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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訊 ★

➢ 文化部書展承辦人涉收賄 檢廉約談9人                                     109年 4月 29日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朱瑞皓，在擔任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長時，涉嫌收賄遭羈押。文化部秘書處科
長陳慶華，再被檢舉利用承辦國際書展機會向出版商收取賄款，護航獲得書展補助款約 285萬元。台北
地檢署指揮廉政署，兵分 2路搜索陳個人辦公室，並約談陳、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盧欽政、
副理事長周均亮等 9名相關人。晚間移送北檢複訊，全案朝貪汙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行受賄罪方向偵
辦。 
➢水利署前正工程司涉收賄 檢調約談偵辦                                     109年 4月 29日

水利署前李姓正工程司涉嫌藉由承辦標案，以借款名義向得標廠商收賄新台幣 60萬元，台北地方檢察署
今天指揮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搜索，並約談李男到案。
➢ 北市員警兩度侵占遺失物 一審判刑3年                                     109年 4月 30日

台北市警察局內湖分局警備隊警員黃俊智被控 2度侵占民眾送交拾得遺失物，士林地方法院考量他否認
犯罪、態度不佳，日前依貪污治罪條例判刑3年，沒收犯罪所得新台幣1萬8400元。
➢ 傳藝中心收賄案 白手套遭押廠商150萬交保                                 109年 4月 30日

檢調偵辦傳藝中心副主任朱瑞皓任貪污案，29日搜索約談涉嫌行賄的廠商廖育強、白手套陳金源等人，
廖、陳2人遭聲押禁見。台北地院審理後，裁准羈押陳，另裁定廖150萬元交保。
➢ 國小校長上班頻繁買賣股票 監察院通過彈劾                                  109年 5月 1日

監察院今天表示，澎湖縣白沙鄉赤崁國小校長蔡樂生長期受利用上班時間頻繁委託證券商買賣股票，經
縣府多次勸阻仍置之不理，監察院今天通過監委章仁香、陳小紅所提彈劾案，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 宜蘭頭城鎮長曹乾舜涉收賄 300萬 遭新北地檢署起訴                       109年 5月 4日

宜蘭縣頭城鎮長曹乾舜2018年在 LED路燈採購案中，暗示下屬讓特定公司得標，藉此獲取不法所得 300
萬，遭新北地檢署依違反貪汙治罪條例起訴；新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曹乾舜犯後態度良好，且還將犯
罪所得全數繳回，請求法院從輕量刑。
➢ 受廠商招待遊長灘島 竹市府前約聘工程師認罪獲緩刑                          109年 5月 7日

新竹市政府工務處土木科鄭姓約聘工程師，是工務處 2項標案的承辦人，得標廠商完工後為求請款順利，
招待鄭男帶家人前往剛高雄的飯店遊玩住宿，及菲律賓長灘島旅遊，新北地院考量他認罪無前科，2次
收賄價值均在5萬元以下，並繳回犯罪所得，今依貪污治罪條例判他有期徒刑2年、緩刑4年，另得上
繳國庫30萬元及服義務勞務100小時，可上訴。
➢ 前屏市長夫婦涉貪污 更一審各處7年 10月                                   109年 5月 7日

中國國民黨籍前屏東市長林亞蒓、藍俊良夫婦涉貪污案，一審遭判 16年，二審分別改判8年 6個月、7
年10個月。高雄高分院今天更一審宣判，各處7年10個月。可上訴。
➢ 驗收下水道清淤放水 3新莊區公所技士收賄喝花酒遭起訴                      109年 5月 8日

承包新莊區雨水下水道清淤等工程的承包商，涉嫌在 2012至 2013年間，行賄區公所工務課技士賴錦彰、
林國憲、林振謙等人招待喝花酒至少 10次遭檢調搜索移送法辦，新北地院今(8日)判處依貪污治罪條例
分別判處林國憲、賴錦彰有期徒刑 15年、10年 10月。但林振謙因繳回貪汙所得並坦承，輕判 1年 10月，
緩刑5年，至於行賄的4名業者則被判處徒刑6月到1年8月，仍可上訴。
➢ 連資源回收都要侵占！ 屏東清潔隊長判刑撤職                                109年 5月 9日

