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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  訊 ★

➢ 收取農糧署補助卻不辦差 航測學會前執行長收回扣遭訴                        109年 7月 6日
時任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執行長的唐家慶，接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補助，進行農田坵塊等航
測調查，卻將業務外包給數位大地公司負責人許存良，8年多來涉嫌向許男收1800萬元回扣，許男則侵
吞500多萬元；台北地檢署考量唐不具授權公務員身分，無法依貪污治罪條例究責，今依背信及侵占等
罪將唐、許2人起訴。
➢ 「屏東市長林恊松、市代會主席蕭國亮」雙雙收押禁見！檢：禮品採購涉貪       109年 7月 2日

屏東市長林恊松、市代會主席蕭國亮，因涉禮品採購弊案，遭到檢察官傳喚，而檢察官訊後認為，2人
嫌疑重大、且有事實足認有湮滅、串證之虞，因此向法院聲請羈押。對此，屏東地院裁定將林、蕭 2人
收押禁見。
➢ 離島發電廠「油蟲」弊案 廉政署帶走2人                                    109年 7月 3日

法務部廉政署接獲相關檢舉之後，1日派遣調查人員跨海抵澎，前往東吉島帶走 2名電廠人員，並請望
安鄉公所承辦人及村幹事擔任證人，離島傳聞已久「油蟲」弊案正式進入司法偵辦程序。
➢ 頭份首位女市長違法兼職 辯「不知公務員禁兼職」遭懲戒                     109年 7月 10日

苗栗縣頭份市首位女市長羅雪珠，2018年就任市長後，仍兼任指南園藝社商號負責人，被監察院查出違
法兼職，提起彈劾，羅雪珠雖辯「不知公務員服務法有禁止兼職規定」，公懲會仍認定違法屬實，日前
判決申誡以懲戒。
➢ 開鍘！清潔隊員疑長期上班時溜回家 環保局降調臨時工                       109年 7月 10日

台南市環保局清潔隊安南區隊陳姓隊員日前遭舉報，上班時間趁地利之便，偷溜回家休息，期間疑長達
10年，環保局調查結果，決定開鍘記過3次，並將陳由隊員身分降調臨時工，以儆傚尤。
➢ 體育工程弊案案外案 花體中涉報假單據                                     109年 7月 10日

花蓮地檢署上個月偵辦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體育工程採購弊案，意外查出花蓮縣立體育高中，疑似為核銷
經費，透過花蓮縣體育會收集假單據核銷的案外案，昨（9）天約談體中及體育會相關涉案人後，體育會
郭姓秘書遭聲押，另4人交保。
➢ 基市建管科技工月收入3萬 3 購千萬宅資金來源不明判刑                      109年 7月 14日

基隆市政府承辦土資場管理業務的應姓技工，月收入 3萬3，帳戶確有500多萬元不明資金；購買千萬新
屋雖貸450萬元，又存約 400萬準備分期付房貸，被檢方依貪汙治罪條例財產來源不明罪嫌起訴。基隆
地院審理後，認為應指財產來自妻子借款、友人還款和賭博贏錢都不足採信，判刑2年。全案可上訴。
➢ 北市電梯安檢貪瀆案　貪官涉索賄遭聲押禁見！11共犯交保                    109年 7月 16日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建管處使用科曾姓、周姓助理工程員，負責全市民、商用大樓的人員、車輛電梯昇降
設備抽檢業務，卻涉嫌收受委外代驗業者賄賂，放水定期安檢審查，還向業者索討每月 5萬 4千元，所
得部分用來私聘劉姓助理工作，台北地檢署 15日約談拘提39人漏夜訊問，曾男稍早被檢察官聲押禁見，
周男等11名官商凌晨被以10萬元到50萬元不等金額交保。
➢ 江村貴涉貪案帳戶1300萬資金來源不明 苗檢追加起訴                        109年 7月 20日

苗栗地檢署偵辦國民黨苗栗縣議員江村貴涉嫌收受清潔隊員職缺賄賂案，已依貪污治罪條例罪嫌提起公
訴，法務部廉政署在偵辦過程中，為釐清江村貴收取賄賂之資金流向，江的帳戶中有筆2200萬元資金，
其中的1300餘萬元欠缺明確來源；檢方說，雖然江村貴辯稱是賭博、會錢、合法彩金所得，但因為無法
針對其賭博、標會、投注之對象提出具體說明，苗栗檢方今天依涉犯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嫌對江追加
起訴。 
➢ 萬華員警收賄包庇賭場 1人涉貪、2人洩密起訴                          109年 7月 22日

