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講師：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 

          政風室課員張玉如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立法緣起及目的 

增進人民信賴 

政府制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政治獻金
法、遊說法等陽光法案，公開政府機關資
訊，確保人民知的權利，以增進人民對於
公職人員廉潔操守及政府決策過程之信賴 

建立廉能政府 

本法第１條第１項：促進廉能政治，端正
政治風氣，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不當利益
輸送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 

公職人員—本法第２條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所定之人員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本法第３條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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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 

現職，且擔任重要決策﹙具有行政裁量
權或政策影響力﹚或易滋弊端業務人員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２條第１項人員 

第1款：總統、副總統  

第2款：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
院院長、副院長  

第3款：政務人員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２條第１項人員 

第4款：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
戰略顧問  

第5款：各級政府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職
務列簡任第10職等以上之幕僚長、主管；
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及
相當簡任第10職等以上之主管；代表政府
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２條第１項人員 

第6款：各級公立學校之校長、副校長；其
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第7款：軍事單位上校編階以上之各級主官、
副主官及主管  

第8款：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選舉產生之
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  

第9款：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 

第10款：法官、檢察官、行政執行官、軍
法官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２條第１項人員 

第11款：政風及軍事監察主管人員  

第12款：司法警察、稅務、關務、地政、
會計、審計、建築管理、工商登記、都市
計畫、金融監督及管理、公產管理、金融
授信、商品檢驗、商標、專利、公路監理、
環保稽查、採購業務等之主管人員  

第13款：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府、
院核定有申報財產必要之人員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共同生活之家屬：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同居一家之家長或家屬者，不以有血緣關
係者為限﹙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民法第
1123條﹚ 

如：父之妾、與公職人員或其子女已訂
定婚約而共同生活之未婚妻，自共同生
活時起，即可視為該公職人員之家屬
（法務部95/6/26法政決字第
0950019778號函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包括直系血親、旁系血親及姻親 

直系血親--民法第967條第1項 

己身所從出、從己身所出 

旁系血親--民法第967條第2項 

與己身出於同源 

姻親--民法第969條 

血親之配偶、配偶之血親、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等之計算--民法第968條 

如：父母、子女、祖孫、兄弟、姊妹、
兄嫂、弟媳、姐夫、妹婿等 

姻親關係消滅之事由：限於離婚及結婚
經撤銷之情形，至配偶一方死亡，他方
再婚，非屬之（法務部97/3/6法律字第
0970005935號函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祖父母﹙外﹚ 

父母﹙養﹚ 

己身及配偶 姊妹/姊妺夫 兄弟/兄弟妻 

子女/媳婦女婿 

內﹙外﹚孫子女/孫媳婦女婿 

前夫﹙妻﹚子女/媳婦女婿 

前夫﹙妻﹚內﹙外﹚孫子女/孫媳婦女婿 

旁系血親
/旁系姻

親 
2親等 

直系血親1親等 

直系血親
/直系姻

親 
2親等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公職人員、第１款及第２款所列人員擔
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
利事業 

營利事業：指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以營
利為目的，具備營業牌號或場所之獨資、合
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之事業﹙施行細則
第2條第2項、所得稅法第1 1條第2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 

本法規範行為態樣—本法第６至１０條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 

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關說請託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
或受其監督機關交易行為之禁止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迴避義務 

本法第６條：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
應即自行迴避 

規範意旨 

為避免公職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參與涉及本
身或一定親屬關係者之利益有關的事件，致
其相關作為或不作為之公正性，引發民眾之
質疑或不信任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利益衝突 

本法第５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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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取利益 

係指獲取「私人利益」，不含獲取「公共
利益」之情形 

含「不法利益」及「合法利益」 

含「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財產上利益—本法第４條第２項 

動產、不動產 

現金、存款、外幣、有價證券 

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 

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
之利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財產上利益 

其他財產上權利 

施行細則第３條第１項：如礦業權、漁業
權、專利權、商標專用權或著作權等權利 

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
之利益 

施行細則第３條第２項：如貴賓卡、會員
證、球員證、招待券或優待券等利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非財產上利益—本法第４條第３項 

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陞遷、調動及
其他人事措施 

其他人事措施 

法務部92/9/22法政字第0920039451號函釋 

對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等非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任用之聘用、約僱等之人事措施，亦屬
相類「任用、陞遷、調動」等人事權運用範
圍，而屬本法規範範疇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迴避種類 
自行迴避—本法第６、１０ 條 

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 

命令迴避—本法第１０條第４項 

公職人員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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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迴避—本法第１２條 

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
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其迴避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自行迴避—本法第１０條第１項 

