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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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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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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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事業服公營事業服公營事業服公營事業服

務人員等務人員等務人員等務人員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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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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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

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均適用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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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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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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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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家酒家酒家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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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容院等理容院等理容院等理容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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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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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身作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卻帶學生到不 

妥當場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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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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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廉政倫理政倫理規範之規定，除因公務需 

要或有其他正當理由者，應事前或事後經報請長官同意外，不得 

涉足不妥當場所。 

（二）涉足之場所與身分、職務是否洽當，場合是否過度奢華，行為是 

否形成不良示範，是否損及個人或機關之聲譽，如果是，應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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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形象之虞，請向政風機構諮詢

見小利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職職職職職職職職人人人人人人人人員員員員員員員員

問問問問：：：：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

答：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

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

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加透明，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或投標文件內據實

或補助機關團體亦應連同其身分關係對外公開

問問問問：：：：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是否受補助行為禁止之規範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是否受補助行為禁止之規範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是否受補助行為禁止之規範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是否受補助行為禁止之規範

答： 

  （一）補助行為態樣繁多

擔任董監事之公益團體

為受禁止外，另將補助行為納入本法第

（二）但如符合下列規定者

     1、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2、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

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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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向政風機構諮詢。 

資料來源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

員員員員員員員員利利利利利利利利益益益益益益益益衝衝衝衝衝衝衝衝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迴迴迴迴迴迴迴迴避避避避避避避避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法紀紀紀紀紀紀紀紀宣宣宣宣宣宣宣宣導導導導導導導導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是否即不受本法之規範是否即不受本法之規範是否即不受本法之規範是否即不受本法之規範

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雖不受「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

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之規範，然為使交易資訊更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

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且交易或補助成立後

機關團體亦應連同其身分關係對外公開，俾利外界監督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是否受補助行為禁止之規範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是否受補助行為禁止之規範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是否受補助行為禁止之規範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是否受補助行為禁止之規範????    

補助行為態樣繁多，實務上常生公職人員核發補助經費於自己

擔任董監事之公益團體，易生利益輸送之嫌，爰除本法交易行

另將補助行為納入本法第14條第 1項禁止規範

但如符合下列規定者，則不受禁止補助之規範：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

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依本法第 14 條第 4項規定

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待公告)。）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論語-子路》        

        

導導導導導導導導        

是否即不受本法之規範是否即不受本法之規範是否即不受本法之規範是否即不受本法之規範????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

為使交易資訊更

應主動於申請

交易或補助成立後，該交易

俾利外界監督。 

實務上常生公職人員核發補助經費於自己

爰除本法交易行

項禁止規範。 

： 

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

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項規定，一定金額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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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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期間出國打工賺學費暑假期間出國打工賺學費暑假期間出國打工賺學費暑假期間出國打工賺學費，，，，小心護照被詐騙小心護照被詐騙小心護照被詐騙小心護照被詐騙!!!!        

暑假期間，歹徒恐招攬暑假欲出國打工民眾，詳談工作細節後，        

要求民眾交付護照，假稱協助處理出境資格，惟民眾交付後，查        

證當地並無歹徒所述工作內容，提醒您，切勿將護照交予不熟識        

或身分不明之人，以免護照在海外遭不法冒用，嚴重損害個人權

益!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聰明消費聰明消費聰明消費聰明消費

影片連結：https://cpc.ey.gov.tw/Page/84E6715231ABFC81/cf7e5b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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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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消費聰明消費聰明消費聰明消費＿＿＿＿那家車行叫那家車行叫那家車行叫那家車行叫「「「「童叟無欺童叟無欺童叟無欺童叟無欺」」」」    

https://cpc.ey.gov.tw/Page/84E6715231ABFC81/cf7e5beb-3cc2-45a0-8663-5e60e40e8f13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5e60e40e8f13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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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容人不服管教收容人不服管教收容人不服管教收容人不服管教

壹壹壹壹、、、、案情概述案情概述案情概述案情概述    

某監獄紙袋加工工場收容人甲

因對該工場主管宣布需同時開動

用餐一事心生不滿，

桌前翻桌並徒手攻擊主任管理員

丙，同房收容人乙見狀

膠椅及白鐵製之發藥推車藥盤輪

番攻擊並砸向主任管理員丙

立即進入工場制止，

支援警力制伏後，事故至此平息

人甲、乙辦理違規外

貳貳貳貳、、、、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原因分析    

一一一一、、、、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

醫療院所之開放性病房

房及戒護用病床等安全設備

線），增加脫逃風險

或無線電回報，

二二二二、、、、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

管理人員缺乏處理突發事故之經驗及技巧

擾序等事件即將發生或發生時

釀成重大事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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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收容人不服管教收容人不服管教收容人不服管教收容人不服管教，，，，集體攻擊工場主管集體攻擊工場主管集體攻擊工場主管集體攻擊工場主管

某監獄紙袋加工工場收容人甲 

因對該工場主管宣布需同時開動 

，憤而至主管 

桌前翻桌並徒手攻擊主任管理員 

同房收容人乙見狀，竟持塑 

膠椅及白鐵製之發藥推車藥盤輪 

番攻擊並砸向主任管理員丙；此時，洽逢戒護科長巡視發現

，並呼叫警力支援，該兩名施暴之收容人經

事故至此平息。該監除依規定對施暴之收容

乙辦理違規外，全案另經函送轄區地方檢察署偵辦

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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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脫逃風險；此外，倘戒護人員需步出病房以電話

