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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刑事雙月刊109年2月號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前臺東縣大武鄉長
趙○翰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主管業務圖利罪，業經臺灣
臺東地方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

趙○翰與廠商許○由為多年好友，於101年間趙○翰甫上任鄉
長之際，許○由即請託其運用職權將大武鄉公所採購水管之單價調
高，以增加利潤。趙○翰明知大武鄉每年均有多件水管採購案件、
送貨地點均在鄉內，依政府採購法應合併採購，竟與許○由共同基
於主管事務圖利之犯意聯絡，指示承辦人將126次水管採購案件分
批採購，再指定許○由承包。而許○由則向多名同業各索取多張空
白收據自行填上水管單價，以高於市價之價格出售給大武鄉公所，
數年以來總共獲利不法所得達319萬6,106元。

案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本署南調組及法務部調查
局臺東縣調查站共同偵辦，經各單位實施通訊監察及行動蒐證，並
向各犯嫌執行搜索及扣押相關證據後，確實掌握上開圖利之犯罪證
據，案經傳訊相關公務員及廠商均坦承不諱，並於審判中繳回上開
不法所得。案經本署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偵辦，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法院審理認趙○翰符合偵查中自白，而予以減輕其刑，並斟
酌一切情狀，合併執行有期徒刑9年，褫奪公權6年。

廉政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
商行政科技術單工李○○涉嫌侵占公有財物等案件，業經臺
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起訴，侵占款項達135萬7,610元

被告李○○自民國105年至108年擔任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商行政
科技術單工期間，多次利用民眾申請商業登記後必須繳納行政規費之機會，
於收取民眾繳交之申請商業登記執照之規費後，利用規費系統無須登打申請
人資料即可取得單據流水編號及申請文件於歸檔時無人確認是否檢附相對應
之收據第三、四聯等漏洞，逕行登入該規費系統擷取自動產出之單據流水編
號，先列印一份由規費系統所產出之收據，再經掃描後以word複製貼上，
復再逐一套印到其所登載不實之收據上，交給無法辨識收據真偽之繳費民眾
收執，李○○再將民眾所繳之規費陸續侵占，任職期間所侵佔之不法所得共
達新臺幣135萬7,610元，被害民眾達1,300餘人。

全案經本署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辦，經臺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終結，以李○○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公務員侵
占公有財物罪，予以提起公訴。

(接續次頁)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經濟部工業局林園
區服務中心主任黃○○涉嫌浮報價額及數量、收受賄
賂、詐取財物、背信等案件，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判處有期徒刑14年，犯罪所得33萬餘元沒收

被告黃○○自民國102年至107年
擔任林園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期間，多
次利用10萬元以下的綠美化、辦公室公
用器材、區內工程之小額採購案，要求
廠商給予回扣，再指示下屬簽辦採購
案，並浮報價額或數量，廠商領取款項
後，再將約定回扣金額交付給黃○○。
黃○○更自恃於該中心採購案具有准駁
權，竟收受施作廠商所交付之冰箱、冷
氣、熱水器、鐵窗等物作為賄賂。黃
○○見行事順遂，更食髓知味，另利用
職務上主管園區內決定採購及督導附掛
電信纜線業者之機會，指示承辦人虛報
採購需求，要求不知情之業者配合提出
發票，由渠詐得工程款項，更有向業者
提出部分工項由渠分包，誆騙業者支付
約定費用等行為。綜上，黃○○上列浮
報價額及數量、收受賄賂、詐取財物、
背信等犯罪行為，獲取之不法所得共達
新臺幣33萬5,030元。

全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偵查終結起訴，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
109年2月10日，以黃○○涉犯貪污治
罪條例經辦公用物品舞弊、浮報價額及
數量、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利用職務
上機會詐取財物、刑法背信、公務員登
載不實等罪，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4
年，褫奪公權3年，犯罪所得33萬5,030
元及上開賄賂財物沒收或追徵其價額。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新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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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09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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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防宣導

偵破臉書、LINE群組散播不實疫情訊息案

 有關刑事警察局近日接獲交辦疑似假訊息案計2件，案情摘要
與查處情形如下：

資料來源：刑事警察局網頁
圖片來源：LINE及法新社

 警方在此強調不要隨意編撰或轉傳涉及「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的不實訊息，致引
發社會動盪，造成民眾恐慌，將主動依法偵
辦，相關資訊可上疾管署網站查詢最新公告
內容，另「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特別條例」業於109年2月25日經總統
公布施行，上揭於網路上散播假訊息之行
為，可依該條例第14條「散播不實流行疫情
訊息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刑事警察局
再次呼籲民眾對於疫情相關之防治措施及最
新發展狀況，應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所
公布之訊息或聲明為準，切勿任意散播、轉
傳，以免觸法。

