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有 A4 腰，她在魚工廠長大，聽政風室

卿華主任訴說她的故事……P6 

廢衣櫃撿到金飾 

價值 50萬！ 
 

新莊區清潔隊許省通、郭佳宜某天在執

行大型廢棄傢俱清運勤務時碰到了這樣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P1 

童話故事真實版－ 

青蛙變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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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動向 

廉政署正著手研修「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廉政「囧」新聞現正熱映中 

開口契約案件意見交流座談會 

廉政脫口秀首次登場啦！ 

APEC 強化貪污案件揭弊保護措施交流工作坊 

不可以~~~你這樣是

違法的! 

測測眼力好不好

廉政小百科  ：

……P10 
……P13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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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局長劉和然(左 4)特別表揚許省通(右 4)等 

26 位清潔隊同仁廉潔表現及熱忱積極處理態度 

106 年第 1 季新北市清潔隊員拾金不昧、找回民眾失物、拒收饋贈合計 115 萬， 5 月 2日

上午環保局長劉和然特別公開表揚拾金不昧、為民服務找回失物的 26位清潔隊同仁，以及

拒收餽贈的 11個清潔隊。 

 

垃圾變成黃金，那是新北市黃金資收站。 

垃圾中有黃金，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根據 PTT 統計，「清、丟垃圾」名列鄉民最

討厭做的家事之一，但如果垃圾中可以發現

黃金，那可就難說了。而新莊區清潔隊許省

通、郭佳宜某天在執行大型傢俱清運勤務時

就碰到了「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途中意外發

現已收運上車的報廢衣櫃裡面，在機具的夾

壓下，破碎的抽屜內突然掉出了價值不菲的

金飾、珠寶、鈔票，還有存摺、印鑑等。 

人家書中有黃金屋，新北連垃圾中都有黃金 

  「那個時候真的是驚呆了！」許省通回憶那時刻，「一大疊白花花的鈔票就這樣跑出來，還

有金子呀、珠寶呀，哇賽，這不少錢也。」郭佳宜趕快叫許省通停止破碎，並依照 SOP 處理

流程，立即電話告知長官發現遺失財物，並將財物清點數量後送至派出所。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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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主林姓婦人(中)與許省通、郭佳宜合影表達感謝 

佳宜：失主一定很擔心。 

  郭佳宜表示，那時候只想到要趕快交回給失

主，畢竟那些東西除了經濟價值外，更具有紀

念意義，尤其是那堆金飾、珠寶，還有項鍊、

領帶夾、長命鎖等，每樣東西背後肯定都有個

故事回憶，失主一定很擔心。 

  隊本部得知後，趕緊派人搜尋聯絡當日回收

大型傢俱路線上的預約清運民眾，而恰巧失主

林姓婦人也在這時候主動來電，心急如焚的表

示自己搬家時誤將價值不斐的財物連同廢棄

的衣櫃、廚具一併丟棄，想起時衣櫃已由清潔

隊收運清除，不知道還找不找的回來。 

  當告知遺失物已經找到時，電話另一頭的林

姓婦人明顯鬆了口氣，隨即前往派出所招領。

看到失而復得的財物，林姓婦人終於放下心中

的大石，不斷感謝隊員的幫忙，更準備小紅包

表達感謝，這時，郭佳宜、許省通立刻婉拒，

並表示只要能夠物歸原主，再辛苦都值得。 

                                           佳宜：腳踏實地付出，賺到的才是自己的 

  現年 59 歲的郭佳宜並非出自富裕家庭，

身為單親媽媽的她，獨力拉拔 2個孩子長大，

非常辛苦，但她個性開朗活潑、心地善良耿

直，從事清潔隊的工作將近 20 年，年輕時

曾經在工地綁過鋼筋，付出極大的體力和汗

水，也瞭解唯有腳踏實地付出，賺到的才是

自己的。因此她最重視的就是小孩的品德，

拾金不昧對她們家來說天經地義，「即便是

撿到 1 元，也不是自己的」綽號大姊的郭佳

宜回應的豪邁。 

省通：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親愛的家人 

  發現遺失物的許省通，外表憨厚老實、講話有些靦腆，加入清潔隊也有 12 年，之前曾擔任

送貨員的他，還有一個身分是即將成為 4 個孩子的爸，面對這項比清潔隊還大的挑戰，許省通

依舊帶著靦腆的說：「這就是幸福啦！」，平常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親愛的家人，也期待孩子日

