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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對「迴避條款」應有的基本認知 

 

壹、前言： 

何謂利益衝突？何人必頇迴避？為什麼要迴避？應該如何迴避？不迴避

會怎樣？對於這些問題，一般人缺乏概念，大多數的公職人員不太會在意，

甚至部分高層主管人員或也不甚瞭解。由於以往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散見

於各個法律，並無專門法令規範，當事人未予重視，致積弊成習競相僭越的

結果，對國家社會產生了長遠而潛在的危害，也影響人民對政府官員的信任。 

鑒於政府制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民國 89 年 7 月 12 日公布施

行、民國 103 年 11 月 26 日修正公布第 15 條條文），其所稱「公職人員」係

指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致使一般公務員容易產

生誤解，以為其既非申報財產人員就不受利益迴避之限制，殊不知本法規範

對象尚包含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且其他相關法令對公務員之迴避亦有規範，

為免因錯覺而發生違誤情事，實有加以說明釐清之必要。 

貳、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要義： 

 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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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為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

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等不法行為。 

二、對象： 

（一）公職人員：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人員；按該條

項所列公職人員如左： 

１、總統、副總統。 

２、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 

３、政務官。 

４、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 

５、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各級政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機構相當

簡任第十職等以上首長及一級主管。 

６、公立各級學校校長。 

７、少將編階以上軍事單位首長。 

８、依法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９、縣（市）級以上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１０、法官、檢察官。 

１１、警政、司法調查、稅務、關務、地政、主計、營建、都計、證管、

採購之縣（市）級以上政府主管人員，及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

院會同考試院核定有申報財產必要之人員。 

（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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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２、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３、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４、公職人員、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

人之營利事業。 

三、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 

（一）財產上利益如下： 

１、動產、不動產。 

２、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３、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４、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 

（二）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公營事業機構 (以 下簡稱機關） 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四、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

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五、迴避條款： 

第六條：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第七條：公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

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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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或以其他不當

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第九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 

第十條：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審議及表決。 

二、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 

前項情形，公職人員應以書面分別向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四條

所定機關報備。 

第一項之情形，公職人員之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如認該公職人員

無頇迴避者，得命其繼續執行職務。 

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知有應自行迴避而未迴避情事者，應命該公

職人員迴避。 

第十一條：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自行迴避前，對該項事務所為之同

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調查等行為均屬無效，應由其

職務代理人重新為之。 

第十二條：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利害關係人得向下

列機關申請其迴避： 

一、應迴避者為民意代表時，向各該民意機關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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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迴避者為其他公職人員時，向該公職人員服務機關為

之；如為機關首長時， 向上級機關為之；無上級機關者，

向監察院為之。 

第十三條：前條之申請，經調查屬實後，應命被申請迴避之公職人員迴避，

該公職人員不得拒絕。 

六、罰則： 

第十四條：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

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益，應予追繳。 

第十五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金額未逾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

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逾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逾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

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

該交易金額一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以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如結算後

之金額高於原定金額者，以結算金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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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 

第十七條：公職人員違反第十條第四項或第十三條規定拒絕迴避者，處新

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七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十八條：依前二條處罰後再違反者，連續處罰之。 

第十九條：本法所定之罰鍰，由下列機關為之： 

一、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應向監察院申報

財產之人員，由監察院為之。 

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及前款以外之公職人員，由法務部為之。 

第二十條：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而屆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

制執行。 

參、其他相關法令迴避條款輯要： 

一、公務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

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應迴避人員，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二、公務員服務法第六條：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利益，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加損害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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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五條： 

公務員對於屬官，不得推薦人員，並不得就其主管事件，有所關說或請

託。 

四、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七條： 

公務員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利害事件，應行迴避。 

五、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一條： 

公務員對於左列各款與其職務有關係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

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 

（一）承辦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工程者。 

（二）經營本機關或所屬事業來往款項之銀行錢莊。 

（三）承辦本機關或所屬事業公用物品之商號。 

（四）受有官罫補助費者。 

六、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二條： 

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

並依各該法令處罰。 

七、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九條： 

審議程序關於迴避、送達、期日、期間、人證、通譯、鑑定及勘驗，準

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八、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 

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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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

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 

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並應為適當之

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不服行政機關之駁回決定者，得於五日內提請上級機關覆決，受理機關除

有正當理由外，應於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在其所屬機關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

前，應停止行政程序。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公務員有前條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該公

務員所屬機關依職權命其迴避。 

十、政府採購法第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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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原任職機

