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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02 月 17 日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集」 

             〜行為規範內容〜 

問：公務員對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該如何處

理？  

答：1.原則：不得要求、期約、收受，應予拒絕或退還。  

2.例外：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1）公務禮儀。  

（2）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3）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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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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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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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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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應提出 

適當建議並登錄建檔。 

    

 

 

 

             公務員保密範圍探討 

壹、前言 

  國內媒體曾大幅報導某公務員將上級機關的公文傳真給受稽查的

廠商，當事人指稱該公文並未標註機密等級，係屬誤傳且否認洩密。

此不禁令人好奇，公文書若未註記密等，一旦洩漏出去是否就非屬洩

密行為；換句話說，公務員之保密義務是取決於公文書上有無註記密

等？還是應從公文書之實質內容來認定？以上種種疑慮，其關鍵在於

究竟哪些屬於保密範圍。由於保守公務機密是公務員應盡之義務，而

且洩密還將面臨刑事、行政等相關責任之追究，因此，所有公務員對

於保密範圍均應建立正確認識，以免一時不察以致洩密，後果不僅將

造成個人權益受損，嚴重者還可能危及國家安全或利益。有鑑於此，

本文將從相關法令及實務層面歸納分析公務員之保密範圍。  

貳、保密範圍探討 



頁 3 / 13 

  首先說明，〈文書處理手冊〉明定：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

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而各政府機關處理機密文書除依據《國家機

密保護法》與其施行細則及其他法規外，依本手冊辦理。以下分成國

家機密、一般公務機密說明：  

一、國家機密 

  法務部函釋，國家機密應同時具備形式及實質之概念要素，前者

指政府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資訊，須由法定有權責之機關及人員將其

核定為國家機密之等級，如「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

後者指被列為國家機密之政府資訊，必須是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而

有保密之必要者，亦即在實質內容上必須具備值得保密之必要性，例

如軍事計畫、武器系統、外國政府之情報組織及其活動、政府資訊之

保密技術、外交或大陸事務等。在此特別提醒，凡是國家機密核定人

員、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以及前述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

未滿三年之人員，依《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若欲出

國，應於出境 20 日前檢具行程、所到國家或地區、從事活動及會晤

之人員等書面資料，向（原）服務機關提出申請，由該機關審酌申請

人之涉密、守密程度等相關事由後據以准駁出境。  

二、一般公務機密 

  依〈文書處理手冊〉之定義，此係指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

除國家機密外，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所稱法令之範圍非常廣

泛，現行法條內容中定有保密規定者多達四百餘種，若再加上各機關

就其主管業務，依法規自訂應保密之具體事項，其範圍恐怕難以估

算。在契約部分，如政府機關委託其他公民營機構或個人研究、設計、

發展、試驗、採購、生產、營繕、銷售或保管文件，為保障當事人權

益，委託單位應要求簽訂「保密契約」或於主契約中規範「保密義務

條款」。歸納常見之公務員應保密事項如下：  

（一）採購資料 

  為建立公平、公開的採購程序，《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設有



頁 4 / 13 

保密規定，如公告前的招標文件、受評廠商資料、開標後至決標前的

底價資料、於開始評選前的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各出席評選委

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採購稽核或工程施工查核資料等，除有法定

例外情況外均應保密。（註：對此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作者於本月

刊第 19 卷第７、８期發表之「淺談採購業務之保密規定」乙文。） 

（二）個人資料 

  由於政府機關持有龐大的個人資料，在處理涉及個資時，常會困

擾是否應以密件為之，有幾種常見情形：若是陳情人資料，依《行政

程序法》規定，人民之陳情有保密必要者，受理機關在處理時應不予

公開；若是檢舉人資料，受理檢舉機關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

法》，對於檢舉人及檢舉有關資料應予保密；若是納稅義務人之財務

狀況資料，稅捐稽徵人員依《稅捐稽徵法》，對於其財產、所得、營

業、納稅等資料，應絕對保守秘密；另若屬前述以外之個資，《個人

資料保護法》並無保密之規定，僅明定公務機關對於個資檔案應指定

專人辦理安全維護事項，非公務機關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其目的

係防止個資被竊取、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然為避免不當洩漏引

致責任，政府機關現行多以密件方式處理。此依作者淺見，若個資不

列密件亦可，但因其具機敏性質，建議在相關資料上以戳記或浮水印

註明「本資料因涉個人資料，請依法妥善蒐集、處理、利用及保管。」

等字樣，不僅可發揮提醒及警示作用，同時也免除密件文書的處理程

序。  

（三）營業秘密 

  《營業秘密法》所保護之客體係指方法、技術、製程、配方、程

式、設計或其他可用於生產、銷售或經營之資訊，且必須符合秘密性、

價值性及保密性等要件。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營業

秘密者，不得使用或無故洩漏，故此自屬公務員保密事項。（註：可

參考作者登載於本月刊第 22 卷第７期「淺析營業秘密法」乙文。） 

（四）工商秘密 



頁 5 / 13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8 條定有公務員或曾任公務員之人，無故

洩漏因職務知悉或持有他人工商秘密之刑責規定，但由於相關條文對

於工商秘密並無明確定義，故其與營業秘密之概念似為相同。作者認

為，公務員若洩漏營業秘密，自應依《營業秘密法》從嚴論處；惟雖

不構成營業秘密卻涉及工商秘密者，則以本條文論斷。  

（五）人事作業 

  各機關辦理陞遷業務以及甄審委員會選務等相關人員，不得洩漏

秘密；而辦理考績人員，對考績過程應嚴守秘密，此在《公務人員陞

遷法》有所明定。  

（六）政府資料 

  此可分成三部分說明，首先在《行政程序法》明定，除依法規規

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外，凡是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涉及個人隱私、職業秘密、營業秘密，或有侵害第三人權利、嚴重妨