後以他為榜樣，腳踏實地、誠實做人，但內心也小小希望，小孩的未來不要像他一樣那麼辛苦。

許省通、郭佳宜 2 人一組合作無間、默契極佳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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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的男人最帥，許省通是最好的代言人 

郭佳宜堪稱是新莊清潔隊的神力女超人 

再多的垃圾、再小的碎屑，都是我們的責任 

新北市清潔隊人力與臺北市相差 6.4 倍 

  隨著市府升格以來，人口持續增加，相對

清潔工作也日益繁重，依據去年的統計資料，

新北市幅員廣達 2,053 平方公里、人口逼近

400 萬，平均每名清潔隊員須服務 700 多位

市民，換算下來，平均每平方公里僅 2.7 名

隊員，與臺北市的 17.3 名，相差近 6.4 倍。

肩骨痠痛、手肘變形等職業傷害是人人皆有

的「徽章」，年事漸高的隊員更是逐漸不堪

負荷，此外清潔隊不僅要習慣惡臭環境，更

要承受高溫炎熱，也很難吸引年輕人加入這

個行列，目前隊員除了普遍高齡化外，更有

不少單親父母、新住民、原住民、身心障礙

者等，多數學歷較低、家境較為困苦。 

晴天、雨天，天天都是我的出勤天 

  許省通表示，做清潔隊真的很累，除了垃

圾的異味在所難免外，還要能夠耐重，處理

大型家具、樹幹都是稀鬆平常，時時刻刻都

充滿危險性，曾經有數據顯示清潔隊員受傷

的機率比警察、軍人還要高。此外，出勤不

分晴天、雨天，無論是梅雨季、颱風季、寒

流，天天都要使命必達。 

颱風過境，依然能夠看到我們的背影 

  許省通最有印象的是有一次颱風過境，新

莊到處都是路樹倒塌、鐵皮招牌亂飛佔據整

個車道，不但造成交通中斷，更影響市民安

危，連警車都趕來封路，那天緊急出勤的時

候還是風大雨大的，不僅路面淹水，連佳宜

大姐都被風吹到差點跌倒，「現在想想真的

是很危險」許省通心有餘悸的說，「不過那

時候只想到要趕快清除，哪顧慮的到自身安

全。我們的辛苦可以讓市容恢復整潔、市民

安全健康，那就值得了。」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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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長吳秋全(中)、隊員郭佳宜、許省通 

任務完成，準備航向下一個偉大的航道 

謹守本分、保持廉潔 

  新莊區清潔隊長吳秋全說，清潔隊工作

辛苦，不分天氣好壞都要出勤，每一位同

仁都很認真、努力，這次隊員面對如此巨

大的誘惑仍然能夠謹守本分、保持廉潔，

非常的令人感動，特別是清運大型垃圾都

是 2 人一組，即便是私吞也是神不知鬼不

覺，能夠毫無遲疑的依據流程處理，足堪

表率，新莊區清潔隊全體都以他們為榮。 

從清晨到凌晨，24 小時不間斷 

  新莊區清潔隊將近 400 多人，業務多如牛

毛，不只有單純的跟垃圾車收垃圾，還有資

源回收、掃地、消毒、清溝等，尤其過年前

後、颱風天，從清晨加班到凌晨都是家常便

飯。「我常說哪天如果 24 小時都想要找人聊

天的話，就打到清潔隊就好。」吳秋全有些

苦笑的回應。 

 

