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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對廉政應有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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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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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的意義

• 兵役制度實施精實案，以建立「精、

小、強」現代化部隊為建軍目標，致

兵力需求降低、役男過剩，無法履行

兵役義務，為處理兵源過剩問題，規

劃兵役替代役，運用青年人力投入社

會服務工作，以提升政府公共服務品

質。

替代役的由來

• 替代役，就是借重役男人力資源，結合

其所學專長，分配於需用機關擔任輔助

性工作，履行政府公共事務或其他社會

服務，漸而擴及於民間產業機構從事科

技、產業研究發展或技術工作。

什麼是「替代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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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的身分屬性定位

•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3條

規定，替代役於需用機

關擔任輔助性工作，履

行政府公共事務或其他

社會服務等。

替代役役男

角色跟職權

• 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明

定各役別之輔助性勤務項目外，更

規定各需用機關應於一般替代役役

男服勤管理規定，明定輔助性勤務

之具體項目及內容。

替代役役男

勤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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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的定義

刑法第10條第2項

身分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刑法第10條第2項）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

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

共事務者。

 具有公務員身分與貪污治罪條例之適用關係：

依貪污治罪條例第2、3條規定，具有公務員身分之人，才有貪污治罪
條例之適用，如無公務員身分，只要不跟公務員成為共犯，即無貪瀆
罪加身之疑慮。 6



替代役役男是否為公務員之判定

役別
•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4條第1項

勤務
• 替代役實施條例施

行細則第3條第1項

輔助性勤務之

具體項目及內

容

• 替代役實施條例第18條、替

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第3條

第2項及各需用機關訂定的服

勤管理規定

依事務要件觀察
，是否屬從事公
共事務而具有公

權力行為

• 與輔助服勤機關

的公共事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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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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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倫理事件

送受財物

飲宴應酬

請託關說

身分關係

職務上利害關係

關係人

身分、職位顯不

相當

因應處置

拒絕/接受

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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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託關說：

「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提出請
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

契約之虞者」。

指「被請託關說者」本身職務之職權範
圍所能督導、決定或執行之機關「業務

事項」或「具體個案」。

正常社交禮俗：

一般人社交往來，
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3,000元者。但同
一年度來自同一來
源受贈財物以新臺
幣10,000元為限。



1 .受贈財物

依據
• 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4點及第5點。

原則
• 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應予拒絕或退還。

例外

• 屬公務禮儀。

•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下同）500元以下；或者對本機關（構）內多

數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1,000元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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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元，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1萬元為限）。

下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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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財物之現行規定

禁止事項

• 國軍人員不得

要求、期約或

收受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者

餽贈財物。

允許事項 處理程序

•所謂「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

超過3,000元者。但同一年

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

10,000元為限。

•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所為之餽贈，應予拒絕或退

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

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

贈之日起3日內，交政風機

構處理。

•對於與其職務無利害關係者

之受贈財物，市價超過正常

社交禮俗標準，應於受贈之

日起3日內，簽報其長官，

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者，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

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公務禮儀。

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

（下同）500元以下；或

者對本機關（構）內多數

人為餽贈，其市價總額在

1,000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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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元）。



2.飲宴應酬

• 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7點及第10點。依據

• 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對與其無職務上利害

關係之邀宴，如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原則

•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 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 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

等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例外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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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宴應酬之現行規定

禁止事項

• 不得參加與其職

務有利害關係者

之飲宴應酬。

• 不得參加與其身

分、職務顯不相

宜之飲宴應酬。

允許事項 處理程序

• 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

勞、因訂婚、結婚、生

育、喬遷、等所舉辦之

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

交禮俗標準者，均無須

簽報長官核准及知會政

風機構。

• 「公務禮儀確有必要」

及「因民俗節慶公開舉

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

參加」等二者，均應簽

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

機構後，始得參加。

 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者，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

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參加

下列情形之飲宴應酬：

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

加。

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

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

勞。

因訂婚、結婚、生育、

喬遷、就職、陞遷異動、

退休、辭職、離職等所

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

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3.請託關說

• 國軍人員廉政倫理須知第2點第5款及第11點。

依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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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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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託關說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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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長甲於公所擔任兵役單位主管，某週

