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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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明日實踐明日實踐明日實踐明日    創建經濟永續新時創建經濟永續新時創建經濟永續新時創建經濟永續新時

代代代代」」」」國際趨勢論壇活動國際趨勢論壇活動國際趨勢論壇活動國際趨勢論壇活動，，，，透過不透過不透過不透過不

同的角度與思維進行交流分同的角度與思維進行交流分同的角度與思維進行交流分同的角度與思維進行交流分

享享享享，，，，實施誠信經營實施誠信經營實施誠信經營實施誠信經營，，，，共創公私雙共創公私雙共創公私雙共創公私雙

贏贏贏贏。。。。    

桃園市政府於 111 年 3 月 10 日

舉辦「實踐明日  創建經濟永續新

時代」國際趨勢論壇，由蔡清祥部

長與桃園市鄭文燦市長開幕致詞，

蔡部長致詞時表示，國際透明組織

公布 2021 年清廉印象指數(CPI)，

我國在 180 個受評國家地區中排名

第 25 名，是歷來最佳成績，顯示國

際認可臺灣在廉政方面的努力，法

務部與廉政署將持續與公私部門攜

手一起努力推動深化企業誠信及法

令遵循等價值，積極接軌國際，進

而提升國家整體清廉度的正面評

價。 

本次活動特別邀請 iF 國際論壇

設計執行長 Mr.Uwe Cremering，介

紹如何以明日經濟力，創造嶄新影

響的競爭策略。另由廉政署鄭銘謙

署長及專家、企業代表，在焦點座

談中，一起剖析「建構後疫情時代

的誠信永續競爭力」，透過不同的角

度與思維進行交流分享，協助企業

強化公司治理，實施誠信經營，共

創公私雙贏。充分顯示政府整體廉

政建設碩果纍纍，我國廉政建設已

邁向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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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構網絡執法機構網絡執法機構網絡執法機構網絡

(ACT(ACT(ACT(ACT----NET)NET)NET)NET)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反貪腐是現今的國際趨勢，我

國 104 年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施行法」，自主落實公約之執行，107

年自主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簡

稱 UNCAC)首次國家報告並辦理國際

審查，為持續展現反貪腐決心，實

踐每 4年自主審查機制，透過政府、

民間團體、專家學者之共同努力，

今(111)年業完成UNCAC第二次國家

報告，並於 4月 20 日率先全球，對

外公布。在法務部召開公布記者

會，說明本次國家報告內容之業務

亮點成果。臺灣訂於今(111)年 8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舉辦國際審查會

議，再次邀請 5 位在國際反貪腐領

域具有影響力的專家來臺，與我國

各機關與 NGO 代表直接對談與交

流，盼能結合政府、企業、民間社

會力量，公私部門攜手合作，讓國

際瞭解我國對於捍衛反貪腐普世價

值的具體作為與決心。 

 

貳貳貳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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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工務處林姓處長涉新竹縣政府工務處林姓處長涉新竹縣政府工務處林姓處長涉新竹縣政府工務處林姓處長涉

嫌收受賄賂協助廠商不法取得標案嫌收受賄賂協助廠商不法取得標案嫌收受賄賂協助廠商不法取得標案嫌收受賄賂協助廠商不法取得標案

一案一案一案一案    

新竹縣政府工務處處長林○○

於民國 107 年任職技正期間，督辦

「107 年度新竹縣轄內農路、村里道

路及人行天橋等橋梁基本資料建置

及安全檢測評估案」採購案，萬○

○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下稱萬

○○公司）負責人陳○○、股東張

○○，為取得該採購案，遂與林○

○接觸，而林○○明知依據採購法

規，評選委員名單在公開前不得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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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竟受陳○○、張○○金發誘惑，

洩露應秘密之評選委員建議名單與

張○○知悉，並配合張○○需求，

勾選特定評選委員，循行政程序由

不知情之上級聘任。嗣後上開標案

果由萬○○公司於 107 年 5 月 7 日

以新臺幣 416 萬元得標。而張○○

亦依雙方之期約，於同年 6月 6日，

交付 15 萬元予林○○收受，作為上

述違背職務行為之對價。 

本案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經

偵查終結，認林○○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違背職

務行為收受賄賂及刑法第132條第1

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

文書等罪嫌；陳○○、張○○違反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4 項、第 1

項之不具公務員身分而對公務員違

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予以

提起公訴。(資料來源廉政署) 

