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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伯的愛心加菜金 
                       國防部政風室 

基礎事實： 

 

 

 

 

 

 

 

一、受贈雙方間具有職務上利害關係，本案屬受贈財物廉政倫理事件。 

按國軍人員遇有「飲宴應酬」、「受贈財物」等情節者，首應確認

當事人間是否具有「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下稱廉政須知）

所定義之「職務上利害關係」，並依循規範續處。依題意所示，

本案櫻珞里里民們就延禧基地「撥發噪音補助款」行為之決定或

執行、不執行致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因而具有「職務上利害關

係」，應能確定。 

二、「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中，職務上有利害關係者間受贈財物

之規範與例外情形。 

    依廉政須知第四點第一項規定略以：國軍人員不得贈與或要求、

期約、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餽贈……，惟有例外情形，

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方得收受。本題櫻珞里

櫻珞里位處空軍○○部延禧基地周遭，因長期飽受戰機起降

噪音影響，該里每戶持續接受基地噪音補助金；該里里長阿

土伯有感基地國軍人員長久以來給予里民們許多協助，所以

在里民大會時提議往後每逢三節，由該里基金撥付新臺幣

5,000 元現金予基地作為加菜金，以表對國軍人員之敬意。

基地獲知消息後，覺得似有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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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民大會「每逢三節，由該里基金撥付新臺幣 5,000 元現金予

基地作為加菜金」之持續性定期行為，雖情節可謂係「公務禮儀」

（廉政須知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參照），惟仍與例外規定所

稱「偶發」要件，核有未符，自不得引用此例外規定排除本文禁

止效力，使相關贈與加菜金行為合法化。 

 

 

 

 

 

 

 

 

 

 

 

 

 

 

 

 

 

 



 
 

 

 

 

古往今來保防觀 

漫畫隨筆話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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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防小故事兩則 

 (本文摘自《漫談古代秘書工作的保密與泄密》/文：夏炎) 

明日再出宮 

    北宋名臣晏殊也是一位具有較高保密意識的優秀秘書。宋真宗朝

時，晏殊擔任知制誥一職，主要負責起草詔令，成為外朝一名重要的

秘書人員。 

    一天，宋真宗宣晏殊入宮，交給他一份任命名單，命其按照名單

上的內容草擬制書。晏殊看罷，連忙對真宗奏道：「臣是外制，不敢

越職。」 

    晏殊說的「外制」是指什麼呢？原來，從唐後期至兩宋時期，由

中書舍人或知制誥草擬的制書稱為「外制」，由內廷翰林學士起草的

制書稱為「內制」。晏殊稱自己是外制，以示不可破壞制度。宋真宗

覺得有理，便找來翰林學士錢惟演起草制書。晏殊見狀，又向真宗上

奏：「臣已經知道了制書的內容，擔心出宮後會泄露出去，臣請求在

學士院借宿一晚，明日再出宮。」宋真宗對晏殊的保密意識大加讚賞，

準許了他的請求。 

    第二天制書發出，晏殊驚奇地發現，他所看到的內容竟與昨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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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中見到的名單大相徑庭。雖然覺得事情頗為蹊蹺，但出於秘書的職

業操守，晏殊始終沒有將昨天的事泄露半句。 

晏殊頭腦清醒，見微知著，從源頭上堵住了保密工作中存在的漏洞。 

不言溫室之樹 

    孔光是漢成帝時期的名臣，自幼秉承家風，飽讀詩書，年未二十，

即步入仕途。漢成帝即位後，孔光因才能卓越，被任命為尚書（西漢

時期在宮中主管文書的官員）。短短幾年，孔光將前代政事及漢代法

規爛熟於心，備受皇帝信任。後來，孔光領尚書事，成為尚書機構的

主管。上任以來，孔光工作兢兢業業，小心謹慎，遵守國家法度，不

壞前代成規。在這種為官原則指導下，孔光在領尚書任上一乾就是十

餘年，這在當時是極其少見的。 

    當時，領尚書事又被稱為「典樞機」，意為掌管機密。該工作的

一個重要原則即是保密，孔光在這方面做得極為出色。孔光有銷毀發

言草稿的習慣，凡涉及與皇帝之間對話內容的草稿事後一律銷毀，以

防機密外泄。同時，如果孔光推薦某人做官，也不會讓其知道是自己

推薦的，以防結黨營私。 

    孔光每每回到家中，對自己的家人閉口不提朝中政事。家人們沒

去過皇宮，為了長長見識，便向孔光提了一個並不過分的問題：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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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溫室殿前種的是什麼樹啊？孔光聽罷，先是沉默不語，繼而環顧左

