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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廉政法令及活動訊息 

一、跨域誠信治理，布局全球商機

公私協力，互利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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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防制私部門貪腐問題，

受到各界的共同關注，法務部為加

強企業法令遵循宣導，特跨域結合

財政部於 109 年 7月 14日假國家圖

書館舉辦「109 年外商及企業誠信

論壇」（第 1 場次），邀請產、官、

學界及非營利組織代表提出專題報

告及與談，外商企業共 100 多家參

與踴躍，活動圓滿結束。 

    本次論壇邀請法務部蔡清祥部

長、財政部蘇建榮部長、法務部廉

政署鄭銘謙署長、台灣證券交易所

公司治理部黃玻莉經理、台灣透明

組織協會葉一璋執行長、勤業眾信

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盈州會計師等

共同與會。 

    首先請兩位部長致詞，蔡部長

特別指出臺灣依據《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揭示制定私部門操守標準、

防止利益衝突、增進透明度等要求，

以協助私部門落實良善治理及公開

透明；國際透明組織公布 2019 年

清廉印象指數(CPI)，臺灣獲得全球

排名第 28 名之佳績，其中進步最

多的是針對企業經理人進行問卷調

查的「世界經濟論壇」資料，足見

臺灣致力於協助建構私部門反貪腐

機制之努力已經被世界看見。另法

務部「揭弊者保護法」草案，亦將

公益揭弊之保護範圍擴大及於私部

門，提供安心吹哨的後盾。未來將

賡續努力凝聚公私部門協力合作共

識，落實法令遵循及企業誠信，進

而尋求最大商機、促進永續發展，

共創公、私雙贏局面。 

    貪腐問題已無國界之分，未來

廉政工作的推動，不再侷限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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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行政效率與提升行政透明，

為誠信經營的企業提供優質的經營

環境。 

    

二、「志工相挺 廉守家園」－廉政

志工感動你我的心 

法務部廉政署為落實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對於促進社會參與以提高

公眾反貪腐意識之精神，於 100 年 9

月訂定「法務部廉政署推展廉政志

（義）工業務實施計畫」，並會同

各機關政風機構積極倡導和鼓勵民

眾投入廉政志願服務工作，發揚公

民參與精神，帶動廉潔社會風氣。 

截至 109 年元月止，全國（含

各中央部會及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政風機構）共成立廉政志（義）

工隊31隊，參與之志（義）工計1,585

人；其主要的服務內容包括「廉政

宣導」、「全民督工」、「廉政訪

查」、「行政透明措施檢視」及「廉

潔誠信教育」，尤其在協助各機關

辦理各類反貪活動時，能夠站在第

一線協助政風機構深入社區、學校

與村里進行廉政理念之宣導，已成

為廉政署推動廉政工作及擴大社會

參與的莫大助力。 

廉政署特別在機關網站專設

「誠信倡廉志願服務網(ACVS)」，

內容包含全國廉政志(義)工團隊之

服務點滴、辛勞成果及感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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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也期盼更多的民眾加入廉政

志工團隊，共同為守護廉潔家園而

努力。 

 

貳、廉政貪瀆案例 

一、鄉長林○○及代表會主席郭

○○等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案 

（一）涉嫌事實: 

