能

希望火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範圍內加以

「紅包」，或雙方有合意或已實際交付

客觀行為上即已該當「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構成要件

期約或交付三個行為，只要滿足其中一個就成立該

。所以民眾只有對公務員要求關照並說要給公務

但還沒給予賄款，同樣成立行賄罪。 

行為人在主觀上有行賄的故意：假若火葬場公務員濫用職權

，殯葬業者或喪家因害怕其權勢而同意

則因其缺乏行賄的故意，故不會構成犯罪

民眾只要守法，則毋須擔心觸犯相關法令。 

民眾如不慎違反「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規定，

首或在偵審中自白，均有免除或減輕其刑之自新機會

署叮嚀事項署叮嚀事項署叮嚀事項署叮嚀事項 

公務部門致力處理各項公務、提升行政效率、簡化與透明行政程序

因此，廉政署呼籲民眾於洽辦公務時，

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或其他不正利益給公

以免反而誤觸法網，得不償失。 

                                                        資料來源

條第2項「不違

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精神，自

條第2項「不違

，即有觸法之

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

如殯葬業者或喪家為使喪葬事宜能

希望火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範圍內加以「關照」，

或雙方有合意或已實際交付「紅包」，

之構成要件。 

只要滿足其中一個就成立該

所以民眾只有對公務員要求關照並說要給公務

 

公務員濫用職權，

殯葬業者或喪家因害怕其權勢而同意或交付「紅

故不會構成犯罪。因此，

，只要勇於自

均有免除或減輕其刑之自新機會。 

簡化與透明行政程序，

，依相關行政

紅包或其他不正利益給公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好習慣成就一生

別再相信別再相信別再相信別再相信

高報酬率大多具高風險

   分析近期「假投資」

社團、私人 LINE 群組進行招募

等口號吸引民眾投資時下熱門之虛擬貨幣

是類詐騙手法均以保證投資者可以固定獲利

交費用成為會員後，

方發現召集人已人間蒸發

多具高風險，請慎選投資理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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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習慣成就一生，壞習慣毀人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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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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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詐騙手法，歹徒大多透過架設網站或臉書

群組進行招募，標榜以「買空賣空」或「

等口號吸引民眾投資時下熱門之虛擬貨幣(或未上市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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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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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慎選投資理財方案。 

    

壞習慣毀人前程。        

    

歹徒大多透過架設網站或臉書

或「穩賺不賠」

或未上市股票、期貨等)，

只需依指示匯款或繳

通常將大筆金錢投入後，

通常高報酬率投資標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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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化學色素檢驗及標示查核結果用化學色素檢驗及標示查核結果用化學色素檢驗及標示查核結果用化學色素檢驗及標示查核結果

鑑於國內曾發生食品不法添加非食用化學色素案件

見之辣椒醬、豆瓣醬及豆腐乳等調味醬

紅 B等 10 項非食用色素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合作

街、傳統市場、農會等地進行採樣

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檢測

示查核結果有 20 件不符合規定

福部)督導相關地方政府衛生局儘速依法查處

本次品質檢測係參考衛福部建議之檢驗方法

素 1-4 號、蘇丹紅 G、

紅 B共計 10 項非食用化學色素

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

直轄市、縣(市)衛生局，

第 25 條及第 28 條進行查核

查核結果分述如次： 

一、品質檢測部分：246

二、標示查核部分： 

5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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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 日日日日公布公布公布公布「「「「107107107107 年度市售食品中非食年度市售食品中非食年度市售食品中非食年度市售食品中非食

用化學色素檢驗及標示查核結果用化學色素檢驗及標示查核結果用化學色素檢驗及標示查核結果用化學色素檢驗及標示查核結果」」」」

鑑於國內曾發生食品不法添加非食用化學色素案件，為瞭解市售常

豆瓣醬及豆腐乳等調味醬，有無非法添加蘇丹色素

項非食用色素，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合作，至 13 直轄市及縣(市)之製造廠

農會等地進行採樣，共計採樣 246 件樣品(

託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檢測。品質檢測結果全數合格

件不符合規定，行政院消保處已請衛生福利部

相關地方政府衛生局儘速依法查處。 

本次品質檢測係參考衛福部建議之檢驗方法，檢測項目包括蘇丹色

、蘇丹橙 G、蘇丹墨 B、蘇丹紅 7B、鹼性橙及玫瑰

項非食用化學色素〔前開 10 項非食用化學色素已被行政院

下稱環保署)公告為毒性化學物質〕；標示查核部分則由各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

條進行查核。 

 

