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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2019年1月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學生事務室主任林○○涉嫌要求及收受賄賂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新聞公告

法務部廉政署偵辦臺中市政府

教育局學生事務室主任林○○涉嫌

要求及收受賄賂案，經查林○○於

擔任學生事務室主任之期間，對於

符合晉任中少校教官資格之人，有

依其裁量擇人推薦之權，竟為牟取

個人之不法利益，向教官傅○○等

10人以捐助選舉經費、競選經費或學務經費為由，分別索取新臺幣(以下

同)5萬元至25萬元不等之現金，或是要求贈送高山茶、水果禮盒等，嗣後

並分別收受教官黃○○之現金20萬元、吳○○之現金5萬元及魏○○之茶

葉禮盒等賄賂。

廉政案例

案經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調查後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偵查起

訴，嗣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認林○○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褫奪公權5年。

後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7年度上訴字第1550號判決，處林○○有

期徒刑3年4月，褫奪公權4年。

法務部廉政署調查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替代役男
涉嫌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調查法務部矯

正署澎湖監獄替代役男違背職務收受受刑人

賄賂，發現王○○、林○○、石○○等人，

係利用職務上協助管理受刑人因而有較多接

觸之機會，與受刑人達成合意，由受刑人託

人匯款至替代役男提供之帳戶，再由替代役

男夾帶違禁物品入監並交付受刑人，全案經

案經澎湖地檢署檢察官於103年3月7日偵結，認王○○、林○○、石
○○分別收受新臺幣1萬8,500元、9,000元及2萬700元之賄賂，並對王
○○等12名人員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及
第11條第1項違背職務交付賄賂之行為，提起公訴。

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澎湖地檢署）偵辦。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

法令修正宣導

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行政院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二月一日院臺法字第 1080161285號令修正發布第 2、3、6、

8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貪污瀆職案件，指犯下列各款之罪之案件：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 

二、 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三十一條之罪。 

三、 懲治走私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十條第一項之罪。 

四、 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十條之罪。 

五、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至第五項、第五條、第六條第一項至第四項、

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 

六、 公務員明知他人犯前款所列之罪而予以庇護。 

第 三 條  檢舉人於前條所列案件之貪污瀆職事實未被發覺前，向檢察機

關、司法警察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者，依本辦法規定核給檢舉獎

金（以下簡稱獎金）。 

第 六 條  同一貪污瀆職案件含有數檢舉事實時，其獎金以一案計算，並

以檢舉事實中經法院判決有罪之宣告刑最重刑者為準。 

          同一貪污瀆職案件獎金分配如下： 

一、 數人共同檢舉同一貪污瀆職事實者，平均分配獎金。 

二、 數人分別檢舉同一貪污瀆職事實並提供具體事證，獎金給

予最先檢舉人；無從分別其先後者，平均分配獎金。 

三、 數人先後檢舉不同貪污瀆職事實並提供具體事證者，由第

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審查會於第七條第一項獎金額度內酌情

分配獎金。 

第 八 條  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檢舉人之請求，依檢察官起訴書、法院判

決書及有關檢舉資料，送法務部審核後交由受理檢舉機關給與

獎金。檢舉人亦得於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

出申請。 

          法務部應召集最高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法務

部檢察司代表組成審查會，並依審查時之判決結果審核獎金發

放事宜。必要時得邀請受理檢舉機關之承辦人員到場說明。 



財產申報公開抽籤作業

本署107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及前後年比對公開抽籤已
於108年2月22日辦理完成，以10%比例公開抽出應受實質審查之申報
人數計26人，再依規定應於公開抽籤實質審查比例10%，以最低2%比
例抽籤擇定1人進行前後年度申報財產比對。



美國過去一年有六千萬張支付卡資料外洩!

資安宣導

資安業者 Gemini Advisory

資安業者Gemini Advisory於11/5官方部落格上發布文章，指出這

一年來美國總計有6,000萬張的支付卡

(金融卡與信用卡)資訊遭盜，當中有

75%是從零售資訊系統(Point-of-Sale)

