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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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誠信主題微電影企業誠信主題微電影企業誠信主題微電影企業誠信主題微電影《《《《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勻勻仔行勻勻仔行勻勻仔行勻勻仔行》》》》    

    法務部廉政署 109 年推出「企

業誠信」微電影《幸福．勻勻仔行》，

以中小企業老闆與女兒特助，在職

場理念與家庭生活的互動為故事主

軸。透過父女間的對話，以及一段

深藏已久的往事，點出企業誠信經

營的背後，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與正

向價值，源自於簡單的一句臺灣話

「勻勻仔行，腳踏實地」。女兒特助

依循著相同做人做事的道理，承襲

父親的堅持，最後究竟能否度過難

關，讓我們在微電影裡尋找答案。 

    廉政署為增進社會對誠信經營

的關注，倡議企業重視商譽、善盡

社會責任，因此以「企業誠信」為

主題攝製微電影，透過柔性的故事

鋪陳，讓大眾都能認同而引起共鳴，

進而達成取之於社會、回饋於社會

的正向循環，同時也讓企業體認到

「誠信，是最踏實的路」。 

    上開影片業置於本會BBS內網>

政風室>政風宣導>廉政資訊>法務

部廉政署「企業誠信主題微電影—

幸福•勻勻仔行」，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zf7SD17o8jI，請踴躍瀏覽觀看。 

    

二二二二、、、、公布公布公布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

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

期中報告期中報告期中報告期中報告」」」」加速與國際接軌加速與國際接軌加速與國際接軌加速與國際接軌，，，，

讓世界看見廉能的臺灣讓世界看見廉能的臺灣讓世界看見廉能的臺灣讓世界看見廉能的臺灣    

我國已完成「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UNCAC)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結論性意見期中報告」，結合 41 個

中央機關及 22 個地方政府，回應 

2018 年 8 月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結論性意見，說明 2 年來的推動成

果，以及後續策進作為，期各界予

以監督及檢驗，並為 2021 年公布第

2 次國家報告及 2022 年的國際審查

預作準備。 

國際反貪腐專家在2018年 8月

UNCAC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

提出名為「臺灣的反貪腐改革」的

結論性意見計 47 點，內容涵蓋「強

化私部門反貪腐」、「推動反貪腐預

防措施」、「強化反貪腐組織架構」、

「推動 UNCAC 定罪及執法章之法

令修訂及落實」、「強化國際刑事司

法互助及執法合作」及「推展專業

人員培訓及聯合培訓」等6大面向，

是我國精進各項廉政作為的重要參

考。 

政府將持續做好充足準備，展

現出我國推動反貪腐工作、加速與

國際接軌的努力及決心，多管齊下，

也希望讓國際社會看到臺灣在創造

公、私部門的廉能環境上不遺餘力，

累積反貪腐實力，也提升國際競爭

力，迎接每一次的檢驗和挑戰，讓

世界看見廉能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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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長曾鄉長曾鄉長曾鄉長曾○○○○等人涉犯悖職收賄等人涉犯悖職收賄等人涉犯悖職收賄等人涉犯悖職收賄、、、、

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案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案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案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案    

彰化縣伸港鄉鄉長曾○等人利

用鄉公所辦理納骨堂納骨櫃設計監

造及新建工程採購案之機會，由曾

○決定內聘評選委員，及交由內定

得標廠商勾選利己之外聘評選委員，

經評選結果確定由 2 特定廠商分別

得標設計監造案及新建工程案，得

標廠商即依約交付設計監造案回扣

廉政服務廉政服務廉政服務廉政服務雙雙雙雙月刊月刊月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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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萬 8,000 元及新建工程案回扣

1,400 萬元予曾○等人。又曾○利用

鄉公所辦理出國考察旅遊採購案之

機會，由自己或指示公所人員洩漏

招標應保密之消息予特定旅遊業者

許○，使其提早作業取得競標優勢

而得標歷年採購案，許○即交付回

扣共計 18 萬 9,300 元，以作為曾○

替團員加菜送禮之用。 

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曾○

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共同經辦

公用工程收取回扣、違背職務行為

收受賄賂、刑法洩密罪等罪嫌提起

公訴。 

二二二二、、、、組長施組長施組長施組長施○○○○等人涉犯悖職收賄等人涉犯悖職收賄等人涉犯悖職收賄等人涉犯悖職收賄、、、、

主管事務圖利罪案主管事務圖利罪案主管事務圖利罪案主管事務圖利罪案    

移民署移民資訊管理組組長施

○利用辦理建置網路終端設備、通

關查驗系統等採購案之機會，洩漏

招標應保密之事項予廠商李○，由

李○員工撰寫系統需求說明書，施

○再交辦給不知情承辦人，依廠商

系統開發測試及討論結果，於評選

委員會提出意見，據以修改採購案

之建議書徵求文件及納入評分項目，

使特定廠商順利得標並藉以收受賄

賂，李○於得標後向得標廠商及下

包商索取不法利潤及公關費，並指

示以現金交付或匯付李○實際使用

之他人帳戶，以掩飾及隱匿其因重

大犯罪所得之財物，並從中提取部

分作為交付施○之賄賂，施○等人

因而獲取並朋分不法利益。 

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施○

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

行為收受賄賂、對其主管監督事務

圖利、刑法洩密罪、政府採購法等

罪嫌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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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網友學投資跟著網友學投資跟著網友學投資跟著網友學投資，，，，銀行員慘被銀行員慘被銀行員慘被銀行員慘被

