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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衛福部台南醫院陳

姓技術員，2013 年起辦

理院內的機電設備採購

案，涉嫌多次收賄護航

廠商，到了2020年間才

被人檢舉。台南地檢署

調查後，初估犯罪所得逾 110 萬元，依貪污罪起訴，刑事部分仍

在台南地院審理中。職務部分，懲戒法院認為違失情節重大，日

前判陳員撤職，停止任用公務員 2 年。 

        陳國和擔任台南醫院總務室技術員，負責該院機電設備採購、

外包合約廠商監工等業務，2013 年至 2020 年任職期間，涉收受

賄賂及不正利益總計 110 萬 3700 元，並曾在標案未對外公告招

標前，先後以電話及 LINE，將招標文件洩露給廠商。  

        台南地檢署接獲檢舉，指揮廉政署調查，陳員到案承認犯行，

並繳交犯罪所得 110 萬 3700 元。檢察官認定他觸犯貪污、偽造文

書、洩密等罪，提起公訴，現在台南地院審理中，該案另移請懲

戒法院審理。 

       懲戒法院認定陳員除觸犯刑罰法律外，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規

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要旨，屬於執行職務的違失行為，情節

重大。合議庭審酌陳員行為次數、所得不法利益、犯後態度等情

狀，判其撤職，停止任用公務員 2 年，可上訴。 
 
 

台南醫院技術員採購舞
弊，撈 110 萬元卻丟了
鐵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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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走收容人保管金 5000 元，監

獄替代役男涉貪被起訴 

 

  反貪案例宣導 

     2020 年 10 月 13 日黃

姓男子在基隆監獄戒護科服

替代役期間，處理周姓收容

人入所時 9570 元保管金，黃

男卻心生貪念A走 5000元。

周收容人事後發現數目不

對，向獄方反映，引爆此貪

瀆案。基隆地檢署近日偵結，依涉犯《貪污治罪條例》起訴。 

        起訴書指出，黃男 2019 年 11 月 11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3

日止，於基隆監獄戒護科服替代役負責輔助行政相關勤務。在辦

理新收周姓收容人交付保管金時，按實登記先收取收容人之 9570

元，卻在周男離開後抽走 5000 元，登記簿上將 9 改成 4，再直接

並蓋上承辦人職章；隨後依程序上報，導致獄政管理系統錯誤登

錄金額為 4570 元。 

        周姓收容人在收到保管金存摺後，驚覺少了 5000元，立刻向

管理人員反映，案件因而曝光，並移請廉政處調查，黃男事發後

坦承 A 錢，並繳回犯罪所得，也與被害人達成和解。 

        檢察官認為，黃男在監獄服替代役，有法定職務權限，屬於

授權公務員，因此 A 錢所涉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罪責，但考量他犯

罪所得未超過 5 萬元，且犯後態度良好，請法官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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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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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賦能領航未來，誠信法遵躍升國際 

 

  廉政新訊 

       法務部今年結

合科技部於 10 月 6 

日，在新竹科學園區

舉辦「110 年外商及

企業誠信論壇」，以

當前科技業高度關注

的「營業秘密」為核

心議題，邀請產、

官、學界提出專題分享及與談。論壇採實體與同步直播方式舉行，

現場參與外商企業及線上觀看人數達數百人，活動圓滿。 

        本次論壇由法務部蔡清祥部長、科技部吳政忠部長、本署鄭

銘謙署長、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王永壯局長、台灣美光晶

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中華區周世筑智權訴訟策略長、台灣積體

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方淑華法務副總經理暨法務長、新竹地方

檢察署郭永發檢察長、陽明交通大學林志潔教授、美國在台協會

(AIT)博百戰(Patrick Boland)經濟官、台灣美國商會蔡而復總監、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李金恭理事長等貴賓出席，

及數十家企業之法遵代表到場共襄盛舉。 

        在綜合座談中，與會貴賓針對「落實法遵及風險管理對企業

經營之影響」、「企業社會責任 CSR 對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性」

及「營業秘密與企業誠信交互影響觀點」等議題進行交流，透過

舉辦論壇建立對話平臺，促進公私部門成為誠信經營的策略聯盟，

俾利共同營造優質的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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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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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CDC 公布 COVID-19

