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廉政懶人包 108.11 

       
      臺東縣大武鄉長趙○翰職務上行為收賄案， 
      業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7 月 P1 
       
      萬丹鄉衛生所藥師黃○○涉嫌業務登載不實及全民醫事 
      檢驗所李○○詐領檢驗費案，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P2 
       
      屏東縣崁頂鄉長林○華及代表會主席郭○良等 11人涉嫌行、 
      收賄新臺幣 439 萬元、圖利 153 萬 56 元及違反政府採購法 
      等案件 ，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結提起公訴 P4 
 

 

 

                 全民抓賄賺獎金 P7 

           最高獎金新臺幣 1500 萬元 

           跟著合法旅宿標章安心遊臺灣 P11 

             國內、國際型旅遊活動 掃 QR CODE 一秒就 GO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Q&A 精選 P14 

             選舉期日將近，行政中立相關細節要注意 

            

 

  賄選檢舉專線 0800-024-099 撥通後再按 4 
  檢舉正副總統候選人賄選者 最高獎金新臺幣 1500 萬元 

   檢舉立法委員候選人賄選者 最高獎金新臺幣 1000 萬元 

                                                    LINE@啄木鳥公民巢好友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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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大武鄉長趙○翰職務上行為收賄案 

     ，業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7 月 

   趙○翰於民國 104 年擔任大武鄉長期間，經辦內政部營建

署補助人本工程案件，利用鄉長職權以最有利標之方式，評選友

人黃姓廠商所屬之設計公司得標，後續工程標案亦由該黃姓友人

所屬之營造公司陸續得標。趙○翰在施工期間利用鄉長職權協助

廠商工區變更設計、抽換計畫

書、並催促承辦單位撥款，以

使黃姓友人所屬之得標廠商

得以盡早取得工程款項，藉此

等鄉長職權上的協助行為，向

黃姓友人分別收受賄賂新臺

幣(下同)34 萬 4000 元、68

萬 7000 元及 98 萬 3000 元

等合計共 201 萬 4000 元，以

作為工程程序護航之對價。 

      案經本署執行搜索、傳訊及調查相關證據後移送臺灣臺東

地方檢察署偵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審理認趙○翰符合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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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自白，且於 107 年 1 月 4 日繳回全部犯罪所得 201 萬 4000

元，予以減輕其刑，並斟酌一切情狀，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7 月，

褫奪公權 4 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自由時報 

     萬丹鄉衛生所藥師黃○○涉嫌業務登載不  

     實及全民醫事檢驗所李○○詐領檢驗費案 

     ，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緩起 

    訴處分 

    李○○係全民醫事檢驗所（下稱全民檢驗所）負責人兼醫

檢師，其配偶黃○○任職於屏東縣萬丹鄉衛生所（下稱萬丹鄉衛

生所）約聘僱藥師，負責調劑藥品及門診申報業務，渠等均為從

事醫療業務之人，且全民檢驗所及萬丹鄉衛生所均與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下稱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合約」，受託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特約業務。李○○明

知對保險對象有實際之醫療行為者，方得向健保署申報醫療服務

點數，詎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

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 105 年 1 月起至 107 年 5 月止，將實

際未做抽血檢驗之保險對象、處方日期及申報點數等不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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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月登載於其業務上所製作之醫療服務點數申報清單，復將該等

內容不實之申報清單電磁紀錄文書檔案，利用電腦設備，透過網

路連線方式，傳輸至健保署，再以「全民檢驗所」之名義，將當

月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寄送至健保署，據以請領醫療費用而行

使之，致健保署不知情之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如數核撥醫療費

用，合計共詐領點數 63 萬 3,826 點，核新臺幣（下同）約 63

萬 3,826 元，足以生損害於健保署對於健保醫療費用給付審查核

發之正確性。黃○○為萬丹鄉衛生所門診申報業務之承辦人，於

105 年 2 月起，發現健保署抽樣審查部分保險對象之病歷上，僅

見黏貼抽血處方箋，卻未見檢驗報告，因而得知該等保險對象未

於前往全民檢驗所進行抽血檢驗，竟為使李○○掩飾醫療服務點

數申報不實之情事，與李○○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之犯意聯絡，由李○○提供登載不實內容之檢驗報告，再交由黃

○○黏貼於上開保險對象之病歷影本資料上，併同該保險對象之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令清單」逐級陳核後，

寄送至健保署進行書面審查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健保署專業

審查業務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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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案經本署調查後，移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

