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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於110年12月7日第921次縣務會議中，由林姿妙
縣長親自頒獎表揚宜蘭縣政府110年度廉能事蹟人員。本次獲獎人
員分別為建設處建築管理科科長邱程瑋、警察局羅東分局第二組巡
官王思云、消防局宜蘭分隊小隊長吳宇軒、消防局廣興分隊隊員簡
士堯、財政稅務局法務科助理稅務員陳韋融、宜蘭地政事務所地價
課課員李文達等6人，分別獲頒獎狀一幀，獎金二千元以資鼓勵。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為表揚廉能及推動清廉政治風氣，宜
蘭縣政府每年依據「宜蘭縣政府廉能事蹟實施要點」，辦理優良廉
能事蹟人員選拔，由各機關、單位推薦具有特殊廉能事蹟之同仁參
與選拔，110年度共推薦18位優秀公務員進行角逐，經提報縣府廉
政會報審議通過後，評選出6位年度廉能楷模，並藉由公開表揚之
頒獎儀式，建立標竿學習典範。

本次受表揚人員事蹟分別是拒收餽贈、執行業務改善措施、積
極主動偵破不法等作為，均符合縣府廉能事蹟實施要點規定，希望
透過本次表揚活動，以廉能事蹟人員之標竿效果，激勵同仁秉持廉
潔操守，拒絕收受不當利益、勇於任事為民興利，共同型塑機關廉
能文化。

一、宜蘭縣政府廉能事蹟表揚 形塑機關廉能文化



本件公開抽籤作業業於111年元月25日宜蘭縣政府第928次縣

務會議結束後（202會議室）舉行，由林秘書長茂盛主持，政風處

王處長鎮國擔任監察員，中籤須受實質審查人員名單計51人、前

後年比對名單計2人，期透過接受公眾公平、公正、公開監督，落

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工作，展現機關行政透明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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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暨相關鄉(鎮、市)
公所110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及
前後年度財產比對公開抽籤



宜蘭縣政府在2022年的第一天舉辦「慶祝中華民國111年元旦

升旗典禮暨全民活力健行活動」，縣長林姿妙邀請縣民一同在元旦

當天一起迎接新的一年蘭陽第一道曙光，同時一起為健康而走，建

構活力健康的樂活宜蘭。

宜蘭縣政府政風處為能強化民眾反貪倡廉觀念，於當日結合警

察局政風室共同辦理廉政宣導活動，藉由有獎徵答的方式與民眾互

動，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深化民眾尚廉觀念，並與民眾互道「心廉

快樂」！

三、宜蘭縣政府111年元旦升旗廉政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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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為能強化新進人員法紀觀念，於111年1月

25日及2月18日辦理兩場次廉政宣導，主要聚焦於「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之倡導，警務人員因勤務關係，或有來自民眾、廠商等外

界之「餽贈財物」、「邀宴應酬」或「請託關說」等廉政倫理事

件，處置偶有不慎恐將面臨法律責任之追究，造成公職生涯的污

點，究竟該如何適當掌握分寸以免外界質疑，並能符合現行規定，

則為本次宣導的重心，政風室透過簡報、影片及有獎徵答等方式與

員工進行互動式宣導，期引導新進人員依法行政、積極任事。

四、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新進人員廉政宣導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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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於111年1月15日在文化局廣場，舉辦年度

119消防節防火宣導活動，以「消防變裝秀，親子一起SHOW」為

主題，不只安排同為消防人員的家人檔穿各式消防服走秀，大小朋

友也搞創意變裝，每組出場超吸睛，台下觀眾紛紛拿手機搶拍照，

場面相當熱鬧。

為能根植民眾「貪污零容忍」的共識，喚起「反詐騙、反賄

選」的警覺性，及倡導「消費者保護、洗錢防制」之觀念，宜蘭縣

政府警察局結合消防局政風室等單位，合併辦理多元化廉政宣導活

動，以達到深化全民廉潔及誠信，以提升機關既廉且能之形象，屆

時歡迎民眾扶老攜幼一同參加！

五、宜蘭縣政府消防局消防節廉政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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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反貪價值行銷，並增加廉政作為之能見度，宜蘭縣五結

鄉公所政風室於111年3月6日，結合公所辦理111年「森活的碳

循」植護樹暨親子健行活動時，特辦理廉政宣導活動。本次宣導活

動結合宜蘭縣政府警察局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局政風室一同辦

理，並為「廉政」、「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反賄選」等多元主

題宣導，期以寓教於樂之方式擴大社會參與能量，裨益發揮廉能宏

效，促進透明與貪腐零容忍的共識，並使鄉親及同仁瞭解反貪倡廉

觀念，增進民眾對廉政事務的了解、信賴與安心。

六、五結鄉植樹護樹廉政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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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東鎮公所為慶祝植樹節於111年3月12日辦理「森活的碳循-

