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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2019年7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官網肅貪業務專區案例

廉政案例

約僱公墓管理員涉嫌收受賄款，
違背職務行為之賄賂罪

 A約僱公墓管理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對於違背

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B風水師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之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

付賄賂罪。

 案情簡述

A係臺南市白河區公所民政課之約僱公墓管理員，負責受理轄

屬民眾公墓使用申請、公墓管理與收費等相關業務，民間風水師B

因受相關民眾委任，處理墓基、壽城之選定及建造等業務，其中部

分墓基因實際建造面積超過法定最大面積16平方公尺而違規，部分

則係違規建造壽城而無法提出公墓使用申請，由B交付共計新臺幣

13,600元賄款予A收受。

A於收受賄款後，果於審核民眾公墓埋葬使用申請時，在臺南

市白河區公墓埋葬使用申請書審核事項中，逕予對前開墓基面積超

過16平方公尺之坪數不實填載為4.8坪及16平方公尺，而後未依前

開使用收費標準規定，按實際墓基面積核實計算公墓使用費，以致

該等民眾僅需繳納使用墓基地面積16平方公尺之最低額度使用費

18,000元。

 溫馨叮嚀

案例中B風水師乃基於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A約僱公

墓管理員則基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在臺南市白河區等

地，由B交付A賄款，兩者皆出自於違背職務之賄絡行為，A約僱公

墓管理員犯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B風水師犯違背職務之行

為交付賄賂罪。

另A對於違規建造之壽城等建物，未依規定按實際墓面積核實

計算公墓使用費，則屬於消極不予查報等違背職務之行為。

 參考法條



一、蒐報預警陳情、請願情資，建立橫向聯繫機制
對於重大政治議題或媒體輿論關注的焦點，應提高警覺，注意後續
發展情形，先蒐集相關預警資料提供機關處理參考。遇發生重大陳
抗活動時，可先行做好機關維護措施，並建立各單位聯繫窗口，因
應各項突發狀況，維護機關正常運作。

二、保持良好公共關係，適時發布新聞導正視聽
定期對媒體簡述組織的活動、計畫並表現合作的誠意，藉以獲得媒
體及社會大眾的友好關係，並適時邀請媒體即時播送機關重要政策
新聞資料，一旦發生危機，可助於正確訊息的報導。

三、確立編組分工，落實責任劃分
陳情案件有時牽涉多個權責機關，為使各單位間能拋開成見統合一
致，需於事前集合各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共同研析陳情案件，。

四、統一對外發言口徑
與陳情請願代表進行協調時，應本諸機關業務權責，詳加說明、溝
通，如民眾要求承諾一定事項時，可為暫時性的答應或承諾於一定
日期內以書面回覆民眾請求，如直接允諾日後卻無法達成，易落人
口實，影響機關形象。

機關安全

某日國軍於屏東縣某山區靶場海域，實施陸軍操演，從進駐準備到
實彈射擊約2至3週，出海作業漁船不敢靠近落彈區海域，威力強大的炮
彈不僅將魚炸死，還會傷害漁業資源，影響漁民生計，現場漁民高舉著
「誓死護漁」布條，喊著「嘜打恆春海，去打菲律賓海」口號在現場抗
議；抗議聲浪高漲，警方及海巡人員也出動百餘名人力在現場維持秩序。

軍方立即向現場陳情之漁民澄清，關於演練所造成漁民及居民相關
損失，軍方並無置之不理，囿於演訓場地係林務局的保安林地，必須變
更為軍事用地，才能依法編列睦鄰經費回饋漁民，如日後法令修改後將
編列預算，若達到補償標準，將依相關規定辦理賠償補助。有了軍方承
諾，抗議事件亦圓滿落幕。

