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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所屬機關再防貪案例彙編 

壹、前言 

矯正機關乃刑罰執行的場所，監所的廉潔度攸關囚情的安定與教化的成

效；矯正人員若存私心謀私利、不守法紀，除戕害矯正風氣，並危及司法公

平正義的實踐。監獄的高牆雖可限制受刑人的人身自由，但藉由不肖人員的

媒介，以代為傳遞訊息的方式，仍能操控或進行監外的不法行為，持續危害

社會的安全與安定；因此，如何發掘與防範上開情事，實值得重視與探討的

課題。 

貳、案情概要 

一、犯罪事實 

受刑人邱○○為竊車集團首謀，99 年 8 月 10 日因案遭警方緝獲，於

次日解送入監服刑，99 年 8 月 18 日宜蘭監獄政風室於複聽邱犯之接見談

話內容，發現其在監期間疑有透過監所人員為其傳遞訊息，持續操控竊車

集團在外從事不法行為。經政風室主動深入清查結果，發現該監戒護科管

理員簡○○及科員林○○等 2人，疑涉為邱犯傳遞訊息予竊車集團共犯朱

○○等情，其並指示以「賓士」及「國瑞」廠牌自用小客車，無償贈予簡

員使用；另免費為林員修理、更換自用小客車引擎等涉有貪瀆不法罪嫌。

上情於 99 年 12 月 21 日函送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查辦，案經宜蘭

地檢察署於 101年 8月 20日偵結起訴處分在案。 

二、涉犯法條、起訴或判決理由 

（一）管理員簡○○部分 

簡○○明知矯正人員「不得接受收容人或其家屬之招待或餽贈」及

「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金錢或其他違禁品」等規定，竟利用管理、

戒護邱○○之機會，基於違背職務行為而收受賄賂之犯意，多次為邱○

○傳遞訊息，並收受不法對價，係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賄賂罪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 1項

提起公訴，求處有期徒刑 15年。 

（二）科員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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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知邱○○為其修理完成後之小客車車體及引擎並非原車

所有，係來路不明之贓物，竟仍基於收受贓物及行使變造準私文書之犯

意而予收受，並自 95 年起，持續駕駛上開車輛而行使之，已觸犯刑法

第 349條第 1項之收受贓物罪嫌及同法第 216條、第 210條、第 220條

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 1項提起公訴，

求處有期徒刑 2年。 

參、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一、弊端態樣 

監所為「人管理人」之特殊行政機關，人治色彩濃厚，性質封閉，入

監執行收容人或亟思與外界聯繫，或為尋求較佳處遇，或為炫耀身分等心

態，而有央託家屬親友運用各種方式請託關說，以不正利益誘惑、疏通管

理人員，遇價值觀偏頗及存有僥倖心態管理人員，極易衍生風紀問題、貪

瀆弊端。 

二、內部控制死角 

矯正機關戒護人員與收容人間，存在直接與特別的權力關係，不正當

的互動行為具有高度隱匿性與保守性，非實體性的違規行為（如：傳遞訊

息、違禁物品)不易被察覺，又弊端事件之發生瞬間即逝，犯罪證據難以

及時、具體的掌控。 

三、原因分析 

本案邱犯為竊車集團首腦，前在宜蘭縣經營○○汽車修理廠，曾於 91

年 5月間因案入監服刑，因地緣關係而結識簡、林兩位戒護人員。在通緝

期間，邱犯仍從事竊取汽車及變造汽車引擎號碼等不法行為，99 年 8 月

11日突遭警逮捕，不及處理後續銷贓事宜，故於入監 7日後即請該監簡員

及林員代為傳遞訊息予竊車集團共犯朱○○等人。 

肆、檢討與策進措施 

一、內控漏洞之因應措施及強化預防機制 

（一）掌握重點對象、機先風險控制 

重點掌控雜役、列管分子等收容人，藉由強化複聽接見談話內容、

突擊檢查等作為，機先發掘違常跡象，及時深入查察，對生活或作業常

者，加強輔導考核。 

（二）強化法治訓練與品德教育 

利用戒護人員法治教育機會，促使管理同仁體認矯正工作的神聖本

質與價值，並瞭解貪瀆行為對個人、家庭及機關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將

「廉潔倫理」內化為中心信仰，堅守品操風紀，重視團體榮譽。 

（三）謹守廉政規範與矯正分際 

督促管理同仁在與收容人互動時，應依法行政，嚴守管理者與被管

理者之分際，務須在符合法令規定及勤務規範的原則下，予以照顧協助

。如有親友在監執行或受親友請託，欲辦理增加接見、寄入金錢、物品

或其他生活照顧事項時，應依相關規定程序申請辦理，嚴禁私相授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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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 

