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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8期  109年 12月 1日 

宗旨：尊重生命（生命無價、生而平等） 

      追求卓越（精益求精、好要更好） 

願景：成為「台灣最佳社區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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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展以高齡親善為特色之公立醫院。 

教學訓練宗旨與目標：落實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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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 1週竟是癌末！注意 4種肺部警訊！ 
 
【早安健康／吳慧禎報導】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胸腔重症醫師蘇

一峰，13日在臉書發文說，最近遇到一位年僅 30歲的年輕男子，持續

胸痛一個星期，沒想到一照 X光，竟照出 10公分腫瘤，被診斷疑似晚

期了，醫師要他隔天回診，沒想到病患反應竟是「要跟公司請假才行阿...

不影響工作才能來看...」蘇一峰醫師感嘆，年輕的生命很可能已經在

倒數計時了，卻還掛心工作是否能請假，呼籲忙碌事業之餘，也要注重

身體健康。 

其實癌症最可怕的就是症狀不明顯，因而難以察覺，總是來個措手不

及，有不少年輕中年男女，都同樣不咳不喘，可能只是胸悶、背痛，或

者偶爾才感覺胸痛，發現時已經延誤治療。蘇一峰醫師說，會發表此文

是想呼籲大家，重視工作之餘也要注意健康，並及早治療。 

近年來，肺部相關疾病讓台灣民眾人心惶惶，台灣肺癌死亡率連續 10

年居冠，儼然成為國人最大的生命威脅之一。更驚人的是，以往認為對

肺部危害最大的是吸菸，但調查統計發現，肺癌患者中竟有 90％女性、

30％男性從不吸菸，顯示空氣汙染、油煙等隱形殺手，早已不容忽視，

也更要時時警覺肺部警訊，尤其胸痛、咳嗽、咳痰，這些往往不以為意

的症狀，反而是身體的重要警鈴。 

 

注意 4種肺部警訊！咳嗽胸痛要小心 

1、咳嗽 

如果有三周以上久咳不癒的情形，一定要及早接受診斷，因為咳久

了，肺泡結構一定有損傷，接著可能迎來組織發炎、腫脹、纖維化

的三部曲。 

2、咳痰 

是否為病態性會由痰量、顏色、性質及氣味判斷，大量膿痰或變色，

可能是肺炎、 肺癌、氣喘等疾病的表徵，應提供資料或咳痰給醫師

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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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胸痛 

肺部疾病如果波及到肋膜就會引起胸痛，甚至可能感到呼吸困難，

也有直到腫瘤大到刺激肋膜才發現為肺癌末期的病例，因此應留意

胸痛因素提供醫師參考，如疼痛位置、持續時間、會不會延伸至其

他部位等情況。 

4、呼吸困難 

如果有一動就喘、有喘鳴聲等情形，可能是氣喘、肺阻塞、肺炎等

肺部疾病所引起；而貧血、肥胖等也可能是影響肺部功能的原因，

尤其銀髮族對於身體缺氧的反應較為遲鈍，如果有症狀出現，一定

要就醫。 

可以做的肺部檢查？ 

1、胸部 X光檢查 

正常人應每年做一次檢查，長期吸菸、肺阻塞患者等肺癌高風險群

建議每半年做一次。 

2、肺功能檢查 

40歲以上，吸菸者，有咳嗽、咳痰、易喘、胸悶等症狀者皆應該做

此檢查。 

3、低劑量電腦斷層檢查 

55∼74 歲，吸菸史超過 30 包年（平均一天抽的包數×菸齡數＝包年

數），目前仍吸菸或戒菸尚未超過 15年者，或是直系親屬有肺癌者，

宜以此篩檢肺癌。 

4、自體螢光支氣管鏡檢查 

40歲以上，吸菸者或其家屬，長期身處汙染環境，有肺癌家族史等

高危險群可做此檢查。 

 

出自早安健康 

https://www.edh.tw/article/21120 

 

本院祝您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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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ID「110mmm」是警政署帳號？假的，千萬別加！ 

 

提高警覺！ 

認清警政署官方 LINE@，有藍色盾牌才是真的。 

要求用 LINE ID、電話號碼加好友，都是假的！ 

#有綠色及藍色盾牌才是經過認證的 

#警政署沒有用 110mmm這個帳號 

#有疑問請撥 165專線諮詢 

#警察不會用 LINE詢問個資、要求提供證件、存摺及金融卡 

#製作筆錄一定要親自去派出所才能完成程序 

 

