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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新訊 

     距明年總統、立委投票

只剩 50 多天，為加強查緝力

道，嘉義地檢署邀集訴訟轄區

檢、警、調、移民、政風機關

等相關單位，舉辦「109 年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分區座談

會」，法務部部長蔡清祥率最

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江惠民等首長與會，強調將嚴查境外勢力、假消息

和賭盤介入選舉，也呼籲民眾睜大眼睛，不要讓金錢、暴力、假訊息、

境外資金以及各種變相賄選方式影響選舉結果。 

        至於日前曾被批評檢

調查賄選只抓小蝦米，蔡

清祥部長除再次肯定嘉義

地檢署查賄成績全國第一 

，也說不管是小蝦米或大

鯨魚，都要全力查察，並

重申境外勢力、賭盤、假

訊息將是查辦的重點，期望藉由公正執法、賄選情資多方蒐集、積極

嚴密的偵辦作為，搭配有效查賄及暴力防制，強力打擊賄選，淨化選

風。 

大選將至，法務部部長蔡清祥：嚴查
境外勢力、假消息和賭盤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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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倫理宣導 

   苗栗縣長徐耀昌的貼身隨扈、頭份警分局偵查佐徐志純，被檢舉到

有粉味的 KTV 消費，還動手打人，知情者為免徐志純因隨扈的特殊身

分會被「輕輕放下」，向苗栗縣議員陳光軒投訴，盼別因徐志純身分

就躲過懲處。苗栗縣警察局表示，根據當事人說法，僅能認定徐志純

在場勸架，但他涉足不當場所，此部分記過處分及調離隨扈職務歸建。 

        衝突當事者之一馮

姓男子的友人投訴指出，

他與馮男上月 14 日凌晨，

到頭份市 1 家有女陪侍

KTV 聚會，酒後馮男與

徐志純起口角，遭徐志

純毆打造成臉部撕裂傷，

現場還有人自稱是頭份

警分局刑事組，他們當下敢怒不敢言，因擔心徐志純事後會躲過懲處，

因此向苗栗縣議員陳光軒投訴。 

縣警局長翁群能指示調查，頭份警分局約談馮、林 2 男。據指

出，當天休假的徐志純，晚上應友人林男邀約赴 KTV，聚會結束準備

離開時，在櫃台遇到馮男等人，因雙方均有喝酒，進而發生口角衝突。 

頭份警分局表示，無實證顯示徐志純動手打人，因此是就涉足不當場

所、言行失當有損警方形象給予懲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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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苗縣長隨扈喝花酒，還被控幫友 

出頭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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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員利用職員帳號及密碼

登入獄政資訊管理系統 
  公務機密維護 
一、案情概述 

        104 年某監獄統計室發覺衛生科電腦有異常登入情形，經調查為病

舍服務員乙於收封後，利用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訊管理系

統（下稱獄政系統），而該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即寫於便條紙並置於

電腦螢幕上，使得該服務員乙得以登入獄政系統查看收容人病歷資料並

加以纂改。 

二、原因分析 

(一)職員欠缺保密觀念及便宜行事： 

       衛生科護理師甲為貪圖處理業務之便利，未遵守資安保密規定，將

個人應保守秘密之電腦帳號及密碼置放於容易取得之電腦銀幕位置，致

他人得以輕易窺見及開啟電腦查看機密資料。 

(二)未確實避免服務員不當接觸機敏資料： 

       服務員僅協助一般性、非敏感性事務，不應涉入主要核心業務，如

機密公文書處理、收容人教誨資料、衛生醫療器材、收容人病歷管理等；

戒護區內設置電腦之調用單位，亦不得使服務員接觸電腦，以免收容人

藉機竄改各類型機敏資料，導致公務機密外洩等機關風險情事肇生。 

三、興革建議 

(一)落實電腦資訊安全措施： 

      機關公務電腦儲存機敏資訊，應注意個人電腦密碼不可隨意置放可

輕易窺視之處、勿任意下載不明軟體或開啟不明電子郵件、離開坐位時

鎖定螢幕顯示畫面等，居安思危方能做好保密措施。 

   (二)收容人敏感個資避免由服務員處理： 

     矯正機關遴選收容人擔任服務員，應注意渠等因執行作業而有較高

之行動自由度，收容人個人資料或其他機密公文書均應責由機關職員親

自處理，以免服務員基於不良意圖有機可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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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於涉及本人考績及

獎懲案時應利益迴避 

  

  專案法紀宣導 

一、 有利之人事措施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之

「非財產上利益」： 

        按本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非財產上利益係指有利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在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機關（構）團體、學

校、法人、事業機構、部隊（以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任用、

聘任、聘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陞遷、調

動、考績及其他相類似之人事措施。 

二、 公職人員於涉及本人或關係人考績及獎懲案應自行迴避： 

        次按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之

情事者，應即自行迴避」，是以本法第 2 條所定公職人員於

涉及本人或關係人考績及獎懲案等人事措施之簽辦、審核及

准駁或參與相關會議，均應自行迴避，始符合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並應依本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以書面通知相關