屏東縣泰武鄉朱姓清潔隊隊長因為經濟壓力，竟侵占清潔隊所收取的資源回收物，再變賣給回收業者，
獲利近 2萬元，而後他良心不安，主動向廉政署自首，被屏東地院判刑 2年、緩刑5年，但公懲會審理
後，仍認為侵占公有財物情節重大，判撤職並停任公職1年。
➢ 《擔任代表會主席期間》涉採購弊端 屏東市長10萬交保                      109年 5月 10日

屏東地檢署偵辦屏東市民代表會採購小型禮品及用品涉嫌貪瀆案，檢方搜索市民代表會等九個處所，帶
回十九名涉案人士，裁定當時擔任代表會主席的國民黨籍屏東市長林恊松及吳姓會計十萬元交保，市民
代表會葉姓總務承辦人及周姓廠商收押禁見，全案正擴大偵辦。
➢ 南投仁愛鄉長涉貪 中檢起訴公務員與廠商27人                              109年 5月 13日

南投縣仁愛鄉長吳文忠，涉嫌透過白手套圍標小型工程，再向廠商收取賄款，不法所得逾 827萬元，檢
方並查出廠商請審查委員在酒店內進行工程驗收，今天依貪污等罪嫌起訴27人。



➢ 兩清潔隊員職缺收百萬賄款 苗議員貪污遭起訴                               109年 5月 15日
苗栗縣議員江村貴被控於擔任頭屋鄉長任內，兩次收取清潔隊員職缺共一百萬元賄款。而在押的江村貴
對帳戶內十萬元金流，則辯稱是簽賭的賭金，而且長年簽賭金高達千萬元以上。不過檢察官認為供詞不
足採信，偵查終結，依貪污罪嫌將江村貴提起公訴。
➢ 不滿女友被追求 移民署科員偷查情敵個資被起訴                             109年 5月 16日

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李姓科員自稱感情糾紛，不滿郭姓男子追求其女友，竟利用職務登入「入出國查驗
系統」，偷查郭的個人資料後，還用手機拍下外傳，結果郭輾轉接獲照片驚覺受害，檢方訊時李坦承犯
行，有對話、照片佐證，偵結從重依違反個資法起訴李。
➢ 5酒店少爺佯公務員上消防訓練 分隊長判刑                                 109年 5月 18日

台中市消防局舉辦 2012 年及 2014年公家機關防火管理人講習，以公家機關的防火管理人為對象。第六
救災救護大隊黎明分隊江姓分隊長涉嫌指示將報名表轉交給 5名酒店少爺報名，並在職務欄偽填上公家
機關員工，讓它們免支付訓練費用近2萬元。台中地院依偽造文書等罪判江男徒刑1年 6月、朱姓承辦
人緩刑，仍可上訴。 
➢ 苗木搬回家 屏東麟洛前鄉長改判有罪                                      109年 5月 21日

屏東縣麟洛鄉前鄉長蔡志和，遭控任職公所主秘期間，將南投縣府撥發的五葉松、龍柏等苗木八百株搬
回家，一審認定有開放民眾領取，判蔡和行政室前主任馮菊興無罪。高雄高分院依環保署「環境綠化育
苗申請補助要點」規定，認定苗木不准用於私人機構，昨天依侵占公有財物罪改判蔡八年徒刑、馮三年
可上訴。
➢ 虛報里民活動場所租金 前里長夫婦涉貪遭起訴                              109年 5月 21日

台北市萬華區孝德里前里長游堯堂與妻子徐詠芬，遭檢舉浮報里民活動場所房租，詐領補助金 67萬多元。
雖游氏夫婦否認不法，但台北地檢署不採信其辯詞，今依貪汙治罪條例起訴兩人。
➢ 曾一次記兩大功績優警 洩個資助「線民」犯罪                              109年 5月 21日

中市警方前年偵辦毒品案，意外發現涉案蕭男的手機中，有民眾的個人資料，警政署介入調查，竟發現
是來自前中市警局少年警察隊的績優小隊長鄭明坤，他借 120萬元給蕭男，蕭男無力償還，鄭員竟荒唐
到把8個民眾的個資，連年幼子女的姓名、生日，都洩露給蕭男，用來恐嚇騷擾被害人謀財，才能有錢
還債，鄭員辯稱，蕭男是「線民」，提供 8人犯罪線索，他不慎把個資傳給蕭男，台中地院不採信辯詞，
依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輕判徒刑5月。

