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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廉政廉政廉政廉政法令及活動法令及活動法令及活動法令及活動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一一一一、、、、「「「「科技誠信躍升科技誠信躍升科技誠信躍升科技誠信躍升    企業服務啟航企業服務啟航企業服務啟航企業服務啟航」」」」    

            「「「「2022202220222022 科技產業誠信治理與營科技產業誠信治理與營科技產業誠信治理與營科技產業誠信治理與營

業秘密保護高峰論壇業秘密保護高峰論壇業秘密保護高峰論壇業秘密保護高峰論壇」」」」    

為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對

於私部門反貪腐之重視，法務部持

續深化公私部門交流，倡議企業誠

信及法令遵循，以凝聚公、私部門

共識，進一步建立反貪腐夥伴關

係，提升我國企業之國際競爭力。

法務部與科技部、經濟部於 111 年 7

月 19 日舉辦「2022 科技產業誠信治

理與營業秘密保護高峰論壇」，開展

科技部「企業服務廉政平臺」聯繫

網絡的第一步。 

論壇由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及科

技部陳宗權次長連袂致詞揭開序

幕，接續由微軟全球助理法務長暨

臺灣微軟公共暨法律事務部施立成

總經理 (兼臺灣美國商會會長)、臺

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謝福

源副法務長、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呂象吾主任檢察官及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林志潔特聘教授，分別就「企

業誠信治理」及「營業秘密保護」

等面向進行專題演講。 隨後由法務

部廉政署莊榮松署長主持座談，邀

請法務部調查局王俊力局長、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洪淑敏局長、臺灣新

竹地方檢察署張介欽檢察長、林志

潔特聘教授及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宿文堂法務長等產、官、學界代

表，針對「誠信治理」、「圖利與便

民區辨」、「營業秘密」及「國家安

全」等議題，進行跨域研討交流。 

本論壇在新竹科學園區內舉

辦，彰顯公部門積極建立公私協力

夥伴關係，以凝聚力量與共識。未

來廉政署將持續結合各主管機關以

跨域合作網絡模式，共同推動企業

服務工作，讓各界有感，達成國家

與企業的永續發展雙贏。 

 

二二二二、、、、臺灣率先全球臺灣率先全球臺灣率先全球臺灣率先全球    公布聯合國反貪公布聯合國反貪公布聯合國反貪公布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8888 月登場月登場月登場月登場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

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於 111 年 8 月 30

日登場，這次邀請來自秘魯、美國、

紐西蘭、韓國及澳洲共 5 位國際專

家，協助審查這次的國家報告，行

政院院長蘇貞昌也率領包括政務委

員羅秉成、主辦機關法務部部長蔡

清祥等各部會首長，向不畏疫情和

不遠千里而來的專家們親自致謝。 

    蘇院長致詞時表示，臺灣雖不

是聯合國會員國，仍願意對國際展

現反貪腐決心，唯有落實反貪腐，

政府才有行政效率、司法正義，讓

人民感受公平和溫暖。因此他相當

感謝審查委員們在第一次審查的肯

定和建議，臺灣政府將持續透過法

制修改、機關設置、政策訂定及預

算分配等行動，展現用廉能接軌國

際、立足世界的決心。 

   蘇院長指出，2022 年國際透明組

織公布的 2021 年全球「清廉印象指

數」（CPI），臺灣獲得第 25 名的成

績，但臺灣政府不會以此自滿，期

待藉由這次審查會議，借重審查委

員的國際視野和寶貴經驗，讓不足

之處再能精進，也讓國際社會看見

臺灣反貪腐的努力與進展。 

    這次國際審查委員會主席 Ugaz

也肯定臺灣反貪腐表現，認為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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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聯合國正式成員，卻願意採取最

高標準，自主遵守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可見政府的高度決心，且與學

界、公民社會互動下，反貪成果更

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締約國。 

 

貳貳貳貳、、、、    本會廉政消息本會廉政消息本會廉政消息本會廉政消息    
    

一一一一、、、、本本本本會會會會 1111111111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機關安全維護講機關安全維護講機關安全維護講機關安全維護講