全民健走活動」，當天有鎮長、主席、羅東林管區及與會長官共同

植下樹苗，期望樹苗成長茁壯及羅東鎮運昌隆興盛，主辦單位也設

置宣導攤位提供機關團體進行政令宣導，政風室當日廉政宣導主題

為「廉政有愛向下紮根、反貪倡廉明日更好」，透過廉政問卷填寫

方式向民眾宣導廉政署檢舉專線、反賄選、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諮

詢管道協助等，此次參與宣導民眾相當踴躍，對政風室宣導地內容

也持正面肯定與支持，藉由設攤宣導將廉政法令與相關資訊傳遞給

民眾，從互動中瞭解民眾對政府持續推動廉能行政、整肅貪污努力

之認識程度，並且提供網絡互動管道隨時將最新政令訊息由Line、

FB或IG對外宣傳，相信對鎮長推動廉能政治及行政效能效率之提

升有正面加分效果。

七、羅東鎮慶祝植樹節廉政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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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踐「廉能地政 幸福宜蘭」理念，羅東地政事務所政風室

於111年01月14日結合本所冬山鄉重測區域權利書狀換發服務，以

「反貪腐、反詐騙、反賄選」為主軸，辦理廉政宣導活動，將透

明、陽光及誠信價值傳遞基層民眾。

鑑於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將屆，為落實法務部「不買票、

不賣票，讓傳承多一份責任」意旨，活動當日除倡導「一接(接近

買票者)、二保(保存證據)、三打(打檢舉專線)、四訴(起訴就可領檢

舉獎金)、五搞定(判決確定後獎金全給)」口訣，遇有賄選情事可撥

打0800-024-099專線；另重申「反賄如防疫、打造廉能政府靠大

家」全民齊力反賄重要性，期藉營造良好選舉風氣，杜絕賄選及假

訊息介入選舉。

八、羅東地政事務所權利書狀換發服務
廉政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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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地政事務所政風室為強化民眾反貪倡廉意識並宣導多元廉

政知識，結合業務單位於111年1月17日共同辦理「地籍圖重測所

有權狀換發社會參與宣導活動」。現場除有業務單位辦理「地政宣

導」外，政風室亦一併宣導「廉政」、「反貪」、「反賄選」、

「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等多元主題，活動是日與民眾互動熱

絡，獲得熱烈迴響，增進民眾多元知識，有助於行銷該所廉能形

象。

政風室於活動過程中，藉由有獎徵答之圖卡、海報及口頭宣導

方式，向參與民眾說明貪瀆對國家社會之不良影響，厚植民眾「貪

污零容忍」之觀念，並鼓勵勇於檢舉不法，共創廉能政府。

九、宜蘭地政事務所地籍圖重測所有權狀換發
廉政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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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03 年 10 月 31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UNCAC），作為指導並提供各國政府反貪腐的法制與政策

之依據，要求締約國必須遵守及推行反貪腐運動，臺灣在這塊

也不缺席，在 104年將該公約國內法化。UNCAC要求各國政

府應該依照廉正、透明度的原則妥善制定公共事務，且我國於

2018 年舉辦的 UNCAC 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國際審

查委員提出 47 點結論性意見，其中第 13 點即建議政府制定

一套「對公共機構進行廉潔評估機制的激勵措施」

(Conducting, annually, the Integrity Assessment on public

institutions to encourage internal efforts for better

governance and integrity.)。

法務部廉政署 108 年起委託專業研究機構提出一套「以

激勵措施方式對公共機構進行廉潔評估」機制，以國家級獎項

及本署推動之廉政評鑑「評分衡量基準」等評核機制為研究基

礎，提出「透明晶質獎」（IntegrityAwards）試評獎制度。

透明晶質獎（試評獎）簡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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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一）執行面：

期許透過評獎機制，激勵公部門主動自我檢視，強化防貪預

警與導入廉政創新作為，樹立標竿學習楷模，提升政府之清

廉印象。

（二）反饋面：

透過參加透明晶質獎的過程，凝聚首長與同仁之廉政意識，

瞭解機關風險並管控風險，強化廉政作為，藉由外部委員參

與，找出機關亮點。

三、目標理念

激勵機關自主檢視廉政措施，彰顯首長與同仁對廉政治

理的承諾，提出實踐廉政治理的各種亮點，並藉由外部第三

方公正參與評審來肯定成果與效益，進而獲取民眾對機關廉

能透明的信賴。

透明晶質獎（試評獎）簡介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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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大評核構面