二、追究行政責任 

矯正署立即追究行政責任，管理員簡○○移付懲戒，停職中；科員

林○○移付懲戒，調整職務至其他矯正機關。 

三、興革建議 

（一）矯正機關透明化，促使收容人安心執行 

編輯「矯正機關常見收容問題 Q&A」，公開透明管理、處遇、規定與

措施，以文書手冊及機關網頁，對收容人及其親友服務宣導，促使收容

人安心接受執行，有效防範收容人透過收買、賄賂等手段，企圖取得較

佳之處遇。 

（二）推動廉政社會參與，建構全民反貪共識 

利用收容人春節、母親節、秋節等懇親會時機，擴大對收容人及其

親友實施廉政社會參與宣導，形塑全民反貪共識，勇於檢舉貪瀆不法，

維護矯正風紀及司法信譽。 

伍、結語 

本案係「防貪、肅貪、再防貪」典型案例，然對員工品操風紀監督考核

之內控尚有策進空間，未來持續加強相關內控機制及教育訓練，再輔以監獄

透明化之為民服務及建構反貪共識，促使同仁堅守品操風紀、廉潔自持，戮

力建構乾淨、優質矯正文化，爭取全民信賴與支持。 

 
 

消費者保護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韓國保健福祉部疾病管理本部 104 年 5 月 20 日發布稱，一位曾赴中東

地區旅遊返韓之男性經確診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MERS-CoV）。截至本（6）月 21日上午，確診病例達 169人，其中 25人宣

告不治死亡。  

目前已有 43名感染病患痊癒出院；另韓國保健福祉部自 6月 10日起於

英文官網公布最新 MERS患者到訪之醫療院所清單。  

我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 6 月 9 日召開傳染病醫療網指揮官會議及

MERS-CoV 應變小組會議，會中決定調整韓國旅遊疫情建議第二級之範圍：

警示（Alert）範圍擴大至全韓，並建議民眾非醫療需要，應避免進出醫療

院所。  

韓保健福祉部自 6 月 11 日上午 9 時起，提供 24 小時 MERS 諮詢專線服

務 (號碼：109，受話者付費）。代理國務總理職務之韓國副總理兼企劃財政

部長崔炅煥 6月 9日主持跨部會 MERS防疫會議時，亦稱應以「嚴重」（韓國

傳染病疫情等級從低至高依序為「關注」、「注意」、「警惕」及「嚴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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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水準應對疫情（實際上並未提高疫情等級），6 月 9 日起將每日召開跨

部會 MERS防疫會議，政府將全力投入防疫等語。  

鑒於（一）臺韓民間交流密切；（二）韓國保健福祉部疾病管理本部已

將其國家防疫體系等級自「第一級：關心」提升至「第二級：注意」；（三）

我疾管署已調升旅遊疫情建議等級；（四）韓國目前約有 100 餘所學校停課

等情，疫情仍續擴散中，考量我國人旅遊安全，外交部對韓國之旅遊警示燈

號為「黃色-特別注意旅遊安全並檢討應否前往」，非因醫療必要宜避免前往

醫療院所。  

外交部呼籲前往 MERS-CoV 流行地區旅遊之國人仍應注意個人衛生、呼

吸道防護及手部清潔，如非醫療必要避免前往醫療院所，以避免感染。外交

部將續密切關注韓國 MERS-CoV 疫情發展，並隨時更新相關疫情資訊予國人

參考。國人如在韓國遭遇緊急情況需要協助，請就近聯繫我相關駐處。我駐

韓國代表處 24 小時直撥緊急聯絡電話為：(82)10-9080-2761；駐釜山辦事

處 24小時直撥緊急聯絡電話為：(82)10-4537-7961。  

外交部發布之旅遊警示，係提供國人出國旅行之參考資訊，屬參考性質

之建議，與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條款之適用並無必然關係，亦無強制拘束力，

國人仍應自行決定其旅行計畫。國人倘遇旅遊消費爭議而無法解決時，可向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地址：台北市長安東路 2段 78號 11樓；電

話：2506-8185）或交通部觀光局（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 4段 290號 9樓；

免費申訴電話：0800-211-734）申訴，請求安排調處。 

 
 

 

