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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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灣成為全球反貪腐讓臺灣成為全球反貪腐讓臺灣成為全球反貪腐讓臺灣成為全球反貪腐、、、、反洗反洗反洗反洗

錢的重要角色錢的重要角色錢的重要角色錢的重要角色    

為彰顯我國公、私部門齊心協

力反貪腐、反洗錢之決心，提升我

國於107年亞太洗錢防制組織(APG)

第三輪相互評鑑成效，結合法務

部、財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調查局、廉政署及臺灣銀行等首

長，共同拍攝宣導短片（本會網址

https: 

//www.ftc.gov.tw/internet/main

/index.aspx>便民服務專區>廉政

資訊>洗錢防制宣導項下「企業誠信

治理暨反貪腐、反洗錢」），請踴躍

瀏覽觀看宣導短片(片長約 30 秒)，

一起加入反貪腐及反洗錢行列。 

 

二二二二、、、、提高公務效能提高公務效能提高公務效能提高公務效能，，，，致力經濟發展致力經濟發展致力經濟發展致力經濟發展    

針對報載行政院賴院長於 107

年 11 月 7日下午，在行政院與中華

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會座談，總會

秦理事長提及各地方政府中低層官

員仍有一些「不太敢做事」的情形

發生，怕犯「圖利他人之罪」，往往

收件之後先退補件，幾次之後再按

程序處理，影響時效，讓投資人及

一般廠商怨聲載道，建議「圖利罪」

應明確立法等語。法務部廉政署提

出說明如下：  

（一）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凟職罪

章所規定之「圖利罪」，因立

法技術面難求完備，長期造

成辦案人員之困境，同時也

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時勇於

任事之心態，並可能間接影

響國家之競爭力，未來仍有

檢討空間。 

（二）由於圖利罪最重要的構成要

件就是公務員「明知違背法

令」，因此法務部廉政署適用

圖利罪之政策，已由「肅貪

查緝」朝向「防堵預防」位

移，要求全國政風人員全力

防堵公務員圖利罪之構成，

並在防堵成功後給予績效鼓

勵。亦即在公務員尚未違背

法令前就提出警示防堵，力

求將圖利罪成案之可能性壓

縮到最低。依法務部廉政署

統計，從今(107)年 3月實施

此政策後，辦理認為犯罪有

據移送檢察署之肅貪案件

中，以「圖利罪」為案由移

送地檢署之案件為 0 件，足

見政策推動已見初步成效。 

（三）針對政府重大工程及採購，

法務部廉政署結合檢、廉及

公務機關團隊，建構廉政平

臺，除協助政府機關公務員

排除不當勢力介入外，並提

供公務員於法律面的協助，

在公開透明的指導原則下，

力求公務員不要因為不諳法

律而保守膽怯，促使行政效

能提升，國家重要建設得以

持續順利推動。  

（四）法務部廉政署利用各種集會

場合，持續向所屬政風人員

傳達「政風人員角色已經轉

變」的觀念。政風人員不應

在機關扮演「這個不行，那

個也不行」的角色，而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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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協助公務員了解「怎

麼做，勇於做！」，並且擔任

公務員的靠山，讓公務員執

行公務時不致因不懂法令而

保守膽怯。 

（五）法務部廉政署去年特別編製

「圖利罪」專案法紀宣導教

材，並在全國各公務機關向

公務員進行 904 場之宣導

活動，參加公務員人數達 

70415 人。法務部廉政署投

注龐大資源的目的，就是要

協助各級公務員判斷如何避

免涉犯圖利罪？期盼公務員

真正了解圖利罪的紅線後，

懂得放膽提升行政效率。 

 

三三三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法修法修法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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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7 年 6

