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104年 8月廉政簡訊 

廉政法令、消費者保護、安全及機密維護專刊 

 
 
 

 

 

資料來源：法務部所屬機關再防貪案例彙編 

壹、前言 

矯正機關基層員工普遍有在地化情形，容易有地緣關係濃厚情形，故收

容人在監執行或羈押期間，遇有熟識之管理員或入監前在外即可藉機請託矯

正機關員工妥善照顧等進行私下的不當接觸，衍生收賄、集體貪瀆等不法情

事。 

矯正署宜蘭監獄前受刑人簡○○利用接見會客時，疑透過家屬藉由外部

關係疏通並向主任管理員、炊場及工場主管行賄，順利改配業至炊場。經調

閱案卷、訪談相關職員，簽報典獄長核示，將該等人員函送偵辦。 

貳、案情概要 

一、犯罪事實 

宜蘭監獄前受刑人簡○○於 97年 9月 22日配業第六工場，復於 97

年 12月 3日改配業炊場，98年 5月 11日簡○○因與他人發生口角，被

移至平二舍等候改配業。期間，宜蘭監獄政風室複聽其與親友會客談話

內容，發現簡○○前疑有透過友人陳○○、其母邱○○尋求關係，向宜

蘭監獄主任管理員張○○、管理員吳○○（炊場主管）、戴○○（工場

主管）3 人行賄；先由邱○○交付賄款予陳○○，復由陳○○分次轉交

賄款予簡○○，再由簡○○透過第 3人向張○○行賄。 

主任管理員張○○經由第 3人得知簡○○有意轉調炊場作業，並已

期約、收受賄賂款項後，由炊場主管吳○○提出調用簡○○至炊場作業

之申請，並順利改配業至炊場。政風室將調查結果簽報典獄長核示後，

於 98 年 6 月 29 日函送法務部調查局宜蘭縣調查站偵處。民國 101 年 4

月 20 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宜蘭縣調查站，搜索主

任管理員張○○及管理員吳○○、戴○○辦公處所外，並約談三人到案

說明，偵訊後各以新臺幣 30萬元交保候傳。 

二、涉犯法條、起訴或判決理由 

102年 8月 30日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張○

○、吳○○、戴○○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對於



- 2 - 

 

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嫌予以起訴。 

參、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一、封閉之內部環境 

監所為「人管理人」之特殊行政機關，人治色彩濃厚，性質較為封閉

，復以將收容人依其刑度、罪名、專長等分區管理，各工場、場舍間鮮少

有接觸之機會，另固定之作業及生活模式亦造成群聚之小生活圈模式，於

此環境中，適應不良或別有企圖之收容人，將運用自身資源以換取更具彈

性、空間之小單位。 

二、收容人為尋求較佳處遇 

收容人在外或經營一定事業，或具相當社會地位，與入監後生活方式

相去甚遠，本案收容人認為普通工場人數眾多且作業模式限制多，與炊場

等類此小單位相較，後者羈束較少，收容人為尋求較佳處遇，遂央託家屬

親友以不正利益誘惑、疏通本監管理人員，一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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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人員未具正確法治意識 

本案矯正人員因偏頗的價值觀與自恃「不會被發現」及「做一次就縮

手」僥倖心態，未能堅定廉潔信念，謹守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分際，未確

實切割外部關係與職務關係，致受不當利益誘惑，鋌而走險，知法犯法。 

四、結構性犯罪網絡關係 

監所管理人員相互間，或為私交甚篤，或因職務間往來，已建構緊密

之連結關係，以監獄業務特性言，如配業、假釋、移監等，均需兩人以上

之不同單位或機關協力完成，而其中之連結如混入不正利益或不法因子，

加以封閉之內部行為不易為人查覺，極易衍生集團性犯罪之結果。 

肆、檢討與策進措施 

一、加強接見監聽、複聽等機制以發掘潛在不法因子 

掌握重點對象如雜役、列管分子（組織犯罪、地方角頭、聚合分子

）、社會矚目及民意代表等收容人，加強接見監聽複聽、突擊檢查等作

為，機先發掘違常，及時處置。另每月以定期及不定期突擊檢查場舍、

列管及特殊收容人之舍房以產生嚇阻違法效果。 

二、落實平時考核，機先風險控制 

對生活或作業常發生嚴重違常、財務狀況不佳、與收容人或其親友

、廠商有不當接觸者，提列為風險人員，按月針對其生活、作業、交往

、財務等，加強列管考核。 

三、加強法治訓練與品德教育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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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監持續蒐集貪污治罪條例相關案

