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政風廉政月刊

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

影片網址：http://www.cyp.moj.gov.tw/ct.asp?xItem=557472&ctNode=36140&mp=053

影片網址：http://www.cyp.moj.gov.tw/ct.asp?xItem=557471&ctNode=36140&mp=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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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7 月月月月    

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調查局 108108108108 年國安宣導短片年國安宣導短片年國安宣導短片年國安宣導短片

你是透明人嗎你是透明人嗎你是透明人嗎你是透明人嗎？？？？    

    

    

    

    

    

    

http://www.cyp.moj.gov.tw/ct.asp?xItem=557472&ctNode=36140&mp=053

你被黑了嗎你被黑了嗎你被黑了嗎你被黑了嗎？？？？    

    

    

    

    

    

 

http://www.cyp.moj.gov.tw/ct.asp?xItem=557471&ctNode=36140&mp=053

 

年國安宣導短片年國安宣導短片年國安宣導短片年國安宣導短片    

http://www.cyp.moj.gov.tw/ct.asp?xItem=557472&ctNode=36140&mp=053    

http://www.cyp.moj.gov.tw/ct.asp?xItem=557471&ctNode=36140&mp=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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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5555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222 款所謂款所謂款所謂款所謂

答：本規範第 5 點第

利害關係，且非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

俗標準者，考量餽贈物價值不菲其動機與目的異於常情

求公務員受贈時應簽報其長官

  所稱「經常交往朋友

社交對象，如持續聯絡之同學

問問問問：：：：部分規範太過瑣碎部分規範太過瑣碎部分規範太過瑣碎部分規範太過瑣碎

規定太過嚴格規定太過嚴格規定太過嚴格規定太過嚴格

答： 

   1、本規範係參考外國立法例

     之倫理問題明定應遵循事項

2、政風諮詢人員執行或有判斷困難

  上一級政風機構處理

  詢、釋疑服務

問問問問：：：：公務機關越來越多派遣人員公務機關越來越多派遣人員公務機關越來越多派遣人員公務機關越來越多派遣人員

本規範對於派遣人員有無約束力本規範對於派遣人員有無約束力本規範對於派遣人員有無約束力本規範對於派遣人員有無約束力

答：依據本規範第

項標準及其他廉政倫理事項

公務之派遣人員

 

2

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政風法令宣導    

    

款所謂款所謂款所謂款所謂「「「「經常交往朋友經常交往朋友經常交往朋友經常交往朋友」，」，」，」，語意模糊語意模糊語意模糊語意模糊，，，，

點第 2 款規範目的，乃對於目前與公務員無職務上

且非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而餽贈超過正常社交禮

考量餽贈物價值不菲其動機與目的異於常情

求公務員受贈時應簽報其長官。      

經常交往朋友」泛指親屬以外保持互動具有一定情誼

如持續聯絡之同學、經常話家常之友人等

部分規範太過瑣碎部分規範太過瑣碎部分規範太過瑣碎部分規範太過瑣碎，，，，將造成各機關政風人員判斷上之困難將造成各機關政風人員判斷上之困難將造成各機關政風人員判斷上之困難將造成各機關政風人員判斷上之困難

規定太過嚴格規定太過嚴格規定太過嚴格規定太過嚴格，，，，可能造成可能造成可能造成可能造成「「「「上有政策上有政策上有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下有對策下有對策下有對策」」」」

本規範係參考外國立法例，並衡酌國情所需，針對國人常見

問題明定應遵循事項。 

政風諮詢人員執行或有判斷困難，得依據本規範第

上一級政風機構處理，本部並設有諮詢專線與信箱

釋疑服務。 

公務機關越來越多派遣人員公務機關越來越多派遣人員公務機關越來越多派遣人員公務機關越來越多派遣人員，，，，也從事與一般公務員類似的業務也從事與一般公務員類似的業務也從事與一般公務員類似的業務也從事與一般公務員類似的業務

本規範對於派遣人員有無約束力本規範對於派遣人員有無約束力本規範對於派遣人員有無約束力本規範對於派遣人員有無約束力，，，，該如何約束該如何約束該如何約束該如何約束。。。。    