能夠服務民眾就是福份 

  不過吳秋全說，服務市民不僅僅是工作，

更是一種福份，清潔隊的工作全年無休，就

算是難得團聚的除夕夜當晚也要派人留守，

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隊員們自己知道，但「人

在公門好修行」，唯有懂得知足感恩和惜福，

才能繼續創造更多的福份，讓整個社會、全

體新北市民都能享有更大的福報。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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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員，謝謝你們！ 

政風室於清潔隊車輛宣導廉潔、反賄選 

政風室辦理廉政法規教育訓練 

拒收紅包，以微笑代替鼓勵、以謝謝代替掌聲 

  臺灣人情味濃厚，民眾總習慣在民俗節慶

期間分送紅包、禮品給幫助過自己的人，慰

勞一整年的辛苦，對於清潔隊員也不吝嗇。

對此，環保局表示，其實市府推動清運垃圾

拒收紅包多年，但熱情的民眾不減，去年統

計仍有無法退還之紅包及禮券計 2 萬 7,320

元，均由市府名義分別轉捐贈予「新北市社

會救濟會報專戶」及社會局實物銀行等，以

幫助弱勢家庭及民眾，化小愛為大愛。 

廉政治理從「心」做起 

  環保局政風室主任張文山說，廉政治理從

「心」做起，其實廉潔很簡單，就是擺脫人

性的「貪」念，政風室非常肯定清潔隊員們

的拾金不昧及拒收餽贈行為，為了鼓勵隊員

精神可嘉，除建請首長給予實質獎勵外，並

於擴大隊長會報時間公開表揚同仁。平時，

政風室也會舉辦各式法紀教育及廉政宣導，

像去年就辦理廉政服務法規宣導 7 個場次、

1,400 餘人次，同時針對各業務單位屬性不

同，按月規劃「廉政好好話」，以淺顯易懂

的案例提醒同仁避免誤觸法網。 

 
心中沒有貪念，就沒有貪汙的可能 

  後來，許省通、郭佳宜得知那筆遺失物價

值精算一下竟然高達 5、60 萬，可說是打破

了隊史的紀錄，兩人半開玩笑說，這真的是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以清潔隊員平均 3 萬

多元的薪資計算，這相當於一整年的薪水。

不過兩人認為拾金不昧是本分，既然進了公

家這一行，最大的願望就是安穩的工作，不

該是自己的財物不要貪圖，「人只要心中沒有

貪念，就不會想要把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

就沒有貪汙的可能」。 

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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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頭：A4 腰的青蛙 

在挑選這期人物專訪前，就耳聞政風界有位活跳跳的「青蛙主任」；基於專業編輯的職責，採

訪前還特別打聽旁人對她的印象。 

「步調超快，很積極。甚至只要聽到急促的高跟鞋聲就知道主任來了」O 同仁摸著下巴說。 

「青蛙主任好時尚好會打扮喔！」一位妹妹眼睛閃著崇拜說。 

很少聽到這樣的形容詞會出現在嚴肅、一絲不苟的政風同仁身上，使筆者也燃起好奇心。終於

到了採訪當日，在會客室裡聽到由遠而近傳來的高跟鞋聲，就知道：她、來、了。 

第一眼見到她和傳聞沒有什麼不同，親切的微笑，不說話時氣質優雅像個公主。但尚陶醉在幻

想時，她突然豪邁跳起肚皮舞，露出不成比例的 A4 腰。 

「咳咳～卿華主任，不好意思～這可是政府機關刊物，請嚴肅些好嗎」？ 

筆者深怕逾越界限，只見她冒出：「為了增進可讀率，什麼我都願意做，剛才那樣算梗嗎？」。

幻想頓時幻滅，令人語塞，訪談就在無厘頭的狀況下展開…..。 

文、攝影─鶯歌區公所政風室主任何卿華、政風處科員鄭書欣 

人物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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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拍照時，卿華主任特別展現同事送的娃娃，並

邀請公所同仁一起入鏡，由他們互動中可以知道主

任私底下開朗活潑，人緣非常好。 

 

 

 

 

 

在魚工廠長大的童年－永難忘懷的剝皮魚歌 

「哈哈，叫青蛙就好了！不過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右耳全聾，換個座位聽話比較不會吃力，可