礙有關社會治安、公共安全或其他公共利益之職務正常進行之虞者，

皆屬政府機關拒絕提供或公開之資料。其次，除上述以外，《政府資

訊公開法》另將以下列為豁免公開情形，例如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偵

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

命、財產者；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

而取得或製作相關對象之資料；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

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

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

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

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利益者。最後，《檔案法》將涉及

國家機密、犯罪資料、工商秘密、學識技能檢定及資格審查之資料、

人事及薪資資料、依法令或契約有保密義務者、其他為維護公共利益

或第三人之正當權益者亦列為各政府機關得拒絕人民申請之範圍。綜

上，為避免政府機關執行公權力遭受不當干預或為保護當事人權益，

公務員處理或知悉上開事項均應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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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疑義解析 

   首先，《文書處理手冊》規定，政府機關承辦人員處理一般文書，

應審核鑑定是否具保密價值，如確有保密必要，應即改作機密文書處

理。可見承辦人員具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也因此，公務員對保密範

圍建立正確認識亦相對重要。若為他機關來文，則得建議來文機關依

本手冊變更機密等級或解密，收文機關絕不可恣意變更密等或擅自解

密。  

  再者，規範公務員洩密行為之規定，除《國家機密保護法》以外，

主要是《中華民國刑法》第 132 條第１項，其條文為「公務員洩漏或

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即俗稱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依最高法院見

解，所謂「應秘密」者，係指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與國家政務

或事務上具有利害關係而應保守之秘密者而言，非以有明文規定為唯

一標準，是以個人之車籍、戶籍、口卡、前科、通緝、勞保等資料及

入出境紀錄，或涉個人隱私，或攸關國家之政務或事務，均屬應秘密

之資料，公務員自有保守秘密之義務。顯見保密範圍絕非以有無明文

規定為準，必須端視其內容有無保密之必要而定。最後附帶一提，本

條文不僅處罰過失犯，即使非公務員，若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應

秘密之資料而洩漏或交付者，亦屬不法行為，由此可見保密並非專屬

公務員之義務。  

肆、結語 

  從上可知，機密種類若屬國家機密，其保密程序較為完備嚴謹，

惟國家機密以外之一般公務機密事項，不論是認定標準或保密程序都

存有灰色地帶，尤其是承辦人員擁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然而透過本

文讀者可以清楚了解，到底哪些屬於公務員保密範圍，並非單純以法

令明定者為限，也不能僅依公文書上有無核列密等來決定。是以，公

務員除可依據法令或各政府機關自訂之保密範圍進行認定外，對於個

案若認為有保密必要者亦可以密件處理。尤其在資訊發達、高度倚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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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設備的今日，若稍有不察，洩密事件恐將引發雪球效應一發不可

收拾，因此所有公務員均不可不慎。 （作者◎李志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政風室科長） 

                 

       職場健康操 工作效率高 

在就職的歲月裡，有將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時間是在職場度過，因

此維持健康的職場環境，對員工而言除能增進身體健康外，亦能提升

工作效率，進而改善工作與家庭的平衡關係；對企業主而言，提供完

善的健康與安全計畫，除能激勵員工士氣，增加生產力外，亦能降低

員工缺勤與健康照護的成本。  

 健康職場第一步，菸害防制要牢固；健康職場下一步，員工健康要

保護！  

 要建立健康的職場，除了環境整體之建置與規劃外，針對職業傷害

而研發的職場健康操也有相當大的效果，每天只要幾分鐘，就有助於

改善上班族的肌肉骨骼傷痛、代謝失調、壓力，以及因過勞而引起的

慢性病與身體機能障礙等狀況。  

 以下介紹七招職場健康操，過程中皆坐椅面二分之一，節奏掌握以

一個八拍或一次五秒為基準，附圖說明如下。  

第一招：擺脫電腦手  

  動作要領：眼睛直視前方，腳與肩同寬，雙手前平舉，五指打開

用力撐到手痠，慢慢握拳，手腕漸向下彎曲，重複三次，每個動作持

續五秒。        練習部位：上臂、手腕、肩頸。  

第二招：五十肩不再來  

  動作要領：掌心合十，以萬佛朝宗之姿向上伸舉，一切過程腰背

須挺直，全身出力，重複三次，合十壓掌與直臂上推來回動作各五秒。  

  練習部位：肩膀、手腕、手臂、胸、腹等核心肌群。  

消費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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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招：強健腰背力  

