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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台東縣政府建設處前鄭姓約

聘員工涉嫌利用職務之便，與

廠商聯手製作登載不實的工程

督導紀錄，還洩漏參與競標廠

商名稱，遭廉政署發現涉犯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以及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案經台

東地檢署日前偵結提起公訴。 

        鄭員是在去年 2 月因洩密案遭檢方查辦，且以 10 萬元交保，

當時就已檢方列為觀察對象，去年底被解聘。起訴書指出，鄭員

2019 年 10 月 25 日偕和工程案件認識的廠商到韓國濟州島旅遊，

回國後就以廠商邱姓工地主任交予、且在「承商簽認」欄位已署

名的空白工程督導紀錄，假造現場督導製作內容不實的工程督導

紀錄，再提交縣府製成不實文書。 

        另在 2019 年 10 月 9 日上午 10 時許，向同事詢問汙水下水

道第三標第2次競標廠商名稱，並在開標前告知邱姓工地主任，涉

案遭廉政署發現，交由東檢偵辦，檢方認為鄭涉犯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文書及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2罪事實明確，日前偵結依偽造文

書、洩密罪起訴。 

 

偕廠商出遊還假造不實
督導紀錄及洩密，台東
縣前約聘員工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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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港鎮長「嗯」一聲進帳 120

萬！賣清潔隊職缺貪 750 萬，

下場出爐 

 

  反貪案例宣導 

 

雲林縣北港鎮鎮長蕭永義

2018 年當選後，為償還競選時

積欠的債務、支付上任後的紅

白帖開銷，將該鎮清潔隊職缺

以 120 萬至 150 萬元不等價碼，

透過白手套「出售」，最高法

院認定蕭男賣出 6 個清潔隊職

缺共貪污 750 萬元，判處 10 年 2 月徒刑定讞。 

        判決指出，蕭永義為了隱匿收賄，想出一套流程，他先找上開設

蔴油廠的蔡姓友人，向蔡男拿了好幾張蔴油廠的紅色名片，然後告訴

蔡男如果有人拿這名片來表示「有東西交給鎮長」，就請蔡男代收。 

       2019 年起，雲林縣府在北港鎮設置廚餘處理系統、須增加清潔隊

人力，一名里幹事為了讓輕度智能障礙的兒子當上清潔隊員找蕭男說

情，蕭表示：「妳兒子這樣，可能要『開』(台語花錢之意)。」，後來

這名里幹事有天在自己辦公桌發現蔴油廠的紅色名片，上面夾著白色

便條紙寫著「120」，她隨即找蕭男確認，蕭只回應：「嗯」，里幹事

就了解要花 120 萬元，並將款項交給蔴油廠老闆蔡男。 

        法院審理時，蕭男辯稱因為積欠債務，一時失慮才會收賄，而且

他會篩選適任者，請求法官從輕量刑。法院認為蕭永義身為地方首長，

僅因個人積欠債務就多次主動向請託的鎮民索賄，動機不良，雖坦承

犯行但始終沒有吐出犯罪所得，一、二審均依《貪污治罪條例》不違

背職務收賄罪判他 10 年 2 月徒刑，最高法院今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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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巿聯醫醫師涉圖利廠商，

懲戒減月俸 10％ 

 

  專案法紀宣導  

前台北巿立聯合

醫院杜姓醫師涉採

購案圖利廠商，一

審無罪，二審審理

中，而台北巿政府

移送懲戒，法院認

定杜姓醫師訂嚴苛

採購規格使廠商得

標，判減月俸 10％期間 1 年，可上訴。 

       懲戒法院判決指出，北市府指杜姓醫師民國 100 年到 104

年兼任影像醫學部特殊放射組主任，老達利公司 102 年間參與

醫院放射科用影像讀取儀採購案，杜姓醫師涉嫌從中設特殊規

格，以達限制競爭及護航老達利得標。 

        刑事部分，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 104 年 10 月將案件偵結，

依貪污治罪條例對於主管事務圖利罪嫌起訴杜姓醫師等；一審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109 年 9 月間，認定杜姓醫師罪證不足判無

罪，案經上訴，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中。 

       行政懲處部分，懲戒法院認為杜姓醫師訂嚴苛採購規格，

使僅老達利符合規格而得標，其他公司僅能放棄投標，有違機

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規範。 

       懲戒法院審酌杜姓醫師行為目的有利於醫院臨床醫療，及

任醫師數十年，已達退休年齡，判決減月俸 10％，期間 1 年；

可上訴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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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詐術「分手搬家、家具出

清」竄起，桃警至金融機構宣

導反詐騙 

 

