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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宣導  

 

違章建築處理大隊查報員假議長特助詐欺財物案 

 

壹、事實概述   

甲係某市違章建築處理大隊（下稱違建隊）查報員，於

101 年 7 月間藉職務之便於建案工地執行查報違建業務時，交

付自製之紙條給工地主任乙，並請其轉告公司負責人丙與紙內

記載市議會議長丁服務處之陳特助聯繫，並於丙與陳特助（即

甲佯裝）聯繫時以「賠償甲因執行查報公務遭驚嚇之衝突事件」

為由索求財物，嗣因丙於數日後與另一議員談及此事，並經該

議員洽丁查證後，發現並無陳特助此人，該議員即向違建隊反

映此事。 

甲身為違建隊查報員，竟利用機會茲生事端，再假冒本市

議長丁特助之身分，意圖使丙交付不法利益，案件經偵查結果

檢察官以甲犯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 15 之詐欺財物未

遂罪嫌於 102 年 6 月提起公訴。 

 

貳、懲處（戒）情形 

（一）懲處（戒）原因及結果：就甲涉嫌於查察本市違建工地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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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本市市議會議長特助身分詐取財物之行為，經該局政風

室簽陳機關首長核可後，提請考績委員會審議，依公務人員

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規定，決議予以記

大過一次之懲處處分。 

（二）相關法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2

目：「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次記一大過：違反紀律或言行不

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或誣陷侮辱同事，有確實證據者。」 

參、廉政小叮嚀 

（一）違建查報員因其查報工作主要包含違建查報、勘查、認定等

事項，故多需至現場勘查，與民眾有較多接觸機會，因此除

對相關法規應充分瞭解，並更應嚴守應有紀律及言行，始得

樹立民眾對公務員之信任及使公務員於人民心中有更佳的

專業、誠信及清廉形象。 

（二）甲本於職責應依法行政、誠實清廉，惟因貪念，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而藉職務之便行詐欺之實，終東窗事發，致使

被提起公訴及記過，除影響甲未來公務生涯及人生規劃，更

損及民眾對公務員及公部門的清廉觀感，深值身處公部門的

各位深思警惕！！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

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

元以下罰金。」第3項：「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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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法律 

 

在上訴期間過了之後，能不能再上訴？ 

◎作者/朱坤茂    漫畫/陳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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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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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專區 

 

違法查詢資料洩漏機密遭判刑 

壹、案情概述 

一、甲、乙、丙等人分別為稅捐單位之稅務員，為依據法令從

事公務之人員，緣起於該等有共同友人丁以徵信社為業，

自八十三年間起，丁均以傳真或電話方式通知，用被查詢

人身分證字號等資料，請甲等代查個人財產資料，再由甲

等利用職務上操作電腦終端機之機會，或利用同事離開座

位未關電腦之際，將建檔儲存於電腦中之待查對象個人財

產資料，以身分證字號叫出後，再將資料交付或傳真回覆

予丁，丁每月委查數十件不等，每件支付甲等人報酬新臺

幣二百元不等，丁則將查得資料轉交委託調整之客戶，並

收費牟利。 

二、本案經地檢署指揮偵辦，偵查終結以甲、乙、丙與丁係共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對於主管之事務直

接圖利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外之

密秘密罪嫌，依共同正犯提起公訴。本案經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更一審判決，丁處有期徒刑一年三月，甲、乙、

丙共同連續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圖利及對於非主管或監

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圖利，均各處有期徒刑二年六

月，遞奪公權兩年；甲、乙、丙之所得財物並予追繳沒收。 

貳、研析 

一、甲、乙、丙等人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明知個人財

產資料係屬國防以外之機密，非因機關公務所需，不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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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調取，竟利用職務之便提供相關業者牟利，除嚴重影響

公務人員形象外，更誤導民眾以為只要有管線即可取得機

密資料。 

二、少數公務員法令觀念薄弱，保密警覺不足，致同事可任意

使用他人電腦，或取得開機密碼，使密封喪失應有之防護

作用。 

參、檢討分析 

戶政、地政或其他類如警察、稅捐、電信等機關人員係

依據業務職掌經管公務機密資料，理應恪遵作業規定，予以

保密，不得洩漏於外，即或在人情困擾下，亦不得破例，否

則民眾權益及個人隱私勢將受損，坊間多有徵信業者從事錄

音、跟蹤、查址、尋人等業務，平時為包攬生意，打探隱私，

勢必透過種種方式或管道向公務經管單位取得相關資料，文

中某甲將查詢代號洩漏予乙，雖屬基於私人之情誼，亦已觸

犯相關法條，如係期約收賄，則必獲從重量刑，上開案例足

堪身為公務員者戒。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檢查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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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專區 

 

