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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09年9月號

封面故事



警員小許是新進的菜鳥，某日接獲車禍通報，立即前往事故
現場處理，肇事車主阿蘇經過酒測，酒精濃度高達0.88mg，超
過規定標準，因此帶回警局作筆錄。沒想到在當事人和解過程
中，竟看到警局小隊長為阿蘇送來和解金，趨前了解才知道阿蘇
退休前是同行，而且還是小隊長以前交情要好的老同事。

雖然小隊長只關切一下案情便迅速離去，但阿蘇竟厚著臉皮
套交情，要小許念在他與小隊長老同事的關係不要將他移送，況
且民事賠償部分已經與被害人和解，希望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
無。

小許陷入兩難，一方面想討好長官，一方面又害怕不將他移
送會違法，後果恐不堪設想。就在猶豫之時小許瞥見阿蘇乞求的
眼神，於是心一橫，竟將被害人酒精測定值為零的酒精濃度測定
表交給阿蘇簽名，另將測定值為0.88mg的測定表交給不知情的
被害人簽名，並於牌照欄位填寫「自行車」，註明「無告發」。

阿蘇僥倖免受移送，而警員小許的行為有沒有違法呢？

菜鳥的掙扎

小許的行為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於主
管或監督之主管事務圖利罪：

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對於主管或
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
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
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該罪
構成要件如下：

案情摘要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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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所謂「主管事
務」，指行為人依據法令之規定，在職務上對於該事務
有主持或執行之權責而言。所謂「監督事務」，指行為
人依據法令之規定，雖不直接掌管該事務，但對於掌管
該事務者，有監察督導之權責而言。

（二）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之意：行為人主
觀上必須具有積極圖取不法利益之犯意。

（三）因而獲得利益：圖利行為與獲得利益間需具有因果關
係，且需有獲得利益結果，始成立犯罪。

二、本案例警員小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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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知阿蘇開車肇
事，且測試呼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應依「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製單舉發裁罰，竟基於圖利阿蘇
免受刑事訴追之意，偽造酒精濃度測定表，並於牌照欄位
填寫「自行車」，註明「無告發」，以使阿蘇獲得免受刑
事訴追之不法利益，小許此舉成立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主管
事務圖利罪。

小叮嚀

法網恢恢，疏而不漏，身為公務員的小許原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卻萬萬沒想到，一念之差竟斷送自己美好公務前程。小許除了觸
犯圖利罪，還觸犯縱放人犯罪、登載不實公文書等罪責；而酒駕
肇事的阿蘇，亦面臨公共危險罪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訴追，
也因此造成兩個家庭的破碎、社會的撻伐，甚至國家形象的毀
損。奉勸勿因一時人情壓力，而忘記依法行政最後一道防線。

參考判決

新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2707號判決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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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長林○華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共
同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5年，褫奪公權
6年。

（二）代表會主席郭○良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不違背職務收受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7年8月，褫奪公權5年及共同犯公務員
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罪、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前
段之妨害投標罪、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
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等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得易
科罰金。

（三）公務員林○明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應執行有期徒
刑4年，褫奪公權2年。

（四）廠商許○中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開
標發生不正確結果罪，處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得易科罰
金。

（五）代表會人員陳○辰共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息
罪，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得易科罰金。

（六）行賄民眾羅○立非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之
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5月，得易科罰金。

（七）行賄民眾鍾○汝非公務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之
交付賄賂罪，處拘役30日，得易科罰金。

（八）公務員徐○祥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免刑。

鄉長、鄉民代表會主席及公務員結構性的貪腐—
收受賄賂、洩漏底價、工程圍標、圖利及人事任用上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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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任用案違背職務行、收賄部分：

林○華自民國106年至107年間，親自或透過郭○良，與
民眾羅○立、陳○玉、鍾○汝等人期約新臺幣(下同)120
萬元至150萬元不等之賄賂，內定特定人員錄取為○○鄉
公所正式清潔隊人員，嗣再收受前開民眾交付共400萬元
之賄款。

