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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新訊 

    台糖公司今(17)日舉辦「農業循環豬場改建計畫廉政平臺成立暨

啟動」典禮，由台糖公司董事長陳昭義主持，在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

長林錦村、廉政署

南調組組長黃元冠、

經濟部政風處處長

楊石金及臺灣透明

組織協會理事蕭宏

金等人見證下正式

啟動。此平臺由台

糖、公部門及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等單位跨域合作，共同監督工程品質、

提升資訊透明度。 

        本平臺秉持公開、透明原則，將改建案相關資訊如工程計畫、標

案開決標、履約、查核及工程進度等內容，適時揭露於公司官網廉政

平臺專區，也透過跨域合作模式，監督工程品質及提供解決方案，讓

豬場改建工程能如期、如質完工。         

        台糖指出，改建後的豬場為密閉式負壓水簾畜舍，沼渣、沼液經

處理後轉化為有機肥回歸農田，畜舍屋頂建置太陽能板，更導入沼氣

發電系統等綠能設施，讓豬場從鄰避設施轉型為友善的、有貢獻度的

芳鄰，達到「零污染」、「零廢棄」及「零事故」之經營目標。未來

台糖將持續帶領養豬產業蛻變轉型，為養豬業樹立標竿典範，引領國

內養豬產業邁向永續循環之新願景。 
 

台糖投資百億蓋循環豬場，與檢調廉
透共同成立廉政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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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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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桃機公司）前工程處長林文楨，

被控負責機場第二航廈擴建、第三航站區基礎工程等案件時，向

廠商索取回扣或洩漏標案機密，圖利特定廠商，不法所得二五四

萬六五○○元。桃園地檢署昨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

等罪嫌，將林文楨等十五人起訴，請求法官對林文楨從重量刑。 

        檢方指出，二○一七到

二○一八年間，林文楨負責

第三航站區土方及基礎工程，

以及二○一八到二○一九年

桃園國際機場道面維護工程、

新二機棚廠前機坪新建工程、

桃園國際機場 G4 加油站新

建工程時，涉嫌透過洩漏標

案機密等方式，協助廠商得標，除接受廠商招待，攜家帶眷赴琉

球旅遊，甚至有業者備妥一三○萬元，放在保險箱內等著交給林，

被檢調及時查扣。 

        檢方認定林文楨長期收回扣，或要求、期約、收受施工廠商

賄賂，雖繳回部分犯罪所得一三五萬元，但否認犯行，依此起訴，

而外傳林文楨為了養「小三」，需錢孔急鋌而走險，檢方對此並

無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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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涉強索回扣洩標案，桃機 

前工程處長遭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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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監獄管理員李○○涉犯圖利罪 

經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專案法紀宣導 

 

       李○○係矯正署臺

中監獄管理員，負責管

理外役監受刑人監外戒

護勤務 ，其明知監獄行

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

第 27 條第 2 項授權訂

定之受刑人監外作業實

施辦法第 8 條第 4 款、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

機關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 13 點等規定，受刑人禁用酒精

飲料，矯正機關管理人員不得為收容人傳遞違禁品，竟基於對於

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取他人財產上不法利益之犯意，於 107 年 4 月

11 日、4 月 25 日帶領 10 名外役監受刑人至彰化少年輔育院從事

外役監工作時，訂購 850 元之啤酒 2 箱、200 元之檳榔 8 包，並

在彰化少年輔育院內與受刑人一同食用，使渠等受刑人獲得食用

啤酒及檳榔總計 1848 元之不法利益。 

        案經李○○向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自首，調查後移送臺灣

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偵辦，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終結，以李○○所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

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嫌，予以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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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飯碗很搶手？ 新北清潔隊
隊長 7 年涉收賄 305 萬重判 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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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貪案例宣導 

