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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廉政法令及活動訊息 

一、廉政署舉辦「揭弊者保護法草

案(公私合併版)立法」研討會 

     法務部廉政署為落實 106年總

統府召開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

由法務部陳參事瑞仁召集學者，組

成圓桌小組會議，自 106年 12月起

至 107 年 5 月止共召開 5 次小組會

議，會中借鏡各國法制經驗及對揭

弊者保護的期待，研擬公私合併版

揭弊者保護法條文草案。 

      為使揭弊者保護能有更多元

的思考，廉政署於 107年 5月 28日

舉辦「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立法研

討會，邀請工商團體、勞工團體及

專業事務所代表共同參與，期望法

案的制定能兼顧勞資雙方代表及專

業人士的想法。 

      草案條文架構重點包含：(1)

明確劃分公、私部門揭弊者人員及

揭弊內容。(2)明訂機敏事項的特殊

揭弊管道。(3)強調內部揭弊者工作

權保障及損害賠償，並涵括配合調

查、作證之人，以及拒絕參與弊案

實施之人。(4)明訂不利人事措施範

疇，將故意洩漏揭弊者身分之職場

霸凌行為納入。(5)舉證責任倒置。

(6)洩密責任部分免除。(7)引進「法

庭之友」制度，允許公益團體等單

位就揭弊案件提供法律意見供法院

參考。 

 

二、刑法賄賂罪、餽贈罪及影響力

交易罪之增修研討會 

    為研擬餽贈罪、影響力交易罪，

並修改賄賂罪要件，未來公務員接

受長期豢養、關說喬事，或難以認

定對價關係與職務行為等不法案件，

都可望有罪可治，法務部廉政署將

與台灣法學會刑事法委員會、新時

代法律學社及刑事法研究會等單位，

於 107 年 7 月 3 日假該署第一會議

室共同辦理「刑法賄賂罪、餽贈罪

及影響力交易罪之增修研討會」，會

中並就行收賄罪之立法改造-刑法

第 121 條、第 122 條；餽贈罪之引

進-刑法第 122 條之 1；影響力交易

罪之增訂-刑法第 134條之 1等 3項

議題進行研討，歡迎各界人士參

與。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立法

院三讀通過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

稱本法）修正草案於 107 年 5 月 2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有關修正重

點如下： 

(一)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 

現行本法之適用對象與公職

人員財產申報法一致，本次

修正予以脫鉤，將較具有利

益輸送之虞之職務納入本法

規範範圍，例如公營事業總

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幕僚長、副幕僚長；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

行長等均納入規範。 

(二)擴大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 

本次修正將與公職人員具有

財產上及身分上利害關係者

納入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之規

範，例如公職人員、其配偶

或二親等內親屬擔任負責人、

董監事之營利事業、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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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公職

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各級

民意代表之助理等。 

(三)明訂非財產上之利益定義 

參考近年來相關違法案例態

樣明訂非財產上之利益，包

含任用、聘任、聘用、約僱、

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

陞遷、調動、考績等人事措

施。 

(四)修正自行迴避、申請迴避及職

權迴避之規定 

修正公職人員自行迴避、利

害關係人申請迴避、機關職

權令其迴避之程序，並增列

應將迴避情形定期彙報。 

(五)明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請託

關說之禁止規範 

明訂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

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人員請託關說或

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

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六)增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

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

監督機關為補助或交易行為

禁止之例外規定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第 716 號

解釋意旨，增訂公職人員或

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

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為補助

或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定，

例如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

序辦理之採購、一定金額以

下之補助或交易等，因較無

不當利益輸送之疑慮，故例

外排除之；並增列依公告程

序辦理之交易或補助等，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應事前揭

露及機關團體應事後公開身

分關係之規定。 

(七)增列受調查機關之配合義務 

為利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

增訂受調查機關之配合義務

及違反義務者之裁罰。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法

務部將於六個月內制定施行細則並

加強宣導，俾利後續執行。 

 

貳、廉政貪瀆案例 

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管理科

一股幫工程司楊○○涉嫌詐欺

等罪，業經法院判決有罪 

   楊○○係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公

園管理科一股幫工程司，明知依臺

南市政府工務局公務車輛管理及使

用要點規定，公務車輛不得挪為私

用，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

利用其職務上管理公務車之機會，

於 105 年 3 月至 7 月間，除上班期

間之公務使用外，接續另將該公務

車挪作私人使用，用於接送配偶上

下班、私人購物或訪友行程等，且

使用隨車之中油車隊卡刷卡加油，

嗣每月填製「公務汽機車油料費申

請表」辦理核銷程序，致臺南市政

府持續給付該公務車油料費用予中

油公司，足生損害於臺南市政府對

於公務車油料支出核銷支付之正確

性，楊○○並因而獲得免予支付私

人油料費共計新臺幣 2,364 元之不

法利益。 

    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審理終

結，楊○○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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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詐欺得利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後陸月

