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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廉政法令、消費者保護、安全及機密維護專刊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立法規定 

    立法院於 100年 6月 7日三讀通過增訂貪污治罪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11條第 2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並於 6月 29日公布施行、7月 1日正式

生效。條文明訂「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下罰金」。新法之規定，將可杜絕過去「收錢有罪，送錢沒事」之不良

社會現象。 

案情摘要 

    ○○市政府職司殯葬管理業務之人員林○○等人，係依法服務於政府機

關且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於○○年至○○年間，藉辦理火化遺體業務

之機會，利用喪家急於火化亡者大體、骨灰安放納骨塔，或希望火化場人員

得以妥善處理亡者遺骸之心理，向殯葬業者或喪家收取「紅包」，金額累計

達新臺幣 3千萬餘元，案經檢察官偵辦後，依貪污罪嫌起訴。 

案例分析 

一、本案公務員林○○等人對於職務上遺體火化之行為，向殯葬業者或喪家

收取「紅包」，依法應受法律制裁無疑。 

二、另殯葬業者或喪家雖非公務員，若為使火葬場公務員就喪葬事宜加以「關

照」而送「紅包」，依其行為時點，可分為下列二種情況，論究其責： 

  １、行為時間點在 100 年 7 月 1 日之前者，因本條例第 11 條第 2 項「不

違背職務行賄罪」尚未正式生效，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之精神，自不會

成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２、行為時間點在 100年 7月 1日之後者，因本條例第 11條第 2項「不

違背職務行賄罪」已正式施行生效，如符合下列要件，即有觸法之虞： 

 （１）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 財物或其他不

正利益：以本例而言，如殯葬業者或喪家為使喪葬事宜能順利進行，

希望火葬場公務員能在職務範圍內加以「關照」，而表示要給「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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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雙方有合意或已實際交付「紅包」，在客觀行為上即已該當「不違

背職務行賄罪」之構成要件。 

 （２）行為人在主觀上有行賄的故意：假若火葬場公務員濫用職權，而強

行索賄，殯葬業者或喪家因害怕其權勢而同意或交付「紅包」的話，

則因其乏行賄的故意，故不會構成犯罪。因此，民眾只要守法，則毋

須擔心觸犯相關法令。 

三、此外，民眾如不慎違反「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規定，只要勇於自首或

在偵審中自白，均有免除或減輕其刑之自新機會。 

廉政署叮嚀事項 

    公務部門致力處理各項公務、提升行政效率、簡化與透明行政程序，係

屬對人民之承諾。因此，呼籲民眾於洽辦公務時，依相關行政作業程序申請

即可，「不必送」也「不能送」紅包或其他不正利益給公務員，以免反而誤

觸法網，得不償失。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2項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消費者保護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木製板材類商品為常用之室內裝修材，若其甲醛釋出量不符規定，恐有

影響消費者健康之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為確保該類商品符合國家標準規定，

於高雄地區木材行及大賣場隨機購買 20 件商品進行檢驗，結果 2 件複合木

質地板「甲醛釋出量」不符合規定，其中又有 1件標示與規定不符。  

標準檢驗局指出，本次購買普通合板 9件、層積材 7件及複合木質地板

4 件，分別依照國家標準 CNS 1349「普通合板」、CNS 11818「單板層積材」

及 CNS 11342「複合木質地板」進行「甲醛釋出量」之品質項目檢測，結果

2件複合木質地板（項次 1、2）檢測結果不符產品上之「甲醛釋出量」符號

標示；另「中文標示」則依據上述該 3種標準及木製板材類商品型式認可逐

批檢驗作業規定檢查，結果有 1 件複合木質地板（項次 1）未依 CNS 11342

規定標示「用途」及「化粧加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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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檢驗局表示，本次抽測結果 2件品質不合格商品，該局已依商品檢

