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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廉政法令及活動訊息 
 
一、 法務部長出席矯正署「自主監

外 公私合作 創造三贏」企業

誠信廉政論壇 

    法務部矯正署於 111年 10月 12

日舉辦「自主監外、公私合作、創

造三贏」企業誠信暨社會責任論壇，

由法務部蔡清祥部長致詞揭開序幕，

接續由梧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張和

明董事長等人，分別就「企業誠信

治理經驗」等議題進行專題演講，

隨後由矯正署黃俊棠署長主持交流

座談，邀請廉政署沈鳳樑副署長、

中央警察大學賴擁連教授、世紀離

岸風電設備股份有限公司陳國進副

董事長及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許瑜

庭執行長，針對誠信治理及監外作

業進行跨域研討交流。 

    本論壇結合全國各地自主監外

作業協力廠商及產官學各界人士，

攜手倡議企業誠信治理，精進受刑

人監外作業教化成效，共同形塑「受

刑人友善復歸社會就業環境」、「企

業永續經營提升競爭力」及「促進

全民倡廉誠信社會風氣」優質文

化。 

 

二、「2022印太青年反貪腐暨透明倡

議對話」交流活動 

    法務部廉政署與美國國際民主

協會（NDI）臺北辦事處、臺灣透明

組織協會（TICT）、財團法人開放文

化基金會（OCF）、臺灣公共行政與

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於

我國辦理第二次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UNCAC）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期

間，共同合作舉辦「印太青年國際

廉政交流」系列活動，讓來自菲律

賓、印尼、斯里蘭卡、巴布亞紐幾

內亞等 4國 13名非政府組織之青年

幹部，與我國關注公共行政及廉能

治理之 12 名大學生及碩、博士生，

共同以觀察員身份，觀摩我國 UNCAC

國際審查會議，並於會後舉辦意見

交流工作坊，也透過實地參訪，深

入瞭解交通部公路總局淡江大橋廉

政平臺如何運作、財政部關務署基

隆關臺北港的關務行政透明化相關

措施。 

    本系列活動最後之壓軸重頭戲，

即 9月 2日由法務部廉政署及 NDI

臺北辦事處於臺北捷運公司捷韻國

際廳共同主辦之「2022年印太青年

反貪腐暨透明倡議對話」（下稱印太

對話），法務部廉政署與國內外非政

府組織、大學院校學會齊聚一堂，

分享彼此在一系列活動中所見所聞

與自身寶貴經驗，更以對話形式論

述並聚焦各項廉政議題。 

    法務部廉政署莊榮松署長致詞

時表示，「自由、民主、廉能、透明」

是世界的普世價值，近年來廉政署

積極與國內外團體進行反貪腐措施

交流，向世界展現臺灣的軟實力與

接軌國際的決心，另法務部廉政署

首次與 NDI 合作之印太青年反貪腐

暨透明倡議對話，讓國際廉政合作

開啟新的篇章，在印太青年與國內

學生的經驗分享中，加入法務部廉

政署及各非政府組織間的倡議與談，

期待彼此能激盪出嶄新的火花。 

 

貳、 本會廉政消息 
 

一、本會 111 年度廉政會報暨安全

廉政服務雙月刊 

                       公平交易委員會政風室 彙編             

111年 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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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會報圓滿完成 

    本會 111 年度廉政會報暨安全

維護會報於 111年 10月 27日舉行，

為擴大公民參與，今(111)年度特地

增聘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張瑜鳳，

共計 2名外聘委員，增加不同領域，

擴大廉政面向，兩位委員亦於會議

中針對多項議題提出精闢見解，並

以專業角度對本會各項廉政業務推

動情形提出建言，會報過程圓滿成

功。 

 

二、 創新「添生第六感~廉能話家常；

特校的奇遇~廉能反賄、市場公

平與交易」宣導活動 

本會今(111)年度首度嘗試以

精選偏鄉、原鄉或具特殊、特色評

價優異之國中、小學班級或社團，

共計7所學校，進行宣導啟發反賄、

誠信、公平及廉潔概念，期由面對

面座談解說，灌輸並培植學子從小

開始擁有公平競爭、優質法制等素

養，本活動業已圓滿順利完成。  

   其中 9月 21日、22 日本會政風

室至花蓮三校宣導，適逢 918 花蓮

玉里大地震，雖臺鐵停駛交通受到

阻隔，政風室仍依約深入靠近震央

之瑞穗鄉紅葉國小進行宣導，除學

生、老師對本會之行銷欣喜感動，

反應熱烈外，花蓮南區記者協會得

知消息，特地前來就本會舉辦之宣

導活動進行採訪，除刊登當地報紙，

並以數位聯網「臺灣即新聞｣、「東

臺先鋒報｣、「CITOCO NEWS｣、「台灣

即時新聞網｣及「花蓮最速報｣等媒

體做大幅圖文正向報導。 

 

