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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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立法院三讀通過立法院三讀通過立法院三讀通過「「「「公職人員財產公職人員財產公職人員財產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申報法第申報法第申報法第 6666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8888 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 20202020

條修正草案條修正草案條修正草案條修正草案」，」，」，」，增列直轄市議員增列直轄市議員增列直轄市議員增列直轄市議員、、、、

縣縣縣縣((((市市市市))))議員及其候選人之財產議員及其候選人之財產議員及其候選人之財產議員及其候選人之財產

申報應上網公告申報應上網公告申報應上網公告申報應上網公告，，，，落實陽光法案落實陽光法案落實陽光法案落實陽光法案，，，，

貫徹廉能政府貫徹廉能政府貫徹廉能政府貫徹廉能政府！！！！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下稱本法)

課予特定申報人公開財產資料之義

務，以增加民眾對政府施政及公職

人員清廉操守之信賴。為預防利用

職權牟取私利，並落實政府透明化

之理念，今（30）日立法院三讀通

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6 條、

第 8 條及第 20 條修正草案」。修正

重點如下：  

(一)、增列直轄市議員、縣（市）

議員財產申報資料應予公告（第 6

條第 2項） 

(二)、增列公職人員之財產申報

資料上網公告期間（第 6條第 2項） 

修正增列應上網公告至其喪失

原申報身分後 1年。  

(三)、修正公職候選人財產申報

資料供人查閱及上網公告之日期，

並增列公職候選人由各級選舉委員

會上網公告之期間（第 6 條第 1 項

及第 3項） 

(1)現行第 6 條第 3 項規定公職

候選人之申報資料由各級選舉委員

會於收受申報 10 日內上網公告，考

量各候選人申報時間不一，導致各

候選人上網公告日歧異。且總統、

副總統及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

人於申請候選人登記時雖須申報財

產，惟如嗣後候選人資格經審定不

符，亦無公告財產之必要，故修正

為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上網公

告，同時應於審定候選人名單之日

將財產申報資料予以審核彙整列冊

供人查閱。 

(2)審酌公職候選人之財產申報

資料持續上網公告並無實益，爰於

第 6條第 3項增訂上網公告 1年。 

(四)、增列縣(市)議員應辦理變

動申報(第 8條) 

本法第8條變動申報之立法意旨

係針對具高度政策決定權限及影響

力之民意代表，使其財產變動情形

透明化，於定期申報期間應將本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不動產及國內

上市上櫃股票之變動情形予以申報，

惟現行規定僅課予立法委員及直轄

市議員變動申報義務，爰增列縣(市)

議員一併納入規範。 

旨揭修正條文俟總統公布後即

開始施行，除持續落實政府透明化

及反貪腐之政策外，亦將適用於今

年 11 月 26 日之九合一選舉，屆時

凡是欲參選之直轄市、縣（市）議

員選舉之候選人，經審定候選人資

格後，各級選舉委員會應將其財產

申報資料上網公告，此一方面可使

選民藉此瞭解候選人財產狀況，選

賢與能，一方面也可促使候選人保

持清廉操守，乾淨選舉，將有助於

端正選風，貫徹廉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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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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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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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廉政消息本會廉政消息本會廉政消息本會廉政消息    
    

一一一一、、、、本本本本會會會會 1111111111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廉政專題演講圓廉政專題演講圓廉政專題演講圓廉政專題演講圓

滿完成滿完成滿完成滿完成    

                政風室依據公平交易委員會特

殊之業務性質特別規劃主題式演講，

於 3 月首創雙講師由臺北高等法院

院法官張瑜鳳及奕讀法律事務所主

持律師蕭奕弘聯合講授：「『如何讀

判決』-提升法治意識與行政效能，

從看懂判決開始。」；再於，6 月邀

請法務部廉政署專門委員林楊斌講

授「案件調查技巧經驗分享。」期

藉是類交流課程，讓同仁更加瞭解

業務，避免違反相關法規，以增進

行政效能。 

 

