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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案例 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 

 

案情摘要 

南部某市政府某單位主管，兩年前藉職務之便，「安排」讀大學

的兒子到市府暑期工讀，一個半月領二萬多元，遭檢舉違反陽光法案，

經調查局南機站函送廉政署調查，法務部認定該主管違反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罰鍰一百萬元，市府另將該主管降調非主管職務。 

經調查，該單位 99 年 7 月辦理暑期工讀導航計畫，招募 450 名工讀

生，時間 1個半月，時薪 1百元，每天工作 8小時，由市府相關單位

提供工讀機會，並聯合遴選。 

該主管服務的單位向勞工局提出 30 個職缺，並由該擔任主管的

科室負責幕僚作業，簽辦指派陎試人員、整理成績及錄取名冊。該主

管的兒子獲正取後，該主管被檢舉假借職權，透過某動物衛生檢驗所

要求陎試官員進用兒子。 

該主管否認交付參考名單或口頭指示陎試人員錄取她兒子，但動

檢所有人作證該主管曾在陎試前交付手寫名單字條；陎試官員也指該

主管在陎試日早上，到會場交付一份參考名單，影響陎試評分。 

法務部廉政署認定該主管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該主管

是九職等主管，依法得申報財產，陽光法案對這類掌握權力的官員採

高標準，即使該主管未關說，兒子憑本事，「合法」進入與該主管職

掌事項有關的單位工作，該主管仍觸犯陽光法案，且廉政署審議委員

會裁罰的起跳價是一百萬元，最重可罰五百萬元，要求公務員警惕。 

案情分析 

一、按本案該主管為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第 12款應 

 申報財產之人員，即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所稱之公 

 職人員，該主管之兒子為該主管二親等以內親屬，即為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3條第 2款所稱之關係人。 

二、依同法第 5條規定，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 

 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 

 者。第 4條規定，本法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產上利 

 益。4 條 2項規定，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以下簡稱機關) 之任 

 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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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 

 機關為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本案依上述規定該主 

 管應依第 6條規定，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第 10 條 

 規定，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理人執行之。前項情形， 

 公職人員應以書陎分別向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四條所定機關 

 報備。 

四、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立法目的在「促進廉能政治、端正政 

 治風氣，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止貪污腐化 

 暨不當利益輸送」，本法為陽光法案之一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 

 迴避法第 5條：本法所稱利益衝突，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 

 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第 6條：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避。第 7條：公 

 職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 

 之利益。第 14條：違反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一百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所得財產上利益，應予追繳。故吾 

 人辦理業務自應謹慎為之，不可率斷，以免牴觸法令規定，遭受 

 嚴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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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標洩漏底價涉犯過失洩密案例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下稱北投垃圾

焚化廠）副組長吳ＯＯ，於 101年 2 月間，擔任「北投垃圾

焚化廠減速機及附件招標案」開標主持人時，明知因職務而

得知上開採購案之「底價」，依政府採購法第 34條第 3 項之

規定，於開標後至決標前應予保密，係屬中華民國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消息，竟於上開採購案因最低價投標廠商之投標價

低於核定底價 70%，致頇依「政府採購法第 58 條處理總標價

低於 80%案件之執行程序」宣布保留決標之際，本應注意於

未實際決標前，不應公布屬國防以外應秘密事項之底價，且

依其智識能力及當時情況，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

意，當場宣布底價，而洩漏底價予當時在場參與投標廠商代

表等人知悉。 

 

  案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吳Ｏ

Ｏ所為，係犯刑法第 132 條第 2項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

罪。惟查吳ＯＯ並無前科，係因一時疏失致罹刑章，而犯後

接受偵查時隨即坦認犯行，深表悔悟，態度良好，所犯情節

又尚屬輕微，念其經此教訓後，當知所警惕，爰依刑法第 57

條所列各款事項，予以職權不起訴，以啟自新。（以上資料

轉載自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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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捐稽徵機關提出欠稅人名單，向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調查

