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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廉政法令及活動訊息 

一、2019 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180

個受評國家我國排名第 28 名，

創新評比標準以來最佳成績 

(一)國際透明組織於今(2020)年 1

月 23 日公布 2019 年清廉印象

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我國排名第

28 名，較 2018 年上升 3名，分

數為 65 分，較 2018 年上升 2

分（滿分 100 分），超過全球 84%

受評國家，為 2012 年新評比標

準以來最佳成績。 

(二)掌握 4 大重點，看懂清廉印象

指數： 

1、全球清廉度衡量指標：清廉印

象指數主要是針對公部門貪腐

情況主觀印象的量測，反映的

是對一個國家或地區公共部門

公務員（含政治人物）貪腐程

度的觀感，是目前全球最廣泛

被用來衡量各國整體清廉度的

社會經濟指標。 

2、國際透明組織發布：國際透明

組織成立於 1993 年，目前在世

界上 100 個國家成立分會，在

臺灣的分會稱為台灣透明組織

協會。為測量貪腐情況的嚴重

程度，該組織從 1995 年開始， 

根據各種貪腐調查結果，建構

以國家為評比對象的「清廉印

象指數」，每年發布評比結果。 

3、綜合性指標：該指數本身不是

一項民意調查結果，而是蒐集

獨立機構所發布之調查資料，

經過標準化及統計轉換程序綜

合而成。各調查項目非涵蓋所

有評比國家。 

4、分數愈高愈清廉，滿分為 100

分：該指數以 0-100 分衡量，

分數愈高代表愈清廉，然在嚴

謹的計算下，獲得高分的國家

並不多， 2019 年全球計有 180

個國家及地區納入評比，沒有

國家獲得滿分，有三分之二的

國家得分低於 50 分。 

 

二、用廉政交朋友—廉政外交首傳

捷報，我國與貝里斯簽署第一

份廉政合作協定 

    2018 年 4 月法務部廉政署舉

辦「2018 年邦交國廉政研討會」，

邀請中美洲 5 邦交國廉政業務機

關代表來臺，透過專題座談與報告

交流各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制

度，分享推動揭弊者保護立法經驗，

並參訪我國重要廉政透明化措施，

出席友邦代表對於我國廉政領域的

積極作為均印象深刻。 

    2018 年底廉政署研擬廉政合

作協定草案，經由法務部與外交部

的共同努力，2019 年 2 月我國友

邦貝里斯表達合作意願，於我國與

貝里斯建交 30 週年及廉政署成

立 8 週年之際，7 月 2 日由法務

部蔡部長清祥與貝里斯檢察總長兼

法 務 部 長 裴 瑞 斐 （ Michael 

Peyriffite）在蔡總統英文、貝國

總督楊可為爵士及臺貝兩國外交人

員的見證下正式簽署廉政合作協

定。 

    此協定為我國第一份與邦交國

所簽訂的廉政合作協定，意義深遠，

象徵我國跨國廉政合作機制的大幅

邁進，也象徵兩國邦誼永固，未來

在協定的架構下，我國與貝里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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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互訪」、「專業技能」、

「執法情資分享」等領域發展實質

廉政合作關係，奠定廉政合作領域

良好基礎，打擊跨國犯罪。 

    

貳、廉政貪瀆案例 

一、上士陳○○等人涉嫌購辦公用

物品浮報數量案 

    陳○○係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通

電軍指揮部資訊通信聯隊資通支援

第三大隊(下稱資通支援第三大隊)

上士組長、黃○○係國防部陸軍第

八軍團本部連(下稱八軍團本部連)

