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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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經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經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經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經公

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迴避事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迴避事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迴避事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迴避事

項執行疑義說明項執行疑義說明項執行疑義說明項執行疑義說明    

法務部108年 3月 19日法廉字

第 10805001780 號函說明，除以下

機要人員因職務關係所衍生之財產

上或非財產上利益外，其他涉及機

要人員財產上或非財產上利益（例

如機要人員本人與機關為交易行

為），該公職人員均應自行迴避。 

（一）機要人員及公職人員所指為機要人員及公職人員所指為機要人員及公職人員所指為機要人員及公職人員所指為

何何何何：：：：以該進用機關即核發機

要人員派令之機關（下稱核

派機關）之首長為公職人

員；核派機關與服務機關不

同時，以服務機關之首長為

公職人員，若實際服務機關

並非佔缺機關則以實際服務

機關為準。 

（二）機要人員之平時考核機要人員之平時考核機要人員之平時考核機要人員之平時考核、、、、年終年終年終年終

考績考績考績考績、、、、獎懲獎懲獎懲獎懲、、、、陞遷陞遷陞遷陞遷、、、、調任調任調任調任、、、、

當選模範公務人員等人事措當選模範公務人員等人事措當選模範公務人員等人事措當選模範公務人員等人事措

施施施施，，，，其公職人員是否需自行其公職人員是否需自行其公職人員是否需自行其公職人員是否需自行

迴避迴避迴避迴避：：：：機要人員係機關首長

用人權限，機要人員之工

作、操行、學識、才能之優

劣事實，與其考績等第、獎

懲、調任或當選為模範公務

人員是否覈實，源於機關首

長對機要人員之才能認知及

工作指派，如要求機關首長

迴避所有涉及機要人員之人

事行為，將造成本法與公務

員考績法等相關人事規定

「綜覈名實」之基本要求衝

突，爰尚無自行迴避之義務。 

（三）公職人員對其所進用之簡任公職人員對其所進用之簡任公職人員對其所進用之簡任公職人員對其所進用之簡任

機要人員機要人員機要人員機要人員，，，，如依公務人員加如依公務人員加如依公務人員加如依公務人員加

給給與辦法規定給給與辦法規定給給與辦法規定給給與辦法規定，，，，辦理簡任辦理簡任辦理簡任辦理簡任

非主非主非主非主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管人員比照主管職務核

給職務加給涉及財產上利益給職務加給涉及財產上利益給職務加給涉及財產上利益給職務加給涉及財產上利益

時時時時，，，，是否須自行迴避是否須自行迴避是否須自行迴避是否須自行迴避：：：：公務

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9條第3

項規定「簡任（派）非主管

人員職責繁重，得由機關首

長衡酌職責程度，比照主管

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機關首

長仍應衡酌該機要人員職責

程度，決定是否比照主管職

務核給職務加給，係機關首

長用人權限衍生之職務加

給，故尚無自行迴避之義務。 

（四）公職人員對於其進用之機要公職人員對於其進用之機要公職人員對於其進用之機要公職人員對於其進用之機要

人員核發生日禮金人員核發生日禮金人員核發生日禮金人員核發生日禮金、、、、加班加班加班加班

費費費費、、、、休假補助費休假補助費休假補助費休假補助費、、、、未休假加未休假加未休假加未休假加

班費班費班費班費、、、、國內進修費用補助國內進修費用補助國內進修費用補助國內進修費用補助、、、、

結婚補助結婚補助結婚補助結婚補助、、、、喪葬補助喪葬補助喪葬補助喪葬補助、、、、生育生育生育生育

補助補助補助補助、、、、健康檢查補助健康檢查補助健康檢查補助健康檢查補助、、、、公教公教公教公教

人員保險現金給付人員保險現金給付人員保險現金給付人員保險現金給付，，，，是否需是否需是否需是否需

自行迴避自行迴避自行迴避自行迴避：：：：參照法務部 99 年

7 月 29 日 法 政 字 第

0991108044 號有關國內（外）

出差旅費報支請領之意旨，

係依法定條件核予給付，核

准人對於核准金額多寡並無

裁量空間，實難謂有不法利

益輸送之情形，尚與本法所

稱利益衝突之要件有別。 

（五）機要人員之請假機要人員之請假機要人員之請假機要人員之請假、、、、公差公差公差公差、、、、兼兼兼兼

職職職職（（（（課課課課），），），），其公職人員是否需其公職人員是否需其公職人員是否需其公職人員是否需

自行迴避自行迴避自行迴避自行迴避：：：：核批請假、公差、

兼職（課）等行為，性質上

為無損益之中性行為，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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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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有利於本法第 4 條第 3 項