，極易形成戒護死角。 

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    

管理人員缺乏處理突發事故之經驗及技巧，在暴動

擾序等事件即將發生或發生時，無法迅速應變、

，危害自身與機關安全。 

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篇篇篇篇篇篇篇篇        

集體攻擊工場主管集體攻擊工場主管集體攻擊工場主管集體攻擊工場主管    

洽逢戒護科長巡視發現，

該兩名施暴之收容人經

該監除依規定對施暴之收容

全案另經函送轄區地方檢察署偵辦。 

無法提供監所收容人外醫之專屬病

鐵門及聯絡專

倘戒護人員需步出病房以電話

在暴動、鬧房、

、即時疏處，



 

參參參參、、、、興革建議興革建議興革建議興革建議    

一、隨時觀察囚情隨時觀察囚情隨時觀察囚情隨時觀察囚情

  常保危機意識

注意地緣、血緣等人際關係

舍房，勿將關係相近或涉入同一案件之收容人集中在同

一場舍，以免互通聲息

二、加強教育訓練加強教育訓練加強教育訓練加強教育訓練

  透過勤前教育

業知識，建立正確管教觀念及精進管教方法

容人對戒護人員的對立心理

事故發生。 

三、加強考核輔導加強考核輔導加強考核輔導加強考核輔導

  加強對收容人之溝通輔導工作

有戒斷症狀等特殊收容人

亦應請教誨師

到監治療；另妥善處理收容人申訴個案

有助於疏導積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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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觀察囚情隨時觀察囚情隨時觀察囚情隨時觀察囚情，，，，避免成群結黨避免成群結黨避免成群結黨避免成群結黨    

常保危機意識，留意囚情動態，對於收容人之配業

血緣等人際關係，並妥當分配其作業桌次及

勿將關係相近或涉入同一案件之收容人集中在同

以免互通聲息，惹是生非。 

加強教育訓練加強教育訓練加強教育訓練加強教育訓練，，，，提升管理素質提升管理素質提升管理素質提升管理素質    

透過勤前教育、常年教育等時機，協助戒護人員充實專

建立正確管教觀念及精進管教方法

容人對戒護人員的對立心理，促進囚情穩定

 

加強考核輔導加強考核輔導加強考核輔導加強考核輔導，，，，暢通申訴管道暢通申訴管道暢通申訴管道暢通申訴管道    

加強對收容人之溝通輔導工作，對於適應不良

有戒斷症狀等特殊收容人，不僅限於書面記錄其行狀

亦應請教誨師、輔導人員個別輔導，或請專業醫療人員

另妥善處理收容人申訴個案，促進下情上達

有助於疏導積怨，減少敵對態度。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對於收容人之配業，應

並妥當分配其作業桌次及

勿將關係相近或涉入同一案件之收容人集中在同

協助戒護人員充實專

建立正確管教觀念及精進管教方法，以化解收

促進囚情穩定，減少戒護

對於適應不良、重刑、

不僅限於書面記錄其行狀，

或請專業醫療人員

促進下情上達，

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清廉的母親清廉的母親清廉的母親清廉的母親

  晉代大將軍陶侃，

次陶侃拿了所管的醃魚回家

責備他說：「你身為官吏

增加我的精神負擔啊！。」

  同樣的例子，唐朝監察御史李畬

交給他的母親。他母親順手把米斗量了一下

了差使答稱：「慣例給御史量米時

然多了些。」母親又問

差使答稱：「給御史送東西是不用給腳錢的

氣，硬是給了腳錢，並要差使把多餘的米送回去

後來李畬將管米的倉官問罪

件事後，都感到非常的慚愧

  所謂身教重於言教

的兒子最終都成為賢臣良將

過去已成虛幻
把握現在

※ 出來出來出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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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    

清廉的母親清廉的母親清廉的母親清廉的母親－－－－有其母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子＊＊＊＊    

，年輕時當過潯陽縣吏，負責監管捕魚的公務

拿了所管的醃魚回家，其母親湛氏，馬上叫他把魚退回去

你身為官吏，拿官家的東西回來，不但沒有好處

！。」 

唐朝監察御史李畬，某次差手下把領得的俸祿

母親順手把米斗量了一下，發現多出了三石

慣例給御史量米時，是不把冒尖的部分去平的

母親又問：「那照理我應該付你多少運費〈腳錢

給御史送東西是不用給腳錢的。」母親聽了以後

並要差使把多餘的米送回去，同時為此責備了李畬

後來李畬將管米的倉官問罪，並要求悉依規定辦理；而其他御史知道這

都感到非常的慚愧。 

所謂身教重於言教，這二位母親提供了兒子最佳的典範

的兒子最終都成為賢臣良將，為國家做出了不凡的貢獻。

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農委會廉政小故事

過去已成虛幻，未來尚屬夢想
把握現在才最重要。 

再過幾天就是鬼門開了， 

民間傳說， 

監管捕魚的公務。某

馬上叫他把魚退回去，並且

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會

領得的俸祿、米，

發現多出了三石。於是問

是不把冒尖的部分去平的，所以自

腳錢〉呢？」

母親聽了以後，非常生

同時為此責備了李畬。

而其他御史知道這

這二位母親提供了兒子最佳的典範，也讓自己

。 
 

 

 

 

 

 

 

 

行政院農委會廉政小故事  

 

夢想， 

    



 

只要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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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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在鬼門開當天凌晨 12 點， 

站在客廳， 

原地轉三圈， 

再來用盡你的力氣， 

燃燒你的生命， 

大聲喊三次： 

『出來！  出來！  出來！』 

之後…… 

 

 

 

 

 

 

 

 

 

你爸媽就會出來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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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