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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廉政廉政廉政廉政法令及法令及法令及法令及活動活動活動活動訊息訊息訊息訊息    

一一一一、、、、「「「「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

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法務部修正「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表填表說明」部分規定，增列保

險應申報保險公司、保險名稱、保

單號碼、要保人、保險契約類型、

保險金額、契約始日、契約終日、

外幣幣別、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

額、累積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總

額，業自 110 年 3月 8日生效。 

目前定期申報義務人因法務部

有授權介接財產制度，申報人同意

授權後，已能介接保險公司取得上

開應申報保險內容，爰將由保險公

司提供上開欄位據以申報；至於其

他申報義務人，建議申報人向投保

保險公司取得應申報內容資訊後填

寫為宜。 

如為外幣保險，「保險金額」

為該外幣金額（無須換算為新臺

幣），並應填寫「外幣幣別」、「累

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累積

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總額」欄

位；如為新臺幣保險，則「外幣幣

別」、「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

欄位無須填寫。 

    

二二二二、、、、科技賦能領航未來科技賦能領航未來科技賦能領航未來科技賦能領航未來    誠信法遵躍誠信法遵躍誠信法遵躍誠信法遵躍

升國際升國際升國際升國際    

我國 2018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公布

「臺灣的反貪腐改革」結論性意見 

47 點，其中防制私部門貪腐問題，

受到各界的共同關注，法務部持續

與公私部門合作，建立反貪腐的夥

伴關係，今(110)年結合科技部於 

10 月 6 日，在新竹科學園區舉辦

「110 年外商及企業誠信論壇」，以

當前科技業高度關注的「營業秘密」

為核心議題，邀請產、官、學界提

出專題分享及與談。論壇採實體與

同步直播方式舉行，現場參與外商

企業及線上觀看人數達數百人，活

動圓滿。 

本次論壇由法務部蔡清祥部

長、科技部吳政忠部長、廉政署鄭

銘謙署長、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

理局王永壯局長、台灣美光晶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大中華區周世筑智

權訴訟策略長、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方淑華法務副總經理

暨法務長、新竹地方檢察署郭永發

檢察長、陽明交通大學林志潔教

授、美國在台協會(AIT)博百戰

(Patrick Boland)經濟官、台灣美

國商會蔡而復總監、台灣科學工業

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李金恭理事

長等貴賓出席，及數十家企業之法

遵代表到場共襄盛舉。 

蔡部長致詞時表示，自 108 年

開始，廉政署與各部會合作舉辦外

商與優良企業的誠信論壇，讓產、

官、學及各領域廠商齊聚一堂交換

意見。本次論壇核心討論的智慧財

產權、營業秘密及誠信等，都是政

府與科技產業長期重視的議題，尤

其高科技為臺灣經濟的命脈，營業

秘密的完善保護，能確保企業永續

經營，若營業秘密被竊取，不僅會

損害公司營運，亦會影響國家競爭

力，甚而危及國家安全。因此，法

務部向來都十分重視此議題，除從

修法面來努力外，並要求檢警調等

單位嚴厲執法、充分與業者合作，

同時也舉辦多場次的實務座談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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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向交流，以促進營業秘密保

護。另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之清廉印象指

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我國連續兩年獲得全球排名

第 28 名，為歷年最好的成績，期

待未來公、私部門能賡續一起努

力，讓國際看到臺灣良善治理的成

果。 

    