1、人事任用案違背職務行、收賄部

分：屏東縣崁頂鄉長林○○自

106 年至 107 年間，親自或透過

代表會主席郭○○，與民眾羅

○○、陳○○、鍾○○等人期約

新臺幣(下同)120 萬元至 150 萬

元不等之賄賂，內定特定人員錄

取為崁頂鄉公所正式清潔隊人

員，嗣再收受前開民眾交付共

400 萬元之賄款。 

2、崁頂鄉公所堤防採購案圖利部分：

鄉長林○○與崁頂鄉公所公務

員林○○、徐○○等 3人，自 105

年至 108 年間，於崁頂鄉公所辦

理之 105 年至 108 年堤防工程採

購案，分別以洩漏採購案相關資

訊等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圖利

洲○協會及港○協會取得上開

堤防採購案，圖利金額共計 153

萬 56 元。 

3、崁頂鄉公所環境整修工程採購案

洩密部分：郭○○及崁頂鄉代表

會人員陳○○於 106 年間，以洩

漏採購案相關資訊等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事項予廠商富○土木

包工業人員，使富○土木包工業

得標崁頂鄉公所辦理之 2件環境

整修工程採購案。 

4、相關工程採購案借牌、圍標部分：

郭○○與富○土木包工業負責

人鄧○○，自105年至107年間，

約定由郭○○向鄧○○借用富

○土木包工業之名義，投標（1）

○○殯儀館屋頂修繕等工程採

購案、（2）○○服務中心屋頂

防水暨周邊環境保固改善工程

採購案、（3）○○○○活動中

心圍牆及大門增設工程採購案、

（4）港○國小運動場整修工程

採購案、（5）「僑○國小網球

場整修工程採購案、（6）墾○

國小莫○蒂、馬○卡及梅○颱風

災後復建工程採購案。又郭○○

恐「墾○國小莫○蒂、馬○卡及

梅○颱風災後復建工程採購案」

及「佳○鄉玉○國小操場跑道改

善工程採購案」等 2採購案，投

標未滿三家而流標，復與無投標

真意之順○營造有限公司負責

人許○○共同謀議，由許○○以

順○公司名義投標。 

（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判決如下: 

鄉長林○○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15 年，褫奪公權 6年；代表會主

席郭○○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

8 月，褫奪公權 5 年及有期徒刑

3年，得易科罰金；公務員林○○

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4年，褫奪公

權 2年；廠商許○○處應執行有

期徒刑 8月，得易科罰金；代表

會人員陳○○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 5月，得易科罰金；行賄民眾

羅○○處有期徒刑 5月，得易科

罰金；行賄民眾鍾○○處拘役 30

日，得易科罰金；公務員徐○○

處免刑。 

二、副工程司李○○涉犯貪污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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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案 

李○○係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

川局（下稱水利署三河局）副工程

司，於 104 年 2月 27 日至同年 3月

1日，向水利署三河局佯以公務出差

為由，駕駛租賃公務車出遊，並於

途中持該車加油卡加油，且虛偽填

載車輛使用紀錄，致使不知情之會

計人員按租賃契約結算金額，因而

獲得使用該車之利益 1,414.8 元及

油料費用 1,188 元，共計 2,602.8

元。另李○○明知未於申請出差日

期實際前往出差地點執行疏濬工程

之公務，仍不實向水利署三河局申

報支領出差旅費，致使不知情之人

事、會計人員陷於錯誤，誤認李○○

有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公務，並據

以轉呈核定，如數將李○○申領之

出差旅費 1,448 元予以核撥。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嗣經檢察官

偵查終結並提起公訴，現經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分別依刑法第 134 條、

33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

機會詐欺得利罪及第 216、213 條之

行使公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貪污

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公務

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欺財物罪判

決李○○有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褫奪公權 1年。 

 

參、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 

一、 小心網拍詐騙集團利用「三倍

券」新花招 

有民眾透過臉書，看到網友貼

文欲以一份新臺幣 2,500 元的價格

販售振興三倍券，洽詢後對方表示

匯款後立刻寄出，俟對方確認收到

匯款後，開始已讀不回，最後甚至

直接封鎖!以為額外購買的三倍券

還可以賺 500 元，現在反而是賠更

多，可謂得不償失啊！ 

根據經濟部振興三倍券發放辦

法規定，紙本三倍券有使用限制，

包含不得找零、轉售、兌換或退換

現金。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您，

請勿透過 FACEBOOK、LINE 轉售振興

三倍券或進行交易，除違反規定，

更隱藏極大詐騙風險，交易完全沒

有任何保障，連對方是誰都不知道，

只要對方一封鎖或刪除帳號，這筆

交易完全求助無門，所匯款項亦直

接落入歹徒口袋，不但沒賺到，甚

至賠更多。 

 