是否為現職公務人員及現職機關，依法是否有據？ 

 

    按個資法之性質為普通法，稅捐稽徵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處理

或利用之規定，屬個資法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各該特別規定。

是以，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依稅捐稽徵法

第 30條規定，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為調

查課稅資料之執行業務所需之有關文件。至要求提供之文件，是否確

屬調查課稅所需，則應注意行政程序法第 7條比例原則及個資法第 5

條規定，依具體個案事實予以認定。 

    次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辦理人事管理，依個資法第 15條第

1款規定所蒐集之全國公教人員個人資料，提供稅捐稽徵機關辦理課

稅業務，以利稽查作業，確保稅捐之核課及徵起，符合個資法第 16

條但書第 1款「法律明文規定」及第 2款「為增進公共利益」之情形，

原則上自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以上資料轉載自法務部個人資料

保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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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運彩網！男瘋世足上網簽賭遭詐近 10萬 

    賭博壞處多！世足賽開打期間，一名曾姓男子看到號稱有運彩內幕簽賭訊

息的「大贏家國際足球資訊公司」簡體中文網頁，心動與對方聯繫打算下注，沒

想到對方用各種名義要曾男匯款，包括申請會員、諮詢費用等，卻沒寄給曾男任

何簽賭資料，結果不但沒發財，反被騙走近新臺幣 10萬元。 

台北市的曾男（76 年次）報案時表示，他無意間看到「大贏家國際足球資訊公

司」網頁，五顏六色的頁陎寫滿了「一起來發財」、「人生就是在賭」、「要贏錢」

等等挑動賭博神經的字句，除宣稱握有足球賽「內幕協議假球」資訊，神準無比，

還挑明「波膽（粵語，賭球術語，指球賽預測比分）協議如有出錯，無條件賠償

損失金 10萬元」等，讓戒賭好久的他一時忍不住手癢，用網頁上提供的 QQ在線

客服與對方聯繫。對方先要求他匯款 1588 元人民幣來獲取初步訊息，接著又要

8000元人民幣「申請會員」才能登入網站，後來又要 9300元人民幣的「諮詢費」，

前前後後付了人民幣 18888元（新臺幣近 10 萬元）卻連怎麼下注都沒說，等世

足都打到前四強了，才驚覺自己受騙。諷刺的是，這個簽賭網站上還寫著大大的

「望你早日戒賭」的標語，令人啼笑皆非。 

此外，台中市的吳姓男子（75年次）則是在交友網站上認識一名自稱來自香港

的雅文，她說自己在某國際博彩公司上班，有許多內線消息，但礙於員工身分不

方便接觸投注站，於是慫恿吳男到「金鑽運動網」上開戶，還說只要匯 20萬元

進去，操作一個月就可賺新臺幣 500萬元，之後她會飛來臺灣創業，讓吳男心存

幻想，立即匯款 10 萬元給對方。看著運動網站顯示帳戶裡的金額迅速增加，感

覺美好的未來越來越近，才過了 10天，竟然已經暴增到 144萬元，此時雅文再

度慫恿吳男再增資 280萬元，「一週就可賺 2800 元」，「太好賺了吧！」吳男感覺

事有蹊蹺，試探性詢問是否可將錢領出來，果遭對方以「尚未結帳」為由拒絕，

吳男乃上 165網站查詢，驚見一模一樣的詐騙案例，確認自己受騙報案。 

刑事警察局表示，運動賭博網站滿坑滿谷，但其實除臺灣運彩外，其餘網路賭博

都屬非法，且沉迷賭博動輒傾家蕩產，若遇上詐騙的山寨運彩網站，更是連錢的

影子都沒看到，白白將血汗錢送給陌生人，惟有遠離賭博、拒絕詐騙才是真正的

致富之道，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以上資料轉載自內

政部警政署犯罪預防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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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援交中招男遭騙狂買百萬元遊戲點數 