食勤兵，二人均因任務編組擔任所

屬部隊伙食委員(下稱伙委)相關業

務。朱○○、邱○○2 人均係旗山

副食品供應站(下稱旗山副供站)駐

站人員，負責處理國○農畜股份有

限公司等國軍副食品供應商販售食

材之理貨、推銷事宜，並向食材代

送商鄭○○、許○○賺取佣金。陳

○○、黃○○2 人因向朱○○借款

未還，朱○○見有機可趁，為圖取

不法利益，遂向黃○○、陳○○2

人提議以不實投單(未依開伙人數

投單購買所需食材，而多採購不需

要之食材）再故意不將食材領回，

而使朱○○得以賺取不實投單食材

佣金及轉售不實投單食材之方式，

抵銷渠等向朱○○之借款，陳○○、

黃○○2 人明知因擔任伙委而負責

購辦屬於公用物品之副食品時，不

得浮報採購物品之數量，但為貪圖

抵銷債務之不法利益，仍同意朱

○○之提議。謀議既定，陳○○、

黃○○2人即於 106 年、107 年間分

向所屬部隊擔任採買職務之士兵計

12 人謊稱，因先前有漏投單採購食

材，而請廠商協助先送食材應急情

形，故需以不實投單多採購食材、

再將多採購食材留在旗山副供站不

領回之方式，將食材返還給廠商，

採買士兵們因相信陳○○、黃○○2

人說詞，明知投單採購內容有所不

實，仍配合未依實際採購數量提

貨。 

    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指揮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

組及高雄憲兵隊共同偵辦，期間發

動 2 次大規模搜索，經檢察官聲請

羈押陳○○等 5 名被告獲准，始得

保全重要跡證及供詞，涉案士官兵

及廠商合計 19 人均坦承犯行，追繳

不法所得計新臺幣 59 萬 8,385 元。

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

署偵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

審理認陳○○、黃○○等 7 名被告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購辦公用物品浮

報數量等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最重 4

年 6 個月不等之刑期。另就配合未

依實際採購數量提貨之採買士兵 12

人，因共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

書罪，其中 7 人經法院判處緩刑，

另有 5 人因犯行輕微，偵查中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二、警員謝○○涉犯違背職務收賄

罪 

謝○○係臺中縣警察局（現改

制為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

竹林派出所警員，鄭○○係內政部

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第四大隊

東勢森林警察分隊隊員，劉○○為

苗栗縣卓蘭鎮白布帆部落人士，且

與警員鄭○○為多年好友，其友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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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竹林派出所警友會會員，與

警員謝○○交好。 

緣吳○○與其子在苗栗縣卓蘭

鎮白布帆大橋下，欲撿拾因颱風沖

刷漂流之肖楠木，惟發現有警員在

該址巡邏，渠等即向劉○○聯繫求

助。劉○○乃通知陳○○、周○○

前往查看狀況，因陳○○與前往巡

邏之警員為謝○○交好，陳○○及

劉○○乃達成將其中 1 塊肖楠木切

成椅子料贈與謝○○作為對價之合

意，由陳○○告以謝○○通融不予

查緝，並將致贈上開椅子料作為謝

禮。詎謝○○明知當時並非苗栗縣

政府公告許可撿拾漂流木之期間，

竟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

放任吳○○等人違法撿拾漂流木，

嗣後並收受由陳○○及周○○以上

開拾得肖楠木所鋸成之 5 塊椅子

料。 

鄭○○明知東勢森林警察分隊

隊員值班服勤勤務狀況及查緝盜採

林木之值勤時間、地點等消息，均

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

竟基於以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

息之犯意，告知劉○○有關東勢森

林警察分隊值班勤務分配內容之應

秘密之消息。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

調查組調查後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起訴，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判決謝○○、鄭○○等

人分別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

職務收受賄賂罪處謝○○有期徒刑

2 年 10 月，褫奪公權 3 年；依洩漏

國防以外秘密罪處鄭○○有期徒刑

5月，案經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判決上訴駁回，被告謝○○

不服上訴第三審，嗣於 108 年 3月 7

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判決有罪定

讞。 

 

