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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10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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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摘要

某機關同仁甲於102年至103年間，因出差住宿於乙飯店，乙飯
店每晚住宿費用少於出差可報支的金額，然甲為貪圖小利竟與
乙飯店負責人商議，由乙飯店開立高於實際住宿金額之發票供
甲使用，並憑以報支出差旅費。案發後經檢方偵查，因甲於偵
查中坦承犯行，並繳回犯罪所得，故予以緩起訴處分。

二、案例分析

(一)違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依行政院訂頒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因公奉派
人員應確實填製出差旅費報告表，並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但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使用飯店配合開立之不實發票
請領費用，致相關單位同仁於形式審查時陷於錯誤准予核
銷，足生損害於管理及核撥經費之正確性。

(二)違反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取財物、第214條、第216條行使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

案經檢方偵查後，判定甲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取財
物、第214條、第216條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並與飯
店業者構成刑法第3l條、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共同明知
為不實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等罪責。

三、防治措施

(一)各主管以身作則並善盡督導及提醒義務

各主管平時即應留意同仁動態，適時提醒同仁注意相關規
定，且應以身作則，據實依規定報支差旅費用。

(二)持續宣導機關出差旅費報支相關規定

為使機關同仁清楚瞭解出差旅費報支相關規定，各單位應加
強及持續利用各種管道向同仁宣導出差旅費報支相關規定，
以及提供錯誤態樣供同仁參考。

(三) 某甲要求飯店配合開立高於實際住宿金額之發票報支出差旅
費，某甲雖已辦理退休，惟仍經該機關移請考績委員會審議
核予申誡2次之處分。

以不實發票請領差旅費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政風處



知名壽司品牌日前舉辦「愛的迴鮭，尋人啟
事」，公告在活動期間，來店者只要姓名讀音與
「鮭魚」相關便可獲得折扣，引起這波「鮭魚之
亂」的是名字如果完全同音同字則享有整桌免費的
優惠。此消息一出雖被批評沒誠意，因為「誰會真
的叫鮭魚？」但事實證明，全台超過225人被「鮭
化」紛紛前往戶政事務所改名。一夕之間多「X鮭
魚 」 身 分 證 在 新 聞 版 面 中 露 出 。

台中一名男大生，拿到「張鮭魚之夢」新的身
分證後，戶政人員告知他：「你已改名三次，不能
再改了」，讓他當場慌張傻眼。「人民一生可有3次
改名機會，但即使之後將名字改回，改名還是會在
戶籍謄本留下一輩子紀錄，之後如果找工作，需要
提供戶籍謄本時，公司就會看見曾經的改名紀
錄。」除了戶政事務所提醒之外，我們也要提醒大
家，將身分證、駕照、信用卡等照片上傳網路會有
哪些隱私風險，本文介紹七個聰明分享原則，保護
個資不被貼文出賣，「鮭組駭了了」，避免逞一時
PO文分享之快「血本無鮭」。

資安宣導

(接續次頁)



資安宣導

分享在網路的照片很可能會被被身份竊賊、跟蹤狂和其他
犯罪分子拿來做惡意用途

根據研究機構 –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 一項關於手機使用的研究，有82％的受訪者表示會
使用手機拍照，80％用來收發簡訊。這些是目前手機最常
被用到的用途，如果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而有網路連線，
56%的受訪著表示會去使用。

雖然這研究的對象是18歲以上，但是青少年的趨勢跟
態度也大概差不多。根據Pew研究機構，有超過75％的青
少年擁有手機，其中有一半平均每個月會發送一千五百則
簡訊。

(接續次頁)

<青少年網路安全>別把新駕照、信用卡和身分證拍照上傳
了~告訴孩子七個聰明分享原則，避免「鮭組駭了了」

在網路上可以輕易地搜尋到駕照，身分證，信用卡等
照片，中外皆然，尤其是初次拿到駕照的朋友，總是迫不
及待地拍照上傳，現在社交網站與智慧型手機大受歡迎，
可以隨時拍照隨時上傳，更使得這個不經意的動作充滿個
資外洩的危險性。拿到駕照的第一天，台灣也有很多網友
把它放網路昭告世人。

根據報導，有人一時興起將朋友貼在臉書上的登機證
截圖，上傳一個免費條碼解讀網站，結果發現不少個資在
上頭；也有人把從機場垃圾桶撈出的登機證做實驗，果然
獲得乘客的護照號碼和出生年月日等資料，很快就在網路
上找到這名乘客的住家地址。