所定非財產上利益，尚無生

自行迴避義務之疑義。 

（六）機關首長涉及機要人員之財機關首長涉及機要人員之財機關首長涉及機要人員之財機關首長涉及機要人員之財

產上或非財產上利益產上或非財產上利益產上或非財產上利益產上或非財產上利益，，，，需自需自需自需自

行迴避時行迴避時行迴避時行迴避時，，，，該職務代理人應該職務代理人應該職務代理人應該職務代理人應

蓋自身之職名章或授權章蓋自身之職名章或授權章蓋自身之職名章或授權章蓋自身之職名章或授權章：：：：

各機關依分層負責事項授權

各類業務決行層級，即應由

該授權決行層級人員核章，

核與本法規範公職人員自行

迴避時應由職務代理人為之

無涉。至於「各機關職務代

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4點第 3

款規定，現職人員代理職務

時，應確實負責辦理所代理

職務之工作，除報經核准

外，不得留待本人處理，是

該職務代理人應以「自己名

義」，而非以公職人員之甲乙

章行之。 

    

二二二二、、、、「「「「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

露表露表露表露表（（（（A.A.A.A.事前揭露事前揭露事前揭露事前揭露）」）」）」）」併同招標併同招標併同招標併同招標

文件提供投標廠商領取文件提供投標廠商領取文件提供投標廠商領取文件提供投標廠商領取    

依據法務部108年 3月 22日法

廉字第 108050002150 號函說明，機

關團體採購案決標前或補助案核定

前，仍允許採購廠商或補助申請對

象，於投標時或申請補助時，關係

人未檢附身分揭露表，可於開標現

場補填或於決標前補正，爰本會業

主動將前表提供投標廠商於投標文

件中併同事前領取。    

    

三三三三、、、、新北地新北地新北地新北地方方方方檢檢檢檢察察察察署主任檢察官蒞署主任檢察官蒞署主任檢察官蒞署主任檢察官蒞

會專題演講會專題演講會專題演講會專題演講    

為加強廉政宣導，培養本會同

仁廉潔觀念，本會於 108 年 4 月 30

日邀請新北地方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王正皓，就「行（受）賄罪應有認

知」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本會同仁

計有 80 餘人報名，另有內政部及大

陸委員會計17位同仁共同參與本會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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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背信等罪背信等罪背信等罪背信等罪

嫌案嫌案嫌案嫌案    

某私立大學董事長柴○○就學

校採購案之進行，有審核預算執行

及監督財務行政之職權，係為學校

處理事務之人，其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利益，藉學校辦理採購案件機

會，向廠商李○○等人要求收取回

扣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致學

校需支出額外費用而受有損害。 

    另阮○○於民國 100 至 106 年

間，於該私立大學終身教育暨校友

發展處證照輔導組擔任組員、組

長，負責承辦各項政府委託技能檢

定業務，並製作粘存單、核銷公文、

支出憑證送審明細表、經費收支明

細對照表等核銷文件，係受國家所

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

權限有關公共事務之委託公務員。

100年至106年間該私立大學受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委託

辦理技能檢定之際，承辦人阮○○

與廠商蘇○○、馮○○共同基於明

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之

犯意聯絡，由蘇○○、馮○○分別

開立不實發票交予阮○○，並由阮

○○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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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內容不實發票辦理核銷，而詐

取不法所得共計 1,039萬 3,353 元。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

調查組與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

處共同偵辦、移送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嗣經檢察官偵查終結並提起

公訴。 

 

