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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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

查閱辦法查閱辦法查閱辦法查閱辦法」」」」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本辦法之立法原意，係藉由民

眾查閱財產申報資料，瞭解公職人

員之財產狀況，以判斷公職人員有

無利用職權牟取私利，進而增加對

政府施政及公職人員清廉、操守之

信賴，現行規定申請人於申請查閱

時有關查閱次數及人數等限制實有

礙於查閱立法目的之達成，爰修正

本辦法部分條文，並經行政院與考

試院、監察院於 109 年 3月 10 日會

銜修正發布施行，其修正重點如

下： 

（一）現行條文第17條規定申請人

對同一申報人申報之資料，

每年以查閱 1次為限，有過

度限縮人民閱覽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資料之權利，爰刪除

之。 

（二）現行條文第18條規定申請人

1次以申請查閱1人之申報資

料為限，有過度限縮人民閱

覽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之

權利，爰刪除之。 

    

二二二二、、、、廉政署回應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廉政署回應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廉政署回應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廉政署回應政治與經濟風險顧

問公司發布之亞太地區貪污觀問公司發布之亞太地區貪污觀問公司發布之亞太地區貪污觀問公司發布之亞太地區貪污觀

感評比報告感評比報告感評比報告感評比報告    

    政治與經濟風險顧問公司

（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 PERC）出版的「亞洲

情報」（Asian Intelligence）期刊，

於 109 年 3月 24 日公布「2020 年亞

太地區貪污觀感評比報告」，我國今

年排名第5名，與去(2019)年相同，

得分為 5.15 分，與去年(5.37 分)

相比進步 0.22 分(評分級距為 0 至

10 分，分數愈高代表愈貪腐)；前 4

名依序為：新加坡(1.73 分)、澳洲

(2.1 分)、日本(2.81 分)及香港

(4.15 分)。 

   本評比的臺灣篇章訪問對象，是

在臺灣工作的外國企業或商會人士，

調查其對所在地區貪污問題之觀感；

針對我國貪污現象的評價，有超過

66%的受訪者認為與過去一年相比，

無顯著變化。 

該評比報告表示我國貪污觀感

已經趨於穩定，長期而言，貪污趨

勢已逐漸下降，並將可能朝此方向

持續發展。另進一步指出，歷次報

告所調查的觀感得分，近年的貪污

觀感評比相較2008年前時期亦較佳，

與廉政署實際案例數據有相似的進

步趨勢。 

最後，雖然貪污仍是現存問題，

但在社會共同推動反貪腐的努力下，

成果將比預期的更為有效。而「廉

能政府」不僅是民眾對政府信任的

關鍵，也是國家競爭力與發展的指

標，關乎國際社會對我國整體的觀

感評價。未來，廉政署將持續努力

精進推動多元化廉政工作，以形塑

國人對於貪污零容忍的共識與支持，

共同守護廉潔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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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黃主任黃主任黃主任黃○○○○○○○○涉嫌浮報價額及數涉嫌浮報價額及數涉嫌浮報價額及數涉嫌浮報價額及數

量量量量、、、、收受賄賂收受賄賂收受賄賂收受賄賂、、、、詐取財物詐取財物詐取財物詐取財物、、、、背背背背

信等案信等案信等案信等案    

黃○○自 102 年至 107 年擔任

經濟部工業局林園工業區服務中心

主任期間，多次利用 10 萬元以下的

綠美化、辦公室公用器材、區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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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委員會政風室彙編             109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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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小額採購案，要求廠商給予回

扣，再指示下屬簽辦採購案，並浮

報價額或數量，廠商領取款項後，

再將約定回扣金額交付給黃○○。

黃○○更自恃於該中心採購案具有

准駁權，竟收受施作廠商所交付之

冰箱、冷氣、熱水器、鐵窗等物作

為賄賂。黃○○見行事順遂，更食

髓知味，另利用職務上主管園區內

決定採購及督導附掛電信纜線業者

之機會，指示承辦人虛報採購需求，

要求不知情之業者配合提出發票，

由渠詐得工程款項，更有向業者提

出部分工項由渠分包，誆騙業者支

付約定費用等行為。綜上，黃○○

上列浮報價額及數量、收受賄賂、

詐取財物、背信等犯罪行為，獲取

之不法所得共達新臺幣 33 萬 5,030

元。 

全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終結起訴，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於 109 年 2月 10 日，以黃○○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經辦公用物品舞