機密視窗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案情概要 

某中央部會所屬某機關前技正(業經免職)，前於任職他機關期間，

至大陸地區某大學修讀博士課程，竟利用機關指派參與業務相關會議或

教育訓練等職務上機會，於人事差勤系統為虛偽不實之填報，亦未向機

關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許可，即逕赴大陸地區。經查渠自 98 年至 101

年間，計有 10餘次違規赴陸進修情事，返臺後並虛報差旅費達新臺幣 1

萬 4千餘元。 

 違規違常原因分析 

一、揆諸本案當事人長期未經申請逕赴大陸，即因認為服務機關未能及

時取得入出境資料勾稽比對，因而心存僥倖而一再違反赴陸規定，

甚而衍生虛報差旅費等不法情事。 

二、內政部業於 103年 10月 28日修正發布「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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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 8條條文，並於同月 30日生效，

修正條文明定涉及國家機密、十一職等以上公務員、警監三階以上

警察人員，以及國安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

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等不得前往大陸地區進修。 

三、至十職等以下公務人員赴大陸進修雖無明文限制，然依「簡任十職

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

陸地區作業要點」，赴陸前仍應向服務機關申請，由機關本於權責

裁量審查核可後，始可前往進修。 

 處分情形 

一、本案該員違規赴陸部分，經該機關考成委員會審議，核予記過 1次

之處分。 

二、另該員虛報差旅費，涉犯貪瀆不法部分，案經偵查起訴，一審依貪

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處有期徒刑 2年(緩刑 3年)，褫奪

公權 2年，後經該員撤回上訴而判決確定。 

三、該機關於前開判決確定後，據以核定該員因案判刑免職，並移送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經該會審議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 1年」之懲戒

處分在案。 

 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各機關人事單位及政風單位應對於機關同仁加強赴陸相關宣導，尤以

機關同仁回臺後，應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

區許可辦法」第 9條第 3項，以及「簡任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

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第 4點第

2項等規定，於返臺上班後 1星期內，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送交

所屬機關備查。 

二、單位主管應確實瞭解所屬人員工作差勤及生活狀況，如有發現異常徵

兆，宜通知人事及政風單位協助。  

三、有關公務人員赴陸進修部分： 

(一)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103 年 4 月 29 日陸法字第 1030050770A 號函

意旨略謂，考量現行兩岸情勢，公務員赴大陸進修並不適宜(含「入

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等進修活動)。 

(二)另內政部已於 103年 10月 28日修正發布「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

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第 8條，明定限制公務員赴陸進

修之相關規定。 

(三)各機關應於差勤與管理上從嚴管制，同時對於赴大陸進修之同仁建

立申報與管理制度；公務員申請赴陸並應遵循該辦法及「公務員服

務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據實申報請假事由

及赴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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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天地      
資料來源：聯合報  2015/04/28 

新竹縣 29 歲蕭姓男子日前因家暴，導致妻兒被安置保護，昨天上午他

酒後持雙刀赴縣社會處要求「還我老婆、孩子」，並暴怒拍桌、亮刀，縣府

駐衛警和警方趕到，擲滅火器、椅子引他到室外，才一擁而上奪刀，將他制

伏，送醫急救無大礙，警方下午訊問後，依妨害公務罪移送法辦。 

「太可怕了！」縣府社工回憶，仍心有餘悸。社會處人員說，蕭男來時

身上滿是酒味，以大衣蓋著西瓜刀和短刀，放在桌上，替代役男看他時，他

還嗆「看什麼！」社工人員見他身上有酒味，情緒不穩，安撫他時，他突然

暴怒，拍桌、亮刀，大夥嚇壞。 

蕭男咆哮「還我老婆、孩子」、「今天就要帶她們回家」，揮舞雙刀說，

只要帶回老婆、孩子「我不會殺你們」，並稱短刀是「給我自己用的」。他索

取安置地址，社工沒給，他當場往口中丟兩顆藥丸，咬了幾口又吐了出來，

嘴角流著綠色液體，嚇得縣府職員、替代役男紛走避。 

駐衛警趕到後勸說無效，且蕭男持雙刀揮舞，恐傷人，因而以滅火器噴

及丟椅子砸，蕭男氣憤持刀追出，駐衛警引他到辦公室外百公尺處，三民派

出所警員也趕到。蕭男一度持短刀與警對峙，僵持過程中，警方一邊勸，一

邊布置警力，趁蕭男分心時一擁而上奪刀並壓制，隨即送醫急救，醫院查出

他吃毒老鼠藥，但劑量不多，急救後無大礙。 

社會處副處長湯紹堂說，蕭男多次毆打越南籍妻子，今年一月底家暴，

妻子請求庇護，社會處連同她 5歲幼童做緊急安置，後來妻兒返家後，雙方

仍失和，4 月間蕭男又家暴，雙方也談到離婚、子女監護權等事，社會處 4

月 23日再次安置他妻子和幼兒。 

縣府社會處說，仍持續安置他妻兒，他的妻兒也都安全，不受打擾，未

來會再加強社會處門禁和面談時的安全管理。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2015/06/16 

