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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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邀請您一起法務部廉政署邀請您一起法務部廉政署邀請您一起法務部廉政署邀請您一起參與參與參與參與

廉政數位課程廉政數位課程廉政數位課程廉政數位課程    

    為強化公務員正確法律認知，

充分瞭解法律明確規範，有效提升

政府機關行政效能，達成興公益除

民怨之目標，法務部廉政署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業於「e 等公務園+」

及「臺北 e 大」數位學習平台上線

「廉政三護•阻斷圖利」數位課程

教材，歡迎踴躍上網學習。 

    

二二二二、、、、法務部將推法務部將推法務部將推法務部將推「「「「雲端反賄數位平雲端反賄數位平雲端反賄數位平雲端反賄數位平

台台台台」，」，」，」，讓賄選無所遁形讓賄選無所遁形讓賄選無所遁形讓賄選無所遁形    

    針對明年 1 月 11 日第 15 任正

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法

務部為精進反賄工作，善用科技，

蔡清祥部長特別提出「科技查賄指

揮中心」與「雲端反賄數位平台」

兩個構想，做為此次反賄工作之核

心措施。其中「科技查賄指揮中心」

係為強化選舉查察之作為，將於各

地檢署陸續成立；而為配合查賄工

作的提升以及行動裝置的普及，法

務部刻正規劃結合雲端整合、數位

科技，建置「雲端反賄數位平台」

APP，將提供包含「檢舉賄選單一窗

口」、「即時澄清假新聞」、「反賄選

影音宣導」、「反賄選網絡連結」及

「反賄選大數據建置」等五大功

能，以展現法務部落實反賄選工作

的決心。有關「雲端反賄數位平台」

APP 構想，將具備下列五大功能： 

(一)「即時澄清假新聞」：針對當前

假新聞猖獗亂象，提供即時釐

清企圖影響選舉相關假新聞之

功能，避免造成民眾誤解。 

(二)「檢舉賄選單一窗口」：連結各

地檢署反賄選宣導 LINE@帳號

或 FB 粉絲專頁，便利民眾傳送

檢舉資訊。 

(三)「反賄選影音宣導」：建置法務

部歷年反賄選宣導影音素材，

便利民眾收看與瞭解。 

(四)「反賄選網絡連結」：透過 APP

之建置，吸納共同理念之民眾

加入，強化政府與民眾相互間

之聯繫，佈建嚴密之反賄選通

報防護網絡。 

(五)「反賄選大數據建置」：此平台

上之相關數據及資料將做為後

續大數據分析之參考，以精進

日後反賄選宣導成效。 

    

三三三三、、、、廉政平臺守護國家重大建設廉政平臺守護國家重大建設廉政平臺守護國家重大建設廉政平臺守護國家重大建設！！！！

廉政署廉政署廉政署廉政署再推分級開設再推分級開設再推分級開設再推分級開設    確保國確保國確保國確保國

家重大建設家重大建設家重大建設家重大建設「「「「如期如期如期如期、、、、如質如質如質如質、、、、無無無無

垢垢垢垢」」」」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為確保重大公共建設施工品

質，遏阻外部不當干擾，使公務同

仁勇於任事，法務部責成廉政署配

合國家推動巨額採購採最有利標政

策，針對各機關辦理新台幣（以下

同）100 億元以上重大公共建設，

機關首長認為有成立採購廉政平臺

之需求，由廉政署協助成立，並邀

集檢察、調查、廉政、審計機關、

工程會、相關廠商及利害關係人參

與，建立跨域溝通管道，使國家重

大建設能「如期、如質、無垢」完

成。 

    目前各機關與廉政署共同合作

廉政平台案件，計有「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車輛汰換採購案廉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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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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約 997 億元)、「桃園機場第

三航空站區建設案廉政平臺」(約 

746 億元)及「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

資源局前瞻建設治水方案(烏溪鳥

嘴潭人工湖)廉政平臺」(約 199 億

元)等重大採購案。由於該項運作模

式，獲得機關首長與同仁好評，廉

政署將複製此一成功模式，擴大廉

政平台適用範圍，對於機關重要政

策採購案件，雖金額未達 100 億元

以上，但機關首長認有成立廉政平

臺需求者，廉政署規劃「分級開設」

作業，由各該機關政風機構透過地

區政風業務聯繫中心機制，結合相

關單位成立廉政平台，透過橫向聯

繫交流，就採購風險因子，積極研

商解決對策，廉政署則將適時派員

列席，提供相關建議，協助各機關

完善採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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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望安航空站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望安航空站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望安航空站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望安航空站

員工涉嫌詐領出差交通費案員工涉嫌詐領出差交通費案員工涉嫌詐領出差交通費案員工涉嫌詐領出差交通費案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望安航空站

員工林○○等 6 人，明知依「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旅費

分為交通費、住宿費及膳雜費，交

通費包括行程中必須搭乘之飛機、

汽車、火車、高鐵、捷運、輪船等

費用，均需按實報支，亦明知自身

實際出差時往返望安鄉與馬公市間

所搭乘澎湖縣公共交通船係支付較

低價之優待票價格，竟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檢附較高價之民營公

司「光正遊覽交通有限公司」客票

票根，以低報高之方式，向機關申

請報領差旅交通費用，機關負責人

事、會計之承辦人員均不疑有詐致

陷於錯誤而如數核發。全案經廉政

署調查後，移送澎湖地檢署偵辦。 

本案林○○等 6 人身為公務

員，竟貪圖小利，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詐取財物，案經澎湖地檢署檢察

官偵結起訴，因被告 6 人中有 5 人

於犯罪發覺前已自首，且於偵查中

自白並繳回犯罪所得，檢察官依貪

污治罪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前段請

求法院減輕或免除其刑；另 1 人於

偵查中自白並繳回犯罪所得，檢察

官依同條例第 8 條第 2 項前段請

求法院減輕其刑。 

 