弊、浮報價額及數量、不違背職務

收受賄賂、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

物、刑法背信、公務員登載不實等

罪，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14 年，褫

奪公權 3 年，犯罪所得 33 萬 5,030

元及上開賄賂財物沒收或追徵其價

額。 

 

二二二二、、、、技術單工李技術單工李技術單工李技術單工李○○○○○○○○涉嫌侵占公有涉嫌侵占公有涉嫌侵占公有涉嫌侵占公有

財物等案財物等案財物等案財物等案    

李○○自 105 年至 108 年擔任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商行政科

技術單工期間，多次利用民眾申請

商業登記後必須繳納行政規費之機

會，於收取民眾繳交之申請商業登

記執照之規費後，利用規費系統無

須登打申請人資料即可取得單據流

水編號及申請文件於歸檔時無人確

認是否檢附相對應之收據第三、四

聯等漏洞，逕行登入該規費系統擷

取自動產出之單據流水編號，先列

印一份由規費系統所產出之收據，

再經掃描後以 word 複製貼上，復再

逐一套印到其所登載不實之收據上，

交給無法辨識收據真偽之繳費民眾

收執，李○○再將民眾所繳之規費

陸續侵占，任職期間所侵占之不法

所得共達新臺幣 135 萬 7,610 元，

被害民眾達 1千 3百餘人。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

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辦，經

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

以李○○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

第 1 項第 1 款之公務員侵占公有財

物罪，予以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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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也要防詐防疫也要防詐防疫也要防詐防疫也要防詐！！！！請牢記訂購口請牢記訂購口請牢記訂購口請牢記訂購口

罩防詐三罩防詐三罩防詐三罩防詐三「「「「不不不不」」」」驟驟驟驟    

    新冠病毒疫情持續延燒，買口

罩已成為全民日常生活中最關心的

議題之一，自從口罩實名制 2.0 開

放預購功能以來，雖然解決不少民

眾買不到口罩的困擾，但詐騙集團

也蠢蠢欲動，不僅在各類網路平臺

假意販賣口罩，更試圖冒充口罩實

名制相關操作流程進行詐騙，刑事

警察局今天特別公布口罩訂購防詐

「三『不』驟」，要讓民眾都能簡

單秒懂防詐技巧。 

「「「「不不不不」」」」驟一驟一驟一驟一：：：：口罩實名制口罩實名制口罩實名制口罩實名制「「「「不會不會不會不會」」」」

透過電話聯絡透過電話聯絡透過電話聯絡透過電話聯絡。。。。 

詐騙集團會利用口罩實名制 2.0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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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的等待期，隨機撥打電話給民眾，

謊稱預購系統出現資料錯誤，要求

民眾提供個人資料或按照指示前往

ATM 進行操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已鄭重澄清口罩實名制 2.0「不會」

透過電話聯絡民眾，民眾若接到陌

生電話聯繫預購口罩事宜，請立刻

掛斷，並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不不不不」」」」驟二驟二驟二驟二：：：：口罩實名制口罩實名制口罩實名制口罩實名制「「「「不會不會不會不會」」」」

用簡訊通知繳費或發送包裹查詢連用簡訊通知繳費或發送包裹查詢連用簡訊通知繳費或發送包裹查詢連用簡訊通知繳費或發送包裹查詢連

結結結結。。。。 

民眾使用口罩實名制 2.0 申請購買

口罩後，健保署僅會透過電子郵件

通知民眾付款，「不會」以簡訊或

其他方式通知繳費；付款完成後，

則會以口罩實名制專用簡訊號碼

「 0911516622 、 0935120188 、

0961591512 、 0906174797 、

0971886019 、 0954000362 、

0903448084」發送簡訊通知民眾前

往指定超商門市領取口罩，「不會」

使用其他門號發送簡訊，更不會在

簡訊中夾帶網路連結要求民眾點選。 

刑事局指出，近日許多民眾向 165

專線反映收到「包裹已派發，請您

及時查收」的不明簡訊，研判是詐

騙集團利用口罩實名制 2.0 到貨時

機，魚目混珠發送釣魚簡訊，民眾

如果收到類似簡訊，切勿點選其中

夾帶的網路連結，以免遭駭客植入

木馬或被引導至釣魚網站。 

「「「「不不不不」」」」驟三驟三驟三驟三：「：「：「：「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透過社群網透過社群網透過社群網透過社群網