 

 

 

 

 

 

 

 

 

 

 

 

 

 

 

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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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美容新規範出爐了 

為加強瘦身美容消費者權益之維護，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已審議通過衛

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所研擬之「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修正草案)」，俟衛福部公告施行後，即可上路。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不可於解約時要求消費者返還所贈商品或負擔該價額 

為有效規範業者利用「買少送多」的收費方式，影響消費者的判斷

及退費權益，新增規定對於贈送的商品價值上限不可超過總費用 20

％，以及消費者解除契約時，瘦身美容業者不可向消費者請求返還

贈品或主張自退費金額中扣除所贈商品的價額。 

二、增訂辦理信用貸款告知規定 

為解決假分期真貸款，以及業者倒閉消費者仍需繼續繳交貸款之情

況，規定當瘦身美容業者提供消費者與第三人貸款機構簽訂消費者

信用貸款契約的機會時，業者應告知如果有無法繼續提供服務(如

倒閉)的情形，消費者可以主張交易未獲履行，提供證據資料（如

契約書、催告業者的存證信函、業者關門報導等）後向貸款機構申

請止付後面的貸款。 

三、增訂「買商品送服務」因應規定 

為解決業者主張雙方交易為單純的商品買賣，服務為贈送而無瘦身

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適用的問題，新增規定贈送

服務的時間、次數、費用與使用期間等要寫清楚，當贈送的服務費

用未記載時，則視為占總費用 50%，俾利日後解約退費的計算。 

四、增訂業者不可協助消費者拆封商品規定 

為解決業者以檢查商品為由而拆封商品，影響解約退費計算，故規

定以整組或量販方式銷售的商品，在最小消費包裝的已拆封商品沒

有使用完畢前，業者不可以任何理由(如幫助消費者檢查商品是否

有瑕疵)協助消費者拆封，否則將因商品已被使用而須從退還消費

者的金額中再扣除。 

五、增訂業者要提供履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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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業者倒閉消費者求償無門問題，故規定對於一次繳費超過 5

萬元部分，業者要提供履約保證。應就銀行保證、信託專戶、同業

同級公司互保或經衛福部同意的方式…等 6種履約保證方案擇一為

之。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也再次呼籲消費者，從事瘦身美容交易時應注意以

下幾點，避免糾紛產生： 

一、對於免費的體驗服務要心存警覺。 

二、對不符合需求的推銷，應堅定表示拒絶，不可為求脫身而簽約。 

三、購買瘦身美容商品及服務，務必看清契約內容，確保商品及服務的

項目、數量與價格有清楚記載。 

四、對於所購買的商品，需要時才拆封，不要落入拆封檢查的話術陷阱，

而將商品全部拆封影響解約退費權益。 

五、清楚辨別自身所辦理的為分期付款或信用貸款。 

六、倘為消保法的訪問交易，消費者有 7日無條件解除權。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d2ab5be2-0953-41a6-bc86-38f73aee0af2 

消費者保護專線－只撥 4碼 1950，全國都通，一通就護您！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機密維護宣導 

 

一、案例-少女安置得知「妹妹被性侵」社工洩密緩刑 

〔記者王定傳／新北報導〕安置中的少女 A女從王姓社工口中得知「妳

妹妹被性侵」，少女因此情緒激動，家長獲知後氣憤提告，新北地院法

官考量王男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佳，其動機是出於關心 A女家庭狀

況，本意尚屬良善，檢方亦建請給予緩刑，依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

秘密消息罪，判他拘役 30日，緩刑 2年，並向公庫支付 2萬元及接受

6小時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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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調查，A女自 2017年 3、4月起接受安置，但 2018年初，A女的妹