依據本規範第19點規定，各機關得視需要對於本規範所定之各

標準及其他廉政倫理事項，訂定更嚴格之規範，

公務之派遣人員，得基於管理需要，納入適用對象

資料來源

，，，，認定困難認定困難認定困難認定困難。。。。    

乃對於目前與公務員無職務上

而餽贈超過正常社交禮

考量餽贈物價值不菲其動機與目的異於常情，爰要

親屬以外保持互動具有一定情誼之

經常話家常之友人等。 

將造成各機關政風人員判斷上之困難將造成各機關政風人員判斷上之困難將造成各機關政風人員判斷上之困難將造成各機關政風人員判斷上之困難，，，，且且且且

」」」」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之情形。。。。    

針對國人常見   

得依據本規範第16點送請 

本部並設有諮詢專線與信箱，提供洽 

也從事與一般公務員類似的業務也從事與一般公務員類似的業務也從事與一般公務員類似的業務也從事與一般公務員類似的業務。。。。

    

視需要對於本規範所定之各

，爰對於從事

納入適用對象。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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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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對象規範對象規範對象規範對象：：：：12121212 類公職人員類公職人員類公職人員類公職人員                                            （（（（歡迎對號入座歡迎對號入座歡迎對號入座歡迎對號入座～～～～））））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亦有適用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亦有適用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亦有適用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亦有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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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法問答集法問答集法問答集    

Q:Q:Q:Q:政務官若為代理者政務官若為代理者政務官若為代理者政務官若為代理者，，，，應否辦理財產申報及是否為本法之適用對象應否辦理財產申報及是否為本法之適用對象應否辦理財產申報及是否為本法之適用對象應否辦理財產申報及是否為本法之適用對象？？？？    

答：政務官如有代理情事者，以是否滿 3 個月而決定應否申報財產； 代

理職務期間，仍應列入本法規範之對象，因政務官代理職務期 間，於

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

取利益，故從目的解釋而言，應包括在內。  



 

見小利

社群軟體購物藏風險社群軟體購物藏風險社群軟體購物藏風險社群軟體購物藏風險

近年來，民眾透過拍賣平臺

LINE、IG 等進行購物之比率越來越高

款，想要的商品就會送到家

 

 

 

 

 

 

 

 

 

 

 

 

 

 

 

 

 

 

4

資料來源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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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軟體購物藏風險社群軟體購物藏風險社群軟體購物藏風險社群軟體購物藏風險，，，，一頁式廣告詐騙請小心一頁式廣告詐騙請小心一頁式廣告詐騙請小心一頁式廣告詐騙請小心

民眾透過拍賣平臺、或網路社群軟體，

等進行購物之比率越來越高，只要手機點擊

想要的商品就會送到家，成為目前主要風行之消費模式

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論語-子路》        

一頁式廣告詐騙請小心一頁式廣告詐騙請小心一頁式廣告詐騙請小心一頁式廣告詐騙請小心        

，如臉書、

只要手機點擊、線上匯

成為目前主要風行之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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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集團看準此種便捷快速的網路消費利基，於各拍賣平

臺、社群軟體購買廣告版面，並截取正版廠商圖片或新聞報導

圖片，以低於市場行情之價格促銷，吸引民眾目光。民眾透過

瀏覽廣告，連結至購物網頁，內容強調貨到付款取信民眾，並

假冒臺灣各大公司或商城名義誘騙消費者購買，再利用貨運

(宅配)業者、各大超商所提供貨到付款之附加服務寄送商品。

消費者收貨付款後卻發現商品與廣告不符或有明顯瑕疵，品質

低劣，要求退貨時卻遭到封鎖，求助無門。 

觀察歹徒所使用之「「「「一頁式廣告一頁式廣告一頁式廣告一頁式廣告」，」，」，」，常具有下列特徵常具有下列特徵常具有下列特徵常具有下列特徵： 

(一)網頁上沒有公司地址、客服電話(或沒人接聽)、只留 

下電子信箱或通訊軟體帳號； 

(二)售價明顯低於市場行情； 

(三)常以限時或倒數方式吸引民眾； 

(四)號稱免運費、7 天鑑賞期、可拆箱驗貨、不滿意包退 

等，底下留言都是正評，沒有負評； 

(五)只能用貨到付款或信用卡刷卡(信用卡刷卡頁面多為 

歹徒虛設，將有被盜刷風險)；網頁常出現簡體字或 

大陸用語，如直郵、郵費、支持等，且網頁大多粗糙 

不精美。 

如發現貨到付款商品不符時，儘速向負責運送宅配業者反

映，同時可撥打配送單上寄件人電話辦理退貨；若配送單無寄

件人，先詢問送貨的宅配業者，告知要辦理退貨，請宅配業者

給予上ㄧ手寄件人的電話跟 E-mail，再行辦理退款。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您，詐騙集團藏於無形，卻充斥