台北市萬華分局 2017年傳員警收賄包庇賭場，新北地檢署調查後，發現該分局偵查隊小隊長黃臺明涉案，
今依違反貪汙治罪條例將他起訴。此外，檢方追查時也發現漢中街派出所警員黃新翰洩漏臨檢勤務、文
山一分局偵查佐黃紹魁涉嫌賭博和幫業者查民眾個資，今天也依洩密、賭博罪起訴2人。

★廉政案例宣導★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國營事業考試槍手代考集團，查獲考生槍手達43人，犯
罪金額超過5,000萬元，刻正持續擴大偵辦中】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派駐檢察官范家振、蔡杰承偵辦黃○○、陳○○、陳○○、吳○○、
簡○○、黃○○等人從事國營事業考試舞弊，涉嫌詐欺、偽造文書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接獲經濟部政風處通報，有代考舞弊集團計畫於民國 109年 1月 18、19日舉
辦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僱用人員甄試」時安插「槍手」替實際報名之考生代考，意圖操弄
影響考試結果之正確性。案經廉政官著手調查後發現情資可信，遂立即報請高雄地檢署派駐本署檢察官
范家振指揮，組成專案小組多方蒐證，並於109年 1月 18日考試當天執行第1波搜索，先於主嫌黃○○
住處搜獲大量變造證件之工具及眾多考生、槍手之證件，南調組並同步派出二十多位廉政官同步在高雄
考場（高雄市海青工商）、台北考場（台北市南港高工）於現場監控異常可疑情況，經確認槍手前往代
考事實，於筆試結束後同步帶回多名槍手繼續深入調查，循線再發現另名舞弊集團首腦陳○○亦涉入其
中。

      檢廉追查發現，該集團主嫌黃○○（65年次）、陳○○（72年次）自107年開始，積極在家教網
上，以高額價碼勸誘具有高學歷，理工名校出身的高材生老師直接當槍手代替學生前往應試。部分考生
由黃○○負責變造應考所需證件，其他考生則依黃○○及陳○○指示，先以遺失為由向健保署申請換領
健保卡，再以槍手之照片作為新領健保卡之人頭像，供槍手攜往考場應付查驗。黃○○、陳○○並向有
代考需求之考生依其想考取之國營單位，定出不同價碼，收取 100至 120萬元不等之高額費用，作為渠
等成功媒合代考犯行之酬勞；因需求代考考生較多時，黃○○、陳○○另尋求以陳○○、簡○○等為首
之「槍手集團」協助支援槍手，並提供相當之酬勞以為擔任槍手之對價。

      本案於109年 1月 18日由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執行第1波搜索後，經范家振檢察官向高雄地方法
院聲請羈押主嫌黃○○、陳○○獲准，再依據搜扣資料往回擴大清查，陸續於 2月 3日、2月 11日、2
月 19日、2月 20日、2月 24日及 2月 26日多次執行搜索，累積共發動七波搜索，已找出多名槍手、代
考成功已進入國營事業任職之考生，所涉單位包含中油、台糖、中華電信、台灣菸酒、中鋼，台電等公
司及警專考試。檢察官及廉政官陸續約詢相關被告及證人計 57人次，涉案考生、槍手均坦承犯行，合計
交保43人，目前清查帳冊所收取之犯罪所得即高達 5,358萬元以上，專案小組仍持續清查有無其他考生
以同一手法順利進入各國營事業，將擴大偵辦。

      范家振，蔡杰承檢察官認定黃○○、陳○○、陳○○、吳○○、簡○○、黃○○與眾多考生及槍
手共犯戶籍法第75條第3項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
民身分證、戶籍法第 75條第1、2項變造國民身分證、刑法第 212條變造特種文書、刑法第214條之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及同法第339之 4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得利、第339之 4條第2項、第 1項第2款
之加重詐欺得利未遂等罪嫌，對其 6人均提起公訴；而涉案考生、家屬及槍手等 46人部分，則另為緩起
訴處分。

      有關國營事業招考遭到代考集團以高學歷槍手冒名考試，涉及國營事業人事進用之公平性。且本
次查獲考試均屬理工技術員工項目，倘招考之技術人員因專業素養不足以操作及維護煉製事業等機械恐
有影響公共安全，法務部廉政署已責成經濟部政風處、財政部政風處配合各國營事業就考招程序通盤檢
討改進，務必儘速改善，併此敘明。

               資料來源：2020-06-09  法務部廉政署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罕見!投訴爆料洩漏對方電話個資 被判侵犯隱私判賠】
    高市王姓婦人不滿女兒被莊女欺負，投訴媒體揭露真相，並洩漏莊女的電話號碼，莊女因受訪名譽
受損，認為隱私權遭侵犯而求償10萬元，橋頭地院認為王婦洩露個資，判決賠償10000元精神撫慰金，
案情頗為罕見。

