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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及獎懲處

理原則暨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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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務員倫理規範為何又單獨針對
請託關說另訂規定？兩者有何差異？ 

倫理規範定義： 
所稱關說、請託，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之
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有不當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4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定義： 
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規
範對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
契約之虞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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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曾為下面的問題煩惱嗎？ 

對於民意代表之關說，如何保護自己？ 

對於長官之關說施壓，如何保護自己？ 

長官家人婚嫁時，要包多少？包太多會不會出問題？ 

民眾送的水果可以收嗎？價值多少金額以下可收？ 

可以和廠商吃頓便飯嗎？那喝咖啡？那打球？ 

可否參加公會旅遊活動接受食宿招待？ 

要不要讓政風知道？要不要登錄？ 

    登錄後之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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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認識－陽光法案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82.7.2公布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89.7.12公布 

 政治獻金法—93.3.31公布 

 遊說法—96.8.8公布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97.8.1生效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101.9.7施行 

 政府採購法、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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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倫理規範立法背景 

 順應世界潮流: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亞太經濟合作
組織（APEC）均重視公務員行為規範 

先進國家對於公共服務者亦訂具體規範 

 樹立廉能政治新典範:  

引導公務員以公共利益為依歸 

重建國民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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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目的 
 核心價值: 

利益衝突迴避、廉潔自持、公正無私、依法行政 

 立法精神: 

引導公務員執行職務過程，服膺本規範核心價值，
達提升政府清廉形象之目的 

 美國、新加坡立法例 

    美國原則上禁止公務員收受市價逾美金20元之餽贈；
新加坡規定，外界禮物，一律回絕，除退休外不得
接受禮物。對長官退休給予的禮物，金額不得超過
新幣100元（約新臺幣2,200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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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宴 
應酬 

請託 
關說 

餽贈 
財物 

 

與職務有 
利害關係 

出席演講 
活動 

不當接觸 
不當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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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
單位與本機關或其所屬機關
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業務往來、指
揮監督或費用
補（獎）助等
關係 

正在尋求、進行
或已訂立承攬、
買賣或其他契約
關係 

其他因本機關業務
之決定、執行或不
執行，將遭受有利
或不利之影響 

 

重要用詞1-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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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般人社交往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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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用詞2-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重要用詞3-公務禮儀 

  

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
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
溝通協調時，依禮貌、慣例或
習俗所為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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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重點-請託關說 

 有關係真好wi-紅燈右轉、採購規格底價、納骨塔
位、火化日期時辰、違建、小孩入學編班、清運
廢棄物、 拖吊、 酒駕…..  

 關心 VS 關說—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 8 

 意涵：（第2點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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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程序：（第11點） 

  應於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請託關說 

關說  V.S   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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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三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
政風機構#11 

請
託
關
說
篇 

定義：所稱關說、請託，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
項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行致有不當影
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4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定義：所稱請託關
說，指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規範對
象提出請求，且該請求有違反法令、營業規章
或契約之虞者。  #3 

違法或不當 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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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者餽贈財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無
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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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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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
贈
財
物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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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贈
財
物
篇 

辦理歲末聯歡廠商致贈摸彩品予
機關供摸彩使用可以? case 

  

長官家婚喪喜慶要包多少?case  

廠商致贈奠儀收多少妥當? 

廠商送茶葉給辦公室試喝可以? 
#4(三) $1000    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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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
但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在此限： 

（一）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二）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 

            加。 

（三）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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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
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7 

飲
宴
應
酬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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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新建工程工地開工儀式
酒會可以去嗎? 

 

 

參加餐敘發現人地不宜如何處理？ 

*提早離開,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單位。

臺北市長飲宴處理規定 

 

 

飲
宴
應
酬
篇 

用餐巧遇廠商在同一餐廳，結
帳時，廠商已私下埋單怎麼辦? 
＊應退還餐費，簽報長官並知會
政風。 

*應簽報
長官核
准並知
會政風 

大甲媽晚會活動廠商邀約 

可以去嗎? 