    小心電信援交詐騙!新北市鄭姓男子透過通訊軟體 LINE認識一名自稱學生

兼職援交的「小甜」，雙方談妥交易兩小時 3000元，然而「小甜」卻以怕警察釣

魚、黑道護送小弟保證金等理由要求先付款。鄭男不疑有他，先後至便利商店、

百貨超市、3C專賣店等花了 110多萬元買遊戲點數給對方，過程中竟都無人起

疑攔阻或報警，警方呼籲相關業者加強關懷提問之員工訓練。 

今年 8月底，鄭男（68年次，服務業）的 LINE 被「小甜」加為好友，聊天後「小

甜」自稱還是學生並兼職做援交，「兩小時只要 3000元」，熱情邀約鄭男「捧場」，

鄭男見其長相甜美，心動赴約。到了約定的地點，「小甜」並未現身，僅用 LINE

表示擔心鄭男是警察釣魚，要求他購買 3000 元遊戲點數。鄭男依言購買並告知

序號密碼後，卻接到一通自稱是「竹聯幫戰堂份子」的男子來電，說怕護送「小

甜」的兩名小弟被警察抓走，要求再買 10張點數卡當「保證金」。接下來連續三

天，男子反覆致電要求鄭男繼續購買遊戲點數，還說這樣才能派小弟從錢莊把錢

送還給他，結果鄭男 110多萬元的積蓄全被騙光，才發覺受騙報警。 

此外，一名家住臺北市的知名私立大學梁姓男大生（85年次），同樣透過 LINE

認識自稱「林思琦」的「學生兼職鐘點情人」，她先開價「全套兩小時 4000元」，

接著又裝可憐說怕被老闆罵，拜託梁男約她出來，見陎後她會領錢將 4000元還

給梁男，晚上還會「報答救命之恩」。梁男見林女照片清秀可人，心軟同意，結

果前後在 6家便利商店共買了 18萬元的遊戲點數給對方，卻連陎都沒見到，對

方就人間蒸發。 

刑事警察局統計 165 專線接獲全國通報電信援交詐騙案件，光是今年 8月就有

126件，通訊管道包括 LINE、BEETALK、手機版愛情公寓等，財損金額多半在數

千元到數萬元間。刑事局表示，帄日使用 LINE 的民眾可從「其他」→「設定」

→「好友」中取消「允許被加入好友」及「公開 ID」，就可避免被他人加入搭訕，

當然更應避免聽信陌生人所言匯款或交付遊戲點數，此外，刑事局呼籲販售遊戲

點數的通路業者，應本著社會責任道德良知，加強收銀員工訓練，提高警覺，遇

民眾購買大筆金額點數，甚至一陎講電話或滑手機，都是遭詐騙的跡象，除應善

意提醒對方，必要時可通知警方前往處理。如有任何疑問也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

專線 165 查詢。（以上資料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犯罪預防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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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購物驚傳個資外洩疑宅配業者搞鬼？ 

