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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09年5月號

封面故事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東縣蘭嶼鄉公所黃
○○涉嫌侵占公有財物案，業經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黃○○自民國106年4月9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擔任臺東縣蘭嶼鄉公
所代理財經課課長，負責蘭嶼鄉公所採購業務及綜理財經課業務，係依
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同年間並擔任蘭
嶼鄉公所「2017年蘭嶼鄉國際馬拉松暨環境保護活動」之聯繫人與總
務，負責廠商聯繫贊助、賽事相關事務採購及經費收支核銷等業務。詎
黃○○因生活開銷入不敷出，積欠債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
侵占公有財物之犯意，將屬於公有財物之馬拉松活動賽事結餘款及鄉公
所預付賽事相關用品採購款，陸續以轉帳及現金提領方式，將款項用於
清償個人債務及供己日常花費使用，計侵占總金額為新臺幣52萬287元。

案經本署調查後，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偵辦，經檢察官偵查終
結，認黃○○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侵占公有財物罪嫌，提
起公訴。

廉政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南投縣議員張○○涉
嫌行賄經濟部水利署第○河川局局長案，業經臺灣南投
地方檢察署偵查終結起訴。

張○○係南投縣議員，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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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名下持有南投縣○○鎮○○段0001-0000、
0001-0002地號土地，惟前開土地坐落○○河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
內，因受水利法限制而不易開發使用，隨之影響前開土地之市價，張
○○乃利用「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下稱鳥嘴潭計畫)」徵收土地及
檢討周邊設施之時機，欲藉經濟部水利署第○河川局(下稱第○河川局)重
啟「○○堤防延長段」之佈設，使其所有之前開土地，能因上開堤防施
作而獲得徵收，且明知第○河川局局長楊○○，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
屬機關，而具有綜理及監督「○○堤防延長段」之需求檢討、提報興建
及用地徵收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仍基於對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
行為行求賄賂之犯意，於107年2月12日私下邀約楊○○會面，會談中張
○○主動向楊○○談及「鳥嘴潭計畫」土地徵收事宜，藉以暗示楊○○
及第○河川局興建「○○堤防延長段」，以利其所有之前開土地，得以
獲取如「鳥嘴潭計畫」之鉅額價購補償費，俟會談結束楊○○欲離去
時，張○○即取出預先備妥之現金新臺幣(下同)50萬元、蜆精及茶葉禮盒
放入楊○○座車內，希求楊○○收賄後配合佈設「○○堤防延長段」，
並隨之徵收前開土地，迨楊○○駕車返家後，始發現張○○所放物品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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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保係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通電軍指揮部資訊通信聯隊資通支援第三
大隊(下稱資通支援第三大隊)上士組長、黃○凱係國防部陸軍第八軍團本
部連(下稱八軍團本部連)食勤兵，二人均因任務編組擔任所屬部隊伙食委
員(下稱伙委)相關業務。朱○鴻、邱○享2人均係旗山副食品供應站(下稱
旗山副供站)駐站人員，負責處理國○農畜股份有限公司等國軍副食品供
應商販售食材之理貨、推銷事宜，並向食材代送商鄭○豪、許○成賺取佣
金。陳○保、黃○凱2人因向朱○鴻借款未還，朱○鴻見有機可趁，為圖
取不法利益，遂向黃○凱、陳○保2人提議以不實投單(未依開伙人數投單
購買所需食材，而多採購不需要之食材）再故意不將食材領回，而使朱○
鴻得以賺取不實投單食材佣金及轉售不實投單食材之方式，抵銷渠等向朱
○鴻之借款，陳○保、黃○凱2人明知因擔任伙委而負責購辦屬於公用物
品之副食品時，不得浮報採購物品之數量，但為貪圖抵銷債務之不法利
益，仍同意朱○鴻之提議。謀議既定，陳○保、黃○凱2人即於106年、
107年間分向所屬部隊擔任採買職務之士兵計12人謊稱，因先前有漏投單
採購食材，而請廠商協助先送食材應急情形，故需以不實投單多採購食
材、再將多採購食材留在旗山副供站不領回之方式，將食材返還給廠商，
採買士兵們因相信陳○保、黃○凱2人說詞，明知投單採購內容有所不
實，仍配合未依實際採購數量提貨。

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及高雄憲兵
隊共同偵辦，期間發動2次大規模搜索，經檢察官聲請羈押陳○保等5名
被告獲准，始得保全重要跡證及供詞，涉案士官兵及廠商合計19人均坦
承犯行，追繳不法所得計新臺幣59萬8,385元。案經本署移送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偵辦，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審理認陳○保、黃○凱等7名被
告涉犯貪污治罪條例購辦公用物品浮報數量等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最重4

