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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倫理宣導 

     法界「百官行述」案

爆發至今，出現首名被彈

劾檢察官，高檢署前檢察

官羅榮乾(已退休)出現在

佳和集團負責人翁茂鍾筆

記本內多達 82 次，其與

翁飲宴高達 74 次、收受

襯衫餽贈 8 次 16 件，法

務部將羅移請檢察官人事

審議委員會討論，羅書面答辯表示，他與翁只是台南同鄉，兩人吃

飯次數寥寥可數，不知為何名字會出現在翁的筆記本裡那麼多次，

惟檢審會認定羅榮乾違失情節重大，決議送監察院審查彈劾。 

        此外，台南地檢署前檢察長方萬富及檢察官曲鴻煜因已移送刑

事調查，需待結果出爐才能決定是否移送監院；另有 8 名檢察官移

送各檢察署進行職務監督。另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吳宗光則在去年被

人檢舉上班時間溜班外出，政風人員跟監發現，他 5 度在上班時間

外出從事私務，1 次去按摩，另 4 次分別幫兒子拿制服、探望岳母、

供稱身心疲累先行返家等，原被檢審會決議發布「促其注意」懲處，

惟外界認為處分過輕，法務部長蔡清祥發回後，檢審會昨改以較重

的「警告」懲處。 

 

 
 
 

法界百官行述，首名檢察官
面臨彈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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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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關注交通議題的臉書（ facebook ）粉絲專頁「 Leo, 

thatTaiwanese. 理觀點.」（下稱理觀點）日前貼文爆料，指出台灣多

處的「區間測速」得標廠商東山科技公司幫中國杭州的低價品貼牌，

有資訊安全疑慮如大規模監控台灣人民，交通部長林佳龍連日會商後

於今（26）日拍板，若廠商無法證明產地非中國、並切結零組件非中

國製者，須先下架停用。另外也將持續檢討區間測速對於道路安全的

效益，包括設置地點和速限等。 

        林佳龍日前表明取締違規涉及政府行使公權力及與人民權利義務

的關係，資安上不容有疑慮，為確保我國交通資料安全無虞，要求各

建置廠商（東山、雷昇、中華電信、志伸、麒麟、基能等 6 業者）簽

立切結書，證明區間測速設備軟硬體設備主要零組件無中國廠牌及不

當資訊收集或傳送功能；第二，要求廠商 2 個月內提供設備海關報關

單、出廠證明及設備型號，若產地為中國，設備需先下架。 

        公總表示，因應部長要求已完成所補助的 4 處路段的區間測速設

備初步清查，桃園、雲林西濱快路段的設備，廠商已提出設備型號、

出廠證明、設備報關單並簽立切結書，因此，2 處路段後續再經過第

三公正單位辦理驗證，確認沒有不當傳輸資料的情況後，再經標檢局

確認設備準確度後，就能夠重新啟用，至於苗栗、台中西濱快路段的

區間測速設備，因廠商無法提供完整的證明文件，目前確認要先拆除

下架，後續若廠商能補齊文件，就能再進入第三方驗證、標檢局準確

度驗證的程序，完成後同樣能夠再安裝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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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關鍵評論、自由時報電子報 

區間測速爆中國製引發資

安疑慮，台 61 西濱苗栗、

台中路段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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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設備運南沙，海巡上士
訛詐貪污改判 4 年需入監 

 

  反貪案例宣導 

    海巡署謝姓上士任東南沙分署後勤科辦事員，被控 3 年前利用職

務之便，得知台大大氣系運送 4 個貨櫃的研究設備到南沙太平島，向

廠商詐收 4 萬元訂金，並以相同手法，另騙得一家營造公司 20 萬元，

一審被依貪污罪判刑 2 年、褫奪公權 2 年、緩刑 4 年，並向公庫支付

10 萬元，二審認為被告累犯有辱國軍形象，改判 4 年、褫奪公權 2 年，

必須入監不得易科罰金，仍可上訴。 

        2018 年 9 月間，台大大氣科學系因執行「南海國際科學研究設施

建置與管理」研究計畫，有 4 個貨櫃的研究設備將運至南沙太平島，

黃姓助理去電詢問辦理方式及費用，被告因債務吃緊，需款孔急，詐

稱 1 個貨櫃 9 萬元，4 個貨櫃共 36 萬元，因而騙得訂金 4 萬元。同年

8 月間，台南市嘉麟公司因承攬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東沙環境景觀

及暨有建築物維護工程等 3 件工程」，須運送 5 個貨櫃工程材料及重

機械等物資需載運至東沙島，謝如法炮製，先後共詐得 20 萬元，台大

大氣系察覺有異向海巡署舉報，並前往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接受調

查，橋頭地院審酌謝無前科，犯後態度良好並自白犯行，宣告緩刑。 

        二審高雄高分院法官見解不同，認為被告利用職務上機會向台大

大氣系詐取 4 萬元既遂及詐取 32 萬元未遂，又向嘉麟公司詐取 20 萬

元既遂及 4 萬元未遂，更變造東沙指揮部岸巡第一中隊伙食團匯款單，

再以通訊軟體 LINE 拍照企圖掩飾，足見被告貪贓枉法，以權謀私，嚴

重危害國軍及公務員廉潔形象，不宜宣告緩刑，另還有貪污詐取未遂

部分，應加重論處刑責，改判 4 年徒刑。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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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車主更換報廢車零件變賣， 
警員涉圖利罪遭起訴 