消費者保護宣導 

桃園市警察局大園分局新坡派出所為加強金融機構的反詐騙觀念、

防止民眾受害，近期特別走訪轄內金融機構進行宣導，期能持續

藉由警民合作，減少詐騙案件的發生。 

大園分局指出，假交友投資詐騙的手

法屢見不鮮，詐騙集團利用帥哥美女

的頭像，並用話術讓民眾相信有保證

賺錢的投資管道，當民眾想要獲利了

結時，詐騙集團便以需要繳納稅金、

會員費等各種理由拖延給付，民眾即

使察覺受騙上當，仍為時已晚。 

此外，以「分手搬家、家具出清」為

噱頭的詐騙手法，近年來亦經常在網

路社團裡出現，賣家標榜出售 3C 產

品、精品或家具等物品，卻以遠低於

市價的金額吸引民眾上門，當賣家收

到匯款後隨即失去聯繫，讓民眾遭受

財產上的損失。警方對此也特別呼籲，

為避免遭到詐騙，投資、網購應循合法的管道才有保障。 

        為減少民眾遭到詐騙，目前警方與金融機構已組成聯繫網，

由金融機構針對大額提款、匯款民眾進行關懷提問，遇有遭詐騙

之虞者，立即通知警方到場協助勸阻，共同守護民眾財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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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消息防治宣導      

 

一、 背景 

        通訊軟體流傳一則語音，內容為一名男子自述：「我的父親八天

前確診......他的症狀輕微，80 多歲、身體狀況還好，沒有特別的嚴重症

狀......  今天確診 8 天，快篩結果還是陽性，也就是說政府規定 7 天，確

診 7 天就可以放出來是充滿風險的。我幫父親做快篩還是驗出陽性，

表示第 8 天還是有病毒，按照政府說的趴趴走、放出來，很容易會傳

染給別人。一定要注意，路上可能有很多確診，按照政府規定 7 天就

放出來，辦公室、家人，千萬保持距離，小心，要求他們持續快

篩。......我快篩今天做 2 劑，第一劑陰性，第二劑陽性，第一劑用的是

台灣做的快篩、第二劑是進口的，保守起見還是用第二劑做，嚇了我

一跳，不要輕忽......出門在外有很多帶原的，7 天就跑出來，或確診也

不管，在外面亂跑.....」。 

二、查核結果 

爭議點一、網傳「確診 8 天快篩陽性，很容易傳染給別人、要求

他們持續快篩」，專家如何解讀？ 

(一) 中華民國醫事檢驗師公會全聯會常務監事高智雄表示，新冠病毒

感染的病程，發病後 10 到 14 天就沒什麼傳染力。依傳言所述情

境，一般確診時已是接觸病毒後約 3 天，其確診 8 天意即病程是

在第 11 天，就算驗到陽性也是弱陽性，學理上來看應沒什麼傳染

力，若採用 PCR 複驗，就算驗出陽性，Ct 值可能也在 30 以上，

已不具傳染力。 

不過，高智雄說，每個人體質不同，對病毒反應不同，可能有些

人病毒排泄時間會比較長。如果病程天數差不多走完，但使用敏

網傳音檔：「我的父親確診 8

天，快篩結果還是陽性，也就是

說政府規定 7 天，確診 7 天就可

以放出來是充滿風險的、很容易

傳染給別人」之事實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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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度較低的抗原快篩檢驗仍為陽性時，無法確認是否是偽陽性或

是真陽性，也難以判斷病毒量高低及是否有傳染力。因此若確診 7

天以上，仍有症狀，且快篩還是陽性，也不排除可能是感染其他

的變種變毒，建議可以 PCR 確認。 

(二) 台大兒童醫院小兒部主治醫師李秉穎表示，快篩驗的只是抗原，

確診者在確診多日後使用快篩，就算顯示陽性，也不一定是驗到

活的病毒。通常要講有沒有傳染力，是要看病毒有沒有複製能

力。此外，快篩試劑的敏感度可能有落差，也不一定可靠。 

爭議點二、網傳現行隔離政策會有很多確診者在外面趴趴走，專

家如何解讀？ 

(一) 李秉穎表示，一般民眾的解隔標準是 7 天，風險一定有，但希望

減少對民眾生活的影響，也希望讓疫情可以快點過去。確診民眾

可以評估，如果家有染疫重症高風險族群、沒有打疫苗的人，最

好自行隔離 10 天再跟家人接觸比較妥當。 

(二) 高智雄說，現行確診者7天解隔政策確實處在界線邊緣，因確診後

7 天病毒量會大幅減少是「平均值」，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並不相同，

也不排除有些人病毒反應很強、排空病毒的時間較長。如果7天後

仍有症狀且快篩陽性，可以 PCR 確認一下病毒量狀況如何，若

PCR Ct 值低仍具有傳染力，就應再多隔離幾天，保護家人與其他

親朋好友或同事。 

 

資料來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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