一、本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一審判決結果如下：

二、涉嫌事實：



（二）○○鄉公所堤防採購案圖利部分：

林○華與○○鄉公所公務員林○明、徐○祥等3人，自105
年至108年間，於○○鄉公所辦理之105年至108年堤防工
程採購案，分別以洩漏採購案相關資訊等國防以外應秘密
事項，圖利洲○協會及港○協會取得上開堤防採購案，圖
利金額共計153萬56元。

（三）○○鄉公所環境整修工程採購案洩密部分：

郭○良及○○鄉代表會人員陳○辰於106年間，以洩漏投
採購案相關資訊等國防以外應秘密之事項予廠商富○土木
包工業人員，使富○土木包工業得標○○鄉公所辦理之2
件環境整修工程採購案。

（四）相關工程採購案借牌、圍標部分：

郭○良與富○土木包工業負責人鄧○賢，自105年至107
年間，約定由郭○良向鄧○賢借用富○土木包工業之名
義，投標

○○殯儀館屋頂修繕等工程採購案

○○服務中心屋頂防水暨周邊環境保固改善工程採購案

○○○○活動中心圍牆及大門增設工程採購案

港○國小運動場整修工程採購案

僑○國小網球場整修工程採購案

墾○國小莫○蒂、馬○卡及梅○颱風災後復建工程採購
案

又郭○良恐「墾○國小莫○蒂、馬○卡及梅○颱風災後復
建工程採購案」及「佳○鄉玉○國小操場跑道改善工程採
購案」等2採購案，投標未滿三家而流標，復與無投標真
意之順○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許○中共同謀議，由許○中
以順○公司名義投標。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圖片來源：https://www.crazyvec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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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圖片來源：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一、因電器設備使用不當，引起火災

針對老舊設施應將電線設備重新拉線更新，惟同仁
使用電器設備仍應謹慎，勿長期使用、勿超過負
荷、以維護電器設備安全；另地下室電機房應保持
通風，嚴禁堆置物品，以免發生危險。

二、下班時間值班人員未管制，造成辦公設備失竊

許多單位機關為開放空間，一樓辦公場所未隔離，
值日人員下班前應做好管制措施，嚴禁民眾於下班
時間後在辦公場所逗留，以免辦公設備失竊或公文
書遺失。

三、保全系統未設定或保全公司未即時派員處理狀況，
造成辦公設備失竊

建議定期加強值班人員責任與定期測試保全公司反
應能力及防護效率。

四、值班人員設定保全系統前未巡查大樓，造成民眾或
同仁被困大樓內

值班人員離所前如未盡巡查責任，易造成民眾或同
仁尚在大樓內而被反鎖在內，所以應責成值班人員
離所前逐層巡查有無人員逗留，也可以防止不明人
士躲藏在大樓角落，等所有職員下班後出現辦公區
行竊。

五、公所大樓遭民眾放置危險物品或爆裂物

辦公大樓周遭通常停放機車數量頗多，如遭縱火或
意外可能發生嚴重後果，應加強巡查並透過全體員
工共同防護；另同仁應避免與民眾發生糾紛，造成
民眾心生怨恨而放置危險物品或爆裂物，導致危安
事件，或大型抗議活動應請求警察單位支援警力，
避免發生抗議民眾情緒失控場面。

影響機關安全之潛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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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宣導

隨著APP的普及化，越來越多的APP開始成為不論是
大人小孩都必不可少的生活樂趣之一，尤其是TikTok與
WeChat等APP更是受到全球數十億使用者的歡迎。然
而，這些來自於中國的APP，卻接連被認為有隱私及個資
洩漏的問題，除了會回傳使用者的資訊之外，甚至有審查
對於該國不利言論的質疑出現，連他國的使用者都難以倖
免。