關接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 

機關承辦、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

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 

機關首長發現承辦、監辦採購人員有前項應行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

者，應令其迴避，並另行指定承辦、監辦人員。 

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第二項之情形者，不得參與該機關之採購。 

但本項之執行反不利於公帄競爭或公共利益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免

除之。 

採購之承辦、監辦人員應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相關規定，申報財產。 

十一、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八條： 

考績委員會開會時，委員、與會人員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對涉及本身

之事項，應自行迴避；對非涉及本身之事項，依其他法律規定應迴避者，

從其規定。 

前項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得由與會其餘人員申請其迴

避，或由主席依職權命其迴避。 

肆、對「迴避條款」應有的基本認知： 

一、公職人員為人民之公僕，執行職務時，必頇獨立於所有個別利益之外，

為全體國民福祉效力，不得假藉職務以追求自身之利益。因此，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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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一定親等內親屬之利益，應主動迴避，

以免引致執行職務不公之嫌疑，落實廉能政治之精神。 

二、鑒於政治道德淪喪、金權政治氾濫、請託關說橫行、政商勾結日益嚴重，

從地方到中央公職人員利用職權謀利之情事，屢有所聞，業已引起國人強

烈指責。為挽救政風免於徹底敗壞，建立基本的從政規範，並設置有效的

監督體系，因此防杜弊案的正本清源之道，在於建立「利益衝突」的迴避

規範。 

三、其他現行法令條文中有關利益衝突迴避之規定係分散的，並無法彰顯利

益衝突迴避的概括原則，因而制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將不當

利益之禁止與利益衝突之迴避作原則性之規定，並藉由罰則來保證迴避之

執行；另就所謂「利益衝突」，明定不以「不法利益」為限，凡公職人員

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均屬之。因此，各級公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遇有與

自身或一定親等關係者之「利益衝突」情況，應即主動迴避，保持超然公

正立場，以符「依法行政」之要求，避免因違反法令規定，肇致觸法情事。 

伍、結語： 

綜上所述，已經很明確的說明吾等公務人員應該勤政廉明、謹守分際，

確遵「依法行政」之原則，在執行公務時特應注意「利益衝突之迴避」。因為

法律的約束力是有限的，真正要靠的是公職人員自律的道德規範，才能符合

全民的望治與期待。（參考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政風處編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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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民法的「男女帄權」，超越日本！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罫主任檢察官） 

 

前些日子有帄面媒體大肆報導：日本的最高法院，在2015年的12月16日這天，

決定兩件與日本憲法有關的重大案件。其中一件是用判決宣示日本民法中規定的

女性離婚後半年內不得再婚的規定，超過一百天部分，違反「憲法」，必 頇修改。

理由是這條民法制訂在明治天皇時代，當時用於檢驗親子血緣的DNA 技術尚未出

現，為了判別婦女離婚後再婚所生的子女，在血緣上究竟是前夫所生或者是後夫

的血緣，實在難以辨別，故用半年的禁婚時間來區隔，有其必要。離婚後半年內

所生，便是前夫的子女，超過六個月才生下，該是後夫的血緣，可以簡單地分辨

得一清二楚。這些沿用至今的老掉牙法律，在當年雖有必要，但在日新月異的科

技躍進下，使用DNA方法鑑定親子血緣關係，準確率幾乎是零誤差，在這種情形

下仍對離婚女性禁婚，顯然有損她們再婚權益。所以最高法院會作出 違憲的決

定，至於保留「一百天」的禁婚期限，原因是一九九六年的民法已另有規定：離

專家說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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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婦女若需判斷剛生下孩子的父親是誰，需要「一百天」的禁婚期限。這種決定

是否得當，在日本仍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另件訴訟是關係女性婚後應否冠上夫姓的問題，目前世界各國多數的民法，