驗法第 6條第 4項及第 63條之 1第 1項等規定通知銷售者不得陳列或銷售，

並通知報驗義務人限期回收或改正該商品；檢驗方式屬驗證登錄方式者（項

次 1及 2），將再依商品檢驗法第 42條第 1款規定廢止其商品驗證登錄，並

加強工廠查核作業，屆期違反前述限期回收或改正命令者，並將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 100 萬元以下罰鍰。另 1 件中文標示不符合部分，則依商品檢

驗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通知報驗義務人限期改正標示，屆期未改正者，

將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 

標準檢驗局說明，「木製板材類商品」於製造過程中會使用膠合劑，有

些膠合劑會釋放出甲醛，對人體健康造成慢性危害且使皮膚產生過敏，若吸

入更會造成肺功能減弱，國際癌症研究署(IARC)將其列為致癌物，且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已將之列為毒性化學物質。該局為維護消費者健康，依據商品檢

驗法公告該類商品為應施檢驗商品，並自 96 年 7 月 1 日起陸續實施強制檢

驗，未符合檢驗規定者不得輸入或運出廠場販售，符合檢驗規定之市售商品

本體上應有國家標準規定之甲醛釋出量符號 F1、F2、或 F3之任一種標示（3

種符號中，阿拉伯數字愈小表示甲醛釋出量愈小，詳「檢驗結果彙總表」）

及貼(印)有商品檢驗標識。 

標準檢驗局呼籲業者應生產或進口符合檢驗規定之木製板材類商品，以

免違反商品檢驗法規定，另建議消費者依下列方式選購及使用該等商品，以

保障自身安全： 

一、選購本體上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之產品。 

二、檢視廠商名稱、地址或商標等各項標示是否清楚。 

三、確認甲醛釋出量符號（F1、F2 或 F3）及製造年月日或批號是否標

示清楚。 

四、於室內裝修完成後初期

請注意室內通風，勿急

於遷入新居，宜通風一

段時間（建議 1週以上）

再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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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視窗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前言  

政府機關受理民眾陳情請願，常可能因此取得民眾陳情書及相關個人資

料，雖陳情請願屬於公開訴求，惟仍應依人民陳情相關法令為後續處理，如

需運用陳情資料亦須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避免產生未經同意或與原目

的不符之公開、洩漏情事，造成當事人損害，衍生政府機關國賠責任，實不

可不慎。  

案例說明  

小李和鄰近住戶組成土地重劃自救會向某地政機關陳情，拒絕徵收所有

土地進行其他開發，除於該機關網路信箱陳情外，一行人浩浩蕩蕩到該機關

門前進行陳情請願，並遞交載有相關自救會成員身分資料之陳情書，經該機

關派代表受理後離開，嗣後卻發現該自救會成員陳情書中的個人資料，竟成

了該機關於重大重劃案件評估說明會之附錄資料，且該機關為求便利，又以

網站留言板回覆陳情人，亦未適當遮掩相關個人資料，造成該自救會成員的

身分證字號、電話、地址等個人資料全部公開在網站上可供人點閱、下載，

該自救會立即電洽該機關抗議其作法失當，且違反相關規定，揚言告到底，

並要求國賠。  

問題分析  

本案為洩漏民眾自救會陳情書及附件之個人資料，該自救會附件資料主

要用於反對土地徵收之陳情附件，並未同意其他使用或公開於網站中，又雖

係公開陳情，惟主管業務機關受理後，應將陳情書及相關附件，回歸機關受

理檢舉陳情案件保密相關規定，交由負責辦理之承辦人員，再將資料密封後

交由收發人員登錄，且登錄之內容不得顯示檢舉(陳情人)姓名或身分辨識資

料，另於公文簽辦過程除應以密件簽核，且須用密件答覆處理結果，而非將

該案以一般案件處理，衡酌本案因受理民眾陳情書與相關個人資料，應屬公

務機密範疇，該機關於網路留言板答覆，亦未適當隱去陳情人之個人資料，

實有未妥，已衍生洩密問題。  

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規定，公務機關如對個人資料之有特定

目的外之利用，應符合相關要件方得為之，例如有法律明文規定、為維護國

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有利於當事人權益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等。而該機

