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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 

107 年 12 月本法修正施行前，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係全面禁止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為交易行為，然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倘全然無法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交易

行為，恐失之過苛及過度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工作權。參照司法院大法官第 716 號解釋意旨，增

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為補助或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

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
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關係之交易行為 
 
 
 
 
 
 
 
 
 

      
 
 
 
 
 
 
 
 
 
 
 
                  紅色底線不受禁止規範，仍有身分揭露義務 

 

 

 

 

 

有償之委任契約
互易契約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之促參契約....等等

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
具有對價關係之交易行為

機關團體對特定對象提供
具有經濟價值之給付

補助行為

公職人員或

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服務或

受其監督機關  

 

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

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 

原則禁止，但若符合以下例外規定，可以補助或交易 

一.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採購。 

二.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

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 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 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 經營、改良利

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事前揭露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
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
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
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事後公開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

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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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例外得交易或補助之規定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採購 

     指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經公告辦理之限制性招標 

     哪些採購案視同亦屬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經公告程序辦理者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7 款辦理之後續擴充契約：原採購案以公

告程序辦理並簽訂契約，並於原採購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明後續擴充之

期間、金額、數量者。 

共同供應契約：共同供應契約訂約機關係以公告程序辦理招標，適用機關

利用共同供應契約向共同供應契約供應廠商訂購者。 

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辦理限制性招標之契約變更：原採購案已依

公告程序辦理並簽訂契約，嗣後依第 22 條第 1 項辦理契約變更。 

選擇性招標之後，後續邀請廠商投標：機關已依公告方式辦理廠商資格審

查建立合格廠商名單，後續邀請廠商投標即為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 

注意!! 以上視同第 14 條第 1 項經公告程序辦理者，於採購時雖不另辦理

公告程序，惟仍需踐行第 14 條第 2 項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務。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

益物權。 

    例如依國有財產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標售標租、依科學技術基本法以公告程序

辦理之採購、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促參契約等等。 

    所稱「依法令規定」 

             政府機關係指依法律、法規命令、行政規則、地方自治法規 

 

         行政法人、公營事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指依該行政法人、公營

事業、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已於設置法規、設立或捐助章程所明定； 

或另訂有關於補助或交易之規定，該規定並經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或備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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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之

關係人

補助行為係依法令規定以

公開公平方式辦理者
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

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但書第三款規定核定同意補助時，

應即副知監察院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

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

意之補助。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指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基於法定之身分關係，依法令規定機關團體對符合資格條

件者受理其申請應予發給之補助。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

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指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使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 

除須有補助法令依據外，並須於辦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亦即機關團體於開始

受理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

之補助金額上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等，以電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 

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未於開始受理補助前將相關資訊以電信網路或

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充分公開，即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自行提出申請者，不符合公開

公平方式辦理。 

所稱「依法令規定」
與第 14 條第 1 項
第 2 款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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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由機關團體擔任出賣人，且出售產品之價格（包括員工優惠價）係具有普遍性、

一致性之公定價格，無不當利益輸送之疑慮。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 經

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公營事業機構為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

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因係配合執行政府機關公益政策或與公務之推行密切

相關。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所稱一定金額，指每筆新臺幣（下同）一萬元。同一年度（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同一補助或交易對象合計不逾十萬元。 

    機關相關採購或補助單位得適時提醒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應注意一定金額

之上限規定，避免觸法，機關並無動態管理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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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揭露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1. 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應自行負第 14 條第 2 項之據實揭露義務，不為揭露或為不實揭露

者應依第 18 條第 3 項處罰，機關尚不負審查該對象是否為真實揭露之責任。 

2. 為「協助」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能履行第 14 條第 2 項事前揭露義務，建請機關團體採

購、交易單位或涉及補助業務單位基於「服務」之立場，於交易或補助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

中增列提示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如有身分關係需履行事前揭露義務及違反者之裁罰，並

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非屬政府採購之文件）供其填寫。 

 

 

 

 

 

 

 

 

 

 

 

 

 

 

 

 

 

 

 

 

3. 若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因違反第 14 條第 2 項事前揭露義務而遭本法第 18 條第 3 項裁

罰者，仍不得因此免除揭露義務，該對象仍需補行揭露其身分關係，機關仍應依其揭露事項

併同公開。 

4. 投標時或申請補助時關係人未檢附身分揭露表，可否於開標現場補填或於決標前補正? 

 機關團體採購案決標前或補助案核定前，仍允許採購廠商或補助申請對象補正身分揭

露表。 

 於決標後或補助案核定後始表示漏未填寫揭露表者，已屬未於投標或申請文件內據實

表明，係違反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 

5. 投標廠商未履行事前身分揭露義務，是否影響其得標廠商資格? 

關係人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者，並無違反第 14 條第 1 項交易禁止規定，其違反事

前揭露義務者，另依第 18 條第 3 項處罰，並不影響其投標廠商資格。 

法務部廉政署 110 年 3 月 29 日廉利字第 11005001810 號函 

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所為之科學研究採購、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進行之

促參案件、依「產業創新條例」補助產業創新案件等，亦屬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稱

交易或補助行為，請各該法律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檢視，應於交易或

補助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中增列提示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如有身分關係需履行

事前揭露義務及違反者之裁罰。 

法務部廉政署 111 年 2 月 16 日廉利字第 11105000840 號函 

積極建請機關採購、交易單位或補助業務單位，於交易或補助相關投標或申請文件中

增列提示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如有身分關係需履行事前揭露義務及違反者之裁

罰，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供其填寫。 

公共工程委員會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之提示文字 

本採購如屬依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或同法第 105 條辦理之情形者，且本廠商就本

採購案，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

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如未揭露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 3 項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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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公開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 

1. 機關團體依第 14 條第 2 項之主動公告義務，以該投標廠商或申請補助對象已負事前揭露義

務為前提。 

2. 依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機關團體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應於三十日內利用電信網路

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其時間起算點?主動公開上網期限為何?事前揭露表之保存期限

為何? 