月 13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63581

號總統令公布，依本法第 23 條規定

本法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107 年

12 月 13 日全面上路）。 

為使同仁充分瞭解本法修正內

容，法務部廉政署編製「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修正簡介宣導摺

頁」、「1分鐘看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新法問答集」等資料；另部分

條文應行注意事項如下： 

（一） 依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

規定，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

要人員考績評定，公職人員

應自行迴避。 

（二） 依本法第 6 條規定，公職人

員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者，

應即「自行迴避」，並應以書

面通知方式辦理；另依本法

第 7 條第 1 項規定，利害關

係人認公職人員有應自行迴

避之情事而不迴避者，得向

第 6 條第 2 項或第 3 項之機

關團體「申請迴避」。 

（三）依本法第 14 條第 2項規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

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

監督之機關團體為第 1 項但

書第 1 款至第 3 款補助或交

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

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

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

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

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

第 1 項但書第 3 款基於法定

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者，不在此限；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違反第 14 條第 2項

規定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以

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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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報廢財物侵占報廢財物侵占報廢財物侵占報廢財物    

（一） 案情摘要： A、B、C 分別為

甲機關主任、副主任及秘書

室主任，因甲機關於改建期

間，留有許多已拆卸之冷 

氣、白鐵等報廢公有財物，

殘值價額可觀，A 認有機可

乘，竟與 B、C等人共同基於

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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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藉籌措年節經費之名義，

由 B 指示 C 將部分較具價值

之物品另行私下找廠商變賣

牟利，C遂找到不知情之乙資

源回收企業社將物品進行過

磅計價，變賣之不法所得總

計 53 萬元，由 C負責保管，

供 A、B等人挪為私用。甲機

關於改建期間，以議價簽約

方式將報廢物品統一賣給丙

有限公司，惟 A、B、C 共同

基於藉勢勒索財物之犯意，

於丙公司進行報廢品搬運

時，故意阻礙其車輛進出動

線，或刁難工作人員搬運順

序等方式使丙公司無法順利

履約，嗣後 C 再向該公司承

辦人員勒索 15 萬元，揚言不

付款，將使 該公司無法如期

履約並賠償違約金。丙公司

之負責人 D 因恐 C 利用渠等

勢力，再行阻擾搬運報廢物

品，可能造成更巨大的損

失，乃同意交付 15 萬元與 C，

該款項由 C 負責保管並挪為

私用。 

（二） 所犯法條： A、B、C共同基

於侵占公有財物之犯意，將

報廢公有財物私下變賣之行

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項第 1款「侵占 公有

財物罪」。 A、B、C 共同基

於藉勢勒索財物之犯意，以

故意刁難方式，向丙公司承

辦人員勒索 15 萬元之行為，

觸犯貪污治罪條例 第4條第

1 項第 2 款「藉勢勒索財物

罪」。 

 

 

 

二二二二、、、、開公務車虛報交通費開公務車虛報交通費開公務車虛報交通費開公務車虛報交通費    

（一）案情摘要： A 於民國 100 年

至 102 年 2 月間，依聘用人

員聘用條例，擔任甲機關約

聘人員，除負責轄管公園綠

地、分隔島、行道樹管理及

維護外，並曾於 101 年間辦

理「甲機關轄管公園綠地及

道路植栽維護開口契約採購 

案」，負責提出採購需求、

選擇招標方式、提供招標文

件、決標簽約、查驗履約結

果及辦理結算驗收等職務，

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之公務員。 

緣乙市政府（甲機關之上級

機關）及所屬機關學校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5點第1

項規定：「交通費包 括行程

中必須搭乘之飛機、汽車、

火車、高鐵、捷運、輪船等

費用，均按實報……但機關

學校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

費票或搭乘便車者，不得報

支」。惟 A 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 所 有 ， 利 用 駕 駛 車 號

Z1-2345 公務車出差辦理採

購案件需查驗廠商履約施作

之機會，明知依上開規定於

出差日期駕駛公務車不得申

報交通費，竟仍自 10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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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4日起至 10月 30日止以

出差旅費報告表計 29 筆，虛

報交通費支出共計 7,779 

元，致使甲機關不知情之主

管、承辦人均陷於錯誤，如

數核發。 

（二）所犯法條：A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利用駕駛公務車出

差之機會，明知依前揭規定

於出差日期駕駛公務車不得

申報交通費，竟仍於上開期

間虛報交通費，致使甲機關

不知情之相關人員均陷於錯

誤，如數核發之行為，觸犯

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

第 2 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取財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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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    