貳貳貳貳、、、、廉政貪瀆案例廉政貪瀆案例廉政貪瀆案例廉政貪瀆案例    

一一一一、、、、違背職務收賄罪違背職務收賄罪違背職務收賄罪違背職務收賄罪案案案案    

孫○義於於 102 年任職小港分

局之駐區督察期間，因而認識在小

港區大林浦一帶經營色情場所(俗

稱越南店)之業者劉○龍。劉○龍為

求減少派出所經常臨檢取締越南店

而造成生意減損，便基於違背職務

行賄之犯意，招待孫○義到其所經

營之脫衣有女陪侍小吃店消費，請

其向派出所進行關說以減少臨檢次

數及強度。孫○義基於違背職務收

受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意前往該店

接受劉金龍之招待，並於日後介紹

業者劉○龍給轄區派出所所長認

識，甚至協助劉○龍轉交新臺幣 2

萬元賄賂給所長，以進行關說減少

取締。於此之後，孫○義還於短短

一年期間，接受劉○龍之越南店招

待、按摩服務、招待出國越南旅遊、

修繕住家鐵皮屋工程、購買家具家

電等不正利益，合計新臺幣 34 萬

8700 元。 

本案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指揮廉政署南調組廉政官及內

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共同偵辦，經各

單位共同實施通訊監察、行動蒐證

及金流分析，針對孫○義住家及辦

公室等處所進行搜索及扣押，均查

扣到相關家具及家電等證據，並同

步傳訊相關業者、小姐及轄區派出

所警務人員到案說明後，足證孫○

義違背職務收賄之罪嫌重大。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法院審理認為孫○義身為

高階督察職司警察風紀，除收受以

上賄賂外，尚試圖交付賄賂 2 萬元

給所長以進行關說，影響社會風氣

及敗壞警紀情節重大，且其犯罪後

否認犯行、飾詞卸責，無悔改之意，

經法院衡酌相關情狀後，判處有期

徒刑 11 年，褫奪公權 5年。 

 

二二二二、、、、背職務收賄罪背職務收賄罪背職務收賄罪背職務收賄罪及圖利及圖利及圖利及圖利案案案案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戒護科

管理員蕭○○明知監獄管理員不得

為受刑人夾帶物品，然蕭○○竟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並與林○○、吳

○○、顏○○、黃○○、張○○等

人共同基於對於監督之事務直接圖

利他人或自己不法利之犯意聯絡，

違反監獄行刑法等規定，接續於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5月期間，違法夾

帶第一級毒品海洛因、行動電話、

香菸、威士忌酒、檳榔等物品，交

予林○○使用，而直接圖利林○○

獲取上開物品之不法利益。 

    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臺東地方

檢察署偵辦，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

提起公訴。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業於

109年1月9日判決蕭○○犯違背職

務收賄罪，處有期徒刑陸年，褫奪

公權肆年。林○○犯共同對主管事

務直接圖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褫奪公權貳年。施用第一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拾月。吳○○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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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管事務直接圖利罪，處有期徒

刑壹年肆月，褫奪公權壹年。顏○

○共同對主管事務直接圖利罪，處

有期徒刑捌月，褫奪公權壹年。黃

○○共同對主管事務直接圖利罪，

處有期徒刑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幫助施用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

刑肆月。張○○共同對主管事務直

接圖利罪，處有期徒刑拾月，褫奪

公權壹年。 

 

參參參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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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通報假投資民眾通報假投資民眾通報假投資民眾通報假投資((((博奕博奕博奕博奕))))詐騙網詐騙網詐騙網詐騙網

站站站站    【【【【網友不會幫你賺錢網友不會幫你賺錢網友不會幫你賺錢網友不會幫你賺錢、、、、請勿請勿請勿請勿

聽信網友投資聽信網友投資聽信網友投資聽信網友投資】】】】    

    是在網路(FB、IG 等)上看到或

網友傳來的投資邀約訊息(Line、簡

訊)，標榜「保證獲利」、「沒有風

險」、「穩賺不賠」都是詐騙，請勿

輕易受騙 

⚠詐騙手法： 

1.網路(FB、IG、Y2B)看到投資、

輕鬆賺錢貼文，或在交友網

站、交友軟體(APP)認識網友，

網友慫恿投資，以掌握「平臺

漏洞、後臺程式、取得內線消

息」等話術，宣稱保證獲利、

穩賺不賠且利潤豐厚。 

2.後續加 LINE 聯繫或加入 LINE

群組(如投資體驗群)，有自稱

「老師、指導員、分析師、總

監」的人教學投注(代操)，且

群組內不斷有其他學員獲利貼

文。 

3.初期帳面顯示獲利(小額獲利

有些可以出金)，引誘您加碼投

入大筆資金(甚至要您貸款投

資)。 

4.當您加碼入金後，以各種理由(洗

碼量不足、保證金、IP 異常等)

不讓你出金，或是直接凍結帳

號、對方失去聯繫，就是「不出

金」。 

 