為快速解決債務問題的支付命令，因法院核發寬鬆，近來儼然淪為詐騙

集團的犯罪工具，詐騙集團向法院聲請一張支付命令，就可能讓不知情的民

眾揹上高額債務，日前就有高雄土雞城老闆未理會收到的支付命令，導致土

雞城遭法拍還債！有鑑於此，立法院院會昨三讀通過《民事訴訟法》部分條

文修正案，明定未來支付命令確定後，僅有執行力，而不具確定判決效力，

讓被害人還有提起債權確認訴訟的救濟機會。 

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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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修法的藍委江啟臣昨表示，支付命令為《民事訴訟法》中快速實現

債權的制度，只要債權人聲請，不必檢附證據，就能核發支付命令，債務人

接到支付命令二十天內未提異議，支付命令等同確定判決效力，法院就能強

制執行。  

江啟臣指出，過去支付命令被詐騙集團或有心人士濫用，導致民眾自認

無債務而不予理會，等到財產被法院扣押後，才發現為時已晚。他舉例，曾

有詐騙集團向法院謊稱有寄存證信函給民眾，實際上根本沒寄，法院居然還

核發支付命令，但該民眾未理會收到的支付命令，導致近五千多萬元的財產、

帳戶遭凍結。 

也是提案修法立委之一的綠委尤美女說，曾有民眾收到法院公文，指積

欠陌生人債務，以為是詐騙未理會，後來又收到自家商店欠人薪資的法院公

文，但因未欠人錢、商店名稱也不符，同樣未理會，沒想到最後卻收到法院

核發的支付命令，財產遭全數凍結。  

江啟臣表示，過去法院連審查都不用，就能核發支付命令，因此提案修

法，修正條文明定，未來債權人聲請支付命令時，應釋明債權是否存在或提

出借款憑據，法院才會核發支付命令。而法院也須先審查債權、憑據是否為

真，才能核發支付命令，讓審查程序更嚴謹。 

此外，尤美女也指出，依據現行法規定，過去支付命令有確定判決的效

力，沒在二十天期限內提異議，債務人就僅能提再審，然而再審也要在三十

天內提出，且條件相對嚴格，導致成功案例極低。 

尤美女說，近五年來支付命令提再審並成功翻案機率，僅有百萬分之五

點三，被害者可說是求助無門。  

但昨天新修正的條文則規定，未來新法公布施行後，支付命令僅具執行

力，若債務人未能在二十天的期限內提出異議，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的支付

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但若債務人主張無債務，則可提出確認

訴訟，並透過一定程度的擔保，停止強制執行支付命令。 

曾因詐騙集團拿偽造的本票，利用法院核發漏洞聲請支付命令，而失去

一間土雞城的朱瑞楓老闆昨受訪表示，修法很好，對老實人比較有保障，他

也痛批，詐騙他的集團光在高雄地院聲請的支付命令就多達八十多案，「法

院要核發都不用查一下嗎？哪有可能有這麼多錢給別人，又不是放高利貸。」

盼能夠給詐騙集團教訓，也希望執行單位不要輕信詐騙集團，就隨便執行催

款。  

司改會執行祕書蕭逸民呼籲，修法通過後，支付命令只是沒有絕對效力，

但仍可執行，一旦民眾收到支付命令，卻沒有該筆債務，一定要提出異議，

才能真正杜絕詐騙，「不要以為修法，就沒事了」。  

 

支付命令 

民間司改會執行祕書蕭逸民表示，依據《民事訴訟法》規定，為了快速

實現債權制度，經債權人聲請，不必檢附證據、不必法官開庭，法院就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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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支付命令給債務人。債務人接到支付命令後，若 20 天內未提出異議，支

付命令就會發生，債權確定，就能強制執行，要求債務人還錢。但近年來支

付命令被詐騙集團濫用，導致多人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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