年6個月不等之刑期。另就配合未依實際採購數量提貨之採買士兵12人，
因共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其中7人經法院判處緩刑，另有5人
因犯行輕微，偵查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資通電軍指揮部上士
陳○保、陸軍第八軍團上兵黃○凱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
例購辦公用物品浮報數量等罪，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判處有期徒刑最重4年6個月不等之刑期

上開禮盒外，另有現金50萬元，遂致電張○○欲退回上開禮盒及現金，
惟張○○均置之不理，楊○○翌(13)日即依規定移請該局政風室辦理，始
查悉上情。

全案經本署移送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下稱南投地檢署）偵辦。嗣南
投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張○○涉犯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
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行為行求賄賂罪嫌，提起公訴。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近日媒體報導部分政府機關疑遭駭客入侵，
研判應為所屬同仁遭受社交工程攻擊致電腦遭
駭，進而造成疑似機敏資料外流。

社交工程攻擊，最常見的方法是經由偽造的
電子郵件發動。有心人士先收集特定對象的相關
資訊，繼而假冒他人名義寄發電子郵件，信件標
題及內文均可能與該特定對象有關，以誘使特定
對象開啟信件致電腦遭植入惡意程式，駭客得以
控制該電腦，進而駭入整個網路。

為避免資安防護遭受威脅，注意以下事項：

1. 公務信箱僅限公務使用。

2. 於接獲可疑電子郵件時，先以電話等其他方式
確認信件真偽再行開啟，並不得任意開啟郵件
附加檔。

3. 未經許可不得下載任何軟體。

4. 不瀏覽不明網站，不點擊可疑連結。

5. 未經許可不得使用USB外接儲存裝置。

6. 定期更新密碼並不得使用易遭猜測之密碼。

7. 立即檢查所屬電腦之防毒軟體病毒碼是否為最
新版本。

8. 立即檢查所屬電腦是否存有下列檔案，如有則
請即關閉電腦並通知資訊廠商處理：

A. conference-2020.docx.zip。

B. conference-2020.docx.exe。

9. 電子郵件寄件人「tsailoser」為惡意連結傳送
者，切勿點選。

10.進行資訊設備及軟體公務機關採購時，務必謹
慎。

資安宣導

加強資安防護意識，清查相關電腦設備



資料來源：165反詐騙網站

勒索軟體在全球各地皆造成災情，1名國小老師為了帶學生
遊東京迪士尼，竟然也中了勒索軟體，所有檔案都被加密上
鎖，最後只好乾脆買新硬碟，但多年心血累積的教材全都付之
一「鎖」。刑事警察局為了教導民眾如何預防電腦被綁架，特
製作宣導懶人包，讓民眾秒懂預防之道。

被害人陳老師表示，今年趁著暑假規劃帶學生到東京迪士
尼寓教於樂，於是用自己的英文名字在網路上訂房，過沒多
久，就收到看起來像是回信的電子郵件，標題還寫了自己的英
文名字，一時不查就點開郵件，郵件裡卻空空如也，此時電腦
的防毒軟體發出異常訊息的警告，接著桌面檔案圖示突然一個
個變成空白，並且跑出幾行字，大意就是已經綁架了這部電
腦，必須以4元比特幣的代價才予以解密。陳老師不願意付贖金
助長歹徒的氣燄，乾脆買新硬碟，只是教學多年認真備課的資
料和珍貴的照片，也就此被鎖在舊硬碟中。

刑事警察局運用這個案例，製作了活潑的影音懶人包，置
於該局全球資訊網（ www.cib.gov.tw ）供民眾參考，提醒民眾
若收到不認識的人寄來標題怪怪的電子郵件，像是「小模清涼
照」、「交通違規催繳通知」、「恭喜您抽中iPhone7」，或是
瀏覽網路廣告時有連結，都要立刻產生危機意識，不要隨便點
開讀取甚至下載；此外，養成備份的好習慣，才不會讓珍貴檔
案資料再也「回不去了」。

萬一真的不幸中了勒索軟體，警方根據「國家資通安全會
報技術服務中心」的宣導資料，提出「一關二解三重灌」：第
一步先趕快關機以及網路，避免災情擴大，並且建議不要支付
贖款，因為「支付贖金後並不保證一定能取回資料或系統，反
而助長勒索軟體更加猖獗」；第二步就是尋求電腦高手協助解
毒，可以撥打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的免付費電話
0800-885066，但由於勒索軟體的解密技術有其限制，因此若真
的無解，最後一招就是重灌電腦，這時備份資料就發揮了作
用。 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無論使用手機或電腦，務必加強資
訊安全觀念，不要隨便點選不明連結或開啟不明郵件，以免遭
勒索軟體攻擊，甚至被植入木馬程式，竊取重要資料或攔截簡
訊收發，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