最為知名也備受爭議的APP—抖音（TikTok），因其
娛樂性及影片的豐富度極高，除了中國版本的抖音APP擁
有極高的使用者外，連其全球版之APP，在全球已有逾
20億的下載量。然而，TikTok APP卻一直有對於個資洩
漏及隱私權的質疑出現，例如在2019年，Tiktok簽署關
於兒童線上隱私法的相關條例，不得在未經父母同意的情
況下，蒐集13歲以下兒童的個資，即便是系統自動運作
而蒐集，也應在事後進行刪除。

部分APP潛在資安風險及個資洩漏問題，使用者應謹慎處理



但TikTok卻在今年(2020)七月，被指控未遵守該條
例，仍然持續蒐集兒童的個人資訊，如此行為將可能導致
兒童個資及隱私的不安全，因此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重罰
TikTok 570萬美元。除此之外，該APP爆炸性成長的使用
者數量，一旦將這些使用者的個資回傳給該廠商、甚至該
國，則全球的個資將會掌握在該國手中，因此TikTok也被
美國情治單位稱為該國的「間諜網路程式」，警告使用者
應注意自身個資和隱私的威脅。

除了娛樂性質的TikTok APP之外，全球經常使用的
通訊APP—微信(WeChat)也成為個資和隱私權的質疑對
象，但這個來自中國的通訊APP，卻容易遭他人懷疑其隱
私及安全性。在2020年五月，多倫多大學安全研究小組
公布對於WeChat APP的研究，除了該國的使用者之外，
即便是以他國電話號碼註冊的帳號，同樣會受到微信公司
嚴密的監控。該監控機制主要是針對使用者傳遞的圖片訊
息，先透過該圖片的雜湊值(hash)檢測是否已被確認為敏
感性內容，一旦認為是敏感信內容則會即時封鎖，如若未
被確認為敏感性內容，仍然會持續接受AI及人工審查，只
要發現該圖片帶有敏感性內容，則會立即將其雜湊值納入
黑名單中，拒絕該圖片的傳遞。雖然在多倫多大學的實驗
中，他國帳號之間互傳帶有敏感性內容的圖片，並不會遭
到嚴格審查及封鎖，但只要他國帳號將該圖片傳遞給該國
帳號，則會立即遭到封鎖，代表即便使用者是以他國電話
號碼註冊並使用非該國的帳號，其傳遞的內容仍會遭到一
定程度的監視。而研究人員在仔細檢閱微信隱私權內容
後，不論是中國版本或海外版本，都未有表示會監控他國
帳號，微信公司也未正面回應該事件問題，導致其隱私權
問題，持續遭到大眾質疑。

在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的時代，APP是必要的工具及
娛樂方式，許多使用者會為了跟隨潮流，選擇受歡迎的
APP下載，作為主要使用的工具及娛樂模式。但並非擁有
大量使用者就代表其擁有足夠的安全性，使用者應在下載
安裝時審慎評估，除了檢查其要求的內容、權限、隱私權
政策外，相關資安單位或具公信力組織所提出的質疑亦需
多方檢閱，避免因該APP的熱門程度而盲目下載，造成自
身個資及隱私權的問題。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洩漏個人資料公務員遭判重刑

在健保局擔任辦事員的王○○，陸續利用承
辦業務職權查閱及列印投保人的住址與影像，交
付給其經營討債公司的朋友吳○○，前前後後共
洩漏投保人個人資料交付約一百筆資料。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宜蘭地政事務所

公務員洩漏個人資
料給犯罪集團，法院不
採用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判刑，改以貪瀆
圖利他人罪處以重刑。
健保局員工王○○，就
因為將投保人資料洩漏
給朋友，結果被法院依
涉及圖利他人罪判處有
期徒刑五年六個月，褫
奪公權四年，顯示法院
對個人資料保護的重
視。

吳○○及其公司的員工就利用這些投保人的
個人資料尋找債務人，從中獲得新台幣十五萬元
的討債佣金；被告王○○在法庭上供稱只承認提
供資料而已，否認有圖利犯行，而且表示未收取
任何回扣，不過並未獲得法官採信，而被判處重
刑吃上重刑官司，值得所有公務員警惕，不要因
貪圖謀取小利而身陷牢獄。