二二二二、、、、涉犯行使偽造公文書及侵占等涉犯行使偽造公文書及侵占等涉犯行使偽造公文書及侵占等涉犯行使偽造公文書及侵占等

案案案案    

吳○○係屏東縣萬丹鄉公所農

業課前課員，負責農業用地作農業

使用及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等證明

之核發、農業推廣等業務。吳○○

明知有關「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

明書」（下稱農用證明）、「農業

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

（下稱容許使用同意書）之核發，

須依據相關審查辦法及「屏東縣萬

丹鄉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辦理，

即由農業、建設、民政(地政)等單

位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再經由農業

課承辦人擬辦、農業課長及主任秘

書審核、鄉長核定，竟未依上開審

查、陳核程序辦理，而於萬丹鄉公

所辦公室冒用萬丹鄉公所之名義，

擅自製發 19件農用證明及 3件容許

使用同意書，並持向萬丹鄉公所不

知情之收發人員蓋用鄉公所之關防

及鄉長之章戳後發文，足以生損害

於萬丹鄉公所核發農用證明、容許

使用同意書之合法性及正確性。 

    其次，吳○○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將農用證明申請案之代理

人地政士陳○○、代理人陳○○託

其代為向鄉庫繳納之審查規費各為

新臺幣 500 元、1,000 元據為己有，

並於地政士陳○○詢問繳費收據

時，竟塗改他件已繳款繳納單之繳

納人姓名，以傳真方式將變造後之

繳款單傳予地政士陳○○而行使

之，作為渠已代為繳納規費之憑據。 

    另吳○○自 103 年 12 月 24 日

起即非農業課核發容許使用同意書

承辦人，竟於 104 年 4 月間基於變

造公文書之犯意，逕自將民眾施

○○持有業已失效之容許使用同意

書核發月份從「10」月塗改為「12」

月，以利民眾施○○得以持該份變

造後之容許使用同意書，續向屏東

縣政府申請建築執照，足以生損害

於萬丹鄉公所核發容許使用同意書

之正確性。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

調查組調查後，移送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吳

○○涉犯刑法行使偽造公文書、假

借職務上機會侵占他人財物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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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用女兒手機號碼來電冒用女兒手機號碼來電冒用女兒手機號碼來電冒用女兒手機號碼來電    假綁架假綁架假綁架假綁架

新招騙倒碩新招騙倒碩新招騙倒碩新招騙倒碩士媽士媽士媽士媽    

彰化縣 1 位擁有碩士學歷的李

姓婦人日前在家接到詐騙電話，對

方聲稱「你女兒在我手上，趕緊籌

錢贖人」，李婦看到來電顯示號碼

就是女兒的手機號碼，誤以為在外

地念書的女兒真的被人擄走，便依

照指示到超商購買多筆遊戲點數交

付，共損失新臺幣 3萬 5千元。 

  詐騙集團先將來電顯示竄改為

李婦女兒手機門號後，撥打李婦家

中市話行騙，誆稱其女兒被朋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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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涉入毒品糾紛，積欠毒販 3 百萬

元，要求婦人立刻籌錢贖人，接著

不斷撥打婦人手機佔線，表示要監

控其一舉一動，要求婦人不准報警

或告訴他人，否則就對其女兒不

利，婦人對歹徒說詞深信不疑，依

照指示前往銀行領錢，再接連前往

多家超商購買遊戲點數交付，過程

還不忘發揮大媽本色殺價，一路將

贖金減到 3 萬 5 千元，等對方收到

遊戲點數掛斷電話後，婦人急忙打

電話給女兒確認安危，這才發覺遇

上詐騙。 

  刑事警察局表示，這種「假綁

架」手法是利用父母擔心子女安危

的恐慌心理行騙，歹徒掌握被害人

家庭狀況後，謊稱其子女積欠地下

錢莊鉅款、遭朋友連累涉入毒品交

易等，要求被害人將現金放置僻靜

處所，或以購買遊戲點數、超商代

繳等方式交付贖金，呼籲民眾接到

類似電話應冷靜聯絡親友查證，如

歹徒不斷打電話佔線，可用筆談方

式請他人協助報警，有任何疑問歡

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二二二二、、、、107107107107 年地方政府受理消費申訴案年地方政府受理消費申訴案年地方政府受理消費申訴案年地方政府受理消費申訴案

件件件件    線上遊戲類連續線上遊戲類連續線上遊戲類連續線上遊戲類連續2222年高居第年高居第年高居第年高居第

一名一名一名一名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

政院消保處)統計去(107)年度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消費者申訴

及申請調解案件，共受理 58,962

件，比 106 年度增加 4,707 件。排

名前五名分別為「線上遊戲類」、

「服飾、皮件及鞋類」、「電信類」、

「通訊及周邊產品類」及「電器及

周邊商品類」；其中「線上遊戲類」

4,239 件，已連續 2 年高居第一名，

另「服飾、皮件及鞋類」、「電信

類」、「通訊及周邊產品類」，則

連續 3年名列件前五名。 

  行政院消保處列舉「遊戲公司

推出限時轉蛋卻未充分揭露商品或

活動資訊」、「一頁式廣告不實或

詐騙層出不窮」、「手機通信訊號

不良，解約需負擔高額違約金」及

「買到瑕疵手機，屢修不復，卻無

法退貨」等申訴案例，提醒消費者

注意自身權益。 

    

肆肆肆肆、、、、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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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moj. 
gov.tw」。 

二、 本會廉政檢舉電話 02-2397 
4981、傳真：(02)2397-4982、
電 子 郵 件 :ftcdac@ftc. 
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