 

 專案法紀宣導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瑞平派出所林姓警員（現已調職），於任職

該所期間發現陳姓騎士的機車已經報廢，仍懸掛其他車牌，予以取締

後原本應依法沒入，但他竟允許車主更換改裝的排氣管、儀表板、避

震器及引擎等物並變賣，新北地檢署今日依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對主

管事務圖利罪」嫌起訴林男。 

        檢方調查，林男原本

是瑞平派出所警員，負責

維護道路交通安全、暢通

及道路交通管理稽查等業

務，前年 12 月 29 日，

他在路上發現陳姓騎士的

機車已經報廢，仍懸掛其

他車牌，予以取締後應依

法沒入。 

        怎料，前年 12 月 31 日下午 2 時許，他竟允許陳某進入派出所，

更換改裝的排氣管、儀表板、避震器及引擎等物後，陳某再把這些物

品帶走變賣所得 3 萬元。 

        檢方偵辦時，林男辯稱只允許陳某拔走車牌，但不知道他更換排

氣管等物，檢方並不採信，最後依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對主管事務圖

利罪」嫌將他起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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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消息防治宣導 

        影音平台流傳一段影片，宣稱：「美国完了！白宫拼命封锁

消息！美国疫苗首次出现接种者死亡！全球炸锅！联合国直接宣

布！“抛弃美国疫苗！用中国的！」內容農場網站也流傳類似的

文章，指稱「「美國疫苗出事！注射後確診新冠！100 萬人中招！

西方緊急請求購買中國滅活疫苗！北京四字官宣，撼動全球！」，

經事實查核中心查證皆為假消息： 

一、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定期公布施打新冠疫苗的追蹤報告，根據美國 CDC 公布的報

告及相關媒體報導，均無「100 萬人接種疫苗後確診新冠」

之訊息，傳言宣稱「白宮拼命封鎖消息」亦非事實。 

二、聯合國官方網站並未有「拋棄美國疫苗，改用中國疫苗」之

訊息。 

四、台灣專家1從美國公布的追蹤報告分析，目前大規模施打的輝

瑞、莫德納疫苗，大致上是安全的。但仍有少數個案接種疫

苗後出現嚴重過敏反應，因此美國 CDC 評估，有對疫苗成分

過敏的族群不建議接種疫苗。 

對於疫情相關資訊，請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所公布之訊息或聲明為準，或參考政府

機關官方網站，並切勿未經查證轉傳有關疫

情之不實消息，以免受罰。 

                                         
1 國家衛生研究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副研究員級主治醫師齊嘉鈺、馬偕兒童醫院醫務部主任邱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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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美國疫苗接種者大批死亡， 

聯合國宣布改用中國疫苗為假消息 

資料來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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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近期網路犯罪集團假冒金

融機構釣魚簡訊竊取民眾網銀

帳密，銀行業者表示，民眾可

以先向銀行查證，請銀行確認

帳戶是否有異常交易，如果遭

盜用要盡速報警。 

        國泰世華銀表示，民眾可

掌握五招避免遭詐騙，第一，

不隨意點擊簡訊或電子郵件所

提供的連結，若收到可疑的電話、簡訊或電子郵件，切勿理會並仔

細查證；第二，點擊任何導引至銀行官網的連結前，請務必確認正

確官網網址，錯一個字或符號都不行；第三，銀行ＡＰＰ比網頁更

安全，若要登入帳戶，建議多利用銀行ＡＰＰ，詐騙集團可以造假

網頁、文字，但絕對無法複製完整ＡＰＰ；第四，絕不依陌生人電

話指示轉帳、匯款、操作ＡＴＭ；第五，絕不與陌生來電者透露或

核對個人資料，以免遭歹徒利用。 

        刑事局提醒，如收到假冒銀行、郵局等金融機構名義或來路不

明簡訊，切勿相信或點選連結，並注意核對所附網址列是否正確，

以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為例，若發現網路釣魚（惡意）網站，

可將網址提交至「Google 回報詐騙網頁」進行審核及封鎖，以防再

有民眾被害；如使用蘋果 iＯＳ系統，可前往「設定」＞「Safari」，

並開啟「阻擋彈出式視窗」和「詐騙網站警告」。若有任何疑問，

請立即撥打一六五反詐騙專線查證，另可利用一六五官方網站進行

網路檢舉或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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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簡訊竊網銀帳密 ，5 招自保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