2、臺灣防疫成效顯著，卻頻遭境外IP刻意「翻牆」散佈和疫
情有關的假訊息，日前被多次檢舉的臉書帳號「孟○瓏」
持續在臉書上散佈假消息「救救我們吧!屏東現在根本就是
人間煉獄！市長不管，中央不管，總統說國軍生化兵已經
在作戰了，在哪裡！觀光夜市一直都是人山人海，不知道
感染了多少！今天上午○○國小的顏○玲校長已經確診
了，新聞發佈會就根本不說！」，經查證亦為假訊息。

1、刑事警察局於109年3月22日中午接
獲衛生福利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轉報有暱稱「賽德克巴萊」的民眾在
某LINE的群組內散佈「某國小，兩位
家長自德國返台，目前發燒中，居家
隔離」之不實訊息，經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認定該等內容為不實訊息，
復經迅速查明犯嫌身分後，通知到案
說明，訊後依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
條「散播不實訊息罪」移送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偵辦。



公務機密

張員係某機關公務人員，經常利用值日之便，在
該機關內使用單位個人電腦，整理職務上所持有之秘
密文書，其間為求便利，曾違反「電腦作業人員洩密
違規懲處標準」規定，擅自將未經核准之國防以外應
秘密之文書，分別儲存於私人攜帶式硬碟機資料庫
中。日後因該電腦硬碟磁軌損壞當機，致前揭機密資
料存放於硬碟中，渠未依電腦維護規定清除記憶內
容，交付廠商維修，廠商因維修需要又將資料存於其
硬碟機中保存，經修復後，再將先前保存於其個人電
腦中資料輸回使用，事後卻忘記將其保存於個人電腦
內之文書檔案刪除，嗣因案需要檢調專案小組持搜索
票搜索陳宅時，在其電腦中查獲機密資料，本案廠商
因不知情被判無罪，張員之行為已分別構成妨害軍機
治罪條例第2條第4項「過失洩漏職務上持有之軍
機」罪及刑法第132條第2項「公務員因過失洩漏國
防以外之秘密」罪，案經法院審理後，認為張員係一
時疏失觸犯刑章，且洩漏之資料均無具體事證足以證
明有外洩他人情形，且審酌張員犯罪後深表悔悟等情
況，量處張員有期徒刑1年2月，並依法緩刑2年。

本案顯示張員平日對資訊安全缺乏警覺性，使用
電腦仍停留在單純事務工具之心態，復因方便行事誤
觸刑章，殊值所有公務員警惕，切記不可洩的機密，
並要防範因電腦運用疏忽而洩漏職務上所保管的機密
文件。目前政府為強化國力並提高行政效率，積極推
動電子化政策，電腦已是公務機關處理公務的主體設
備，因工作或電腦週邊設備更新，需要外送專業公司
維修，應注意流程管制監督系統，並嚴密安全防護措
施，方能防制洩密事件發生。

公務人員違規備份資料洩密案例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廉政與人權

關鍵的車牌號碼

阿政是工程機關的政風人員，個
性喜歡抽絲剝繭，追根究柢，因此目
前負責檢舉案件查處的業務。一日，
阿政在午休時間結束之前，偶然間在
辦公室附近發現常被檢舉的同事—賢
宜，喝得醉醺醺的從一台豪華房車下
車，不僅滿頰通紅，還伴隨著眼神渙
散，房車駕駛不僅親送下車，扶著賢
宜走進辦公室，臨別前還將一包物品
塞到賢宜的手上，此時此刻，阿政親
眼目睹眼前景象，不禁覺得內情頗不
單純，於是跟著房車駕駛走到車旁，
想要記下車牌號碼，更想查明此車輛
的車主，與賢宜手上所承辦工程案件
的承攬廠商負責人或經理有無關係。

(接續次頁)

沒料到，對方甚有警覺心，發現阿政正在查看他的車牌號
碼。阿政記下車牌號碼後，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查證，透過轄區監
理機關的協助，查詢該車輛的車籍資料，發現車主的身分，是賢
宜手上所承辦工程案件的承攬廠商經理阿毛。再經過更進一步地
追查，果然發現賢宜喝得醉醺醺的那天，就是阿毛載送賢宜前往
飲宴應酬，送賢宜進辦公室前所交付的一包物品，就是賄款。

阿政從一開始覺得內
情頗不單純，不放過任何
查證可能性，發掘貪瀆不
法情事，移由廉政署及地
檢署後續偵辦。但是，阿
毛後來在偵查審判的過程
中，發現阿政曾經調閱他
的車籍資料，心有不甘之
下便檢舉阿政涉及非法查
詢個資，以及監理機關承
辦人員涉嫌非法洩漏個資
等情事。