外流。Gemini Advisory的研究依據是

自暗網中蒐集駭客所銷售的支付卡資訊，

屬於美國民眾的有6,000萬張，當中有

75%為實卡紀錄，顯示這些支付卡資訊

是在實體商店消費者被竊走，另外的25%則是從電子商務網站外洩。

Gemini Advisory真正要檢視的卻是EMV智慧卡的安全性，EMV是

由Europay、MasterCard及VISA共同

推動的晶片卡標準，它將資訊存放在支

付卡的晶片上，晶片上的資料是加密的

，用以取代容易被讀取的磁條卡，美國

於2015年展開為期3年的EMV標準遷移

計畫，在該計畫完成的現在，卻仍然沒

有消弭實卡交易的詐騙事件。根據調查

，在美國被竊走的6,000萬張支付卡中，

有93%為EMV晶片卡，此一結果反應出美國的商家並未遵循導入EMV

的標準程序。

Gemini Advisory解釋，從POS盜走支付卡資訊有兩種主要途徑，

一是部署POS惡意程式，其次則是利用名為Shimmer的盜卡設備，對後

者而言，假設商家沒有充份部署EMV的功能，惡意人士就能輕易轉移卡

片上的資訊。此外，美國的加油站尚未支援EMV，使得這些向下相容於

磁條的EMV卡只能選擇磁條刷卡，也提高了資訊外洩的風險。另一方面，

這一年來暗網中所銷售的美國以外的支付卡資訊也多達1,590萬張，當

中有460萬張為實體卡資訊，另有1,130萬張為非實體卡資訊。由此顯

示不光是美國，其他國家也有支付卡資訊外洩的問題，全球均應重視此

一問題，並共同謀求解決之道。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



公務機密

案情概述

某監獄統計室發覺衛生科電腦有異常登入情形，經調查為病舍服務

員乙於收封後，利用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訊管理系統（下

稱獄政系統），而該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即寫於便條紙並置於電腦螢

幕上，使得該服務員乙得以登入獄政系統查看收容人病歷資料並加以纂

改。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服務員利用職員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訊管理系統案

案情研析

一.職員欠缺保密觀念及便宜行事：衛生科護理師甲為貪圖處理業務之便

利，未遵守資安保密規定，將個人應保守秘密之電腦帳號及密碼置放

於容易取得之電腦螢幕位置，致他人得以輕易窺見及開啟電腦查看機

密資料。

二.未確實避免服務員不當接觸機敏資料：服務員僅協助一般性、非敏感

性事務，不應涉入主要核心業務，如機密公文書處理、收容人教誨資

料、衛生醫療器材、收容人病歷管理等；戒護區內設置電腦之調用單

位，亦不得使服務員接觸電腦，以免收容人藉機竄改各類型機敏資料，

導致公務機密外洩等機關風險情事肇生。

建議作法

一.落實電腦資訊安全措施：平時應注意個人電腦密碼不可隨意置放可輕

易窺視之處、勿任意下載不明軟體或開啟不明電子郵件、離開座位時

鎖定螢幕顯示畫面等，居安思危方能做好保密措施。

二.收容人敏感個資避免由服務員處理：矯正機關遴選收容人擔任服務員，

應注意渠等因執行作業而有較高之行動自由度，且場舍及職員辦公室

亦有配置遴用服務員協助文書業務處理，使服務員有經手收容人個資、

書信、刑案等機敏資料之機會。因此，收容人個人資料或其他機密公

文書均應責由機關職員親自處理，以免服務員基於不良意圖有機可趁。



廉政線上看

案情概述

某監獄統計室發覺衛生科電腦有異常登入情形，經調查為病舍服務

員乙於收封後，利用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訊管理系統（下

稱獄政系統），而該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即寫於便條紙並置於電腦螢

幕上，使得該服務員乙得以登入獄政系統查看收容人病歷資料並加以纂

改。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服務員利用職員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訊管理系統案

案情研析

一.職員欠缺保密觀念及便宜行事：衛生科護理師甲為貪圖處理業務之便

利，未遵守資安保密規定，將個人應保守秘密之電腦帳號及密碼置放

於容易取得之電腦螢幕位置，致他人得以輕易窺見及開啟電腦查看機

密資料。

二.未確實避免服務員不當接觸機敏資料：服務員僅協助一般性、非敏感

性事務，不應涉入主要核心業務，如機密公文書處理、收容人教誨資

料、衛生醫療器材、收容人病歷管理等；戒護區內設置電腦之調用單

位，亦不得使服務員接觸電腦，以免收容人藉機竄改各類型機敏資料，

導致公務機密外洩等機關風險情事肇生。

建議作法

一.落實電腦資訊安全措施：平時應注意個人電腦密碼不可隨意置放可輕

易窺視之處、勿任意下載不明軟體或開啟不明電子郵件、離開座位時

鎖定螢幕顯示畫面等，居安思危方能做好保密措施。

二.收容人敏感個資避免由服務員處理：矯正機關遴選收容人擔任服務員，

應注意渠等因執行作業而有較高之行動自由度，且場舍及職員辦公室

亦有配置遴用服務員協助文書業務處理，使服務員有經手收容人個資、

書信、刑案等機敏資料之機會。因此，收容人個人資料或其他機密公

文書均應責由機關職員親自處理，以免服務員基於不良意圖有機可趁。

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e等
公務員+學習平臺」(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tex.php)