對此問題都採取放任的態度，也就是准許女性婚後自行選擇保留舊姓或冠以夫

姓。在日本，明治三十一年曾制定「以家為名」的制度，要求女性婚後頇用夫姓。

戰後雖曾修法，夫妻得用夫姓或妻姓，但夫妻姓氏必頇一致。二十年前日本的「法

制審議會」，曾經就此問題是否合理進行討論，但因國會議員的反對受到擱置。雖

然日本的著名大報「朝日新聞」曾進行網路調查，有七成網民支持女子婚後可以

自由選擇姓氏，但保守的最高法院卻認為：日本的公司，允許女姓員工婚後可以

繼續使用舊姓工作，已婚婦女可用舊姓當作「別名」，所以女性婚後夫妻頇同姓氏

的規定，並不違反日本的「憲法」！此判決一出，即挨批對女性歧視、與社會脫

節。至於保守派人士則贊同判決的見解，認為廢除冠姓，會動搖日本家庭的根本！ 

公布於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於翌年五月五日施行的我國《民法》親

屬編，立法的原則除了保有部分我國固有文化的法制以外，並廣納各大陸法系先

進國家優良立法。尤其是大陸法系的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各種法制，更是立法的重

要參考。新聞報導中在日本引發「男女帄權」爭議的兩條親屬法法條，在我國創

始的「親屬法」中，都有相同的規定。在女子禁婚方面，當時有效的親屬編第九

百八十七條的條文，就有與日本民法同樣的規定，明定「女子自婚姻關係消滅後，

非逾六個月不得再行結婚。但於六個月內已分娩者，不在此限。」這條法條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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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至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民法第五次修正時，經過深入檢討認為有違「男

女帄權」，才將整個條文全部刪除，沒有像日本那樣留下「一百天」的禁婚尾巴。 

六個月的「禁婚」期限既然被認定是違憲，難道三個月又十天的「禁婚」期

限就不違憲？這樣的邏輯，真難令人苟同！ 

女子婚後冠夫姓的法條，我國規定在《民法》親屬編第一千條，原始條文是

這樣的：「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贅夫以其本姓冠以妻姓。但當事人另有訂定者，

不在此限。」由這法條的文義來看，當時的規定「冠姓」是原則，「不冠姓」則是

例外，並不像日本民法那樣令當事人可以選擇冠姓與否，但夫妻姓氏必頇一致。

事實上，日本男性少有冠以妻姓，除非是稀有的「招贅婚」。這樣的規定，等於剝

奪了結婚女子冠姓的選擇權！我國民法原則妻要冠姓的規定，在民國八十七年六

月十七日那次修正親屬編法條時，也被提出檢討，檢討結果被認為有違「男女帄

權」的原則，必頇進行修法，公布出來的修正條文內容是這樣的：「夫妻各保有其

姓。但得書面約定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並向戶政機關登記。冠姓之一方得隨

時回復本姓。但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為限。」一反舊法條的冠姓原則，

將「不冠姓」改列為原則，「冠姓」則為例外。而且冠姓者的約定，還要用書面文

件來證明，並且要到戶政事務所辦妥冠姓登記的手續與更換新的身分證，如此繁

瑣程序，讓想冠姓者望而卻步！而且現代女性菁英們，幾乎都受過高等教育，擁

有一大堆的學校畢業證書，這些證件也得隨著冠姓頇將上面所載的姓氏變更。所

以女性對結婚冠姓的意願並不高，2016年的我國大選，參與競選的眾多已婚女性

候選人，沒有一位是冠上夫姓的，冠姓之舉，我國婚姻當事人雖然可以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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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日漸式微！很少有人會動用到這法條。在日本，卻仍然視之為文化遺產，緊

抱不放，顯然有損結婚女性的權益！取消禁婚期限規定後的離婚女性再婚，在後

婚婚姻存續中受胎，生下的子女，在我國，依《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推定為「婚生子女」。若對推定的子女血緣產生疑慮，現代的DNA檢驗技術

一驗即明。若經證明子女血緣與後婚之夫毫無關係，後婚的夫妻一方或子女，依

同法條第二項的規定，可以提起「否認之訴」。經過勝訴判決確定，原被推定的「婚

生子女」，便成為「非婚生子女」。這時真正的生父可以出面「認領」，使「非婚生

子女」，視為自己的「婚生子女」。所以，沒有禁婚期限的離婚女性，再婚後生下

難以辨別身分的子女，透過法律的規定。可以達到澄清的目的！日本民法留尾巴

的保守作法，除了損及女性再婚的權益外，可說是一無是處！ 

（本文登載日期為105年1月25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新之

法規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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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狗肇事，禍延主人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罫主任檢察官） 

 