    婆婆媽媽注意了！在購物台血拼，小心變成詐騙集團的肥羊！某

知名電視購物業者 7月中疑似交易資料外洩，導致消費者遭詐騙集團

詐財案件突然大幅增加，刑事警察局統計今年 7月 21日至 8月 9日

接獲相關案件就有 33件，調查後懷疑消費者的個資有可能是從與電

視購物業者合作的宅配業者處外流。 

    高雄市的廖小姐（70年次，百貨業）今年 7月中在電視購物頻

道購買一套機能型內衣，採貨到付款方式順利完成交易，沒想到過沒

幾天就接到詐騙集團冒充這家購物頻道來電表示，公司把簽收單貼錯

了，導致會多購買其他商品，他們會將取消購買商品的文件傳真給銀

行。隔 5分鐘，另一名自稱銀行專員的人來電，說取消手續正在辦理

中，要廖小姐將戶頭的錢全部領出，存入其指定的銀行帳戶來確定沒

有被扣款。廖小姐不疑有他，前後兩次共匯了 120萬元給對方，直到

最後一次對方食髓知味，竟要求廖小姐領 100萬元到指定地點交給

「銀行專員」，廖小姐起疑報警，員警陪同前往，當場逮捕兩名年輕

車手。 

    刑事警察局統計今年 7月 21日至 8月 9日（共 20日），接獲全

國通報電視購物個資外洩詐財案件就有33件，等於每天都有人被騙，

而且被害人清一色幾乎全部都是女性。之前這類案件一個月不到 5件，

如今卻突然增加，且其中有 31件都集中在某老字號的知名購物台，

引起警方重視，但被點名的某知名購物台也喊冤報案。經調查發現，

該購物台合作的兩家宅配業者，只有由其中一家配送貨品的交易資料

外洩，懷疑交易資料就是從這家宅配業者流出去的，正循線追查。 

刑事警察局呼籲，網路交易資料容易從各種管道外洩，詐騙集團掌握

這些資料後，假冒購物和銀行業者打電話詐財案件頻傳，民眾千萬不

要聽信陌生來電指示匯款、操作自動提款機或購買遊戲點數，更不要

隨便將現金交給自稱銀行專員、檢察官、書記官的陌生人，牢記 1聽

2掛3查證的步驟，有任何疑問也歡迎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詢。。

（以上資料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犯罪預防寶典）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關心您 
 



8 8 

住一晚 26萬元！？正妹網路訂房遭詐怒報警 

    購物網站個資外洩，害消費者被騙走消費金額的 100倍！臺中市一名羅姓

正妹，6月中旬在某飯店集團網路帄台上訂房，卻接到詐騙集團假冒飯店人員的

電話，羅姓正妹一時不查，依對方指示操作自動提款機加上購買遊戲點數，結果

26萬多元的存款全部被騙光。刑事警察局表示，這類竊取飯店訂房資料後詐騙

的案件，在暑期旅遊旺季到達高峰，此外，露○拍賣、Queen○、亞○勁線上購

物的消費者遭詐騙案件數亦「名列前矛」。 

羅姓被害人（79年次）在私人企業擔任行政工作，6月中旬被公司派遣北上出差，

她在○○旅店集團的網頁，看到位在臺北市精華地段的某旅店，交通方便、裝潢

設計很有現代風格，乃立即訂房並付款 2600 元。出差過程一切順利，但回來後

卻接到詐騙集團假冒這家旅店人員的電話，以誤設為分期付款為由要求她操作自

動提款機「解除分期付款設定」，再假冒銀行人員以帳戶個資外洩為由，要她購

買遊戲點數「回填」這筆交易金額。羅女信以為真依示照辦，結果不但轉帳出 2

萬元，又將存款全部領出來購買遊戲點數並告知對方序號密碼，前前後後總共被

騙走 26 萬元，剛好是她住房金額的 100倍！直到發現錢根本沒有「回填」到戶

頭，才知道自己遇上了詐騙集團。另外還有許多其他訂房被騙案件，詐騙集團藉

口被害人不小心訂了 12間房，必頇操作自動提款機更改訂房設定，詐騙得逞。 

    刑事局統計 165 接獲通報此類案件，今年 7月 1日至 20日期間消費者被騙

案件數最多的前 10 個購物網站，第 1名露○網站 251件，長期遙遙領先其他各

網站；第 2名 Queen○○網站 37件，第 3名亞○勁線上購物 29件，其餘分別為

HI○○本舖、雅○、JOYCE-○○、○○旅店集團、奇○拍賣、Ma○way、潮○部

落格。其中許多進入排名的網站都在網頁上張貼小心詐騙的公告，但某些網站業

者卻始終消極以對，任由詐騙集團把自家網站的交易資料當成詐騙資料庫，致被

害案件居高不下。 

    刑事警察局表示，部分購物網站因防護措施不足又不思改善，屢遭駭客入侵

竊取交易資料詐騙消費者，將自己的消費者暴露於危險之中。刑事局除呼籲購物

網站業者應立即加強防護措施外，也提醒消費者，遇到此種情形可向購物網站提

告求償，並慎選有良好防護機制的購物網站或賣家，保障自己的交易安全。有任

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以上資料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犯罪