保防宣導

近年「假新聞」、「假消息」充斥全球網路與社群軟體，引起政府高度
重視，並研擬各項措施闢謠、宣導。法務部調查局近日上架《假消息五
四三》、《內容農場五四三》等2支宣導影片，用媒體製播美食專訪、內
容農場網站出版造謠文章的手法，宣導查證假消息的重要性。

【宣導資料】影音連結：保防宣
導影片-假消息，歡迎多加利用!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5E_y8iWJ8TA

【宣導資料】影音連結：保防
宣導影片-內容農場，歡迎多
加利用!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WiNc32xmnxg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面對假消息先查證勿亂傳起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_y8iWJ8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Nc32xmnxg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消費宣導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處)為建立健全之租屋市場秩序，規範「包租業」
向「房東」承租房屋後再行轉租予「承租人」之法律關係，已審議通過內政部所研擬
之「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俟內政部公告施行後，即可上路。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次：

一、適用對象
「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用以規範「包租業」承租房屋
後再行轉租予「承租人」之法律關係，與一般房東房客間之房屋租賃關係有別。

二、租賃期間
明訂租賃期間不得少於三十日，並不得逾包租契約之租賃期間。

三、押金上限及返還時間
為防止包租業超收及拒不返還押金爭議，明訂押金數額最高不得超過「2個月租
金之總額」。押金應於租期屆滿或租賃契約終止，承租人交還房屋時返還。

四、費用負擔
「包租業」及「承租人」得相互約定水、電、瓦斯等費用由何人負擔。此外，並
明訂「電費」若約定由「承租人」負擔時，其計算基礎不得超過「台電夏季用電
量最高級距之每度金額」，以避免包租業藉由收取高額電費，謀取不當利益。

五、修繕責任
房屋或附屬設備損壞時原則上由「包租業」負責修繕，惟損壞係因可歸責於承租
人之事由所造成時，包租業即不負修繕義務。包租業修繕期間，房屋若無法居住
使用者，承租人「得請求扣除該期間之租金」。

六、終止租約
(一)法定終止：明訂包租業及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之法定事由，並規定應於一定

期限前(按其情形有3個月及30日二種期限)以書面通知他方。惟，若有危害公共
安全或危及承租人安全健康時，「得不先期通知」。

(二)意定終止：即使無法定終止租約之事由，租賃雙方亦可在權利衡平之前提要件
下，約定是否得提前終止租約。提前終止租約應於「至少一個月前」通知他方，
未為先期通知而提前終止租約者，應賠償他方最高「一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

七、公會協助義務
若原出租人提前終止包租契約，包租業應於「五日內」通知承租人終止轉租契約，
並「協助承租人優先承租其他租賃住宅」。若包租業因故停業、解散或他遷不明
時，承租人並得請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或其全國聯合會協調續租事宜，
公會或其全國聯合會「不得拒絕」。

消保處提醒承租人，若租約有兩頁以上，宜蓋上騎縫章，避免被抽換；簽約過程
中，可使用拍照、錄音等方式證明交屋現況；並建議可用劃撥、匯款等方式繳交租金，
避免發生爭議而涉訟時，舉證困難。若遇有租約內容與「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未合部分，可請求包租業修改或拒絕簽約，以保障自身權益。

消保處亦呼籲各包租業者，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內容應符合「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倘租約內容與前開規定未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
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6條之1規定處罰。

住宅轉租新制上路，租屋更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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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年表：
人口減少的衝擊，高齡化的寧靜危機

好書推薦

這是場「寧靜危機」，沒有察覺的人終將被它腐蝕！

「少子化、高齡化」也許你已耳熟能詳，但你可能不曾想過：它

將如何左右我們的未來？

日本2020年半數女性超過50歲；2030年銀行、醫院、安養院一

一從地方消失；2033年每3戶就有1戶空屋；2050年食物缺乏，捲入

世界糧食戰爭……。

日本花了11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但臺灣只要8年，總人口數將開

始走下坡！15年後，每4人就有1人超過65歲；25年後，每3人就有1

人超過80歲；30年後，每1.7人就要扶養1名老人！高齡化所帶來的衝

擊遠比想像中更大，作者提出「10個未來處方箋」，找出可能的解決

之道。



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

移民署檢舉專線：02-23701710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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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名 / 政風電子報

出版機關 /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地址 / 10066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7F

出版年時間 / 中華民國108年2月

頻率 / 月刊

編輯總召 / 陳宗強

主編 / 黎世廉

本室編輯小組 /

翁志賢、李雅媚、林克宣、彭詩婷、陳安莉、蘇承玉、

侯祖鈞

政 風 電 子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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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社

會各界一起加入反貪腐及反洗錢行列，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努力。

短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10_-rDaro

長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9oblcWi98

洗錢防制宣導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10_-rDar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9oblcWi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