莊女指出，2017年 10月 22日，突然接到電視台記者電話採訪，經詢問後才得知是被告王婦擅自將她的
電話號碼洩漏給媒體，報導出來後，影響她的名譽，因而要求王婦賠償10萬元精神撫慰金。

王婦則指稱，她之所以會給記者莊女的電話，是因為其女之前跟莊女同住時，遭遇她不當對待，其為了
保護女兒所以想到要找記者揭露事實，並接受媒體採訪，採訪後記者跟她要莊女電話，為讓對方可以為
自己辯護，因此告知電話號碼，否認有過失。

承辦法官調查，又按個人資料是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
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
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條第1項定有
明文。



王婦未經莊女同意，洩漏她的電話號碼，侵害其隱私權，並審酌兩造經濟狀況等情形，認為給付 10000
元比較合理，可上訴。

法界人士則表示，採訪記者漏消息來源，有違新聞職業道德。

    本文來源：自由時報網2020-06-23  

★資訊安全維護宣導★

【台灣員工資安風險認知高　卻僅有3成願嚴守網站瀏覽規定】

   全球網路資安解決方案廠商趨勢科技公布「Head in the Clouds」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遠距工作者如

何面對網路資安問題的調查，訪問了全球包含台灣在內共 27個國家 13,200名遠距工作者，對於公司網
路資安政策與IT政策的態度，結果顯示員工的資安意識高漲，全球有近 3/4（72%）的遠距工作者表示
自居家隔離政策實行以來，變得更加重視公司的網路資安政策，台灣整體也有略高於全球平均水準的表
現（77%）。

儘管如此，但仍有部分員工會因為不夠了解或資源不足而違反規定，台灣也僅有 3成員工願意完全遵守
網站瀏覽規定。

趨勢科技「Head in the Clouds」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全球有 8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於 IT團隊提供的
指示非常重視，有 81%的人同意企業網路資安員工人人有責。而台灣的遠距工作者整體資安意識也相當
高，有 88%的人表示會認真看待並採用 IT團隊的建議，67%的人知道在公司配發的裝置上使用非工作相
關的應用程式是一項資安風險。

然而，雖然大多數的員工都知道風險所在，但並不代表他們就會遵守規定，例如：56%的全球受訪者承認
自己會在公司配發的裝置上使用非工作相關的應用程式；66%的人實際上還會將公司的資料上傳到這些應
用程式，台灣更高達76%。

80%的全球受訪者（台灣受訪者高達 90%）承認會使用公司的筆電來瀏覽個人想看的網站；全球遠距工作
者中僅有 36% 的人會嚴格遵守網站瀏覽規定，台灣更低只有30%。

39%的全球受訪者表示，他們經常或隨時會透過個人裝置存取公司的資料，亦有 43%的台灣受訪者表示如
此，而這幾乎違反多數公司的資安政策。

8%的全球受訪者承認會在公司筆電上觀看或存取色情內容；7%的人會瀏覽暗網。

17%的台灣受訪者可能點選不明電子郵件中的連結， 29%的人表示會在工作裝置上點擊。

此外，對許多使用者來說，生產力的重要性還是高過安全性。全球有 1/3受訪者 （34%）表示在使用應
用程式時並不會特別考慮應用程式是否經過IT核准，因為他們只想要把工作做完。另外有29%的人覺得
就算使用非工作相關的應用程式也無傷大雅，因為公司提供的解決方案不切實際。

趨勢科技資安研究副總裁Rik Ferguson 認為，很高興有這麼多人認真看待IT團隊所給的建議，雖然仍
不免會在意一下那剩下的15%。但話說回來，很欣慰的是大家都已意識到公司資安人人有責，問題在於
如何將資安意識化為具體行動。要強化這點，企業應考量公司內部的多樣性，找出不同行為的族群，然
後針對不同族群設計出不同的教育訓練。企業應該好好善用當前全新的工作環境以及員工對資訊安全重
要性的全新體認，現在就是採取行動的最佳時機。

資料來源：蘋果即時2020.07.06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防火常識】

一、火災發生時，應保持冷靜鎮定，立即通知周圍人員，並且撥打119報案。報案時，應告知火災正確
地址、人員所在樓層位置，以及有無人員受困。

二、進入公共場所應先留意避難路線，確保兩方向避難出口位置。

三、請勿讓身心障礙者、兒童單獨留在家中；火災發生時，應協助他們及早避難。

四、緊急出入口、緊急避難梯間等處所，請勿推放雜物，妨礙人員逃生。

五、逃生過程到火場濃煙時，請勿強行穿越。逃生受阻請退回相對安全區，關門並用衣物塞緊門縫等待
救援。



六、避難時不要牽掛本身衣著與家中財物，及早爭取避難時間，最後離開的人，應關閉大門，以免火勢
延燒。

七、使用瓦斯爐具不慎引起火災時，應立即關閉瓦斯，並用鍋蓋或溼布覆蓋減火。

八、一般火災可用水減災；如為油類及化學物品引起，不可用水，應用乾粉、二氧化碳等滅火器滅火。

九、使用滅火器時，應站在上風處，先拔插梢，噴嘴直接朝向火源底部噴灑藥劑，但是萬一火勢擴大無
法撲滅時，應立即進行避難。

十、預防火災，請勿在床上吸煙；打火機要收到家中幼童拿不到的地方；電線插座不可插上太多插頭，
插座要經常清除灰塵。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消費者保護宣導★

