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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２０１８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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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罷法案例宣導

阻斷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例(一)

案例一： 107年11月20日(投票日11月24日前4日)，○○市○○里現任里

長(為本次里長候選人)規劃藉由辦理「里民優質戶外教育活動」

機會進行拜票及選舉宣傳，並向區公所申請遊覽車費用補助。案

經區公所承辦單位簽會政風單位表示，建議注意「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50條規定，並應謹守行政中立原則、秉持公平公正

之立場處理…。

解析：

一、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簡稱本法）第50條規定「中央及地

方政府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不得從事

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同法第40條規定：「競

選活動期間」依選舉類別自5日至15日不等（直轄市長選舉，候

選人競選活動期間為15日；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縣

（市）長、鄉（鎮、市）長、原住民區長為10日；鄉（鎮、市）

民代表、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為5日。前項期間，以投

票日前1日向前推算；其每日競選及罷免活動時間，自上午7時

起至下午10時止。）本法第110條第3項並規定「中央及地方政

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50條規定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並得就該機關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二、本法第50條規範主體雖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惟同

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處罰對象係為「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

首長或相關人員」，爰請同仁注意本項條文規定，於競選活動期

間不得動用機關行政資源（人力、物力、財力），為支持或反對

「特定候選人」或「特定政黨」而從事競選宣傳活動，並謹守行

政中立原則，對於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依法申請之

事項，秉持公平公正之立場處理，勿為差別裁量待遇。

三、至於公職人員在未屆「競選活動期間」從事之「競選宣傳活動」，

雖不構成違反選罷法第50條規定，但凡動用機關資源（人力、

物力、財力），為支持或反對「特定候選人」或「特定政黨」而

從事競選宣傳活動，浪費機關資源，使私人圖得不法利益時，無

論在「競選活動期間」，或「競選活動期間之前」，均有可能涉

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所定之犯罪，故仍應謹慎用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107年11月7日廉政字第10707020040號書函。

選罷法案例宣導

阻斷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例(二)

案例二： 107年11月14日(投票日11月24日前10日)，○○市○○區公所辦

理該區里（鄰）長之教育訓練研習活動時，有該轄區現職議員為

候選人，身著競選徽章、服飾，到場向區公所活動承辦人員表示

欲上台致意、拜票，經洽詢區公所政風單位表示，因已進入直轄

市議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107年11月14日至11月23日)，爰不

宜有任何造勢、拜票等行為，避免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之虞。

解析：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0條規定：「中央及地方政府

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不得從事任何與

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

二、現任民意代表、候選人或其支持者知悉該等活動而不請自來時，

其未穿戴公職候選人競選徽章、服飾或攜帶旗幟，未有造勢、拜

票之意，即不生違反選罷法之疑義；如其執意參與該活動，甚或

要求上臺致詞，是類活動之承辦單位無從拒絶時，應先行提醒該

等人員不宜有任何造勢、拜票之行為，如仍發生造勢、拜票之情

事時，應婉告該等人員選罷法之相關規定，並適時勸阻，以維行

政中立。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

間，為營造公平、公正、公

開之選舉環境，再次重申公

務人員勿為特定支持之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

站台、遊行、拜票、連署等

行為，並應遵守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之相關規範。

小叮嚀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新聞公告

法務部廉政署偵辦勞動部正訓練師兼股長呂○○
購辦職訓設備索賄案

呂○○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竹苗分署)正訓練師

兼股長，於民國104年2月間負責辦理桃竹苗分署「104年機械設計職群

高階彩色成型系統採購案」之採購需求、審標及會驗等事項，明知投標

廠商金○公司、天○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黃○○以詐術圍標方式搶標，依

政府採購法應不予決標予該等公司，竟與職訓班學員李○○共同基於違

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聯絡，由李○○向黃○○要求、期約金○

公司得標及通過驗收後交付100萬元賄賂，進而護航金○公司於同年6月

23日得標。復於驗收時，呂○○明知金○公司報驗設備與招標規範所定

不符，竟不實填載驗收紀錄，助金○公司通過驗收，致桃竹苗分署撥付

結案款580萬元予金○公司，黃○○遂於同年11月6日按期約交付100萬

元賄款予李○○與呂○○朋分。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移

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貪污治

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及

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交

付賄賂罪，分別判處呂○○有期

徒刑6年，褫奪公權2年；李○○

有期徒期2年，褫奪公權1年；黃

○○有期徒刑6個月，褫奪公權2

年；另依政府採購法科處金○公

司、天○公司各10萬元罰金，並

沒收賄款及金○公司因案關人等

犯罪的不法利得總計680萬元。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 每年1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定期申報時間

