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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一、總統、副總統。
二、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執行
職務

合法利益

不法利益



基本概念

「利益」之概念：包括「財產上利益」及
「非財產上利益」

財產上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



基本概念

１、動產、不
動產。

２、現金、存
款、外幣、
有價證券。

３、債權或其
他財產上權
利。

４、其他具有經
濟價值或得
以金錢交易
取得之利益。

實務上常見
之情形

例如：

①獎勵金、績效獎金或其他特別獎金之決定與發放。
②都市計畫變更或道路規劃、拓寬等工程施作所造
成之不動產價值提升。

③原應自費支付之租金、報酬、車資等減少或免除。
④土地之放領或權利設定
⑤違章建築之緩拆或免拆
⑥以公務經費（如特別費）核銷支出
⑦採購案或補助案之核定

(一)財產上利益：(本法第4條第2項)



(二)非財產上利益：(本法第4條第3項)

各級機關、學校常見之人事措施案例：

獎勵、懲處、僱用臨時助教、兼任行政職務、進用代課教
師、兼任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代理幹事、圖書館助
理編輯、試務委員會行政組組員、人事甄審及考績委員會
委員、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基本概念





核心規範：
迴避利益衝突



核心規範：迴避利益衝突

執行
職務

利益

利益
公職
人員

關係人

公職
人員

職務代理
人

如為合議行為而無職務代理人時，應就個案聲
明迴避，並載明於會議紀錄。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本法第6條)



核心規範：迴避利益衝突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涉及自身待遇及相關事項
之報支，如與相關核銷規定程序相符，核准
人對於核准與否、金額多寡，並無裁量空間，
實難謂有不法利益輸送之情形，尚與本法所
稱利益衝突之要件有別。 (法務部 99.7.29法政字第
00991108044號函釋)。

觀念平台
機關首長對依法規應執行之職務，已無裁量
權時，無庸迴避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核心規範：迴避利益衝突

所謂裁量權，係指相關行政流程參與者，對於
該流程之全部或部分環節有權加以准否而言，
並不以具有最後決定權為必要；易言之，如公
職人員於其職務權限內，有權對特定個案為退
回、同意、修正或判斷後同意向上陳核等行為
對該個案具有裁量權，其於執行職務遇有涉及
本人或其關係人之利益衝突時，即應依法迴避
(法務部103年10月17日法廉字第10305037860號函)

最後決
定權

裁量權





核心規範：迴避利益衝突

公職人員就具體個案完全迴避由職務代理人代理執行，
固充分符合本法迴避義務要求，惟實務運作上容有個
案較為複雜，或陳核及會簽人員眾多，不易操作之情
事，如個別公職人員已於相關公文上具體敘明就其本
人或關係人部分迴避之意思表示，並踐行通知義務，
亦尚難謂與本法迴避規定意旨有違。然相關公文之最
後核定者(通常即為首長)，就涉及其本人或關係人利
益部分既已迴避未予核定，此時仍應由其職務代理人
就其迴避部分代為核定。(法務部108年11月13日法授廉利字第10805008720

號函)

爭議釐清
如所涉事務不宜全部交由代理人行使，或相關
事務具包裹性，公職人員應如何迴避？



具體迴避範例



不當利益
之禁止



不當利益之禁止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其本人或其關係人會因該公職
人員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獲取利益時，公職人
員即有迴避之義務。惟行為人若形式上迴避，實則仍
利用各種方法謀取本人或關係人利益，如不予禁止，
將使本法之規範目的落空。

•故本法另規定不當利益禁止條款，以防止公職人員或
關係人鑽法律漏洞，其態樣有三：

(三)補助及交易行為之限制

(二)請託關說之禁止

(一)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



不當利益之禁止

(一)假借權力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
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本法第12條)

本法第12條法條文字並未如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4款及刑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有「因而獲得利益者」
等結果犯文字之明文，是應認只要公職人員利用其職
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不以發生圖利之結果為必要，即屬違犯本法第12條規
定。
(法務部98.9.14法政字第0980033195號函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165號確定判決參照)

指利用職務上所掌之職權、一切與職務有關之事機
或機緣及手段，不以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限。



裁罰案例



裁罰案例



不當利益之禁止

(二)請託關說之禁止



補助與交
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所謂「依法令規定」範圍有多大？

法務部108年3月22日法廉字10805002150號、108年7月25日法廉字第
10805005450號函釋

於政府機關係指依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
地方自治條例、自治規則。

於行政法人、公營事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指該法人已於設置法規、設立或捐助章程所明定；
或另訂有關於補助或交易之規定，該規定並經報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者。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例如 說明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行政程序法第163條所稱行政計畫，係指行政機關
為將來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
想，事前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
步驟或措施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其性質依內容及
效果之不同，可能為預算、事實行為、行政處分、
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如機關之補助計畫具有法律授權並取得民意機關預
算支持，且相關計畫業經公開發布，產生對外效力，
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符合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之
要件，自與本法第14條第1項「依法令規定」之要
求相符。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案例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指每筆新臺幣1萬元