檢署)偵辦，經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李○○所為，均

係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5 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及同法

第 339 條第 1 項之詐欺取財罪；黃○○所為，係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5 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分別予以緩起

訴處分。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屏東縣崁頂鄉長林○華及代表會主席郭○ 

    良等 11 人涉嫌行、收賄新臺幣 439 萬元、 

    圖利 153萬 56元及違反政府採購法等案件 

   ，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結提起公訴 

一、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協同駐署檢察官柯博齡、魏豪勇、

范家振指揮本署南調組，自 108 年 5 月 30 日起陸續執行搜索

6 次， 共計搜索 49 處所，經聲請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羈押被告

林○華、郭○良、陳○君、林○明等 4 人獲准，於羈押期間調

閱研析大量卷證、金流，並密集傳喚多名被告及證人共計多達

161 人次後，認林○華及郭○良等 11 人分別涉犯貪污治罪條

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第 6 條第 1 項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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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對於主管監督事務圖利、第 11 條第 1 項關於違背職務行為

交付賄賂、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及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借牌投標及第 87 條第 3 項詐術投標等罪嫌，於 108

年 9 月 25 日經檢察官偵結提起公訴。 

 

二、涉嫌事實: 

（一）人事任用案違背職務行收賄部分： 

      林○華自民國 106 年至 107 年間，親自或透過郭○良，與民眾

羅○立、陳○玉、鍾○汝等人期約新臺幣(下同)120 萬元至 150 萬元

不等之賄賂，內定特定人員錄取為崁頂鄉公所正式清潔隊人員，嗣再

收受前開民眾交付共 400 萬元之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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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崁頂鄉公所堤防採購案圖利部分： 

      林○華與崁頂鄉公所公務員林○明等 3 人及屏東縣崁頂鄉洲○

社區發展協會實際負責人郭○政、港○社區發展協會實際負責人鄧○

祥等人，自 105 年至 108 年間，於崁頂鄉公所辦理之 105 年至 108

年堤防工程採購案，分別以洩漏採購案相關資訊等國防以外應秘密事

項，圖利洲○協會及港○協會取得上開堤防採購案，圖利金額共計

153 萬 56 元。 

（三）崁頂鄉公所環境整修工程採購案違背職務行、收賄部分： 

      林○華、郭○良及崁頂鄉代表會人員陳○君於 106 年間，以洩

漏投採購案相關資訊等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事項予廠商富○土木包工

業人員，使富○土木包工業得標崁頂鄉公所辦理之 2 件環境整修工程

採購案，富○土木包工業人員再先後交付 30 萬元及 9 萬之行賄款項

予林○華、郭○良及陳○君，共計行、收受賄款 39 萬元。 

（四）相關工程採購案借牌、圍標部分： 

      郭○良與富○土木包工業負責人鄧○賢，自105年至107年間，

約定由郭○良向鄧○賢借用富○土木包工業之名義，投標（1）○○

殯儀館屋頂修繕等工程採購案、（2）○○服務中心屋頂防水暨周邊

環境保固改善工程採購案、（3）○○○○活動中心圍牆及大門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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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案、（4）港○國小運動場整修工程採購案、（5）「僑○國

小網球場整修工程採購案、（6）墾○國小莫○蒂、馬○卡及梅○颱

風災後復建工程採購案。又郭○良恐「墾○國小莫○蒂、馬○卡及梅

○颱風災後復建工程採購案」及「佳○鄉玉○國小操場跑道改善工程

採購案」等 2 採購案，投標未滿三家而流標，復與無投標真意之順○

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許○中共同謀議，由許○中以順○公司名義投標。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自由時報 

  全民抓賄賺獎金 0800-024-099 再按 4 

   民主政治之基石建立在公平、公正之選舉制度，使選民得以在

候選人公平競選之程序中，挑選適當優秀之人才擔任國家之重要公職。

以賄選方式當選者，為回收其付出之賄賂，勢必利用職務之機會，圖

謀不法之利益，導致賄選與貪瀆形成惡性循環，同時腐蝕民主政治之

根基。 

 

1、 現金財物：提供「走路工」、「茶水費」、「誤餐費」或

其他名目之現金、票據、禮券、提貨單或其他有價證券。 

2、 物品：提供具有經濟價值之日常用品，如電鍋、熱水瓶、

收音機等。  

3、 獎品：假借摸彩或有獎徵答名義，提供獎品。  

賄選花招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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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旅遊：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國內外觀光遊

