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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新訊 

      武漢肺炎疫情嚴重，蔓延全球，為了因應即將到來的 2月 25日

開學，教育部將協助學

校採購防疫物資，包括

額溫槍 2.5萬支、酒精

8.4 萬公升及防疫備用口

罩 645萬片。廉政署為

防止有可能發生的任何

貪瀆狀況，將責成所屬

政風單位積極防範，確保防疫物資不會挪為私用。 

        過去台灣曾發生多起救災物資遭侵吞案例，例如 1 名花蓮縣議員

曾在蘇拉颱風時擔任鄉長，第一時間挺進重災區，還被前總統馬英九

封為「英勇女鄉長」，事後卻被查出收了回扣 215萬元，被抓到還自

首繳回 60萬，高分院前年仍依貪汙罪將她判 8年 6個月。 

      廉政署提醒所有公務員，對於政府發放急難救助或防疫物資，務必

格外謹慎，對於民眾領取資格登記或物品管理也要充分監督，以免淪

為犯罪者覬覦目標，尤其日前才抓到有人偷渡數萬個口罩出境，歷歷

在目，提醒政風同仁在非常時刻，更要堅守崗位。 

        根據教育部統計，針對私立幼兒園，已在 2月 2日至 5日提供 50

萬片口罩，2月 15日至 20日將提供 77萬片給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

顧中心，未來將在開學前也提供 518 萬片口罩給各級學校後備用口罩，

廉政署也將配合中央防疫措施，為全民健康一起把關。 

  

開學防疫發 645 萬口罩 廉政署出招
防物資遭私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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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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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法犯法！查訪隔離病患 
內湖警竟將重要個資外洩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真的是知法犯法！台北市內湖分局一名 50多歲廖姓副所長，先

前受疾管署要求，到武漢肺炎個案住家

查訪，不過這名廖姓副所長竟然趁沒人

注意時，任意翻拍訪查資料，還把武漢

肺炎確診患者的個資透過通訊軟體

LINE 給好友；資訊最後在網路上迅速

被轉傳，導致病患個資全曝光，造成附

近居民人心惶惶辦，內湖督導系統進行

偵辦、揪出洩漏源頭，同時也召開考績

會，將廖姓副所長記一大過，調離現職，

並依洩密罪和個資法，函送士林地檢署

偵辦。 

 

 

      衛福部長陳時中呼籲，疾病隔

離者跟相關的確診者，和社會形成一

種對立時，因不想被隔離必然會隱匿

病情；那如果大部分人都隱匿、不據

實以告，那這樣的社會氛圍裡面，會

對防疫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傷害。 

 

 

 

 資料來源：民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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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案建議簽辦自行迴避執行
疑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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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法紀宣導 
 

項

次 
疑義態樣 說明 

一 獎勵案建議簽辦

流程中，公職人

員於涉及本人獎

勵案件之簽辦公

文上自行迴避 

(一) 按考績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

法）第 4條第 3項之非財產上利益，次按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 12 條第 1項前段規定，平時考

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

記過、記大過；第 13條前段「平時成績紀錄

及獎懲，應為考績評定分數之重要依據」，故

獎懲亦為本法第 4 條第 3項其他相類似之人事

措施。  

(二) 獎勵案於提報考績委員會初核前之建議簽辦程

序獎勵案建議簽辦實務上多見相關活動或案件

辦理結束後，由承辦單位簽報建議敘獎，獎勵

案件常涉及機關多數單位及各職務層級人員共

同績效表現，承辦單位（常同為簽辦建議單

位）依據相關獎勵案件獎度及額度基準簽報擬

具獎勵建議案，再提報考績委員會討論，如係

同時就該項活動有功人員建議獎勵，而非單就

適用本法第 2 條所定公職人員所為之獎勵，且

審酌需經考績委員會初核之獎勵建議案簽陳僅

係將該次活動辦理有功情形簽報機關長官知

悉，為考績委員會平時考核獎懲初核之前置必

要程序，則公職人員就該涉及本人之行政流程

中未予迴避之核章行為，尚難謂有違本法遏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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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利益輸送之立法目的。 

(三) 獎勵案於考績委員會初核階段公職人員於此階

段如未自行迴避，除有考績委員會進行獎勵案

初核過程中因故未能使公職人員知有其本人列

名其中之情事外，尚難主張不知有利益衝突，

應可認具有違反本法第 6 條自行迴避義務之故

意。 

(四) 上開（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 條第 1項

所為之獎勵案於提報考績委員會初核前之建議

簽辦程序適用疑義說明，如該獎勵案件不需經

考績委員會初核者，不適用之（意即建議簽辦

程序仍應自行迴避）；另除人事獎勵案外之其

他本法第 4條第 2 項之財產上利益及第 3項

之非財產上利益，亦不適用。 

「獎勵案件不需經考績委員會初核者之建議簽辦程序」之自行迴避疑義 

二 上級機關已來文指

示獎勵案之人員及

獎勵額度，機關公

職人員是否仍應自

行迴避 

倘上級機關來文指示辦理獎勵案，且來文已指

明應敘獎之人員姓名及敘獎額度，公職人員於

獎勵案件相關流程中就獎勵對象及獎勵額度已

無裁量空間，尚與本法第 5 條之利益衝突要件

未符。 

三 公職人員或首長於

獎勵案相關流程中

表示刪減獎勵額度

或免議 

本法所稱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在本法第 2 條第 1項所列之機關（構）

團體之人事措施，公職人員如建議減列本人敘

獎額度（且未再指明應敘獎額度）或免議，尚

與本法第 4 條及第 5 條之要件未符。 

四 獎勵案建議之簽報 參照本法第 8條前段「前二條受通知或受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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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職員員額編

