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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屏東地檢署偵辦一起仙人跳案件時，

意外發現高雄市刑大一名郭姓偵查

佐與徵信業者過從甚密，疑似洩漏

當事人個資給業者，今天上午屏檢

指揮廉政署南調組搜索郭警辦公室

及私人電腦，並查扣他的手機及調

閱通聯紀錄，發現郭警調閱過上百

筆與自己承辦案件不相關的個資，

洩密嫌疑重大，將偵辦他是否貪污

收賄或圖利徵信業者。 

        據了解，郭姓偵查佐曾在警分局任職，後轉調刑警大隊，專

案小組調閱郭警通聯記錄及登入系統查閱記錄，發現郭警疑與徵

信業者合作，洩漏當事人個資給徵信業者利用，除了仙人跳案件

外，郭警還曾查過上百筆個資。 

       今(16)日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廉政署南調組發動搜索，扣得

郭警使用電腦及個人手機，並帶回郭警、徵信業者及刑大一名同

仁作證，將釐清雙方是否有不當金錢往來或對價關係，目前全案

朝洩密罪偵辦，也將視相關事證勾稽比對，不排除案情升高為貪

瀆案件，高雄市刑大則表示會全力配合檢廉偵辦，毋枉毋縱，若

郭警或其他同仁利用職務犯法，絕對嚴懲。 

 
 

高雄市刑大警涉洩密徵信

業者，還捲仙人跳案 

資料來源：蘋果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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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口湖鄉長涉索賄，檢方查

出 3000 餘萬不明所得 

 

  反貪案例宣導 

    雲林縣口湖鄉長林哲凌涉嫌向民間投資漁電、農牧共生太陽能

光電業者索賄 750 萬元，陸續其不法所得交由陳姓女友人購買黃金、

股票和外匯藏匿，今年 4 月間遭調查局查辦，檢方清查他藏匿不明

金額竟多達 3457 萬餘元。雲林地檢署今(26 日)偵查終結，依《貪

汙治罪條例》等罪嫌提起公訴，經雲林地方法院裁定 100 萬元交保

並限制出境、出海。 

        經檢方調查，口湖鄉長林哲凌自 2019 年 10 月起，利用鄉親及

養殖業者反對、陳情抗議當地設置太陽能光電系統，透過黃姓白手

套向業者收取疏通費，兩家廠商付出 750 萬元，並製作不實發票掩

護資金流向。林哲凌則將賄款交由陳姓女友人藏匿，陸續購買黃金、

外匯和股票，檢方後續清查不法賄款和不明來源所得時，發現總金

額並不僅止於起初所發現二廠商交付的 750 萬元，而多達 3457 萬

餘元。 

        雲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吳文城表示，林男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收受賄賂罪、財產來源不明等罪嫌外，同時也違反《洗錢防制法》，

今日偵查終結後起訴移審。案經雲林地方法院審理後，裁定 100 萬

元交保，限制不得出境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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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蘋果新聞網 

貪汙治罪條例第 6條之 1─財產來源不明罪簡介 

一、要件 

 公務員涉嫌觸犯本條例或刑法貪瀆相關犯罪 

 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

務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不相當，

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 

 公務員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不實 

二、刑度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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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學校教導員代收容學生「買

違禁品」遭撤職，上訴二審駁回 

 

  專案法紀宣導 

        明陽中學教導員黃益宏假

藉職務之便，數度幫收容學生購

買、夾帶青春痘藥膏、乳清高蛋

白粉等違禁品，遭高雄地檢署依

貪汙治罪條例圖利罪起訴；高雄

地方法院判黃 2 年徒刑，緩刑 5

年，支付國庫 50 萬元，褫奪公權

2 年。法務部將黃移送懲戒法院

審理，黃遭判撤職並停止任用 2 年；黃上訴，懲戒法院第二審駁回。 

        黃平時負責學生生活指導、管理和課業督導業務，並協助輔導

教師從事教化考核、性行輔導、社會聯繫，但黃從 2017 年起被發

現夾帶違禁品等入校供 4 名男學生使用，例如，2019 年 8 月間，高

三 A 班班長染皮膚病，黃將出校同學的青春痘藥膏私下挾帶給班長

使用，被認為讓班長獲得市價 100 元的不法利益。同年 8、9 月間，

班長利用懇親會的時候，請黃去好市多買 2 罐乳清高蛋白粉，黃買

完後分裝在 4 包夾鏈袋內帶給黃。不過委託黃到好巿多買乳清高蛋

白粉的不只班長 1 人，王姓、鄭姓學生也都指名購買，兩人各付 1

萬 6 千元、7600 元。 

        法務部認為，外界送入物品、獎勵收容學生方式和禁用物品都

有明確規範，黃卻收受收容學生、親友交付的現金代購，破壞矯正

風氣，懲戒法院則認為黃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也違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應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職務」、「公務員不得假借權

力，以圖他人之利益」規定，戕害人民對公務員的信賴，為維護公

務紀律，有懲戒必要，一審判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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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消息防治宣導 

 

