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10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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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

【案例 1】
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所長彭○○等 11 名公務員，利用職務之便，由
所長指示課長及各承辦人員，藉辦理違法屠宰行為聯合查緝及牛隻結核菌檢
疫等畜禽動物衛生保健及傳染病預防等業務需要聘請僱工之機會，以未實際
從事僱工工作之獸醫師為假人頭並偽簽工資印領清冊簽名，經核銷詐領搬運
僱工或檢驗工資酬勞等公款後，按比例朋分。
彭○○所長另指示承辦人員藉辦理電腦設備維護採購之機會，與○○電
腦公司配合，利用會計單位核銷經費之漏洞，開立不實品項之發票檢據核銷，
順利詐得智慧型手機及多項 3C 電子產品供自己私用。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並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審理後，依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取財物罪，判處所長彭○○應執行有期徒刑 4 年 6 月，褫奪公權 4 年，
追繳不法所得 5 萬餘元；另課長林○○、施○○各處應執行有期徒刑 2 年，
緩刑 5 年、褫奪公權 2 年；課長朱○○處有期徒刑 1 年 9 月、緩刑 2 年、
褫奪公權 1 年；其餘人員則判處免刑至有期徒刑 1 年 11 月不等、緩刑 2
年、褫奪公權 1 年。
【案例 2】
經濟部工業局（下稱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科長
黃○○，對於工業局所掌專案計畫，負有管理督導
職務。緣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發展中心（下稱精密機
械發展中心）於民國 93 年至 99 年間承攬工業局
專案計畫，詎黃○○科長於管理督導期間，竟向精
密機械發展中心經理王○○要求提供平面數位電視、筆記型電腦、手機等價
值計新臺幣（下同）48 萬餘元之財物並收受之；另精密機械發展中心經理
王○○及副總經理林○○為免交付黃○○之物品過多且記載於帳上過於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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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竟分別基於不實登載業務文書及詐欺之犯意，以不實內容，辦理相關物
品採購作業並為請款核銷。
案經經濟部政風處函報法務部廉政署調查認事證明確，移送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偵查終結，於 102 年 5 月 24 日提起公訴，並經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判決黃○○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共 4 罪，合併應執行有期
徒刑 2 年，緩刑 5 年；林○○共同犯詐欺取財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
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 5 月，均得易科罰金，緩刑 2 年；王○○犯詐欺取財
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 5 月，均得易科罰金，緩刑 2 年。
林○○、王○○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 6 個月內，各向公庫支付 5 萬元。

消費者保護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為考量寒冬季節國人食用鍋物之安全，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已請內政部協助研訂酒
精膏(塊)商品安全使用注意事項、請衛生福利部據以輔
導餐飲業者落實職場安全之維護，並請經濟部辦理市售
酒精膏(塊)之標示查核，該部於本(104)年第 3 季已查
核 163 件市售酒精膏(塊)商品，其中 151 件合格、12 件
因未標示製造日期、原產地及保存方法等判定不合格。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近日低壓冷空氣接踵而至，小火鍋店業者生意絡繹
不絕，為保持食品熱度，業者常會提供持續加熱的設備，而酒精膏(塊)即是
小火鍋及外燴業者青睞的加熱用品；惟在享用熱膳美食之際，常讓人忽略該
產品是以甲醇、乙醇及工業酒精等化學原料製作，具易燃性且火燄無色無味，
因此服務人員常在填加酒精膏(塊)時，不慎使用，導致消費者遭受嚴重灼傷
意外。為保障消費者安全，該處已提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議，請各機關辦
理下列事項，以維民眾飲食安全：
(一)請勞動部、衛生福利部及內政部等針對可能使用酒精膏(塊)商品之業
者及勞工，賡續輔導其相關之安全使用注意事項，以保障民眾安全。
(二)請經濟部針對酒精膏(塊)之高揮發性及具危險性，依商品標示法第 9
條及第 10 條規定研訂酒精膏(塊)等化學性商品標示基準之可行性，
強化是類化學商品之標示管理；並規劃辦理市售及連鎖小火鍋等餐飲
業者使用之酒精膏(塊)商品成分檢驗及標示查核，以確保業者能提供
安全的商品及正確的使用方法，為消費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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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民眾用餐安全，行政院消保處特別提醒消費者在食用這類以「酒
精膏(塊)加熱」的食品時，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確保自身安全：
1、請業者或操作人員以長型點火槍點燃，避免使用一般打火機或火柴棒。
2、酒精膏(塊)不足時，請要求業者直接更換器皿，千萬不可貪圖方便，
讓操作或服務人員直接加注於正在燃燒之器皿中；另於添加酒精膏(塊)
時，應確定器皿內已無餘火。
3、因酒精膏(塊)燃點低，添加過程中如發現有外溢或污染情形時，一定
要要求業者直接更換器皿或先將器皿擦拭乾淨後，才可點火使用。
4、勿移動燃燒中的酒精膏(塊)煮食器具，避免翻倒釀災。
5、使用時如不幸遭遇酒精膏(塊)釀災，應手持乾粉滅火器朝向火源根部
左右移動撲滅火勢(嚴禁用水滅火)，千萬不要在情急下用手或物品拍
打，以免擴大燃燒面積，造成無法抹滅的傷害。