砸窗疑雲 

壹、前言 

公務機關屬於開放式服務場所，範圍廣闊且通常無圍牆防

護，且出入口、死角眾多，假日巡邏門禁管制不足，民眾可在

廳舍周圍自由進出或逗留，惟可規劃增設監視器及辨識警報效

能、強化死角區域安全、請保全人員加強巡邏頻率，並關心非

上班時段逗留、徘徊、行為舉止異常的民眾，將可能的危險因

子降低，確實保護機關安全。 

貳、案例摘要 

正值母親節假期，正午的太陽照得路面熱氣蒸騰，公園、

廣場裡嬉鬧的孩子窩在家中吹冷氣，人們都躲到百貨公司、大

賣場、餐廳與家人歡聚母親節，周邊道路塞的水洩不通，有位

機車騎士頂著大太陽行經快樂市市政府車道，突然拿出一塊石

頭猛力砸向市政府帷幕玻璃，「砰」的一聲砸出一個大洞，顯

然他過得不快樂。這聲響並沒有引起巡孚的警察注意，該騎士

一溜煙跑了。下午三點，巡邏員警發現一樓快樂館的玻璃被砸

破，緊急通報警察隊長及相關部門到場處理，經調閱周遭監視

器，發現該機車騎士涉有嫌疑，迅速將相關資料送交警察局調

查。隔日，快樂派出所來電「男子阿泰因工作不順遂，領不到

薪資，目前人在派出所陳情，且表示他心情很差，將再到市政

府砸玻璃洩憤，若再找不到工作且相關機關不積極協助處理，

將帶汽油和番仔火至市政府門口自焚，目前人由派出所離開，

請勤務同仁落實勤務，加強巡邏管制。」至此，砸毀玻璃真相

始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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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案例研判，疑係勞資糾紛使民眾心生不滿，乃砸玻

璃引起注意，希望政府相關機關介入關心。機關玻璃帷幕未裝

設警報器、未有護欄或圍牆等阻絕設施、警察維安巡邏頻率不

足、中央監控室未有危安預警等，致廳舍假日安全出現漏洞。

為避免類似情事，各級機關及學校應建立假日安全維護控管制

度為妥，不因假日而鬆懈管制。另各機關並應建立完善之監視

系統及人員辨識管理機制，加強安全維護宣導事宜。 

參、結語 

機關安全猶如飄渺的空氣，時時環繞在機關同仁四周，承

平時期安全維護工作似乎微不足道，在危安發生時是能有效降

低機關損害的作用。防範危安事件之發生，貴在「弭禍於未萌、

防患於機先」，除各機關應積極掌握狀況事先通報外，全體員

工並應發揮協助處理的功能。安全維護是具有層次變化的工

作，而潛在危安人員之生理、心理等情狀頗為複雜，可能會因

機關人員的及時介入，使危安事件不會發生或不再擴大。對辦

公廳舍之巡邏安檢應予重視，並提升廳舍死角及高風險區域之

管控，多一分預防就少一分損害。本案凸顯機關維安巡檢問

題，值得作為機關安全維護工作之借鏡。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清廉臺中電子報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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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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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騙宣導 

 

透過臉書下訂禮券好便宜？小心遇到騙子！ 

一、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發現，歹徒會利用折扣優惠，吸引民眾

一次性大量購買禮券(包含全聯、新光三越、SOGO 百貨、

超商等)，提醒您，勿於臉書社團購買來路不明票券，有需

要仍應至官網或可信賴的購物平臺購買，始得保障個人消費

權益。 

二、建議各位朋友，可使用趨勢科技「防詐達人 LINE 官方帳

號」，只要將可疑訊息傳送或回報給防詐達人，便可幫忙您

自動揪出惡意訊息連結，減少受騙機率，避免成為詐騙集團

的肥羊。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詐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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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騙宣導 

 

警方提醒：兌換外匯建議至合法設立之金融機構，切勿透過

不知名網站換匯，避免得不償失~ 

金管會統計，假合法的外匯交易平臺在 2008 年到 2019 年初計

有 28 件檢舉案，但若以 2016 年到今年初的近三年多來看，僅四件

檢舉案，即近年已有減少的情況。不過若在網路上搜尋「外匯交易

平臺」，仍是有多家號稱「合法」、「值得信賴」的外匯交易平臺，

可供投資人進行交易，金管會表示，近期有投資人來金管會檢舉，

透過這類平臺從事外幣保證金交易，事後申請出金，卻沒有辦法取

回款項，且聯繫台灣的代表人也聯繫不上，因此希望金管會協助拿

回投資的錢。 

金管會強調，這類不是經政府核准立案的交易平台，有些是交

易國外的商品，有些可能是詐騙，但因為都不是金管會主管的金融

機構，金管會除了移送檢調偵辦，也無法保障投資人的權益。 

165 反詐騙專線呼籲，兌換外匯建議至合法設立之金融機構，

切勿透過不知名網站換匯，避免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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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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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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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百科 

 

我的保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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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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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政風宣導資訊 

 

 

Sourc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bsite,  from https://www.weforum.org/ 

agenda/2010/11/end-corruption-now/ 

 
 

一、法務部廉政署 

我爆料 --- 廉政檢舉專線電話： 

(0800-你爆料-我爆料)  0800-286-586 

  傳真：02－2562-1234 

  郵政信箱：台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電子郵件信箱：gechief-p@mail.moj.gov.tw 

二、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廉政專線：0800-025-025   

三、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政風室： 

  廉政專線：（07）2299-814 

  廉政信箱：高雄郵政第 00670 號信箱 

四、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 

  檢舉專線：(07)281-8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