二二二二、、、、本本本本會會會會採購採購採購採購反針孔偵測器材進行反針孔偵測器材進行反針孔偵測器材進行反針孔偵測器材進行

辦公場所安全維護檢測辦公場所安全維護檢測辦公場所安全維護檢測辦公場所安全維護檢測 

     政風室日前採購反針孔偵測

器材，將就本會辦公處所進行反針

孔測試安全檢查，目前業完成主任

委員官舍、主任委員室、副主任委

員室、主任秘書室及本會 12 樓處室

主管等相關場域之檢測。 

   政風室將就其餘樓層場域持續

進行檢測，並將對工作場域進行定

期及不定期之檢測，同仁倘有對工

作場域反針孔檢測之需求，可隨時

與政風室聯繫；另將舉辦是類居家

及外出安全反針孔反偷拍專業課

程。 

    
參參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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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六龜區公所里幹事陳高雄市六龜區公所里幹事陳高雄市六龜區公所里幹事陳高雄市六龜區公所里幹事陳○○○○

○○○○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

((((資料來源廉政署資料來源廉政署資料來源廉政署資料來源廉政署))))    

陳○○於民國 104 年至 108 年

間，為高雄市六龜區公所里幹事，

其利用辦理區里公共建設及環境改

善經費請購及核銷之機會，未實際

購買登革熱防治相關物品，要求商

家開立不實發票，並以該不實之發

票及重製之照片辦理核銷，使公所

陷於錯誤後而撥款，不法金額共新

台幣（下同）9萬 5600 元。 

本案由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指揮廉政官、内政部警政署保

安警察第五總隊，經執行搜索 8 處

所，陳○○對於上開犯行均坦承不

諱，於偵查中主動繳回全部不法所

得9萬5600元。橋頭地檢署偵結後，

將陳○○依貪污治罪條例提起公訴，

並對提供不實發票之商家予以緩起

訴之處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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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肆肆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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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通知簡訊通知簡訊通知簡訊通知「「「「通行費通行費通行費通行費」」」」未繳未繳未繳未繳    點點點點