資料來源：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國時報

前監察院調查處調查官林淳森，被控在 5 年前將台中女童遭竹竿性侵案
的監院調查報告，提前洩漏給《聯合報》記者報導，遭監察院主動移送偵辦，
高院以林洩密損害監院威信，且犯後未見悔意，判林 4 月徒刑，可易科罰金
12 萬元確定，林成為首位因洩密遭監院送辦，且被判刑定讞的監院官員。
發生於 1996 年間的台中林姓女童遭竹竿性侵案，因嫌犯下手凶狠，引
發社會關注，檢警懷疑一名謝姓男子涉案，但全案纏訟 14 年後，謝男在 2010
年獲判無罪定讞；監院主動立案調查，認定檢警起訴草率、督導不周，因逾
公懲法 10 年懲戒追訴期，無法彈劾失職公務員，只能糾正機關。
但在監院調查報告正式公布前一個月，
《聯合報》即以「竹竿插女童案，
檢警重大違失」為標題，大幅報導調查報告內容。監察院懷疑是自家人洩密，
決定自清，將承辦本案的調查官林淳森移送法辦。北檢發現，報導內容與調
查報告幾乎一字不差，且林男因測謊未過關，依洩密罪嫌起訴林男，一審判
處林徒刑 4 月，可易科罰金。
林男不服上訴，高院審理期間，林仍否認洩密，並稱遭惡意抹黑、陷害，
且他有疾病，致測謊結果失真，但高院發現林持有調查報告時間甚長，除他
之外，沒有任何監院人員有洩密動機，再加上他初受監察院訪談時，刻意隱
飾其與記者互動關係，且測謊時呈說謊反應，遂不採信林說法。
高院認為，林身為監院資深調查官，竟不思恪守保密義務，嚴重損害監
察院威信，且犯後還飾詞否認犯行，未見悔意，駁回林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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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天地
資料來源：2015 年 12 月 4 日 今日新聞