二二二二、、、、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機械電組機械電組機械電組機械

科科長涉嫌收受廠商賄賂案科科長涉嫌收受廠商賄賂案科科長涉嫌收受廠商賄賂案科科長涉嫌收受廠商賄賂案    

黃○○係工業局金屬機電組機

械科科長，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而

具有法定職權之公務員，明知其對

於工業局委託「財團法人精密機械

發展中心」(下稱精密中心)辦理之

專案計畫，負有採購計畫書擬定及

委託案期中期末審查與驗收等管理

督導職務，竟於 93 年至 99 年上

開委託計畫執行期間，以其職務身

分，收受該中心所提供電視機、車

用導航機、手機、電腦、印表機等 3C 

產品，並接受該中心負擔其個人住

家電話及上網費用與其私人旅遊之

住宿費用等不正利益，總計收受該

中心新臺幣 61 萬 1 千餘元之賄

賂及不正利益。精密中心副總經理

林○○、產業發展室主任唐○○及

副主任王○○為免上開行賄項目過

多，記載於該中心帳上過於醒目，

乃共同基於不實登載業務上文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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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於上開行賄黃○○財物之採

購單上，不實填載用途為研究與實

驗材料，以免其行賄行為遭董事或

監察人質疑。 

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

結以黃○○身為公務員貪圖個人利

益，對於其職務行為向工業局委託

執行專案計畫之廠商-精密中心要

求並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職務上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

嫌及精密中心副總經理林○○、產

業發展室主任唐○○及副主任王○

○等 3 人係受該中心委託從事業

務之人，為遂其行賄目的，於行賄

黃○○之財物採購單上，填載不實

文書，涉犯刑法第 216 條、第 215

條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嫌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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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士網購明星研發之保養品護士網購明星研發之保養品護士網購明星研發之保養品護士網購明星研發之保養品，，，，

卡一刷金額竟高出近卡一刷金額竟高出近卡一刷金額竟高出近卡一刷金額竟高出近 5555 倍倍倍倍    

一名護理師在家中瀏覽臉書，

看到一則吸睛的保養品廣告跳出，

並標明為某知名藍姓女藝人公司研

發及推薦之抗老護膚 Au**la 保養

品，遂點入網頁查看，顯示該組產

品特惠中，優惠價新臺幣 (下

同)1,200 元，且提供新會員試用，

於是王小姐立刻線上刷卡，卻收到

銀行通知消費金額為 5,520 元，外

加國外交易手續費 83 元，待其發覺

異狀再度登入該網站時卻無法登

錄，並在該知名藍姓女藝人臉書看

到有人盜用渠名義販售商品訊息，

才驚覺遇上詐騙。 

近來網路購物十分盛行，詐騙

集團也利用網路購物的特性來詐取

民眾錢財，民眾看到明星代言的加

持，加上網購價格遠低於實體通路

便立即匯款購買，但常常都是匯錢

後收不到物品，今天更出現在臉書

不明賣場購物，下標後刷卡金額與

頁面標示不符，金錢石沉大海，賠

了金錢也拿不到商品；分析此類假

網拍詐騙手法，歹徒通常利用時下

最夯、標榜明星推薦的商品吸引民

眾購買，然而當有民眾向其表示購

買意願，歹徒都會誘導民眾透過 FB

或 LINE 等通訊軟體私下交易，等到

買家將款項匯入指定戶頭後就已讀

不回、封鎖帳號，消失無蹤了。 

請慎選標示清楚、信譽良好的

購物網站及賣家，各大知名購物網

站有提供交易保障，且切勿貪圖折

扣而私下交易， 每個人應做好帳號

保障，定期更新帳號密碼，啟用臉

書雙重認證，以簡訊及電子郵件通

知方式確認。 

 

二二二二、、、、健身糾紛案暴增健身糾紛案暴增健身糾紛案暴增健身糾紛案暴增 12121212 倍倍倍倍    台台台台中市中市中市中市

政政政政府府府府呼呼呼呼籲選擇有履保的健身中籲選擇有履保的健身中籲選擇有履保的健身中籲選擇有履保的健身中

心心心心     

近年來運動風氣盛行，台中市

各類健身房、健身中心如雨後春筍

般開設，因費用多採預繳方式，加

上有場館倒閉，消費糾紛案件暴

增，今年 1 至 5 月達 736 件，與去

年同期 61 件相較，增加 12 倍，提

醒消費者，簽約前應優先檢視契約

是否提供履約保證，避免日後若業

者倒閉而求償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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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中心會員費用通常有月

繳、季繳及年繳等方式，而年繳方

式雖然經過換算後，往往比月繳方

式便宜，但業者如果倒閉，又沒有

提供履約保證時，消費者可能蒙受

數萬元不等的損失。建議消費者選

擇月繳方式來繳納會員費用，一旦

業者 

 

肆肆肆肆、、、、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一一一、、、、國家維安宣導漫畫國家維安宣導漫畫國家維安宣導漫畫國家維安宣導漫畫                                                                                                                                                                                                                                                                

((((取材自法務部取材自法務部取材自法務部取材自法務部調查局調查局調查局調查局清流月清流月清流月清流月刊刊刊刊 106106106106 年年年年 5555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                                                                                

二二二二、、、、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 

 

 

 

 

 

 

 

 

 

 

無預警歇業時，才能將損失降到最

低。如有年繳或季繳需求，也要慎

選有提供履約保證的健身中心。另

外，在購買個人教練課程時，應考

量自身時間及體力，切勿因人情壓

力或業者推銷購買過多課程，導致

逾期使用不完而衍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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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