以嗎？」她淡定且直接表達要求，令人有些吃驚，因為亮麗的外表和敏捷的動作，很難和耳聾

做聯想。 

青蛙主任是長女，從小在窮漁村長大的她，還有四個手足；家庭經濟重擔可想而知，談起她對

童年的回憶，居然是在魚工廠打零工的日子。 

「在上小學前我就跟奶奶一塊去啦，之後幾

乎所有的假日都在那過！鐵皮搭建的工廠，

夏熱冬冷，每天都得處理好幾座像小山般的

剝皮魚堆，奶奶負責剁頭，我接力用手撕皮，

還會把當時很流行的福祿壽健兒寶廣告、卡

通主題曲，改編成剝皮歌，一邊唱一邊工作。

涮！涮！不到幾秒魚肉就能漂亮分離，連奶

奶都被我激勵到愈剁愈快，只要我們一聯手

總能多賺個幾百塊。 

但魚工廠是個臭到令人皺眉的地方，好幾公

里外能聞到腐敗的濃臭，大人或外地人都能

閃則閃，但還是小孩子的我卻很耐坐，也能

用一些自己覺得很好玩的方式去面對現實，

現在回想，這還真是老天爺送我的禮物。」 

 

人物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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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生演成喜劇－結局還要大喊四個字 

「你知道伊藤潤二有本漫畫叫做『漩渦』嗎？」～青蛙主

任又丟給我這天馬行空的問題。 

「知道」筆者回答 

「嗯，那你應該比較容易想像眩暈發生時的情景」青蛙主

任說。 

「我記得第一次眩暈的時候，天與地都不停旋轉，只能不

斷地吐；張眼也吐，閉眼也吐；之後就是與這個症狀共存。

頻繁的眩暈會讓人喪志。曾經有次候診時，有位患者和我

分享：她說眩暈像不定時炸彈，發作時讓她覺得像個廢人，

生病好苦，很想自我了斷。聊著聊著我們都哭了，只有親身經歷才懂。不過既然碰到了，就只

能面對。」 

「在確診右耳神經已經壞死而且全聾後，我決定做迷路手術。12 年前這算大手術吧？醫生說

約 7 到 10 天才能下床，之後還要復健。」 

「我算了一下住院和開刀錢（當時我沒有任何保險），就找了當時放暑假的弟弟來照顧我，要

他騙媽媽去參加學校旅行。我完全隱瞞父母眩暈和手術的事，畢竟他們壓力已經很大了。但這

種粗糙又天真的謊言，還是被我媽發現。當開刀完，麻藥逐漸退的時候，沒有包紗布的那隻耳

朵居然聽到媽媽的哭聲及自責的言語，她當時應該很震驚吧！ 

老實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怪什麼，當下只想到完蛋了，會害弟弟被媽媽罵死，還有要交待弟

弟記得幫媽媽訂便當（笑～）。」 

住院的時候，我一直想起在魚工廠的童年，那股清晰的魚臭和把「霹靂貓」改成「剝皮魚」的

旋律片段；我也一直想著「思考致富聖經」的內容，創造出隱形天使加油團，不斷和自己說：

「只有忘掉常人的設限，才能夠突破身體的障礙。」 

卿華主任熱於嘗試各項活動，平常下班後經常練習瑜珈及肚皮舞。 

 

 

 

 

 