       新北市板橋清潔隊前隊長鍾

茂松，被控賣官，涉收取 10 萬至

50 萬元不等賄款，讓人走後門順

利進清潔隊，成為臨時人員或升

任為正式員工，觸犯 10 個「不違

背職務收賄罪」，高等法院今重

判鍾茂松 9 年徒刑，還可上訴。 

        檢方起訴指出，鍾茂松於江

惠貞擔任板橋市長期間，具有清潔隊員臨時人員及升任為正式員

工的人事管理審核權，前清潔隊組長曾文堅為使自己或親友能進

入清潔隊，領取穩定月薪，先以 5 萬元向鍾男行賄，安排李姓女

婿進入清潔隊當臨時人員，2006 年間再行賄 30 萬元，女婿變成

養護組技工；2007 年間，曾文堅更安排兒子的丁姓女友，進入清

潔隊當臨時人員，同年，他還替鄰居高男行賄 50 萬元，並從中收

取 10 萬元「疏通費」，高順利成為隊員。 

        新北地院審理時，鍾茂松否認收賄等不法，主張遴選清潔隊

臨時人員或正式人員會開內部遴選會議，參加人員除他之外還有

分隊長、業務承辦人員，之後還會簽呈給首長及相關單位做報告，

從來沒有跟首長建議應遴選那些人，但新北地院不採信，認定鍾

涉 10 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判他 10 年半徒刑，全案上訴後，

高院仍認定鍾涉 10 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共收賄 305 萬元，

並改判 9 年徒刑。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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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防制宣導 

     大選將近，選舉假訊息頻傳，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0 條」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 條」規定，意圖使候選人

當選或不當選，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

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可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所以針對在網路及社群軟體(FB、Line、ig、推特…)

上流傳之訊息務必

保持警覺，注意文

章來源是否可靠，

對可疑訊息主動查

證，不製造、不轉

傳、不相信假訊息，

一起守護台灣民主

法治，維護選舉的

公正。 

 

 

 

 

 

 

 

 

 

拒絕假訊息介入選舉，主動辨識
由你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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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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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防護宣導 

 

一、 反滲透法的規範對象是臺商跟臺灣人民，在目前兩岸交流

密切的狀態下，會變成不小心踩到地雷，人人自危？ 

      「反滲透法草案」是針對滲透干預的不法行為，而不是針對

特定身分或對象，一般正常的兩岸交流並不會觸法。臺商、臺

幹、臺師、臺生正常的經商、工作、生活、就學，以及參與政

治活動、發表政治言論的權利都不會受到影響。而且「反滲透

法草案」的規範內容具體明確，構成要件相當嚴謹，行為人必

須有受境外敵對勢力指示、委託、資助的「滲透作為」，加上

從事「不法行為」，才會成為處罰對象，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滲

透來源、滲透作為或不法行為，不具備認知或沒有使其發生的

意思，就不會受到處罰，更不會因為往來中國大陸或與「滲透

來源」有所接觸就構成犯罪，個案上由司法機關做嚴謹的認定

與判斷。 

二、 反滲透法草案為疊床架屋？ 

        現行政治獻金法、公民投票法、遊說法及選罷法等法律，

對於境外透過「白手套」、「中間人」迂迴規避法律規定的情

形並無規範，行為態樣與罰則的規範也有所不足，形成法制上

的漏洞。「反滲透法草案」針對 5 種被滲透所從事之不法行為

(違法捐贈政治獻金、助選、遊說、破壞集會遊行及社會秩序、

傳播假訊息干擾選舉)，補充現行法律適用對象、行為態樣及罰

則的規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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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滲透法草案」合憲合法、
妥善可行、明確嚴謹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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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許多民眾趁著各種

促銷專案，搶辦了行動通

訊上網吃到飽服務，但有

些消費者不清楚，契約到

期後的月租費也許不再是

優惠價 499 元，可能回復

成「原價」1,299 元；又

或者已經不是「吃到飽」，

等收到帳單才發現爆表。對此，電信業者表示，契約到期前他們都

一定會通知消費者。但行政院消保處仍接到消費者反映，某業者的

通知方式，竟是發一封簡訊：「本門號的專案綁約期限將於某年某

月某日到期(當日起即無綁約限制)，相關資訊請洽門市或客服」。試

問有多少人能想到，不找門市或客服洽詢竟對權益大有影響?  

        行為經濟學的推力理論被政府機關和企業廣泛應用，把期待客

戶勾選的選項設為「預設選項」是最常見的推力，然而少數商家利

用人的急迫、輕率、無經驗或怕麻煩心理，提供看似更方便或更優

惠的預設選項，引導消費者自然而然做出錯誤選擇，例如限時免費

軟體，一鍵就可下載試用，但在試用期結束前卻很難找到停止訂閱

的途徑或管道。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對於太好康、太方便的

立即優惠，更須提高警覺，事前多做功課，是避免日後懊悔的不二

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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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到期通知」置之不理? 
小心魔鬼藏在細節裡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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