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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治視窗

作者 蔡嘉容律師

    伊曼與阿麗結婚後生了三個小孩，在部落裡工作機會比較少，為了養家，伊

曼決定離開部落外出工作。因為伊曼只有國中畢業，為了掙比較多的錢，於是

看到路邊有塊牌子，上面寫著要找臨時工，伊曼很興奮地報名，而且順利到 A

工地從事板模工的工作。不料，有一天伊曼在工作中不慎從鷹架上掉下來，左

腿骨折，醫生指示要休養半年。伊曼有聽人家說在工作中受傷可以算是職業災

害，可以向雇主請求補償。於是伊曼便向 A雇主請求，但 A雇主卻說他把板模

的工作再轉給小包 B先生，而伊曼是 B先生找來的，有問題應該找 B先生負責，

A雇主對伊曼在法律上是不用負責的。但經過伊曼的查證，B先生並沒有為伊曼

投保勞保，而且也沒有錢可以賠，伊曼真的束手無策自認倒楣了嗎？

    本事件伊曼在工作中不慎從鷹架上掉下來左腿骨折，須休養半年，伊曼如何

主張權利，須視鷹架設施有無違反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而定，若鷹架設施無

違反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則伊曼可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及第 62條之

規定向雇主 A及小包 B主張職業災害之損害補償，蓋所謂職業災害勞動基準法

並未加以定義，而勞動基準法與勞工保險條例均為保障勞工而設，勞動基準法

所規範之職業災害與勞工保險條例所規範之職業傷害具有相同之法理及類似規

定，應可類推適用勞工保險條例有關職業傷害之規定，故本件勞工伊曼於工作

中不慎從鷹架上掉下來致左腿骨折，應可認定為職業災害。

    依勞動基準法第 62條第 1項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如有再承攬時，

承攬人或中間承攬人，就各該承攬部分所使用之勞工，均應與最後承攬人連帶

負本章所定雇主應負職業災害補償之責任。而本件A雇主將板模工程轉包予B，

則 A與 B均為本件工程之承攬人，對於本件伊曼所發生之職業災害均應負連帶

補償之責任，故伊曼可向A及 B請求連帶補償。

    伊曼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之規定，勞工受傷得請求之項目，雇主應補償必需

之醫療費用，故伊曼於受傷期間所支出之必要醫療費用雇主應予補償。又勞工

在醫療期間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而伊曼於本件職

業災害發生後，經醫師診斷為須休養六個月，於該期間均不能工作，勞工得向

雇主主張給付該不能工作期間之原領薪資。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之規定對

於勞工應負無過失責任，即不論雇主對於職業災害之發生是否有過失，對於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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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均應負損害補償之責任。

    又若雇主對於本件事故之發生於鷹架設施有違反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則：

（一）伊曼可依民法第 184條相關規定主張之損害賠償，而依該規定主張損害

賠償須雇主有故意或過失，故勞工須舉證證明雇主對於鷹架設施之缺失有故意

或過失。（二）伊曼得依民法第 184條之規定請求醫療費用，並得依民法第 192

條之規定請求醫療期間不能工作之薪資損失， 即得請求休養期間六個月之薪資

損害，並得依民法第 195條之規定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但若伊曼於該事件

發生與有過失，雇主得依據民法第217條規定，主張過失相抵，以減輕其責任。

廉 政 法 令 宣 導廉 政 法 令 宣 導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三讀通過 為利益衝突迴避

制度開創新的里程碑         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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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修正草案於 107年 5月22日經立法院

三讀通過，本法自 89年公布施行迄今已近 20年，整體時空背景與本法最初制

定時已有相當差異，故外界對於本法規範內容迭有檢討聲浪，尤以司法院大法

官第 716號解釋宣告本法相關規定應儘速通盤檢討改進，法務部經全面通盤檢

討後擬具修正草案。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公職人員之範圍，將較具有利益輸送之虞之職務納入規範

