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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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誠信誠信誠信，，，，讓我做出正確選擇讓我做出正確選擇讓我做出正確選擇讓我做出正確選擇    

法務部廉政署推出超感人微電

影「蔥花麵包的滋味」，揚棄制式的

宣導方式，希望能擺脫政府機關八

股的刻板印象，以最平凡的父子親

情互動，貼近人心的劇情，將廉潔

誠信的價值深植每個國民心中。 

「蔥花麵包的滋味」講述著一名

父親從小透過言教、身教，教導兒

子誠實的重要，當兒子長大成人，

儘管面對父親重病、生活上的低

潮，仍能銘記父親的教誨，做出廉

潔的正確抉擇。 

這部 5 分鐘的微電影花費約 60

萬，採公開招標方式委外承包，以

創作歌手陳威全的「愛不為所動」

做為主題曲，廉政署為節省成本，

許多場景都在署內辦公室拍攝，動

人的歌聲搭配感人的劇情，非常催

淚。 

廉政署副署長陳榮周表示，拍

攝微電影就是希望能「接地氣」，避

免宣導手法流於八股，「廉政署其實

與民眾很接近」，只要倫理、誠信都

在每個人心中，許多弊案就不會發

生了。 

上開影片業置於本會 BBS>政風

室>政風宣導>廉政資訊>蔥花麵包

的滋味，請踴躍瀏覽觀看。 

 

二二二二、、、、保護揭弊者保護揭弊者保護揭弊者保護揭弊者，，，，絕非鼓勵誣告濫絕非鼓勵誣告濫絕非鼓勵誣告濫絕非鼓勵誣告濫

訴訴訴訴    

法務部廉政署為推動反貪腐法

制，積極推動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立

法作業，法務部已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將揭弊者保護法草案(公私合併

版)陳報行政院審查，本草案參酌近

期案例所凸顯的揭弊保護特性，立

法重點如下： 

（一） 擴大內部揭弊者適用範圍： 

因內部人員對弊端能更早察

覺、且有效提供事證，本草

案聚焦於政府機關或企業內

部人員之揭弊者保護，在 106

年爆發的永豐金詐貸案中因

揭弊者為企業委任的高階經

理人，而無法適用勞動基準

法揭弊保護規定，因此草案

第 4 條將私部門揭弊者範圍

擴大，包含「僱用」、「定作」、

「委任」關係，均納入保護。 

（二） 採內部通報併行機制： 

揭弊目的不僅是事後肅貪，

更重要的是事前預防，如內

部主管於受理揭弊通報後，

能即時修正或檢討，更能有

效遏止弊端的擴大或發生。

台鐵員工對於普悠瑪列車的

隱蔽風險，事前曾向內部主

管反映，對此勇於警示、揭

弊的員工，亦應受到法律保

障。因此草案第 6 條將內部

主管、首長或其指定人員跟

檢察機關、司法警察機關、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察

院、政風機構等並列為受理

揭弊機關，依法揭弊之員工

即可受到揭弊保護。 

（三） 層次性通報程序： 

民意代表的立法監督與媒體

的公民監督，固然具有預防

或減少國家與社會損失之效

果。但考量揭弊錯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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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揭弊者一旦向媒體揭弊

公開爆料時，對廠商之信譽

形象已造成損害，因此對於

尚未經實質調查之揭弊內

容，應適當規範，故草案第 7

條將有權調查機關及內部主

管列為第一層受理揭弊機

關，民意代表、媒體等單位

定為第二層受理揭弊機關，

以作為第一層機關失靈之補

正措施。 

（四） 重視工作權保障，防止職場

霸凌： 

本法聚焦於內部人員之揭弊

保護，故對工作權益保障格

外注重，具體保護措施包含

回復職務、回復原有工作條

件與管理措施、工資補發及

損害賠償等請求權。草案第 8

條更將故意揭露揭弊者身分

而排擠或孤立的職場霸凌行

為，也列為不利人事措施之

一，揭弊者可請求精神上損

害賠償。另從 106 年離職員

工舉發而查獲的過期肉品案

來看，對私企業而言，強迫

復職未必符合揭弊者意願，

針對這種情形，草案第 11 條

訂有「好聚好散條款」的替

代方案，在勞雇雙方合意或

由法院判決下，可依法終止

勞務契約，並由雇主額外支

付一定期間之待業補償金，

讓揭弊者可另覓工作而不致

影響生活。 

法務部從愛護、防護、保護的

精神出發，期望建立良好的揭弊環

境，讓全民能夠安心檢舉，使揭弊

者不會受到排擠，也不會遭受不合

理的對待，這就是「揭弊者保護法」

立法努力的目標，更需要您我共同

參與落實揭弊者保護。 

    

三三三三、、、、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

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告國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