習習習習圓滿完成圓滿完成圓滿完成圓滿完成    

                因應行政院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經國土安全辦公室視為基礎關鍵設

施，大樓內各辦公處所、資訊設備

等都需要特別注意與重視相關辦公

安全，本會政風室特針此一特殊狀

況於 111 年度機關安全維護講習設

計特殊的課程，特邀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講授：「爆裂物之識別與

防處」及協助法務部調查局、廉政

署及警政署之講座郁沅錦講師講

授：「反偷拍、反針孔理論及實務介

紹」之專題演講與實務示範過程圓

滿成功。 

    
參參參參、、、、    廉政貪瀆廉政貪瀆廉政貪瀆廉政貪瀆及陽光法案案及陽光法案案及陽光法案案及陽光法案案例例例例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一一一一、、、、核發遊艇駕駛執照弊案核發遊艇駕駛執照弊案核發遊艇駕駛執照弊案核發遊艇駕駛執照弊案    

                                                                        ((((資料來源廉政署資料來源廉政署資料來源廉政署資料來源廉政署))))    

技佐甲服務於交通部航港局某

航務中心（101 年組改前身為交通部

某港務局），自 90 年開始負責遊艇

及動力小船駕駛執照核、換（補）

發與相關規費 收取等業務，也因長

期承辦該項業務，與相關駕訓班業

者熟識，且深知機關用以製證之作

業系統未建立檢核機制，亦未控管

空白駕駛執照，自 97 年起陸續透過

中間人介紹或民眾間口耳相傳，利

用上開漏洞，以每件收取新臺幣（下

同）3,000 元至 10,000 元不等之代

價，核發不實之駕駛執照予未曾參

加測驗或參加測驗未取得合格成績

之民眾；另對於部分駕照有效期屆

滿民眾申請換照，明知依規定應檢

附體格檢查證明書及申請書，卻向

民眾佯稱只要提供身分證件影本、

照片、原駕駛執照影本及規費 400

元，即可辦理換照，再私下於製證

作業系統製作不實駕照交付民眾，

並將所獲每筆400元規費占為己有。   

全案經偵查終結，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以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等

罪嫌提起公訴，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0 年 5 月 18 日一審判決，相關涉

案民眾高達 17 人，涉犯貪污治罪條

例第 11 條第 4項、第 1項之違背職

務交付賄賂罪等罪;甲涉犯貪污治

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違背職

務收受賄賂罪等罪，應執行有期徒

刑 9年 10 月，褫奪公權 8年，犯罪

不法 所得 9萬 8,000 元全數沒收，

續經上訴，經最高法院於 111 年 3

月 31 日駁回上訴定讞，應執行有期 

徒刑 9 年 2 月，褫奪公權 8 年，其

犯罪所得 10 萬 8,000 元全數繳回。 

 

二二二二、、、、公職人員擔任考績會委員未迴公職人員擔任考績會委員未迴公職人員擔任考績會委員未迴公職人員擔任考績會委員未迴

避遭裁罰案避遭裁罰案避遭裁罰案避遭裁罰案((((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廉政署廉政署廉政署廉政署))))    

    黃○○自民國 98年 7月 1日起

至 106 年 1月 15 日止，擔任高雄市

立○○醫院（下稱○○醫院）總務

室主任，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下稱迴避法）第 2 條所定之公

職人員。黃員之女洪○○自 102 年

10 月間起，於同醫院擔任契約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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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為迴避法第 3 條第 2 款所定公

職人員之關係人。 

    又黃員為該醫院 103 年度考績

委員會（下稱系爭考績委員會）考

績委員，其於 103 年 12 月 25 日參

與系爭考績委員會第 6 次會議（下

稱 A會議），審核該院 103 年人事費

契約人員年終考核審議案（下稱 A

議案），決議不包含洪○○在內之 17

人，建議由乙等 79 分改為甲等 80

分，其餘包含洪○○在內人員之考

績初核等次分數經審議同單位主管

原初評之等第分數。黃員復於 103

年 12 月 26 日參與系爭考績委員會

第 7次會議（下稱 B會議），審核該

院 103 年人事費契約人員年終考核

復議案（下稱 B議案），決議不包含

洪○○在內之 7 人，由乙等 79 分改

為甲等 80 分，所餘包含洪○○在內

人員之考績初核等次分數經審議同

單位主管原初評之等第分數。 

    廉政署於 106年11月3日以黃

員未迴避 A、B 議案，使洪○○103

年度年終考績評核為甲等，並依高

雄市市立醫院醫務契約人員管理要

點第31點規定獲得甲等考核獎金之

利益，違反行為時迴避法第 6 條、

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第 16

條、行政罰法第 8條但書、第 18 條

第 3項規定，遭裁處罰鍰 34 萬元。 

    

