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高雄雄市市政政府府工工務務局局  
Public Works Bureau,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第 110-9 期 

  

目           錄 

時事法令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及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

共同偵辦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孫○義違背職務收賄

罪，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11 年，褫奪

公權 5 年。 

 

2 

消費者 

保護專區 

兼顧民生與防疫需求 借鏡國外經驗               
打罩防疫升等安心賣場（完） 4 

反詐騙 

宣導專區 
主動加 LINE 通知涉嫌刑案？ 
「假檢警」詐騙老梗出新招   6 

公務機密 

維護視窗 
教誨師將收容人身分簿影印存放家中並隨意棄置案
（下） 8 

法令天地 行政罰法摺頁資料 9 

機關安全

維護視窗 
防火宣導 10 

編後語 多元檢舉管道 11 



 

2 

                   

                      

 

 

       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及內政部警

政署政風室共同偵辦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

察孫○義違背職務收賄罪，業經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褫奪公權 5年。 

 

 發稿日期：110 年 7月 23 日 

 發稿單位：南部地區調查組 

 聯絡人：  主任秘書馮成 

 聯絡電話：02-23141000#2004    

    

    

    孫○義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起擔任高雄市警局三線一星

督察，依刑事訴訟法、警察法及警察職權行使法等規定，對於高

雄市轄內涉嫌經營有女陪侍脫衣陪酒等色情場所，負有偵搜、調

查、取締及查緝等偵查及調查犯罪之職務，是依法令服務於地方

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孫○義於 102 年任職小港分局之駐區督察期間，因而認識在

小港區大林浦一帶經營色情場所(俗稱越南店)之業者劉○龍。劉

○龍為求減少派出所經常臨檢取締越南店而造成生意減損，便基

於違背職務行賄之犯意，招待孫○義到其所經營之脫衣有女陪侍

小吃店消費，請其向派出所進行關說以減少臨檢次數及強度。孫

時 事 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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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之犯意前往該店接受劉

金龍之招待，並於日後介紹業者劉○龍給轄區派出所所長認識，

甚至協助劉○龍轉交新臺幣 2 萬元賄賂給所長，以進行關說減少

取締。於此之後，孫○義還於短短一年期間，接受劉○龍之越南

店招待、按摩服務、招待出國越南旅遊、修繕住家鐵皮屋工程、

購買家具家電等不正利益，合計新臺幣 34 萬 8700 元。 

    本案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本署南調組廉政官

及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共同偵辦，經各單位共同實施通訊監察、

行動蒐證及金流分析，針對孫○義住家及辦公室等處所進行搜索

及扣押，均查扣到相關家具及家電等證據，並同步傳訊相關業者、

小姐及轄區派出所警務人員到案說明後，足證孫○義違背職務收

賄之罪嫌重大。案經本署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經檢察

官提起公訴，法院審理認為孫○義身為高階督察職司警察風紀，

除收受以上賄賂外，尚試圖交付賄賂 2 萬元給所長以進行關說，

影響社會風氣及敗壞警紀情節重大，且其犯罪後否認犯行、飾詞

卸責，無悔改之意，經法院衡酌相關情狀後，判處有期徒刑 11

年，褫奪公權 5年。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廉政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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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資（警）訊 