民眾陳情請願抗爭或突發事件之處理方法

 案情簡述

一、如何強化蒐報作為及危機意識？
二、機關平日加強與其他機關業務橫向聯繫情形？
三、機關人員溝通、協調、談判技巧是否能審慎處理民眾陳情請願抗爭

或偶突發事件？
四、媒體報導後所帶來的影響，單位是否能有效應處？
五、後續陳情事件處理回復情形是否引發第二次陳抗事件？

 問題分析

 策進作為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官網安全維護宣導案例



本案為典型電腦資料洩密案件，鑑於近年政府機關委託民間公司辦
理事項日益增多，其中顯有涉及安全或權益顧慮者，政府單位自會嚴予
約定要求承辦廠商，惟經濟社會，商業活動頻繁複雜，諸多出人意表之
經營手段絕非一般公務員所能想像，因此，公務員承辦委交民間辦理事
項時，應多方瞭解可能滋生之問題並委請法律顧問詳訂合約，以絕弊端。
同時在公務機密維護上「預防重於偵辦」，平日落實電腦、文書、通信
各項保密措施，，對易滋生洩密弊端、有損民眾權益之事項，更應嚴格
管制作業流程，預估可能洩密管道，機先妥訂週延之防制作為，以杜絕
洩密於未然。

公務機密

A係某電腦公司負責人，該公司承辦某政府機關原始資料之電腦登
錄建檔工作，依雙方所訂合約第10條規定「登錄之資料，應以機密文件
處理，電腦公司應採必要之保密措施」，A因承辦登錄建檔業務，得悉
該機關原始資料，明知依合約不得洩漏予他人，卻意圖為自已不法之利
益，於該期間將其持有電腦建檔之機密資料，予以拷貝存檔或至該機關
列印報表後，夾帶回該電腦公司重新建檔，再利用該資訊公司名義，連
續販售機密資料予相關廠商，致該等廠商得能根據所購資料寄發並推銷
商品，A因此獲利。

廠商洩漏公務資料圖利遭起訴

 案情簡述

A雖非公務人員，但受公署委託電腦建檔，且與受委託機關訂有合
約，應為受政府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員，上述犯行應已涉及貪污治罪
條例，但檢方偵查結果，尚不足認定A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或受委託從
事公務之人員，此部分罪嫌應屬不足;另洩密部分則依刑法第132條第3項
「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者」罪嫌，將A起訴。

 分析說明

 結論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水務局官網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資安宣導

資通安全管理法之衝擊與影響

台灣資安法規發展趨勢

在此資訊科技蓬勃發展之際，台灣因著政治、經濟、地理位置及網路環境的

特殊性，近年來亦頻傳資訊安全、個資外洩、詐騙等案件。根據資料顯示，台灣

僅2300萬人口，卻因個資外洩案件數量排名全球第五名同為亞洲之冠，這些都逐

漸成為大眾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台灣在2018年6月6日公布《資通安全管理法》，

並於2019年1月1日正式施行。

資安法規擴增重點與衝擊

過往政府資安規範僅針對公務機關訂定，但考量許多單位核心業務對於人民

生活、經濟活動及公眾或國家安全皆有重大影響，已將舊有規範對象由公務機關

擴大至特定非公務機關，包括：關鍵基礎設施提供者、公營事業以及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而關鍵基礎設施又涵蓋了能源、水資源、通訊傳播、交通、銀行與金

融、緊急救援與醫院、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及高科技園區等八大領域，影響範圍

較以往擴增許多。

委外管理監督要求更加嚴謹

在資通安全管理法施行細則裡提到，各機關委外辦理資通系統之建置、維運
或服務時，選任及監督受託者時，應注意事項就羅列了9條，除了具備完善之資通
安全管理措施或通過第三方驗證、專業證照、提供開發系統之安全性檢測證明這
些基本要求之外，更明定受託業務若涉及國家機密，相關人員應接受適任性查核，
並管制其出境，顯見《資通安全管理法》對於委外監督的重視。

不僅規範委外廠商，同時也要求委託機關應「定期」或「知悉受託者發生可
能影響受託業務之資通安全事件」時，還要以稽核或其他適當方式確認受託業務
之執行情形。

強調「向上呈報」與「向下查核」機制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轄下機關應善盡監督之責並定期對所屬機
關進行稽核或監督，以確保整體符合程度，若查核結果發現不盡符合之處，則須
於要求之時程內提出改善報告與執行結果。