★廉政案例宣導★

【前檢察長彭坤業涉關說 檢審會認為彭破壞檢察獨立】

    高檢署主任檢察官彭坤業在桃園地檢署檢察長任內，被控接受前法務部長邱太三「關說」，指示檢
察官陳嘉義讓壢新醫院院長張煥禎漏稅案認罪協商，法務部今天上午將召開檢審會討論；有檢審委員認
為，彭的行為破壞檢察獨立，嚴重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建請警告處分。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檢審委員林達指出，檢察長是特殊的檢察官，比檢察官多 2項重任，就是檢察一體
和檢察獨立。檢察一體是對內，要統一追訴標準；檢察獨立是對外，要抗拒機關外的干涉，確保有效追
訴，權貴犯法與庶民同罪。

林達表示，彭坤業的答辯書內容，通篇都在指摘檢察官陳嘉義有錯，所以他可依職權糾正，但裡面竟無
一字提及檢察獨立，若檢察長連自己錯在哪都不知，恐怕才是檢察體系最該擔憂的。

林達認為，彭坤業收到邱太三提供的個案陳情資料，無論是「關說」、「關心」或「陳情」，何種定性
都不重要，彭應該先理解，身為檢察長，應當先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檢察獨立的權力，對資料進行評估，
如果沒道理，就止於其身，不必打擾檢察官。

如有道理，可請檢察官或其主任一起詢問過程始末，再就資料進行討論研議，豈有一收到資料，不問青
紅皂白，直接全盤吞下，然後交代襄閱主任檢察官，再對承辦檢察官下達指令，如此就像總機轉接服務
接到訊息就轉發，那設立檢察長何用？

林達指出，彭坤業一直認為，個案檢察官協商程序有問題，所以他就可以理直氣壯，搬出檢察一體，猶
如尚方寶劍、帝王條款；檢察長棄守檢察獨立的失職清晰可見。

林達質疑，相對於「堅守」檢察一體，「棄守」檢察獨立，哪個造成的傷害和後遺症更巨大？孰輕孰重
彭坤業身為檢察長難道不應該有個底線，審慎權衡嗎？難道如此不愛惜自己的名聲，甘願讓外界如此瘋
傳嗎？

大法官釋字第325號、585號及第729號一再重申，檢察機關對外獨立行使職權，應受憲法保障；「檢察
官倫理規範」第 4條也規定：「檢察總長、檢察長應依法指揮監督所屬檢察官，共同維護檢察職權之獨



立行使，不受政治力或其他不當外力之介入。」

檢察長如同把守山海關的大將，為了國家，寧死應做袁崇煥，豈可學做吳三桂。如果做不到，就請不要
爭取，檢察長不是人人能做，不是有戰功就能做，不是處事周全，人際圓融就能做。

檢察長要深諳檢察一體的真諦，能實踐檢察獨立的精神，才足堪檢察官之表率，夠格擔當檢察長。

           資料來源：2020-05-01  聯合報 / 記者張宏業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前仁愛鄉長江子信洩工程底價 涉瀆職遭判 4個月】
    前仁愛鄉長江子信聚餐時，透露工程底價給時任仁愛鄉民代表會主席吳文忠，吳文忠事後未投標，
反而持錄影向法務部廉政署舉發，江子信因此被依中華民國刑法瀆職罪判刑4月。
根據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書，民國105年間時任仁愛鄉民代表會主席吳文忠，向時任立法委員黃偉哲
陳情，經黃偉哲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南投分局建議後，水保局提撥經費由仁愛鄉公所於105
年 8月 29日公告辦理「圓山後山農路改善工程」招標。
但江子信105年 9月 7日與仁愛鄉民代表會聚餐時，卻對吳文忠說「黃偉哲都可以爭取到，這是我佩服
你的地方」、「我前2天標甚麼嘛」、「97啦」、「小聲點啦，給主席面子，兄弟，我的人不去，知道
嗎，自己去努力」等言語，洩漏工程招標底價為預算97%。
判決書指出，江子信開標日工程預算金額為新台幣269萬 5518元，以97%計算即261萬 4652元，再以進
位法取到萬位數，核定工程底價為262萬元，但吳文忠對這件工程沒投標意願也未參與，事後並將江子
信洩漏底價過程的錄影錄音，交給法務部廉政署。
被告江子信受審時坦承不諱，由於這件「圓山後山農路改善工程」招標是依政府採購法辦理的招標，底
價決標前應保密，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因此，江子信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消
息罪」，處有期徒刑4月，可易科罰金。全案可上訴。
九二一地震後，仁愛鄉歷任鄉長捲入官司，包括前任鄉長孔文博民國103年當選後，遭對手江子信控告
賄選，二審判當選無效確定，105年 8月補選由江子信擊敗吳文忠，接著107年鄉長選舉再由吳文忠擊敗
江子信，但吳文忠今年因涉貪污遭收押，如今是江子信遭判刑。