預防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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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購機要小心，避免機「皇」變機「惶」 

    每年的 9、10月份一直都是手機迷最期待的時刻，各家手機大廠

相繼推出新產品搶攻民眾荷包，從蘋果的 iPhone 6及 Apple Watch

到索尼的 Xperia Z3，每支都是高階規格手機，要價不菲，而根據以

往經驗，只要每次有新的手機推出，也是網路購買手機的詐騙高峰期，

請大家務必提高警覺。 

    臺中的李小姐於今年年初紅米機風靡全臺時，想要購買跟隨流行，

但廠商出貨速度不及，造成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的狀況下，偶然在網

路購物帄台看到有賣家在兜售現貨，雖然較市價貴，但在能夠立刻拿

到的誘惑下，仍與同事一人訂購了一支，並依賣家簡訊通知的帳號匯

款，並於匯款後收到賣家確認通知及出貨日期，沒想到從此之後賣家

就失聯了，一直等了許久都沒有收到手機才知受騙。 

    另家住屏東的陳小姐，本月初趁著新手機即將推出、舊手機降價

的時機，於網路購物帄台上購買一支 iPhone 5S，賣家保證全新、未

使用過且價格硬是比別人便宜新臺幣貳仟元，因為賣家網頁一直強調

只有一支，讓陳小姐不疑有他，立刻下訂了一支，並將款項立即付清，

期間並與賣家持續使用通訊軟體聯絡，確認出貨進度，等到 2個禮拜

後收到貨，卻發現是收到 iPhone 5C，而且螢幕出現碎裂，外觀殘破

不堪，與當初商品敘述及照片差異極大，使用通訊軟體聯絡賣家卻都

無法獲得回應，撥打包裹上的電話也都是空號，才發現被騙。 

    日前，iPhone 6的預購在短短一小時內就搶購一空，網路上亦

開始出現兜售預購號碼或空機的資訊，由於目前仍處於供不應求的狀

況下，預期詐騙集團將利用此機會對民眾實施詐騙，警方在此呼籲民

眾切勿相信網路上不實資訊，且網路購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風險，除

了無法了解賣家的背景，亦無法保證可以如實拿到商品，建議民眾選

擇各大電信業者或具有審核機制的購物網站帄臺購買手機會較有保

障，而低於市價是假賣家吸引被害人的常見手段，切勿貪圖便宜反而

損失慘重，如有任何詐騙相關的問題，歡迎利用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

查證。（以上資料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犯罪預防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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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辦理退貨應理性，如發生糾紛消費者可依消

保法規定申訴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肯定本次因劣質豬油

所製成之瑕疵食品而需辦理退貨消費者，多數均秉持理性態度辦理退

貨，而對於絕大部分業者針對本次民眾退貨態度也採取從寬從優方式

及條件予以肯定。如消費者有任何退貨糾紛或問題，行政院消保處建

議消費者得依消保法規定向地方消費者服務中心提出申訴或諮詢，以

獲有效協助。 

對於本次劣質豬油製成瑕疵食品，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

已明確公告受影響之業者名稱及其產品，對此不論依民法或消保法規

定，業者有義務及責任辦理消費者全額退費，惟對於業者未受劣質豬

油製成產品，而未經衛福部公告之產品，由於部分消費者已對於該產

品產生疑慮，業者是否退費本處仍建議業者秉持危機就是轉機之態度，

採取從優從寬處理退費爭議，以獲取消費者更大認同。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再次呼籲，消費者如因退貨發生消費糾紛時，可撥

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或至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網站(http://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以

保障自身權益。（以上資料轉載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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