肆肆肆肆、、、、    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    
    

一一一一、、、、請注意近期詐騙集團假冒請注意近期詐騙集團假冒請注意近期詐騙集團假冒請注意近期詐騙集團假冒 CACOCACOCACOCACO

客服解除分期付款詐騙客服解除分期付款詐騙客服解除分期付款詐騙客服解除分期付款詐騙((((資料來資料來資料來資料來

源源源源::::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    

   近 日 如 有 接 獲 詐 騙 集 團

『CACO』的客服人員來電，該假冒

的客服人員會先透露曾經購買的衣

服等交易個資取得信任後，再誆稱

因客服人員操作錯誤，誤『升級高

級會員』、『分期付款』或『訂單錯

誤』等理由需多次扣款，或是要求

先匯款驗證等等……而要求操作

『ATM』、『網路銀行 APP』、『購買遊

戲點數』或『提供個人帳戶資料、

信用卡資料、簡訊驗證碼』來『解

除』相關錯誤設定。 

請勿聽信，因為這一定是詐
騙。 

    如有接獲『+886』來電並電話

中透露上述內容，請立即聯繫 165

專線。  

 

二二二二、、、、房客申請租金補貼房客申請租金補貼房客申請租金補貼房客申請租金補貼，，，，無須房東無須房東無須房東無須房東

事先同意事先同意事先同意事先同意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行政院消費消費消費消費

者保護處者保護處者保護處者保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簡稱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近期媒體報

導，部分房東無視法規規定，明確

拒絕或以「調漲租金」或「提前終

止租約」等不當手段，限制或阻止

房客申請「300 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

貼專案」(下簡稱租金補貼)，嚴重

減損政府照顧弱勢租屋族群之政策

美意。 

    行政院消保處進一步說明，申

請租金補貼是房客的權利，房客僅

須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租賃契約書影

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即可提出申請，

「無須」事先取得房東之同意。 

    此外，現行「住宅租賃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簡

稱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對於調

漲租金及提前終止租約，已有下列

規定，租賃雙方均應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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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得調漲租金 

    為保障房客權益，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明訂，房東於租賃期間

內不得「調漲」租金。但房東若體

恤房客，願意「調降」租金者，則

不受限制。 

二、不得提前終止租約 

    為讓房客安心居住，避免臨時

被迫搬遷，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明訂，除房客有法定事由(例如：未

繳租金或管理費達 2 個月租金額、

擅自將房屋轉租他人、故意毀損房

屋而不修繕等)或房東和房客於簽

約時有約定可以提前終止租約之情

形外，原則上房東均應依約履行，

不得藉故提前終止租約。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房客，申請

租金補貼時，應注意下列事項，以

維護自身權益： 

一、「無須」事先取得房東同意 

    租金補貼是政府為實現居住正

義，減輕弱勢租屋族群經濟負擔所

提出之貼心政策，性質上是屬於房

客的權利，只要符合資格的房客，

都可以自行決定並直接提出申請，

「無須」事先取得房東之同意。 

二、若遇刁難可提出申訴或檢舉 

    若遇到房東拒絕、刻意刁難或

以「調漲租金」或「提前終止租約」

等不當手段，限制或阻止申請租金

補貼之情形，可檢具事證向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地政局(處)或消保

官提出申訴或檢舉。 

 

伍伍伍伍、、、、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一一一、、、、機關安全維護宣導機關安全維護宣導機關安全維護宣導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 

(一)請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勿從事

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對大陸人士之要求，應提高警

覺，並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及一

般公務機密。 

(二)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

請假手續，詳實申報請假事由

、地點，並據實提出申請，不

得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 

(三)為協助各機關建立完整內部管

理及協處平臺，返臺後 7 個工

作日內應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

報表，現職人員送交所屬機關

，機關首長送交上一級機關。 

 

二二二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國家機密之保管方式如下： 

(一)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

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二)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

檔案隔離，依機密等級分別保

管。 

(三)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

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

，並裝置密鎖。 

(四)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

應以儲存於磁（光）碟帶、片

方式，依前三款規定保管；其

直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須將

資料以政府權責主管機關認可

之加密技術處理，該資訊系統

並不得與外界連線。 

    

    

    

三三三三、、、、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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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 

 

 

 

 

 

 

 

 

 

 

 

 

 

 

 

一、法務部廉政署，電話為

「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