 

參、 貪瀆及陽光法案分享 
 
一、【假借出差名義辦理私事並申領

差旅費】(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10年公務員申領小額款項廉政宣導案例

彙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保局〇〇

分局技工莊〇〇負責工程督導業務，

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

有法定權限之公務員。明知在國內

因公奉派出差報支旅費，應依據行

政院訂定發布之「國內出差旅費報

支要點」之規定，須因執行公務需

要，始得報請核准出差，並應依核

准內容實際出差後，始得請領差旅

費，竟利用機關指派其辦理工程會

勘及內部稽查、施工說明、驗收、

現場工作及會同抽查等職務上機會，

於 102 年底至 103 年初預為在機關

電腦差勤系統申請填載出差事由、

地點、起訖日期等之員工差假單送

請核准，後或因實際上並未前往出

差地出差、或雖有至出差地出差，

但先行離開，而係前往友人住處打

牌或研究明牌；因其事前申請之國

內出差事由已終止或消滅，依法即

不得以各該出差事由申報請領交通

費、膳雜費等出差旅費，惟莊〇〇

事後仍未據實修改電腦差勤員工差

假單之出差申請，即自行登入電腦

出差旅費報支系統，列印原申核之

出差假單，分別在「出差人」及「製

表」欄位蓋用職章或姓名章，表示

確認無訛後，遞出申領出差旅費，

使機關審核人員陷於錯誤，如數核

發出差旅費，莊〇〇因而詐得出差

旅費合計新臺幣 1萬 9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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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經檢察官起訴及法院裁判結

果，莊〇〇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

緩刑 4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5

萬元，褫奪公權 2 年，所得財物新

臺幣 1萬 982元發還〇〇分局。 

註：【111年 2月 25日最高檢察

署新聞稿：公務員詐領加班費等四

類案件，統一見解為刑法詐欺罪】 

 

二、公職人員擔任考績會委員未迴

避遭裁罰案(資料來源：廉政署) 

    唐○○於 105 年 8 月 1 日

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擔任國

立空中大學(下稱空中大學)副校長，

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定之公職人員，

其分別於 108 年 6 月 12 日出席

空中大學生活科學系 107 學年度下

學期第 4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下

稱系教評會)審議該系 108 學年度

擬續聘教師案，及於同年 6月 25 日

出席空中大學 107 學年度下學期

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校教

評會）審議該校生活科學系 108 年

度擬續聘教師案，上開 2 會議，訴

願人皆簽到出席，亦皆審議其本人

之續聘案，卻未於審議自身之續聘

案時自行迴避，使其本人獲得續聘

之利益，涉嫌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未自

行迴避之行為，係屬為實現使其本

人獲得續聘之利益。 

    唐○○提起訴願時，主張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紀錄

其出席參與相關提案審議，僅能證

明其知悉該提案，與知悉有利益衝

突係屬兩事，原處分並無具體事證

足資證明「知悉有提案」即為「知

悉有利益衝突」，況依教師法第 16 

條規定，如無該條所定法定事由，

大學教師本應當然續聘，實為大學

教師本有之身分保障權益，本件並

無特別給予其額外之利益，是教師

續聘本屬制度性保障，其主觀上有

充分理由認為並不具有利益衝突之

情事，且客觀上為各大專院校之慣

例，足徵其欠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故意或過失。 

    本案經訴願委員會認定依大學

法第 18 條之規定，大學教師之聘

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

亦認續聘為聘任之一種，本件雖為

教師續聘案，自屬罰鍰額度基準第 

1 點第 2 款第 8 目聘任規定之範

疇，所訴核不足採，於 110 年 5 月

27 日裁定訴願無理由，維持原處

分。 

 

肆、反詐騙及消費者保護資訊 

 
一、公布轉蛋中獎機率 保障遊戲玩

家權益(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通過

經濟部研擬之「網路連線遊戲服務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應記載事項第 6 點修正草案，增訂

揭露機會中獎商品或活動的機率相

關規範，較原規定更進一步保障消

費者權益，後續將由經濟部依法公

告，並輔導業者遵守規範。其修正

重點如下： 

(一)要求遊戲業者應揭露中獎機

率： 

    鑑於機會中獎商品或活動中獎

機率公布與否，是影響消費者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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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的重要資訊，亦容易衍生消費

