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
110年度廉政教育法令有獎徵答
活動講義活動講義

羅東地政事務所政風室 110年6月



1、本所110年度廉政教育法令
有獎徵答活動期間為110年7月
01日至7月15日止。

2、本測驗活動由政風室命題，採
榮譽作答方式，試卷置放於本所網
站「其他-廉政法令宣導」，供同
仁連結填答。

測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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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於正確答案於測驗截止
日後一週內於公布。

4、分數滿分者列入抽獎名單，
抽出5名得獎者各致贈宣導品1份。



1、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2、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3、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講義大綱

3、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4、陽光法案宣導(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及財產申報法)

5、廉政小故事



1.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1.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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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

受贈

財物

飲宴其他
廉政

倫理規範』 應酬

請託

關說

廉政
事件

5



受贈

財物

原則上，公務員不得收受『與其職
務有利害關係者』之財物。

公務員受贈財物之處理：

1、應予拒絕或退還，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室。

2、無法退還時，應於三日內交政風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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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

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屬公務禮儀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台幣500
元以下；或對機關（構）內
多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
在新台幣1000元以下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
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
離職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
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
市價不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註：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一般社交往
來市價不超過3千元，同一年度來
自同一來源以1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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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後續如何處理？

提出付費收受
、歸公、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
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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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宴

應酬

原則上，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
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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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職務有利害 例外可以參加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活動

，且邀請㇐般人參加

與其職務有利害

關係之飲宴應酬
例外可以參加 屬⾧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者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
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
離職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
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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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參加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
應酬處理方式：
應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
參加。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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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託關說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條」規定，請託關說係
指「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
具體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例如：交通違規要求抽單。。」例如：交通違規要求抽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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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涉足不妥
當場所、禁止
不當接觸。

鐘點上限
5,000。稿
費千字不得
逾2,000。

其他廉政事件

☞舞廳
☞酒家
☞特種咖啡廳茶
室

☞女服務生陪侍
之聯誼中心

☞色情營業之按
摩院

☞職業賭博場所
☞利用電動玩具
賭博之場所

不得接受公
務必要以外
之食宿招待。

不得兼任其他公
職、業務。

避免不當財

務往來。

其他廉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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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規定
公務員違反本規範經查證屬實者，
依相關規定懲處；其涉及刑事責任
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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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務 員
服務機關（構

）/單位
職稱 姓名

相 關 人

服務機關（構
）

職稱 姓名

廉政事件登錄表格

相 關 人

通訊地址
聯 絡
電 話

有 無
職 務 上
利 害 關 係

□有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無職務上利害關係

事 由 □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其他廉政倫理事件
15



廉政登錄之行為是否會給機關帶來困擾？

澄清：
廉政事件之登錄，目的在於避免公務員日後
被有心人士誣陷，資料之留存乃基於保護同
仁之考量，當面對相關疑慮時得予即時澄清
，使同仁免受不必要之困擾。，使同仁免受不必要之困擾。

16



政風暖心提醒

廉政事件雖規定例外得收受財物、飲宴應酬之
情形，惟同仁仍需考量「適當與否｣的因素，避
免遭有心人士放大檢視，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萬全之策在於落實登錄報備程序，以維自身權
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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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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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務
機
密
相
關

地政秘密

地政人員對於所有權人之不動產、

地籍等資料，應保守秘密。

人事業務
辦理公務人員陞遷、調動及

考核等業務應保守相關秘密。關
保
密
規
定

考核等業務應保守相關秘密。

陳情檢舉 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

理機關處理時，應不予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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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採
購
法
保
密
之

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

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

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

如承辦人在開標前告知

投標廠商投標家數或名稱

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

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予公開

如採購案保留決標階段

，主持開標人洩漏底價

之
規
定
及
洩
密
之
類
型

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予公開

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於開始評選前應予保密。

如採購評選前，將評選委

員名單透漏給投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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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密之類型及所涉刑事責任

公務員故意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

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

公務員過失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非公務員故意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

第一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承辦人洩漏檢舉

人之資訊給當事人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如主持開標人員於決

標前不小心洩漏底價

，而洩漏或交付之者，處一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
下罰金

如臨時人員因故知悉業務

稽查行程，而刻意透給被

稽查業者，使其從容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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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辦公-保密小叮嚀

可否將公文攜帶回家?

公務機密不外洩

尚未建檔而為居家辦公所需的公文(例如：民眾的申請
資料，或公司營業秘密) ，因包含民眾個資及公司營
業資料，均屬機敏資料，不能攜回住家。

居家辦公電腦使用上應注意那些事項?