在我們身邊，建議您切勿透過社群軟體私下購物，可下載「防



 

詐達人」LINE@，協助辨別購物網址是否為詐騙

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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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辨別購物網址是否為詐騙頁面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頁面，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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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連結：https://cpc.ey.gov.tw/Page/84E6715231ABFC81/eca33c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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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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保電影院消保電影院消保電影院消保電影院：：：：聰明消費聰明消費聰明消費聰明消費＿＿＿＿美貌與荷包的戰美貌與荷包的戰美貌與荷包的戰美貌與荷包的戰

https://cpc.ey.gov.tw/Page/84E6715231ABFC81/eca33c66-11e2-44c5-aab7-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美貌與荷包的戰美貌與荷包的戰美貌與荷包的戰美貌與荷包的戰爭爭爭爭    

-53950ee378a6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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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0000000088888888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機機機機機機機機關關關關關關關關維維維維維維維維護護護護護護護護專專專專專專專專案案案案案案案案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導導導導導導導導--------機機機機機機機機關關關關關關關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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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篇篇篇篇篇篇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住院收容人破壞戒具脫逃未遂住院收容人破壞戒具脫逃未遂住院收容人破壞戒具脫逃未遂住院收容人破壞戒具脫逃未遂    

壹壹壹壹、、、、案情概述案情概述案情概述案情概述    

某監獄收容人甲為開放性 

肺結核病患，自新入即因 

病於鄰近醫院之負壓病房 

住院。某日，收容人甲破 

壞聯鎖與病床橫桿交接處 

後，開啟醫院走廊後方未上鎖之消防門，經由樓梯前往    

一樓；此時，戒護人員發現收容人甲意圖脫逃，速至一樓攔截，

並即時請求警方協助逮捕，不久即於醫院急診室旁擒獲該收容

人，全案業經移送轄區地方檢察署偵辦。 

貳貳貳貳、、、、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    

一、 病房安全設施及通訊設備不足病房安全設施及通訊設備不足病房安全設施及通訊設備不足病房安全設施及通訊設備不足 

醫療院所之開放性病房，無法 

提供監所收容人外醫之專屬病 

房及戒護用病床等安全設備（例如加裝鐵窗、鐵門及聯

絡專線），增加脫逃風險；此外，倘戒護人員需步出病

房以電話或無線電回報，極易形成戒護死角。。 

二、 戒護人員缺乏戒護經驗及警戒護人員缺乏戒護經驗及警戒護人員缺乏戒護經驗及警戒護人員缺乏戒護經驗及警覺性覺性覺性覺性 

            戒護人員未能確實掌握收容人動態與立即發現異常情戒護人員未能確實掌握收容人動態與立即發現異常情戒護人員未能確實掌握收容人動態與立即發現異常情戒護人員未能確實掌握收容人動態與立即發現異常情

形形形形，，，，於執勤或交接班時於執勤或交接班時於執勤或交接班時於執勤或交接班時，，，，亦亦亦亦未詳加檢未詳加檢未詳加檢未詳加檢查戒具是否適用查戒具是否適用查戒具是否適用查戒具是否適用，，，，

或施用戒具後有無脫落或施用戒具後有無脫落或施用戒具後有無脫落或施用戒具後有無脫落、、、、鬆動等現象鬆動等現象鬆動等現象鬆動等現象，，，，致生脫逃事件致生脫逃事件致生脫逃事件致生脫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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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興革建議興革建議興革建議興革建議    