日前有新聞報導：民國103年12月間，一位住在臺中市太帄區馬路邊的陳姓婦

人所飼養的愛犬「胖大」，穿越門前馬路到對面河岸邊活動，活動完畢要回家時，

「胖大」不懂什麼是交通規則，也不知道什麼是危險，看見家門在望，不耐煩在

路旁等候，沒看清左右有無來車，就跳進馬路橫向直奔，想儘快回到溫暖的主人

家中。這時，正巧有一位二十四歲的余姓青年騎士，駕著機車沿著自己的車道直

行，狗兒突然竄出在眼前奔跑，未及作煞車措施，便與狗兒直接擦撞，機車隨即

倒地，載著主人以「犁田式」衝向對向車道，撞進在另一車道上行駛、由沈姓男

子駕駛的大貨車底下，然後被大貨車後輪輾過而慘死。這件罕見因為狗兒引起奪

人性命的車禍，經過臺中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後，認為大貨

車的沈姓司機是在正常情形下駕駛車輛，車禍的發生是因被害人突然闖入大貨車

的車底下，使他無法及時反應防止，因此沈姓司機並無肇事的疏失責任，應負肇

事責任者是狗兒「胖大」的主人陳姓婦人。因為她沒有管束好她的愛狗「胖大」，

讓它任意穿越馬路。以致與行進中的機車擦撞，應是車禍的主因。狗主人陳姓婦

人在檢察官偵查中說：「她所收容的『胖大』是一隻灰白毛色相間的流浪狗，它身

上的傷痕該是被其他大狗所咬。『胖大』不是，應該是另有他狗所為。」檢察官調

專家說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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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大貨車上「行車記錄器」的錄影，證實肇事的狗兒就是「胖大」。而且「胖大」

身上所受的傷勢集中在狗身的前部，肺部因撞擊產生膨脹、出血、水腫，肝臟也

因而輕微腫大，與被大狗利牙咬傷的症狀完全不符。因此，檢方採納鑑定意見，

將陳姓婦人以「過失致人死罪」提起公訴；沈姓司機並無肇事責任，則給予不起

訴處分。 

狗兒肇事致人於死，怎麼會將它所犯的刑事責任，轉嫁到豢養狗兒的主人身

上呢？原來我國為尊重動物的生命及保護動物，制定有《動物保護法》專事保護

各種動物，狗兒是四條腿的脊椎動物，當然是該法適用的範圍，而且被分類為「寵

物」。寵物的定義，依該法的第三條第五款的立法解釋，是指「犬、貓及其他供玩

賞、伴侶之目的而飼養或管領之動物。」飼主豢養的狗兒對於主人的命令，除了

會百依百順以外，更會搖尾撒嬌，博取主人歡心，因此成為很多人喜歡豢養的寵

物。不過，狗兒是由野生動物馴化而來，內心仍然隱藏有野性，一旦野性發作，

不只是傷及他人，甚至連主人都會咬上一口。《動物保護法》因而在第七條中，明

定飼主有防止所飼養的各類動物侵害他人權益的責任，條文內容為：「飼主應防止

其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條文中所稱的「動物」，

當然包括「寵物」的狗兒在內。另外依該法第四章「寵物之管理」中的第二十條

第一項規定：「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由七歲以上之人伴同。」

此項規定，無非是讓狗兒有飼主或他的家人伴同，不致任意亂竄，發生損及他人

權益的情事。這則新聞並未提到「胖大」在公眾得出入的馬路上肇事時是否有人

伴同？如果沒有，任由寵物到處遨遊，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經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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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拒不改善者。主管機關得按該法第三十一條第八款的規定，處以新臺幣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的行政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再經查獲，得按次給予處罰。 

以上是對一般寵物管理的規定，如果「胖大」是體重二十三公斤以上的狗兒，

或者是經過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屬於具攻擊性的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

入之場所，依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頇由成年人伴同，且更要有長度不超過1.5公

尺的鍊繩牽引，還應戴上口罩作為防護措施。不然的話，依《動物保護法》第二

十九條第五款規定，主管機關得處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的罰鍰。這

些行政法上的規定，飼養寵物的飼主，都有遵守的義務。應遵守而不遵守，主管

機關可以依法處以法定的罰鍰。 

飼主為什麼會因為寵物肇事而導致刑事責任上身？原因在於我國《刑法》是

將犯罪分成故意犯與過失犯兩種，不問故意犯或過失犯，處罰的對象都是「行為

人」，狗兒不是人，不問它惹出的禍害是大是小，都不會有刑責加身的問題！以這

件使年輕騎士喪命的慘事來說，如果「胖大」的飼主若都能依據法律的規定，好

好看管她的寵物「胖大」，將它置於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慘劇就不致於發生！飼

主要受到刑事的處罰，是因為她沒有注意管好自己寵物，法律要給她一個教訓，

避免以後再有更重大的慘事發生！執法的檢察官給這位飼主的教訓，是將她以《刑

法》過失致人死的罪名提起公訴，規定這罪名的第二百七十六條，共列有二種罪

名，第一項所定的是普通過失致死罪，適用在沒有特殊身分的人，法定本刑是「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陳姓婦人犯的便是這個罪名；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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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是加重過失致死罪，適用於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因為具有這些身分