關於重大案件評估報告書中，未經同意，擅將隨附於陳情書中之個人資料作

為該案附錄，顯與上述要件不符，又依據同法第 28 條規定，公務機關違反

本法規定，致個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

負損害賠償責任。因此，該機關後續尚須面對相關國賠問題。  

綜觀受理本案機關之處理作為，應係對於陳情案件與個人資料之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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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要件判斷有誤，致生洩漏情事，確有違失檢討空間。  

改善及策進作為  

◎本案肇因機關同仁對於民眾公開陳情請願性質未正確之研判，且就相關個

人資料管理及運用不慎所致，機關應積極檢討下列措施，以避免類似情事發

生:  

一、重新審視受理陳情案件相關規定，並確實檢討相關規範是否完備、受

理程序是否妥適，以使機關承辦人員知所依循，避免衍生洩密情事。  

二、藉由本案顯現陳情案件處理過程易生洩密，因此，應積極建立各項陳

情案件判斷歸屬流程，檢討各環節之弱點與錯誤頻率，落實風險管理，

降低誤判機率，提升機關維護效能。  

三、全面檢核類似案件屬性判斷是否合宜，相關處理過程是否符合規定，

避免重蹈相同問題。  

四、妥訂陳情案件相關個人資料檔案管理機制：如針對機關因陳情案件蒐

集個人資料所應制訂機關內部管理規範，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者、蒐

集方式（直接或間接）、告知當事人、蒐集界面及儲存位置、法定保

存年限及自定保存年限等事項，並落實檢核陳情案件個資蒐集、處理

及利用過程，當事人隱私權保護之需求，俾能確實監督管理狀況。  

廉政署叮嚀事項  

民主法治時代，政府職責係為民服務，而人民為爭取權益或表達訴求，

得依法透過陳情請願等合法管道向政府機關表達訴求，政府機關因而取得大

量個人資料，應有良好的管理或保護措施，避免未合法運用，造成民眾權益

受損，或保護不善產生如駭客入侵等洩漏風險。因此各級機關管理該等資料，

除就涉及公務機密部分應依密等文件程序進行保管外，另需參照個人資料保

護法儘速落實相關維護工作，俾提升使該等資料於機關內部運用與保管安全

性，本署就該案提出下列叮嚀，以資參酌：  

一、積極檢討訂定機關主管機密範圍項目，俾利公務機密與個人資料確實

依據其個別管理模式妥為執行。  

二、嚴密機關組織分層審核措施，協助同仁處理相關案件，確符個案處理

程序，避免衍生洩密疑慮。  

三、重新檢視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後，機關各項作

業程序與有關之行政規則，是否有相悖或未盡

之處，以符實際，並減少疏失。  

四、加強公務機密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之法治教育：

綜觀洩密多肇因公務員對於案件與法令認知未

盡周詳，因此，透過現行法令規定、洩密違規

（法）案例，以及可能導致洩密管道與因素，

積極提升個人之保密法治觀念，方能落實宣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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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天地     「『竊』中要害，小心為上」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案例摘要  