一、強化硬體設施強化硬體設施強化硬體設施強化硬體設施，，，，注意操作維護注意操作維護注意操作維護注意操作維護    

  施用戒具應確實注意及隨時檢查，以防萬一，並應逐年

汰換老舊及不良戒具；另病房適時加裝鐵窗等防逃設施，

並增設查勤回報系統，加強監所與醫院間之通報聯繫，

同時消除因聯繫不易所生之戒護缺口。 

二、深化教育訓練深化教育訓練深化教育訓練深化教育訓練，，，，杜絕不良風紀杜絕不良風紀杜絕不良風紀杜絕不良風紀    

  收容人戒護外醫（住院）期間，應遴選經驗豐富、品性

端正之管理人員戒護，並經常調整勤務，避免發生勤務

鬆懈、接受家屬餽贈與招待或代收保管金等情事；另透

過勤前教育、常年教育等時機，灌輸戒護勤務要領及應

遵守之勤務規定事項。。 

三、落實戒護管理落實戒護管理落實戒護管理落實戒護管理，，，，加強勤務查察加強勤務查察加強勤務查察加強勤務查察    

收容人戒護外醫（住院）期間，應確實掌握收容人情緒

及動態，避免脫離戒護視線，並應於住院日誌簿上詳實

記錄其病情、療程及親友探視情形，遇有特殊狀況，隨

時報告機關首長；各矯正機關並應指派督勤人員或副班

或休班值班科員每日不定時前往醫院查察，以提高管理

人員之警覺性。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

【防颱宣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WoMdM3ZXQ&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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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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颱颱颱颱颱颱颱颱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塗塗塗塗塗塗塗塗鴉鴉鴉鴉鴉鴉鴉鴉篇篇篇篇篇篇篇篇】】】】】】】】        

˙塗鴉篇】完整影片請至下列網址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WoMdM3ZXQ&feature=youtu.be

                                                          資料來源：

  

 

完整影片請至下列網址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gWoMdM3ZXQ&feature=youtu.be 

：內政部消防署 



 

＊＊＊＊為官之道為官之道為官之道為官之道

 

魏晉南北朝北周武帝末年

弼談論朝中機密事宜，

 

後來烏丸軌有次機會向武帝報告有關皇太子

賀若弼深有同感；武帝隨即召見賀若弼證明此事

 

但賀若弼想起父親的教誨

出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責備賀若弼不該有此違心之論

則失身。我父親（賀敦

特別用針在我的舌頭刺出血來

贇繼位後沒多久，就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烏丸軌

 

由上述的案例，並結合現在的社會觀念

德操守問題非不可訴諸公議

於現今輿論發達，公務人員很容易知悉機關公務機密或人

但往往因挾怨或疏忽等而洩密或失言

慎！所謂：「言少則寡愆

 

 

 

行人修德

※ 有毒有毒有毒有毒    

有位大媽

有天去

11

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    

為官之道為官之道為官之道為官之道－－－－謹言慎行而已謹言慎行而已謹言慎行而已謹言慎行而已＊＊＊＊    

魏晉南北朝北周武帝末年，武官上柱國烏丸軌曾私下和大將軍賀若

，並議論皇太子宇文贇的不是。 

後來烏丸軌有次機會向武帝報告有關皇太子的是非，並稱與大將軍

武帝隨即召見賀若弼證明此事。 

但賀若弼想起父親的教誨，便向武帝奏稱：「太子忠誠仁厚

出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武帝聽了並沒有表示意見。

責備賀若弼不該有此違心之論，賀若弼嘆曰：「君不密則失臣

賀敦）當初就是私下非議朝政，才被賜死

特別用針在我的舌頭刺出血來，要我好好記取教訓啊…！」

就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烏丸軌。 

並結合現在的社會觀念，可知，任何公務人員的品

德操守問題非不可訴諸公議，但仍須循正常和合法的管道方可為之

公務人員很容易知悉機關公務機密或人

往往因挾怨或疏忽等而洩密或失言，造成害人害己的下場

言少則寡愆（錯誤）尤（怨尤）。」果真有其道理啊

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農委會廉政小故事

行人修德，雖火坑亦是青蓮

有位大媽「後宮甄環傳」看多了， 

老是疑神疑鬼。 

 

有天去早餐店隨手拿了一個包子， 

        

武官上柱國烏丸軌曾私下和大將軍賀若

並稱與大將軍

太子忠誠仁厚，我看不

。後來烏丸軌

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才被賜死，臨死前還

！」果然，宇文

任何公務人員的品

但仍須循正常和合法的管道方可為之。由

公務人員很容易知悉機關公務機密或人、事之弊失，

造成害人害己的下場，殊不可不

果真有其道理啊！ 

行政院農委會廉政小故事  

 

雖火坑亦是青蓮！ 
    



 

 

「包子有毒

 

這時老闆

這是芝麻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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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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從口袋掏出一根銀針！ 

把包子扎下去！ 

 

結果 

銀針前端竟然變黑了！ 

她驚呼； 

包子有毒！是誰要害本宮？」 

 

這時老闆急急走到她面前， 

啪的一巴掌： 

 

「賤婢！ 

 

 

 

 

 

 

這是芝麻包，不吃給我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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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88889999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