民意代表，不得參與個人利益相關議案之
審議及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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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務代理人，指各機關依憲法或法令排定順序
代理其職務之人 

所定由職務代理人執行或重新為之者，以該執
行職務之行為依法令規定及其職務性質得代理
者為限﹙施行細則第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自行迴避--本法第１０條第２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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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副知服務機關 

書面報備應記載事項--施行細則第６條 

應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服務機
關及職稱 

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受理報備之機關 

報備日期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自行迴避報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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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申請迴避 

受理申請之機關--本法第１２條  

應迴避者為民意代表時，向各該民意機
關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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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申請迴避 

申請方式--本法施行細則第７條  

口頭申請 

利害關係人以言詞申請公職人員迴避﹙但
仍須釋明其利害關係之所在﹚，受理機關
應作成紀錄，向申請人朗讀或使閱覽，確
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申請迴避 

書面申請--應記載事項 

申請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住居所等人別資料 

被申請迴避公職人員之姓名及其服務機關  

應迴避之事項及理由  

受理申請之機關  

申請日期 

釋明其利害關係之所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申請迴避 
受理機關接受利害關係人申請之處理程序 

對於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受理機關經調查
後應作成決定書，並通知申請人及被申請
迴避之公職人員 

違反迴避義務之效果 
本法第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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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迴避義務 

違反迴避義務之效果 

本法第１６條﹙未自行迴避﹚：違反本法
自行迴避規定者，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１７條﹙拒絕迴避﹚：違反本法命
令迴避及申請迴避規定者，處新臺幣150

萬元以上750萬元以下罰鍰 

本法第１８條：依前二條處罰後再違反者，
連續處罰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假借職權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禁止 

本法第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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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主體 

公職人員 

行為客體 

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假借職權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之禁止 

行為 

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
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違反之效果 

本法第１４條：違反本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
產上利益，應予追繳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關說請託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關說請託圖利之禁止 

本法第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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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主體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行為客體 

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關說請託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關說請託圖利之禁止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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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說、請託 

施行細則第４條：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
體事項之決定或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
執行致有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關說請託圖利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關說請託圖利之禁止 

違反之效果 

本法第１４條：違反本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
產上利益，應予追繳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交易行為之禁止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
或受其監督機關交易行為之禁止 

本法第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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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主體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行為客體 

公職人員執行職務之公正性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交易行為之禁止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
或受其監督機關交易行為之禁止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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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之機關：包含公職人員兼職之機關  

受其監督之機關：依法屬該公職人員職權
所及監督之機關，直接或間接監督均屬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交易行為之禁止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
或受其監督機關交易行為之禁止 

違反之效果 

本法第１５條：違反本條規定者，處該交
易行為金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 

違反本法之其他法律責任 

本法第 ２１條：違反本法規定而涉及其
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違反本法規定者，
除可依本法規定科處罰鍰外，如涉及其
他法律責任﹙如：刑事貪污瀆職責任、
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者，仍應依有關
法律處理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 

違反本法之裁罰機關—本法第１９條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規定應向
監察院申報財產之人員，由監察院為之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及前款以外之公職人員，
由法務部為之 

處分機關公開違法事實—本法第２２條 

依本法罰鍰確定者，由處分機關公開於資訊
網路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 

處分機關公開或刊登應記載事項—施行
細則第１０條 

受處分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受處分人為公
職人員者，並應記載其服務機關、職稱 

處分書之主旨及事實 

處分機關  

處分日期  

其他必要事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 

與其他公務員迴避制度競合時之處理--
本法第１條第２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迴避，除其他法律
另有嚴格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按我國公務員迴避制度規定散見於各種法
律、法規命令及內部規則中，因業務性質
不同，迴避之目的、範圍與違反之法律效
果亦各有不同，本法相較於其他另有嚴格
規定之法律而言為普通法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規定 

公務人員服務法—第１４-１、１７條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２６條 

政府採購法--第１５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３２條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１６條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７條 

行政程序法--第３２、３３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公務人員服務法 

第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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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４條之１：公務員於其離職後３年內，
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５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
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
之股東或顧問。 ﹙旋轉門條款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２６條第１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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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６條第２項：應迴避人員，在各該長官
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政府採購法 

第１５條第１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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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５條第２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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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政府採購法 

第１５條第３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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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５條第４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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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競爭或公共
利益時，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免除之。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３２條：各級學校校長不得任用其配偶
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校職員或命
與其具有各該親屬關係之教師兼任行政職
務。但接任校長前已在職者，屬於經管財
務之職務，應調整其職務或工作；屬於有
任期之職務，得續任至任期屆滿。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公務人員陞遷法 