右而言他，完全答非所問。家人們也想不到，孔光的保密意識竟然強

烈到這種地步。 

    嚴守朝廷機密，是歷代統治者對身邊秘書人員一個最基本的要

求。對此，古代絕大多數秘書人員都能嚴格遵守。但像孔光那樣，身

處中樞要職，數十年如一日保守國家機密，對即便皇宮種什麼樹這樣

的細節都絲毫不對家人透露的「保密模範」，還是不多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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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購物網站 5 個特徵       （轉載自《小廣和小明的

資安大小事》/文：Trend Labs 趨勢科技全球技術支援與研

發中心） 

 

 

https://blog.trendmicro.com.tw/?author=1
https://blog.trendmicro.com.tw/?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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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何時何地隨時隨地都能使用網購網站購物真是太方便了。

但，請留意網購詐騙網站。 

    一旦不小心中了詐騙網站圈套，即便完成付款動作也極有可能無

法收到商品，而且輸入的個資、信用卡資料等都極有可能遭惡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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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購物網站五個特徵 

如遇疑似有以下特徵的網購網站，在使用前請再三地確認,如果還是

無法抹去任何疑慮的話，那麼請絕對不要進行使用。 

1. 網站的商品比一般行情還便宜 

2. 付款方式為銀行匯款且只有預付這個選項 

3. 中文文法明顯不自然 

4. 沒有記載任何經營業者名稱或地址、電話號碼、負責人等名稱 

5. 沒有使用通常在網站上輸入個資時所需要的 SSL 

※SSL 是種防止被第三方不肖人物盜取通訊的一種結構。SSL 所對應

的網際網路，網址列開頭會有「https://」，且會出現「鑰匙」標誌。 

避免線上購物被詐騙 

另外，平時在使用網購網站購物時，也要養成以下的好習慣: 

 千萬不要進入擁有以上 5 種特徵的網站 

 請確認網購網站上的 URL 是否為官方網址 

 在付款頁面輸入個資時請確認是否有對應 SSL。 

 查看賣家的風評 

 至官方網站查詢是否有發佈詐騙相關的警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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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網購網站上購物進行本人認證時所需的帳號及密碼，應適當

地進行管理，在不同的網站上請不要只使用一組簡易的密碼。 

 請安裝防毒軟體並維持在最新版本的狀態。 

 請經常檢查是否有資安公司所發佈的警示通知，了解散佈在網

購網站間的最新詐騙手法。 

 每次都必定檢查信用卡的使用明細單上是否有任何未刷卡的紀

錄。 

 將常用的網購網站加入書籤，從此處進行連結。 

 退出已經沒有再使用的網購網站的會員。 

 

 

 

 

http://t.rend.tw/?i=MzY1Mg


                                                                                                      

 
 

 

 

 

 

法律小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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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主權利法」明年上路，你看過「預立醫療決

定書」嗎？         （本文摘錄自中央社） 

    《病人自主權利法》在民國 104 年 12 月完成三讀立法程序，法

案的核心重點是具完全行為能力的意願人可以透過「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ACP）事先立下書面的「預立醫療決定」（AD），在特定臨床情