兼顧民生與防疫需求    借鏡國外經驗

打罩防疫升等安心賣場（完） 
(二)照顧身障者需求、特闢敬老時段減低感染風險 

防疫期間，為確保身障人士的權益受到保護，英國政府建議賣場的

人行通道與排隊動線應符合身障者進出其間的合理需求。也提醒有

孩童隨行的顧客，家長有責任看顧他們並提醒保持社交距離。 

    此外，為降低高齡年長者的染疫風險，本會建議，可仿傚英國

以及美國賣場的人性化安排，每周擇一特定日期，指定一段時間（或

提早營業時間），例如一小時或 90 分鐘，提供高齡年長者以及孕

婦進場購物，讓風險較大的族群，能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下完成在宅

防疫期間所需的必要購物。 

(三)宣導不必要的商品觸摸、採取不違反社交距離的顧客服務 

除了要求配戴口罩，英國也鼓勵消費者進入賣場前使用酒精或乾洗

手清潔手部，降低觸摸商品傳播的風險。為避免發生病毒傳播的機

率，也建議業者儘可能宣導顧客瀏覽購物時，若無必要切勿觸摸商

品。而疫情期間，對於可能抵觸社交安全距離的情形下，建議可以

減少或暫停某些顧客服務，例如指定較為充裕人數的員工專為顧客

提供搬運較有重量的物品，而不要讓單一員工必須與眾多客戶共同

搬運該些重量物品，以降低單一員工與顧客過多接觸的傳染風險。 

除了參考國外的防疫經驗，台灣部分賣場也應推出各自的防疫措施，

並提供同業借鏡。 

增設自助結帳櫃檯 提供充足的酒精消毒設備 

消 費 者 保 護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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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帳櫃台的安全社交距離，除應在消費者之間落實外，還應實施及

於與結帳人員間的距離。國內目前已有業者在櫃檯區域建置透明隔

板或者透明簾避免病毒傳播，也有業者落實結帳商品掃描區的消毒

清潔工作，這些措施均值得業者借鏡。此外，業者近年紛紛增設自

助結帳櫃檯服務，固然係為節省人力，但是因為可以減少人際接觸，

在加強自助結帳區消毒密度的作業下，應該也是一項可以強化防疫

效果的措施，建議業者可擴大設置，以達到分散人流，降低病毒傳

播的機率。 

    而消費者最常接觸的購物籃及購物推車等公用設備，除仰賴業

者應固定消毒維持衛生，本會建議賣場應提供充足的酒精或自動消

毒設備，供顧客自行使用，以防業者例行消毒未能完全落實的闕

漏。 

呼籲消費者 

最後，台灣疫情仍處緊繃狀態，建議民眾外出採買前，宜事先做好

功課，例如出門前預先擬定採購清單，在最短時間完成目標性購買，

捨去貨架前比價或揀選的購物習慣，降低接觸病毒的機會。外出時，

應配戴口罩並攜帶隨身用酒精或消毒紙巾以備不時之需，更不妨採

用行動支付工具，避免碰觸紙鈔、零錢。完成採買後，可在家中或

陽台處設置消毒作業檯，將作業檯區分未消毒與已消毒區域，一邊

放置買回來的東西，擦拭、消毒完成之後，再放到另外一邊。調味

料、果醬、清潔用品可直接擦拭瓶罐，有雙重包裝的食物，例如早

餐麥片，直接丟掉紙盒、取出內包裝，減少病毒殘留外包裝的風險。 

    疫情期間，政府有責任協助賣場經營者制定更為安全的防疫策

略，賣場經營者也應確保第一線員工貫徹賣場防疫指令，以維繫顧

客信任，呼籲政府與業者一起來，打造可長可久的防疫升等購物環

境，即便面對疫情考驗，業者與消費者共同合作，依舊可以雙贏！ 

 

（本文摘自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頁/消費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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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加 LINE 通知涉嫌刑案？ 

「假檢警」詐騙老梗出新招 
 

    110 年 8 月初，臺中市 1名 60 多歲的陳女士接到 1通陌生的

LINE 訊息，對方表示自己是地方法院陳主任，大頭貼也顯示為地方

法院的 LOGO，這位陳主任告知她涉及洗錢防制法、偽造文書、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等多項罪名，請她配合調查，還要對她進行偵訊。陳

女士對對方所言皆信以為真，便接續透過 LINE 與這位陳主任保持

對話，最終竟然遭詐 9百多萬，甚至把 2張提款卡和密碼也都交給

對方。 

    這位陳主任首先透過 LINE 與被害人陳女士搭上線之後，便要

求陳女士必須從現在開始密切注意 LINE 的訊息，先以 LINE 傳送了

一張看似地檢署傳票的假造公文，佯稱陳女士涉嫌多起刑事重罪，

再以需要釐清案情及個人帳戶往來金流，甚至以懷疑其家人是內線

交易共犯為由，要求陳女士必須將所有帳戶內的現金全數領出，至

指定地點交給法院的替代役男帶回法院監管。在 LINE 的對話中，

陳主任一直以權勢姿態要求陳女士配合指示，不但要求她在銀行內

不許講電話，也指示如果銀行行員問起資金用途，就說是自己投資

之用，並且佯稱會派人監控她的一舉一動，讓陳女士對所有指令言

聽計從。 

    陳女士先從 2個帳戶領出共計約新臺幣 400 萬元的現金，與對

方約在住家附近的芒果樹下交付給所謂的替代役男；隔天一早，又

再前往不同銀行領取 300 萬元，同樣約在芒果樹下交付款項。4天

後，陳女士依然繼續依照指示，提領 170 萬元在自家樓下將錢交付

反 詐 騙 宣 導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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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事隔 3天，陳女士再一次提領 50 萬元，並依陳主任指示將

