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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花蓮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醫療組  

     主任貪汙判刑四年十月 

   莊○○係自民國 100 年起至 105 年 9 月 19 日止間擔任花蓮

縣衛生局慢性病防治所（下稱衛生局慢防所）護理師兼任醫療組主任〃

負責綜理結核病防治業務；黃○○係自 100 年 12 月 1 日起擔任衛

生局慢防所護士迄今〃負責採購案件之擬定及執行等業務〃負責綜理

結核病防治業務〃2 人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

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

務員。李○○係自 104

年 7 月間起至 105 年

3 月止〃擔任衛生局慢

防所行政關懷員〃負責

協助正職人員辦理業

務。 

      詎莊○○於 104 年 8 月、9 月期間辦理「家戶衛教指導手冊」

及「肺結核防治宣傳海報」等小額採購〃明知承攬之遠○公司尚未依

契約履約〃竟基於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指示遠○公司先行開

立發票〃並指示經辦人李○○、驗收人黃○○持之向防治所辦理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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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致花蓮縣衛生局之不知情承辦人予以核銷進而分別撥款採購金

額新臺幣（下同）5 萬 9,850 元、8 萬 0,053 元與印刷廠商〃足以

生損害於衛生局慢防所有關家戶衛教指導手冊撥款之正確性。莊○○

另於 104 年 10 月間〃明知上開宣傳海報採購案已無印刷之必要〃竟

基於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要求遠○公司開具統一發票〃

並指示經辦人李○○、驗收人黃○○持之向防治所辦理驗收、核銷〃

俟花蓮縣衛生局將採購金額 1 萬 2,600 元撥款至遠○公司帳戶後〃

莊○○遂親至遠○公司表示該採購案尚未定案〃要求該公司交付前揭

金額〃因而詐得採購金額 1 萬 2,600 元。 

      案經本署調查後認事證明確〃移送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辦〃

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業由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判決莊○○犯行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公文書及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罪〃應執行有期徒刑

肆年拾月〃褫奪公權 2 年〃沒收部分併執行之；黃○○共同犯行使公

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貳年；李○○

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

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更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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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員貪汙案提起 

     公訴 

    葉○○係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服務中心（下稱訓就中心）

就業服務員〃其自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起〃負責鳳山就業服務站

轄區〃辦理有關僱用獎助金案件〃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緣葉○○至鳳山就業服務站任職後〃曾向其胞弟即○○○公司負

責人葉○維提及亟需爭取特定資格勞工僱用獎助員額績效。詎葉○維

為協助其胞姐葉○○達成績效目標〃明知所屬員工梁○○自 106年 3

月起〃已在該公司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並非實際失業勞工〃與僱獎補

助規定不符〃竟與葉○○共同基公務員於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

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之犯意聯絡〃以轉為正職員工為由〃先由

葉○維要求梁○○簽署求職登記表等相關文件〃完成形式上求職登記

之程序〃復由其胞姐葉○○在系統內登錄虛偽推介紀錄〃使鳳山就業

服務站人員誤認梁○○具有獎助資格〃進而同意開立僱用獎助介紹卡〃

而葉○維配合佯稱該公司於 106 年 11 月起〃以月薪計酬雇用梁○○

擔任全時員工。葉○維為掩飾梁○○僅擔任部分工時員工之事實〃另

準備專為申請僱用獎助之考勤卡〃並指示公司會計按日代打卡〃製造

02 



 

4 

 
全時工作假象之差勤記錄〃並製作不實之薪資表等資料。嗣後〃葉○

維再檢附上開不實核銷文件〃據以向鳳山就業服務站申領僱用獎助金

計新臺幣 6 萬 5 仟元〃使該就業服務站審核人員誤認梁○○符合規

定〃進而同意核款 5 萬 2 仟元(其中 1 萬 3 千元未遂)。 

      全案經本署調查後〃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

偵辦〃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檢察官認葉○○、葉○維等姐

弟 2 人係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

取財物及刑法第 213 條、第 210 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

嫌〃予以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夫妻之間，你的就 

     是我的? 