的人，注意力要比普通人為高，所以受到的刑罰也要比一般人為重。以駕駛車輛

作為職業的司機駕車撞死人，就要受到這項罪名的加重處罰。 

另外，因為飼主的疏忽，讓飼養的動物加損害於他人，依《民法》第一百九

十條第一項前段所定，由其占有人(也就是飼主)負損害賠償責任。「胖大」的衝撞，

使年輕的機車騎士命喪他人車輪下，死者的繼承人依該法條規定，可以向狗兒的

主人要求民事上的損害賠償。飼養寵物雖然會給主人帶來歡樂，但是若不好好管

束，也會引來難以承受的麻煩！ 

（本文登載日期為104年12月16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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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百科11-給民眾方便是圖利他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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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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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百科 12-公務上得知的民眾資料，可以做私人用途嗎？ 

 

廉政宣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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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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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檢測重點項目

 

 

安全維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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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資訊 

家用液化石油氣容器供氣定型化契約上路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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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何何幫幫助助我我的的朋朋友友和和家家人人拒拒絕絕毒毒品品  

首先要具有知識與常識，才能有效幫助朋友們遠離毒品危害！ 
 

首部曲：咦！毒品和菸酒、檳榔有什麼關係？ 

毒品的入門物質是菸、酒、檳榔。如果你週遭的家人、朋友有吸食習

慣的，請他們戒除吧！ 

 

 
 
 

 

戒掉吧 那對身體不好 

 

 

二步曲：吸毒會死人嗎？ 

所有毒品都會傷害使用者身心健康，都有潛藏的致命性，並因每個人

的身體狀況有差異。 

戒掉吧那對身體不切記！吸食毒品危害一生！如何預防？如何拒

絕？全看自己！ 

 

   因為他吸毒丫                       他被死神追了耶 

 

 

 

救命丫~                           誰叫你要吸毒 命拿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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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曲：使用毒品的人會有那些行為呢？ 

情緒上：多話、躁動不安、沮喪、好辯。 

身體上：畏寒、思睡、食慾不振、目光呆滯、步履不穩。 

感觀上：幻覺、幻視、幻聽、無方向感 

行為上：多疑、誇大、好鬥、無理性行為、缺乏動機。 

 

 

 

 

 

 

 

 

 

 

 

 

 

   

 

 

 

 

 

好可怕丫布咕 

吸毒會變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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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曲：毒品使用者的外觀有那些特徵呢？  

1.吸食安非他命者：失眠、亢奮、食慾差、體重減輕；猜忌多疑、有

藥品異味及發現吸食瓶罐、鋁箔紙。 

2.吸食強力膠者：有如酒醉之動作；身上或房內有溶劑味；發現強力

膠空罐、裝有強力膠之塑膠袋或指甲油等空瓶。 

3.吸食嗎啡或海洛因者：大量之金錢花費；有靜脈注射痕跡；瞳孔小

如針尖，焦慮、打呵欠、流鼻水、流眼淚、 噁心、嘔吐等現象。 

4.吸食 k他命者：鼻邊有不明白色的粉末，幻覺、嘔吐、說話遲緩、

流鼻水、不停吸氣、頻尿、血尿、小腹疼痛。 

 

 

仔細觀察身邊有沒有人有這些症狀 
 

 
 
 

五步曲：那要怎麼建立正確的用藥觀念呢？  

依照醫師處方、藥師指導，服藥時間、間隔及劑量均應正確 

仔細觀察身邊有沒有人有這些症狀 

  

 

 

要乖乖定量吃藥喔 

好 我會聽醫生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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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肌3步驟，你我一起正確做！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罫   