六中午接獲機關值班人員來電告知，民

眾乙因全家將出國旅遊，至機場後才發

現其子為役男身分，並未辦理役男入出

境申請作業，而申請補辦作業手續中關

鍵事項需由公所提供等情，課長甲旋即

至公所主動為民眾處理，使得民眾乙一

家順利出國旅遊。

待回國後，民眾乙為感謝行政機關主動

幫忙，購買一包肉乾至公所送給課長甲

，甲當場婉拒民眾之餽贈，惟民眾乙堅

持所贈物品價值不高，且為一番心意，

並留下餽贈物品即行離開。甲隨即知會

該機關政風室尋求解決之道。

案例中課長甲及民眾乙雖

有職務上利害關係，惟因

屬「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

利義務之虞」情形，同時

受贈之財物未達「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所規定之

相當價值（第4點但書規

定），屬例外得受贈之情

形；案例中課長甲以身作

則，主動登錄受贈財物事

件，除彰顯其廉潔品操及

重視本項登錄制度外，並

有助提升民眾對公務機關

之信賴。

1、受贈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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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公會舉辦尾牙活動，邀

請Ｂ機關主管甲及承辦人

乙參加，甲乙可否出席？

另應踐行何種程序？

Ｂ機關與Ａ公會，如屬於「與職

務有利害關係者」，原則上不得

參與；如果認為該活動，係屬本

規範第7點第2款，因民俗節慶公

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之範疇，則依本規範規定，甲乙

應先簽報機關首長並知會政風機

構後，方能出席。

2、飲宴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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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甲、乙等二人，在A看

守所擔任替代役期間，在押被告

丙的姊姊丁，請託役男甲幫忙攜

帶香菸入監給丙吸用。98年2月間

，替代役役男甲接受丁的請託後

，竟未依相關規定進行簽報登錄

，反而將其交付之5條香菸轉交替

代役役男乙，私下夾帶入所交付

給在押被告丙、戊等二人吸用。

替代役役男甲對民眾丁有違法

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

虞的請託關說，應委婉堅定拒

絕說明外，並應將丁請託關說

之情形，簽報首長並知會政風

機構，以符相關規定。

然甲竟依丁之請託關說，使在

押被告丙、戊因而獲得不法利

益；案例中替代役役男甲、乙

因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1項第 4 款對主管或監督

之事務圖利罪而遭判刑，如能

堅持依相關規定拒絕並簽報，

即可脫免牢獄之災。

3、請託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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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務機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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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基本認識：

• 「公務機密維護」，意即對機密事項除消極的保守秘密外，並採

取嚴密的防範及管制措施，杜絕洩密管道；透過宣導、檢查及追

究責任等作為，有效預防、遏止洩密或竊密等情事，以確保機密

的安全。

概念

• 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確保行政目的之達成，及尊重個人隱私與

權利。

目的

• 分為「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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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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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國家社會遭受損害，嚴重性不言可喻。若涉人民權利

義務者，將損及人民，故各國有關公務員法制，均規定公務員有保密之義務。

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公務員應恪守誓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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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

主管事務，均不得洩露，退職後亦同。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

，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明示公務員有嚴守公務機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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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密責任：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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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一般洩密罪之行為態樣，有「洩漏」與「交付」兩種；所謂洩漏，係指使不應知悉

之人知其秘密之意。所謂交付，即將秘密事物之持有或占有，移轉於不應知悉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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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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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並不以此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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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一般洩密罪不僅處罰故意犯，對於應注意並能注意而未注意，因而過失洩密者，亦應

負刑事責任。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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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在職務上知悉有洩漏機密犯罪嫌疑者，依刑事訴訟法第241條之

規定，有告發之義務。
23



洩密刑事責任案例

替代役役男甲於A看守所擔任替代役期間，

曾參與電視演出之演員乙，亦因案羈押在A

看守所。該所收容人丙欲藉機認識乙，因而

請託替代役役男甲代為打聽乙之基本資料。

替代役役男甲明知收容人家屬之姓名、地址

、電話等個人資料，屬個人隱私應秘密之資

料，仍利用其執行職務之便，進入存放收容

人家屬會客資料之監聽室，翻閱乙之家屬會

客資料，嗣於98年1月中旬，將乙母親之住址

及電話號碼等應秘密之資料，洩漏予丙。

案經法院併

案審理，認

定替代役役

男甲違反刑

法第132條第

1項洩漏國防

以外秘密罪

，判處有期

徒刑4月，得

易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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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密行政責任案例

A鄉公所臨時人員甲與替代役役男乙等2人，

負責協辦該鄉公所某課業務，臨時人員甲自

94年8月間起，連續利用協助該課業務之便，

取得數位役男身分證字號，並將取得身分證

字號登錄B網站試玩「暗棋」遊戲。另替代役

役男乙利用協辦業務之便，取得該課同仁某

系統權限，進入查詢同仁及朋友之個人資料，

並利用所得資料破解承辦人員電腦密碼

，藉以使用其電腦。

雖經查證未發現渠等非法從事盜賣資料，或

提供業者索取不當利益，及申請信用卡等行

為，但因已違反洩密等相關規定，仍予以行

政懲處。

役男乙破解他人帳號

密碼並入侵他人電腦

，即如同未經所有人

或管理權人同意即進

入他人住宅，具備不

法性；機關應訂定系

統存取政策及授權等

管理規定，並透過宣

導作為，使員工及使

用者明確知悉其使用

權限及責任，並加強

使用者紀錄檔（Log

File）之資訊內部稽

核，以有效防止公務

機密資訊之外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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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貪瀆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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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公務電話私撥吃到飽，牢獄災難終究無法逃