例宣導，並以監所管理人員貪瀆遭刑事追訴等新聞案例為宣導重點；另

於勤前教育時間由戒護科長及戒護人員常年教育期間由政風室主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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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貪污治罪條例及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相關法令規定及實例。 

四、推動社會參與建構反貪共識 

對收容人及其親友加強宣導國家廉政政策與廉政倫理規範，期使收

容人及其親友體會政府推動國家廉政之決心與具體作為，形塑全民反貪

共識，維護矯正風紀及司法信譽。 

五、加強防詐騙宣導 

監獄為一封閉團體，收容人與外界接觸管道及時間皆有限制，其間

資訊之傳遞可能被扭曲，進而遭有心人士所利用，從中圖謀不法利益，

為防杜不肖人士利用機會詐取財物，對收容人及其親友加強防詐騙宣導

，期提昇收容人及其親友反詐騙意識，以杜絕有心人士可乘之機。該監

於辦理各項收容人懇親會活動時，均由政風室派員以監所詐騙實際案例

實施防詐騙宣導。 

伍、結語 

矯正機關是刑罰實現的窗口，矯正機關之廉能，是囚情安定、教化成效

之基礎。矯正人員應嚴守法紀、專業正義、自律自治、砥勵品德，以身作則

為收容人之表率，方能促其愓勵自新、悛悔向善。矯正人員若存私心謀私利

、不守法紀，必然戕害矯正風氣，危及司法公平正義。 

本案為矯正機關主動查獲之收容人及其家屬為使收容人入監執行後，能

獲取較佳之處遇，行賄當地資深矯正人員，以不正利益、改配業為對價，相

互滿足不法意圖之犯罪行為。雖係個案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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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學習新知，提升自我能力，民眾參加補習課程的風氣日盛，亦衍生不

少消費糾紛。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處）統計，103年度補習類

的消費申訴案件達 2,032件之多，位居該年度爭議案件的前三名。 

從申訴案件中發現，不肖的補習班業者經常利用各種名目花招欺負善良

消費者，例如：1.業者提供 2萬 5仟元高價贈品，誘使消費者簽約繳付 7萬

元補習費，解約時卻於應退還的費用中將贈品價額 2萬 5仟元扣除；2.業者

先慫恿消費者參加免費課程，再告知可申請課程補助及分期付款並要求提供

證件資料，接著消費者便收到資融公司催繳 7 萬元費用的電話及信函；3.

消費者與業者簽約並申辦銀行貸款通過，三日後因工作異動無法繼續課程，

業者卻以銀行已完成核貸而拒絕解約，並要求繳付 5萬餘元費用；4.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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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付課程訂金 2萬元後，因故無法上課而申請退費，業者竟百般推拖，經過

半年還未完成退費；5.消費者聽信業者說詞，繳付 3萬元參加電腦資訊保證

班終身課程（含線上教學），後來發現無法在家上線學習才得知線上教學只

限 2年等。 

鑒於補習服務市場的亂象叢生，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會已審議通過教育部研擬的短期補習班補習服務契約書範本暨其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其重要內容如下： 