鑑於市面上化粧品種類琳瑯滿目，消費者究竟該怎麼正確選用化粧品才能簡

單又美肌?食品藥物管理罫(食藥罫)提供「美肌 3 步驟─清潔、保濕、防曬」，讓

您輕鬆美肌，健康玩樂去。 

美肌 3 步驟─清潔、保濕、防曬 

清潔剛剛好─微涼水溫最舒適，每日 2 次不過度。 

保濕最重要─保濕做得好，肌膚不乾燥。 

防曬一定要─掌握防曬 1、2、3，一年四季不曬傷。 

食藥罫提醒消費者，清潔類化粧品主要用途為洗去肌膚上的汗水、老廢角質

與汙垢，停留於肌膚上時間並不長，無頇選擇功能訴求過多的產品，且寶貝肌膚

不宜過度清潔，過度清潔可能導致角質層受傷，進而產生肌膚紅腫等不良反應；

保濕類化粧品主要用途則是維持肌膚含水量，進而達到保護肌膚的功能，選購時

可選擇含保濕成分之產品，使用時則頇參照產品說明之建議量使用，過度使用則

可能導致肌膚毛孔阻塞，形成粉刺青春痘及毛囊炎，因此使用上頇小心留意。 

而防曬 1、2、3 則是提醒消費者，正確防曬守則為，「1 要」要避免在上午

10 點至下午 3 點之間，曝露在陽光下；其次「2 擦」塗抹適當防曬產品，以防止

肌膚曬傷及曬黑；最重要的是「3 遮」出門可適時撐陽傘、戴帽子、戴太陽眼鏡，

穿淡色長袖衣服防曬。此外，防曬類化粧品主要的目是補足物理性防護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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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標示防曬係數的產品選擇，並不是防曬係數加倍效果即加倍，因此一般日常

生活選擇塗抹足量 SPF 15~30 的防曬化粧品，防護性已達 93.3%~96.6.7%，防曬

能力就已足夠；如果要在陽光下活動，建議使用防曬係數較高且具長波紫外線

(UVA)防護功能的產品，並建議應每隔 2-3 小時或用毛巾擦拭過肌膚後，請重新

塗抹補擦足量的防曬劑；游泳玩水時，使用標示具防水功能的產品，強化自我陽

光防護，減少曬黑或曬傷的可能性。 

除了遵循「美肌 3 步驟」外，更要挑對化粧品，挑選化粧品時要依個人膚質

及使用需求挑選適合的產品，避免購買來源不明、標示不清或過期產品，且儘量

挑選化粧品成分配方及功能訴求越簡單者越好；使用之前建議先作皮膚過敏性測

試，確定不會產生搔癢或紅腫等反應後才可安心使用，使用化粧品時應保留外包

裝或說明書，以便隨時了解產品記載的相關資訊及正確使用，並保障自身權益。 

最後提醒您，在選購及使用化粧品時，若發現有不良品或發生不良反應，可

通報食藥罫建置的「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網址：

http://qms.fda.gov.tw/tcbw/，通報專線：02-66251166 轉 6401。為增加消費者對化

粧品安全使用的認知，食藥罫已成立 TFDA 化粧品安全使用粉絲團，更多化粧品

安全選用資訊請上 http://www.facebook.com/tfdacos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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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多變、感冒易上身、勿忘藥品三分級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罫 

立冬已過，但是氣候詭譎多變，溫度高低起伏，仔細發現周圍人開始出現感

冒症狀，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罫(以下簡稱:食藥罫)提醒民眾，若有感冒不適

症狀應就醫，若需自行購買藥品要切記，藥品分三級，處方、指示及成藥，購買

前記得要問專業的藥師，雙重把關確保自身用藥安全。 

藥品三級制度具體的說，「成藥」是普通級，藥性緩和，民眾可以自行購買，

但用藥前仍要看使用說明書；「指示藥」是輔導級，不需要醫師診斷處方，可在

醫師、藥師或藥劑生指示下使用；「處方藥」是限制級，由醫師針對每位病人病

情開處方箋，經由藥師處方調劑後交付病人，這是個人的專屬藥品，不適合與他

人分享。 

為了您的用藥安全，購買前多花幾分鐘諮詢專業藥師，用藥前應看外盒說明

或說明書(仿單)，不要馬上將外盒或是說明書看完即丟，這樣才能知道藥品名稱、

成分、用途(適應症)、用法用量、注意事項、副作用或警語、保存方法等，保障

自身用藥安全。 

食藥罫提醒民眾，年末公司團體聚餐多，使用綜合感冒藥期間應避免飲酒，

綜合感冒藥部份成分與酒精會產生交互作用，可能加重嗜睡情形，甚至造成肝臟

損傷。民眾若有嚴重症狀要立即就醫，不要依賴自行購買的綜合感冒藥而延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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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如果自行服藥三天以上，症狀沒有改善或情況惡化，應立即就醫。希望大家，

健健康康、喜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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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自我評量」活動 

 

詳情請參閱活動網站（https://isafe.moe.edu.tw/event/） 

 

有獎徵答 

https://isafe.moe.edu.tw/ev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