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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宣導
圖利罪---私運廢棄物，關說犯錯誤
一、 案情概要

曾貪心經營一家廢棄物清運公司，如要清運一般事業廢棄物，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廢棄物清除許
可文件。但是，曾貪心只想便宜行事，將一般事業廢棄物偷偷運到小島市公所垃圾場隨意傾倒了事
，於是找上民意代表賈關懷，請他協助私運事業廢棄物進場。賈關懷與清潔隊隊員放水弟商議後，
由放水弟向曾貪心收取每車次新臺幣（下同）1 萬 8,000 元後，即同意進場傾倒，並由賈關懷出面
向垃圾場場長倪大偉關說放行事宜，倪大偉害怕賈關懷民意代表的身分，不得已就接受關說。
曾貪心私運事業廢棄物到垃圾場時，放水弟就關閉監視器及開啟大門，直接讓車輛進場，每車次所
得金額自行取走放行費用 1,000 元，其餘全數交給賈關懷，總計放行 60 車次，曾貪心支付 108 萬元
。另外，倪大偉有時在場，卻不加阻止，甚至偶爾駕駛堆土機，幫忙掩埋事業廢棄物，放水弟事後
，也會請倪大偉喝酒，並曾交付 2,000 元，請倪大偉自行拿去買酒喝。
賈關懷、放水弟均明知廢棄物清理法第 41 條規定，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的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方可進
行，卻縱容曾貪心進場傾倒事業廢棄物，並圖得 108 萬元不法利益。場長倪大偉雖然是被動配合，
僅獲得 2,000 元的微薄不法利益，仍會構成圖利罪。
最後，賈關懷、倪大偉、放水弟等 3 人，被法院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利
罪，判處 2 年 8 個月至 5 年 6 個月不等有期徒刑，褫奪公權 3 年。
二、 溫馨叮嚀
清潔隊員經指派管理垃圾場，負責垃圾場警衛管理、車輛進出管制、廢棄物傾倒處理等事項，具有
執行廢棄物清理法所定判斷、收取廢棄物的法定職務權限，屬於「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
倪大偉事前已知放水弟及賈關懷打算將垃圾場提供違法業者傾倒事業廢棄物，卻未即時向上級主管
人員報告，除縱容違法情事發生，還駕駛推土機幫忙掩飾不法行為，雖然僅獲得 2,000 元不法利益
，並經法院考量違法情節酌減其刑，仍被判處有期徒刑及褫奪公權。
公務員肩負依法行政的使命，遇有民意代表關說，應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1 點規定，公務員遇
有請託關說，應於 3 日內簽報機關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由機關長官及政風單位協助處理；若抵擋
不了關說壓力，就可能會一樣圖利業者，有害公益又砸了自己飯碗，落得雙輸的結果。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破解圖利陷阱－案例篇」–

