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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推動透明晶質獎，激勵實踐廉能透明 
 發稿日期：110 年 4月 29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廉政署 

 聯絡人：  綜合規劃組周志信組長 

 聯絡電話：02-21910819#2021    

    

    法務部廉政署於 110 年 4 月 29 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國

家圖書館辦理「透明晶質獎試評獎成果觀摩會暨頒獎典禮」，由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主持頒獎典禮，頒發「109 年透明晶質試評獎

特優機關」之獎項，共有 6 個機關獲此殊榮，包括財政部南區

國稅局、國家圖書館、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及彰化市公所，均由

機關首長親自出席受獎。蔡部長在典禮中指出，法務部為落實 

107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自 108 年

起提出「透明晶質獎」試評獎制度，激勵機關自主檢視各項廉能

透明措施、強化防貪預警及導入廉政創新作為，透過外部第三方

公正角色參與評審，肯定機關廉能治理成果與效益；109 年的特

優機關都有各自的亮點表現，如完備各項稅務服務與流程的「財

政部南區國稅局」、守護國家資產的「國家圖書館」、深化水利

行政透明措施的「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以 APP 實現

全民線上督工的「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推行各項地

政資訊 E 化的「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以及推出殯葬透明、

升級傳統公廟文化的「彰化縣彰化市公所」，希望藉由典禮的表

揚及觀摩，樹立學習標竿。本次典禮另邀請台灣透明組織協會葉

時 事 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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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璋副理事長專題演講「特優機關亮點評析」，結合透明晶質獎

的核心評核項目，評析各特優機關的廉政亮點，並由廉政署鄭銘

謙署長主持綜合座談，邀請 109 年試評獎的評審團主席葉一璋

副理事長及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盧貞秀局長、國家圖書館曾淑賢館

長、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陳弘凷局長、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黃立遠處長、宜蘭縣宜蘭地政事務所楊嘉欽主任、彰

化縣彰化市公所林世賢市長等 6 位特優機關首長，分享如何呈

現機關亮點、參與透明晶質獎對機關的助益、以及對獎項的展望。

「行政透明」與「風險課責」是廉政治理的趨勢，法務部正逐步

完成「透明晶質獎」試評獎制度的滾動修正，期待將獎項推行至

全國各機關，希望讓所有機關都有機會透過參 與評獎檢視自身

廉政亮點，實現「透明晶質獎」的「激勵、承諾、實踐、參與、

信賴」目標理念，讓民眾更信賴政府廉能施政的成效。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廉政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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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資（警）訊 

兼顧民生與防疫需求    借鏡國外經驗

打罩防疫升等安心賣場（二） 

 
  為避免大型賣場的採購人潮產生防疫缺口，經濟部早在端午

節前的 6月 7 日固然公告了賣場防疫的三項新措施，包含管制人

流，以賣場坪數計算（一人一坪為原則）人流上限，採取「一進

一出」方式，維持社交距離；設置賣場分別出入口，並派員管制，

落實實聯制、量體溫、確實戴口罩，以及提供酒精消毒服務，並

要求對公共場所定時定期消毒。但是上述經濟部公布的三項新措

施，相較於英國賣場經歷一年多的抗疫經驗，總還是有不能準確

到位的感覺。本會呼籲政府仍要借鏡國外的防疫經驗，不斷的改

進目前施行中的防疫措施，制定更妥善的超市、賣場防疫指引，

以確保消費者及賣場從業人員的健康受到保障。 

借鏡英國營業安全指引 

    去年三月，英國疫情爆發期，英國政府進行首次封城，除下

令要求酒吧、健身房、圖書館、服飾店等非必要民生用品商家必

須關閉，也針對必要性民生店家（例如食品零售商），頒布

「COVID-19 疫情間營業安全指引」，以確保消費者安心消費，該

指引內容除包含台灣正在施行的人流上限管制，更建議業者進行

賣場內外的「動線管理」、「宣導不必要的觸摸商品」、「照顧

身障者移動空間需求」、「開闢敬老時段」等更為細緻化的防疫

措施，兼顧民生與防疫需求。本會整理英國與美國的防疫經驗，

消 費 者 保 護 專 區 



 

5 

 

