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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黃、肉桂都能提升記憶力！ 
6種香料系食材對付你的金魚腦 

 

烏瑪．納多（美國麻省總醫院營養與生活方式精神醫學科主任）2021-05-26 

【早安健康／烏瑪．納多（美國麻省總醫院營養與生活方式精神醫學科

主任）】六十歲的瑪琳娜深受記憶流失所苦，來到我的診間求助。進行

神經心理學測試和腦部成像後，我們發現她的記憶和腦部依客觀來說很

健康。然而，經過更詳細的心理測試後，我得知她長期罹患憂鬱症，但

她認為這不過是伴隨老化而來的「不對勁」而已。 

憂鬱症患者可能表現出失智的症狀，我們稱為「假性失智症」

（pseudodementia）。和「真正」的失智不同，當你治療憂鬱的症狀後，

記憶的問題也會跟著消失。雖然瑪琳娜順利復原，但可能會失智的震

撼，讓她不斷詢問我該如何預防，我也很樂意和她分享營養學的知識。 

瑪琳娜的飲食已經很接近地中海飲食，而她對於我們稍後要談的麥得飲

食沒興趣，因此我建議她使用已經證實可以改善記憶功能的香料。 

 

薑黃、胡椒、肉桂、番紅花、迷迭香、薑和許多香料都已經證實可以提

升記憶力。 

雖然還需要更多研究才能確認這些香料的益處，但許多研究和證據都顯

示，這很值得一試。畢竟，這些香料沒什麼害處，而且可以在不增加熱

量的情況下替食物添加風味。 

對瑪琳娜來說，在飲食中加入新的香料讓她很開心，而且只過了六個

月，她就告訴我她覺得心智更敏銳、更清晰。 

可以試試下面這些香料來改善記憶力： 

薑黃： 

薑黃的活性成分薑黃素是最重要的。薑黃素有抗氧化、抗發炎和神經營

養的功能。事實上，一份統計研究分析三十二項動物及實驗室研究，顯

示薑黃可以回復部分阿茲海默症造成的腦部傷害。一項二○一九年關於

薑黃的統計分析也顯示，薑黃可以改善注意力、整體認知功能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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薑黃的有效劑量目前尚不清楚，一部分的原因是當我們吃下薑黃時，真

正會被血液吸收的量很少。然而，我們前面也看過，黑胡椒可以幫助薑

黃吸收（事實上，黑胡椒本身就能改善認知，後面會討論到）。透過烹

煮，薑黃也很容易被身體吸收。總結來說，像後面的香辣蝦（和薑黃及

黑胡椒一起炒香）這類的菜色就很適合。 

薑黃同樣也應用於印度咖哩中，為咖哩帶來額外的效益。一項二○○六

年的研究，探討年長者的咖哩攝取及認知功能的關係，發現和「幾乎不

吃」咖哩（六個月吃不到一次）的年長受試者相比，「經常」（一個月一

次以上）或「有時」（六個月吃一次以上）者的認知功能都較為優異。

科學家也發現，在印度，七十到七十九歲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長者比例，

比美國低四倍。 

要攝取過量的薑黃很困難，因此就算一天攝取四茶匙也沒關係。除了把

薑黃加進菜裡面，也可以加一、兩茶匙到湯或果昔裡。薑黃做的黃金牛

乳就是美味又能安撫人心的點心。 

黑胡椒與肉桂： 

當冬天來臨，假如你必須在寒冷的氣溫中待很長的時間，低溫會

造成認知的傷害。然而，黑胡椒和肉桂這兩種香料可以回復這種

思考能力的退化。除了抑制發炎路徑外，黑胡椒和肉桂也扮演抗

氧化劑，提升乙醯膽鹼的利用、改善記憶力，也能清除類澱粉沉

積，這在目前被認為是阿茲海默症的重要因子之一。 

番紅花： 

二○一○年，薩辛．阿克宏薩德（Shahin Akhondzadeh）和團隊，測試

番紅花是否會影響認知功能。他們每天讓罹患輕至中度阿茲海默症的受

試者，接受兩次各十五毫克的番紅花膠囊或安慰劑的攝取。十六個星期

後，和安慰劑相比，番紅花對受試者的認知功能帶來顯著的幫助。 

迷迭香： 

我喜歡摘下一株新鮮的迷迭香，用拇指和食指撫過木質的莖，讓葉片掉

落，香氣令人陶醉。這會提振感官，讓我瞬間變冷靜。事實上，這並不

只是因為我喜歡迷迭香的氣味而已。研究顯示，迷迭香的香氣會改變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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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減輕焦慮，讓大腦更清醒、更能進行數學運算。 