    現行本法之適用對象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一致，本次修正予以脫鉤，將

較具有利益輸送之虞之職務納入本法規範範圍，例如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

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等均

納入規範。

二、 擴大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範圍，將與公職人員具有財產上及身分上利害

關係者納入規範

    本次修正將與公職人員具有財產上及身分上利害關係者納入公職人員之關

係人之規範，例如公職人員、其配偶或二親等內親屬擔任負責人、董監事之營

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各級民意代

表之助理等。

三、明訂非財產上之利益定義，以資明確適用

    參考近年來相關違法案例態樣明訂非財產上之利益，包含任用、聘任、聘

用、約僱、臨時人員之進用、勞動派遣、陞遷、調動、考績等人事措施。

四、修正自行迴避、申請迴避及職權迴避之規定

    修正公職人員自行迴避、利害關係人申請迴避、機關職權令其迴避之程序，

並增列應將迴避情形定期彙報。

五、明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請託關說之禁止規範

    明訂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人員請

託關說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六、增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為補助或

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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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第 716號解釋意旨，增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

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機關為補助或交易行為禁止之例外規定，例如依政府

採購法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或交易等，因較無不當利

益輸送之疑慮，故例外排除之；並增列依公告程序辦理之交易或補助等，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應事前揭露及機關團體應事後公開身分關係之規定。

七、增列受調查機關之配合義務

    為利違反本法案件之調查，增訂受調查機關之配合義務及違反義務者之裁

罰。

   本次修正旨在要求公職人員執行職務遇有利益衝突情事時，應避免瓜田李下，

以減少執行職務時公器私用或利益輸送之機會，並使防止利益衝突之手段更符

合比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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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別跟這些 LINE ID做朋友！--65組詐騙 LINE ID將公布在 165官網、165反

詐騙APP、165 書粉絲專頁及臉 165LINE反詐騙宣導群組等管道，歡迎進行 詢查 ！

                                        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65反詐騙網

站

    

    你還在加陌生人的 LINE ID私訊購物嗎？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告訴你，千萬

別和哪些LINE ID做朋友或買東西！

    究竟這些歹徒是如何透過 LINE進行詐騙的呢？歹徒首先透過盜用民眾的臉

書帳號，然後透過盜用之臉書帳號張貼「朋友的通訊行新開幕，熱門 iPhone手

機活動價限量優惠中，詳情請加 LINE：a09XXX」，許多民眾看見是從朋友臉書

張貼出來的訊息，都不疑有他，馬上加入那位「陌生人（歹徒）」的LINE，互

加好友後歹徒就會告訴民眾手機是限時優惠，如果不先匯款，就要將機會讓給

下一位幸運兒，許多民眾深怕跟千載難逢的機會擦身而過，都會立即匯款，而

民眾將匯款明細拍給歹徒後，歹徒還會很好心的告知將立即出貨，然而，滿心

期待的民眾過了幾天後卻仍然苦等不到商品，再次透過 LINE回撥或詢問，才發

現歹徒不讀不回，早已將這位「好友」給封鎖了。

　　刑事警察局經民眾檢舉發現這種詐騙手法後，已持續彙整相關的 LINE ID

函文給 LINE 公司，期和 LINE 公司朝共同防制詐騙犯罪的方向一起努力，而

LINE公司也十分重視此類詐騙案件，希望提供使用者更安心的聊天空間。

　　為避免更多民眾上當受騙，刑事警察局並於 165 官網、165 反詐騙

APP、165臉書粉絲專頁及 165LINE反詐騙宣導群組公布「千萬別加好友」的詐

騙LINE ID，並每日進行更新，讓民眾能夠即時掌握哪些LINE ID就是詐騙販賣

手機帳號，刑事警察局亦呼籲各位民眾，看見臉書好友張貼熱門手機活動優惠

價，千萬別急著加入上面的 LINE ID，務必提高警覺進行查證，同時查看該帳

號是不是就在所公布的詐騙帳號之中。如民眾發現假藉販賣手機手法的詐騙

LINE ID，亦請儘速向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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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案件中不當公開底價等應秘密資訊案例及因應措施