覽活動、國內遊覽車旅遊。  

5、 招待：招待至舞廳、酒廊、歌廳或其他娛樂場所消費。  

6、 餐卷：販賣餐卷，並期約於候選人當選後兌換餐卷面額數

倍之金錢。  

7、 餐飲：提供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相當之餐飲或提供流

水席（辦桌）。  

8、 就業：提供或介紹工作機會或良好職位。  

9、 免除：免除債務。  

10、 彩卷：贈送大樂透、刮刮樂等公益彩卷。  

11、 建設經費：假借核撥經費名義，提供縣市、鄉鎮或村里等

地方政府建設經費。  

12、 賭博：聚眾賭博，並期約於候選人當選後贏得數倍賭金。 

13、 捐助：假借捐助名義，提供廟宇、同鄉會或其他機構、團

體等服裝、活動用品經費。  

14、 收購：收購身分證。  

15、 交通：提供往返居所地與投票地之交通工具。  

16、 獎金：增加薪資或工作獎金。  

17、 代繳：代繳稅款或各種違規罰款。  

18、 其他：行求、期約或交付其他類型賄賂或不正利益。  

＊檢察官於偵辦賄選案件時，針對個案行為有無對於有投票權之人期約其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行使，應就個案具體事實認定是否構成賄選犯罪。 

買票都重罰! 

１、 「賣票」犯刑法 143 條，即「投票受賄罪」： 

買票、賣票都倒大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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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

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2、「買票」觸犯刑法 144 條，即「投票行賄罪」：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

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七千元以下罰金。 

3、「利誘投票」，觸犯刑法 145 條： 

以生計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4、「變造投票結果」、「虛遷戶籍」，觸犯刑法 146 條：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

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

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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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賄五招 

第一招 接近賄選人 

第二招 保存賄選證據 

第三招 撥打檢舉電話 

             受理檢舉賄選一律保密，當您發現有人賄選時，請您親自或書  

             面或打檢舉專線電話0800-024-099撥通後按4，或電子郵件，向 

             地檢署、警察局(或分局及派出所)、調查處、站或機動組檢舉， 

             請講清楚：是什麼人【人】 在什麼時候【時】 在什麼地點【地】  

             用錢(百元、五百元或千元鈔票)或什麼東西【物】向誰買票及過 

             程【事】。 

第四招 起訴就領1/4獎金 

第五招 判決有罪確定，領取全額獎金 

領取獎金一步步 

1. 起訴：檢舉之賄選案件一提起公訴，立刻領取1/4獎金 

2. 判決：經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判決有罪時，再領獎金 1/4 

3. 判決確定：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時，再領其餘獎金 

4. 緩起訴或職權不起訴：檢舉之賄選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或

依職權不起訴處分確定後，給予檢舉人半數獎金。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檢舉獎金1,500萬元。 
*立法院立法委員、正、副院長、直轄市市長或直轄市議會正、副議長候 
 選人，檢舉獎金1,000萬元。 
*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 
*檢舉人為檢察官、調查人員或其他司法警察人員者，不給與獎金。                                                   
                                     
                                   資料來源：法務部、新北地檢署 

檢舉賺獎金 有夠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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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合法旅宿標章安心遊臺灣  

     開心出遊平安回家是每個旅人最基本的期待，食住遊購

行中，住的安全關鍵就在選擇合法安全的旅館或民宿。為讓消

費者方便選擇合法旅宿，觀光局特製作「合法旅宿標章」，供

合法旅宿業者使用。另外，「臺灣旅宿網」已同步新增訂房功

能，除了查詢，還可以直接訂房，秉持著合法安心、訂房放心、

服務暖心的「三心服務」精神，提供國人便利、可靠的住宿保

障。本次活動結合 AR 科技的「玩 AR 瘋臺灣」網路活動，即

日起至 12 月 13 日止，參加以上活動就有機會抽中 iPhone 11、

好客民宿住宿券以及四核心平板等好康獎品，千萬不能錯過！  

                                               資料來源:  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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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際型旅遊活動 !! 掃 QR CODE 一秒就 GO    

                     

                      國際級 

                          2019 台灣好湯-溫泉美食嘉年華 
                          2019-10-24~2020-06-30 
                          時序逐漸進入冬天，也正式宣告台灣已進入溫泉泡湯 
                          旺季!臺灣得天獨厚，擁有冷泉、熱泉、濁泉、海底泉 
                          等多樣性泉質，是世界知名的溫泉勝地 
 
