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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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防貪機制建構防貪機制建構防貪機制建構防貪機制，，，，公私部門動起公私部門動起公私部門動起公私部門動起

來來來來！！！！誠信經營誠信經營誠信經營誠信經營、、、、落實法遵落實法遵落實法遵落實法遵，，，，打打打打

造企業永續競爭力造企業永續競爭力造企業永續競爭力造企業永續競爭力    

    我國 2018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

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公布

「臺灣的反貪腐改革」結論性意見

47 點，其中防治私部門貪腐問題，

受到各界的共同關注，法務部廉政

署為加強企業法令遵循宣導，以營

造優質的投資環境，於 108 年 10 

月 16 日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國際

會議廳舉辦「108 年外商及企業誠

信論壇」，邀請產、官、學界及非

營利組織代表提出專題報告及與

談，企業與外商共 100 多家參與踴

躍，活動圓滿結束。 

    貪腐問題已無國界之分，未來

廉政工作的推動，不再侷限政府部

門，亟需民間社會力量的共同參

與，將主動結合私部門建立反貪腐

夥伴關係，建立積極便民態度，強

化行政效率與提升行政透明，為誠

信經營的企業提供公平的競爭環

境。    

    

二二二二、、、、2019201920192019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

列活動抵達臺南終點站列活動抵達臺南終點站列活動抵達臺南終點站列活動抵達臺南終點站----府城府城府城府城

繪廉潔繪廉潔繪廉潔繪廉潔，，，，誠信教育一起來誠信教育一起來誠信教育一起來誠信教育一起來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列

活動」108 年 10 月 5 日到達臺南，

本系列活動的終點站結合臺南市政

府「廉潔誠信議題競賽」，藉由教學

活動設計及小書設計比賽，讓師生

及學童們從創作過程中思考廉潔誠

信之意義，並勇於發揮創意及想像

力，彩繪出心中的廉潔圖像！ 

    今年度廉政署辦理「廉潔教育

校園宣導專車系列活動」在全臺巡

迴，讓各界參與的機關首長、相關

單位同仁、學校校長、老師、家長

及學童們，在活動中深刻體會廉潔

誠信教育向下扎根的重要性。專車

雖已達終點，而沿途撒下的種子，

種下的根苗已日益成長、茁壯，廉

政署將持續從不同面向，以多元化

的方式結合科技與數位化教材，讓

廉潔誠信教育更廣泛的扎根與普及

在各角落；同時鼓勵教育部門將廉

潔誠信價值納入品德教育相關課程

方案中，共同為建構國家發展永續

及下一代廉潔誠信的生活環境而努

力。 

 

貳貳貳貳、、、、廉政貪瀆廉政貪瀆廉政貪瀆廉政貪瀆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一一一一、、、、涉涉涉涉嫌嫌嫌嫌職務上行為收賄案職務上行為收賄案職務上行為收賄案職務上行為收賄案    

趙○○於民國 104 年擔任大武

鄉長期間，經辦內政部營建署補助

人本工程案件，利用鄉長職權以最

有利標之方式，評選友人黃姓廠商

所屬之設計公司得標，後續工程標

案亦由該黃姓友人所屬之營造公司

陸續得標。趙○○在施工期間利用

鄉長職權協助廠商工區變更設計、

抽換計畫書、並催促承辦單位撥

款，以使黃姓友人所屬之得標廠商

得以盡早取得工程款項，藉此等鄉

長職權上的協助行為，向黃姓友人

分別收受賄賂新臺幣(下同)34 萬

4,000 元、68 萬 7,000 元及 98 萬

3,000 元等合計共 201 萬 4,000 元，

以作為工程程序護航之對價。 

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執行搜索、

傳訊及調查相關證據後移送臺東地

檢署偵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

院審理認趙○○符合偵查中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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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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於 107 年 1 月 4 日繳回全部犯罪

所得 201 萬 4,000 元，予以減輕其

刑，並斟酌一切情狀，判處有期徒

刑 3年 7月，褫奪公權 4年。 

 