廉政小百科

(接續次頁)

給民眾方便是圖利他人嗎？



廉政小百科

(接續次頁)

候



廉政小百科

(接續次頁)



廉政小百科

(接續次頁)

移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小百科



政府機關積極守護新住民之消費權益

消費宣導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下稱移民署)統計，與國人結婚之新
住民(即外籍與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人數，自民國76年至108
年底計已逾55萬人，且人數持續增加中，新住民朋友之消費
實力及其影響力，已不容小覷。雖然相關機關一直有關注新
住民權益之作為，然而從消費申訴資料顯示，新住民仍會面
臨口語溝通不良、看不懂繁體中文，甚至因為缺乏消費意
識，導致權益受損。為此，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
院消保處）特於本(109)年9月8日舉辦「新住民消費者權益保
護」座談會，邀請新住民朋友及相關機關與會進行雙向交
流，並獲得熱烈迴響。

由於事前行政院消保處已與移民署等相關機關充分溝
通，且透過移民署之協助，除得以在座談會前，獲得新住民
團體之提案，並轉請各相關機關研酌外，本次座談會獲得9
個新住民相關協會代表出席，就討論議題及臨時動議，例如
房屋租賃契約之不公平、多層次傳銷之定義與合法性、如何
解決因業者強力推銷，倉促簽訂之買賣及信貸契約、業者事
後不履行契約該怎麼辦等問題踴躍發言。相關機關亦以淺白
易懂之方式，提出善意回應及說明，在場之新住民朋友紛紛
表示受益匪淺。

另，與會機關也提出其他生活消費上之友善措施，例如
交通部觀光局將於國家風景區中以QR code方式增加多語解
說；教育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
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內政部地政司及衛生福利部食品
藥物管理署等機關，亦均表示將規劃提供多語消費資訊，且
日後將更積極完善新住民之消費者保護措施，並將訊息傳達
至內政部移民署建置之「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上，以
中、英、泰、越、柬、印與緬等7國語言表達，充實新住民
朋友之消費知能。

(接續次頁)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新住民朋友，如有消費疑義，可以先
透過1950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諮詢；萬一遇到消費爭議時，
也未必要到法院訴訟，而是可以選擇較經濟簡便之申訴程序
(網路申訴、親自前往或書面申訴)來保障權益。行政院消保
處表示，除將持續督促相關機關積極落實對新住民朋友友善
之消費措施外，也會將與新住民消費密切之消費資訊翻譯為
多國語文，並適時參與移民署既定之新住民宣導活動，加強
對新住民之消保教育。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感謝本次座談會參與的新住民相關
協會、新住民朋友與各相關機關之熱情參與，透過彼此面對
面之交流，新住民朋友更能精確地表達消費可能遇到之困擾
及需求，相關機關也因此更能準確地掌握新住民之消費需
求，從而規劃更友善之消費措施。行政院消保處相信在政府
機關積極守護新住民消費權益之共同信念下，必能為新住民
朋友建置一個更友善之消費環境。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消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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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給世人的十個大哉問與解答

霍金與漸凍人症搏鬥數十年，腦袋中除了進行最尖端的
物理學思考，也關注人類如何繼續蓬勃發展、如何保護最脆
弱的地方及應該如何教育孩子以面對未來等問題。

霍金提出了關於人類文明如何延續的十個大哉問，並且
清晰說出自己的見解：上帝存在嗎？宇宙是怎麼開始的？宇
宙中還有其他智慧生命嗎？我們能預測未來嗎？黑洞裡面是
什麼？時間旅行有可能嗎？我們能在地球上存活下來嗎？我
們應該殖民太空嗎？人工智慧將會比我們聰明嗎？我們如何
形塑未來？他一生幽默、樂觀奮鬥、永不放棄的精神，也洋
溢在這本遺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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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大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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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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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