1分鐘學會預防勒索軟體

警製懶人包讓你電腦不被綁架

資安宣導



A.趕緊澆一桶水。
B.快速蓋上鍋蓋。
C.倒清潔劑中和。
D.灑麵粉覆蓋窒息。

A.趕緊衝到有水的地方(廁所或浴室)。
B.請旁人拿滅火器直接噴向身上著火處。
C.請旁人用腳「踩熄」身上著火處。
D.倒在地上來回滾動把身上的火壓熄。

A.待在原地不動，雙手遮住臉。
B.一邊拍打身上著火處，一邊盡快逃離此處。
C.躺在地上，來回滾動。
D.請旁人用手邊飲料幫忙滅火。

下列共15道題目，請依直覺回答下
列問題，從ABCD四個選項擇一作答

機關安全

(接續次頁)



A.馬上逃生，剛剛怎麼進來的就怎麼出去。
B.幫忙找滅火器，協助滅火。
C.不用理會，餐廳工作人員會來處理。
D.馬上逃生，從就近的出入口離開。

A.為了避免瓦斯中毒，趕緊用溼毛巾摀住口鼻。
B.迅速推開窗戶，讓空氣自然流通。
C.檢查爐具，關閉瓦斯開關。
D.打119報案。

A.趕緊把車迴轉調頭。
B.暫時留在車內避難，等待救援。
C.立刻下車，步行至前方幫忙滅火。
D.立刻下車，趕緊往車子後方逃生。

A.大叫「失火了」，通知其他人。
B.立刻拿滅火器滅火。
C.趕緊打119報案。
D.立刻衝出大門準備逃生。

機關安全

(接續次頁)



A.起火點在你身邊，已快燒到天花板。
B.起火點在其他房間，屋內已經濃煙瀰漫。
C.火苗就在你身邊燃起的當下，火焰高度不到25cm。
D.無論什麼情況，有滅火總比不滅好。

A.當場馬上打119。
B.逃生到戶外再打119。
C.邊逃生邊打119。
D.打給親朋好友請他們幫忙報案。

A.立即逃生。
B.金屬材質不會燒，不用太擔心。
C.趕快拿滅火器滅火。
D.躲在鋼材接縫處的孔隙，吸取新鮮空氣。

A.確認通道安全，向下逃生。
B.先判斷起火點是在樓上還是樓下，然後往反方向逃生。
C.確認通道安全，往頂樓逃生。
D.若發現濃煙密布，趕緊用溼毛巾摀住口鼻穿越濃煙逃
生。

機關安全

(接續次頁)



A.用溼毛巾摀住口鼻，穿越濃煙逃生。
B.想辦法避開濃煙，再尋求其他方法。
C.用乾毛巾摀住口鼻，穿越濃煙逃生。
D.用塑膠袋套住頭部，穿越濃煙逃生。

A.不理會，應該是惡作劇，繼續睡覺。
B.出房門取滅火器，前往協助滅火。
C.如果發現房門外濃煙密布，立刻逃生。
D.如果發現房門外濃煙密布，立刻關門。

A.如行軍般匍匐前進。
B.彎腰快步向前跑。
C.雙肘雙膝碰地，雙手置於頭前。
D.摀住臉部蹲姿走路。

A.立刻衝進火場救小狗。
B.請求消防人員掩護，一同進火場救小狗。
C.等火勢小一點，進火場救小狗。
D.告訴消防人員請求協助，自己則不重返火場。

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打火哥的30堂烈焰求生課

火場保命解答在
最後一頁唷！



廉政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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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百科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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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

(接續次頁)



廉政宣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消費宣導

(接續次頁)



消費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消費宣導

(接續次頁)



消費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部



防疫宣導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關心您

心理諮詢電話

量量看心情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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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反智，不只是風潮，而是美國深層文化的一部分！

美國，擁有傲視全球的頂尖大學與數量最多的諾貝爾獎
桂冠，又以發達的科技與商業為世人提供了文明生活。然
而，美國文化卻以訴諸實用與庶民品味的大眾化商品與娛樂
見長，對純粹的學術漠視與敵視。

本書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對「反智」做了
有系統與歷史深度的爬梳。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
巨著，更可以透過它去思考：「智識」在人類文明中如何可
能？知識分子能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又該如何與權力共
處？！

好書推薦

美國的反智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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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禮儀不逾矩
請託關說要報備
謹言慎行少煩惱
廉政倫理要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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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