二○一二年，馬克．摩斯（Mark Moss）和蘿倫．奧利佛（Lorraine Oliver）

檢視迷迭香對認知功能的影響。他們請二十位受試者坐在小隔間裡，然

後釋放迷迭香精油的香氣，並測試他們的思考能力，包含計算和辨識能

力。較高的香氣濃度和較佳的注意力與執行能力（保存知識、彈性運用

和組織的能力）相關。在一項較早期的研究中，摩斯發現迷迭香也能改

善工作記憶。 

迷迭香和咖啡一樣含有雙萜。我們已經討論過雙萜的負面效果，但雙萜

能抗發炎，保護細胞不會氧化、壞死。迷迭香也能提升對記憶來說至關

緊要的乙醯膽鹼。雖然還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完全證實，但目前我們可以

假定，迷迭香能提升記憶力、注意力和整體健康。 

可以試著將迷迭香加入烤蔬菜、馬鈴薯或雞肉當晚餐，甚至用來為堅果

調味（加一點橄欖油就可以讓迷迭香附在食材上）。 

薑： 

研究證實，薑可以提升健康中年女性的工作記憶。在動物實驗中，薑可

以提高前額葉和海馬迴的腎上腺素、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和血清素的

濃度，透過這些腦部化學物質提升大腦關鍵區域的記憶力。 

在老鼠的實驗中，薑根被證實可以改善罹患阿茲海默症老鼠的記憶力。

目前仍在研究這種效益是否會出現在人類身上。 

鼠尾草： 

由於鼠尾草含有多種藥用成分，可以對認知造成影響。鼠尾草能減輕腦

部的發炎，降低澱粉沉積，減輕氧化反應對細胞的傷害，增加乙醯膽鹼，

並幫助神經生長。 

研究顯示，鼠尾草可以提升健康成年人的記憶力、注意力、文字汲取和

記憶的速度。鼠尾草也能讓人們感到更清醒、滿足和冷靜，並改善認知

能力。 

烹飪方面，可以用新鮮或乾燥的鼠尾草來調味。也可以用鼠尾草的精油

進行香氛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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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大腦需要的幸福食物》／烏瑪．納多（美國麻省總醫院營養與生活方式精神醫學

科主任）／大是文化 

出自早安健康 

https://www.edh.tw/article/27180/3 

 
本院祝您身體健康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公布民眾通報高風險賣場(平臺) 
 

110/5/3-1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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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0-110/5/16 

 

 

 

 

 

 

 

 

 

 

 

110/5/17-1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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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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使用美食外送應注意事項 

 

日期：110/05/26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疫情期間，消費者利用線上美食外送平台訂餐大增，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分析外送平台富胖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 foodpanda)及優食台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Uber Eats)之消費爭議態樣，提醒消費者注意。 

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兩家外送平台本(110)年 1至 4月的消費爭議申

訴案件達 566 件(詳附表)，分析消費爭議態樣如下： 

一、未接到電話，業者取消訂單且不退費 

(一)申訴案件數：218 件，消費爭議申訴案件數最高。 

(二)爭議態樣：消費者未接到外送員電話，卻遭業者取消訂單，

且已繳費用未退費，經與線上客服聯繫未果。 

(三)提醒事項：消費者訂餐後應隨時注意訂單狀態，例如店家收

單、外送員送餐及到餐等，若確實未接到外送員或客服人員

來電，請留存相關頁面訊息，供未來聯繫業者線上客服或提

起消費爭議申訴之相關證據。 

二、餐點內容物不符 

(一)申訴案件數：37 件。 

(二)爭議態樣：送餐與店內用餐內容物(量或質)不符，或少送餐

點等。 

(三)提醒事項：慎選優良店家，收到餐點發現有量或項目缺少，

立即拍照留存，向業者線上客服反映，請求業者退還差額費

用。 

三、優惠折價爭議 

(一)申訴案件數：29 件。 

(二)爭議態樣：折價券有期限未揭露、使用折價券卻未折價、優

惠券消失、未使用卻顯示已使用及免外送服務費方案卻自動

扣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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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醒事項：多方瞭解折價券使用方式、期間，若不清楚相關

訊息，建議先詢問業者相關訊息。另如為免外送服務費方

案，則應留意到期日，到期前點選不續約。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在疫情期間，使用美食外送應注意下列

事項： 

一、訂餐付款時儘量利用線上付款，減少與外送員當面接觸。 

二、請外送員將餐點放置於警衛室，如未設置警衛室，可於門外

放置外送專用桌子或籃子供外送員放置餐點。 

三、詳細填寫正確地址及取餐位置，避免外送員送錯。 

四、儘量避免點選店內自取選項，減少外出。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15fbe7ee-8929-4e1a-9a91-d2743e15b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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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洩密之刑事責任- 

 