二二二二、、、、涉嫌業務登載不實及詐領檢驗涉嫌業務登載不實及詐領檢驗涉嫌業務登載不實及詐領檢驗涉嫌業務登載不實及詐領檢驗

費案費案費案費案    

李○○係全民醫事檢驗所（下

稱全民檢驗所）負責人兼醫檢師，

其配偶黃○○任職於屏東縣萬丹鄉

衛生所（下稱萬丹鄉衛生所）約聘

僱藥師，負責調劑藥品及門診申報

業務，渠等均為從事醫療業務之

人，且全民檢驗所及萬丹鄉衛生所

均與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下稱健保署）簽訂「全民健康保

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受託

辦理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特約業務。 

李○○明知對保險對象有實際

之醫療行為者，方得向健保署申報

醫療服務點數，詎竟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

書及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 105

年 1 月起至 107 年 5 月止，將實際

未做抽血檢驗之保險對象、處方日

期及申報點數等不實事項，逐月登

載於其業務上所製作之醫療服務點

數申報清單，復將該等內容不實之

申報清單電磁紀錄文書檔案，利用

電腦設備，透過網路連線方式，傳

輸至健保署，再以「全民檢驗所」

之名義，將當月醫療服務點數申報

總表寄送至健保署，據以請領醫療

費用而行使之，致健保署不知情之

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如數核撥醫

療費用，合計共詐領點數63萬3,826

點，核新臺幣約 63 萬 3,826 元，足

以生損害於健保署對於健保醫療費

用給付審查核發之正確性。 

黃○○為萬丹鄉衛生所門診申

報業務之承辦人，於 105 年 2月起，

發現健保署抽樣審查部分保險對象

之病歷上，僅見黏貼抽血處方箋，

卻未見檢驗報告，因而得知該等保

險對象未於前往全民檢驗所進行抽

血檢驗，竟為使李○○掩飾醫療服

務點數申報不實之情事，與李○○

共同基於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

之犯意聯絡，由李○○提供登載不

實內容之檢驗報告，再交由黃○○

黏貼於上開保險對象之病歷影本資

料上，併同該保險對象之「特約醫

事服務機構門診醫療服務點數及醫

令清單」逐級陳核後，寄送至健保

署進行書面審查而行使之，足以生

損害於健保署專業審查業務之正確

性。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

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經檢察官偵

查終結，以李○○所為，係犯刑法

第 216 條、第 215 條之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及同法第 339 條第 1 項

之詐欺取財罪；黃○○所為，係犯

刑法第 216 條、第 215 條之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分別予以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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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梗詐騙莫輕忽老梗詐騙莫輕忽老梗詐騙莫輕忽老梗詐騙莫輕忽！「！「！「！「解除分期解除分期解除分期解除分期」」」」

一週騙倒兩醫師一週騙倒兩醫師一週騙倒兩醫師一週騙倒兩醫師    

「解除分期」詐騙手法已在國

內出現 10 年以上，堪稱詐騙「老

梗」，在警方賣力宣導下，被騙人數

雖已逐漸減少，但仍有不少對詐騙

掉以輕心的年輕人上當，日前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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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1名 27歲林姓女醫師就接到假冒

「小三美日」網路賣場的詐騙電

話，謊稱女醫師的訂單出錯導致重

複訂購 12 期，接著由另名歹徒假冒

銀行專員來電，要求女醫師按照指

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設定，騙走近 6

萬元。另 1名家住臺北市的 29 歲男

醫 師 則 接 到 假 冒 訂 房 網 站

「Booking.com」的詐騙電話，歹徒

同樣使出「訂單出錯需操作 ATM(或

網路銀行)解除」的詐騙話術，騙走

2萬 6千元。 

詐騙集團會透過駭客盜取民眾

網路交易資料，假冒電商及銀行客

服人員來電行騙，並將來電顯示竄

改為真正的銀行客服電話，藉此取

信被害人，民眾接到陌生電話時，

切勿因為對方說得出自己過往交易

細節或來電顯示號碼為金融機構就

輕信對方身分，聽到「誤設為經銷

商、批發商」、「誤設為付費會員」、

「信用卡遭人盜刷重複下單」、「需

配合操作 ATM、網路銀行」等詐騙關

鍵字就要提高警覺，應牢記 ATM 或

網路銀行都沒有任何解除扣款或取

消訂單功能，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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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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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台灣消費

者保護協會(下稱台灣消保協會)

是國內僅有的 2 個優良消保團體

之一，該協會已嚴正聲明，絶無

替任何業者背書，希望消費者勿

輕信不肖業者的詐騙技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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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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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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選、行政中立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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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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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