                           

 

                           國際級 

                      2019 雙年賞蝶 
                          2019-11-09~2020-03-31 
                          「雙年賞蝶」是每年 11 月開始至隔年 3 月在茂林國家 
                           風景區的重頭戲。此時，會有成千上萬的紫斑蝶遠渡 
                           重洋，來到此地棲息。茂林國家風景區最引以為傲的 
                           就是擁有世界上僅有的二大規模越冬蝶谷之一 
 
 

                          全國級 

                           2019 新社花海節 
                          2019-11-09~2019-12-01 
                          「新社花海」活動以寬闊的山景與花海景觀歡迎民眾 
                           蒞臨，除了大面積的繽紛花海景觀之外，連結臺中山 
                           城特色農產品行銷、休閒農業旅遊等主軸，展現山城 
                           自然景觀、農業生態與地方產業文化，帶領大家… 
 

 

                           國際級 

                      新北市歡樂耶誕城 
                          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 月 
                          歡樂耶誕城之誕生，是希望透過新板特區之都會意象， 
                          結合耶誕節的歡樂氣氛，打造適於各個年齡層遊玩之 
                          大型遊樂園，營造新北市歡樂幸福的氛圍，並提升新 
                          北市之城市知名度。此外，串聯板橋周邊傳統的… 
 

 

                          國際級 

                     臺灣國際衝浪公開賽暨東浪嘉年華 
                          2019-11-23~2019-12-07 
                          「運動觀光」早已被認為是全球觀光旅遊產業成長最為 
                          快速的市場，藉由積極參與運動，或從事休閒或觀賞運 
                          動，或參觀知名的運動相關景點…等，有就是透過運動 
                          與觀光領域的結合，所發展出來的時興領域，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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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級 

                     高雄戲獅甲 
                          2019-11-16~2019-11-17 
                          清乾隆年間，「廣濟宮」為地方庄頭信仰中心。庄民 
                          配合廟會慶典，組成宋江陣，宋江陣之陣前必有一獅， 
                          出陣前必先舞獅，前鎮地區庄頭的舞獅技藝及宋江陣…. 

 

                          全國級 

                         2019 臺中國際花毯節 
                          2019-11-09~2019-12-01 
                          花毯節以「樂園」為主題，挑戰用花卉展現全新動態 
                          裝置，以樂園元素打造四大亮點展區:全台第一座「立 
                          體動態旋轉木馬」主花毯、大人小孩都喜歡的大型向日 
                          葵迷宮「花田捉迷藏」、石虎造型立體藝術花毯… 
                        

資料來源:台灣觀光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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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Q&A 精選 

Q：行政中立法的準用對象有誰？ 

A： 

一、 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二、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納入銓敍之公立學校職

員及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職員。  

三、 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公立學術研究機構兼任行政職務 

之研究人員。  

四、 各級行政機關具軍職身分之人員及各級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軍訓 

單位或各級學校之軍訓教官。  

五、 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 

六、 公營事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之人員，包括公營事業機構

董事長、總經理、代表公股之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對經營政策 負

有主要決策責任等人員。 

七、 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練人員。  

八、 行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包括行政法人有給專任之董（理）事 長、

首長、董（理）事、監事、繼續任用人員及契約進用人員。  

九、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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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憲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

員。 

Q：公務人員可否於下班時間或請假，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 

  動？ 

A：可以。鑑於公務人員於上班或勤務時間，本應盡忠職守，為全體 

  國民服務，因此，中立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於 

  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至於下班時 

  間或請假，除非有違反中立法第 9 條有關公務人員均不得從事 

  之政治活動或行為等情形外，可自由參與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 

  活動。另依中立法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中立法第 7 條第 1  

  項所稱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指由政黨或政治團體所召集 

  之活動及與其他團體共同召集之活動，包括於政府機關內部，成 

  立或運作政黨之黨團及從事各種黨務活動等；所稱依其業務性質 

  ，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指依相關法令規定執行職務所應為之行 

  為。 

Q：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之必要，可以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參加政黨 

  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嗎？ 

A：可以。公務人員依其業務性質，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如執行蒐 

  證任務、環保稽查，以及警察人員依據相關法令負責安全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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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之行為等，均不予禁止。 

