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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佳節將屆，請留意廉政倫理規範的規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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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於民間節慶

時，攜帶禮品致

贈機關承辦人員

或主管，該等公

務員得否收受? 

除非符合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4點第 3

款所規定，亦即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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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情形，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

虞，否則廠商所致贈之禮品不得收受。 

本府員工對於與

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者餽贈財物，

該如何處理？ 

予以拒絕或退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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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機構亦應提出適當建

議，並登錄建檔。 

本府員工遇有受

贈財物，惟退還

困難之情形，應

如何處理? 

依據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第 5點規定，本

府員工遇有受贈財物，無法退還時除簽報其

長官外，應於受贈之日起 3日內，將受贈之

財物送交政風機構處理，政風機構應視受贈

財物之性質及價值，提出付費收受、歸公、

轉贈慈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長官核

定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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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是院線片！ 

調查局宣導影片「格瑞特真相」再掀話題 
2020-12-02 法務部調查局公共事務室 

    調查局繼 106年「機密訊號」、108年「極

光風暴」後，109年度攜手馬視影業工作室，

再推出讓人耳目一新的國安宣導影片「格瑞特

真相」，由導演馬君慈領軍，主要演員包括入

圍金鐘獎最佳女主角的莫允雯、陽光型男李至

正、清新脫俗鄰家女孩江宜蓉、曾參與多部優

質劇集演出的夏騰宏等，精湛的演技將調查局

辦案過程刻化得入木三分；此外，甫囊括金馬

獎多項大獎作品「親愛的房客」導演鄭有傑、

知名饒舌歌手大支，分別在電影裡客串演出反派角色，都讓「格瑞特真相」無論

在吸睛度或是討論熱度，都更上一層樓。 

    「格瑞特真相」主要講述由莫允雯所飾演的調查官，無端被捲入高科技機密

遭竊風波後，決心不顧一切奮力追查真相的故事，發掘真相的過程一波三折，令

人匪夷所思的事件更接二連三發生 …… 導演馬君慈身兼編劇，結合「犯罪」、「間

諜」、「懸疑」、「友情」、「愛情」等電影元素，恰到好處的融於劇情中。看完「格

瑞特真相」，不止會令人笑中帶淚，更能夠深深體會到維護國家安全、保護政府

機密的重要性，絕對是近年來最讓人期待的政府宣導影片。 

                (影片欣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0lUqpnxCGI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0lUqpnx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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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連假要來囉~假期之前需注意的辦公場域安全！ 

1. 公務機密資料非經權責主管人員核准，不得複製及攜出辦公處所，並要求機

關員工切勿將機敏公文存於隨身碟或行動手機攜回家中或非辦公處所辦理。 

2. 強化公文收發、檔案管理及傳遞過程，注意可能產生文書保密疏漏環節加以

防範；保密通訊設備應實施檢核，機敏文件內容應避免電子傳輸，以杜絕公

務機密外洩情事。 

3. 各課室若獲悉有聚眾陳抗及偶突發事件等危安預警情資，應機先通報主管及

政風室，研擬防處方式、妥適溝通、化解危機。若發生重大危安預警狀況時

（例如機關人員重大傷亡、重大意外事故及其他攸關民生之重大意外事件等），

應立即通報機關首長及政風室。 

4. 確實執行門禁管制，非上班期間請特別加強安全巡查，以防制不法人員入侵

與破壞情事。 

5. 收發人員請提高醒覺，發現可疑郵件或包裹，切勿擅動與拆封及保持現場完

整，並通報政風室處理。 

6. 各機關同仁下班時，應確實關妥電腦，鎖妥辦公桌，最後離開辦公室同仁應

關閉門窗及電源。 

7. 擔任行政值日人員，應確實依規定值勤。 

8. 密切防範假冒身分至機關內施行詐騙案件，如發現詐騙個案，應迅速向權責

機關反映，避免其他民眾持續受騙，並知會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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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同意適度展延即將到期的累積哩程 

日期：109/12/31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未歇，各國持續採取邊境管

制及入境檢疫措施，導致部分旅客累積的航空哩程

即將到期，卻難以兌換機票出國。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會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下稱民航局)協調各航空公司適度展延有效期限，

並充分揭露相關資訊，俾確保消費者權益。 

    因疫情無法出國，消費者關心所累積的航空哩程如何處理？可否展延？雖部

分航空公司已提供哩程可兌換住宿券或其他異業合作的商品，但考量消費者累積

哩程的最主要目的在於兌換機票或座艙升等，因此行政院消保處於 109年 11月

間邀集民航局及航空運輸業者召開會議研商各航空公司適度展延哩程效期及公

告、定期通知會員哩程有效期限之可行性。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有關適度展延哩程效期的部分，各航空公司多願配合辦