行政院 4 日通過動員準備綱領，將於明年 1 月前頒行，提供中央部會及
直轄市、縣（市）政府動員會報據以策訂其動員準備計畫。行政院長毛治國
表示，目前無論是傳統軍事威脅、新型恐怖主義攻擊或全球氣候變遷所產生
非傳統性複合式災害，已非中央單一部會或地方政府所能獨立應處，期許中
央與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群策群力、克盡職責，攜手規劃與推動各項動員事
務。
毛治國今主持「行政院動員會報年度會議」時表示，目前兩岸關係雖趨
於緩和，然中共始終沒有放棄武力犯台，加上國際間恐怖主義蔓延，周邊國
家的潛在威脅逐漸增加，各機關仍應隨時保持危機意識，持續落實與強化各
項動員準備工作，使防衛國土安全多一分保障。
毛治國說，今年台灣歷經「蘇迪勒」等颱風侵襲、復興空難、限水、八
仙塵暴、登革熱等多次災害，在中央與地方通力合作下，尤其是國軍官兵積
極參與救災，使災損降到最低，都是各單位平時點滴扎根於動員準備工作的
明證，這些付出與辛勞值得肯定。
毛治國表示，全民防衛動員準備工作不只是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應
變準備工作，同時也是匯集民眾力量的機制，相關單位應站在民眾的觀點與
感受來看待，才能兼顧民生需要與動員需求。毛治國並責成動員會報秘書單
位將本次會議檢討與策進作為列為爾後動員工作的重要項目。
毛治國強調，中央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必須各
司其職、分工合作，發揮總體能量，始能降低
傷亡，減少災損。
本次會議由各動員準備方案主管機關就精
神動員、人力、物資經濟、財力、交通、衛生、
科技、軍事動員等不同分工，分別提出工作報
告並進行討論，另外針對 104 年民安、萬安演
習的執行成效與精進規劃進行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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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收簡訊也可能會被盜刷信用卡！一名莊姓男子的手機收到一則簡訊，內
容為「你有一條新留言」和一個連結網址，不疑有他點進去看，沒想到接著
就陸陸續續收到銀行通知信用卡消費簡訊，總共被盜刷了 2 萬 4,000 元。警
方表示，目前手機綁定信用卡的支付方式非常普遍，但一不小心點選了來路
不明的網址，卻會讓自己深陷被詐騙集團植入木馬程式後盜刷的風險。
莊姓被害人（67 年次，服務業）今年 11 月 6 日晚間收到詐騙簡訊「你
有一條新留言 http://cht.tw/n/6qa39」，由於網址開頭看起來很像某電信
業者的簡稱，而他剛好不久前才剛申辦了另一支手機，便誤以為是電信業者
的回復訊息而直接點選連結。點了之後，手機開始自動下載一個安裝程式，
莊男還猜測是電信業者贈送的遊戲軟體，安裝後也不以為意。沒想到隔天凌
晨 3 時，手機忽然叮咚叮咚響個不停，陸續收到共 8 則訊息，內容全都是銀
行通知他使用信用卡消費了 3,000 元，總共刷了 2 萬 4,000 元，莊男當場傻
眼，連忙打 24 小時客服專線辦理止付，卻仍輾轉難眠，撐到天一亮，立刻
跑到派出所報案，才確認自己誤點了詐騙簡訊的惡意連結。
刑事警察局表示，過去被害人點選這類惡意連結並下載木馬程式後，詐
騙集團即取得被害人手機收發簡訊的功能，並以此透過手機小額付費機制購
買遊戲點數，其後在警方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電信業者合作下，將小額
付費機制預設為關閉，成功阻擋是類詐騙氾濫。然後近來手機結合金融卡的
支付型態越來越盛行，許多民眾手機門號皆有綁定信用卡卡號，當誤點惡意
連結後，詐騙集團隨即透過木馬程式盜取該卡號及其他個資，並以此盜刷遊
戲點數，更可惡的是，歹徒慣於刻意利用深夜民眾熟睡之際犯案，讓許多被
害人在睡夢中不知不覺中遭盜刷，無法及時辦理止付，等一覺醒來發現被害
已來不及。警方呼籲民眾，切勿點選來路不明的連結，以免誤入詐騙或釣魚
陷阱，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資料來源：2015 年 11 月 16 日 蘋果日報