替代役役男甲於92年至A地檢署服替代役期

間，於該署總務科及紀錄科擔任公文送達之

工作，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某日搭乘公務車送達公文欲至執行科，竟一

時興起貪念，利用執行送達公文職務之機會

，竊取置放於該公務車內供公務使用之行動

電話內SIM 卡，並連續盜用該行動電話門號

撥號通話。

案經 B 地

方法院依

竊取公用

財物罪，

判處替代

役役男甲

有期徒刑

3年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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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替代役役男甲依法履

行兵役義務，擔任司法行

政替代役，為依據法令從

事公務之人員，竟藉機竊

取公務通訊用之SIM卡，據

以撥打私用，全案所得犯

罪利益雖不足新臺幣１萬

元，卻導致自身受到嚴厲

刑事責任之追究。

替代役役男於受基礎訓練

及服勤時，對於供公務使

用之財物，應有僅得為公

共事務使用之認知，切不

可因一時貪念或認為屬價

值輕微財物，而用於謀取

或滿足個人私利，倘此即

屬貪污行為，不可不慎。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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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調包侵占贓證物，前途茫茫像迷霧

替代役役男甲於民國97年間，在A地檢

署擔任替代役，並分發至該署總務科之

贓物庫任職，負責贓證物之收、上架、

協助起訴送審之附卷等管理工作，係依

法令從事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之公務員。惟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

犯意，利用職務上持有贓證物之機會，

連續將司法警察機關移送或審判機關送

回之行動電話、衛星導航機等贓證物，

予以調包或逕行侵占。

案經B地方法院

依侵占非公用財

物罪判處替代役

役男甲有期徒刑

2年，緩刑3年，

褫奪公權1年。

並於判決確定後

1年內，向公庫

支付新臺幣20萬

元，所得財物應

予追繳並發還A

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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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與案例一不同，儘管器

材財物非供公用而屬公務機關

所有或持有，亦不允許任何人

借取或侵奪，尤其於機關從事

公務之人，因職務關係有機會

接觸或使用非公用器材財物，

倘因職務便利而竊取或侵占，

違背公眾對公務人員之信任，

案例中替代役役男甲為滿足私

欲，竟將地檢署保管之贓證物

侵吞入己，除自身遭受刑事制

裁外，更影響機關的形象與聲

譽，破壞民眾對政府機關的期

許與信任。

無論器材財物是否供公眾、公

務使用，或為機關所有或持有

，一律不得據為己有，替代役

役男於服勤時，應注意辦公處

所之器材財物，不管價值輕重

或堪用與否，均屬供公眾、公

共事務或支援機關運作而存在

，僅得依公開變賣、拍賣程序

而處分。倘因一時貪念而侵占

或竊取，除追究刑事責任之外

，所得利益仍須追繳或追徵價

額，扣案之物均沒收，實在得

不償失。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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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消防救護出勤費，訛詐民眾是重罪

替代役役男甲於民國95年間分發至A縣政府消

防局B分隊服役，擔任消防救護工作。某日凌

晨1時許，民眾乙因其母丙心臟病發作，遂聯

繫B消防分隊指派救護車及消防隊員到場救護

並協助送醫，替代役役男甲即協同B消防分隊

隊員丁駕駛救護車前往，救護車到場後因丙之

狀況轉好，並表示不必送醫，替代役役男甲卻

趁職務上之機會，向乙訛稱必須收取出勤費新

臺幣100元，乙因誤以為必須給付救護車出勤

費用，於是交付1張百元紙鈔，替代役役男甲

因此而詐取財物得逞。

替代役役男甲行

為，業涉犯貪污

治罪條例第5條

第1項第2款利用

職務上機會詐取

財物罪；惟替代

役役男甲於案件

審理期間死亡，

經C地方法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

303條第 5款、

第307條判決本

件公訴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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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替代役役男甲，利用實

施公共服務救護義務之機會，

謊稱需支付小額出勤費用而詐

取民眾財物，儘管金額甚小，

然而於執行公務時詐取財物，

將嚴重影響公務機關聲譽及破

壞民眾對公務機關之信賴基礎

，應負相關貪污之刑事責任。

替代役役男分發至服勤單位服

務後，在受分派執行之勤務內

容範圍內，即代表著該機關單

位，具備公共事務執行者的角

色，對於相關行政規費收取、

代收付費用或罰鍰稅金等金錢

之繳納課徵，均有法定明文收

費標準與程序，切莫因一時貪

念，利用民眾對於公務機關收

費方式的不瞭解，而騙取民眾

金錢財物，除難逃刑事責任之

追訴外，將於人生留下難以抹

去的污點。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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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甲、乙二人分別於99年及

