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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倫理宣導 

    農委會水土保

持局台中分局涉入集

體喝花酒、收受不正

當利益，令人意外的

是，此案爆發之因，

是水保局台中分局的

林姓前課長與廠商派

駐的女員工婚外情，

女方懷孕墮胎還被林

男甩掉，向水保局投

訴，水保局卻只將林男調走，女方心有不甘向廉政署舉發，廉政署調

查時意外拍到林男與楊燕山等多名官員，接受廠商招待喝花酒等醜聞

證據，其中，楊涉案程度嚴重，檢方聲請羈押獲准，包括婚外情的林

姓前科長、承辦人員等 5 名涉案官員，裁定各 20 萬元至 60 萬元交保。 

        此案是否繼續蔓延？有更高階層官員涉入？以及涉案的工程採購

金額有多少？台中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卓俊忠說，還在清查與釐清

中，偵查不公開，目前不方便提供內情，但很明確的是，涉案的水保

局台中分局官員接受「不正當利益」。 

         水保局台中分局則說，去年接獲林姓課長涉婚外情後，除將調離

原職外，並降為非主管處分，至於搜索之後，被羈押的楊燕山，已依

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停職並記過 2 次，其餘涉案人員也已調離原職，未

來依涉案程度予以記過或申戒等處分。 

 

 

一場婚外情，爆出水保局台中分
局集體喝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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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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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台中市警局四分局

偵查隊偵查佐潘躍升，

得知林姓女子欠吳姓男

子 170 萬元賭債，他竟

以 60 萬元代價，幫林女

「喬賭債」，之後，又

把 21 位民眾的個人資料，

包括身分證號碼、戶籍

資料等，「訂價」賣給林女，得知紙包不住火，他又協調林女、吳男

用 80 萬元和解，其中的 50 萬元由他自掏腰包支付。 

        潘員於 2017 年 4 月得知林女積欠吳男 170 萬元賭債，建議林女

提出恐嚇取財告訴，不料提告後潘員卻沒有暴力討債等證據，林女則

告訴潘員，她願意用 50 萬、60 萬元和解，潘員又建議她「賭債非

債」，無須償還此債務，雙方約定以 60 萬元代價，由潘員出面幫林女

「喬賭債」，事成後再付款。 

        林女與他人另有債務糾紛，需要債務人個人資料，以利於討債，

潘員先依查詢項目，制訂 5000 元至 2 萬元價目表，傳給林女之後，

再用職權於公務電腦，偽造主管核准公文，2017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13 日，蒐集 21 位民眾戶籍等個人資料交給林女，獲得 2 萬元報酬。 

        台中地院審理時，潘員坦承犯行，主動繳回犯罪所得 48 萬元，法

官認為他有反省悔改之意，犯罪後態度尚可，依貪污治罪條例的不違

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對非主管事務圖利罪等罪名，判處徒刑 4 年 2 月，

已繳回的 48 萬元沒收，可上訴。 
 

荒唐警察拿錢喬賭債，調閱
民眾個資訂價標售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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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風電包商，彰化大城鄉長也有份 

 

反貪案例宣導 

     彰化縣離岸風力發電積極佈建，

彰化縣大城鄉代會主席王宏銘涉嫌

找黑道向包商索賄，日前被羈押禁

見，彰化地檢署深入追查，發現民

進黨籍大城鄉長蔡鴻喜，涉嫌利用

公所核准道路挖掘許可路權的權力，

向電路包商索賄三次，共三百五十

萬元，檢方昨依貪污及收賄等罪，

向彰化地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檢方指出，大城鄉外海正在進行風電工程，其中路上輸電排管工

程由四家包商承包，依法向縣府申請開挖權，但王宏銘在二○一八年

間任職大城鄉公所秘書時，找來擁槍自重的張秝綸，以路權有問題為

由阻止施工，趁機向廠商勒索取財。另一方面，大城鄉長蔡鴻喜（六

十歲）藉著核准道路挖掘許可路權，向廠商索取「買路財」，去年一

月迄今年五月，透過白手套李男、黃女，向施作電纜管路工程的黃姓

負責人索賄三次、三百五十萬元。 

        彰檢襄閱主任檢察官葉建成表示，偵查發現王宏銘擔任公所秘書

及鄉代會主席時，向四家包商勒索「過路費」，共一千三百餘萬元，

續查查出蔡鴻喜也涉重嫌，經檢方訊問認為蔡鴻喜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收受賄賂、違背職務等罪，且與主席另有其他共同牟利案件，恐有逃

