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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溫杯只沖沖水就用？ 
醫師：小心長出「生物膜」超髒病菌下肚 

 

【早安健康／藍若水報導】開工、開學之際，許多上班族或家長會替孩

子們準備保溫杯攜帶，適時補充水分，雖然喝水是好事，但忘了「清洗

晾乾」的動作，很容易就把細菌喝下肚！家醫科醫師陳崇賢 17日於臉

書發文，提醒大家記得洗刷保溫杯，尤其是沒有定期清潔的朋友們使用

前別忘了先洗淨。 

瓶子久未清洗，黏滑「生物膜」若藏致病菌恐傷身 

長期忽略清洗的保溫杯，容易長出生物膜，是由微生物所分泌的黏液，

聚集在生物或非生物的表面。陳崇賢醫師舉例，聚集在生物表面的如牙

菌斑；非生物的話，就像是除溼機水箱那層觸感滑黏的東西。 

陳醫師進一步指出，表面長時間處於潮濕的狀態都可能會長出生物膜，

跟使用的是塑膠水壺或是不鏽鋼並無關係；畢竟飲用水不可能完全無

菌，更別提每天會接觸瓶口的嘴巴。 

陳醫師進一步表示，生物膜也是由微生物構成，經常不洗或是沒洗乾

淨，如果其中有致病細菌在裡面，就會影響到健康。比如金黃色葡萄球

菌、大腸桿菌，一旦汙染水質，就有可能導致急性腸胃炎。 

清潔保溫杯 醫：刷洗晾乾為原則 

陳醫師特別強調，「刷洗晾乾」的原則，此外也提到平常爬山不太喜歡

用水袋飲水，理由是吸管較難清洗，且不容易得知是否已乾淨和晾乾，

覺得不太踏實。 

盛裝含糖、蛋白質含量高飲品 不宜久放保溫瓶 

此外，有些人喜歡用保溫瓶裝果汁、豆漿、奶類飲品，林口長庚臨床毒

物科助理教授林中英表示這些糖分含量很高、蛋白質含量也高，都是微

生物最佳的營養成分來源，建議盡快喝完。 

善用小工具保養保溫杯 天然物清潔最加分 

林杰樑醫師關懷健康協會監事譚敦慈曾受訪表示，可以用棉花棒或以尖

角刷等清潔小工具處理縫隙污垢，並須留意杯蓋及會碰觸到嘴巴的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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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都要特別清洗。另外，還可以用三種家中容易取得的天然物，清潔保

溫杯內層的水垢及消去異味： 

 常見好物一：小蘇打粉 

小蘇打粉融入水裡，再把將保溫瓶放入水裡浸泡。 

拆開瓶身瓶蓋各別洗滌，以刷子刷洗保溫瓶，並仔細帶到蓋子每處

角落。 

 常見好物二：蛋殼-蛋殼內的白膜，能夠溶解水漬與澱粉；白米或粗

鹽也有相同效果。 

蛋殼洗乾淨後搗碎，與少量清水一起倒進保溫瓶裡。 

用手蓋住保溫瓶瓶口後，上下搖晃數秒。 

 常見好物三：白醋 

用溫水稀釋食用醋。 

倒入保溫瓶靜置 30秒以上再倒出。 

這時用刷子刷洗就可以消除水漬、紅斑，有除臭、殺菌的作用。 

 

出自早安健康 

https://www.edh.tw/article/26558 
 

本院祝您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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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難辨的簡訊?讓 165神隊友一同來幫助您! 
 

近期詐騙集團開始愛用【手機簡訊】的方式進行詐騙，訊息內容例如「有

包裹待領」、「銀行帳戶異常」等等，通常這些簡訊都會附上一個「魚目

混珠」的短網址，讓人難辨真假。 

不過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的神隊友: Whoscall 以及趨勢科技防詐人來

協助大家辨別，一秒破解詐騙資訊! 