                                           改編自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教育宣導案例

一、案例類型：

    政府採購案件開標過程中，曾發生主持人洩漏底價或其他依據政府採購法

第 34條第2項足以造成限制或不公平競爭之案例類型略如以下：

(一) 洩漏應保密之廠商投標文件案

甲機關技正 A具有公務員身分，依政府採購法第 34條第4項規定，對於

廠商投標文件，除供公務上使用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竟利

用其負責辦理工程類採購案件決標後執行業務之機會，將案外人乙工程

顧問公司所投標採購案件時檢附服務建議書洩漏及交付予投標廠商負責

人 B。技正 A所為涉犯刑法第 132條第 1項之公務員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罪。案經法務部廉政署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二) 誤認廠商報價進入底價，逕行宣布底價

    102年 3月間，乙機關辦理採購案開標作業，該案廠商報價月單價高於乙機

關底價，惟主持人誤認廠商報價低於底價，進而逕行公開底價宣布決標。

嗣主持人發現疏失後立刻聲明廠商報價未進入底價，並依政府採購法第

48條第 1項第 2款宣布廢標，但本案底價已由在場人員知悉，違反政府

採購法第 34條第 3項規定，案經乙機關考績會決議核予申誡處分乙次。

(三) 廠商報價低於底價70%保留決標，不慎宣布底價

101年間丙機關於辦理採購案開標時，因其中最低價投標廠商報價低於丙

機關核定之底價70%，丙機關開標主持人與業務單位討論後，決定依政府

採購法第 58條規定，宣布保留決標請廠商於期限內提出書面說明後始公

布底價，惟主持人於宣布保留決標時不慎說出底價，全案經甲機關考績

會決議申誡 1次處分，並經法務部廉政署以違反刑法第 132條第2項移送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四) 超底價保留決標，未決標前宣布底價案

甲機關辦理 101 年度採購案開標作業時，因所有投標廠商之標價均高於

底價，經需求單位表示，有辦理政府採購法第 53條最低標價超過底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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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逾預算數決標之緊急採購必要情事，故主持人宣布保留決標，惟因不

熟稔採購法令，誤以為須當場告知底價，以免最低標廠商對本案未能決

標而存疑，在承辦人建議下，主持人遂當場公布底價，致有違反政府採

購法第 34條第 3項規定底價於決標前應予保密之情事。

三、 建議因應措施：

(一)機關平時即應宣導政府採購法等相關保密規定，並加強，或定期聘請

熟稔採購法之講座舉辦專題課程，請開標主持人、採購承辦人或監辦

人員參加相關教育訓練，以充實開標主持人或相關人員之專業知能，

避免因一時疏失或經驗不足，造成違規洩密情事。

(二)機關得針對採購案件主持人開標作業程序，研擬「開標主持人開標流

程圖及注意事項」，置於開標室提供主持人參考，以防洩漏底價情事

發生。

網購食品資訊五花八門，定型化契約內容愛注意！

                                           摘錄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消費資(警)訊網頁

    近年來由於網路購物方式方便快速，除了生活用品外，消費者也常在網路下

單購買食品，然而網路購物無法直接看到產品實體，消費者僅能依業者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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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精美圖片或宣傳文字，作為購買之參考依據，因此衛生福利部前訂有「食品