 同一年度(每年1/1至12/31)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

逾新臺幣10萬元

 超過一定金額，全部補助或交易均為違法



裁罰案例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請詳閱「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機關團體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應於30日內利用電信
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方式，主動公開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之身分關係(細則§27)。

1.機關團體30日內主動公告義務時間之起算點，以交易行為決
標(經公告程序辦理之限制性招標為議價完成)時起算；於補
助行為係機關團體補助核定時起算。

2.主動公告期間參照行政罰法第27條裁處權時效三年規定，機
關團體上網公告期間應自公告日起公告三年。



裁罰案例



裁罰案例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依上開第3條第1項第4款但書規定，乙財團法人雖由甲擔
任董事，但非甲之關係人，因而於投標甲所服務機關文化
局之標案時，無須揭露，甲於審查相關標案時，依本法亦
無迴避義務。

文化局局局長甲經市政府會指派代表市政府擔任乙
財團法人之公股董事，乙財團法人投標文化局之採
購時應否揭露?甲局長需否迴避?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於機關團體決標前(經公告程序辦理之限制性
招標為議價完成前)或補助核定前，仍允許採
購廠商或補助申請人補正身分揭露表。

於決標後或補助案核定後始表示上開情事者，因
屬未能於投標或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已違反本
法第14條第2項規定而有依本法裁罰可能。此時該
對象仍需補行揭露其身分關係，不得因此免除揭
露義務，機關仍應依其揭露事項併同公開。



若該採購案係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辦理
後續擴充，其後續擴充仍屬另一獨立採購行為，是
以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仍應依第14條第2項規定主動
揭露，機關團體亦應於交易後主動公開該身分關係。

同理，依據促參法辦理之BOT、BTO、BOO、ROT、OT等交
易，若原投資契約係以公告程序辦理，後續與該民間機
構優先以一次為限之訂約，視同本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
1款經公告程序辦理者，雖不另辦理公告程序，惟仍需踐
行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補助與交易之限制

第14條第2項「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規定，係
針對依同條第1項但書以公告、公開方式辦理之補
助或交易所定之配套措施，如屬違法之關係人補助，
自無表明身分關係之義務，亦不能因表明身分關係
而使違法補助性質變更為合法。

違法補助之行為認定基準時點，應以補助機關團體
核定同意時為準，故於機關團體核定同意補助後，
縱關係人未辦理核銷程序或退回補助金，亦不能當
然免責。
(法務部109年3月20日法廉字第10905002080號函釋參照)



本法第4條之非財產上利益概念，不因聘用期間長短異
其標準，縱為短期性、一次性之人事行為，仍屬「其
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之範疇。爰此，機關團體辦理
教育訓練課程邀請講師、聘請專案研究計畫主持人等
具有短期僱傭或委任性質之行為均應屬之。

換言之，相關行為雖有講師費及計畫主持人等費用，
然聘請行為既屬人事行為之一環，即非本法第14條之
交易行為，自無揭露或公開疑義，惟相關公職人員於
行政流程中仍應注意自行迴避。

副市長女兒受邀擔任市政府教育課程訓練講師，
應否主動據實表明身分關係？

54



有關補助機關之認定，非以經費來源為準，應以何一
機關對補助之核定具有裁量權限（包含補助與否、補
助對象、內容或金額多寡）而定。

55

問題釐清
地方政府執行經費來自中央之補助，或不同機關
協力完成採購，其補助或交易機關如何認定？

不同機關共同協力之採購（例如工務局委託採購處辦
理招標、議價及簽約，工務局負責監工、履勘及驗
收），因相關機關對於採購程序皆具有實質影響力，
難謂無利益輸送空間，應認二機關均為採購機關。亦
即，相關機關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均受本法之限制，
並有揭露之義務。



裁罰規定



裁罰規定

違反本法規定之情形 罰鍰

(一)未自行迴避
違反者，處新臺幣(下同)10萬元以上200
萬元以下罰鍰(本法第16條第1項)。

(二)經命迴避拒絕迴避
違反者，處15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第16條第2項)

(三)公職人員假借權力圖利 違反者，處30萬元以上600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14條)。(四)關係人請託關說圖利

(五)違法交易或補助行為

金額未達10萬元者，處1萬元以上5萬元以
下罰鍰；10萬以上未達100萬元者，處6
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100萬元以上
未達1千萬元者，處60萬元以上500萬元
以下罰鍰，金額1千萬元以上者，處600萬
元以上該金額以下罰鍰 (本法第18條第1
項)。

(六)未依規定揭露或公開
違反者，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本法第18條第3項)。



說明結束，感謝參與

聯絡電話：02-23413183 分機：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