呼籲政府參考上述國外模式，制定全方位的賣場防疫措施，營造

防疫升等的購物環境，維繫消費者的信賴感。 

(一)進行人流與動線管控 

    為管控賣場的購物人潮，英國政府首先建議業者須依循 1-2

公尺的安全社交距離原則，並據此推算各商店銷售空間的最大顧

客量，並針對任何容易壅塞的區域，例如店內外的門口，進行人

流管控。為分散人流，英國政府也建議業者與鄰近的企業和地方

當局合作，以分散全天到達的人數，例如錯開營業時間，減少尖

峰時段對公共交通的需求，以避免人潮同時集中，因過度擁擠產

生群聚效應。台灣亦應因地制宜，建議業者可以透過官網或者手

機 APP 應用程式，提供即時的賣場人數資訊，協助消費者避開尖

峰時段，達到分散人流效果。 

    至於針對賣場內容易形成的人潮熱區，例如生鮮食材、肉品

專區、結帳櫃台等處，英國政府則建議可檢視商場內的顧客人流

動線，隨時視情況滾動調整動線，以減少人潮堵塞與顧客的間距，

例如在可行狀況下，採排隊管理或單向動線等方式。 

。                           

 

 

 

 

 

 

 

 

 

 

 

 

（本文摘自行政院消保會網頁/消費警資訊） 



 

6 

   

 

 

呵呵呵，這是不是妳的包裹? 

 

有網購還有東西送過來?怕怕~~怕怕別擔心，165 建議您

《先查證，再付款》，保你錢包超安全～ 

萬一付款了： 

1、打給「寄件人」，辦理退款。 

2、沒有寄件人，問宅配業者或超商，寄件人的聯絡方式。 

3、寄件人電話打不通，Line 已（不）讀不回，請將包裹託

運單清楚拍照後，到各地警察機關報案。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網網頁/新聞快訊） 

反 詐 騙 宣 導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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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誨師將收容人身分簿影印存放家中

並隨意棄置案（上） 
 

一、 案情概述：  

ＯＯ監獄外清收容人於某年度執行外掃與資源回收任務時，於員

工宿舍垃圾放置區發現一包塑膠袋中有疊廢棄紙張，打開後發現

係收容人身分簿影本，內諸多收容人私密個資。故該收容人填意

見箱向機關反映。該監政風室調查後發現，該疊資料係教誨師 A

習慣將收容人身分簿借閱後影印後私自帶回宿舍加班趕工的結

果；調查後亦發現，A 對於出監或改配他教區之非轄管收容人個

資 ，亦未及時澈底銷毀，均累積至一定數量後方打包在塑膠袋

中扔棄。 

二、 案件分析： 

本案中教誨師 A 抗辯因工作盡責才將身分簿列印帶回家中加班，

惟工作盡責亦應遵守保密規範。A 因保密觀念薄弱，對公務上持

有應保密資料未妥慎處理且私自攜出機關，甚於工作結束後未及

時將保密資料徹底銷毀並隨意丟棄，造成公務機密洩漏之風險。

另 A 雖非故意外洩，惟 A 應能注意保密規範而不注意，且刑法

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祕密罪有處罰過失之明文，故本案調查

後仍依刑法 132 條第 2 項移送地檢署偵辦。 

 

 

 

 

                   （本文摘自法務部網頁/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公務機密維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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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摺頁資料 

 
 

   

 

 

 

 

 

 

 

 

 

 

 

 

 

 

 

 

 

 

 

 

法 令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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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避難原則（二） 
 

六、火場逃生避難流程 

1. 開門，往一樓往外逃生 
火場逃生最佳策略就是離開建築物，而離開建築物最好的

方法就是往一樓往外逃生，而且由於煙平均上升速度為每

秒 3~5 公尺，人平均往上速度為每秒 0.5 公尺，人往上跑

是跑不贏煙的，因此火場逃生原則為往下逃生。另外，在

開門之前應先觸摸門把測試溫度及觀察門外是否有煙霧。

如果門把溫度很高覺得燙手時，表示門的另一邊已是高溫

的狀態，切勿開門，並改採其它逃生避難路線；若未感高

溫，則先開一條門縫觀察門外狀況是否有煙霧，若無煙霧

再行逃生，並隨手關門，以防止火勢及煙霧擴散；若有煙

霧則不可嘗試穿越煙霧逃生，應關門退回室內，並用衣物

或毛巾將門縫塞住，防止煙霧流入，改採其它逃生避難路

線。至樓梯間未見煙霧，即可繼續往下往外逃生 
2. 只有在確認樓梯裡沒有任何煙霧時，才可以選擇走樓梯往

下往外逃生，選擇走有防火門的安全梯逃生是最佳選擇（因

為關上防火門可阻絕火勢及煙霧擴散至安全梯間，形成安

全的逃生環境）。 

3. 平時應規劃 2個方向逃生路線，當主要逃生出口無法往下往外逃

生時，請尋找第二逃生出口往下往外逃生；若第二逃生出口也受

阻礙，則改往相對安全空間關門避難，等待消防人員救援 

火場內若遇到門把溫度很高覺得燙手、開門發現門外有煙

霧等情形，而且也沒有其它往下往外的逃生路線時，應立

即關門以防止火勢及煙霧侵入，再用衣物或毛巾將門縫塞

住，防止煙霧流入，並改往火、煙、熱的反方向尋找相對

安全空間，如離火、煙、熱最遠的陽台或房間，房門必須

機關安全維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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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緊閉關上的木門而非無法阻絕高溫與煙霧的塑膠門