疫苗的成分，有甲醛 /福馬

林、胎牛血清、人類二倍體

成纖維細胞、非洲綠猴腎細

胞、丙酮……等」為錯誤訊息 

 
 
 
 

假消息防治宣導 

 

一、 背景 

     通訊群組與社群平台近期流傳一段文字： 

「CDC 公布 COVID-19 疫苗的成分 

第一頁：甲醛/福馬林劇毒緻癌物。胎牛血清從懷孕母牛的胎中提

取。人類二倍體成纖維細胞來自流産胎兒。非洲綠猴腎細胞攜帶

SV-40 緻癌病毒。丙酮損害腎、肝、神經。大腸杆菌。豬圓環病毒

1 型 DNA。人類胚胎肺細胞來自流産胎兒。 

第二頁： 

溴化十六烷基三甲铵損害肝、心血管、中樞神經。倍他丙内酯腐蝕

性有毒化學緻癌物。氫氧化鋁、磷酸鋁、鋁鹽神經毒素。硫柳汞神

經毒素。聚山梨酯 80&20攜帶鋁、硫柳汞、病毒⋯使其侵入血腦屏

障。戊二醛消毒劑、有毒化學品。」 

二、 查核結果 

(一) 經查核中心檢視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網站並比對傳

言內容，發現兩者並不相同。網傳內容並不是美國 CDC 公

布的新冠疫苗成份表，稱「美國 CDC 公布新冠疫苗成份」

為假借冠名。 

(二) 經查核中心檢視 CDC 網站及採訪專家1結果，傳言所列的成

份「甲醛/福馬林、胎牛血清、人類二倍體成纖維細胞、非

                                         
1 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員周彥宏、國立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長謝奇璋、長庚大學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

心主任施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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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綠猴腎細胞、丙酮、大腸桿菌等」等，不是新冠疫苗使用

的成份，而是其他傳統疫苗所使用的賦形劑或製造過程會使

用的材料或添加物，僅有一項成份聚山梨醇酯80，是嬌生疫

苗採用的賦形劑，且聚山梨醇酯 80 是普遍使用於化妝品、

冰淇淋等日常用品和食品中的界面活性劑，在疫苗中的含量

少、安全性高，攜帶物質進入血腦屏障的可能性低。 

 

 
 
 
 
 
 
 
 
 
 
 
 
 
 
 
 
 
 
 
 
 
 
 
 
 
 
 
 
 
 
 
 
 
 
 
 
 
 
 
 
 
 
 
 
 
 
 
 
 
 
 
 
 
 
 
 
 
 
 
 
 

資料來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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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35 歲陳姓男子利用疫情期間，民

眾多待在家中上網，在臉書上鎖定涉

世未深的學童散布「免費贈送遊戲帳

號」訊息，誘騙提供手機門號及驗證

碼，就免費贈送遊戲帳號，再以行動

支付形式盜刷購物，上網轉賣商品，

不少孩童信以為真，拿著父母的手機

操作傳訊。 

        經台北市刑警大隊調查，陳男取

信被害人騙取關鍵資料後，以行動支

付 APP 盜刷購物，再將商品上網轉

賣，每次約得手 3000 元，學童家長收

到帳單才知道被盜刷；陳男 5 個月下來不法所得達 17 萬元，初查

至少 8 人受害。 

       北市刑大 8 月間持搜索票前往雲林縣陳男住處中搜索，在陳男

身上查獲少量安非他命、作案用手機等證物；他坦承有吸毒習慣，

又無業，缺錢花用，才會把腦筋動在網路詐騙，警詢後依詐欺、

毒品罪嫌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檢方令陳男 2 萬元交保。 

        警方表示，防疫期間民眾從事網路活動機會大增，不法分子

也藉機行騙，民眾利用網路購物、交易時應更加謹慎，切勿提供

個資給他人，也不要點選來路不明的廣告、連結；小額付費機制

雖然簡便，仍存在風險，建議關閉小額付款功能；若遭遇類似受

騙情況，可先請電信公司及支付平台止付，以免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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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家長注意！缺錢毒蟲專騙學童 

小額支付盜刷得手 17 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