246 件均符合規定。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年度市售食品中非食年度市售食品中非食年度市售食品中非食年度市售食品中非食

」」」」    

為瞭解市售常

有無非法添加蘇丹色素、玫瑰

下稱行政院消保處)與

之製造廠、傳統老

(含網路)，委

品質檢測結果全數合格，但標

行政院消保處已請衛生福利部(下稱衛

檢測項目包括蘇丹色

鹼性橙及玫瑰

項非食用化學色素已被行政院

標示查核部分則由各

下稱食安法)第 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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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包裝食品標示違反食安法第 22 條：17 件。例如外包裝未有中文標

示或標示未完整。 

(二)標示不實違反食安法第 28 條：3件。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選購辣椒醬等調味醬時，應注意

外包裝是否清楚標示製造廠商、國內負責廠商聯繫方式及有效日期，另

外，應選擇信譽良好的商家，以維護自身健康權益。行政院消保處並呼

籲國內製造、販售調味醬之業者，應隨時注意食安法最新修正規定，若

有食品標示相關疑問，可洽以下諮詢管道，避免因產品標示不正確而受

罰： 

衛福部設立之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專線衛福部設立之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專線衛福部設立之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專線衛福部設立之食品標示法規諮詢服務專線    

03-562-1411 、 03-562-4532 

食品標示諮詢服務信箱食品標示諮詢服務信箱食品標示諮詢服務信箱食品標示諮詢服務信箱    

foodlabel@firdi.org.tw， 

 

消費者如發生消費糾紛時，可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

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電話諮詢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本次本次本次本次檢驗結果檢驗結果檢驗結果檢驗結果附表附表附表附表請見下列網站請見下列網站請見下列網站請見下列網站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f72ac200-2933-4da5-9d5c-135fd53013

d4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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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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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有人質疑孟子說，

百鎰黃金，後來宋國及薛地的君主

鎰黃金，你卻都收下來

呢…？ 

孟子說：「在宋國時

我旅費，以便我完成後續的工作

地時，因為有人將對我不利

買防身武器，並預防其他不時之需

於在齊國時，因為彼此並沒有任何贈

錢，豈非要收買我，

 

孟子的確是一位有智慧的人

是拿在手上。所以說

然符合「禮節」，更不會有違法之虞

 

細節決定成敗

※ 狗才喜歡你狗才喜歡你狗才喜歡你狗才喜歡你        

一位男士和女友約會遲到

繼承了一筆

9

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    

＊＊＊＊收禮有道的孟子收禮有道的孟子收禮有道的孟子收禮有道的孟子＊＊＊＊    

，你以往在齊國時，曾經拒絕齊王所送的一

後來宋國及薛地的君主，分別送你七十鎰及五十

你卻都收下來，是否有標準不一，不為人知的道理

在宋國時，因為要離開繼續週遊他國，宋君於是送

以便我完成後續的工作，所以我收下來了；

因為有人將對我不利，於是薛君送我金錢，以便我購

並預防其他不時之需，所以我也收下來了

因為彼此並沒有任何贈、受的理由，齊王送我

，幫他歌功頌德，這不是君子所應為的

孟子的確是一位有智慧的人，真正把「禮」放在心裡

所以說，只要名正言順、師出有名的餽贈

更不會有違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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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男士和女友約會遲到， 

女友很生氣， 

破口大罵： 

「像你這種男人 

只有狗才會喜歡你！」  

 

男士冷靜地說： 

「我剛剛去辦了一點事， 

繼承了一筆 2千萬的遺產。」 

 

曾經拒絕齊王所送的一 

分別送你七十鎰及五十 

不為人知的道理 

宋君於是送 

；而在薛 

以便我購 

所以我也收下來了。至 

齊王送我 

這不是君子所應為的…。」 

放在心裡，而不 

師出有名的餽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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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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叫道： 

 

 

 

 

 

 

 

 

 

 

 

「汪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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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