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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新訊 

為延續 2019 年廉

潔教育校園宣導系列

活動之效益，使廉潔

教育扎根更為普及，

法務部廉政署 (下稱

廉政署 )督同各主管

機關政風機構，結合

跨域機關資源，統籌

規劃辦理「2020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系列活動」，以走入偏鄉學校、關

懷弱勢學子及創發廉潔數位教材為目標；經串連全臺各政風機構廉潔

教育校園宣導資源，預計走入 255 所偏遠學校，讓廉潔誠信的種子深

入到全臺各角落。 

        在 7 月放暑假前，廉政署特地結合桃園市政府「原鄉好品格‧廉潔

有創意」活動，今（10）日到桃園市復興區介壽國民小學舉辦，同時

邀請鄰近的學校、機關、在地文創團體等共襄盛舉，由桃園市高副市

長安邦與廉政署鄭署長銘謙親自出席，在學童們的原鄉音樂、舞蹈熱

烈及志工們的廉政話劇表演下為活動揭開序幕！ 

        本次的活動集合「原鄉」、「廉潔」、「品格」、「科技」與

「志工」等 5 大元素，透過原住民音樂舞蹈、廉潔寶寶互動、品格創

意關卡、廉政志工戲劇表演、空拍機及機器人科技體驗等多元方式，

在參與的互動過程中，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傳遞廉潔與誠信的觀念，同

時融入品格教育的核心素養之中。 

 

2020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系列活動
Lokah Su (您好)  攜手原鄉，廉潔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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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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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倫理宣導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一區養

護工程處（一工處）中和工務

段幫工程司魏士翔，辦理標案

時，除向業者索賄 20 萬元及討

手機外，甚至接受招待喝花酒、

性招待，新北地院審理後，依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中的「不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罪，判處魏男 3 年 8 月徒刑，可上訴。 

        2012 年間，芊葳工程有限公司以 180 萬元，標下「台 65 線（特

二號道路）通車路段路燈照明迴路改善工程」案，隔年驗收合格後，

楊姓負責人為求請款程序順利通過，在呈送估驗款報告時夾帶 5 萬元

行賄，怎料魏男一摸文件厚度後，隨即把文件退回，暗示金額不足，

楊某為求早日通過審核，把金額拉高至 20 萬元，魏男才收下，並允諾

儘速處理工程請款審查事宜。 

        不僅如此，2017 年，德炘營造有限公司以 3067 萬元標下「台 61

線、台 61 甲線、台 64 線等轄區快速道路伸縮縫防滑、更新及改善工

程」標案，魏男竟利用權限，向業者索取 SONY XPERIA XZ 

PREMIUM G8142 型號手機，並由業者代繳電話費，甚至 9 度接受招

待喝花酒、4 度接受性招待。 

       法務部調查局接獲檢舉循線追出魏士翔喝花酒、接受性招待，予以

約談，魏士翔坦承犯行，主動繳回犯罪所得，並自首曾向芊葳工程索

賄 20 萬，合議庭考量他犯後尚有悔意、認罪，有自首及繳回犯罪所得

可減刑，判刑 3 年 8 月，褫奪公權 2 年。 

索賄、喝花酒、性招待樣樣來，
公路總局幫工程司判刑 3 年 8 月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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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中科院 2018

年公開進行「網路

儲存伺服器」採購

標案，採購明細表

中指明要求，必須

能提供支援公有雲

的雙向同步。未料，

中科院竟要求得標

廠商需將中國的「百度雲」雲端也放到目的端，離譜的是，中科院已

經使用了一年多，直到《蘋果新聞網》上月底詢問，中科院才驚覺有

此事，立即組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爆料者告訴《蘋果》，得標廠商應投標單要求，將「百度雲」

（Baidu Cloud）」放入公有雲端，中科院也驗收通過。爆料者質疑，

百度雲是中國企業百度所推出雲端儲存服務，覆蓋中國大陸各大主流

電腦和手機作業系統，包含 Web 版、Windows 版、Mac 版、

Android 版和 iPhone 版，是中國最大的網路硬碟服務商之一，中國

政府可以要求百度雲提供資料，中科院內公用雲端，竟然有百度雲，

等於是將中科院所研發武器系統的機密資料，免費提供給中國，爆料

者痛批，「這種行為與賣國無異」。 

        更駭人聽聞的是，中科院高層直到《蘋果》記者詢問，才赫然驚

覺有此事。中科院表示，明定禁用中國製產品，但承辦人員未依規定，

誤將「百度雲」納入採購規範，此項行政疏失，相關人員將依規定懲

處。 

離譜！中科院買網路伺服
器，竟差點將機密拱手送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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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蘋果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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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涉貪，屏東市 2 龍頭收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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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貪案例宣導 