 「我一早來上班，就發現抽屜有被翻過的痕跡，裡面的現金都不見了，

那是我跟同事們下個月要出國旅行的基金，收齊後就要交給旅行社，沒想

到…」被害員工 A 驚慌失措的說著。 「這小偷真可惡，連我抽屜裡的幾十

元零錢都要偷…」被害員工 B 義憤填膺的說著。這是發生在某縣市政府的

竊盜案，賊仔哥在數月內先後光顧高雄、臺南、臺中、新竹、桃園及彰化等 

6 個縣市政府，作案手法如出一轍，趁上班時間洽公民眾進出頻繁之際混入

大樓內，先躲在樓梯間等隱蔽角落，待員工下班後，伺機至各樓層，發現若

沒有員工在內加班，就逕行闖入，隨機打開或撬開抽屜搜刮財物。  

由於賊仔哥曾經從事公務機關事務機器業務，熟悉政府單位辦公環境及

作息，於某次竊盜中，被返回取物的女員工撞見，賊仔哥運用過去當維修員

經驗，竟然神色自若和女員工寒暄，等女員工走後，再好整以暇的竊取財物。 

後因監視錄影畫面曝光，賊仔哥的友人向警方報案而落網，竊盜背後動

機是因其向地下錢莊借款 80 餘萬元，連本帶利漲至 180 萬元，只好鋌而

走險，連續犯下 6 件縣市政府竊盜案，不法所得竟高達 90 餘萬元，警方

至其住處取出竊得剩餘的 19 餘萬元，其餘款項多拿去抵債或花用，蒙受損

失的縣市政府員工大多求償無門，只能自認倒楣。  

問題分析  

一、為了洽公民眾方便，公務機關於上班時間難以門禁管制，此時如何在

“機關安全”及“便民服務”間取得平衡點？  

二、辦公場所內雖設有保全巡邏及監視錄影設備，就能確保人員及財物安

全無虞嗎？  

三、私人貴重物品放置辦公場所內是否妥當？機關同仁的安全維護觀念是

否正確？  

四、若於辦公處所內發現可疑人士時該如何處置？機關同仁是否有保持高

度警覺？  

改善及策進作為  

古人有云：「惟事事，乃有其備，有備無患。」，由此可知機關安全維護

工作首重預防。於瞭解機關安全狀況後，考量各種不利潛在因素，知所警惕、

防微杜漸，確認機關安全維護工作應有之認知與措施，建立各種改善及策進

作為預先防範： 

一、現今辦公場所為便民服務多採開放空間，於上班時間洽公民眾進出頻

繁，加上出入口多難以全面管制，易成為竊盜犯罪溫床；惟各機關基

於場所安全維護之責，仍應於必要範圍內，制訂 「人員進出管制辦

法」，對於機敏資料存放區、財產存放庫房、中央控制室、電腦機房、

網路交換中心等，不分上下班時間，皆應全面監控。若於非上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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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機關內，管制人員應先行確認證件並登記進出入時間及目的備查，

嚴格執行管制措施；機關於內部辦理對外活動時，應加強保全巡邏次

數與留意可疑人士，並強化各項安全維護工作，增進即時應變能力及

反應處置能力。   

二、公務機關辦公場所雖有保全定時巡邏與多部監視錄影器系統運作，惟

因範圍大、樓層多，又屬開放空間，單憑數位保全人員，無法鉅細靡

遺兼顧每個角落，故除了由保全人員確實巡邏外，還要定期檢視監視

錄影系統運作狀況，並維修保養及檢討拍攝角度及位置，強化設施安

全功能，建立滴水不漏的維護措施。   

三、灌輸同仁正確的安全維護觀念，宣導個人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不宜置

於辦公場所內。公有財物應妥善收存且由專人保管，放置保險箱內並

定期盤點。  

四、維護機關安全絕非少數人責任，必頇全體同仁齊心努力，隨時保持高

度警覺，不可疏忽懈怠，若遇可疑人、事、物應立即通報駐衛警、保

全人員、轄區警察及政風機構，切勿存僥倖心態輕忽情勢，造成難以

彌補的損害。   

廉政署叮嚀事項  

由上述實際案例來看，賊仔哥能順利偷遍 6個縣市政府竊得 90餘萬元，

可見辦公處所並非最安全的地方，也由於部分員工缺乏正確的機關安全維護

觀念，疏忽懈怠之下造成無法彌補的後果。 

另重大竊案發生後，各機關雖有加強門禁管制措施及建置監視系統之作

為，然隨時間久遠，相關設備因年久失修或損壞，若無定期檢視，可能早已

喪失功能而不自知，同樣的竊案可能一樣再發生，唯有加強機關安全宣導，

使員工知所警惕，時時刻刻居安思危、積極防範，貫徹各項安全維護作為，

才能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結語  

維護機關安全乃全體員工共同責任，

除應時時提高警覺，留意身邊可疑人、事、

物並確實通報處理外，並應定期檢查各項

安全維護設備，共同發揮整體力量，以期

達到「防患於未然，弭禍於無形」的目標。  

所謂“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我們

雖無法確保竊案不再發生，但至少也應做

到讓有心人士難以下手、知難而退的維護

措施，才能共同創造安心、安全、安適的

三安辦公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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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詐跨國貿易！ 