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維護消費者之

權益。該部為配合「消費者保護法」已將「郵購買賣」一詞修訂成「通訊交

易」，於 106 年 12 月 25 日公告修正該定型化契約名稱為「以通訊交易方式

訂定之食品或餐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該應記載事項部

分規定內容修正重點如下：

一、 通訊交易之定型化契約應載明企業經營者之資訊，如名稱、代表

人、事務所或營業所及電話或電子郵件等通訊資料和受理消費者申訴之

方式。

二、 以法定度量衡單位或其代號標示之內容物之淨重、容量。

三、 企業經營者就其與消費者所訂立之契約，應依契約內容履行，且

企業經營者就消費者訂購程序，應提供確認機制。 

    以通訊交易方式販售食品或提供餐飲服務之業者，應依法完整揭露企業經

營者及商品等資訊，並使消費者清楚了解產品內容及其消費權益。另外消費者

網購食品時可把握「看」、「查」、「慎」、「取」四原則： 

一、「看」─睜大眼睛看內容：仔細詳閱商品之內容物、數量與淨重規格

及企業經營者之食品業者登錄字號等資訊，避免落入圖片及文字陷阱。

二、「查」─手機平板查資訊：若無法於頁面揭露完整內容，可掃描業者

提供之二維條碼(QR code)查詢更多資訊。

三、「慎」─謹慎思量再下單：下單前應留意訂購商品之種類、數量和價

格，及商品交付期日與交付方式，並提供交付地點供消費者選擇。 

四、「取」─取貨檢查要當心：收到商品後應儘速檢查包裝是否完整，及

內容物是否有短少或腐敗情形，若有瑕疵時應即時通知企業經營者。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17條第 6項規定，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者，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如企業經營者拒絕、規避或阻撓主管機關所為之調

查者，可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食品藥物管理

署提醒消費者，下訂單前應審慎審閱定型化契約內容，如有發生消費爭議時，

可撥打「1919」全國食品安全專線，或向各縣市政府消保官或衛生局洽詢協助。

醫院裡的那扇窗
有兩個人都生了重病，住在同一間病房裡。

其中一個人，每天下午可以在病床上坐起一小時，以便排除肺部的積水，

他的病床靠著病房唯一的窗戶，另外一個人必須整天平躺在病床上。

兩個人整天聊個不停，聊妻子與家人，聊房子與工作，聊當兵與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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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小品



每天下午，靠窗的人在坐起來的時候，會向室友寒喧幾句，把窗戶外的景

象一一描述出來，另外一個人也開始靠著這個小時，經由外面的活動與色彩，

讓自己的世界變得更開闊、更有生氣。

從窗戶看出去，可以看到一座公園，裡面有一個美麗的湖，鴨子與天鵝在

水面上，孩童在駕駛玩具船，年輕的情侶在繽紛的花叢裡依偎，遠處可以看到

美麗的城市地平線。

靠窗的人在描述的時候，巨細無遺，另外一個人會閉起雙眼，想像這幅美

麗的景象。

在一個溫暖的下午，有一隊遊行經過，靠窗的人開始描述起來，另外一個

人卻聽不到樂隊聲，但是他可以看，在他心裡的眼睛裡，看到靠窗的先生口中

的話語。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一天早上，日班護士進來準備洗澡水，發現靠窗的人

已經失去了生命，在睡夢中平靜安詳死去。護士很難過，醫院人員隨後把屍體

移走。

不久，一切似乎恢復正常，另外一個人問護士，是否可以移到靠窗的病床，

護士欣然同意，在確定病人舒適後，隨即離去。

另外一個人忍著痛，用手緩緩撐起自己，想看看外面的真實世界。

他緩慢而勉強的轉頭，看到的卻是一面白色的牆壁。

他問護士，他那位亡故的室友為什麼要把窗外描述的這麼五彩繽紛。

護士說道，這位室友是個盲人，是看不到牆壁的，「或許他只是想給你打

氣」。

收場白：姑且不管自己的情況，給別人帶來快樂，也會帶給自己莫大的快

樂。

~~~同悲會讓悲傷減半，同樂卻會讓快樂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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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反賄選宣導及多元檢舉管道



檢舉貪污，經法院判決有罪，獎金最高新台幣      1,000      萬元

「法務部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多元管道　熱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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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身舉報」方式：署本部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

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事項。

二、「電話舉報」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三、「投函舉報」方式：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10099國史館

郵局第 153號信箱」。

四、「其他」方式：

(一)傳真檢舉專線為「02- 2381-1234」。

(二)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gechief-p@mail.moj.gov.tw」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檢舉專線：0800-025025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政風室廉政服務專線：07-

7354964、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

「ethice@mail.klsi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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