定期申報應注意事項

1、已辦理財產申報授權之申報義務人，請於12月5日起自行下載財產資料，確

認無誤並上傳後，即完成本(107)年定期申報作業。

2、因申報人及其配偶為辦理107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事宜，授權同意
政風機構透過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提供申報人之財產資料，係以
11月1日為申報基準日之財產資料，故不可更動申報基準日。

下載11月1日財產資料進行申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採購法令宣導

採購評選委員因擔任政府採購法之評選職務，而具有刑事法上之「授

權公務員」身分，為落實行政院賴院長「愛護、防護、保護」之「防護」

工作面向，避免採購評選委員因不熟悉法律相關規定而誤觸法網，廉政署

爰製作「保護採購評選委員小叮嚀」宣導影片，期盼透過溫馨叮嚀與提醒，

使評選委員對自身身分及法律規範有所認識，以確保採購公正及公平。

前揭影片除說明擔任採購評選委員涉及之法律規定、司法實務常見觸

犯法律類型外，並佐以案例使各委員能更加深入瞭解可能遇見之情形，最

後提醒委員自我保護的小撇步：

一、如有發生請託關說情事時，應作成紀錄，附於採購文件一併

保存，並向機關政風單位登錄。

二、利用「賄款退還機制」，立即通知機關政風單位處理，絕對

不要私下退還，以免造成困擾。

保護採購評選委員小叮嚀

「保護採購評選委員小叮嚀」宣導影片已置放本署外網首頁>業務專

區>廉政園區>行政透明項下，請本署同仁於辦理採購評選時，於開會通知

單上提醒評選委員前往觀看，以保護其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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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２０１7年5月號

資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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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２０１7年9月號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網站

消費宣導

拍賣平臺購物選擇貨到付款，什麼？娘親我被詐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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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群群軟體私下購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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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107年度公務人員推薦延伸閱讀書目

作者 /Sydney inkelstein
譯者 /廖崇佑
出版社 /大寫出版
出版日期 / 2017.04.06

「這本著作簡直是網絡時代的領導學指南。」──里德．霍夫曼 LinkedIn共同創辦人

好老闆帶領團隊完成目標，
超級老闆則培育整個世代的領導人才，並改寫產業「成功」的定義。
在這個體制崩壞的年代，你想成為哪種主管，又想跟隨怎樣的老闆？

「好老闆」跟「頂尖老闆」差別在哪？
如何「一眼辨認」出你跟隨的，是有助你成長的超級老闆？

超級老闆會與員工建立師徒般的關係
超級老闆會因材施教，以不同方式帶領不同員工，符合每個人的獨特需求。另
外，超級老闆也樂於傳授自己的知識與經驗，絕不對員工藏私。廣告大師杰
伊．恰特（Jay Chiat）不只會與每一位員工緊密合作，有時就算討論到深夜，
雙方也都樂此不疲。

超級老闆會善用世代效應
超級老闆會鼓勵團隊成員彼此競爭，卻能同時凝聚團隊成員的向心力與歸屬感。
在熱門節目《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中，洛恩．麥可斯會刻意
讓編劇與演員彼此競爭，爭取讓劇本與表演能夠順利登台亮相的機會，然而這
些作品往往都必須靠劇組人員通力合作，才可能順利在節目播出前完成。

超級老闆會懂得放手
沒有人希望優秀的員工離職，但超級老闆不會因此大發雷霆或懷恨在心，因為
他們知道，這些人很可能會在其他地方大放異彩，進而成為人脈中重要的成員。
朱利安．羅伯森（Julian Robertson）是身價上億的避險基金鉅子，就算他的員
工常在離職後成立敵對的基金公司，他也會繼續保持合作關係，甚至經常透過
投資他的離職員工，獲得可觀的報酬。

無法測量的領導藝術

好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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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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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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論文章
 敬邀法界人士、法務部及其所屬機關同仁就新公布法律、法律問題、

犯罪研究及司法保護、矯正、行政執行、廉政等範疇之相關論文等
各領域，撰寫5千至1萬之專論文章，經審查刊登。

 並請簽署授權書，以利充實數位平台資訊，增進法律同好之引用。

二、新聞記事
 觀迎各檢察、調查、行政執行、矯正、政風單位就重要活動訊息或

新聞來稿（附照片者尤佳）。

三、來稿方式
 來稿請附上撰稿人所屬單位、職稱、姓名，身份證字號及戶藉地

（提供扣繳憑單用，將予以保密）並附上個人銀行帳號，寄法務通
訊雜誌社。

 電話：02-2331-5410；傳真：02-2314-1768；E-mail：
book2066@yahoo.com.tw。

※活動內容請詳見法務通訊網站(http://jnw.lawbank.com.tw/request.aspx)

法務通訊徵稿啟事

http://jnw.lawbank.com.tw/reques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