駭客冒充客戶 以假電郵攔截貨款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中小企業和長期合作的國外廠商進行交易，小心把錢匯入詐騙集團的口

袋！國內一家 A公司因故要將 100多萬元的貨款退給國外客戶 B，卻收到客

戶B的電子郵件表示，公司已更換匯款銀行帳戶，要求將退款匯到新的帳戶；

A公司業務助理吳小姐不疑有他照辦，再致電客戶 B通知已匯款，客戶 B卻

表示從未改過匯款帳戶，也沒發過那封電子郵件！刑事警察局表示，此類跨

國駭客專門冒用、竄改廠商的電郵信箱，再以假電子郵件攔截貨款，今年

10月份國內就有 3家中小企業遭詐報案，總財損近新臺幣 170萬元。 

今年 10 月初，在嘉義專營填充原料的 A 公司，收到客戶 B 的電子郵件

聯繫退款事宜，請 A公司將退款匯到另一個英國銀行帳戶，而非之前常用的

印度帳戶。由於是長期合作的客戶，而且電子郵件內容和之前通訊的語氣並

無差異，業務助理吳小姐立即將 100多萬元的款項匯入對方提供的新帳戶，

並致電客戶 B確認，不料對方表示根本沒發過更改匯款帳戶的電子郵件，吳

小姐一聽臉都綠了，只能連忙報警。 

此外，屏東一家專營水族科技 C 公司的電郵信箱 abc@zoo.***於今年 3

月間被駭，詐騙集團入侵 C公司的信箱後獲取其與客戶的交易內容，另創一

個與 C公司非常相近的電郵信箱 abc_zoo@***並發信給 C公司的客戶，要求

其將貨款匯到某英國帳戶，結果 C公司收到對方確認匯款的受信憑證，誤以

為已經收到貨款，就將價值 45萬元的觀賞魚寄給對方，直到 10月份查帳時

才驚覺被騙。 

刑事警察局表示，許多國內中小企業習慣使用電子郵件與客戶聯繫以撙

節開銷，卻給了詐騙集團可趁之機，歹徒入侵企業的電郵信箱後，另外竄改

一個極為相似的電子郵件信箱，例如將 v 改成 y、

將 a 改成 q，由於字體細小不易發現，再模仿原本

往來郵件的語氣發信給被駭企業的客戶，要求其將

貨款轉匯到另一個歐洲帳戶，即歹徒的帳戶。刑事

局呼籲國內中小企業，與國外客戶聯繫匯款事宜，

無論多熟的客戶都務必再三確認，尤其若突然要求

變更匯款帳戶則可能有詐，務必以其他管道再次確

認對方身分。有任何疑問也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

線 165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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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下稱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海岸巡防署中部地區巡

防局嘉義機動查緝隊隊員林 OO 涉犯妨害秘密罪，業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下稱嘉義地檢署)偵查終結，予以起訴。  

被告林 OO 身為負責查緝我國海域走私、海岸治安維護之公務員，明知

海巡署海上巡邏警艇部署位置係查緝走私成敗之關鍵，竟基於公務員洩漏國

防以外秘密之犯意，於民國 102 年 7 月 29 日晚間 8 時許，涉嫌以個人

帳號、密碼登入海巡署雷情顯示系統，得知海上警艇部署位置，再透過走私

集團葉姓民眾提供之手機及人頭 SIM 卡，向其通報洩漏海上警艇及相關人

力部署位置。  

案經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

署)偵辦，高雄地檢署呈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令轉嘉義地檢署偵辦，

檢察官認定林 OO 涉犯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予以提起公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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