第１６條：各機關辦理陞遷業務人員，不
得徇私舞弊、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其涉
及本身、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
甄審案，應行迴避。如有違反，視情節予
以懲處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７條第１項：審理保障事件之人員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與提起
保障事件之公務人員有配偶、前配偶、四親
等內血親、三親等內姻親、家長、家屬或曾
有此關係者。二、曾參與該保障事件之行政
處分、管理措施、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或申
訴程序者。三、現為或曾為該保障事件當事
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保障事件，
曾為證人、鑑定人者。五、與該保障事件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者。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公務人員保障法 
第７條第２項：前項迴避，於協助辦理保障
事件人員準用之。 

第７條第３項：前二項人員明知應迴避而不
迴避者，應依法移送懲戒。 

第７條第４項：有關機關副首長兼任保訓會
之委員者，不受第一項第二款迴避規定限制。
但涉及本機關有關保障事件之決定，無表決
權。 

第７條第５項：復審人、再申訴人亦得備具
書狀敘明理由向保訓會申請迴避。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行政程序法 

第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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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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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行政程序法 

第３３條第１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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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３條第２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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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行政程序法 

第３３條第３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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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３條第４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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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內容--相關公務員迴避制度 

行政程序法 

第３３條第５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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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相關案例及實務見解之研析 



《案例１》 

某國民小學辦理年度教師甄選，２位
報名的甄試者中有１人為該國小校長
Ａ的「兒子」Ｂ。Ａ不避瓜田李下之
嫌，親自擔任該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
主席，且主持會議確認其子錄取，Ａ
之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 



《實務見解》 

國小校長甄選「子女」擔任教師案  

 按Ｂ與Ａ間為一親等直系血親關係，係屬本法第３
條第２款規範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Ａ甄選任用Ｂ之行為，係屬本法第４條第３項「有
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公立學校之任用」，且使
Ｂ獲取非財產上利益，構成本法第５條規範之「利
益衝突」情事，惟Ａ並未依本法第６條迴避，而仍
參與甄選任用之，Ａ之行為業已違反本法第１０條
第１及２項規定。 

 法務部乃依本法第１６條處以150萬元之罰鍰。 



《案例２》 

Ａ於擔任某公立國小校長時，僱用其
繼子之配偶Ｂ為學校工友，Ａ之行為
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實務見解》 

國小校長僱用「媳婦」擔任工友案 

 按Ｂ與Ａ間為一親等姻親關係，係屬本法第３條第
１款所規範之公職人員關係人。 

 Ａ僱用Ｂ為工友之行為，係屬本法第４條第３項有
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公立學校之「其他人事措
施」，且使Ｂ獲取非財產上利益，構成本法第５條
規範之「利益衝突」情事，惟Ａ並未依本法第６條
迴避，而仍批示僱用，Ａ之行為業已違反本法第１
０條第１及２項規定。 

 法務部乃依本法第１６條處以100萬元之罰鍰。 



《案例３》 

某鄉鄉長Ａ於其任內僱用其「女兒」
Ｂ擔任該鄉鄉立托兒所之工友乙職，
Ａ之行為業已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規定，惟Ａ可否以不知本法有處
罰之規定，作為免責之抗辯？  



《實務見解》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責任條件  

 法務部94年4月13日法政決字第0930040451號函 

 公職人員只須知悉被進用者係其關係人，該職位之任用
為其職權所能決定，而仍決意任用其關係人為該特定職
位，未迴避職務行使等「事實」已足，即已違反本法規
定。至於公職人員不知悉此種情形屬「利益衝突」，甚
至不知本法有處罰之規定，皆與故意之成立無涉，不得
作為免責之抗辯。 

 所謂「知」有利益衝突或迴避義務者，係指知悉「構成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處罰或迴避義務之基礎事實」
而言，並非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處罰規定」
本身。 



《案例４》 

某機關幕僚長Ａ透過勞務外包得標廠
商﹙如：人力派遣公司﹚僱用其「兒
子」Ｂ，並派遣Ｂ至Ａ服務機關擔任
文書工作人員，此是否屬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４條第３項所稱「其
他人事措施」？ 



《實務見解》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非財產上利益 

 法務部97年3月5日法政決字第0970003714號函 

 要派機關雖與被派遣人員間並無直接聘僱關係，然
要派機關對人力派遣公司所派遣之人員具最後准否
錄用權，且被派遣人員如表現不符需求，要派機關
尚得隨時要求人力派遣公司更換之，足見此乃相類
任用、陞遷、調動等人事權運用範圍，揆諸前開法
律及函釋，被派遣人員至機關任職，亦屬本法第４
條第３項所稱「其他人事措施」。 