*

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者
之飲宴應酬 

廠商邀約尾牙,可以去嗎? 
可以摸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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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點立法理由及修正要點 
99.7.30修正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初始主要規範三種行為型態：
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對於公務員涉足
不妥當場所或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互動並無規
定 

 99 年7 月30 日函頒增訂 

 增訂「公務員除因公務需要經報請長官同意，或有
其他正當理由者外，不得涉足不妥當之場所。」
（第八點第一項） 

 增訂「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
為不當接觸。」（第八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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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當場所？－不確定概念 

 
 參酌警政署85年1月22日85警署督字第 4846 
號函列舉： 

    舞廳、酒家、酒吧、特種咖啡廳茶室、僱有女服務
生陪侍之聯誼中心、俱樂部、夜總會、KTV等營業
場所；有色情營業之按摩院、油壓中心、三溫暖、
浴室泰國浴、理髮廳、理容院、休閒坊、護膚中心
等場所；色情表演場所；妓女戶及暗娼賣淫場所；
職業賭博場所、電動玩具賭博場所。 

 「不妥當場所」依個案情節認定 

 以有無實際不妥行為為認定標準 

 

 



   何謂八大行業？我會涉及嗎？ 

 

一般俗稱之「八大行業」，係指舞
廳業、舞場業、酒家業、酒吧業、
特種咖啡茶室業、視聽歌唱業、理
容業及三溫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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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八大行業？我會涉及嗎？ 
 依「臺中市休閒娛樂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第3條第1項規定，「本自治

條例所稱休閒娛樂服務業，指下列營利事業： 

   一、視聽歌唱業：指提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歌唱為主要業務者。 

   二、三溫暖業：指提供冷、熱水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者。 

   三、舞場業：指提供場所，不備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者。 

   四、舞廳業：指提供場所，備有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者。 

   五、酒家業：指提供場所，備有陪侍服務，供應酒、菜或其他飲食物者    
六、酒吧業：指提供場所，備有陪侍服務，供應酒類或其他飲料者。 

   七、特種咖啡茶室業：指提供場所，備有陪侍服務，供應飲料者。 

   八、飲酒店業：指從事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且無提供陪酒員之行業。 

   九、資訊休閒業：指提供特定場所及電腦資訊設備，以連線方式擷取網 

       路資源或以非連線方式結合資料儲存裝置，供不特定人從事遊戲娛 

       樂者。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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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接觸？ 瓜田李下 

※依社會通念、個案認定。 

• 教育局人員與補教業者。 

• 採購人員與廠商。 

• 司法官與訴訟當事人或司法黃牛。 

• 檢察官與訴訟當事人或律師。 

• 公立醫院醫師與藥商、醫療器材廠商。 

• 警察與黑道。 

• 各類監理稽核機關如金融管理、通訊傳播、衛生食品、
道路監理、建管、消防之公務員與監理對象如金融業
者、會計師、電信業者、食品廠商、建商等。 

• 關、稅務人員與報關行。 

• 地政人員與地政士、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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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 
要點暨獎懲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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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於101年6月底爆發
索賄與請託關說案件，嚴重傷害公務員形象。 

馬總統同年7月7日於廉政座談會指裁示  
  事項，2個月內將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  
  化 
101年9月4日院臺法字第1010142274號 

  函核定，自9月7日起實施，本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簽奉市長核准準用本要點之規  
  定。 
 
 
 



訂定目的 

 
請託關說制度化透明化 
      （公開） 
               
處理業務有分際 
     （查核） 
 

本要點訂定目的 

登錄查察標準化 
    （登錄） 
                 
強化透明及課責 
    （獎懲） 



規範對象 

＃ 即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包含政務
人員、機要人員＃  



請託關說定義 

＃利衝法施細4  廉政倫理規範2-5  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
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之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
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特定個案—個人 



不適用之行為 

兼顧興利及行政效率。 

基於法律優越原則，各該法令已訂有相關規定者，從其規定辦理，以 



遊說與關說、陳情、請願、陳述意見之比較表 

名稱 法 源 定    義 提出主體 實施對象 標  的 程 序 

 

 

遊說 

遊說法第
2條 
第1項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
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案之形成
、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而以
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遊說者
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依遊說法第2
條第2項所定
遊說者 