一、業者提供贈品後不得要求返還，亦不得自應退費用中扣贈品之價額：

為因應業者「買少送多」之行銷方式，影響消費者退費權益，明定消

費者因繳費上課而獲得之贈品，於契約終止或解除時，業者不得請求

返還，亦不得主張應自返還之費用中扣除該贈品之價額；業者如以贈

送修業期限為內容而簽訂契約，各該期限應合併納入契約範圍。 

二、業者不得將補習契約之債權讓與第三人：為避免補習班業者將其對消

費者之補習費債權轉讓資融公司，影響消費者後續退費權益，導致消

費糾紛頻傳，故限制業者不得將契約債權轉讓第三人。 

三、業者協助消費者辦理銀行信用貸款分期支付補習費時，應經消費者簽

章確認；消費者並得於核貸後 7日內解除或終止貸款：消費者如申辦

銀行信用貸款分期支付補習費用，在銀行核貸後 7日內，仍可以書面

向業者及銀行解除或終止貸款；中途辦理退費時，除銀行依貸款契約

所得收取之費用外，業者亦不得額外收取費用；業者歇業、停業無法

提供服務時，消費者仍可依「消費性無擔保貸款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

項」辦理。 

四、業者應依教育部所訂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及各地方政府所訂短

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自治法規辦理退費：除依法辦理退費手續外，業

者與消費者約定之退費方式，亦應於解約後 1個月內完成；惟各級主

管機關訂定更有利於消費者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業者之廣告說明，不得使用「終身」、「永久」等用語或類此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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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所屬某單位員工，以○○工會○

○分會理事長之身分，與該分會其他 47 名員工，於 103 年間一同前往

大陸地區參加「五一模範勞工表揚及觀摩活動」，該員及其他 43人均未

經向服務機關申請核可(另 4人依規定係免經申請)。 

 違規違常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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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員及○○工會○○分會之承辦人員，與該公司負責赴陸申請審核

事項之權責單位溝通未盡完善，致誤認以工會名義赴大陸地區之參

訪活動，得免經申請即可逕行赴陸。 

二、該公司相關業務及權責單位，事前已知悉該項赴陸活動，卻未能督

促相關人員個別提出赴大陸地區申請，亦有未當。 

 處分情形 

考量本案活動係屬獎勵性質，且係因溝通疏漏致違反相關規定，非

屬故意違規情形，該公司爰予以該員等人書面告誡，並告知爾後務必確

實依規定申請赴陸，違者將按章議處。 

 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該公司於 103年 6月通函重申赴大陸地區有關規定及執行細節，未

依規定申請核可即進入大陸地區者，除按章議處外，簡任或相當簡

任第 11 職等以上人員並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91條第 2項規定函送內政部裁處罰鍰。 

二、該公司 103年 9月另函知各所屬單位，相關單位於知悉將有赴大陸

行程時，應積極督促赴陸人員事先完成申請程序，俾免發生爭議及

受行政懲處。 

 
 

安全天地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2015/05/18 

今天上午 9點多，56歲方姓婦人衝進中市西屯戶政事務所，大喊「你

們為何要刁難我！？」然後持刀抵住自己的肚子，嚇壞戶政人員和洽公民眾，

警方到場瞭解，原來是婦人要幫人在國外的兒子辦理印鑑證明，但未持有效

委託書遭拒，導致她情緒失控，警方獲報到場制服婦人，將她帶回派出所，

奪刀過程中造成一名警員手指被割傷，所幸沒有大礙。 

西屯戶政事務所課長黃婷鈺表示，方姓婦人（56歲）的兒子在澳洲打

工遊學，方婦去年九月曾出示兒子的授權書，到戶政所辦理兒子的印鑑證明，

以辦理房地產過戶。上周四，方婦女兒再度持該授權書到戶政書辦理哥哥的

印鑑證明，準備再幫哥哥辦理遺產繼承，但因該授權書不符規定，承辦人員

依規定告知必須重新取得哥哥的授權書才能辦理。不料，方婦女兒認為承辦

人員刻意刁難，竟當場拍桌怒罵。 

今天上午 9時許，方婦來到西屯戶政事務所，先走到 6號櫃台，接著就

拿出一把長約 20公分的料理刀，抵住自己腹部作勢自殘，並情緒激動大喊：

「我辛苦養大孩子，沒有麻煩到你們公務員，你們為什麼要刁難我！」戶政

所人員見狀立即報警。 

警方到場後，發現方婦坐在角落，手上尖刀仍抵住自己腹部，多名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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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前詢問發生何事，並利用方婦不注意之際奪刀，過程中，一名張姓警員不