案例故事 

老吳在某市政府擔任科長〃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是屬於應辦

理申報財產的人員。103 年底〃老吳申報財產時〃漏報了配偶李菁菁

所有的 1 筆土地、2 筆建物〃以及新臺幣 230 萬 2,500 元銀行存款〃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相關規定〃涉嫌故意申報不實〃因而被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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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罰鍰 12 萬元。老吳相當不服〃提起訴願後遭到駁回〃於是向高等

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老吳詳細地向法院提出如下說明。首先〃漏

報的土地、建物和存款帳戶所有人都是老吳的配偶李菁菁〃而李菁菁

並不是申報人〃也不是有申報財產義務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發生錯

誤〃並不是他有意申報不實〃也不是李菁菁故意誤導所致。況且〃老

吳和李菁菁先前已經依照民法的規定〃書面約定採「分別財產制」。 夫

妻財產既屬分別所有〃且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應可免除配

偶財產的申報義務。再者〃《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要求的申報財

產範圍〃除了申報義務人財產外〃也包含申報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

財產。但夫妻是獨立的人格體〃夫妻間相處自以相互信賴、互相尊重

為基礎〃且老吳目前和配偶李菁菁分居中〃正在進行離婚訴訟〃又如

何能取得配偶財產的明細資料呢＜ 政府一方面推行「性別主流化運

動」〃強調兩性平權、夫妻互敬互諒〃一方面又要求財產申報人尉配

偶所提供的財產申報資訊〃採取懷疑的態度〃要求每筆財產都必須以 

登記簿或向金融機關查詢的方式〃才能作為申報依據〃前後顯有矛盾。

自此〃老吳主張在兩性平權的法律架構下〃夫妻雙方就其財產各自擁

有獨立使用及管理權限〃不僅就配偶的財產原無申報義務〃縱令予以

申報〃亦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信賴配偶所提供的財產資料。 老

吳的主張有道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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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點  

夫妻雙方在財產所有、管理或處置上〃享有何種權利＜若夫妻已約定

「分別財產制」並向法院登記〃或夫妻分居、正在進行離婚等民事訴

訟〃是否可免除配偶財產之財產申報義務＜ 

解析  

《CEDAW》第 15 條強調政府應賦予婦女與男子同等之法律行為能

力〃並特別指出應給予婦女簽訂契約與管理財產之平等權利。第 16

條則明定政府應消除婦女在婚姻及家庭關係中之一切歧視〃且配偶雙

方在財產所有、取得、 經營、管理、處置方面〃不論有償或無償〃

均具有相同之權利。 我國《憲法》第 7 條以及《民法》夫妻財產制

之修正〃在法律制度上賦予婦女就其財產管理與支配之權利〃揚棄昔

日男尊女卑或妻以夫貴之傳統習俗〃使得婦女得以充分行使財產權並

享有人格尊嚴。現行《民法》之夫妻財產制相關規定〃除非夫妻以書

面約定「共同財產制」〃否則夫妻財產不論婚前或婚後〃原則上均由

各自所有〃並擁有獨立之管理權限〃已逐步落實兩性平權之宗旨。然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所有之前項財產〃應一併申報。」〃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簡字判決意旨〃財產申報義務僅要求公職人員誠實申報財產〃

未干涉個人財產之管理、處分權〃亦與夫妻財產制度無關〃是公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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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與其配偶〃即使各自有私人財產且自行管理〃仍應據實申報〃至申

報人「尉配偶財產無法查證」之問題〃衡諸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立

法目的與「夫妻間財產查詢之便利性、可能性」〃原則上應由申報人

自行解決。 因此〃本案例中〃老吳依法就配偶的財產仍負有申報義

務〃但若因與配偶感情不睦等原因〃確有無法申報的正當事由〃應依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個別事項第 20 點〃於申報表備註

欄敘明理由〃並在受理財產申報機關（構）實質審核時提出具體事證。

(本案例事實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簡字判決) 

                                              資料來源:  法務部廉政署   

     貸款不成反遭詐！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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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 165 專線發現〃有歹徒利用取名與國內金融機構名稱極其相似