Q：公務人員可以捐款給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抑或替其 

  募款嗎？ 

A：可以。但公務人員不可以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政 

  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金錢、物品或其 

  他利益之捐助；亦不得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 

  體或擬參選人依法募款之活動。 

Q：公務人員可否「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使用辦公設備如：網路、傳真機及公務電話簡訊等各類 

  電子通訊傳輸工具，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及其他宣傳品嗎？ 

A：不可以。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  

  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動用行 

  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 

  關活動。 

Q：公務人員可以在辦公場所穿戴特定公職候選人之服飾？或在辦公 

  桌上放置特定政黨之旗幟嗎？ 

A：不可以。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在 

  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 

  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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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務人員可否參加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所發起之遊 

  行、召集之集會或連署等活動？ 

A：可以；但應請假或於下班時間為之。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 

  公職候選人，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並未限制公 

  務人員參與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所發起之遊行、召 

  集之集會或連署等活動，惟該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 

  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上開活動。 

Q：公務人員可否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 

  選人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A：不可以。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 

  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在大眾 

  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在不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事項前提下，得只 

  具名不具銜為該公職候選人在大眾傳播媒體廣告。 

Q：公務人員可否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 

  選人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A：不可以。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公務人員「不得 

  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為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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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在不涉及與該公務人員職務上有關事項前提下 

  ，得公開為其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另依中立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上開所稱公開為公職候選人遊行，指為公職候選人帶 

  領遊行或為遊行活動具銜具名擔任相關職務；所稱公開為公職候 

  選人拜票，指透過各種公開活動或具銜具名經由資訊傳播媒體， 

  向特定或不特定人拜票之行為。 

Q：公務人員無論是否於上班或勤務時間，抑或有無請假，均不得從 

  事之政治活動或行為有哪些？ 

A：公務人員無論是否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均不得從事之政治活動或 

  行為，僅限於「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所從事之特定高度政治性活動或行為，其範圍如下：  

一、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 

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二、 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

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三、 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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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

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不涉及與其職務上有關事項之

前提只具名不具銜，則不在此限。  

五、 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六、公開為公

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

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不涉及與其職務上有關事項

之前提，則不在此限。  

Q：公務人員於下班回家後，能否於網路上發表不同的言論，倘若私 

  底下匿名所發表之言論與公事無涉，但涉及其他爭議性問題，該 

  行為是否違反行政中立之分際？其認定違反之標準為何？ 

A： 一、中立法主要係規範，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應依法行政、執行 

    公正、 政治中立，並適度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如： 

    不得介入黨政派系紛爭、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 

    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以及不論是否為上班或勤務時間均 

    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 

    ，從事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所禁止之政治活動或行為等。   

二、 公務人員如未於上班或勤務時間（第 7 條）、未具銜或具銜且

具名（按：本部 99 年 12 月 8 日部法一字第 09932748721

號函）、未動用行政資源（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縱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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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網路上發表不同的言論及觀點，或私底下匿名所發表之言論

而與公事無涉，但涉及其他爭議性問題，均無違反中立法之相

關規定。  

三、 至於前開行為是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有關公務員有絕

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或未得長官許可，不得以私人或

代表機關名義，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等規定，則由權責機

關依個案事實覈實認定。  

Q：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可否從事中立法禁止之行為？ 

A：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11 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該期間 

 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因此，仍不得有違反中立法規定禁止之行為。  

Q：適（準）用中立法之公務人員，其配偶（或家屬）如非中立法適  

 （準）用對象，該配偶（或家屬）可否從事政治性活動？ 

A：可以。中立法並未限制適（準）用對象之配偶或其他家族成員任 

  何程度之政治活動。  

Q：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期間應禁止及告示事項為何？ 

A：依中立法第 13 條規定，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 

 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應禁止政黨、公職候選人  

 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並應於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 

 所張貼禁止競選活動之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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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務人員違反中立法規定時，應如何處罰？ 

A：依中立法第 16 條規定，公務人員違反中立法之規定時，應按情 

  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公務人員考績法 

  （以下簡稱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其涉及其 

  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資料來源:  法務部  

 

  

 

 

   
公務員行為有悖公務員服務法或有關法令規定事項。 

違反行政革新或端正政風行動方案事項。 

施政缺失及行政效率欠佳事項。 

假冒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名義招搖撞騙事件。 

專線電話：04-2389-1775 

傳真機號碼：04-2381-0446 

郵政信箱：臺中嶺東郵局 29-29 號信箱 

電子郵件：tcpn@mail.moj.gov.tw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政風室 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