擊連結輸入個資信用卡秒遭盜擊連結輸入個資信用卡秒遭盜擊連結輸入個資信用卡秒遭盜擊連結輸入個資信用卡秒遭盜

刷刷刷刷((((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    

    今（111）年 5月，臺東市一名

40 歲的邱先生在家中收到一則手機

簡訊通知，內容指稱邱先生有一筆

通行費 58 元即將到期，為避免產生

罰單，請立即下載 App 線上繳費，

並附上一串含有「ETC」字樣的網址。

邱先生不疑有他，便直接點擊網址，

跳轉至一個顯示「遠通電收 ETC」-

「線上快速付信用卡」的畫面，邱

先生再陸續依欄位輸入車號、身分

證字號、信用卡卡號等資料，沒想

到卻馬上接到銀行簡訊，1筆美金 2

千元的交易已經刷卡成功。原來剛

剛蔡先生並不是下載遠通電收 ETC

的官方 App，而是進入了詐騙集團用

來騙取信用卡資料並且進行盜刷的

「釣魚網頁」。 

    分析「釣魚簡訊」類型的詐騙

案件，之前多數被害人是收到冒充

如 DHL、FEDEX、中華郵政、宅配通

發送的通知簡訊或電子郵件，以包

裹「關稅未繳」、「補足運費」、「重

新配送」等理由，使民眾誤以為官

方通知而直接點擊實為「釣魚網頁」

的惡意連結，並依畫面指示輸入個

人資料、信用卡資訊、驗證碼等，

而遭詐騙。近期出現假冒「遠通電

收 ETC」收取通行費的簡訊通知，則

為新型詐騙話術，簡訊內文以幾十

元的小額通行費費用未繳，降低民

眾戒心，然等民眾誤信而點擊釣魚

網頁連結輸入資訊，才發現瞬間被

盜刷萬元以上的大筆金額。 

    報稅季節來臨，刑事警察局提

醒，小心詐騙集團藉機發送與稅務

有關的假訊息，接到任何看似官方

的通知簡訊、電子郵件，文中附有

連結網址者，務必提高警覺，以免

落入詐騙集團的陷阱，不僅可能蒙

受財產損失，也有可能手機被植入

木馬程式，造成更大的困擾。萬一

不小心點入釣魚網頁，請務必立刻

關閉網頁、不要再進行任何點擊動

作，如果曾經在釣魚網頁輸入信用

卡號碼，也請立即連繫發卡銀行確

認交易狀況，並辦理停卡、換卡，

以免被盜刷。為確保財產安全，如

接獲附有不明網址的簡訊、電子郵

件，請直接聯繫相關官方機構確認

訊息真假，或撥打 110、165 查詢，

以免受騙。 

 

二二二二、、、、境外消費糾紛難解境外消費糾紛難解境外消費糾紛難解境外消費糾紛難解        交易前請交易前請交易前請交易前請

審慎評估審慎評估審慎評估審慎評估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

處處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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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疫情的影響，宅經濟成為

消費趨勢主流，不僅國內消費爭議

案件量連續 2 年突破 7 萬件，跨境

爭議亦明顯增加。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 特

別針對常見的境外網購及線上遊戲，

研析相關案例，提供消費者可採行

措施，以降低跨境消費風險。 

    行政院消保處以臺韓跨境爭議

為例，去(110)年共收到271件申訴，

其中 183 件為網路購物爭議，僅 38

件獲得妥處(20.8%)；另 88 件為線

上遊戲爭議，只有 3 件(3.4%)因獲

Apple或Google平臺退款而告妥處。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目前跨

境消費爭議雖可透過該處或我國民

間消保團體與少數外國消保機構的

合作關係，商請外國消保機構介入

協調，但跨境本質上存在著「管轄

權」、「法規適用」及「文化差異」

等問題，不僅處理費時，且大多難

以達到預期結果。  

    因此，行政院消保處研析跨境

爭議案例，提供以下建議，幫助消

費者維護自身權益： 

一、境外網購： 

(一)購物前，請認明合法商家，避

免在網路社群或可疑網址(一頁式

網站)交易，以免日後找不到賣家或

遭到詐騙，消費者可仔細檢查商家

所在國家和聯絡資訊、銷售、運輸

條款、投訴管道、退換貨政策及網

路評價等。 

(二)留存商品頁面、交易資訊與契

約條款，以利主張權益。 

(三)跨境網購需要支付的關稅、運

輸或快遞費以及其他服務費等多項

費用，下單網頁未必有顯示。 

(四)遇商品瑕疵，或有品項、顏色、

尺寸錯誤等狀況，消費者如欲主張

業者自行負擔退貨運費或無條件解

約，多會遭到境外業者拒絕，除非

已訂在其契約條款中。 

(五)交易關係如不是企業與消費者

之間(B2C)，而是個人之間(C2C)之

交易糾紛，或業者間之糾紛(B2B)，

多不受各國消保法規保護，亦即消

保機構並不受理類似申訴。 

二、線上遊戲： 

(一)玩家勿因遊戲為中文介面而誤

認其為國內業者，可至「數位娛樂

軟體分級查詢網」查詢。如與未在

國內登記或營運之遊戲業者發生糾

紛，即屬跨境爭議。 

(二)其他國家並無如同我國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具強

制力之契約規範，以玩家遭停權為

例，如欲要求業者出示電磁紀錄或

證據等訴求，外國業者常以業務機

密為由拒絕。基於此原因，迄今尚

未有韓國遊戲業者同意國內消費者

申請退款或解除停權之成功案例。 

(三)透過 Google Play 商店或蘋果

App Store等支付平臺付費之交易，

遇爭議可試著同時向平臺與遊戲客

服申請退款。  

(四)玩家儲值或進行遊戲內之交易，

請評估爾後倘不幸發生跨境糾紛之

風險，嚴控消費額度。 

 

伍伍伍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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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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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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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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反賄選宣導    

    

    

    

    

    

    

    

    

    

    

    

    

    

    

    

    

    

    

    

    

四四四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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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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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