二二二二、、、、疫情期間疫情期間疫情期間疫情期間「「「「宅經濟宅經濟宅經濟宅經濟」」」」刺激網購刺激網購刺激網購刺激網購

量暴增量暴增量暴增量暴增，，，，但詐騙亂象與資安危但詐騙亂象與資安危但詐騙亂象與資安危但詐騙亂象與資安危

機卻潛藏其中機卻潛藏其中機卻潛藏其中機卻潛藏其中    

疫情期間，不少個體戶在「LINE

群組」攬客賣菜，消保官提醒，勿

在社群中下單交易，若遇不良賣

家，恐求助無門。 

    疫情導致餐飲產業生態驟變，

外帶、外送成為消費主流，許多民

眾更傾向「自煮」，導致生鮮需求大

增，也帶動多數跟餐飲、生鮮採購

有關的交易都轉向線上，看似便利

迅速，消費者卻在無形中承受許多

風險。 

LINE 群組變交易平台消保官揭

三大風險消費者為減少外出採買接

觸風險，轉向零接觸的線上消費，

不少菜販、肉類中盤商也自行在

LINE 開設群組攬客推銷，由消費者

再私下以 LINE Pay、街口支付、轉

帳等方式完成交易。由於部分賣家

強調免物流費或刻意削價競爭，販

售價格往往比大型電商便宜，使得

原本以訊息交流為主的社群儼然成

為交易熱絡的電商平台，在疫情期

間蔚為風潮。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副處長吳

政學對中央社記者表示，業者透過

LINE群組或Facebook社團等平台進

行兜售，都是屬於消保法第19條「通

信交易或訪問交易」的範疇，不脫

相關法律責任；但消費者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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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疫情期間大家時常購買的生鮮

與葉菜類，有易腐敗特質，屬於合

理例外之情事，沒有 7 天猶豫期，

是消費者必須承擔的風險。 

    其次，大型電商平台多數提供

第三方交易服務或是信用卡交易，

在金流上較有保障；而一般社群平

台則要小心金錢糾紛，建議消費者

保有匯款明細或是 LINE Pay 交易紀

錄，有助於日後發生糾紛時的舉證。 

    吳政學提醒，由於 Facebook 社

團或LINE群組並不像其他正規電商

會對賣家身分查證，也不會記載業

者的真實名稱與地址，因此往往民

眾想依法主張解約退貨權利卻找不

到賣家，即使想寄發存證信函、找

消保官申訴都求助無門，行政協商

介入的效果不彰。 

    趨勢科技資深技術顧問簡勝財

指出，Facebook 社團與 LINE 群組購

物的買家參差不齊，「一頁式廣告詐

騙」層出不窮，消費者時常反映產

品品質惡劣、產地與賣家說的不

同，最糟糕的是「付錢後根本沒收

到商品」。他呼籲消費者最好在大型

線上賣場購物比較保險，也建議社

群平台應該要針對廣告把關，以免

更多人受騙上當。 

   LINE 對此回應，包括群組等聊天

服務，是提供「非商業」用途使用。

由於LINE內建預設開啟的訊息加密

功能，包括 LINE 官方都無法得知任

何用戶的聊天內容，自然也無從監

督；若用戶在 LINE 群組裡發生交易

糾紛，可以透過檢舉功能回報商業

或其他不正當行為，LINE 團隊在收

到檢舉資訊後，將依據 LINE 服務條

款，進行評估與處理。 

而疫情期間，網購量暴增下，

亂象橫生，資安危機與風險同步升

溫，更有不少民眾被詐騙集團盯

上。由於先前傳統市場屢傳確診案

例，東森購物旗下的熊媽媽買菜

網，受惠於民眾居家防疫對蔬果、

魚肉類的需求，業績較過去大增 4

倍；但卻傳出消費者個資外流，多

名受害者遭詐騙集團所騙，而匯出

款項。 

刑事局則提醒，詐騙集團看準

疫情熱潮，許多民眾「宅在家」網

購，要謹記保持冷靜、小心求證、

適時求助3原則以提升防詐免疫力。 

    首先是保持冷靜，網購時遇到

差價過大商品，務必冷靜辨識，勿

衝動下單；其次是小心求證，接獲

陌生人來電話家常，也要冷靜記下

對方所稱個人資訊，掛上電話後再

查證，網購應注意喜愛商品是否非

透過正規電商平台而是在臉書或

LINE 私下販售；最後需適時求助，

遇到疑似詐騙案件但無法確定時，

速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才能大幅

減低疫情下受騙機率。 

 

肆肆肆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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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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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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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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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

箱 」； 傳 真 專 線 為

「02-2381-1234」；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為

「 gechief-p@mail.moj.g

ov.tw」。 

二 、 本 會 廉 政 檢 舉 電 話

02-23974981 、 傳 真 ：

(02)2397-4982、電子郵

件:ftcdac@ft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