依遊說法
第2條第3
項所定被
遊說者 

法令、政
策或議案 

向被遊說人所
屬機關申請登
記，經許可始
得遊說。 

 

 

關說 

利衝法施
行細則第
4條 

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之決
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
行致有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者 

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2條
第1項所定人
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
任職機關
有關人員 

機關業務
具體事項
之決定或
執行 

無規定 

 

 

陳情 

行政程序
法 第 168
條 

人民對於行政興革建議、行政法令
查詢、行政違失舉發或行政上權益
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 

人民 主管機關 行政興革
建議、行
政法令查
詢、行政
違失舉發
或行政上
權益維護 

以書面或言詞
為之，以言詞
為之者，受理
機關應作成紀
錄 

 

請願 

請願法第
2條 

人民對國家政策、公共利害或其權
益之維護，得向職權所屬之民意機
關或主管行政機關請願。 

人民 職權所屬
之民意機
關或主管
行政機關 

國家政策
、公共利
害或其權
益之維護 

應備具請願書 

 

陳述
意見 

行政程序
法第39條
、 第 102
條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
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
見。 
 

行政機關以書
面通知相關之
人、行政處分
之相對人 

行政機關 於陳述意
見通知書
或公告中
記載詢問
之事項 

人民自行提出
或由行政機關
通知其提出，
其陳述得以書
面或言詞為之 



 

◎採購法16，請託或關說，宜以書面為之或作成紀錄。 政風 
  機構得調閱前項書面或紀錄。 第一項之請託或關說，不得 
  作為評選之參考。  
◎採購法施細16，所稱請託或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對採 
  購案提出下列要求 ：  
一、於招標前，對預定辦理之採購事項，提出請求。  
二、於招標後，對招標文件內容或審標、決標結果，要求變 
    更。 
三、於履約及驗收期間，對契約內容或查驗、驗收結果要求 
    變更。 

表達意見 

◎＃定義、提出主體、標的、客體皆有差別＃ 



＊被請託關說者應於三日內 
 
  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登錄 
 
＊未設置政風機構，向兼辦 
 
  政風業務人員或首長指定 
 
  之人員登錄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法人 
 
  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受請託關說者，應向指定 
 
  其代表行使職務之機關政 
 
  風機構登錄 

  遇有請託關說事件               
  ＊未設置政風機構或兼辦政風業務人員， 
 
      首長應指定專責登錄人員。 
 
  ＊首長延不指定，由上級機關指定。 
 
  ＊有關「指定」之用語，係參照公司法第 
 
      27條第1項訂定。 

受理登錄單位 

＃不限公法人；如肉品市場、捷運公司＃ 



查核機制 



懲處規定 

未登錄者 隱匿不報者 政務人員 



資料公開及保存 

各機關應按季將請託關說事件之相關資料  
公開於資訊網路， 以建立公開透明機制： 

登錄統計類型  
數量 

違反本要點受懲戒確定人員姓名+事由 

登錄資料應保存10年。 



與廉政倫理規範之差異 
 

增加適用對象-公服法+代表政府或公股 

僅限違法之虞-違法或不當→違反法令、營業規章或契約 

登錄抽查制度-中央二級以上機關 

網路系統作業-各機關政風單位（兼辦政風） 

明確懲處課責-101.11.6人事行政總處、法務部函頒 

按季公開資訊-統計類型數量受懲戒確定人員、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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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查察作業獎懲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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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獎懲額度範圍 

績效良好 嘉獎1次至2次 

因而查獲貪瀆不法案件 記功1次至2次 

 

登錄不實 申誡1次至2次 

 

故意隱匿延宕或積壓不報 記過1次至2次 

發生重大違法失職情事致損害
人民權益國家利益或影響國家
安全 

記1大過 

犯罪情形嚴重經檢方起訴具體
求刑者 

1.得辦理1次記2大過專案考績免職 

2.移付懲戒並視其情節決定是否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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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之效益： 
避免受瓜田李下之質疑  

避免利害關係人惡意打擊個人或機關  

疏解公務員承受關說壓力並自我保護  

促使關說者有所忌憚  

維護機關清廉形象  

影響司法機關心證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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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陷入錯誤的不是無知 
而是看似正確的錯誤判斷           馬克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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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