日月光 K7 廠廠長蘇炳碩前年因涉偷排汙水被收押，調查局接獲情
資，發現日月光林姓副董疑透過正修科大許姓副教授牽線，請高雄二監
張姓導師幫忙關照蘇，林男並招待張男飲宴，因此將張男等人依貪汙罪
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但檢察官調查後認為，無證據證明張姓導師收賄
違背職務，一般收禮則屬違反廉政倫理規範，將張等人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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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指出，蘇炳碩去年年底被收押禁見時，日月光林姓副董透過正
修科大許姓副教授（57 歲），拜託在監所內負責受刑人作業指導、技能
訓練、成績考核等業務的張姓導師（62 歲）傳話，告訴蘇炳碩，公司會
妥善照顧他的家庭。
去年 1 月，蘇炳碩解除羈押後幾個月，許姓教授在海產餐廳招待張
飲宴。調查局獲得情資後展開調查，發現張男 2013 年至 2014 年期間，
接受受刑人親友請託，接受茶葉、芒果、海鮮等禮品，要他幫忙關照受
刑人，因此依貪污罪將張男送辦。
檢方偵查時，許姓副教授表示，張姓導師和日月光林姓副董都是他
10 幾年好友，日月光案發生後，林確實請他打聽蘇炳碩在看守所的情形，
他也跟二監的張姓導師提到這件事，但張男告訴他，蘇被羈押禁見，連
典獄長都不見得見得到，要見到蘇炳碩很困難，許聽張這樣說，就沒有
再提起這件事。而後來大家一起在海鮮餐廳吃飯，並沒有說到這些事情，
且蘇炳碩也已經解除羈押，該飯局後來也是他付帳，並非日月光的人買
單。
而張姓導師則稱關於傳話給蘇炳碩一事，他當場就回絕了，至於有
時接受朋友的水果禮物，大家是禮尚往來，他也會回贈，並沒有特別關
照相關受刑人。
檢方認為，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張男接受請託而違反職務，但張男確
實曾接受餽贈、飲宴，是違反廉政倫理規範，應由主管機關高雄二監追
究行政責任，因此將他處分不起訴，並依職權將全案送高雄高分檢再
議。

反賄選宣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

公職人員選舉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更攸關整個民主憲政與地方自治
的進展。惟倘金錢、暴力介入及選舉舞弊，不僅嚴重扭曲選舉制度，使
社會菁英無法經由公平、公正之選舉為國家社會服務，甚且嚴重敗壞選
風、腐蝕民主政治的根基，故如何防制賄選及杜絕暴力介入選舉實為當
前之要務。
法務部羅部長、3 位次長與最高法院檢察署顏檢察總長於今年 10 月
28 日起至 12 月 16 日止起，親赴臺澎金馬各地共 21 個地方法院檢察署
參加各檢察署所舉辦之 105 年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
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法務部檢察司司長林邦樑、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檢察長王添盛、調查局局長汪忠一、警政署署長陳國恩、廉政署署長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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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雄等檢警調政風首長在各地計 21 場次的會議中，均親自或指派代表
出席參與會議。會議由各地檢署檢察長主持，並由該轄區內檢、警、調、
政風機關先就各地選情分析、情資提供、查賄及反賄具體措施、執行情
形及績效提出報告，旋即進行提案討論、意見交流，再由出席的檢警調
政風高層首長就工作報告內容分別給予意見及提醒，最末由部（次）長、
總長做總結勗勉及重點提示。
羅部長在各地會議中均一再提醒所有執法同仁，司法公正公平不是
一句口號，是要具體呈現出來，公平公正雖不易判斷，但可以做比較，
同一訴訟轄區執法的標準，應儘量一致，辦案的速度、密度、程度、力
度應該要相當，千萬不可以大案小辦或小案大辦。另外，對於惡意攻擊
其他候選人之情資，檢警調機關也應積極追查到底，查明究竟是誰在放
假消息，依法追訴以杜絕歪風。顏總長在全程 21 場座談會中，均提醒
大家務必遵照行政院毛院長在 104 年 10 月 7 日「檢警調政風高層首長
選舉查察座談會」中所指示之維持行政中立、查緝選舉賭盤、落實偵查
不公開之原則辦理此次任務，並強調各地應嚴查是否有濫用行政資源來
為特定候選人綁樁賄選，及掃黑肅槍嚴加防制暴力及賭盤介入選舉之重
要性。104 年 12 月 18 日各地檢署成立選舉聯繫中心後，務必安排 24 小
時有專責專業人員接聽(0800-024099)檢舉電話，選舉查察絕不預設立
場，應秉持沒有時限、上限、底線之原則，不分黨派、身分，完全依據
法律及合法取得的證據嚴正執法，務必使選舉平和落幕，讓全體民眾及
國際社會更加肯定臺灣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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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檢舉專線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政風室 關心您
 電話：(04) 8742111 分機 208
 專線：(04) 8752570
 電子郵件：chrn@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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