壹、公務員之保密義務 

規定公務員義務之主要法規，為公務員服務法，該法第一條規定：「公

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律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揭示公務

員忠實執行職務之原則。同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

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得洩漏，退

職後亦同」，明示公務員有嚴守公務機密之義務。 

公務上機密，重則關係國家社會之安危，輕則影響國家政令之推行，

公務員因職務上關係常參與公務上應秘密之事項，或雖非本身職務之

https://cpc.ey.gov.tw/Page/6C059838CA9744A8/15fbe7ee-8929-4e1a-9a91-d2743e15bc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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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亦因職務上之機會，便於知悉公務上之機密，若不嚴守保密義

務，其將使國家社會遭受損害，不言可喻。其涉人民之權利義務者，

並將使人民受損，故各國有關公務員法，均規定公務員保密之義務。 

 

貳、公務員洩密之責任 

公務員違反保密義務，不僅應負行政上懲戒責任，因而致國家或人民

受損害者，應負民事賠償責任，更應受刑事上刑罰制裁。公務員之刑

事責任，視其情節，有洩漏一般公務機密、洩漏國防機密、洩漏工商

機密等三種刑事責任。現僅就洩漏一般公務機密刑事責任敘述如下： 

刑法瀆職罪章第一三二條第一及第二項規定：「公務員洩漏或交付關於

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

元以下罰金」。此一規定，為公務員一般洩密罪之刑責。 

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係採最廣義，依刑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稱公

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不論其職務等階，為政務官或

事務官，亦不論其為編制內人員與編制外之臨時員，或為聘派人員，

均得為本罪之犯罪主體。公營事業機構，政府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者，其人員既為刑法上之公務員，亦為本罪之犯罪主體。甚至各級民

意代表洩漏公務上之機密者，因其為最廣義之公務員，亦有上述條文

之適用。 

一般洩密罪之行為態樣，有「洩漏」與「交付」兩種；所謂洩漏，乃

在使不應知悉之人知其秘密之義。所謂交付，即將秘密事物之持有或

占有，移轉於不應知悉人。洩漏或交付之方法如何，以文字、言詞或

影印、照相、錄音、錄影，均所不問。洩漏或交付，有無代價，亦與

本罪之成立無關，僅在受有賄賂而洩漏公務機密者，另成立受賄罪，

而應依刑法第五十五條從重處斷。 

一般洩密罪，雖以該公務員本身職務上所知悉秘密之事項占多數，惟

並不以此限，因職務上之機會，知悉非本身職務上經辦事務之秘密而

洩漏交付者，亦應同負刑事責任。又一般洩密罪，不僅處罰故意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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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應注意並能注意而未注意，因過失洩密者，亦應負刑事責任。例如

承辦秘密之公文，漫不經心，外出時任意放置辦公上，為不應知悉之

人所知悉，縱非故意之洩密之行為，仍應科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罰金。 

保守公務機密，為公務員依法應負之法律上義務，刑法上有制裁規定，

不以在行政上為懲戒處分為已足，上級公務員在職務上知悉其下級公

務員有洩漏機密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二四一條之規定，有向該管檢

察官告發之義務。但一般公務機關遇有公務員洩密情形，多未注意刑

事上之處罰，甚至不知其為犯罪行為，未能多所惕，致保守公務機密

之效果，未能全符理想，倘能嚴格執行法律之規定，必能收加強保密

之實效。再者近來警方偵破不法集團將個人資料販售予詐騙集團之案

件，造成民眾人心惶，從中更發現有高官之未公開資料仍列其中，足

見個人資料之洩漏及遭濫用之嚴重程度，更質疑有些資料係從公務機

關流出，所以公務機關各業務承辦人員平日在處理有關民眾資料時，

應更加謹慎，並研採保密措施，以防因資料之洩漏而影響民眾之權益

而受罰，或影響機關之聲譽。 

 

維護機密，你我有責；任意洩密，鐵窗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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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地震防災-地震應變時序 

 

 

地震發生時，不要驚慌保持冷靜，先想想

怎樣保護自己免於受傷，並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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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災害無預警；安全無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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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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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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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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員工對於與其無職務上利害關係者之餽贈，如何處理？ 

答： 

處理方式：（本規範第 4 點第 2 項參照）  

1.市價不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逕為收受，無須知會或簽報。 

2.市價超過正常社交禮俗標準：應於 3日內填寫登錄表，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此種情

況只需簽報並知會，無須退還受贈物，但若員工將受贈物交由政風機構處理，政風機構仍應

依本規範第 5 點為適切之處理建議。 

3.與其無職務上利害關係，且為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者：逕為收受，無須知會或簽報。 

 

 

 

 
 

 

 

 

 

 

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2點第 4款： 
二、本規範之用詞，定義如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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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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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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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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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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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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