     屏東地檢署偵辦屏東市民代表會禮品

採購弊案，傳喚國民黨籍現任屏東市長林恊

松及現任市代會主席蕭國亮，檢察官訊後認

為二人涉案重大、有串證之虞，昨向屏東地

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引發政壇議論。 

        本案因法務部廉政署接獲檢舉，指市長

林恊松擔任市代會主席期間，採購禮品及維

修器材時做手腳，屏檢五月間搜索屏東市代

會等處，傳喚林恊松、蕭國亮、葉姓總務及廠商等近二十人調查，

訊後林恊松及吳姓廠商會計各以十萬元交保，

葉姓總務及周姓廠商遭押，蕭國亮等其餘人

無保請回，檢廉過濾相關帳冊後再度展開搜

索行動，認定林、蕭二人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會計法及偽造文書等事證明確，於二○一二

年至二○二○年間，採購茶葉、毛毯、保溫

杯等禮品、紀念品時，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

物，涉貪金額達數十萬至數百萬元不等。 

        林恊松交遊廣闊，藍綠皆有人脈，二○一八年國民黨面對民進黨

強攻屏東市長寶座，黨內唯一想到的人選就是他，他也為藍軍保住屏

市最後一塊版圖；蕭國亮出身軍旅，擔任三屆屏東市民代表，眷區支

持度高，結果二人任期不到一半，雙雙涉弊，令人唏噓。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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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民視新聞網 

 

 機關安全防護宣導 

     7 月 23 日，矯正署台南第二監發生有受刑人衝進戒護科辦公

室，持原子筆攻擊，造成戒護人員受傷，雖然行兇受刑人很快就被

壓制，但獄方也做出檢討，要求戒護人員提高警覺，也要控管原子

筆使用時間。 

        台南第二監獄副

典獄長周仁貴：「我

們在非常短時間就就

把它迅速處理，處理

結果非常圓滿沒有造

成其他負面，如媒體

所說的狂插三分鐘或

恐攻之類，目前原子

筆在監所裡面是被允許的，本來他就是可以寫信我們也做個檢討，

每個戒護人員都要提高自己的警覺，這個時間比如像他是去看診，

確實是不需要用到原子筆，我們會加強（控管）。」 

        事發在這個月 23 日中午 11 點多，一名周姓受刑人因為不滿違

規罰則，趁著戒護人員帶他和另 2 名受刑人前往醫護室途中，離開

戒護視線，衝向戒護科辦公室、持原子筆攻擊，雖然很快就被壓制，

還是造成戒護人員頭部、左手肘撕裂傷，還好沒有大礙，而行兇的

周姓受刑人因為脫離戒護視線，將面臨處罰，獄方也考慮另外追究

妨害公務等刑責，確保戒護人員工作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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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風雲？受刑人持原

子筆傷害戒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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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因應後疫情時代，「居家自煮」可望成為民眾的消費趨勢，安心、

安全食材的追求也成為消費者關注的議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長期推動產銷履歷驗證農產品，提供消費者選購安全無虞好食材。 

 產銷履歷過三關，產品驗證不簡單 

  產銷履歷強調產品安全、環境永續、產銷資訊透明、公開且可溯

源，須透過層層關卡方能獲得產銷履歷標章。第一關、生產過程遵照

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進行操作；第二關、經營業者通過第三方之

驗證，且每年至少一次追蹤查驗；第三關、產品資訊公開可追溯，包

含農產品經營者、產地、驗證機構、生產紀錄等。此外，驗證制度嚴

謹且健全，如發生違規事件，產品即回收、下架、銷毀，並且須受相

關法規之裁罰。 

 標章放大鏡，有身分證的農產品 

  產銷履歷標章清楚標示農產品

之品名、TAP 標章、驗證機構、追

溯碼等資訊，消費者可至「產銷履

歷農產品資訊網」輸入產銷履歷農

產品追溯碼或掃描 QR Code，即

可查詢產品的生產者、驗證機構、

產地、生產紀錄及包裝日期等資訊。 

 安全、安心、可溯源產品，各大通路販售中 

  產銷履歷產品已於各大通路販售中，如家樂福、楓康超市、愛買

超市、PChome 線上購物、momo 購物網等，更多通路銷售點可上

「產銷履歷農產品資訊網」查詢。 

安全產銷來源清楚，採買履

歷食在安心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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