**Whoscall小密技請參考圖片介紹。(簡訊防護功能 Andriod限定) 

**趨勢科技防詐達人:可將簡訊轉貼到 LINE上面「防詐達人」做進一步

查驗。另外若發現在該銀行登入頁，隨便輸入帳號密碼，卻依舊可以通

過，就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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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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聰明消費！慎選電商平台及賣家 
 

日期：110/02/08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去(109)年度 6大電商

平台被申訴量合計 4,243件，較 108年增加 1,321件，增加 45.2%。該

處已邀集各電商平台開會，要求其降低消費爭議案件，並定期追蹤改善

情形。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由於受到疫情影響，民眾大量透過電商平台購物，

促使消費糾紛案件數大增。被申訴量的排序如下： 

1、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下稱蝦皮) 2,029件(歷年統計， 

   第一個突破 2000件之電商平台)，較 108年增加 802件(成長幅度 

   65%)。 

2、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 momo) 1,049件，較 108年增 

   加 424件(成長幅度 67.8%)。 

3、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72件。 

4、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51件，較 108年減少 19件(唯一 

   下降的業者)。 

5、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278件。 

6、東森得意購股份有限公司 164件。 

另依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前揭被申訴案件之類型及商品類別的前 3名分

別如下: 

1、爭議類型前 3名 

   (1)瑕疵品(約 1035件) 

   (2)出貨爭議(約 505件)，主要為商品數量、顏色、形狀等錯誤及出 

      貨延遲。 

   (3)不遵守 7天猶豫期(約 246件)。 

2、商品類別前 3名 

   (1)服飾、皮件及鞋類(約 606件)。 

   (2)家電及周邊商品(約 53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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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訊及周邊商品(約 467件)。 

如前所述，109年電商平台業者被申訴量大增，雖然疫情是因素之一，

但業者的管理及服務品質仍有相當改善空間，故行政院消保處日前開會

決議略述如下: 

1、請電商平台要求賣家須遵守消費者保護法第 18條規定，向消費者提 

   供賣家名稱、電話等有效連絡之通訊資訊，並請經濟部輔導電商平 

   台業者要求賣家應符合法規。 

2、請經濟部輔導督促電商平台業者建立相關之管理機制，有效降低消 

   費糾紛案件，並過濾平台出現違法或違反公序良俗之商品或服務。 

   尤其是蝦皮及富邦 momo 的被申訴量成長過於快速，特別要求兩家 

   業者針對其被申訴最多的爭議類型，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並於下 

   次會議回報其改善情形。 

3、請各電商平台負起管理賣家及教育買家遵守消保法等法規的責任， 

   以減少消費糾紛不斷發生。 

春節將屆，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網購商品或服務時應注意: 

1、瞭解賣家及電商平台的信譽，並善用第三方支付或平台業者提供之 

   「價金保管機制」，如不幸發生糾紛，有較為妥適處理的機制。 

2、除非有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合理例外情事」，買家可於收受商品或 

   接受服務後 7天內向企業經營者(包括反覆從事銷售行為的個人賣 

   家)主張無條件解除契約，且不需負擔任何費用。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893eda38-5900-4b6f-be7c-9ab1e43055c8 

消費者保護專線－只撥 4碼 1950，全國都通，一通就護您！ 

1950專線按一般電信收費標準計費。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機密維護宣導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893eda38-5900-4b6f-be7c-9ab1e43055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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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案 908確診者宜蘭足跡外流 元凶刑警非疫調承辦人卻洩密 