機關。 

         再按本法第 10 條第 2 款規定，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

員依本法自行迴避時，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

人執行，惟實務上容有個案較複雜，或陳核、會簽人員眾多，

不易操作之情事，如公職人員已於相關公文上具體敘明就其

本人或關係人部分迴避之意思表示，並踐行通知義務，即無

違本法迴避規定，然相關公文之最後核定者(通常即為首長)

就涉及其本人或關係人利益部分既已迴避未予核定，仍應由

其職務代理人就其迴避部分代為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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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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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 

7 



 

廉政服務簡訊 

 

第     頁 

涉收賄、洩密，嘉縣廢管科
約聘員連同業者被起訴   反貪案例宣導 

      嘉義縣環保局廢棄物管理科約聘人員黃姓男子，辦理工廠廢棄

物管理與管制業務，見經營回收廢油行呂姓男子獲利頗豐，竟透過購

買廢油回收車交予呂男營運方式分享其經營利潤，並將其他業者定期

申報的客戶資料洩漏予呂男，嘉義地檢署偵查後，將黃男、呂男依貪

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等罪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出，黃

男 104 年審查呂男申

請貯存場設置許可及廢

食用油回收工作證送交

時，認為呂男獲利頗豐，

主動向呂表示欲加入其

經營的廢棄油回收事業，

呂擔憂送審資料不獲通

過，遂以應允，雙方商

定由黃男購買廢油回收車交予呂男公司營運，購車不足款項部分由呂

男全數吸收，且後續車輛保養維修費均由呂男公司支出，呂男每月再

支付黃男紅利。呂男自 104 年 6 月起至 107 年 8 月止，每月支付黃男

1 至 2 萬餘不等金額。 

        而黃男為協助呂男拓展收油量，先後於 105 年至 107 年間，將全

國廢油業者申報資料電子檔下載後，將申報資料複製給呂男，並提醒

呂男「小心保管不要外洩」；呂男為繼續取得申報資料，自第二次取

得申請資料後，每次交付 3 千元給黃男，且黃男還於 106 年 9 月間及

107 年 6 月間，事前通知呂男嘉縣環保局將派員前往公司稽查，讓呂

男得以事先準備，免遭或減輕裁罰。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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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防宣導 

 

     來台參加區域安全相關研討會的美國智庫學者伊斯坎德爾．雷曼

（Iskander Rehman）精研亞洲議題，他接受專訪表示，台灣是中國

發動假訊息攻擊所受威脅更大的國家，他認為台灣政府的打假政策正

確，不過長期要從教導民眾識別真假、學會自律及選擇好的媒體等著

手。此外，他認為，不管美國下任總統是誰，都不會影響美方堅守台

灣這個民主堡壘的心情。 

 

問：中國假訊息影響

台灣輿論及選舉，台

灣如何因應？ 

答：台灣雖與新加坡

一樣多由華人組成，

但更自由，因此更容

易接受到來自中國的

宣傳，統一台灣是中

共重點工作之一，台灣與中國經貿關係緊密，很多媒體被中資入侵，

導致打擊假訊息更加困難，選舉將近，可預期到接下來幾個月會面臨

更多假訊息及媒體操控。 

        民進黨政府的打假政策正確，檢警調成立專案小組，ＮＣＣ監管

遭滲透的紅媒，確實有嚇阻效果，但這是一時止血，必須找到長期對

抗的方法，可從教育著手，教導民眾識別真假、學會自律及選擇好的

媒體。 

 

美智庫學者：大選前，中國發動
更多假訊息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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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香港發生反送中事件，台灣有中生毀損連儂牆，您怎麼看？ 

答：國外也有很多類似案例，表面看似中生表達愛國情操，背後卻可

能有中國政府主導，澳洲廣播公司就曾揭露當地「中國學生學者聯合

會」受中國大使館資助、監控。 

 

問：中港一國兩制卻爆發反送中，您怎麼看台灣情況？ 

答：台灣政治主體性很強，歷史背景也與香港完全不同；最近許多發

生在香港的事件讓人難過，新聞報導抗議者受到港警欺壓、傷害甚至

殺害，凸顯自由民主的重要性，台灣人可引以為鑒。 

 

問：中國科技如 5G、天眼等，已被許多亞非拉美國家採用，一帶一

路也深化東南亞地區，美國有何應對？ 

答：老實說，美國目前還沒有完整應對策略，因為川普思維主要圍繞

在貿易，我認為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是錯誤決定，

失去與其他民主國家合力抗中的一個機會。最近因為美中貿易戰，美

國又重新開始思考彼此間該如何定位，中國竊取商業機密等問題也浮

上檯面。 

 

問：台灣應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答：台灣應繼續堅持進步的價值觀，此外，台灣有很豐富的歷史、文

化都可體現台灣價值。中國現在想要用「中國共產黨」定義全世界華

人，以民族性為理由對海外僑民施壓，逼迫認同中共，台灣則應該告

訴世界：「台灣的華人，是自由的華人。」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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