騙騙騙騙 8080808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臺中市 1名 38 歲女銀行員日前

透過交友 APP 結識自稱旅居國外的

男網友，聊天過程中男網友不斷提

起投資話題，並秀出自己在投資平

臺獲利的手機截圖畫面，「好心」表

示願意分享投資秘訣，女銀行員不

疑有他，按照指示下載「NFA APP」

外匯投資軟體，起初節節獲利，也

能順利把部分小額獲利「返現」領

回，但等女銀行員放心投入大筆資

金時，平臺的 Line 客服卻聲稱女銀

行員涉嫌洗錢，要求先支付高額安

全金、保證金才能再次申請「返現」，

男網友也斷絕聯絡，女銀行員這才

發現自己遇上詐騙，共損失 80 餘萬

元。 

假交友結合假投資是近期盛行

的詐騙手法，歹徒大多透過社群網

站或交友 APP 搭訕被害人，再轉移

到 Line 持續交往，等獲得被害人信

任後，就引誘被害人前往來路不明

的境外網站投資虛擬貨幣、期貨外

匯、運彩博奕等，初期營造不斷獲

利假象且能正常提領獲利〈又稱為

返現、出金〉，等被害人放心投入大

筆金錢後，再編造各種理由收費，

最後直接關閉網站，讓被害人求償

無門，民眾網路交友務必提高警

覺。 

由於此類詐騙往往由多名歹徒

分別扮演網友、投資顧問、客服人

員，並透過不同 Line 帳號與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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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民眾可善用 165 反詐騙官網

「高風險賣場/詐騙 Line ID」專區

每週公告的「詐騙 Line ID」資料，

在網路投資、交友前，先過濾對方

的Line帳號是否曾被通報為詐騙帳

號，以減低被騙風險，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諮詢。 

 

二二二二、、、、精進預售屋契約精進預售屋契約精進預售屋契約精進預售屋契約，，，，保障消費者保障消費者保障消費者保障消費者

權益權益權益權益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

消保處)為配合「民法」規定，

讓區分所有權人分配土地及共

有部分應有權利範圍計算方式

法制化，並將預售屋禁用「電弧

爐煉鋼爐碴(石)」相關規定細緻

化，保障消費者購屋權益，業將

內政部提報之「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

(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審查完竣，

並經提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審議通過，俟內政部公告後，即

可上路施行。 

消保處提醒消費者，預售屋

交易金額甚高，簽約前應逐條詳

閱契約內容，以避免發生消費爭

議，損害自身權益。若遇有契約

內容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規定未

合部分，可請求建商及代銷公司

改正或拒絕簽約，以保障自身權

益。 

消保處亦呼籲建商及代銷

公司，所提供之預售屋買賣契約

內容應符合「預售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之

規定，倘契約內容與前開規定未

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不改正

者，主管機關將依消費者保護法

第 56 條之 1 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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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調查局 109 年推出國安

宣導影片「格瑞特真相」，主要講述

莫允雯所飾演的調查官，無端捲入

高科技機密遭竊風波，決心不顧一

切奮力追查真相的故事。該片將犯

罪、間諜、懸疑、友情、愛情等元

素，巧妙融合於劇情，體現維護國

家安全、保護政府機密的重要性，

期能以「寓教於樂」方式，喚起國

人對於國家安全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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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採購業務主管涉洩密案例學校採購業務主管涉洩密案例學校採購業務主管涉洩密案例學校採購業務主管涉洩密案例    

(一)案情摘要： 

○○學校 A校長、B總務主任、C輔

導主任承辦政府採購業務，於 106

至 107 年間辦理教學參訪採購案，A

校長明知不得對廠商為無正當理由

之差別待遇，且不得於開標前洩漏

足以造成限制或不公平競爭之相關

資料，仍在該採購案上網公告前，

聯繫業者並指示 B 總務主任、C 輔

導主任，將招標文件中時間、地點

及人數等應予保密之資料，告知特

定業者，使該業者得以事前準備，

造成不公平競爭之情形。 

(二)問題癥結： 

1、欠缺政府採購法保密觀念：政府

採購法第 34 條規定：「機關辦理

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

保密。但須公開說明或藉以公開

徵求廠商提供參考資料者，不在

此限（第 1項）。機關辦理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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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於開標前洩漏底價，領標、

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

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不公平競

爭之相關資料（第 2 項）。」本

案相關人員欠缺對於政府採購

法保密規定之認識。 

2、對於採購程序專業性不足：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定：

「機關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向廠商公開說明或公開

徵求廠商提供招標文件之參考

資料者，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

公開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

本案相關人員未審酌提供該採

購文件資料，是否足以造成不公

平競爭及影響其他廠商權益情

形，即便宜行事將招標文件內容 

洩漏予特定業者。 

(三)預防作為： 

1、機關學校辦理採購，招標文件內

容於招標公告前必須保密，但須

向廠商公開說明或公開徵求廠

商提供招標文件之參考資料者，

其內容可於公告前公開，依政府

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定，

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於

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方式辦理，

使廠商藉此獲得招標資料。 

2、應適時向機關學校承辦採購業務

之相關人員進行案例宣導，避免

觸犯刑法第 132 條公務員洩漏國

防以外秘密罪。 

(四)相關法令規定： 

1、刑法第 132 條，公務員洩漏國防

以外秘密罪。 

2、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機關辦理

採購，其招標文件於公告前應予

保密。 

3、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

依政府採購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

定向廠商公開說明或公開徵求

廠商提供招標文件之參考資料

者，應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或公開

於主管機關之資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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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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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