《案例５》 

某委員會之勞務外包得標廠商Ｃ，僱
用該委員會委員Ａ之「姊夫」Ｂ，並
派遣Ｂ擔任該會之公務駕駛人力，負
責駕駛Ａ之座車，Ａ之行為是否違反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實務見解》 

委員會委員之「姊夫」受僱擔任駕駛案  

 按Ｂ與Ａ間為二親等旁系姻親關係，係屬本法第３
條第２款規範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委員Ａ服務機關之勞務外包得標廠商Ｃ，僱用Ｂ至
該機關擔任委員Ａ駕駛之行為，係屬本法第４條第
３項所稱「其他人事措施」，而使Ｂ獲取非財產上
利益，經查Ａ之行為業已違反本法第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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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 



《案例６》 

某機關採購單位主管Ａ，要求受其監
督履約之得標廠商僱用其「小姨子」
Ｂ於該廠商之公司擔任會計工作，Ａ
之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 



《實務見解》 

採購單位主管要求廠商僱用「小姨子」案  

 按Ｂ與Ａ間為二親等旁系姻親關係，係屬本法第３
條第２款規範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Ａ要求與機關有契約關係並受其監督履約之得標廠
商僱用Ｂ之行為，將使Ｂ間接獲取財產上利益，核
Ａ之行為應有構成本法第７條規範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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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虞，而應依本法第１４條應規定處
以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益，
應予追繳。 



《案例７》 

甲公司副總經理Ｂ為某直轄市市長Ａ之
「胞姊」，則甲公司及其子公司參與該
市市立醫院辦理之「藥品」採購招標案，
並順利得標之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 



《實務見解》 

市長「胞姊之公司」參與採購得標案  

 按甲公司副總經理Ｂ與某直轄市市長Ａ間為二親等
旁系血親關係，故甲公司係屬本法第３條第４款規
範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則甲公司及其子公司參與受該市長監督之所屬機關
辦理之藥品採購招標案並順利得標之行為，業已違
反本法第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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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規定。 

 法務部乃依本法第１５條處以甲公司及其子公司交
易金額1億4千餘萬元（契約總價金）１倍之罰鍰。  



《案例８》  
Ａ於擔任鄉長時，常於其「配偶」Ｂ
所開設之海鮮餐廳召開鄉務會議，事
後並以鄉公所公費報帳，總金額達39

萬4,150元，Ａ之行為是否違反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實務見解》 

鄉長於「配偶」開設餐廳召開鄉務會議案  

 按Ｂ為鄉長Ａ之配偶，係屬本法第３條第１款規範
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Ａ於Ｂ開設之餐廳召開鄉務會議之作為，直接使Ｂ
獲取財產上利益，構成本法第５條規範之「利益衝
突」情事，惟Ａ並未依本法第６條迴避，而仍批准
到該餐廳消費，Ａ之行為業已違反本法第１０條第
１及２項規定。 

 監察院乃依本法第１６條處以100萬元之罰鍰。 

 Ｂ之餐廳若屬本法規範之營利事業，則仍有第９條
之適用。 



《案例９》 

地方機關新任首長Ａ就職後，發現就
職前該機關某工程招標案得標廠商之
負責人Ｂ為其胞兄，此是否違反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實務見解》 

機關首長就職前之採購招標迴避案 

 地方機關首長就職前，ＡＢ兩人尚非本法所稱「公
職人員」與「關係人」，自無本法第９條禁止交易
規定適用之餘地。 

 惟新任首長就職後，就與得標廠商負責人為Ｂ所締
結之契約相關履行事宜（如驗收、付工程款等）應
行迴避。蓋此時因首長職務之執行，仍得直接或間
接使其關係人（即得標廠商）獲得財產上利益。
（法務部95年3月21日法政決字第0950007174號函
釋） 



《案例１０》 

某縣議會議員Ａ擔任負責人之甲公司
參與該縣政府之縣立小學校舍改建工
程採購案之招標，並順利得標之行為
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實務見解》 

縣議員之公司參與縣政府採購得標案 

 按縣議員Ａ擔任負責人之甲公司，係屬本法第３條
第４款規範之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復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縣議會議員得議決及審議
縣政府之預（決）算及施政作為，故縣政府係受縣
議員監督之機關。（法務部93年11月18日法政決字
第0930039345號函釋） 

 另查縣立學校其法律性質係屬公營造物，本身不具
有獨立地位或法人資格，係屬縣市政府之一部份，
故甲公司參與校舍改建工程採購得標之行為，業已
違反本法第９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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