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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資料來源：
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２０１８年７月號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新聞公告

 

花蓮縣政府技士陳○○等 3 人，為依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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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

國 102年 12月至 104年 1月間，利用辦理廠驗

出差之機會，明知有未實際出差，或延後一日出

差、提早一日即結束工作而返回花蓮等情，竟仍

申報出差及請領差旅費，復將出差申請單層轉

不知情之單位同仁，使人事、主計人員陷於錯誤，如數撥付陳○○等 3人溢

報之差旅費至其薪資帳戶內，上開 3 人分別詐得新臺幣（下同）2,000 多元

至 3萬多元不等之金額。另陳○○等 3人於廠驗出差期間，接受承包廠商支

付住宿、交通、餐飲、按摩、唱歌等費用，分別收受等值 4,000多元至 7萬

多元之不正利益。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認陳○○等 3人涉嫌重大，移送臺灣花蓮地

方法院檢察署偵辦，業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陳○○等 3人涉犯貪污治罪條

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等罪嫌，均予

以提起公訴。 
 

 

 

黃○○於 103 年至 104 年間係內政部消防署消防訓練中心(以下簡稱消

訓中心)之設施安全科科員，明知依據「內政部消防署差勤管理措施」、「各機

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及「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心輪值及駐班輔導員實施要點」

等規定應核實請領加班費、值班費，竟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登載不實之「加

班日期、時間、事由」及「值班日期」後逐級陳核，使具實際審查義務之消

訓中心主管、人事室及會計室人員均陷於錯誤，據以核發加班費、值班費，

黃○○因而詐得加班費新臺幣(下同)2

萬 1,788元，值班費 9,600元共計 3萬

1,388元。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移送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並經臺

灣南投地方法院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 1 年 10 月，緩刑 4 年，並應向公庫

支付 5萬元。扣案之詐欺取財所得 2萬

2,260元沒收。 

花蓮縣政府技士涉嫌詐領差旅費等案 

消防訓練中心科員涉嫌詐領加值班費用案



機關安全

機關內部安全防護主要作為，在於「防災」、「防竊」、

「防破壞」、「防資料失散」，以及「做好重要器材設備的

維護」等，換言之可以說是一切為「人安」、「事安」、

「物安」、「地安」而密切執行，並賴全體同仁共同配合。

例如：

 隨時可以做到便是善盡值班職責。

 下班時檢視鄰近門窗水電是否關好。

 離開座位時不要把經辦文件散置於桌面。

 對於行跡可疑的陌生人提高警覺，迅速反應。

 發現消防器材故障不堪用或任何防護死角立即向有關單位

反映。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政風室

這些都是隨時隨地很容易做

到的，只要稍微花一點心思注意週

遭的一切，便是對機關的安全幫了

一個大忙，也為自己的上班環境，

具體表達出一份關心與愛護。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行動裝置資安防護建議
1.軟體下載與使用