境下，可選擇接受或拒絕醫療，並將在 108 年 1 月正式上路。 

    根據公告條文，能設立 ACP（諮商）門診的院所須有一般床 300

床以上、經醫院評鑑通過的醫院。但若醫院、診所位在離島、山地或

偏遠地區或有特殊專長，報主管機關同意後，也可設立諮商門診。 

    醫事司長石崇良說，目前有基層醫療的醫師認為，ACP 資格不

應將診所排除在外，基層醫師和民眾常有互動，加上推動家庭醫師

制，且也有很多安寧、病主法相關的訓練課程，基層醫護有量能投入

病主法施行的推動。 

    不過，石崇良說，根據試辦經驗，每一民眾的 ACP 平均約要花

1 個小時，對醫護團隊來說很勞心勞力，必然要有經費支援。病主法

剛上路之初，政府會願意投入預算補助，但後續仍可能要民眾「自費」

或由健保給付，才不會讓醫院「做功德」。諮商費用由誰支應可能是

病主法推行順暢與否關鍵，目前可說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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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在宅醫療學會理事長余尚儒受訪時表示，根據在宅醫療經

驗，醫師和病人互動深且持續關心，當病人狀況不好，也會自然地討

論後續的照護方式，本來就涵蓋 ACP 的精神在內。ACP 也不是只做

一次諮商，民眾就懂得如何填寫 AD，也會隨著民眾的生命歷程有變

動，基層醫療的醫療團隊和民眾容易培養互信基礎，會是很好的諮商

伙伴。 

死亡可以是「溫暖」的事 

    根據全台 7 家醫院試辦 ACP 及 AD 經驗，有參與的民眾反映普

遍良好，且 ACP 執行團隊也深獲感動。許多民眾諮商時是全家大小

一起參與，共同面對生命照護議題，有機會帶動全民談死、培養死亡

識能的社會風氣。 

    台大醫院家庭醫學部主任蔡兆勳表示，他畫了一個圖，把病人放

在中間，旁邊包含信仰的神、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姊妹、朋友、

工作等社會人際網絡，「什麼人好走？什麼人不好走？當這些關係愈

不好的人就愈不好走」。這也是安寧緩和醫療強調病人應肯定自我價

值、四道人生、修補關係，並對過去錯誤懺悔道歉的原因。 

    很多人害怕談死、不願面對死亡；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黃勝

堅表示，預立醫療決定就是「死亡準備」的過程，面對死亡、接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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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來臨，備妥待辦事項，常跟家人親友討論死亡議題及自己的心

願，有計畫地做好這些準備，就不會害怕死亡。 

    黃勝堅也說，死亡可以是「溫暖」的事，以前鄉下地方若有人往

生，家人會把大門的門板拆下來，讓死者躺在上面，附近的鄰居也會

開始來幫忙。社區間的彼此關懷從「死亡」開始，從人的失落中，大

家互相幫忙，領略失去的意義，亦即「死亡識能」，最容易帶起社區

的關懷。推動病主法是生命教育向下扎根的契機，可以讓人與人之間

更加緊密、溫馨。 

你看過「預立醫療決定書」嗎？ 

    《聯合報》報導，衛福部 4 月公告的預立醫療決定書草案預立醫

療決定書分四大部分，包括醫療照護選項、其他照護與善終選項、見

證或公證證明、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的醫療機構核章證明。 

    以醫療照護選項中的維持生命治療決定為例，有「我不希望接受

維持生命治療」、「我希望在一段時間內接受維持生命治療，之後請停

止，亦得於該期間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

法清楚表達意願，請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為我決定維持生命治療處

置」、「我希望維持生命治療」四項。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3088126
http://www.hospicemed.org.tw/ehc-tahpm/s/viewDocument?documentId=f0b2f70a9f8a477fa5f4d992964774ec&fil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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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護與善終選項，則包括器官或大體老師遺愛捐贈、照護地點及

往生地點選擇、希望的後事安排等。另依規定，民眾預立醫療決定，

必需要有 2 名以上的具完全行為能力者在場見證，或有公證人公證。 

至於可提供預立醫療決定的諮商醫療機構，規定醫院應符合一般病床

300 床以上，諮商團隊至少要有醫師 1 人、護理師 1 人、心理師或

社工師 1 人，皆需接受過相關訓練，而諮商門診需要在獨立、舒適的

隱密空間進行。 

 



                                                                                                      

 
 

  

 

 

閱讀•月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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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必備關係手冊             （本文轉載自清流雙月