公司(如板○立銀及玉○國際等)〃透過手機簡訊、社群網站或傳單等

媒介〃吸引急需申辦貸款之民眾進行洽詢〃並以「保證申辦」及「無

薪資證明亦可申辦」等作為號召〃最後不僅未取得貸款款項〃甚至房

屋遭抵押或背負高額利息〃請務必提高警覺。                            

                                         資料來源： 內政部警政署 

 署   《國家機密維護》重點 

     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 

一、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二

條第二項規定向（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提出申請〃如進入大

陸地區〃並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條

例)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屬兩岸條例第九條第四項各款人員之身分者

〃進入大陸地區返臺後〃應依同條例第九條第五項規定向（原）

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通報。 

三、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受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手段〃致有違反國

家機密保護法或相關法令之虞〃應立即通報（原）服務機關、委

託機關。 

四、涉及國家機密人員應確實遵守相關法令規定〃不得從事妨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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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或利益之活動〃應注意維護國家機密〃嚴防洩漏我方重大公

共建設、產業、科技資訊（如國防、科技資訊等）〃並尉境外人

士之要求應提高警覺。 

五、涉及國家機密人員調離職務時〃應將所保管之國家機密〃逐項列 

    冊點交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員或檔案管理單位主管。 

國家機密維護措施 

一、辦理國家機密文書之簽擬稿、繕印打字時之廢件、或誤繕誤印之

廢紙及複寫紙等〃應由承辦人即時銷毀之。不能即時銷毀時〃應

視同複製品〃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第十八條規定保護之。非經權責

主管人員核可〃不得攜出辦公室外。 

二、如有必要使用電子通信工具商談、傳遞國家機密公務時〃應使用

政府權責主管機關配發之保密裝備〃嚴禁以行動電話或未加密之

普通電話等未經政府權責主管機關核發或認可之通信、資訊保密

裝備或加密技術商談、傳遞國家機密。 

三、國家機密之保管方式如下： 

 (一)國家機密應保管於辦公處所；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二)國家機密檔案應與非國家機密檔案隔離〃依機密等級分別保管

。 



 

10 

  (三)國家機密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 

     並裝置密鎖。 

 (四)國家機密為電子資料檔案者〃應以儲存於磁（光）碟帶、片方 

     式〃依前三款規定保管；其直接儲存於資訊系統者〃須將資料 

     以政府權責主管機關認可之加密技術處理〃該資訊系統並不得 

     與外界連線。 

四、為防制無關人員接近或獲取國家機密資料〃其存置場所或區域〃 

    得禁止或限制人員或物品進出〃並為其他必要之管制措施。 

                                              資料來源:  法務部廉政署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政風室檢舉專線 

    公務員行為有悖公務員服務法或有關法令規定事項。 

    違反行政革新或端正政風行動方案事項。 

    施政缺失及行政效率欠佳事項。 

    假冒法務部矯正署所屬名義招搖撞騙事件。 

受理檢舉專線電話：04-23891775 

      傳真機號碼：04-23810446 

        郵政信箱：臺中嶺東郵局 29-29 號信箱 

        電子郵件：tcpn@mail.moj.gov.tw 

mailto:tcpn@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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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報馬仔 

國慶煙火施放!! 高屏溪舊鐵橋屏東端的河濱公園〃觀賞長達 42 分鐘 

高空煙火。 

預計於 10 月 10 日當晚 7 時 40 分至 8 時開始施放，屏東縣政府將比照

台灣燈會的 Intel 無人機表演，為煙火秀創作專屬音樂相互搭配呈現。

另，今年台灣設計展 10 月 5 日起至 10 月 20 日期間，於屏東縣盛大開

展。 

國慶晚會 !! 預定 10 月 9 日在桃園青埔的高鐵站前舉辦。  

【108 國慶主視覺設計理念】 

攜手世界 台灣耀飛 

如箭頭般往右上前進的雙十符

號，象徵台灣追求進步的腳步

不曾停歇。好，還要更好。 

奪目的大地綠，展現台灣人的

積極、活力；搶眼的熱情紫，

秀出台灣的友善、好客。 

繽紛的輔色藍、靛、黃、橘，

如同這片孕育我們的土地，包

容多元聲音，造就無限可能。 

2019 Taiwan Forward 

一起接軌世界 閃耀國際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讚國慶、今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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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國際型旅遊活動 !! 