  動作要領：胸部貼住大腿，雙手環抱大腿後側，頭朝前，維持此

姿勢縮腹逐漸起身至臀部離開椅子，最後動作呈現頭頂朝下、眼睛平

視膝蓋之姿；整個動作重複三次，每個動作持續五秒。  

  練習部位：下腰、背脊、後腿等肌群。  

第四招：促進血液循環  

  動作要領：雙手握住椅子把手，略施力於雙手，眼睛平視坐穩，

腳尖朝上，單腳上抬連續四次，再將上抬腿往前伸直來回三次，接著

換腿施做。   練習部位：腹背肌群及全身肌耐力。  

第五招：加強腦部充氧  

  動作要領：整個手臂呈現三角形，放在後腦勺，似投降之姿；用

力挺胸，背直坐穩，與上背向後胸部延展來回動作各五秒。  

  練習部位：柔軟肩頸部並增強胸、背、手臂肌力。  

第六招：消除鮪魚肚  

  動作要領：一手向前平伸、掌心向前，一手放鬆垂直放下，雙腳

開距與肩同寬，腳尖向前；頭部與身體漸漸向後轉（上軀幹旋轉），

但平舉的手依然維持原位；整個動作反覆三次，每個動作持續五秒。 

  練習部位：強化腰、腹；柔軟肩、頸、背。  

第七招：恭喜好健康  

  動作要領：雙腳開距與肩同寬，腳尖向前，雙手往上舉互握，手

臂內側貼耳，舉直至肩膀略有微痠感；接著將雙手漸往前方拉，使頭

部與手部呈現 90 度，然後低頭眼睛直視地面。整個動作反覆三次、每

次持續五秒。練習部位：端正骨盆與延展軀幹，預防駝背及脊椎側彎  

  以上七招，每天只要做健康操幾分鐘，就有助於改善上班族的健

康狀況，希望久坐的員工能抽空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一做職場健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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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招 第二招 

第三招 第四招 

第五招 第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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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招 

 要想成為眾所仰慕之「神」，須教養與學養兼具 

週刊爆料阿基師疑與女子上摩鐵，粉絲大驚「是怎樣」？有粉絲情緒

低落地表示臺灣要失去「最後一道良心防線」。阿基師顧家的職業形

象，為此面臨比食安風暴還要嚴重的崩壞危機。  

  其實有些人把阿基師神化了，完全忽略了阿基師不是神，只是一

位優秀的廚師而已，一旦期望太高的結果，難免失望也相對提高；現

在大家無法容忍阿基師「偷吃」，癥結繫於破壞阿基師在粉絲心裡的

完美形象。殊不知只有聖人或準聖人，才能真正做到這一點，阿基師

跟凡夫俗子的我們，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把他當成神來供奉，

則難掩內心的失望與痛楚。民眾必須清楚認識一件事，那就是唯有出

神入化的聖哲，才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境界，惟世上鮮少人

有此能耐。  

  欲臻於上述孔子所說的境界，必須教養與學養俱佳的人，才能確

實達到「從一而終」之目標，而學貫中西的胡適先生庶幾近之。回想

民國初年，胡適甫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哲學博士，返國在北京大

學擔任教授；由於本身的風度翩翩，加上善體人意的體貼風格，在北

京大學刮起巨大旋風。當時仰慕胡適的女學生何其多，可是胡適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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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身自愛，終其一生沒有做出對不起夫人江冬秀女士之事。  

  詩經上有云：「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夫妻有緣相聚在一起，

誠如古人所說：「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非到萬不得

已之地步，夫妻實不宜輕言離婚，或有背叛不忠之行為。事實上，胡

適長期面臨各式各樣的誘惑，絕對遠超過阿基師，然而胡適在婚姻上

始終安分守己，關鍵在於良好的母教；胡適個人的道德觀念及學養，

有其過人之處，遂能凡事節制自己，不會傷害任何人。  

  胡適是一位西化思想極濃之人，可是奉母之命，而與安徽老家識

字不多的江冬秀女士結婚，一生不離不棄，就是為了信守對母親的承

諾。在胡適逝世後，蔣中正總統所撰之輓聯，稱其為「新文化中舊道

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兼具東西兩種文化導師之雙重

地位，並非出於偶然。  

  孔子曰：「發乎情，止乎禮。」胡適完全做到了，假設人人皆能

克己復禮，那麼民法離婚的規定，當屬聊備一格罷了。缺乏像胡適那

麼好教養與學養的人，對之毋庸期待太深，畢竟內在沒有一定的功

力，實在無法達到超凡入聖之地步。因此，與其說是阿基師欺騙了社

會大眾，不如說是粉絲對阿基師的想像，偏離了世間實際的情況。  

  我們必須扭轉國人的觀念，不應以一時的表現論英雄，毋寧要以

一生的表現，才能論斷每個人的功過是非；唯有教養與學養足以教人

受益無窮，值得全民努力去追尋！（作者為空中大學法律課程教師）

 

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廉政專線：089-672297  

   

         E-mail：gipn@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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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託餽贈必有因，公務執行要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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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有節、作息有序，活力又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