主管機關選擇查核對象是考量其業務之機敏性、資通系統之規模、資通安全
事件發生之頻率與程度、歷年受稽核之頻率與結果等等因素，也就是說，資通安
全維護計畫實施的落實度並不是唯一考量，就算符合性程度高，若是經常發生資
安事件或是本身業務就是高機敏性，接受稽核的頻率還是會比較高。尤其是特定
非公務機關必須同時面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主管機關之查核。

資料來源： SGS通用驗證公司官網新聞專區



國家安全法修正

國安法修正後，以後這些都重罰！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被視為防範共諜案最後一塊拼圖的《國
安法》108年6月19日下午於立法院三讀通
過，修法加重為共諜刑責，納入網路共諜行
為。三讀條文明定，若被大陸納為間諜者，
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千萬元以
上、1億元以下罰金，，軍公教人員涉及叛
國行為經判決確定，喪失退休金並違法之日
起開始追繳。

現行條文規範人民不得為外國或大
陸地區蒐集情資，三讀條文擴大對象，
增列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
遣的人。隨著網路普及，駭客或潛在敵
人藉此攻擊我國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此
次修法也特別納入網路共諜行為。

法條規範民眾不得「發起、資助、主
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洩漏、
交付或傳遞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以
及「刺探或收集關於公務上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影像、消息、物品或電磁紀錄」。

在罰則部分，法條明定，意圖危害國
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為「大陸地區」違反
規定者，從現行法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加
重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5千萬元以
上1億元以下罰金；若是大陸以外的國家，
則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3千萬元以下罰金。

修法也規範，軍公教與公營人員，於
現職或退休後，若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喪失退休給與的權利，而已支領
者從違法之日起開始追繳。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6/20/1/6454180.jpg&x=0&y=0&sw=0&sh=0&sl=W&fw=500&exp=3600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9/06/20/1/6454180.jpg&x=0&y=0&sw=0&sh=0&sl=W&fw=500&exp=3600


違反新聞自由？偵查不公開，媒體到底怕什麼？

偵查不公開

資料來源：司法留言終結者官網

新修正的《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業經司法院及行政院於108年3月15日會
銜發布，並於6月15日起實施，本次修
正幅度大，引發一些討論，有媒體於報
導中引述多位不具名的「曾任檢察官的
律師」、「部分檢警」、「法界」、
「律師」意見指出，偵查不公開的規範
是基於人權保障，但尺度如何拿捏，如
何與民眾知的權利上取得平衡，是相當
重要的課題。

1.對於國家安全、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
重大災難或其他社會矚目案件，有適
度公開說明之必要。

2.越獄脫逃之人犯或通緝犯，經緝獲歸
案。

3.影響社會大眾生命、身體、自由、財
產之安全，有告知民眾注意防範之必
要。

4.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依
據查證，足認為犯罪嫌疑人，而有告
知民眾注意防範或有籲請民眾協助指
認之必要。

5.對於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之案件，因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逃亡、藏匿或不詳，
為期早日查獲或防止再犯，籲請社會
大眾協助提供偵查之線索及證物，或
懸賞緝捕。

6.對於現時難以取得或調查之證據，為
被告、犯罪嫌疑人行使防禦權之必要，
而請求社會大眾協助提供證據或資訊。

7.對於媒體查證、報導或網路社群傳述
之內容與事實不符，影響被告、犯罪
嫌疑人、被害人或其他訴訟關係人之
名譽、隱私等重大權益或影響案件之
偵查，認有澄清之必要。

無論是修正前或修正後的《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其第8條規定，案件
雖在偵查中，但有以下7種情形「經審酌公共利益之維護或合法權益之保護，
認有必要時，偵查機關或偵查輔助機關得適度公開或揭露偵查程序或偵查內
容」。



遊說法規範重點

遊說的定義—那些行為是遊說？

遊說者意圖影響被遊說者或其所屬機關對於法令、政策或議案之
形成、制定、通過、變更或廢止，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向被
遊說者或其指定之人表達意見之行為。