廉政與人權

(接續次頁)

爭點

政風人員因辦理查處案件之業務需要，向持有車籍
資料之監理機關查詢特定車輛之車籍資料，是否侵
害車輛所有人之隱私權？監理人員因而提供車籍資
料，是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侵害車輛所有
人之隱私權？

人權公約結構指標

• 《公政公約》第17條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
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對於此種
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 第1項 )。政府機關或私人
若對個人隱私、名譽與信用進行法律所不許之干擾，即屬非法 ( 第2
項 )。

國家義務

• 《公政公約》第17條規定，人民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 及
其名譽及信用應受到保障，政府應採取立法及其他措施，以禁止此
等權利遭受政府或他人的侵擾和破壞。國家如需干涉人民上開權利
時，應以法律作為依據。以電腦、資料庫及其他儀器收集或儲存私
人資料，不管是由政府機關或民間個人或機構所為，必須由法律加
以規定。各國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來確保有關個人私生活的資料不會
落到法律未授權接受、處理和使用的人手裡。為了使私生活受到最
確實的保障，人人都應有權以明白易解的方式確定是否個人資料存
放在電腦資料中，如果是這樣，那麼有哪些資料，其目的為何。人
人也都有權確定哪些政府機關或民間個人或機構控制或可以控制其
檔案。如果這種檔案中有不正確的個人資料，或以違法方式蒐集或
處理，則人人有權要求更正或消除 (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6號一般性
意見第1段、第3段、第10段意旨 )。

• 既然所有人都在社會中生活，對隱私的保障就必然是相對性的。但
是，有關的政府機關只有在知道有關一個人私生活的這種資料為依
據《公政公約》所瞭解的社會利益所必不可少時才可要求提供這種
資料。因此，委員會建議各國在其報告中表明有關干涉私人生活的
法律和規章（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6號一般性意見第7段意旨）。



廉政與人權

《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 第15條：「公務機關對
個 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
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
內；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第
16條：「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
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
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
法律明文規定；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
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
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
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有
利於當事人權益；七、經當事人同意」。另依《個資法》第5
條：「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
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
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基於上開規定，政風人員以機關名義向監理機關請求提供民眾

的車籍資料，此項行為性質上屬於對於一般個人資料之蒐集行

為，即必須符合《個資法》第15條，除具有特定目的外，並應

符合該條3款事由其中之一；對於監理機關而言，其提供所掌管

之個人資料，此項行為性質上屬於原本個資蒐集處理特定目的

( 代碼028，交通及公共建設行政 ) 以外之利用行為，必須符合

《個資法》第16條但書7款事由其中之一，而且上述2個行為尚

皆須符合《個資法》第5條有關比例原則的規定，否則無論是政

風人員的調閱行為，或是監理機關人員的提供行為，均屬違反

《個資法》之行為態樣。

(接續次頁)



本案例中，阿政基於調查民眾檢舉之案件而調閱
車籍資料，係屬執行政風機構上開法定職務，而
符合《個資法》第15條第1款「執行法定職務必
要範圍內」的要件；如果依照阿政當時所能行使
的其他行政調查手段，均無法獲知阿毛的身分，
則阿政的調閱行為與案件間具有關連性、必要性
及最小侵害性，亦即符合《個資法》第5條比例原
則之要求，非侵害阿毛個資的行為。而有關監理
機關人員依政風人員出具的機關函文，查詢民眾
車籍資料並提供給政風人員的行為，雖然《政風
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並無監理機關應予提供
的相關規定，但是阿政的調閱目的係出於政風人
員為調查機關內涉有貪瀆不法案件，以確保公務
行政廉潔性之目的，可認為符合《個資法》第16
條但書第2款「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的要件，從而監理人員提供阿毛車籍資料
的行為，亦非侵害阿毛個資的行為。

廉政署為使政風機構之行政調查作為均能符合《行政程序法》
等相關法源之規範要求，目前刻正訂定《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
查作業要點》草案，期使政風人員執行行政調查時，能夠秉持
公正、客觀及超然立場，確實遵守一般法律原則，並兼顧相關
調查對象的權益保護，以符合廉政署「保障人權」之成立宗
旨。

廉政與人權

資料來源：法務部人權攻略-廉政小故事，人權大道理

政風人員以機關名義向監理機關請求特定人員的車籍資料，係
基於「廉政行政」之特定目的，符合《個資法》第15條前段規
定。而政風人員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第5款
規定，政風機構掌理事項係包含機關有關貪瀆與不法事項之處
理；復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
《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4條第5款所稱機關有關貪瀆
與不法之處理事項，包含：一、查察作業違常單位及生活違常
人員；二、調查民眾檢舉及媒體報導有關機關之弊端；三、執
行機關首長、法務部廉政署及上級政風機構交查有關調閱文
書、訪談及其他調查蒐證；四、辦理行政肅貪；五、設置機關
檢舉貪瀆信箱及電話，鼓勵勇於檢舉。