慎被刀割傷右手姆指及無名指，所幸沒有大礙。警方隨後將方婦帶到辦公室，

再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 

黃婷鈺說，方婦去年 9月為兒子辦理印鑑證明的授權書，並未註明申請

印鑑證明的份數，依規定只能申請一次，若要再申請，就必須重新出具授權

書，並經我國駐外單位認證後後寄回國內，一般認證費用約 1000元以內，

方婦可能怕多花錢才堅持以舊授權書辦理。 

警方則表示，方婦丈夫早逝，獨自撫養 3名子女長大，今年元月公公過

世，急著幫兒子辦理遺產繼承，因無法申請印鑑證明，情急之下才會帶刀前

往戶政所抗議，由於方婦沒有傷人動作，警員是在奪刀時不慎受傷，初步認

定方婦並未構成妨害公務，但仍觸犯《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無故攜

帶具有殺傷力的器械，可處 3日以下拘留或 3萬元以下罰鍰，警方將依法裁

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宋朝文人蘇軾《春宵》有言「春宵一刻值千金」，原意為春天的夜晚非

常美好，即使是短暫的一刻也可以價值千金，後來人們也將此句比喻男女纏

綿的美好，而一些民眾為追求此種美好花費巨資，卻遭詐騙集團看準這種人

性的需求大騙特騙。 

在臺北市念大學的徐姓大學生，在網路上搜尋到援交的訊息，並依照步

驟透過手機 LINE 加入好友，但對方卻以「第一次交易不安全，要使用點數

交易才安全」為由，要求購買 MyCard 點數代替金錢交易，徐男依照指示立

刻前往便利商店購買新臺幣 3,000元的點數並用電話告知帳號和密碼，對方

這時卻質疑他購買速度太快可能是警察釣魚，需要再分別購買新臺幣 2萬元、

3萬元的點數當做確認身分保證金及小姐人身安全保證金，還要求不能一間

便利商店買太多，以免造成警方懷疑，這次將序號及密碼告知對方後，徐男

覺得自己好像被詐騙了，沒想到對方開始罵他，甚至恐嚇將對其家人不利，

要求再購買新臺幣 2萬 5,000元的點數當做保證金，徐男雖覺得怪怪的，但

在擔心家人安危的狀況下還是照辦，之後對方又要求將保證金再加碼至新臺

幣 10萬元，這時徐男已無力負擔，遂報警處理，遭詐新臺幣 7萬 8,000元。 

另在新北市工地任職的黃姓工頭日前用手機通訊軟體 LINE「搖一搖」

的功能認識一名暱稱「小琪」的女子，對方表示「有兼差援交，要不要約出

去見面」，黃男一時好奇就答應了，但「小琪」表示擔心黃男是警察，要求

先購買遊戲點數交易，前前後後共買了 10 次共新臺幣 8 萬 4,000 元，事後

「小琪」卻避不見面，黃男才驚覺遇上詐騙集團，趕緊報案。 

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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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統計分析後，發現色情應召詐財被害案件仍佔所有詐騙案件的前幾

名，此種詐騙手法多透過網路社群與通訊軟體散布不實援交訊息，等有人加

入好友並詢問價格後，再要求操作 ATM 提款機或購買遊戲點數卡(如 Gash、

MyCard)，等到被害人發現時為時已晚，警方表示網路世界雖然便利，卻因

看不到對方無法斷定其是否為真而處處暗藏危機，呼籲民眾應提高警覺慎防

被騙，另外遊戲點數已經成為犯罪集團進行詐騙的金流管道，切勿聽信要求

前往購買遊戲點數，如有任何詐騙相關的問題，歡迎利用 165反詐騙諮詢專

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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