妹亦因性侵案接受社工輔導，該名社工與王男聯繫交換彼此案主與父親

的家庭狀況互動等資訊，王男因此獲知 A女妹妹因性侵案而被輔導。 

2018年 5月間，王男在安置處所的訪客室探視 A女之際，脫口告知此

事，導致 A女情緒激動，欲電聯家中詢問此事，等父親前來探視之際，

不斷追問妹妹是否遭性侵。 

A女父親事後控告社工洩密，王男解釋說：「我是出於社工專業考量，

主動關心，就問她妹妹狀況還好嗎？是想說怕她妹妹的現況會影響 A

女的學習狀況，A女妹妹的社工也沒有跟我說 A女不知道這件事情」。 

檢方調查後認定消息來源就是王男，並認為，A女妹妹遭性侵一事是否

要告知 A女？若要告知，是由何人或何時告知？在什麼場合情境下告

知？應由家長決定，他人應無越俎代庖之理，然考量王男無前科，動機

屬於良善，經本次偵查程序當知警惕，現已離職無再犯之虞，建請予以

緩刑。 

法官認為，王男原是具備專業職能的社工人員，竟將其因執行職務所得

知的另案秘密洩漏予 A女，造成 A女情緒波動，使其家屬須費神安撫，

所為實有不當，應予非難；考量他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佳，其動機是

出於關心 A女家庭狀況，本意尚屬良善，檢方亦請求給予緩刑，相信經

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此給予緩

刑。 

二、溫心叮嚀 

公務員於公務機密負有保密義務，因公務員執行職務時往往可以取得民

眾特定資料，應謹言慎行以免觸犯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6條亦規

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

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公立醫療機構尤應注意避免洩漏來院就醫民眾

之個人資料。 

 

公務機密不留意，對人對己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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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慎防電器火災--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定期檢查確實做，預防事故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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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地區應行注意事項 
•依規定，同仁赴大陸地區旅遊，應事先填寫「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陳核後，經機關核准

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陳核。 

•違反之法律效果: 

依「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第 5 點， 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請假手續，詳實

申報請假事由、地點，並據實提出申請，不得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或由第三地轉赴

大陸地區，違者將依相關法令處罰。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修正條文 

                                            109年2月18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九條第十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

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

三階以上警察人員，指所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

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

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定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三、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指本條例第九條

第四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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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之警察人員及前條第三項第

一款人員，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管

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共同

審查許可；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原）服務機關（構）或委

託機關意見。 

第五條  各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將本條例第

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人員，列冊函送內政部移

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人員異動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

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於其退離職前，造具名冊送達移民署，

並副知當事人。 

第六條  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

請進入大陸地區： 

一、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

命之虞等特殊情事需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四、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五、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

工具至其他國家或地區。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構）所派

駐外人員、任職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

各級機關（構）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者，

不得以前項第一款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第七條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

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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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

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七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大陸

地區，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受前二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第八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所屬中央機關（構）、直轄

市、縣（市）政府、委託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

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申請文件機密

等級屬機密以上者，應以紙本方式申請之。 

前項申請人為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機關首長者，應於主

管機關許可前，報經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退離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

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

申請；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承

受其業務之機關（構）或其直接上級機關申請之。 

第九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全得補正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機關（構）

限期補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不能補正

者，逕駁回其申請。 

第十條  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人員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具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第八條第一項人員送交所屬機關（構），

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縣（市）長送交主管機關，

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第八條第三項

人員送交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備查。有具體情事涉及其

他主管機關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各機關（構）發現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要求前項人

員於一定期間內補正；必要時，亦得請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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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構）應定期抽查依第一項規定送交之通報表，提供各機

關（構）首長參處。 

第十一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有下

列情事： 

一、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二、違反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

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

其他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三、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

或資訊。 

四、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

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

前項規定或相關法令之虞，應一併於前條第一項通報表載明；必

要時，各機關（構）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

修學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第1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九條第十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第3條  本辦法所稱公務員，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

監三階以上警察人員，指所任職務之職務列等或職務等級跨列簡

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及警監三階以上者。 

本辦法所稱特定身分人員，指下列各款人員： 

一、本條例第九條第三項所定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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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二、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二款所定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 

三、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人員。 

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指本條例第九

條第四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定人員。 

第4條  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之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之警察人員及前條第三項第一

款人員，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主

管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共同

審查許可；必要時，得徵詢申請人（原）服務機關（構）或委託

機關意見。 

第5條  各機關（構）、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將本條例第

九條第四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人員，列冊函送內政部移民

署（以下簡稱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人員異動時，亦同。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人員，原服務機關（構）、委託

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應於其退離職前，造具名冊送達移民署，

並副知當事人。 

第6條  擔任行政職務之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及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始得申請