消費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圖片來源：Unsplash

靠港禁令尚未解除，郵輪旅遊解約退費從寬處理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升溫，影響國人出國意願，尤其在日本發生
鑽石公主號郵輪事件後，更加深旅客對搭乘郵輪之疑慮。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已協調旅行業者在靠港禁令宣布解除前，對於旅客之
解約，應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4點規定落實辦
理；若航次取消，扣除已代繳之行政規費後，其餘旅費原則應全額退費。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本(109)年2月6日國際郵輪禁止靠港政策實施後，
歌詩達、麗星(含星夢)及公主郵輪等業者已陸續宣布3月底前或5月中旬前由
臺灣出發之航次取消，並提供旅客選擇延期或全額退費方案。惟近來仍接獲
不少旅客申訴，對於未取消之航次，旅行社收取之解約費用過高，或未按契
約規定退費等，行政院消保處遂邀集交通部觀光局、郵輪業及旅行公會等相
關單位召開會議，獲致共識如下：

一、交通部觀光局已於2月21日開會訂定郵輪旅遊解約退費原則：在靠港
禁令宣布解除前，旅客解約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第14點規定辦理。即旅行社應提出已支付之行政規費或必要費
用之單據，經核實扣除後，將餘款退還旅客。

二、郵輪業者取消航次，旅行社扣除已代繳之行政規費(如代辦護照及簽
證費)外，其餘旅費原則應全額退費；若確有「必要費用」(指旅行社
已支出之交通運輸、餐飲、住宿、入場門票等費用，不包括旅行社行
政管銷及解約作業手續費)須扣除，應依規定提出「單據」，證明確
有相關支出。

三、倘郵輪業者因靠港禁令維持，致需取消日後(如5月中旬後)之航次
時，對於已解約並遭扣除必要費用之旅客，請旅行社依上述原則，從
寬妥適處理。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郵輪業者瞭解目前消費信心尚不足、郵輪市場情勢
不佳，為維持品牌形象，俱表示願與旅行業者共同攜手面對，對旅客權益作
最妥適之考量。行政院消保處已請業者從寬、從優處理；並提醒消費者：

一、在靠港禁令宣布解除前，可依上述定型化契約規定解約退費；若旅行
社表示將扣除「必要費用」，可要求旅行社提出「單據」佐證。

二、目前旅行社仍照常推出郵輪行程，惟未來疫情狀況如何，尚無法確切
掌握，消費者在報名前，應審慎評估，避免日後發生爭議，徒增困
擾。

三、如發生消費糾紛，可向主管機關交通部觀光局申訴，或至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會網站（https://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以維護權
益。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109年度公務人員推薦每月一書書目

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臺灣首部長期記錄環境變遷的巨構，追蹤超過35年的紀
實報導，撼動人心的紙上紀錄片！

耕耘環境新聞超過30年的導演柯金源，不斷重返超過一
百個樣區，銜接起臺灣經濟奇蹟發展下，一條不被重視的敘
事──環境變遷。本書探究天災、汙染、山林資源、離島與指
標物種的生滅，並回顧30年間的環境運動。本書累積20萬張
照片及報導文字的精華，以環境寫史，映照特屬於臺灣的美
麗與哀愁。本書不是一本記錄災難與崩壞之書，而是企圖成
為一本呼喚生命之書，當我們因瞭解而深刻熱愛我們的島時，
也將是一切環境意識的起點。

好書推薦

我們的島

書名 / 我們的島

作者 / 柯金源

出版社 / 衛城

出版日期 / 2018



防疫宣導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關心您

大家一起來防疫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

目前已被列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

為更有效做好疫情防治

需要大家的協助

隨時注意自己和親人健康並關心疫情變化

返國14日內如不適請儘速就醫，並主動
告知旅遊史

 少到人多擁擠公共場合

 有發燒症狀，務必家休息

 以肥皂勤洗手、戴口罩

 有疑似症狀，請撥打防疫專線1922

不散播、轉傳未經證實疫情資訊

不搶購、囤積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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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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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陽光 輪轉幸福」透明陽光微電影
法務部廉政署為提升民眾瞭解該署致力推動行政透明之努力，製作片長5分鐘行

銷微電影，該短片電子檔已放置於廉政署網站「影音專區」項下，請參考運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NJs330aSy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NJs330aS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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