站或通訊軟體購買口罩站或通訊軟體購買口罩站或通訊軟體購買口罩站或通訊軟體購買口罩。。。。 

刑事局 165 反詐騙專線今年已接獲

321 件民眾網購口罩遭詐騙案件，其

中近 7成（215 件）都發生在臉書，

刑事局指出，臉書不是購物平臺，

也未提供任何安全交易機制，民眾

如有網購口罩需求，應選擇商譽良

好的正規購物平臺，並拒絕透過通

訊軟體私下交易，較有保障。 

 

二二二二、、、、「「「「契約到期通知契約到期通知契約到期通知契約到期通知」」」」置之不理置之不理置之不理置之不理? ? ? ? 小小小小

心魔鬼藏在細節裡心魔鬼藏在細節裡心魔鬼藏在細節裡心魔鬼藏在細節裡    

消費者都希望錢花得值得，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若不注意

契約細節，避開有心業者的套路，

荷包裡的錢仍會在不知不覺間

溜走。 

近來許多民眾趁著各種促

銷專案，搶辦了行動通訊上網吃

到飽服務，但有些消費者不清楚，

契約到期後的月租費也許不再

是優惠價 499 元，可能回復成「原

價」1,299 元；又或者已經不是

「吃到飽」，等收到帳單才發現

爆表。對此，電信業者表示，契

約到期前他們都一定會通知消

費者。但行政院消保處仍接到消

費者反映，某業者的通知方式，

竟是淡淡地發一封簡訊：「本門

號的專案綁約期限將於某年某

月某日到期(當日起即無綁約限

制)，相關資訊請洽門市或客服」。

試問有多少人能想到，不找門市

或客服洽詢竟對權益大有影響? 

行為經濟學的推力理論，如

今已經被許多國政府機關和企

業廣泛應用，把期待客戶勾選的

選項設為「預設選項」，是最常

見的推力。行政院消保處表示，

該處在審議重要商品或服務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也運用了這種概念，排除那

些常造成紛爭、顯失公平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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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將重要條款定為應記載事項

(形同預設選項)，藉此平衡雙方

利益。前述電信業者在契約到期

前的通知，屬於正向的推力，但

內容語焉不詳，則沒達到告知的

效果，徒具形式。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對於廣

告不實引人錯誤的宣傳手法，相

關主管機關會依職權對違規業

者查處；該處與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也曾多次和電信業者開會，

三令五申要求做好資訊揭露。行

政院消保處強調，依消費者保護

法第 13 條，企業經營者應向消

費者明示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內

容；明示其內容顯有困難者，應

以顯著的方式，公告其內容，並

經消費者同意者，該條款即為契

約之內容。該處不樂見蓄意隱匿

重要資訊的做法，未來將從消費

申訴案件資料中找出慣犯，移請

主管機關查處。 

 

肆肆肆肆、、、、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一一一一、、、、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藉以協

助人民公平利用政府依職權所作成

或取得之資訊，進而增進民眾對公

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政府

資訊自以公開為原則。然涉及國家 

安全及利益、政策擬定、公務執行

及個人隱私等，部分機敏會議資訊

的確不宜任意公開，如一旦洩漏，

將造成政府機關決策及執行困擾，

損及機關或民眾權益等負面效應， 

甚至影響國家安全及利益，也會損

害人民對政府機關之信賴。因此，

公務員應深刻體認機敏會議資訊維

護的重要性，提高保密警覺，以維

護機敏資訊之安全。 

 

二二二二、、、、機關安全機關安全機關安全機關安全維護宣導維護宣導維護宣導維護宣導    

行政機關如為開放式服務機關，

民眾進出洽公頻繁，要實施門禁管

制實屬不易，惟可請服務臺或保全

人員加強辨識可疑人物（例如：疑

似攜帶危險物品、特別注意攝影機

位置、穿著不合時宜、詢問特定人

員位置、嘗試進入非洽公區或其他

形跡詭異行為），並適時詢問洽公事

由，藉由交談過程中初步判別是否

有不良意圖。 

另機關業務如與業者、民眾接

觸頻繁，且與其權益息息相關，常

遇有「爭執衝突」事件發生，公務

員必須本諸職權依法行政，以「同

理心」爭取與民眾「良性互動」，講

求技巧，必能減少不必要之紛爭及

困擾，另應教育宣導員工狀況處理

程序，定期演練使員工熟悉應變程

序及提升危機意識。 

                                                        

三三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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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