    本文來源：中央通訊社2020年 05月 11日 

★資訊安全維護宣導★

【只要有電子郵件地址就能登入！Google Meet 進階視訊會議功能將免費開放給每位民眾】

    Google Cloud 宣布未來幾周將逐步開放 Google 進階視訊會議解決方案 Google Meet 給所有大眾
免費使用，從 2020 年 5 月初開始，只要有電子郵件地址的民眾都可以登入 Google Meet，並且開始享
有和企業與教育用戶同樣的功能與服務，例如輕鬆的排程、分享螢幕畫面、即時字幕和選擇使用者偏好
的版面配置，包含展開式並排顯示。

Google 將在未來幾周內逐步開放 Google Meet 給所有使用者。 雖然使用者可能無法立即在 Google
Meet 網頁版發起會議，但可以在網頁上註冊，當服務開放時就會收到通知。

Google 表示，Google Meet 設計時以安全性為基礎，因此能提供必要的保護措施，保障使用者及其資料
與資訊的安全性和隱私，包括以下預設的安全性措施：

・ 提供一組強大的主持人控管功能，其中包含允許或拒絕某人加入會議、將參與者設為靜音，以及視情
況移除參與者等選項。

・ 若是由個人所發起的會議，系統將不允許匿名（沒有 Google 帳戶）的使用者加入會議。

・ 自動建立較長的會議代碼，以防有心人士暴力「破解」。

・ 所有視訊會議均會經過傳輸加密，儲存在 Google 雲端硬碟中的 Google Meet 會議錄製內容則會經
過靜態加密。

・ 使用者無須安裝任何外掛程式，只要透過 Chrome 瀏覽器或其他熱門瀏覽器，就能使用 Google Meet
的所有功能。這種設計可讓 Google Meet 不易遭受攻擊。

・ 在行動裝置上，可從 Apple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 Google Meet 應用程式。

・ Google Meet 使用者可使用自己的帳戶申請加入 Google 的進階保護計畫，也就是我們最強大的帳戶
安全防護機制，可有效防範網路詐騙和帳戶盜用的威脅。



・ Google Cloud 各項服務定期會進行嚴格的安全性與隱私權稽核。如要進一步瞭解 Google Meet 針對
視訊會議採取的所有安全性措施，請參閱這篇網誌文章。 Google 的全球法規遵循和認證可協助您遵守
GDPR、《健康保險流通與責任法案》，以及教育相關的 《兒童網路隱私保護法》（ COPPA）和《家庭教
育權利與隱私法》（FERPA）等法規要求。

・ Google 不會將 Google Meet 使用者資料用於廣告活動，也不會向第三方單位販售使用者資料。

Google 運作一個高度安全且靈敏的內部私有網路，串連了全球各地的資料中心，以確保使用者的資訊安
全。信任是建構於透明度上，因此我們也公布了各地資料中心的所在地。

個人使用者、團隊和機構可透過以下幾種方法免費使用 Meet。

・ 個人使用者：隨著 Google Meet 逐步開放，任何有電子郵件地址的使用者都能透過 Meet 網頁版和
iOS 或 Android 版的 Meet 應用程式免費發起、加入與任何人進行安全的視訊會議，無論是線上瑜珈課、
每週讀書會、鄰里會議，或是任何與社群互動交流相關的活動均適用。體驗 Meet 需要一個免費的
Google 帳戶，使用者可選擇工作或個人電子郵件地址來建立帳戶，只需一分鐘的時間就能完成。這是為
了安全性所需的必要步驟，使用者只需要註冊一次即可。 G Suite 是我們針對企業、機構和學校推出的
協同合作與生產力解決方案。個人帳戶的會議時間上限為 1 小時，但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會議時間
並無此限制。

資料來源：滔新聞／跳跳虎（蔡漢威 / Hon-Wai Choy） 2020.04.30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疾管署簡體字電郵是假的 勿開啟或轉傳】