在網路上找得到家庭住址甚至帳戶號碼清晰可見的照片

社群網站的成長和全球影響力證明了我們愛跟其他人
分享，大概就跟我們愛用手機的程度一樣。唯一可以超越
這兩件事的，或許就是同時使用它們。

使用行動社群應用程式非常簡單，像是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和Tumblr。我們可以馬上將所看到的
事物捕捉起來，然後立即跟朋友和家人分享，這真是件了
不起的功能。只要一點就有一張照片，而且還會有一大堆
的觀眾。

比方說珊迪颱風在 Instagram上有大約130萬張照片被
標記了關鍵字#sandy（珊迪）。這些都是被大眾所拍攝並
跟全世界來分享，所以其他人可以看見發生了什麼事，如
此近距離且幾乎即時。

這也是另一個證明社群媒體的有效性和可用來行善的
光輝榜樣。但相同的工具也可能被誤用，反而傷害到使用
它的人。

趨勢科技的研究人員一直在追蹤目前全世界年輕人將
他們的新駕照、信用卡和金融簽帳卡拍照並傳上網路給大
家看的這趨勢。帳戶號碼和家庭住址都清晰可見。只要做
個簡單的搜尋就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一大堆，比如底下這張
已經被我們馬賽克後的照片。

資安宣導

(接續次頁)

這些照片很可能會被有不良企圖的
人看到，像是被身份竊賊、跟蹤狂和其
他犯罪分子拿來做惡意用途。我們還不
能確定這是不是個很大的趨勢 – 我們當
然希望不是 – 但這是個危險的行為。也
是另一個例子告訴我們需要在提供青少
年新技術前，要先教導他們如何安全、
負責任地使用。

我們是社會性的動物。我們希望和
大家分享。我們想要大聲喊出我們的好
消息，不管是張新駕照、新工作、新生
嬰兒或是我們剛剛烤好的蛋糕。我們希
望被認可和祝賀。這是可理解的。這就
是人性。但公開發表訊息，讓人們知道
所在位址，都是過度分享的社群網站使
用行為。



給孩子手機前該教聰明分享七件事

但我們必須考慮所分享的事物以及要分享給誰。我們必
須了解和幫助我們的孩子去懂得如何分辨什麼是該和什麼是
不該的分享。下面是一些你給孩子手機前的教導：

1. 防止孩子使用不適合的APP

你未滿 13 歲的孩子有社群媒體帳號?所有的社群媒體
網站都要求使用者至少在13歲以上。如果你還不到，
就必須等待。如果你有一個13歲以下的小孩有智慧型
手機或其他使用應用程式的設備，可以考慮開啟上面的
限制，防止他們使用不適合他們年齡的應用程式。

2. 別被社群貼文出賣自己，假設貼文的會被所有人看到

在分享前先想一想，就算對象只有一個。但就跟秘密一
樣，他們仍然可以與他人分享。只拍攝和分享你不會介
意被大家看到的照片。

3.使用社群分享隱私設定

主要的社群分享行動應用程式，像是 Instagram、
Facebook和Twitter都有這設定。啟動它，讓只有你允
許的人可以看到你的照片。

4. 別把社群網站當日記本，鉅細靡遺過度分享

只說你需要說的話，即使是對那些你已經認識並信任的
對象。只分享你需要分享的東西。

5. 小心那些關注或加你好友的人。

忽略那些來自你不認識的加好友或關注請求。

6. 關閉相機內的地理位置功能

手機相機會將你拍攝照片的實際位置給標記出來。你可
以將這功能關掉，只要關閉手機上相關的地理定位功
能。

7. 尊重他人隱私，貼文不拖朋友下水

不要拍只為了羞辱或傷害別人的照片。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要能夠為他人著想。如果他們不想讓你分包含他們
的照片，要尊重他們的隱私。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資安人



稅捐稽徵機關提出欠稅人名單，向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調查欠稅人資料，依法是否有據？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宜蘭地政事務所

一、按個資法之性質為普通法，稅捐稽徵法有關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規定，屬個資
法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各該特別規
定。是以，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
定之調查人員，依稅捐稽徵法第30條規定，
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
提示為調查課稅資料之執行業務所需之有關
文件。至要求提供之文件，是否確屬調查課
稅所需，則應注意行政程序法第7條比例原
則及個資法第5條規定，依具體個案事實予
以認定。

二、次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辦理人事管理，
依個資法第15條第1款規定所蒐集之全國公
教人員個人資料，提供稅捐稽徵機關辦理課
稅業務，以利稽查作業，確保稅捐之核課及
徵起，符合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1款「法律
明文規定」及第2款「為增進公共利益」之
情形，原則上自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摘自「法務部 103年 2月 19日法律字第
10303501930號函」-本函全文可於本部全球資
訊網點選「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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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通訊第3042、3043期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與中華民國消
費者文教基金會(下稱消基會)首度聯合召開今(110)年315世界
消費者日-「杜絕塑膠污染」記者會，藉此號召咖啡業者響應
並加碼優惠措施，鼓勵消費大眾平時就要勵行環保減塑生活，
珍愛地球。