五、試評獎執行現況

108 年度由新竹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所屬共

10 個機關參獎，評審 3 個特優機關；109 年度擴大請中央及

地方主管機關推薦 16個機關參獎(中央機關 8個，地方機關 8

個)，評審出 6 個特優機關；110 年共吸引 26 個機關報名參

加，評審出 6個機關榮獲特優獎。

目前 111 年度評獎作業持續進行中，希望能逐步實現

「激勵、承諾、實踐、參與、信賴」的五大目標理念，並將獎

項推行至全國各機關，讓民眾更信賴政府廉能施政的成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透明晶質獎（試評獎）簡介 3/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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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內外各種懸掛物件應即取下或加強固定 (如廣告招牌、花

盆)，以免被風吹落，變成傷人利器。

• 檢查門窗是否牢靠，關閉非必要門窗，必要時可加釘木板或黏

貼膠帶。

• 須避免受雨水浸濕且可移動的物件，應移動至適當場所存放。

• 庭園樹木均應加支架保護，並修剪樹枝，以防折損傷人或壓壞

建築物、車輛。

• 清理水溝渠道，保持暢通以免堵塞造成積水。

• 不使用的電源請記得關閉或拔除電器插頭。

• 準備手電筒、乾電池及行動電源，以備停電之需及求援之用。

若停電時，請儘量使用手電筒；若須使用燭火則應遠離可燃

物，慎防火災發生。

• 颱風期間若必須駕車，應小心減速慢行，更加注意交通安全。

• 行駛中車輛如遇強風侵襲，應停於路邊或找安全處所掩避，不

可強行駕駛。

• 如發現斷落電線，請通知電力公司，切勿逕以用手觸摸。

• 颱風過後，部分水溝、坑洞潛藏有被水淹蓋的危險性，請務必

小心判斷，勿強行通過。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災館

機關安全宣導──颱風防災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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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定，有效

日期應印刷於容器或包裝之上，並依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年月

日。但保存期限在三個月以上者，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並

以當月之末日為終止日。

二. 食品有效日期應依上開規定標示，關於網路流傳有效日期之後標

示「+S」字樣，與前揭食安法所要求之標示規定無關。惟經查倘

為日本輸入食品，於有效日期旁邊/下面，或於日本製造商名稱旁

邊標示之英文代碼，其係為「製造所固有記號」，即表徵產品之

製造廠地點，可透過食品業者網頁查詢。

相關連結：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官網之日本食品管理工作專區

－日本輸入食品製造商產地辨識說明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id=f63669

4181043230809&type=3&iid=4455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福部食藥管理署食藥闢謠專區

發布日期：111-02-25

食藥闢謠－食安小知識
網路流傳有效期限「+S」，可以有長達3
個月以上的安全食用時間，這是真的嗎？

https://www.fda.gov.tw/tc/includes/GetFile.ashx?id=f636694181043230809&type=3&iid=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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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消費者聯盟 (Consumers International,簡稱CI)公布本

(2022)年世界消費者日主題為「公平數位金融服務」；推動內容將

以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努力促進普惠金融、安全性、隱私權和永續

的數位金融服務。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值此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之際，數位金融服務已成為國人

金融消費的新選擇，應用範圍可涵蓋存款、貸款、信用卡、保險、

電子支付等，均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有必要重視數位金融

服務所衍生的相關議題，使民眾安心享有新科技所帶來的便利。

為此，我國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早

於2015年起即要求金融服務業在提供金融服務時，應恪遵訂約公

平誠信、廣告招攬真實、商品或服務適合度、告知與揭露、申訴保

障等公平待客原則規範，以契合國際規範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另

外，為強化數位金融服務，金管會把「加強線上及行動支付金融交

易安全之管理與查核」、「推動高齡及經濟弱勢者之基本保險保

障」、「保障身心障礙者投保權益」及「研擬金融科技所衍生之消

費者權益保障措施」等，納為本年度的重點工作。

金融服務數位化已為時代所趨，為響應本年度世界消費者日，

行政院消保處將召開座談會，邀請學者專家深入探討金融科技對消

費者之影響；此外，亦鼓勵國內消費者保護團體辦理相關活動，共

同捍衛金融消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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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在享受數位金融服務的同時，應注

意下列事項：

1. 簽約之前，務必要先看清楚並了解契約條款，及評估是否符合

自己所需與能力所及。

2. 締約之後，要保管好自身的帳號、密碼，並注意個資流向，如

發現有異狀，應即時向業者反映，以維權益。

3. 倘遇有消費爭議時，除可撥打1950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諮詢或

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s://cpc.ey.gov.tw/)線上申訴

外，亦可透過金管會「1998金融服務專線」進行諮詢或申訴。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發布日期：11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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