【誘保戶借錢買保單 遠雄人壽挨罰120萬】
    
    勸誘保戶借錢買保單又一樁！金管會 7日指出，發現遠雄人壽業務員透過將原投保同業保單解約及
辦理保單借款後向該公司投保，且業務員有以不當方法及話術招攬保險，該公司未依保險法令規定落實
執行招攬及核保作業，違規事實明確，依保險法核處新臺幣120萬元罰鍰。

    為遏止保險業務員為衝業績，勸誘客戶借錢買保單的歪風，金管會今年 5月時才一口氣處罰 3家壽
險公司及 5家銀行，理由全都是因為勸誘保戶利用保單借款另外購買投資型保單，8家金融機構共被處
以2,180萬元罰鍰。

    金管會指出，經查遠雄人壽所屬業務員有以不當方法及話術對保戶進行招攬，且明知保戶所投保保
費之資金來源是將原投保同業保單辦理解約及保單借款，卻未確實填寫業務員報告書，且該公司未就保
戶財務收入及財產情形詳加查證，以確認該等資訊為真實，並據以評估保險金額、保險費與要保人收入
財務狀況與職業等具相當性。

    金管會認定遠雄人壽未落實執行招攬及核保作業，已違反金融消費者保護法、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
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辦法、保險法中的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核處罰鍰新臺幣120萬元。

    金管會呼籲保險業應確實依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應強化法令遵循機制，以維護消費者權益及健
全公司經營。另提醒消費者於投保時，應充分瞭解所購買的保險商品內容以符合本身之需求，避免以解
約等影響原投保保險契約權益，或以保單借款等擴張信用方式投保保險，以確保自身之權益。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2020 年 7 月 7 日

★溫馨小品★

【以史為鑑，秉持公正之心，避免因過重私心而導致失敗】

    自古，引起失敗最主要的是私心太重。

其實，私心人人都有，這是人之天性。但是在不該自私的領域自私、過度的自私，就是損害他人、民
眾、甚至組織利益的行為，會引起眾怒，導致敗亡。

    在中國傳統道德的發展演化中，公私之辯始終是一條主線。《尚書》有言：「以公滅私，民其允
懷。」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慾，百姓莫不敬懷信服。清代張聰賢在其著作《官箴》中說道：「吏不
畏吾嚴，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吏不敢欺。公生廉，廉生威。」衙吏
不 畏 懼 我 嚴 厲 ， 卻 畏 懼 我 清 廉 ； 人 民 不 服 氣 我 的 才 能 ， 卻 服 氣 我 的 公 正 。
私心過重，就會導致不公正。日常管理中賞不以功，獨自包攬功勞，無視他人貢獻。罪不以罰，任意偏
袒私信，遇事推卸責任。

    喜歡奸佞，厭惡正直。搞小團伙小圈子，疏遠按章辦事、依規行政之人。如此行事，小則結個人恩
怨，大則激起眾怒，這就是多私導致失敗的原因。

    在市場經濟的運行中，更多的是依靠利益驅動，容易誘發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等負面效應。儒學
「義以為上」的價值觀能夠提醒人們在追求利益的同時不忘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對見利忘義等不良傾
向可以起到糾正作用。義利問題在人類思想與價值觀中極為重要。在對待這一問題的認識和態度上，儒
家向來主張義重於利。朱熹認為：「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陸九淵說：「學無深淺，首在辨義
利」。

    荀子主張先義後利：「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而孔子並不完全否定利，反對的是只



為了追求個人的私利而不擇手段，所以孔子要求「見得思義」。如果利不符合道義的要求，就應舍利而
取義。

所以，對私心太重的現象，需要用存公求義來糾正。

    存公，就是要考慮到自己的職責是為民做事而不是只謀一己之私；求義，則是考慮道義合乎天良而
不是只圖一己之利。

以史為鑑，秉持公正之心，避免因過重私心而導致敗亡。

    資料來源：2019-09-01 由 國學一刻 發表于文化

廉政檢舉專線：03-9595952     反詐騙專線：165     消費者保護專線：1950

洗錢防制宣導網站：

https://www.amlo.moj.gov.tw/1461/1490/Lpsimplel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