告國際審查會議於 107 年 8月 21日

至 24 日辦理完竣，國際審查委員於

107年 8月 24日公開發表47點結論

性意見，包含肯定我國反貪腐工作

之意見及對於我國未來反貪腐政策

方向之建議。 

國際審查委員、國內專家學

者、民間團體均期待我國相關政府

機關能確切落實及管考結論性意

見，落實情形亦為下次聯合國反貪

腐公約國際審查委員所關切之重

點。爰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1

次委員會議決定，請法務部召開追

蹤管考規劃及權責分工會議，確認

各點之主、協辦權責機關後，陳報

行政院備查。 

法務部爰擬訂「2018 年聯合國

反貪腐公約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之

落實及管考作法」，並經行政院 108

年1月29日院臺法字第1080001999

號函備查在案，及函請各主、協辦

機關填列回應表，嗣彙整後陳報行

政院備查。 

法務部並預定於 109 年 5 月召

開期中審查會議，邀集各主、協辦

機關、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審查

回應表所列計畫或措施之辦理進

度，及於 110 年 12 月公布第 2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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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報告，111 年 8月舉辦第 2次國際

審查會議。 

 

貳貳貳貳、、、、廉政貪瀆案例廉政貪瀆案例廉政貪瀆案例廉政貪瀆案例    

一一一一、、、、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    

    緣民眾陳○○未經申請許可，

擅自於其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內一般

管制區鄉村建築用地上之土地新建

房屋，嗣經墾管處於民國 98 年 12

月 1 日勘查後函知該建築物屬違章

建築。 

鄞○○雖時任墾管處約僱保育

巡查員，然其違建查報業務已於 98

年 8 月交接，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利用協助辦理違建查報業務

之職務上機會，向陳○○誆稱墾管

處部分伊會幫忙處理，使其可以繼

續施工等語，致陳○○誤以為鄞

○○有審核違建應否拆除之權限，

遂依鄞○○指示，透過友人轉交新

臺幣（下同）7 萬元現金予鄞○○，

鄞○○因而詐得 7萬元。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

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嗣經屏東地

方法院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判處鄞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應執行有期

徒刑 8 年，褫奪公權 5 年，並追繳

不法所得 7萬元。 

 

二二二二、、、、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王○○係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稽徵所稅務員，負責綜合所得稅

之收件、審查、核定等業務，係依

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渠明知依行

政程序法之規定對於配偶黃○○申

報之綜合所得稅案件審核應自行迴

避審查。竟於申報時故意偽填申報

人戶籍，以使其以配偶黃○○名義

申報之 102 年度所得稅案件，由系

統分配至自己所負責之審核區域，

嗣於審核前開所得稅案件時，復明

知其所申報之「房屋租金」等均屬

不實扣除額事項，依法令應予以剔

除，卻仍自行審核通過，並製作 102

年度申報核定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

書，且於同日自行決行，因而減少

納稅義務人黃○○及王○○應納稅

額共計新台幣(下同)20 萬 2,670

元，致獲等額之不法利益。 

    案係王○○向法務部廉政署自

首，經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偵

結起訴，並經臺中地方法院判決，

王○○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對主管事務圖利

罪，處有期徒刑 2 年，褫奪公權 2

年及緩刑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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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遊戲點數可以買手機用遊戲點數可以買手機用遊戲點數可以買手機用遊戲點數可以買手機？？？？! ! ! ! 小小小小

心上當心上當心上當心上當！！！！    

歹徒先在臉書張貼超低價商

品，吸引民眾加 LINE 談。運用【限

時搶購不可錯過】，讓民眾加快購買

速度，等同提高詐騙成功機率。 

歹徒拍攝身分證取信，指導用

超商機臺購買遊戲點數，並迴避店

員關懷提問。遇到有這樣特徵的【賣

家】，請小心，您已經上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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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華航罷工華航罷工華航罷工華航罷工    消費者權益應確保消費者權益應確保消費者權益應確保消費者權益應確保    

    針對中華航空公司（簡稱華航）

因桃園市機師工會發動罷工取消部

分航班一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簡稱行政院消保處）提醒受影響

之消費者務必保留所有之相關單

據，俾供日後求償之用。 

一、旅行社(參團旅遊)部分： 

（一）旅行社應妥為安排旅客轉搭

其他航班或轉團，旅客如欲

解約退費，則依國外旅遊定

型化契約範本第 14 條規定

處理，即旅行社應將已代繳

之行政規費或已支付之必要

費用扣除後之餘款退還旅

客。惟該「必要費用」應依

個案事實妥適認定，如航班

停飛，機票費自不應列為必

要費用，旅行社應返還旅

客；至國外食宿及交通費用

之損失，旅行社應儘速向華

航求償後，返還旅客。 

（二）另出發後若無法依原定行程

返臺，依範本第 26 條規定，

所生滯留費用由旅行社負

擔，旅行社並應妥適安排旅

客轉搭其他航班返臺。 

二、個人自行出國部分： 

華航更改或取消航班，應及時

通知旅客，並協助旅客簽轉其他航

空公司，或提供退、改票免收手續

費；若旅客因行程延誤造成國外食

宿及交通費用之損失，行政院消保

處呼籲華航應釋出最大善意，提供

適當補償措施。 

如因本事件發生消費糾紛，可

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s: 

//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 

    

肆肆肆肆、、、、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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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moj.gov.tw」。 

二、 本會廉政檢舉電話 02-2397 
4981、傳真：(02)2397-4982、
電 子 郵 件 :ftcdac@ftc. 
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