    疫情指揮中心今天表示，有民眾收到以疾管署名義寄發主題為最終通知的簡體字電子郵
件，這是詐騙，呼籲民眾勿開啟、轉傳，若有疑問可撥打 1922洽詢。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天表示，近期有民眾反映，收到以疾病管制署名義發送的電子
郵件，主旨為台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最終通知。指揮中心強調，這是詐騙郵件，疾管署並
不會以郵件通知進行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的相關檢測。

    指揮中心說明，該郵件為惡意社交工程信件（俗稱釣魚信件或詐騙信件），以簡體字呈
現「您所在地區有 3例確診的COVID-19病例，其中一名患者在過去 14天中將您列為她的身
體接觸者之一」等內容，並有附加檔案；呼籲民眾勿開啟此類信件、點擊信件內連結或附
件，以確保個人資訊安全。

    指揮中心說，流行疫情或防治措施等相關資訊均會透過政府官方網站或官方社群對外公
布，民眾接獲來源不明或未經證實的疫情資訊時，應先查證內容是否屬實，切勿隨意散播、
轉傳，避免觸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4條，最高可罰 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幣 300萬元罰金。

民眾若想查證傳染病相關訊息，可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洽詢。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2020年 5月 4日

★消費者保護宣導★

【五月上路╱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 須揭露中繼水箱、基地台】

    中繼水箱、基地台再也藏不住。內政部去年修正「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成屋社區內有上述設
施，必須翔實記載在不動產說明書以及契約內，並且須標示出設施所在樓層。

須標示出設施所在樓層

    天時地利不動產顧問公司總經理張欣民表示，中繼水箱所在樓層的房價通常相對便宜，但因有馬達
抽水的動作，對該樓層會產生噪音與震動，因此部分民眾接受度不高。

基地台常用廣告看板遮住

    至於基地台，通常位於頂樓位置、相對顯眼，但有部分會透過廣告看板遮住，甚至曾遇過專門租賃
高樓層其中一戶將設備放在裡頭；儘管目前科學上似乎無法證明對人體有直接影響，但多數民眾仍有電
波可能對身體造成影響的印象。



    為減少房地產買賣糾紛，內政部去年針對「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不動
產說明書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完成修正，今年 5月 1日起，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及不動產說明
書，均應載明建物有沒有中繼幫浦機械室或水箱，以及行動電話基地台設施等資訊。

    內政部提醒，民眾在簽約前得詳閱契約內容，若發現建商提供的契約違反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
定，可要求建商修改契約條款；若業者不遵守相關法規，可向成屋所在地各縣市政府提出檢舉，根據
「消費者保護法」第56條之1規定，最高可處30萬元罰鍰。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2020年 4月 30日

★溫馨小品★

【慾望心起，煩惱就來】

     從前，有個百萬富翁，每天讓他勞神費心的事情跟他擁有的財富一樣多。

所以，他每天都愁眉緊鎖，難得有個笑臉。

百萬富翁的隔壁，住著磨豆腐的小倆口。

曾有諺語說，人生三大苦，打鐵撐船磨豆腐。

但磨豆腐的這小倆口卻樂在其中，一天到晚歌聲笑聲逗樂聲不斷地傳到百萬富翁的家裡。

百萬富翁的夫人問老公：「我們有這麼多錢，怎麼還不如隔壁家磨豆腐的小倆口快樂呢？」

百萬富翁說：「這有什麼，我讓他們明天就笑不出來。」

到了晚上，百萬富翁隔著牆扔了一錠金元寶過去。

第二天，磨豆腐的小倆口果然鴉雀無聲。

原來這小倆口正在合計呢！

他們撿到了「天下掉下來的」金元寶後，覺得自己發財了，磨豆腐這種又苦又累的活兒以後是不能再做
了。

可是，做生意吧，賠了怎麼辦；不做生意吧，總有坐吃山空的一天。

丈夫心裡還想，生意要是做大了，是該討房小的呢？還是該休了現在這個黃臉婆？

妻子則在琢磨，早知道能發財，當初就不該嫁給這臭磨豆腐的。

尋思呀琢磨呀，之前快樂得很的小倆口現在誰也沒有心思說笑了，煩惱已經開始佔據他們的心。

更令小倆口痛苦的是，為什麼天上不能多掉幾個金元寶呢，這樣就能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了啊？

生活原本沒有煩惱，當慾望之火被點燃後，煩惱就來敲你的心門了。

生活原本沒有痛苦，當你開始計較得失，貪求更多時，痛苦便來纏身了。

    資料來源：學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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