爭議，爰增訂業者應於官網首頁、

遊戲登入頁面或購買頁面及遊戲套

件包裝上，載明機會中獎商品或活

動的機率；透過資訊充分揭露，強

化消費者權益維護。 

(二)明定中獎機率的定義： 

    為使應揭露機率的機會中獎商

品或活動範圍更加明確，爰明定中

獎機率的定義，係指遊戲內消費者

付費後，取得機會中獎商品，或另

完成活動設定條件始能獲得獎項的

機率。 

(三)明定中獎機率應揭露的範圍： 

    為保障消費者知的權益，明定

機率揭露的範圍包括「有提供直接

或間接、部分或全部付費購買之機

會中獎商品或活動」，亦即，只要涉

及付費購買，不論機會中獎商品或

活動的形式如何轉換、轉換次數，

皆應公布中獎機率。 

(四)明定中獎機率揭露的方式： 

    為避免實務上業者以概括不明

確的方式揭露機率（例如：很高、

很低），爰明定機率應以「數字百分

比（%）」方式記載，使消費者客觀

上更清楚瞭解商品或活動的機會中

獎性質，以利消費者理性判斷消

費。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

保處）提醒消費者，購買機會中獎

商品或參與活動，不代表即可獲得

特定獎項；在付費購買機會中獎商

品或活動前，應先確認該商品或活

動是否清楚揭露機率，並詳閱中獎

資訊，避免衝動消費、過度投入金

錢卻無所獲。 

 

二、簡易型一日遊新規範 出遊踏青

好夥伴(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

護處)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通過

交通部提報之「簡易型一日遊國內

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草案)」，並經行政院核定在案，

俟交通部公告後，即可上路施行。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

稱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本案所稱簡

易型一日遊，係指業者於旅遊當日

在固定地點(如：捷運站出口)，供

消費者現場臨時報名參團的國內團

體一日旅遊。草案規範重點如下： 

(一)強化契約審閱規定 

    為使消費者瞭解契約內容，並

考量簡易型一日遊具有臨時起意報

名參加的特性，明定業者應該在簽

約前，充分向消費者說明契約內容，

並由雙方簽訂契約或以其他適當方

式表示同意，以維護消費者知的權

利。 

(二)明定業者應清楚揭露的資訊 

常見旅遊行程、旅遊費用內含項目

等資訊記載不明確，導致衍生消費

糾紛，因此，明定契約應載明簽約

地點、日期、旅遊行程、旅遊費用、

消費者集合出發的時間地點及最低

組團人數等內容，以充分揭露資訊，

杜絕爭議。 

(三)明定出發前解除契約的效果 

   1.消費者在旅遊開始前解除契

約者，不得請求退還旅遊費用，且

應繳交行政規費並賠償損害。但業

者因此可節省或無須支出的費用，

應退還消費者。 

2.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

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出發時，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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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得解除契約，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業者應扣除已代繳的行政規費、

必要費用後，將餘款退還消費者。 

四、明定旅遊內容變更的效果 

1.因可歸責於業者之事由，致未達

成契約所定旅程、交通、餐飲或遊

覽項目等事宜時，視可歸責事由輕

重程度的不同，消費者得請求業者

賠償各該差額一定倍數的違約金，

如有難於達預期目的之情形者，並

得終止契約。 

2.旅遊途中因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

於業者之事由，致無法依預定契約

內容履行時，為維護旅遊團體的安

全及利益，業者得變更旅程、遊覽

項目或更換餐飲、交通工具，所增

加的費用，不得向消費者收取；減

少的費用，應予退還。 

五、明定業者協助處理的義務 

1.消費者在旅遊中發生身體或財產

上事故時，業者應盡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為必要的協助及處理。 

2.未經消費者要求或同意，業者不

得臨時安排購物行程或於車上兜售。

若消費者在業者安排的特定場所購

買的物品，有貨價與品質不相當或

瑕疵者，得於受領後一個月內，請

求業者協助處理。 

 

肆、 其他 
 
一、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赴大陸地區注意事項： 

(一)請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勿從事

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對大陸人士之要求，應提高警

覺，並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及一

般公務機密。 

(二)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確實辦理

請假手續，詳實申報請假事由、

地點，並據實提出申請，不得

未經申請即擅赴大陸地區。 

(三)為協助各機關建立完整內部管

理及協處平臺，返臺後 7 個工

作日內應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

報表，現職人員送交所屬機關，

機關首長送交上一級機關。 

 

二、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國家機密之保管方式如下： 

(一)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

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機關首

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二)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

檔案隔離，依機密等級分別保

管。 

(三)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

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

並裝置密鎖。 

(四)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

應以儲存於磁（光）碟帶、片

方式，依前三款規定保管；其

直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須將

資料以政府權責主管機關認可

之加密技術處理，該資訊系統

並不得與外界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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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賄選宣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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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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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