一、 背景 

        通訊群組與社群平台近期流傳一則訊息，宣稱：「疫苗並非

來自天然，疫苗是人工製品，包含危險與有毒物質，有害的物質

包括：水銀、鋁、甲醛、動物物質、生物病毒，每次接種疫苗，

正在把藥性物毒物放進體內。查證疫苗內含材料，就可以列出疫

苗有多大毒害。」，此傳言至少在 2016 年就開始流傳，且有多

種版本，其中一版本以文章的形式流傳，並宣稱：「疫苗的『局

部抗菌劑』中含有水銀，會影響孩子童腦部發育、危害人體」、

「疫苗含有鋁，會影響人體的免疫力，長期以來會導致腦部發炎、

神經系統疾病」、「疫苗含有甲醛，甲醛是致癌物，會引致癌症、

器官衰竭，甚至死亡……、疫苗中含有動物物質，是把其它生物

的基因注射入人體，可能導致人體基因結構改變，已有專家指出

這種疫苗與人類癌症」、「疫苗中含有動物病毒，可能把其他動

物的病毒，透過疫苗傳播到人體內，導致人體感染其他動物的病

毒，然後把變種的病毒由人傳播給人」等。 

        網傳文章同時宣稱：「比爾蓋茨 Bill Gates 公開坦言：「疫

苗是他最心愛的殺害兒童，使地球人口銳減的好方法！」比爾蓋

茨：「世界上目前有 68 億人口，未來會上升至 90 億人口，目

前我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利用新推出的疫苗，醫療計劃、更新

醫療服務，我們可以令人口銳減，比現有人口減少 10-15%」」

等。 

網傳「疫苗並非來自天然，包含

危險與有毒物質……」、「比爾

蓋茲公開坦言：疫苗是殺害兒

童，使地球人口銳減的好方

法……」為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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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查核結果 

(一) 經查核中心檢索，找到《路透社》、《美聯社》等媒體對此

英文版傳言的查核報告，此傳言扭曲、誤解比爾蓋茲 2010

年在 TED 發表的演講。比爾蓋茲在當時的演講中指出，全

球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是因為人口增長，而疫苗、醫療保健、

生殖健康服務等方面如果做好，能提升兒童存活率，進而降

低出生率，可降低 10%或 15%的人口增長率，並不是主張

用疫苗殺害人。 

(二) 根據專家及疾管署的說明，少數疫苗含有的硫柳汞

（Thimerosal）是一種乙基汞，作為保存劑，乙基汞不會在

人體累積而且可被代謝，每劑疫苗含量並符合國家規範，目

前無科學證據顯示疫苗的硫柳汞對人體有害，與一般認為對

人體有害的甲基汞不同。 

(三) 根據專家及疾管署的說明，部分疫苗須加佐劑增強免疫反應，

鋁鹽是常被使用的佐劑，但「鋁鹽」並不是「鋁」，而是鋁

的離子，其在疫苗成份微量，不會在人體堆積，因此不會傷

害神經系統或導致腦部發炎。 

(四) 根據專家及疾管署的說明，有些疫苗在製作過程中會使用甲

醛，目的在於把細菌殺死，不過製作完成的疫苗幾乎不會殘

留甲醛，且不是每種疫苗都會使用甲醛來殺菌，例如輝瑞

/BNT、莫德納、AZ、嬌生等 COVID-19 是採用基因重組技

術，就沒有用甲醛。 

(五) 根據專家說明，目前所知疫苗並無牽涉到動物基因，打到人

體也不可能引起基因改變，而且疫苗研發過程都需要監測，

製作時亦會有滅菌過程，故不會有感染性物質的問題。 
 
 
 

資料來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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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社群媒體詐騙猖獗，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金管會)成眾矢之的。金管

會指出，從 2020 年至今，相關的反

詐騙宣傳已進行三波，包括 2020 年 6

月、8 月、2021 年 6 月，都有大型的

宣傳活動；金管會今年 5 月 13 日、6

月 1 日、7 月 29 日、8 月 13 日也都

發稿提醒投資人注意。 

        但金管會也表示，金管會是行政

機關，並無搜索權限，只能在接獲不

法檢舉、有具體事證時移送內政部、檢調單位。 

        近期各式冒用名人名義發送簡訊、LINE 推薦飆股的詐騙案激

增，從年初的國泰投信董事長張錫、理財教母林奇芬、財信傳媒

董事長謝金河、財經專家夏韻芬等財經名人的名號陸續被盜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證期局)表示，對於金融詐騙

的現象一直有關注，證期局 7 月底時才剛統計上半年金管會接到

的詐騙檢舉案件就多達 96 件，但目前沒有投資人因此遭受損失，

只能再度呼籲投資人在投資國內外有價證券前要「停、看、聽」，

以免受騙。 

        金管會強調，平日會督導證交所對證券市場的查核與監試，

若有不法情形，一定要保障大眾權益。若有接獲檢舉也會移送內

政部、檢調單位，需要金管會協助提供資訊時也會辦理。 

        金管會表示，民眾遭詐騙若有具體事證會協助轉調查局、刑

事警察局等相關單位偵辦，「不會不受理」，會共同打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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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詐騙猖獗 金管會連七波

宣傳反制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