2019 三義國際木雕藝術節

2019-10-10~2019-10-13  

  苗栗縣三義鄉廣盛村廣聲新城 88 號 

 

2019 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2019-10-10~2019-10-20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北路 1 號、中學路 1

號、中學路 4 號 

 

日月潭騎響花火音樂嘉年華 

10 月 19 日(六)19:00  

   南投縣魚池鄉 

 

故宮亞洲藝術節—泰國月

2019-09-28~2019-11-04  

   國立故宮博物院 嘉義縣太保市

故宮大道 888 號 

 

2019 西藏藝術節  

2019 年 10 月-12 月  

  臺北市大安區青田街 8 巷 3 號、臺

北市信義區仁愛路 4 段 5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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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臺灣自行車節

2019-06-01~2019-12-31 

  全台多點 

 

高雄左營萬年季

2019-10-10~2019-10-13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 

 

2019 台灣設計展

2019-10-05~2019-10-20  

  屏東縣屏東市台糖街 66 號 

 

2019 爵士音樂節

2019-10-11~2019-10-20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 163-1 號 

 

 

亞洲賞鳥博覽會

2019-10-15~2019-11-15 

  嘉義縣布袋鎮海興街 6 號 

          資料來源：臺灣觀光年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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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列活動正式啟航 

廉潔寶寶邀您一起搭「誠」 

呼應及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預防措施中所倡議之反貪腐教

育工作〃並使外界瞭解本署持續推動廉潔教育向下扎根的用心

與決心〃本署於本（108）年綜整全臺各政風機構 30 項具有

特色的廉潔教育宣導計畫〃並統籌規劃辦理「廉潔教育校園宣

導專車系列活動」〃

主視覺設計取其

專車意象之形式〃

搭配具代表性的

廉潔寶寶人偶〃開

往北部、中部、南

部、東 部及離島

各地〃並擇定於臺

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 雄市、臺東縣及

澎湖縣等 8 個主要活動場地停靠〃同時串連全臺各政風機 構

之廉潔教育校園宣導資源及亮點成果展出；本系列活動之首站

（含啟航活動）在新北市市民廣場舉辦〃由本署陳副署長榮周

出席並邀請新北市陳副市長純敬、教育局蔣副局長偉民、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曾局長燦金及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曹副

司長翠英等貴賓出席〃於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前共同鳴笛〃

宣示本系列活動正式啟航＝首站啟航活動特別邀請臺北市、新

北市、基隆市等約計 500 位學童一起參與〃現場有經濟部、

交通部、財政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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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基隆市

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及澎湖縣政府等 13 個政風機

構精心設置富有廉潔教育意義的闖關遊戲〃另有「閰小妹」、小

海龜「強強」、神獸「廌寶寶」、蜜蜂「嗶啵」、陽光寶寶「小風」、

「高通通」及熱

氣球「T 寶」等 

7 位廉潔寶寶人

偶在現場與大家

同樂〃期藉由活

潑生動、寓教於

樂的互動學習〃

讓學童們體會廉

潔誠信的真諦。接下來的各站活動中〃本署也將結合不同地區

或機關所舉辦的相關活動資源〃發揮創意及巧思〃將廉潔誠信

教育融入學童的日常生活概念中。 廉政署誠摯邀您共襄盛舉〃

為創造乾淨透明、廉潔誠信的生活環境而努力。 

國防部台南場(2019/10/05)〃

攤位名稱為「廉政讚鬥營」〃闖

關遊戲名稱為「廉政出操去」〃

以充滿國防部特色之遊戲方式〃

使學童瞭解貪污之嚴重性〃並延

展尉全民國防之認識。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國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