    黃先生為了慰勞平日辛苦的太

太，滿心雀躍於臺灣某知名拍賣平

臺訂購一臺高級音波淨化潔膚儀作

為結婚紀念日禮物，物色許久發現

某一賣家所售商品符合需求，價錢

也較為低廉。黃先生注意到該賣家

開設之賣場沒有任何買家評價，不

過因為金額可以接受，雖然心存質

疑，但還是先下訂商品。 

過幾日收到○○國際物流公司

傳送的手機簡訊，提醒商品已送至

指定之便利商店，黃先生再次至拍

賣平臺查詢，發現系統訂單狀態顯

示「尚未出貨」，不過既然已經收到

簡訊提醒取貨，黃先生認為應該是

拍賣平臺資訊尚未更新。前往當初

指定取貨超商，核對名字、手機跟

金額都正確後，隨即付款返家，準

備開心與老婆分享開箱喜悅之際，

卻發現包裹內竟是一隻牙刷！ 

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黃先

生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回想所有

訂購流程，這才發現「魔鬼果真藏

在細節裡」。為什麼高價商品可以低

價售出？為什麼賣家賣場販售商品

上千件卻無任何買家評價？為什麼

拍賣平臺系統訂單狀態顯示尚未出

貨卻收到取貨簡訊？為什麼取貨簡

訊是由○○國際物流公司傳送？一

一細數之下，黃先生這才發現自己

早就一步一步踏入詐騙集團的陷

阱。 

其實詐騙集團於各拍賣平臺開

設賣場，接到訂單後，並沒有循拍

賣平臺流程出貨，而是從中國出假

貨，由○○國際物流公司進行代收

款動作。詐騙業者的訂購資訊同時

從拍賣平臺，或要求額外加 LINE 取

得必要送貨資訊，最後消費者收到

全是劣質品。 

難道消費者都是詐騙集團眼中

的代宰羔羊嗎？其實交通部公路總

局已要求各大宅配業者（例如新

竹、大榮、黑貓宅急便等）依規定

於配送單記載寄件人(○○國際物

流公司)之姓名、住址及電話，並建

立明確退款機制。若包裹外有寄件

人（○○國際物流公司）電話，直

接致電辦理退貨；若包裹外無寄件

人（○○國際物流公司）名稱，亦

無提供電話，可先致電送貨的宅配

業者，告知要辦理退貨，請宅配業

者給予上ㄧ手寄件人（○○國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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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公司）的電話跟 E-mail，然後再

致電或寄 E-mail，詢問退貨流程。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您，進

行網路購物交易，宜慎選商譽良好

之電子商務平臺交易，以維護自身

消費權益，若真遭遇貨到付款消費

爭議案件，請於 7 日內向負責運送

宅配業者反映，請其配合協助提供

寄件人（○○國際物流公司）聯絡

資訊，取得資訊後再行持續聯繫，

辦理後續退貨及退款事宜。詐騙集

團無所不在，切勿透過社群軟體私

下購物，若收到可疑訊息，亦可下

載「防詐達人 APP」，或直接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才能避免成

為下一個受害者。 

    

二二二二、、、、假代購假代購假代購假代購、、、、真詐財真詐財真詐財真詐財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提醒您，詐

騙集團以低於市價代購國外商品之

名義吸引民眾，但匯款後根本收不

到貨品，賣家就人間蒸發了!建議

您，如有網路代購需求，應慎選信

用良好之商家，並使用面交方式，

確保雙方權益! 

假代購詐騙步驟大公開： 

Step1：歹徒透過網路，以低價代購

海外商品吸引民眾。 

Step2：要求買家私下加 LINE 或其

他通訊軟體作為聯繫工具。 

Step3：提供個人帳戶存摺與身分證

等證件照片取信買家。 

Step4：俟買家匯款或轉帳後，旋即

失去聯繫（當然也沒有收到

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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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