 機關團體主動公告之時間起算點，於交易行為係以決標時起算；於補助行為係以機關團

體補助核定時起算。 

 機關團體上網公告期間應自公告日起公告三年。 

 事前揭露表則併同交易或補助文件，由各機關團體依檔案法規定保存。 

3. 機關主動公開身分關係，其「關係人之姓名」應否全部公開或部分遮蔽，以符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 

 依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及本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機關應主動公開關係人之「姓名」。

事後公開之立法目的係為便利外界監督，仍應以公開全名為原則。 

 惟如公開全名有將影響機關運作或當事人隱私、營業秘密等特殊情事，經投標廠商或申

請補助對象事先以書面申請，且報請各主管機關同意者，關係人之自然人姓名得為部分

遮蔽。（例如：王○明） 

 

 

 

  

 

 

 

 

 

 

 

 

 

 

 

 

 

法務部廉政署 110 年 3 月 29 日廉利字第 11005001810 號函 

有少部分機關仍未於機關網站設置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身分揭露專區，爰請各機關

檢視本機關並督促所屬機關應確實依規定設置前開專區。 

法務部廉政署 111 年 2 月 16 日廉利字第 11105000840 號函 

請各機關檢視應確實設置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身分揭露專區，俾踐行事後公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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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之違反 

案例   承攬訴訟案，成違法交易 

查爾斯為機關秘書室主任，其配偶黛安娜在英倫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近來兩人因細故

發生爭執冷戰許久，於是希望對黛安娜做一點彌補，心想最近民眾跟機關有發生行政訴

訟案件，查爾斯於是向機關建議可以直接找黛安娜擔任這個案子的委任律師，後來機關

逕與黛安娜簽訂訴訟委任契約，由黛安娜擔任機關的訴訟代理人，同時也支付律師訴訟

費用10萬元。查爾斯之行為違反自行迴避義務規定；黛安娜承攬機關訴訟之行為違反本

法第14條第1項交易行為禁止規定，依第18條第1項規定處以罰鍰。 

案例   家族經商業，採購要當心 

古納許原本是白屋高中文書組組長，後來因總務主任屆齡退休，校長覺得古納許資歷與

工作能力不錯，於是拔擢他擔任總務主任。古納許當上總務主任後才知道，原來學校住

校生伙食管理委員會平常需要購買油米等伙食食材，都是跟他岳父唐奈德所經營的美利

商店採購，古納許知道岳父那家商店經營很久，平常也都會跟學校做一些小生意，所以

沒有想太多，就援例照舊，在新學年度開始前就以限制性招標未經公告方式辦理採購，

並以15萬元決標給美利商店。古納許違反自行迴避義務規定；岳父唐納德違反本法第14

條第1項交易行為禁止規定，依第18條第1項規定處以罰鍰。 

案例   補助關係人，違法遭裁罰 

鄉長阿高為人海派，在地方上非常有聲望，鄉內著名義薄雲天宮即邀請阿高擔任該宮廟

主任委員。某日義薄雲天宮辦理年度盛大祭典，身為該宮廟主任委員的阿高正苦於經費

拮据，竟突發奇想，指示鄉公所人員以發展地方建設名義直接補助義薄雲天宮50萬元辦

理年度祭典。結果阿高如此海派之行為，除阿高本人違反假借職權圖利禁止規定外，並

導致義薄雲天宮因違反本法第14條第1項補助行為禁止規定，依第18條第1項規定處以

罰鍰。 

 

 

案例分享 



111年法務部廉政署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新系統 

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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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關係揭露義務之違反 

案例  關係未揭露，透明打折扣 

娜美係機關會計主任，娜美哥哥魯夫經營印刷公司。平時閒談中，魯夫知悉機關為行銷

宣傳機關政策，每年年底都會公開委託廠商印製1萬份海賊王月曆發送各界。魯夫想說

公司印刷技術一流，因此在機關以公告程序辦理月曆印刷採購案招標時，魯夫的印刷公

司也參與投標，卻未注意到「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中所載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定，未主動表明其與娜美的身分關係，也沒有在投標時交付「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

關係揭露表」，違反本法第14條第2項身分揭露義務規定，依第18條第3項規定得處5萬元

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 

 

案例  機關漏公告，遭罰真糊塗 

布奇是市政府農業局局長，他的媳婦安妮則在陽光農會擔任總幹事，由於每年的農民

節，陽光農會都會定期舉辦「社會各界慶祝農民節大會」，來彰顯以農立國、農業的重

要性，陽光農會為將慶祝活動辦好，相關經費也會向市政府農業局申請補助，市政府

相關補助申請法令及方式等詳細內容，均會公布在農業局官方網站，只要符合規定的

資格皆可向該局申請補助，因此陽光農會就依據上述公告申請方式，向市政府農業局

提出申請，並於申請文件中將安妮為布奇媳婦，且擔任總幹事等部分，明確填載於身

分揭露表中。後來農業局順利核發補助經費給陽光農會，農民節大會慶祝活動也十分

成功，但補助成立後農業局卻漏未將身分揭露表公告於網站上，違反本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依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得處 5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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