資訊安全宣導
免費的禮物，最危險！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前校長 陳連禎

全球洩密事件無所不有，社群媒體龍頭洩密，意外傳開，令人震驚，卻不意外。今年三月中，英國
數據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顧問 ChristopherWylie 接受 NBC 電視台訪問時，說溜
了嘴，道出遭洩密臉書用戶超過 8,700 萬個，而且涉嫌違規收集臉書用戶資料風波持續發酵，受影響用
戶已經遠多於早前所估的 5,000 萬；同時也承認「惡意人物」可利用臉書的搜尋功能，違規收集用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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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臉書創辦人祖克伯承認，旗下通訊程式 Messenger 會檢查用戶所有的對話內容，後來祖克伯對此事
深表抱歉，並發布 6 項改革，提出公司將採取相關措施，以防堵類似事件再次發生。然而回應也許來得
太遲，隨著洩密事件發酵，社群媒體平台上隨後發起了#DeleteFacebook 行動，臉書未來的困境是，針
對臉書上的數據如何被分享，必須說明清楚。
「劍橋分析公司」事件爆發，擁有 20 億用戶的臉書陷入信任危機，同時敲響了全球網路資安的警
鐘。根據路透社在美國、德國的民調，顯示消費者對臉書的信任度僅 41%，此次洩密風暴不僅考驗該社群
媒體的危機處理，也引發社媒用戶的反思。
免費的最貴，也最可怕。使用者滑過臉書頁面，除了關注的訊息外，同時進入眼球的是眾多的廣告
訊息，這當然是臉書的獲利來源。社群媒體平台利用廣告以及蒐集用戶資訊獲利的商業模式，並不會因
此而改變網絡效應。臉書往後為了巨大的商業利益，能改善多少，誰也無法知道。但是可以得知的是，
商業利益只是隱形操控人物所得的九牛一毛而已。他們的經營模式，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未來一定
更將變本加厲。免費的最貴，也最可怕！我們如果還是昧於免費又便利的誘惑，而輕信社群媒體，就不
能不讀一段《史記 • 蕭相國世家》的風險情境：劉邦在前線奮戰，親自平定陳豨這叛軍，千辛萬苦，
事情還未結束時， 也用計把協助他開國的大功臣淮陰侯韓信給斬了；蕭何鎮守後方，全力輸送人員上前
線，更源源不斷地補充軍用物資，蕭何問心無愧，一心只求使命必達，襄助劉邦完成大願。劉邦，對於
這位亦師亦友，也是過去罩他的老長官，信任有加，也把他列為滅楚興漢的首功人物。如今劉邦還在前
線，親自平叛，他居然還有心思，為蕭何安排了一支五百人的警衛部隊，特別來「保護」蕭何。蕭何不
疑有他，欣然接受，後方人人聞訊，紛紛前來道賀。幸好還有一位前朝遺老召平，腦筋清楚，心裡可真
是明白，分析蕭何人在宮裡，哪需要被保護？並直言韓信已經被殺了，劉邦應該對他也起了疑心，此時
不只應該辭讓封賞不要接受，而且還要把自己的全部家當拿來贊助軍需。多疑的劉邦看到蕭何連自己財
產都不要，當然不會再對他起疑，蕭何也因此化解掉重大危機。
免費的，最危險！免費接受他人的福利，請不要高興得太早。天上掉下來的，未必是禮物。《史記 •
趙世家》記載，戰國時期趙孝成王不聽平陽君趙豹的忠告：「無緣無故得到的利益，必有禍患。」卻聽
信平原君趙勝的話，認為坐享其成，能白白得到十七座大城，不能錯過。最後釀成長平大戰，趙國軍隊
降卒，全部被秦國白起坑殺，趙國險遭亡國的厄運。免費的禮物，代價最貴！類似臉書免費利用，智慧
型手機 Line 的免費電話、簡訊等等快捷社群網路服務，人人時時刻刻樂此不疲，百無禁忌，我們要謹記
：免費的禮物，最危險！
-本文摘自 2018 年 7 月號清流雙月刊-

行政責任案例宣導
環保局清潔隊員浮報加班費詐領公款案
一、 事實概述
某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隊員甲，疑製作不實帳冊資料，浮報該區隊及所屬同仁加班費並轉入自身
及眷屬帳戶，8 年間涉嫌詐領公款達新臺幣 3,000 餘萬元。
二、 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
就甲行政責任部分，因涉案事證明確，該局迅即對甲議處，予以解僱處分；另分別針對甲之各級
主管共 9 人，因涉有監督不周、疏於考核及處事不當等責，依情節輕重予以記過及申誡等處分。
2. 相關法條
(1) 該局職工工作規則第 47 條第 1 項第 4 款：
「本局職工除有本規則第九條各款情事外，有下列
情事之一且情節重大者者，本局得比照勞基法第十二條規定，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執行公務
有舞弊行為者。」
(2) 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4 款「勞工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違
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三、 廉政小叮嚀
甲假借職務上之機會行詐欺取財之犯行，除導致自身受到刑事責任的追究，在公務生涯留下難以抹
滅的紀錄外，更影響機關聲譽，破壞民眾對公部門的期許。貪污治罪條例的處罰相當嚴格，有些分
際萬萬不可輕觸，公務人員在行使公權力時更應嚴守法令依法行政，以免觸犯刑責，追悔莫及。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宣導
 公 務 員 廉 政 倫 理 規 範 之 議 題 Q&A
 廠商餽贈財物，同仁常有因怕麻煩不想惹事，僅私下退還，或認為價值不高收取，而未知會政風機構
登錄之情形，是否會被檢察官據此認定構成職務上收取賄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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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廠商贈送禮物之處理方式，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第 5 點及「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 條均有相關規定。
2. 曾經有一位廠商贈送公務機關承辦人員一盒水果禮盒，裏面裝有現金，該名公務人員怕繳交政風
機構很麻煩，就把禮盒直接退還廠商，後來廠商發生事情，檢調人員在辦公室查到一張贈送某人
員多少錢的紙條，白紙黑字記載廠商送多少錢，但承辦人員無法證明已於何時退還廠商，這就是
為什麼要留下紀錄，目的在讓政風機構替你背書。
3. 政風機構登錄時會有書面(如紀錄或拍照存檔) 讓同仁留存，退還廠商時也會留有收據。又如同仁
遇民意代表請託關說時，惟請託內容與職務並無關係，且不影響工程執行事項，這可能就不是關
說。為避免同仁因錯誤判斷而違反規定，建議同仁不論收受財物價值多寡或其他廉政倫理事件，
均向政風機構登錄並留下紀錄，對自身形成一種保護。