進入大陸地區： 

一、在大陸地區有設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親屬。 

二、配偶或四親等內親屬在大陸地區罹患傷病或有其他危害生命之虞等特

殊情事需探視，或處理其死亡未滿一年之事宜。 

三、進入大陸地區從事與業務相關之交流活動或會議。 

四、經所屬機關（構）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 

五、轉乘經由大陸地區機場、港口之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至其他

國家或地區。 

前項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為中央各機關（構）所

派駐外人員、任職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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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機關（構）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者，不

得以前項第一款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第7條  第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二個工作

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本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定

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七個工作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 

因辦理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大

陸地區，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受前二項所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第8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

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所屬中央機關（構）、直轄市、

縣（市）政府、委託機關或其授權機關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

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但申請文件機密等級屬機

密以上者，應以紙本方式申請之。 

前項申請人為直轄市長、縣（市）長以外機關首長者，應於

主管機關許可前，報經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核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退離職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

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由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

審核其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向主管機關申請；

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應由承受其業務

之機關（構）或其直接上級機關申請之。 

第9條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不全得補正者，

主管機關應通知申請人及前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機關（構）限期補

正；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駁回其申請；不能補正者，逕駁

回其申請。 

第10條  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三項人員於返臺後七個工作日內，應填具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第八條第一項人員送交所屬機關（構），

機關首長送交所屬機關之上一級機關，縣（市）長送交主管機關，

直轄市長送交行政院，受委託人員送交委託機關；第八條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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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送交原服務機關（構）、委託機關備查。有具體情事涉及其

他主管機關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各機關（構）發現通報內容未盡完整或有疑慮者，得要求前

項人員於一定期間內補正；必要時，亦得請其說明。 

各機關（構）應定期抽查依第一項規定送交之通報表，提供

各機關（構）首長參處。 

第11條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有下列

情事： 

一、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二、違反本條例第五條之一或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擅自與大陸地

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關（構），簽署協議或為其他任何形式之合

作行為。 

三、洩漏或交付法令規定應保守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資訊。 

四、從事其他法令所禁止或應經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而未經許可之事項。 

  前項人員在大陸地區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前項

規定或相關法令之虞，應一併於前條第一項通報表載明；必要時，各機

關（構）得請法務部調查局協助處理。 

  依本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人員，不得從事入學進修、選修學

分、專題研究等各種型態之進修活動。 

第 12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廉政法規資訊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問：本規範第 2 點第 4 款規定，「正常社交禮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來，市價不超過新臺幣

三千元者。但同一年度來自同一來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是否有鼓勵員工收

受鉅額餽贈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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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2點： 

本規範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員工：指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與市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機關（構））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

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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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務禮儀：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

業務及溝通協調時，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 

（四）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

者。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五）請託關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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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受贈財物：指以無償或不相當之對價，收受他人具有價值之財物或

其他利益。 

(七）飲宴應酬：指接受他人邀請之飲宴招待或其他應酬活動。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4點： 

四、員工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無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外，應予拒絕或退還，並於三日內填寫登錄表，簽報

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如無法退還時並應檢同受贈物交付政風機構處

理： 

 

 

答： 

（一）本點規範目的  

1. 提供明確標準：讓員工對於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異動、退休、辭職、離

職等人際互動，遇有受贈之財物，知所因應及進退。  

2. 引導廉潔自持：市府員工為全體市民服務，使用及分配公共資源乃基於公共信任，因此本

點規範係提醒員工應清廉、儉樸，重視外界觀感，以贏得尊重。  

（二）不影響特定權利義務之虞為重點  

依據本規範第 4 點規定，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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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影響特定權利義務之虞」為前提，員工受贈財物之際，自當審慎評估是否會

引發外界不當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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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公務禮儀。 

（二）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三）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

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

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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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對於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

準者，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應於三日內填寫登錄表，簽報其長官

並知會政風機構。 

 

 

 

  

 

 

 

 

 

 

 

為大家服務是我們的榮譽；請響應不收禮、不送禮運動。 

各位同仁如有廉政法令相關問題，請洽詢政風室， 

政風室將竭誠為您服務，謝謝！ 

政風室分機 8213、8215、5208 

 

廉潔政府是大家的期望，檢舉不法是您我的責任。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 拒絕貪腐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管道】 

＊現場舉報；24小時檢舉中心（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 

166號） 

＊電話舉報：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書面舉報：10099國史館郵局第 153號信箱 

＊傳真舉報：02-2381-1234 

＊電子郵件舉報：gechief-p@mail.moj.gov.tw 

mailto:gechief-p@mail.moj.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