或玻璃門，讓自己處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內避難，並撥

打 119 求援，記得詳細告知 119 待救人員的所在位置，等

待消防人員救援。 

七、火場逃生避難時，一定要謹記隨手關門 

    火場逃生避難時，一定要謹記「隨手關門」的觀念！如果

起火點在居室內或屋內，逃離起火居室及家裡時，應隨手關

起房門及大門，可以將火勢及煙霧侷限於起火居室內或屋內，

以利其它房間或樓層的人順利逃生避難。 

八、火場內使用緩降機等避難器具之時機及操作方式（口訣：掛

丟套束推） 

1. 使用時機：火場內逃生避難時，應優先以建築物之安全梯或直通

樓梯為主要或第二逃生路線，若安全梯或直通樓梯均遭到火勢或

煙霧煙侵襲致無法利用且亦無法前往相對安全空間內避難等待

消防人員救援時，才使用緩降機等避難器具進行逃生避難。 

2. 操作方式：（口訣：掛丟套束推） 

（1） 展開固定架，自盒中取出緩降機，將緩降機掛鈎確實【掛】

在固定架鈎環上。 
（2） 從窗口【丟】下輪盤，確認下方沒有障礙物阻擋。 

（3） 將安全帶【套】於腋下。 

（4） 將束帶【束】至胸口。 

（5） 攀出牆外，身體面向牆面，雙手輕【推】牆壁；落地後，

將繩索另一端之載具套環束帶拉至頂端，以利下一位人

員操作。 

 

 

 

 

(本文摘自內政部消防署網頁/防災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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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仁，閱讀完本期工務園地後，請你填寫回答下列

問題，題目全部答對者，政風室將於 8 月 7日抽出 20

位回覆者，致贈實用小獎品乙份，請大家踴躍參加。 

 

（ ）2020 年台灣 CPI 全球排名 28 分數 65 分，排名維持

近年最佳成績，也是國際間對台灣持續肯定。 

（ ）維護機關內部安全的主要作為，在於「防火」，而火

場逃生最佳策略就是離開建築物，而離開建築物最好

的方法就是往一樓往外逃生。 

（ ）有關公務上機密文件，借閱後影印後私自帶回宿舍加

班，無須即時澈底銷毀，累積至一定數量後方打包在

塑膠袋中扔棄即可。 

（ ）消費者資訊：賣場防疫的三項新措施，包含管制人流，

以賣場坪數計算（一人一坪為原則）人流上限，採取

「一進一出」方式，以維持社交距離。 

（ ）本府政風處免付費電話號碼為 0800-025-025。 

 

請前往有獎徵答活動網頁作答後提交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UBkWMeANRVGM36wdG3r1bn9oq

1QevynI8UO5mKlkXVKvfOw/viewform 

 

                 

 

 110-8 有獎徵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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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執行職務，應遵守相關法令規章，依法行政，謹慎從

事，切不可存有非分之想，牟取不法利益之舉；否則誤蹈法網，

身敗名裂，斷送美好前程，殃及妻小及家庭，並破壞機關團隊精

神及整體公務員形象，實屬得不償失。 

勇於檢舉貪瀆不法，政治才能弊絕風清，為了國家未來的前

景，也為了你我的將來，使政風清明，若發現有貪瀆不法之情事

時，請您提起勇氣，拿起電話並撥【或寫】下列專線【信箱】反

映，我們將予以處理並確實保密；若查證屬實並經法院判刑確定

者，將依「獎勵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發給檢舉獎金，

最高新台幣 1,000 萬元。 

一、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廉政專線：０８００-０２５０２５ 

廉政信箱：高雄郵政第 2299 號信箱 

二、本局政風室： 

廉政專線：〈０７〉３３７３２４７ 

廉政信箱：高雄郵政第 30~84 號信箱 

電子信箱：ethice@kcg.gov.tw 

三、廉政署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1、「親身舉報」方式：署本部成立 24小時檢舉中心(臺北市中

正區博愛路 166 號)，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項。 

2、「電話舉報」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3、「投函舉報」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

局第 153 號信箱」。 

4、「其他」方式：  

傳真檢舉專線為「02-2381-1234」。 

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為有效打擊貪瀆不法，我們提供上述多元檢舉管道。 

編 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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