 

二二二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141414

條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規定條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規定條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規定條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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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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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市售市售市售「「「「醫療用血氧濃度飽和測醫療用血氧濃度飽和測醫療用血氧濃度飽和測醫療用血氧濃度飽和測

定儀定儀定儀定儀」」」」功能性試驗及標示查核功能性試驗及標示查核功能性試驗及標示查核功能性試驗及標示查核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者保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

政院消保處）採樣 5 件市售醫療用

血氧濃度飽和測定儀(下稱血氧機)

進行功能性試驗及標示查核。在功

能性試驗部分，「SpO2 檢測標準

差」、「顯示數值速度」及「SpO2 檢

測準確度」等項目均符合廠規或國

際標準；至於標示查核部分，有 1

件不符合規定，已移請地方政府衛

生機關依法處理。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延

燒，如遭感染恐導致肺部發炎，血

氧濃度降低，患者可能感到疲倦或

呼吸困難，但也可能沒有任何症

狀，而容易延誤就醫，因此，血氣

機成為消費者搶購商品。為瞭解市

售血氧機的效能及標示正確性，行

政院消保處在臺北地區抽樣 5 件產

品，針對「SpO2 檢測標準差」、「顯

示數值速度」及「SpO2 檢測準確度」

等項目，委託實驗室以模擬器進行

試檢；並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下稱食藥署)進行標示查核。 

    本案之試驗及查核結果：一、

功能性試驗部分：5件樣品全數符合

規定。二、標示查核部分：5件中有

4件符合規定，1件不符規定。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購

買市售血氧機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血氧機為應經主管機關許可的

醫療器材，民眾應該在實體通

路的醫療器材販賣業者或藥

局，購買領有醫療器材許可證

或專案核准的產品，安全才有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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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購時應檢視各項標示是否清

楚、是否附有中文使用說明書

並依說明書使用。 

三、使用時建議夾在手指末端做測

量，需注意擦指甲油、穿戴人

造指甲，或是手指血液循環不

佳均可能影響量測結果。 

四、血氧濃度檢測數值如何判讀，

請參考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發布有關「COVID-19 病人血氧

監測注意事項」 

 

二二二二、、、、一頁式廣告詐騙多一頁式廣告詐騙多一頁式廣告詐騙多一頁式廣告詐騙多    小心查證保小心查證保小心查證保小心查證保

障多障多障多障多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者保護處))))    

    近幾年「一頁式廣告」詐騙業

者遍及臉書、入口網站或社群媒體

等。更甚者，竟有不肖業者截圖民

間消保團體的 LOGO，置於其網頁底

端，並打著接受該團體監督的口

號，恐有誤導消費者之嫌。 

    一頁式廣告因將商品所有資

訊，包括商品介紹、圖片、影像、

下標等，都集中在一個頁面，方便

快速，符合現在消費趨勢。但內政

部警政署 165 宣導平臺每週公布的

「民眾通報高風險賣場」資訊，一

頁式廣告詐騙案子很多，其 6 大特

徵如下： 

一、網頁上沒有公司地址、客服電  

話(或没人接聽)，只留下電子

信箱或加 LINE 私下交易。 

二、售價明顯低於市場行情；常以

「限時特價搶購」或「倒數」

方式銷售以吸引民眾。 

三、號稱免運費、7天鑑賞期、可拆

箱驗貨、不滿意包退等。 

四、廣告相關留言都是正評、沒有

負評。 

五、只能使用「貨到付款」或信用

卡刷卡付款。 

六、網頁大多夾雜簡體字，且粗糙

不精美。 

    此外，民眾倘遇有貨到付款的

商品和網購商品不符時，應儘速向

貨運(宅配)業者(如郵局)反映，並

撥打包裏上託運人電話辦理退貨；

若包裏上無託運人資料，可先詢問

貨運(宅配)業者，告知要辦理退貨。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網

購雖然方便快速，但仍應注意上述 6

大特徵，多加查證，勿輕信網頁廣

告，並慎選商譽良好之電子商務平

臺；如遇有消費爭議時，應立即申

訴，以掌握時效，讓相關業者能及

時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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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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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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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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