列僅有主管 1人，

應如何自行迴避 

機關團體認該公職人員無須迴避者，應令其繼

續執行職務」之意旨，如公職人員之服務機關

認該公職人員因其單位之職員員額編列僅有 1

人主管，涉及該公職人員獎勵案之簽辦確有自

行迴避之困難者，則該公職人員得書面或口頭

請示機關首長，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以書

面（書面指示或簽報核示）令該公職人員繼續

執行職務。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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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南調組偵辦綠島監獄管
理員涉犯違背職務收賄等案，
業經法院判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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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貪案例宣導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戒護科管理員蕭○○明知監獄管理員不得

為受刑人夾帶物品，然蕭○○竟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並與林○○、吳

○○、顏○○、黃○○、張○○等人共同基於對於監督之事務直接圖

利他人或自己不法利之

犯意聯絡，違反監獄行

刑法等規定，接續於

106年 12月至 107年 5

月期間，違法夾帶第一

級毒品海洛因、行動電

話、香菸、威士忌酒、

檳榔等物品，交予林○

○使用，而直接圖利林○○獲取上開物品之不法利益。 

 

        案經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移送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偵辦，嗣經檢

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業於 109 年 1月 9日判決

蕭○○犯違背職務收賄罪，處有期徒刑 6年，褫奪公權 4年。林○○

犯共同對主管事務直接圖利罪，處有期徒刑 2年，褫奪公權 2年。施

用第一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 10月。吳○○共同對主管事務直接圖利

罪，處有期徒刑 1 年 4月，褫奪公權 1年。顏○○共同對主管事務直

接圖利罪，處有期徒刑 8月，褫奪公權 1年。黃○○共同對主管事務

直接圖利罪，處有期徒刑 9月，褫奪公權 1年。幫助施用第一級毒品

罪，處有期徒刑 4 月。張○○共同對主管事務直接圖利罪，處有期徒

刑 10月，褫奪公權 1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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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防護宣導 

小心軟體機器人 

         假新聞/消息的作者並非總是

一個「人」，還有所謂的「軟體機

器人」能藉由電腦程式自動生產大

量文章，或隱身於 Facebook、

Twitter 等社群網路的假帳號背後，

這些假帳號有時會附個人照片與虛

構的自傳，它們會關注你，給你按讚，及在社群網路中相互關注，舉

止就跟真人使用者沒什麼兩樣，它們會讓我們誤以為有很多人都持某

種看法，也常用來攻訐或支持特定對象(例如 108年 12月，

Facebook 下架以冒充身分、不實互動等虛假手法提高貼文人氣的大

型社團「2020韓國瑜總統後援會（總會）」)。 

 

 

 

如何辨識軟體機器人 

 檢查名稱：名稱是否真實，或者根本沒有任何單位/個人具名？ 

 檢查文本上的錯誤：文章中是否含有許多明顯的語法錯誤？使用

的詞彙是否很少？是否簡、繁體字交雜混用？ 

 檢查行為：作者是否非常頻繁地上傳文章或關注他人？是否白天、

晚上都在網路上？是否只回答簡單的問題？回文的速度是否超快？ 

 檢查內容：作者是否總是聚焦於相同的主題/對象？ 

 

 
 

如何提升辨識能力，避免
假消息操弄 

資料來源：編輯改寫自《過濾氣泡、假新聞與說謊媒體──我們如何避

免被操弄？》內容試閱 https://www.cite.com.tw/book?id=8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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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升溫，詐騙集團藉許多民眾急於搶購口罩的

心理，扮演假賣家，誘騙被害人匯款後即失聯。根據刑事局「165」

反詐專線統計，本月至 20 日已有 73 人受騙，財損由數百元至數萬

元不等，刑事局預防科呼籲民眾小心。 

 

        此外，最近還發生「留言」、「分享」就送口罩的詐騙訊息，

刑事局提醒此類是詐騙集團騙取個資的手法，可能電腦裝置會因此

中毒，也可能個人姓名、照片等被詐騙集團盜用，千萬別上當。 

警方分析，發現購買口罩遭到假網拍詐騙的被害人，多於臉書社團、

拍賣網站，或透過不明購物網站下單購買數盒或數箱大量口罩，等

到匯款才發現對方根本不是口罩廠商、賣家已失聯，或者帳號已被

拍賣網站停權。 

 

        警方說，台南市林姓男子日前利用拍賣網站搜尋口罩賣家，找

到一個賣場中有出售標榜醫療用口罩，向賣家表示急需購買多盒，

該賣家先告知林男如要快速到貨，就不要透過拍賣網站，採私下交

易方式，收到貨款當天就能出貨。林男質疑商品為何顯示已下架時，

該賣家告知不用理會，他手邊有足夠貨量，可放心匯款。 

 

         林男為了搶購口罩，匯款 1300 元，購買 1 箱 300 個口罩，賣

家收到匯款後先以臨時有事為由，推遲出貨，等林男再次詢問退款

事宜，即不再回應，原賣場帳號也顯示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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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防疫詐財，網購口罩
收錢不出貨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