刊 107 年 7 月號/文：台灣中油公司政風 小雨） 

Buddy Buddy 停看聽 

    政府工程的良窳，經常仰賴現場的監造人員，監造人員的辛勞不

容質疑，無論是颳風下雨、艷陽高照，他們都要監督工程的品質，替

機關做好第一線的把關工作。但同仁與廠商每日朝夕相處，進而

buddy buddy，有時真的容易忘記應有的分際，讓自己陷入危機之

中。同仁與廠商過從甚密而無意中洩漏機關的機密、下班後與廠商在

外把酒言歡、參加廠商所舉辦的旅遊活動等，多數人認為這是正常的

社交活動而不以為意，殊不知這些行為除了已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

還可能因此觸法。 

實際案例分享 

甲是某國營事業的員工，負責 A 勞務案之請購及監工，與乙廠商因

前勞務案熟識。乙經常抱怨前案虧錢，實在不想做了，而甲其實也覺

得前案配合起來不太順暢，於是甲在新的 A 勞務案開標前，多次向

乙廠商遊說：「你之前的案件標得太便宜了，賺不到錢，要不你提高

價錢，這次的案件你就讓丙廠商得標，等丙得標後再分包給你，這樣

你也不至於虧錢。」乙認為有道理，應允後請甲代為處理好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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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熱心積極向丙提出此想法，丙因先前標案的事情與乙有嫌隙，拒絕

了甲的請求。某日甲與乙廠商相約碰面，乙廠商詢問甲事情談得如

何？甲謊稱丙已經同意釋出部分工作屆時分包給乙承作。於開標當日

有 3 家廠商投標，甲為協助審標的人員，開標結果因為乙提高標價，

丙因而順利得標。得標後理所當然未釋出任何工作分包給乙承作，乙

自覺受騙，於是主動自首，並把上述情事告知檢察官。此案在第一審

法院，法官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4 款對主管事物圖利罪、《政

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款詐術圍標罪判處甲有期徒刑 5 年 6 月，褫

奪公權 3 年。《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4 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

事務物，明知違背法律⋯，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

因而獲得利益者。」一審法院認為若乙未 抬高標價，丙廠商並不會

得標，甲之行為使丙獲得了不法利益。另甲雖未收取任何回扣或金錢

給付，但確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依《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款：「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

結果」論罪。當事人不服，上訴到第二審後，法院認為承包工程或出

售產品的廠商本該有合理的利潤，認為不法利益必須再扣除合理利

潤。故二審法院不認其有使廠商獲不法利益，而僅以詐術圍標罪判處

甲有期徒刑 1 年，不得緩刑。上述案例想必會讓你心有戚戚焉，不論

一、二審法官是如何認定，甲確實因此而產生訟累，他自始自終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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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飽私囊，也未獲得任何的利益，卻因此賠上了他的工作及名聲，

只能說得不償失。甲為某國營事業的勞工，實際上並不是公務員，但

在他從事採購相關業務時，已不是純粹的私法事務，適用《政府採購

法》，因而被認定為授權公務員，而依《貪污治罪條例》論罪科刑時，

其刑責多為 5 年以上的重罪，不得不慎。所以不要因一時之疏忽而忘

了分際，與廠商保持距離，依法行事、公私分明，才是自保良則，另

外甲因受刑事判決，依規定遭事業單位開除，不幸喪失原本賴以生活

的工作。這真是因為一時不察的血淋淋案例。 

克守本分，以免因小失大 

    談到這裡，你或許會因為害怕而退縮，會不會一不小心就犯罪了

呢？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依圖利罪的構成要件觀之，必須是行為人

明知違背法令，且使自己或第三人獲得利益，屬於結果犯，必須確實

有得到利益（如免除債務、送名畫、獲取金錢、上酒店消費），並不

會因為過失、未遂而遭受處罰，切勿害怕違法而不敢行事。圖利與便

民的分界在於「違背法令」，只要依法行事，便能勇於任事。正如開

場白所提與廠商熟絡或許有助於工程的進行，但切勿因此而忘了分

際，與承攬商理當保持距離，監造過程中一切依法行事，下班後避免

不當接觸、不可參加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的飲宴應酬，如遇廠商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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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請求，記得依規定填報「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廉

政倫理事件登錄表」陳報首長知會政風機構，以求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