 單位主管將工程採購案施作工區變更為岳母經營民宿所在地
 案情概要
A 自 98 年起擔任市公所課長，係本法第 2 條之公職人員。該市公所工程採購案之預算書及契約書中
，工程內容編列實際施作新建擋土牆四工區及新建道路，與原函報縣政府核定補助項目不同，經以
工程圖說至現場比對發現其中一個工區為 A 之岳母經營之民宿，A 依市公所分層負責明細表職掌該公
所建築工程設計、施工監督業務，於上開工程案件採購階段明知工區係其岳母民宿位置所在，詎未
自行迴避而於 99 年 12 月至 100 年 3 月間，於工程預算書、契約書及工程變更設計預算書上核章。
 處理情形
A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6 條及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處 100 萬元罰鍰。
-本文摘自交通部「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實用手冊」及廉政署「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參考案例」-

赴大陸保密及安全觀念宣導
 赴大陸機密維護宣導---公務員依作業要點規定申請赴大陸地區，應如何提出申請？
1. 公務員依作業要點規定申請赴大陸地區，應填具申請表（格式如附表）向服務機關（構）申請，經
服務機關（構）審核後，得赴大陸地區，無須報經內政部許可；機關首長則應向直屬上級機關申請
。申請人應於赴大陸地區 7 天前提出，但有急迫情形者，不受七天前申請之限制。
2. 公務員赴大陸地區應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不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並應注意維護國家
、公務機密，嚴防洩漏或交付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赴大陸安全維護宣導---陸委會提醒赴陸旅客注意非洲豬瘟疫情，勿至中國大陸畜牧場參訪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本(107)年 8 月 6 日及 17 日等相關新聞稿指出，「中國
大陸自 8 月 3 日起遼寧瀋陽、河南鄭州、江蘇連雲港等地已出現非洲豬瘟疫情案例，並擴及 5 個省份
，顯示疫情已有擴散之趨勢」。非洲豬瘟是由病毒所感染家豬及野豬的急性、惡性傳染病，所有品種
和年齡的豬均可能感染，死亡率可達 100%，且無疫苗及藥物可預防及治療，傳播途徑包括透過廚餘、
直接接觸病豬或汙染物，或被帶毒的節肢動物(蜱，俗稱壁蝨)叮咬後而感染。該傳染病是世界動物衛
生組織(簡稱 OIE)列為應通報疾病，亦為我國公告之甲類動物傳染病；惟不會感染人類。
為確保產業安全及國人健康，政府將加強宣導並強化邊境檢疫，阻絕病毒入侵，考量目前中國大
陸非洲豬瘟疫情有擴散趨勢，為防堵疫情傳入，大陸委員會特別提醒旅客無論經兩岸海空運直航、小
三通、港澳地區或海外地區等進入中國大陸後，勿至中國大陸畜牧相關場所參訪，並配合農委會等相
關機關各項防疫檢疫措施，切勿非法走私或挾帶動物及其產品入境。有關非洲豬瘟最新疫情與防範措
施等相關資訊，可至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官網(https://www.baphiq.gov.tw)查詢。
-本文摘自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網頁-

洗錢防制宣導
亞太洗錢防制組織是什麼？臺灣有義務要配合 APG 的要求嗎？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簡稱 APG）於 86 年 2 月成立，為亞
太地區防制洗錢犯罪之多邊機制，目前有 40 餘個會員。我國於 86 年加入該組織，是創始會員國之一。
APG 的成立目的，係促進及確保亞太區域各國的法律、監管及執行措施，儘可能符合 FATF 制定的防制洗
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標準。根據會員規則，一旦成為 APG 的會員，即須遵守「同儕互相審查機制」
，藉由
該審查機制，各成員國間得以公正地審查彼此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措施對於 FATF 標準的遵循程度。
-本文摘自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網頁

反賄選宣導
具體查賄策略---查緝幽靈人口，維護投票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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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經由各選舉區選出，自應獲得各該選舉區居民多數之支持與認同，始具實質代表性，倘以遷徙
戶籍但未實際居住戶籍地之方式取得投票權，進而參與投票影響選舉，將使選舉產生不正確之結果，戕
害民主公正選舉之精神。各檢察機關允宜宣導、查緝雙管齊下，結合戶政體系，循線深入追查異常之戶
籍遷徙，以事前勸導，事後嚴辦之方式，杜絕候選人藉幽靈人口當選之企圖，以維護投票之公正性。
-本文摘自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賄工作綱領

消費者保護宣導
申訴的管道與機制有那些？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可以直接向企業經營者申訴或以電話、手機直撥
1950，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消費者服務中心提起申訴。另外，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已建置「線
上申訴與調解」系統，您可上網提起消費申訴，或者也可以向民間的消費者保護團體，例如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或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申訴。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
，如果沒有得到妥適處理，可以向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消費者保護官提出第二次申訴；如仍未獲妥
適處理，還可以向直轄市、縣 (市) 政府之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本文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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