 遊說的方式包含口頭及書面
但不包括以演講、發行刊物、召開公聽會、利用大眾媒體或
集會遊行等公開方式所為者。

 遊說是直接與被遊說者接觸的行為
以電話或視訊方式，向被遊說者所為直接且非公開之意見表
達，仍受規範。

遊說的標的—遊說的內容？

 遊說的標的限於法令、政策、議案 不包括具體個案處分

 法令－中央法律法規（如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地方
自治法規

 政策－是否設立石化專區
 議案－民意代表提案

 下列情形是否屬遊說行為或遊說標的？

行為或態樣
是否屬遊說行為或

遊說標的

以「電子郵件」表達對法令
、政策、議案的意見

不是，立法時未參採納入

以「電話」意圖影響被遊說
者法令、政策、議案的意見

是，屬口頭方式

以「視訊」方式意圖影響被
遊說者法令、政策、議案的
意見

是，屬口頭方式

資料來源：內政部遊說法及遊說制度介紹簡報檔



圖利與便民

要件解析

資料來源：廉政署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簡報檔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

交易或補助行為禁止

執行疑義說明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利衝法新法說明會簡介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資訊網站

消費宣導

長榮航空公司空服員於本(108)年6月20日至7月9日進行罷工活動，
受影響之旅客應保留所有之相關單據，俾供日後求償之用。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長榮航空已在該公司網站成立「罷工事件說明」
專區，內容包括航班動態、班機延誤/取消資訊、班機到/離簡訊提醒、退
票申請/查詢、航班離/到場證明、與我聯絡等六項。因罷工所衍生之住宿
或交通費用，則提供補償方案，重點略為：

長榮航空罷工 消費者權益應確保

一、長榮航空將盡力協助安排替代行程或依旅客要求辦理退票。

二、因罷工造成航班取消或延誤，退票將不收取任何手續費；如透過旅行
社購票，則洽開票旅行社辦理退票；如透過長榮航空服務中心購票，
則洽原開票單位辦理退票。

三、持個人機票旅客因罷工而不及因應者，凡搭乘該公司航班起飛時間延
誤6小時以上，或簽轉它航班機起飛時間較原定行程延誤6小時以上
者，延誤期間衍生必要之食宿或交通等相關費用，長榮航空提供服務
彌補上限為美金250元。

四、保留相關單據及替代航班登機證，並上傳至「交通住宿費用申請專
區」。

五、已購買附加服務之產品，例如：預付超額行李/預選機位等，可辦理
退票，並免收退票手續費。

六、團體旅客則洽原委託之旅行社後續與長榮航空營業部門進行協商。

此外，行政院消保處亦已於本年6月8日
於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建置「長榮航空
罷工專區」，提供旅客如何因應之懶人包、
與相關主管機關及長榮航空公司網站之連結
等相關資訊，消費者可以善加利用。如因本
事件發生消費糾紛，消費者可至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會網站（https://cpc.ey.gov.tw）進行
線上申訴。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108年度公務人員推薦每月一書書目

作者 /廖桂賢
出版社 /野人
出版日期 / 2017.11.01

作者以17年時間，從西雅圖開始，足跡踏遍歐亞非各大城市：柏林、哥

本哈根、(瑞典)馬爾摩、阿姆斯特丹、泉州、京都等城市，以及迦納等

國家，搜羅各種精彩案例或值得省思的負面教材，為您帶來一場城市設

計和住居新觀念的震撼教育！

 城市個性魅力──真正動人的風景

 城市動脈──交通大變革，從車的城市回歸人的城市，將都市空間還

給「人」

 城市靜脈──打造海綿般的城市，與水和平共存不是夢想

 全民綠生活運動──永續的綠色經濟與有節制的綠色消費

蓋綠建築已來不及，用整建城市來修復全球環境才是王道！

好城市

好書推薦

好城市˙綠設計˙慢哲學，一場住居新觀念的震撼教育！！

會吸水的海綿城市（在西雅圖）、兩棲城市抗暖化（在荷蘭）、
受路邊停車保護的自行車車道（在哥本哈根）、
愈塞車愈熱鬧的流動市場（在迦納）、
行動健身房（在香港）、狗屎變能源（在舊金山）……
走遍世界，向全球城市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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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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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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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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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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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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 絕 貪 腐

法務部廉政署

提供多元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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