100年間分發A監獄警備隊，擔任夜勤

崗哨勤務及機動人員，並負有協助管

理戒護之責，替代役役男甲、乙二人

明知法規明文禁止代受刑人及其親友

夾帶違禁物品，100年7、8月間竟以收

受代購物品之剩餘款方式，替受刑人

丙、丁及戊購買夾帶插卡式數位電視

機、記憶卡、香菸及MP4等物品。服

役期間，替代役役男甲、乙二人，另

以因夾帶數位電視機遭戒護科人員查

獲，須另行支付新臺幣2萬元以擺平該

違規案件為由，假藉不實事端恫嚇受

刑人丙、丁二人交付款項，除代購得

利外再勒索財物。

替代役役男甲、

乙等二人，被法

院依共同犯貪污

治罪條例第４條

第1項第５款之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

罪、第6條第1項

第5款對非主管事

務圖利罪、第４

條第1項第２款之

藉端勒索財物罪

，分別判處有期

徒刑3年5月及2年

，各褫奪公權2年

；犯罪所得，發

還被害人。

受刑人丙、丁、

戊等三人，被法

院依共同犯貪污

治罪條例第11條

第1項之交付賄

賂罪，分別判處

有期徒刑8月、8

月及6月，各褫

奪公權1年。

案例四、
違法攜入電視收好處，藉端勒索取財太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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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應忠實履行受委託權力之義務：

(1)案內替代役役男對於監獄之受刑人負有協

助管理戒護之責，明知法規明文禁止代受

刑人及其親友夾帶違禁物品，竟違背上開

職務之規定，替受刑人夾帶數位電視機、

記憶卡、香菸及MP4等物品，並收取相當之

金錢對價（賄賂），實在要不得。

(2)其後又為圖得高額不法利益，利用其從事

公務之身分優勢，假藉不實事端謊稱恫嚇

，使受刑人心生畏懼而交付金錢，已違反

其受公權力委託之權限。

送錢者也有罪：

案例中受刑人交付

賄賂，以謀求役男

違背職務攜帶違禁

物享用，均分別遭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數月。為了公正官

箴，消除紅包文化

，100年7月1日起

，縱然對於無違背

職務之行為交付賄

賂（例如：快單費

）亦有刑事責任。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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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違規幫忙帶香菸，不拿不取也入監

替代役役男甲、乙等二人，在A看守

所戒護科服替代役期間，對於在押

被告丙負有管理、戒護之責。98年2

月間替代役役男甲接受被告丙之姊

姊丁請託後，將其交付之5條香菸轉

交替代役役男乙，替代役役男乙明

知違背法令，仍從中抽取一條供自

己吸用，其餘未經檢查、保管、退

回，即私下夾帶入所交付在押被告

丙、戊二人吸用，因而共同圖得不

法利益香菸一條，及被告丙、戊等

二人持有前開違禁物品免遭沒入之

不法利益。

本案經高等法院認定替代役役

男甲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褫奪

公權1年；替代役役男乙共同

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免刑，

所得財物七星牌香菸1條之價

額新臺幣600元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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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役役男對於各項職務規定

，有其遵守的義務（法務部矯

正署及所屬矯正機關替代役役

男服勤管理要點第9點，役男

之專業輔助性工作），矯正機

關替代役役男應遵守各類違禁

物品管制規定，切莫以為僅是

單純幫忙傳遞或轉達物品，並

未獲得任何利益，就不算是違

反相關規定。

替代役役男利用有吸菸服勤役

男得攜帶菸品規定，幫忙在押

被告私自攜帶香菸進入看守所

，違反不得私帶未經檢查菸品

之管制規定，縱然役男並未獲

得任何好處或對價（賄賂），

惟此種行為，仍係違背主管職

務上之義務，而使在押被告受

有利益，具備刑事不法性，不

可不慎。

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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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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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監察單位
國防部政風室：638-418



陸、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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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有您

•擔任替代役是履行憲法及法律的義務，是基於對社會

國家付出的公平性要求，您的貢獻是受到尊重與感謝

的，替代役將是您人生的榮耀與驕傲。

•服替代役期間，如果有勤務上或生活上的問題，您可

以隨時向服勤單位長官或管理幹部反應尋求協助，或

依上述諮詢管道尋求解答。

歡迎並感謝您對

公共事務或社會

服務付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