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參

萬元，扣案犯罪所得貳仟陸佰陸拾

肆元亦沒收在案。 

 

二、成大醫院工務室組長鄭○○犯

收賄罪案，業經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判決有罪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

於民國 102 年 4 月間接獲檢舉，獲

悉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下稱成大醫院）工務室空調組組

長鄭○○於辦理醫院相關採購涉有

不法，經駐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長

期跟監、蒐證後，發現鄭○○於辦

理醫院相關採購及驗收期間，曾多

次於下班後與廠商飲宴及出入色情

場所，並有向承攬廠商索取手機、

筆電、平板電腦等電子用品，甚至

接受招待至國外旅遊等不正行為，

掩護廠商得以順利標得工程施作等

不法情事。 

    案經該署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嗣經檢察官

偵查終結提起公訴，並對鄭○○具

體求處有期徒刑 20年，廠商黃○○

等 7 人則予以緩起訴處分。臺灣臺

南地方法院業於 105 年 1 月 8 日判

決鄭○○犯貪污治罪條例對於職務

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及侵占公有財

物罪等罪，應執行有期徒刑 20 年，

褫奪公權 10年，收受之賄賂併予沒

收。鄭○○不服提起上訴，臺灣高

等法院臺南分院於 107年 3月 29日

判決鄭○○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應

執行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4年，

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參、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 

一、電信欠款圈套! 詐騙集團登門

收上百萬元「資金公證」費用 

   新北市一名周小姐，上週接到自

稱中華電信客服來電，聲稱渠名下

一支在中華電信門市辦的門號積欠

電話費新臺幣 43,000元，並立即幫

周小姐轉 165 專線，隨即假的 165

專線人員「洪員警」表示，經電腦

系統查詢，檢警偵辦中的林姓販毒

集團案，涉及一個以周小姐名字在

臺灣銀行開立的帳戶，周小姐可能

涉及販毒、洗錢防制法，並將電話

轉給假「王組長」，其表示查詢周小

姐身分證號碼確實與此販毒集團有

來往，故再將電話轉給偵辦此案的

假「楊主任」，聲稱此為代號 B37公

訴案，其會向檢察官申請「資金公

證」，要求周小姐立刻領出新臺幣

100萬元，將現金、存摺及提款卡裝

袋封籤，交由前往周小姐住處執行

的假陳姓偵查人員，於是周小姐立

刻提領現金新臺幣 100 萬元並當面

交付該假偵查人員，事後周小姐才

知道是遭詐騙集團騙了。 

  刑事警察局呼籲，檢警不會監

管任何的人帳戶，更不會要求收取

現金或存簿，提醒民眾聽到「身分

遭冒用協助申請資金公證」、「現在

電話幫你做筆錄」、「等下傳真公文

給你」等關鍵字時，絕對是詐騙！

希望每位朋友回家多向家中年長者

宣導，必要時可在電話旁邊放置假

檢警詐騙的文宣或專刊，類似的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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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的手法在刑事警察局 165 反詐騙

官方網站及 165 反詐騙 App 上都有

介紹，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

諮詢專線 165查詢。 

二、消保處提醒消費者:貨櫃屋民宿 

安全恐有疑慮！ 

    由於休閒旅遊風氣盛行，不少

業者以貨櫃屋作為旅宿營業使用。

但貨櫃屋作為住宿用途，是否合法

及安全，有進一步瞭解之必要。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

保處)協請交通部觀光局促請地方 

 

 

 

 

 

 

 

 

 

 

 

 

 

 

 

 

 

 

 

 

 

 

 

 

 

政府查核轄區貨櫃屋供作旅宿用途

之情形。查核結果計有 5 家不符合

「發展觀光條例」規定，相關地方

政府已依規定處以罰鍰在案。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貨

櫃屋作為民宿使用，固然因為有特

色且價格相對便宜，所以為消費者

所喜愛。但貨櫃屋民宿由於未依規

定取得旅宿登記證，意謂其安全性

恐相對有風險。暑假即將來臨，國

人規劃旅遊住宿時，應慎選合法旅

宿業者，以維護自身之安全。 

 

肆、其他 

一、反賄選宣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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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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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