(1)僅安裝來自可信任來源之軟體

(2)注意軟體安裝時所要求之權限是否合理

(3)定期進行軟體更新或修補作業

(4)安裝資安防護軟體

2.資料保護

(1)注意資料備份與加密防護

(2)安裝具「可遠端定位並進行資料清除」功能的資安軟體

(3)注意廢棄行動裝置之資料處理

3.連線功能設定

(1)小心使用公開的無線Wi-Fi 網路

(2)小心使用藍芽(Bluetooth)功能

(3)小心使用全球定位(GPS)功能

(4)小心使用近場通訊(NFC)功能

4.設定行動裝置密碼自動鎖定功能

5.其他

(1)請勿修改或破解行動裝置之安全措施

(2)請勿利用行動裝置進行重要交易行為

行動裝置存在資安威脅徵兆
 電池壽命變短

 通話經常不尋常中斷

 電信費用異常

 自動下載軟體

 手機效能變差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100年11月號

作廢文件處理之保密須知 

某機關遭民眾反映在垃圾場發現該機關之相關簿冊，經清查後得

悉這些簿冊為裝備攜出繳回登記簿、多功能事務機使用記錄簿、目標

描繪紙等一般記錄性簿冊，應無資料外洩之虞。無獨有偶，某醫院也

遭民眾投訴聲稱：到服務台詢問相關就醫資訊時，志工給他的便條紙

背面竟有另一名病患的就醫資料，其姓名、年齡、體重、病歷號、就

診科別、診斷結果等資訊都清清楚楚，該病患的隱私全曝光。 

在處理、保存，及廢紙再利用時，不經意地造成資料外洩的消息

時有所聞。究竟該如何做才能避免因小細節的疏忽而造成資料外洩呢？ 

一、落實文件管理及分類保存：根據文件管理的原則，在撰寫的

過程中即可為文件做定義，依其內容分為機密性或普通性文件。被定

義為機密性的文件在保存上還可依其性質再做細分，例如薪資資料只

有薪資負責人員及主管有調閱的權限；產品研發資料只能開放給主要

研究人員查詢使用，其餘非業務相關人員皆不可閱覽。 

二、文件的銷毀：在響應環保，提倡

廢紙再利用的原則下，被定義為非機密

性的文件是可以直接拿去做廢紙再利用

的，例如背面可以再次列印文件，或是

當成便條紙使用。但是被列為機密性的

文件一定要確實銷毀，如果要大量銷毀

的話，一定要交給值得信任的廠商，並且需事先簽定保密合約；若不

幸發生資料外洩的意外時，也有依據可以請求損害賠償。在日常作業

中如果有瑣碎的文件要銷毀時，也一定要「自行」拿去碎紙機銷毀，

千萬不可貪一時之便將重要文件交給不相關的人順手處理；這看似一

時方便的舉動，卻足以讓重要機密資料外流。 

在資訊為上的時代，紙本資料也應列入保護的範疇，只要在平日

作業中能落實這些小細節，防止資料外洩一點也不困難！ 



107年定期申報授權作業期間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申報人基準日：107年11月1日。
申報人授權作業：107年9月5日至10月5日。

辦理授權作業方式

• 應使用自然人憑證

授權/確認基本資料申報人

• 可採自然人憑證授

權或紙本授權配偶

僅提供以「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號碼」
進行授權服務

財產申報授權作業



消費宣導

正確選用下背護具，支撐保護揪安心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黃小姐是一名上班族，每天平均坐在辦公室長達 7小時以上，加上缺

乏規律運動，時常腰酸背痛。人體的腰背部位主要是由脊椎骨、韌帶、椎

間盤以及肌肉等所組成，如果這些組成異常而壓迫到神經組織，就容易有

下背痛的毛病，此時可尋求醫師或物理治療師專業協助，搭配合宜的下背

護具，並詳閱原廠使用說明書，遵照指示正確穿戴使用，再配合適當規律

運動及維持良好姿勢，以改善下背痛。 

 

    下背護具可穿戴於因骨折、拉

傷或扭傷造成不適感之腰或下背

部位，如宣稱可「支持或固定身體

軀幹骨折肌肉拉傷或韌帶扭傷」，

或為「矯正或整直因疾病造成的身

體結構變形」，因係以簡易拉伸固

定方式等來達到宣稱效能，屬於第

一等級醫療器材，需有衛生福利部

核准之醫療器材許可證，且需由具

備藥商許可執照之藥商販售。 

 

    要注意的是，下背護具穿戴太緊會阻礙血液循環，穿戴太鬆則無法達

到支持與保護效果，患者治療期間應依專業人員指示，逐步訓練強化穩定

自身骨骼肌肉的強度，慢慢脫離對下背護具的依賴，或持續穿戴下背護具，

以避免受傷部位產生二次傷害，使用過程中都要和醫師或物理治療師充分

討論。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提醒民眾在自行選購下背護具之前善用

「醫材安心三步驟，一認、二看、三會用」口訣：第一要先認識下背護具

是醫療器材，第二是在購買產品時看清楚包裝上載明的醫療器材許可證字

號，第三則是在使用前要詳閱說明書，才能正確使用醫療器材。透過簡單

的三個步驟，才能確保買到合法的醫療器材並安心使用。食藥署提醒民眾

為保障自身消費權益和生命安全，除了學習認識醫療器材，使用醫療器材

前可先向相關專科醫師諮詢，並詳細閱讀產品使用說明書；如有發現不良

品或使用時/後發生不良反應，請至藥物食品化粧品上市後品質管理系統

（http://qms.fda.gov.tw）通報，或撥打不良反應通報專線：02-23960100

進行通報。 



好書推薦

循環經濟

作者 / 黃育徵
出版社 / 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 /   2017/01/19

循環經濟仿效大自然的零廢棄、零汙染，讓資源不

斷循環再生，是一個兼顧經濟活動、在地就業、環境生

態、能源自主的發展模式。

臺灣，能資源、原物料短缺，地狹人稠及全球數一

數二高的碳排量，沒有一個國家，比臺灣更迫切需要採

行循環再生的經濟發展思維！循環經濟的設計，可以根

本減少對原物料的依賴度，把污染和廢棄物轉換為有價

值的資源，間接復甦這塊土地的生命力，提升百姓的生

活環境。

這是歐盟、荷蘭、丹麥、蘇格蘭近年積極採行的經

濟發展思維，更是臺灣再出發不可錯過的契機！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107年度公務人員每月一書







02-2381-1234 10099 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gechief-p@mail.moj.gov.tw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 務 員 應 堅 持 廉 潔

拒 絕 貪 腐

法務部廉政署

提供多元檢舉管道



內政部移民署

提供所有臨櫃辦理案件

進度查詢，另有線上申

辦進度、外籍商務人士

核准快速通關、大陸配

偶面談時間查詢等等服

務，讓您對所申辦案件

能即時掌握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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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流雙月刊係全國保防教育推行委員會暨法
務部調查局發行之「全民保防」宣導刊物，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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