二、暑假到，請留意家中兒童上網

安全 

暑假期間，學童使用社群媒

體或玩線上遊戲的時間變多了，

同時也面臨個資外洩的風險，甚

至造成家長荷包失血。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

保處)呼籲家長，自己身體力行，

同時幫助孩子養成良好的上網

習慣，才是確保個人資料安全與

網路隱私的不二法門。 

現今網路、手機及電腦相當

普及，使用者稍不留意，資料便

可能遭他人盜用，一旦歹徒取得

這些個人資料，民眾就有遭冒用

資料或受詐騙的危險。暑假到了，

行政院消保處特別提出以下幾

個觀念供家長們參考，幫助孩子

建立隱私權良好觀念： 

(一) 監護人把關有責：手機上的

app 和遊戲多如繁星，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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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隱私保障或交易安全

機制有漏洞者，甚至衍生難

以解約、信用卡授權交易等

疑慮。建議家長事前把關，

透 過 手 機 或 軟 體 設 定 好

app 下載及登入權限，防患

未然。 

(二)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提醒

孩子，不需為了免費功能、

拿贈品或參加抽獎，便自願

提供個人資料，尤其是可疑

的拍照軟體、變臉遊戲或網

路心理測驗。 

(三) 不是什麼事都適合上網分

享：社群媒體同時也是背景

調查、肉搜或挖掘新聞的工

具，絕非分享心情的最佳管

道。此外，打卡會讓行蹤被

人掌握，沒事請關閉手機定

位。 

(四) 匿名上網不如清除足跡：在

網咖或使用公用電腦、免費

網路後，應將桌面檔案、網

站瀏覽紀錄、通訊軟體登入

紀錄等全數清除。自己的電

腦也要定期刪除瀏覽器的

Cookie，因 Cookie 會記錄

網站資訊，可能遭人竊取而

用於不法用途。 

(五) 交友不慎將引狼入室：請關

閉社群內自動加入好友的

功能，提防不請自來的陌生

人，不論頭貼看來多有魅力，

該封鎖或檢舉絕不手軟。 

(六) 勿開門揖盜：現今遊戲、軟

體、影音或網站論壇皆有年

齡分級制度，家長切莫幫兒

童開通有年齡限制的帳號

或使用權限，以免愛之適足

以害之。此外，有些智能產

品或軟體的錄音或監視資

料，會自動回傳外國業者或

政府單位，購買前先留意網

路評價，使用前設妥密碼，

不用時儘量關機。 

 

肆、其他 

一、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維護機關安全乃全體員工共同

責任，必須齊心努力，隨時保持高

度警覺，不可疏忽懈怠，若遇可疑

人、事、物應立即通報駐衛警、保

全人員、轄區警察及政風機構，切

勿存僥倖心態輕忽情勢，造成難以

彌補的損害，並應定期檢查各項安

全維護設備，共同發揮整體力量，

以期達到「防患於未然，弭禍於無

形」的目標。 

 

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隨著智慧型手持裝置日益普及，

資通網絡升級與即時通訊軟體大行

其道，資訊運用除了更加便利外，

更伴隨著令人擔憂之資安事件及機

密外洩等問題。 

    因此公務機密維護方案已進入

E化轉換時期，方能提升維護策略，

且須由多方著手，方能立見其效。

然公用智慧型手持裝置已成為公務

機關相關提升工作效率必要設備，

而是否有良好管理介面輔助，並能

對同仁同步專業資訊訓練，以提供

正確使用方式，且研討其可能發生

洩密及違失態樣，俾免資料外露與

洩密疑慮，均為研析核心。 

    如何善用公用智慧型手持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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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行政之效能，同時保護公

務機密與個人資料不致外洩，實有

賴公務同仁的努力，並持續透過宣

導與教育加強保密觀念，使其養成 

 

三、廉政檢舉專線 

 

 

 

 

 

 

 

 

 

 

 

 

 

 

 

 

 

 

 

 

 

 

 

 

 

 

 

 

 

 

 

專業的保密素養與習慣，防制違反

保密規定或洩密情事發生，俾使公

務機密維護作為更臻完善，確實保

護民眾與機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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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