人物專欄 



9 
 

我盡量克服下床就頭暈的恐懼，從站 1 秒，慢慢鼓勵自己站 5 秒；手術第 3 天的時候我就要求

自己扶著牆壁去上廁所。主治醫生來巡房時，高興的不得了，他覺得手術很成功，可以開記者

會，還問我是否願意受訪。我不僅拒絕還吵著要出院，這樣才能省錢（編按：這真的不要學，

生病要好好休息）。 

之後就很努力依照醫生的指示做復健，從緩慢轉動眼睛開始，到逐漸能走路，甚至多年後可以

跳舞。當然至今還是有耳鳴和偶爾眩暈的後遺症，只不過就像童年的經驗一樣-「用自己覺得

很好玩的方法，去面對現實。」 

年輕的時候在貧窮和疾病中成長，現在非常珍惜健康和能工作的日子。人生的劇本要怎麼寫，

決定在自己手上，我最愛看喜劇，能在自己寫的劇本裡，全力以赴演出，結束時能說出：「此

生圓滿，這是最棒的結尾！當然，能夠不要頭暈，正常走路也好幸福哦，只是身為政風的職業

病，下意識還是會觀察道路鋪面啦！哈哈哈。」她眨著眼，俏皮地說。 

採訪後記：-獻給青蛙公主 

看著青蛙主任光鮮的外表與自信，很難與她

的童年做聯想。但不免也好奇，熱閙的氛圍

似乎與政風形象不符，不知她對於這份工作

有何感言呢？當筆者提問，只見青蛙主任神

情頓時嚴肅起來。 

「嗯，不管是不是做政風，職場本來就要不

斷精進才能與時俱進。這份工作屬性確實比

較特殊，例如輪調制，更要訓練自己的抗壓性和溝通力，才能夠融入不同的環境，甚至得花費

很多時間學習各領域的專業，查案的時候才會比較精確，工作很有挑戰性，挫折難免，但坦白

說，經歷過風霜的植物，在春夏到來時，顏色也特別繽紛，交織的洗禮才能造就更有味的人生，

不是嗎？」她緩緩道。 

雖然採訪開場是這麼無厘頭，曾讓筆者硬生生地把公主二字吞回，但言談中所散發出來的能量，

卻讓她閃閃發光，也讓筆者感受到在她瘦小身軀下對工作的熱忱與堅毅，謝謝您，青蛙公主。 

 

 

 

 

 

 

何卿華小檔案： 

現職：鶯歌區公所政風室主任 

受訓期別：法務部政風班 21 期 

人物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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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喜酒、謝師宴，您參加，不參加？ 

許多在公務機關或公立學校服務的同仁及教師不免產生疑問：這些場合可以參加嗎？如果參加

了，廉政倫理規範有沒有什麼限制？ 

結婚禮金只能包 3,000 元？ 

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公務員不可以參加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舉辦的活動、也不可

以收受與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贈送的賀禮。 

但是法不外乎人情，廉政倫理規範當然也考量到「人情味」，因此例外的規定：因「訂婚、結

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等所舉辦之活動」，在偶發且不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

虞的前提下，公務人員還是可以參加喜宴，一起共襄盛舉祝賀新人，但是要注意不能超過「正

常社交禮俗標準」，所以才產生了禮金、紅包上限 3,000 元這樣的說法。 

老師，您要出席謝師宴嗎？ 

廉政署表示「尊師重道」是優良傳統文化，廉政

倫理規範並沒有禁止謝師宴，但是要注意「餐敘

場所、與會出席人士以及用餐金額」。有關用餐金

額以「謝師宴個別學生所支費用不超過現行規定

之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新臺幣 3,000 元」。 

但是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授權各機關可以依據需

求再訂定更嚴格的規範，我們新北市其實有更嚴

格的規定喔！，將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區分為「受

贈財物：市價不超過新臺幣 3,000 元」，以及「飲

宴應酬：個人費用未超過市價 1,500 元」，因此謝

師宴個人費用應限縮在 1,500 元以內。 

廉政署正著手研修「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法務部廉政署近年不斷收到各種反應，包含：3,000 元是奇數，在婚宴場合不適合、中低

價位餐廳選擇不易等等。目前尚在蒐集各界的建議，研修方向包括強調公務員婚、喪、喜、慶

得收受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之禮金，並限於「公務員間」、「師生間」等非廠商或受補助之

團體，婚、喪、喜、慶活動，使規範更為明確、易懂。 

    未來廉政倫理規範所規定的「價碼」會不會因應目前市場行情、區域性差異而調整，讓大

家有更多的裁量空間，讓我們一起期待草案提出以及修正後的結果。 

廉政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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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囧」新聞現正熱映中！ 