理，摘述部分航空公司展延情形如下： 

一、國籍航空： 

(一)長榮/立榮航空：會員帳戶內哩程現到期日為 109年 12月至 110年 6月之各

卡籍會員統一展延至 110年 7月。 

(二)中華/華信航空：哩程效期自消費日起 36個月內有效， 106年 12月 1日至

107年 11月 30日期間所累積至會員帳戶之哩程，於 109年 12月底前統一展延至

110年 12月 31日。 

(三)台灣虎航：將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10年 6月 30日間即將到期之回饋金，

統一延長效期至 110年 12月 31日。 

(四)星宇航空：108年 12月 16日開放入會，哩程最快至 111年 12月 31日到期。 

二、外籍航空：以全日空(亞洲)、加拿大(美洲)及荷蘭皇家(歐洲)航空為例 

(一)全日空：109年 3月至 110年 2月到期之哩程，統一展延至 110年 3月 31

因為疫情關係不能出

國，快到期的航空公

司累積哩程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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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110年 3月至 8月到期之哩程，會員須於 110年 8月 31日前至其官網登

入會員帳號申請延長至 110年 9月 30日。 

(二)加拿大航空：即日起至 110年 3月 30日到期之哩程效期，展延至 110年 3

月底。 

(三)荷蘭皇家航空：109年 12月至 110年 11月到期之哩程效期，展延至 110年

12月底。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各航空公司的

哩程處理方式，均已公告在各公司網站，

請消費者逕洽該公司客服或上其官網查

詢；另該處亦請各公司因應疫情的發展，

滾動式檢討及調整。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也提醒消費者，

應注意自身的哩程效期；如確實無出國

可能，可考慮選擇部分航空公司提供之

哩程兌換方式，兌換所需商品，不要讓

自己的權益睡著了。如發生消費爭議，

可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進行線上

申訴，以維護權益。

（ https://cpc.ey.gov.tw ） 

 

 

★更多在台灣營運航空公司，公告會員、哩程數及酬賓機票處理方式： 

 

 

 

Airplane Window, 創作者 Jim Darling 

https://cp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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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年詐騙高風險賣場 「MOMO」以 383 件居首 
2021/01/11 15:31 〔記者姚岳宏／台北報導〕 

    根據刑事警察局統計，去年 1至 12月受理解除分期付款案件，高風險賣場

前 5名以「MOMO」計 383 件居首，其次為「小三美日」計 283件、「讀冊生活」

計 275件、「486團購網」計 242件，最後為「HITO本舖」計 208件；刑事局表

示，未來仍將定期公布高風險賣場，提醒消費者提高警覺，慎防詐騙，同時也將

彙整受理案件情資，由專責單位循線追查可疑犯嫌。 

    警方分析，近年來「解除分期付款」均為被害案件數最高之詐騙手法，通常

是歹徒駭入電商或電商委託之系統商資料庫，以竊取消費者姓名、電話、消費資

料及付款方式等，再以「工作人員操作錯誤，導致訂單變成多筆分期付款」名義，

要求民眾前往操作 ATM、購買遊戲點數或網路匯款來解除設定。 

    警方針對這些詐騙手法，除每週均針對被害件數逾 5件之疑似個資外洩電商

發函通知，並附上電子商務業者防制詐欺作為自評表、官方網頁明顯處加註反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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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警語、網頁標明客服專線及客服時間、針對會員發送反詐騙提醒簡訊、延長客

服時間至 22時等相關作為範例、簡訊範例供參考。 

    警方更要求賣場業者強化資安防護措施，並於網頁置放反詐騙宣導，並彙整

電商業者因個資外洩仍需負損害賠償責任之判決，促請高風險電商落實資安防

護。 

    刑事局將持續對這些電商業者進行資安訪談，提供相關技術支援，並要求業

者加強消費者個人資料保護，更提醒民眾上週開始，詐騙集團另假冒「天藍小舖」、

「MYBRA」等電商進行解除分期付款詐騙，呼籲民眾如接獲來電顯示開頭帶「+」

號、「+2」、「+886」等號碼，電話中如聽到關鍵字「解除分期付款設定」、「重

複扣款」及「升級 VIP」等關鍵字，請立即掛斷，並通報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資料來源： 

自由時報電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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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 
 

 

 

 

 

 

 

 

 

 

 

 

 

 

 

 

 

 

 

 

 

 

 

 

 

農漁會選舉自 110 年 

2 月中旬至 3 月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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