1.居家工作用的電腦，切勿與他人共用。
2.須遵守不安裝來路不明軟體之規定。
3.防毒軟體、作業系統須隨時更新。

帳號密碼保管方式?

日常生活離不開3C產品，公務電腦的帳號及密碼不宜放
在顯眼處，機敏文書也應妥善保管。

(改編自宜蘭縣政府政風處-居家辦公機密
維護、保密小叮嚀宣導動畫)



檔案管理－文書保密小叮嚀

公文收發保管

案卷管理做得好
文書保密沒煩惱

1.應由專人管理， 並設置調案紀錄表，調卷簿冊應詳實填寫
調閱日期。

2.機密文書應設專櫃保存或上鎖。2.機密文書應設專櫃保存或上鎖。

檔案庫房管制

1.檔案庫房應管制人員進出。
2.若檔案存放之非公開處所與民眾洽公地點相鄰，應張貼警

告標示，避免民眾誤入。

檔案文件廢棄

1.一般廢棄公文、稿紙及影印紙，應以碎紙機銷毀，不可當
回收紙再利用。

2.廢棄之機敏性資料應依規定徹底銷毀。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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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設備、設施各項設備、設施
• 辦公室內不得使用電爐或其他高耗電之電器。
• 辦公場所內不得存放危險、違禁或易爆、易燃之物品。
• 下班後除所需電源外，其餘電源、照明設備應關閉。
• 下班後應確實關鎖門窗。
• 走廊通道不得堆放雜物或易燃物。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機關內遇有可疑人物應向單位主管及政風室報告。
• 遇有非理性陳抗事件時，權責單位應深入瞭解其起因、訴
求主題及儘可能掌握其動向，必要時由政風室協助聯繫警
察機關支援處理。

• 若民眾來本所洽公或陳情，對承辦同仁有暴力行為舉動或
言語公然侮辱，請務必通知政風室協同處理，以維護本所
同仁安全的辦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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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法案宣導陽光法案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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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法案（sunshine law）：所謂「太陽底下沒有新
鮮事」、「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政治制度的透明
化、公開化是政府清明的表徵，藉由立法將政府施政
行為進一步的透明化、公開化是防止公務人員貪污瀆
職的最佳防腐劑。
目前我國已制定政治獻金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遊說法、利益衝突迴避法、政黨法、行政程序法等陽
光法案，目的在防止或減少政府機關及人員（包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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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法案，目的在防止或減少政府機關及人員（包括民
意機關代表）違法、濫權、自肥等行為的發生。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簡介

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故訂定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其中本所適用利衝法為以
下之身分：

•EX：地政事務所主任
各級政府機關

之首長

•EX：地用課長
採購業務

主管人員

•EX：會計及政風主任
會計、政風

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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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簡介

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故法務部於民國
82年間訂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其中本所應申報財
產之義務人為以下之身分：

•EX：地政事務所主任
各級政府機關

之首長
•EX：地政事務所主任

之首長

•EX：秘書及各課課長地政之主管人員

•EX：會計及政風主任
會計、政風

主管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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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故事廉政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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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採購違失篇

案情摘要

某鄉公所依政府採購法辦理緊急採購，鄉⾧甲要求資格不符之廠商
㇠借牌投標，並交辦承辦課⾧丙配合辦理。㇠得標、履約完畢後，
邀請丙宴飲，並交付賄款30萬元。
☞ 丙經法院依對於職務上收受賄賂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

關心的話

☞政府採購法授權機關辦理緊急採購時得簡化程序，故賦予機關極
大彈性即時處理災情。

☞機關人員圖私利，使未具資格之廠商借牌投標，並於決標後接受
賄款，而主管接受廠商私下邀宴，更易肇生貪腐之發生。

(改編自宜蘭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宣導短片-緊急
採購違失案例)



案情摘要

廠商丙為獲取某巨額採購案，遂邀請其他有意願投標之廠商進行圍
標，並設宴疏通機關首⾧甲及課⾧㇠。甲利用職權提高底價至預
算金額9成以上，㇠則於開標現場合意協助圍標。丙於得標後交付
甲、㇠賄賂款項， 並免費招待甲㇠赴陸旅遊。

機關主管辦理採購收賄遭判刑篇

關心的話

☞甲㇠配合廠商圍標、 收受回扣及不正利益，遭論以貪污治罪條
例「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 ，且甲、㇠赴陸前未事先申
請，返台後亦未填寫返台通報表 。

☞甲㇠除涉有刑事責任，另遭機關核予行政責任。

(改編自宜蘭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宣導短片-機關
主管辦理採購遭判刑案例)



簡報結束，
祝各位同仁獲得佳績

幸運中獎。幸運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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