    為提醒同仁開口契約流程相關注意事項，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特別製作創意宣導短片「廉政

囧新聞」，希望劇情內容能以生活化、口語化的方式去呈現，讓民眾也能重視開口契約案件執

行，共同為政府把關公共工程品質。 

     影片內容不僅運用主播播報新聞的方式，並搭配

kuso 的旁白配音呈現開口契約常見缺失態樣。本片均由

政風同仁利用公餘時間拍攝，希望能以詼諧之宣導方式，

加強承辦人員廉政知能，讓各地方鄉、鎮、區公所皆能

提升開口契約案件執行效能，以回應民眾對於政府的期

待。 

    

 
 

傾聽基層民意心聲－開口契約案件意見交流座談會 

  新北市政府政風處於 106 年 6 月 14 日舉辦開口契約案件意見交流座談會，與會人員包

含 84 名新北市各區公所承辦開口契約案件同仁及合作廠商。本次專題講座由新北市政府養護

工程處總工程司林昆虎講授「開口契約採購案件實例解析探討」，並邀請到法務部廉政署專門

委員紀嘉真及台灣透明組織協會副執行長廖興中，回應現場提問者目前執行的困境及相關建議，

現場互動氣氛熱烈。 

廉政活動訊息 

有興趣之同仁或民眾，請上 YouTube 網站搜尋「廉政囧新聞」觀賞劇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ciy88b6Ubg 

廉政動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ciy88b6U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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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脫口秀首次登場啦！ 

  為深化同仁對於工程倫理及相關採購規定之反貪知能，新北市政府政風處特別拍攝「廉政

脫口秀」短片，希望藉由脫口秀演員卓越的幽默表演方式，將生硬的工程採購違失內容，轉化

成一般民眾都能接受的語言及觀念。 

  片中敘述一個脫口秀演員講述在跟政

府機關合作的過程中，遇見讓自己驚為天人、

一見傾心的公務人員，於是熱烈展開她的溫

情攻勢，但在兩人的相處過程中卻處處碰到

軟釘子，她發現公務人員有太多原則及紀律

必須遵守，使得兩人關係無法再有更進一步

的發展，所以她決定改變追男策略，改採甜

蜜請益的方式，請這位公務人員好好教導她

關於反貪的正確知識...... 

   

 

 

APEC 強化貪污案件揭弊保護措施交流工作坊 

    法務部廉政署與巴布亞紐幾內亞聯名倡議，向 APEC 申請補助在臺舉辦為期 2 日之「APEC

強化貪污案件揭弊者保護措施交流工作坊」，已於 106 年 7 月 20 日圓滿落幕。本次工作坊計

有來自智利、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巴布亞紐幾內亞、新加坡、泰

國、美國、越南等 13 個 APEC 經濟體、國內外專家學者 13 人、跨國企業、金融機構、風險

稽核公司、司法實務人員等總計近百人踴躍參與。 

     揭弊者是一個橫跨公部門與私部門的

議題，因此法務部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希望透

過本次工作坊，分別安排「公部門揭弊者保

護」、「私部門揭弊者保護」、「各經濟體經驗

分享」、「APEC揭弊者保護合作機制與發展」，

以及「APEC 揭弊者保護指導原則起草」等

五個場次進行討論，期能提出可行的各經濟

體合作機制，並且訂定「APEC 揭弊者保護

指導原則」。 

有興趣之同仁或民眾，請上 YouTube 網站觀賞劇情

https://youtu.be/P8k1R9B20Yo  
 

You 

Tube 

廉政動向 

https://youtu.be/P8k1R9B20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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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百科： 

不可以~~~你這樣

是違法的! 

輕鬆小品 

P1 

P2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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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6,000 萬元以下罰金：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 213 條： 

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輕鬆小品 

P4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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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 B 圖圈出 8 個與 A 圖不同之處 

題目：圖為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故事集第 3 集 
 

 

 

 

 

 

 

 

 

 

 

 

 

 

解答：好棒！恭喜你都找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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