2021-02-05 11:31 聯合報 / 記者張議晨／宜蘭即時報導 

確診新冠肺炎案 908個案，在宜蘭的足跡資料意外洩漏，警方 30日深

夜在網路巡邏時，驚覺足跡圖外洩，經過徹夜清查，洩漏來源竟是宜蘭

縣刑警大隊陳姓偵查佐，上月 31日緊急召開考績會，將陳員記 1大過

調職，並將依洩密等罪函送地檢署偵辦，現警方仍在進一步清查有無其

他員警洩密。 

39 歲的陳員在刑大偵二隊服務，支援刑大業務組，並非疫調的業務承

辦員，上月 30日，案 908確診新冠肺炎，相關人員展開疫調工作。 

根據警方掌握足跡資料，案 908曾於宜蘭活動，足跡資料詳細顯示他上

月 21日中午經過宜蘭大同鄉、中午在三星鄉一家餐廳用餐後，轉往一

處觀光景點參觀，傍晚到宜蘭市逛街，前往餐廳用晚餐，約 8點多離開

宜蘭。 

該張足跡圖清楚記錄確診案例 20 處活動足跡，甚至還有通過路口時

間，僅警方與疫調業務有關的人員才能掌握，但在該專案群組內的陳

員，看到足跡圖後卻馬上轉傳至另 1個有 8人在內的工作群組，且疑似

還將足跡圖轉傳給自己親友。 

這張連衛生局疫調人員都未收到的足跡資料，經外人陸續轉傳，最後出

現於臉書社團「宜蘭知識＋」上，引起宜蘭縣民恐慌。 

警方 30日在網路巡邏時，發現該張足跡圖已在網路轉傳，當晚隨即通

知該隊所有成員返隊，逐一清查隊員手機，最後確定是陳員洩密，隔天

馬上召開考績會，立即記 1大過，並調職至宜蘭分局偵查隊。 

案 908在宜蘭活動足跡是 1月 21日，早在 23日染疫前，宜縣衛生局與

中央疫情中心發現足跡外流以後，呼籲各界不要轉傳這項錯誤訊息。 

陳員是經特考班進入警界服務，2016 年調至宜蘭縣刑大服務，目前支

援業務組工作，其親友為宜蘭縣警局現任主管，事發後已在警局內部討

論熱烈。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xNzk=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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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大表示，陳員無故將公務機密資料洩漏，衍生事端，除記過調職外，

並追究其他人員相關責任。另陳員涉犯刑法《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文

書罪》部分，將於調查完竣後，函送宜蘭地檢署偵辦，並持續追查有無

其他人涉案。 

二、溫心叮嚀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接觸到之各種公務機密資料，不論是否與其職務有關

皆應保密，切莫為了炫耀而將機密資料洩漏給親友，本案疑觸犯刑法第

132條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可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公務員

觸犯本罪可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 

維護機密，你我有責；任意洩密，鐵窗伺候。 

 

 

 

 

安全維護—地震防災需知 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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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無預警；安全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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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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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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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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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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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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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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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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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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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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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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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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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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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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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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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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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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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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之核心價值為何？  

答： 

參酌美、日、星等國家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於公務倫理之主要價值，將確

保員工誠實清廉，依法行政，增進人民信賴，並保障員工權益列為本規範之核心價值（本規範

第 1 點）。 

問：「高雄市員工廉政倫理規範」是否有門檻太高，實施不易等疑慮？ 

答： 

（一）已有先例：高雄市政府於民國 83 年 9 月 7 日高市府政二字第 29440 號函函頒「高雄市

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處理請託關說、贈受財物及飲宴應酬執行要點」，實施迄今，並無困

難。 

（二）參考先進國家立法例：本規範也參照美國、新加坡等立法例。美國原則上禁止公務員收

受市價逾美金 20 元之餽贈；新加坡規定，外界禮物，一律回絕，除退休外不得接受禮物。對

長官退休給予的禮物，金額不得超過新幣 100 元（約新臺幣 2,200 餘元）。故本規範門檻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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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太高。 

（三）參酌我國國情與習俗：本規範的目的，在建立員工廉潔風氣，提供員工利益衝突時明確

的指引及保護，避免影響特定權利義務，且已考量國內一般習俗，使員工在面對職務有利害

關係者的餽贈、邀宴應酬、演講等時，有所依據。對於無利害關係者方面，原則上並不禁

止，僅在特定情形要求登錄，惟若與其身分、職務顯不相宜者，仍應避免。 

 

 
 
 

 
 

 

 

 

正正當當服務，盡本分；清清白白做事，求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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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1點： 

為達市政透明，確保員工誠實清廉，依法行政，增進人民信賴，並保障

員工權益，特訂定本規範。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2點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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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6點： 

下列情形推定為員工受贈財物： 

（一）以員工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者。  

（二）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員工本人或前款之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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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