塑膠在生活中極為常見，但一次性塑膠用品不僅衝擊生
態，且威脅人類健康。國際消費者聯盟 (Consumers
International，簡稱CI)今年3月15日世界消費者日的活動主軸
便是「杜絕塑膠污染（Tackling Plastic Pollution）」，鼓勵
全球消保運動夥伴們共同推動永續消費的活動。CI引述一項在
歐洲、美國和南美洲進行的研究調查發現，消費者購物時會攜
帶可重複使用的購物袋者佔72％；有74％的消費者願意花更
多錢在環保包裝上，可見全球消費者對減塑有相當共識，但需
化為具體行動。

隨著生活型態改變，國人外帶咖啡慢慢品嚐的習慣，紙杯
內與封膜上有一層淋膜，因這淋膜是塑膠製品，以致紙杯不能
視為回收紙類。據環保團體估計，國內每年就要消耗20億個
紙杯之多。109年疫情爆發後，外送和外帶需求更是大增。因
此，行政院消保處和消基會展開聯合行動，從外帶咖啡做起，
誠摯呼籲連鎖咖啡店、超商、量販店等販售咖啡的企業，可進
一步強化消費者自備環保杯的優惠措施，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主管機關行政院環保署早自91年開
始推動限塑政策；100年起更規定連鎖速食店、便利商店及飲
料店提供自備飲料杯的消費者優惠，目前9成以上的連鎖飲料
店均採現金優惠，每杯優惠甚至達到10元。行政院消保處表
示，既有如此好康，更應懂得聰明消費。減塑生活不難，只需
每次出門或消費前多想想，當大多數人都能儘量不製造塑膠垃
圾，我們的環境才有機會免受塑膠污染危害。力行環保減塑，
或許開始有點不便，或許需花一些費用（例如購買或租用環保
杯），但這才是正港愛臺灣。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消費宣導



廉政線上看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廉政宣導懶人包影片創意設計競賽」活動

冥府廉政記

本件創作構想係藉由犯罪者至冥府後與閻羅
王、鬼卒的對話中反映出廉政相關的概念與
細部的釐清，以戲劇的方式讓深澀的條文以
較輕鬆的方式呈現。

古錐的阿嬤

本件創作構想係鑑於大眾對於教條式的宣導
方式較興味索然，因此藉由外婆與孫女生動
有趣的互動來達到吸睛，期望讓社會大眾能
重視廉政的問題，更讓誠實、信用、反貪意
識等價值，落實在人們日常生活中。

過往「廉」結

本件創作構想係很多人在蓋房子時會遇到土
地糾紛，可能是因為上一輩的土地界線劃分
不清晰，造成了下一代的紛爭。一般民眾對
於洽公事務還是不太熟悉，希望透過宣導短
片向民眾傳達正確的法令規範，並讓民眾更
了解在洽公時需注意的事項與規範。

波比告哩災

本件創作構想係運用活潑生動，色彩鮮艷的
情境劇，帶領民眾了解去公部門的洽公須
知，也運用一目了然的字卡將相關法令，清
楚的呈現，預期效益讓大眾輕鬆在觀看動畫
時也能了解到去公部門的洽公須知，讓大眾
得知政令宣導也能活潑有趣的呈現。

毛線說故事

本件創作構想係以簡單風趣的小短劇帶入主
軸，再由旁白來做詳細說明，讓觀眾不會一
頭霧水。

1

2

3



《幸福．勻勻仔行》片中以中小企業老闆(由金鐘雙料影
帝游安順主演)與女兒特助，在職場理念與家庭生活的互動為
故事主軸。透過父女間的對話，以及一段深藏已久的往事，點
出企業誠信經營的背後，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與正向價值，源自
於簡單的一句臺灣話「勻勻仔行，腳踏實地」。女兒特助依循
著相同做人做事的道理，承襲父親的堅持，最後究竟能否度過
難關，讓我們在微電影裡尋找答案。

法務部廉政署為增進社會對誠信
經營的關注，倡議企業重視商譽、善
盡社會責任，109年推出「企業誠
信」微電影《幸福．勻勻仔行》，透
過柔性的故事鋪陳，讓大眾都能認同
而引起共鳴，進而達成取之於社會、
回饋於社會的正向循環，同時也讓企
業體認到「誠信，是最踏實的路」。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f7SD17o8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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