參、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 

一、 詐騙集團搶搭宅經濟，請慎防

網路購物衍生詐騙 

全民防疫，宅經濟正夯，詐騙

集團現在也鎖定網購族下手行騙，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發現，網路

購物衍生之「假網拍」、「ATM 解除

分期」2大詐騙手法近期均有增加趨

勢，民眾應特別提高警覺。 

    新竹縣 1名 50歲李姓男子日前

在臉書二手交易社團看到陌生網友

貼文出售 iphone 手機，雙方談妥以

新臺幣 9,500 元及貨到付款方式交

易，幾天後李男收到包裹，付款後

打開一看，包裹裡面竟然只有 1 盒

巧克力，回頭試圖聯繫賣家卻遭斷

絕聯絡，氣得報警；苗栗縣 1 名 22

歲男大生則接到假冒網路書店「讀

冊生活」客服人員的詐騙電話，謊

稱男大生先前購書訂單出錯導致重

複訂購，再由另 2 名歹徒假冒銀行

客服專員、客服主任接續來電行騙，

要求男大生配合操作 ATM 才能取消

扣款，男大生不疑有他，按照歹徒

指示前往多處銀行及超商 ATM 操作

匯款，損失 14 萬元。 

    根據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官網

每週公告之「高風險賣場」統計數

據，最近 4 週「假網拍」詐騙案件

累計通報854件，相較前期（768件）

增加 1成；「ATM 解除分期」詐騙案

件累計通報 362 件，相較前期（271

件）增加 3 成，呼籲有網購需求之

民眾，應慎選具有安全交易機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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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防護良好之購物平臺，並善用

「高風險賣場」公告資訊評估交易

風險，挑選商譽較佳之平臺進行消

費，才能降低遭詐風險。 

 

二、出國使用手機漫遊上網服務應

注意事項 

為確保手機漫遊上網之服務

品質，並減少因不慎使用產生鉅

額漫遊費用衍生之爭議，行政院

消費者保護處已協調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促請各家行動通信

業者建立相關風險管理措施： 

(一) 每次國際數據漫遊應設最

高警示額度機制(預設值新

臺幣 5,000 元)，但可依用

戶要求另作約定。 

(二) 消費者返國後，業者應自動

關閉國際數據漫遊之服務

功能(若未關閉致產生消費

爭議時，費用將由業者自行

吸收)；俟消費者下次出國

且提出申請時，再開啟數據

漫遊功能。 

(三) 將漫遊網路自動鎖定於消

費者出國所在地之優惠網，

若用戶要求開通非優惠網，

則應確實說明收費資訊，並

經用戶同意。 

此外，還要提醒消費者使用

手機漫遊上網的幾項小訣竅： 

(一) 目前各家電信業者均配合

主管機關督導措施，將手機

數據漫遊功能預設為關閉；

所以從未使用過行動漫遊

上網之消費者，如有使用需

求時，記得於出國前向業者

申請開通。 

(二) 由於各家業者之手機漫遊

費率不同，出國前最好先向

所屬電信公司確認漫遊相

關費率。 

(三) 查詢自身手機是否支援要

前往國家之電信業者網路

頻率，必要時可請業者協助

手機網路設定或提供操作

指引。 

(四) 在國外使用漫遊上網時，隨

時注意電信業者傳送有關

漫遊上網提醒資訊及用量

通知等簡訊，以及手機顯示

之網路訊號是否鎖定為與

國內業者合作之優惠網訊

號；如非屬優惠網網路，建

議先行關閉手機漫遊上網

功能，並與國內電信業者聯

絡。 

(五) 最後，消費者在國外使用漫

遊上網時，最好關閉手機之

同步功能，以免因相關軟體

或程式自動更新而增加數

據傳輸用量及漫遊費用。 

 

肆、其他 

一、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機關安全，人人有責，多一分

細心，即可有效預防或減少事故傷

害之發生，為防範機關發生危害、

破壞或重大陳抗等事件，須仰賴機

關全體同仁之通力參與及高度防護

警覺，並配合完善之設備及嚴密之

維護措施，始能共創安全之辦公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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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政府機關應妥善保管機敏會議

資訊，避免外洩情事發生，機敏會

議資訊外洩多屬人為因素，其中又

以機關同仁輕忽導致疏失者居多，

因此應培養機關同仁保密觀念，務

使同仁均能瞭解有關保密規定、法

律責任及公務機密維護作為，以養

成同仁落實機敏會議資訊保密之習

慣，強化公務機密維護意識。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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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