亡、勾串證人及滅證之虞，向法院聲押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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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大城鄉長蔡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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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法紀宣導 

     矯正署桃園監獄的監獄管理員簡清峰，與網友合作，當起高利

貸放款金主，放款 25 萬元給婆婆生病、需錢孔急的賴姓女子，年利

率高達 60％，賴女無力償還，簡男竟恐嚇「我也不怕你知道我在監

獄上班，白的黑的多少是有認識」，案經台中地方檢察署起訴，台中

地方法院依恐嚇取得重利未遂罪，判處有期徒刑 3 月，緩刑 2 年，

條件是支付公庫 10 萬元。 

        判決書指出，簡男與網友陳順發合作，出資擔任高利貸金主，賴

女因婆婆重病需錢，2018 年 9 月透過管道找上陳男借款，陳男等人

見賴女沒有借款經驗，也沒有理性思考，把簡男交給的 25 萬元，預

先扣除 5 萬元手續費，約定利息為每月 4％，每月本金應償還 1 萬

400 元、利息 1 萬元，每月本息共 2 萬 400 元，換算年息高達 60.5

％，至於預先扣下的 5 萬元手續費，由陳男等人瓜分。 

        賴女月薪僅 3 萬元，繳納 8 萬元利息之後已無力再償還本息，

簡男在去年 1 月 18 日，竟傳簡訊恐嚇賴女的丈夫，「我不是不知道

你的工作跟住家在哪」，「我也不怕你知道我在監獄上班，白的黑的

多少是有認識」，還暗示要找黑道討債，「別逼我這筆錢也不要的時

候，看誰會跟你收，我就不知道了」。 

        賴女心生畏懼，向中市警方報案，簡男偵訊時否認有恐嚇犯意，

台中地檢署認為簡男以自己擔任監獄管理員身分，用認識黑道兄弟之

詞狐假虎威，暗示要找黑道非法加害賴女，讓清廉的監獄管理員被污

名化，起訴聲明加重量刑，惟台中地院認為簡男已認罪，且與公訴蒞

庭檢方達成協商，乃依協商判決。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狐假虎威！獄卒年息 60％ 

放高利貸 ，恐嚇找黑道要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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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杏輝藥廠日前因六款藥品有效成分不到九成，全面回收。衛福部

食藥署清查發現，又有十四款藥品未按時檢驗、軟膏外觀變色，杏輝

未及時處理，包括暈船藥、皮膚炎、結膜炎等，已要求下架，請地方

衛生局開罰三萬至兩百萬元罰鍰。 

十四款藥品中，有些是主

成分含量未到效期卻變低，有

些是外觀顏色改變。食藥署品

質監督管理組簡任技正陳映樺

說，針對杏輝藥廠違反ＧＭＰ

（藥品優良製造作業規範），

正由專家會議討論違規嚴重程

度，杏輝須在十月六日前限期

改善，將根據複查結果決定是否要求停產或取消ＧＭＰ。 

陳映樺表示，過去國內也曾有藥廠出現類似狀況，但下架品項沒

這次多，杏輝出包藥品的問題也不同，有的是包裝材質影響藥品品質，

有的則是處方出狀況。 

下架品項包括「杏輝美白軟膏 40 毫克」（500g 塑膠罐裝）、

「杏輝悠力素乳膏」、「杏輝暈克錠」、「保利肝膠囊」、「杏輝安

咳糖漿」、「杏輝親擦樂夢軟膏」、「杏輝來縮酵素錠 90 毫克」、

「杏輝皮爽頭皮用液 1 毫克／毫升」、「杏輝可立舒乳膏 0.5 毫克／

公克」（1000g 塑膠罐裝）、「杏輝貝他每麗軟膏」、「杏輝咳定康

優膠囊」、「杏輝健聯乳膏」（1000g 塑膠罐裝）、「杏輝舒明麗眼

藥水」、「敏可停液 0.4 毫克／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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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包！杏輝 14 藥品下架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