錢放在旁邊機車腳踏墊上，隨即離開現場。經過 4次提領交付，陳

女士才感到越想越不對勁，決定前往地方法院直接聯繫陳主任本人，

才得知根本沒有這號人物，但自己的身家已經被歹徒搬走 900 多萬

元，提款卡和密碼也被對方取得，趕緊報警處理。 

    傳統的假檢警詐騙手法，歹徒多半於白天家中青壯年外出工作

之時，以假冒健保署、中華電信的語音電話，佯稱民眾健保卡使用

異常、電信費用未繳納，再透過轉接假冒的客服人員及檢警人員，

以監管財務、製作線上筆錄為由，騙取被害人財產。如今詐騙手法

再變，詐騙集團透過「加 LINE」與民眾取得聯繫，先以偽造的機關

LOGO、公文取信於民，再於言談之中不斷灌輸民眾涉及重罪、必須

配合調查，引發民眾心生畏懼，並以偵查不公開、不要打草驚蛇為

由，阻斷民眾向外求援，同時教導民眾如何應對，迴避銀行端的關

懷提問，手段非常惡劣。 

    刑事警察局呼籲，為防止陌生人突然加入好友，民眾可以點選

LINE 的主頁右上角＋好友功能，再點選左上角的齒輪圖示，將「允

許被加入好友」的功能關閉，這樣就可以避免被陌生人以電話號碼

搜尋而加入好友。更重要的是，如果接到自稱公務機關人員的來電

或 LINE 訊息，第一步請務必自行透過其他管道查證對方身分是否

屬實，唯有冷靜查證，才能確保自己的財產安全，也請家中有長者

的民眾能協助長輩設定 LINE 的加入好友功能，更要時時提醒長輩

對陌生來電及訊息提高警覺，如有疑問，隨時都可以撥打 165 反詐

騙諮詢專線洽詢。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網網頁/新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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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誨師將收容人身分簿影印存放家中

並隨意棄置案（下） 
 

三、興革建議： 

（一） 強化法紀觀念，提昇保密意識。為提升同仁法紀觀念及保

密意識，應持續利用職前訓練、常年教育及監務會議等時

機，宣導個人資料保密重要性、洩密違規案例及洩密所涉

後果與因素，督促同仁養成資料保密警覺性，杜絕違規查

詢，及不當使用洩密情形發生。  

（二） 落實保密規範，執行保密措施。  

公務機密非經科室主管核准，不得複製及攜出辦公處所，

並應要求員工切勿將機敏公文正本、影本或電子檔攜回家

中辦理；另落實公文收發、檔案管理及傳遞保密過程；對

於保密通訊設備實施檢核，要求機敏文件內容避免電子傳

輸，以杜絕公務機密外洩情事。 

（三） 待任務結束，確實銷毀或移交。 

各單位應將保密觀念從「防止洩密」轉化至「管控持有」，

意即不應持有之公務機密應趁早放棄持有，俾利從源頭預

防公務機密外洩之風險；故對於因業務需要所持有之機密

資料，應於任務結束後予以澈底刪除或完善移交，不得由

個人私下持有及隨意棄置。 

 

 

 

                   （本文摘自法務部網頁/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公務機密維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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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法摺頁資料 

 
 

   

 

 

 

 

 

 

 

 

 

 

 

 

詳細網址： 

法務部/法治視窗/法律資源/行政罰法 

 

https://www.moj.gov.tw/media/2611/6122616375656.jpg?med

iaDL=true 

 

 

 

法 令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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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宣導 
 

 

 

 

 

 

 

 

 

 

 

 

 

 

 

 

 

 

 

 

 

 

(本文摘自內政部消防署網頁/防災知識） 

 

機關安全維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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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執行職務，應遵守相關法令規章，依法行政，謹慎從

事，切不可存有非分之想，牟取不法利益之舉；否則誤蹈法網，

身敗名裂，斷送美好前程，殃及妻小及家庭，並破壞機關團隊精

神及整體公務員形象，實屬得不償失。 

勇於檢舉貪瀆不法，政治才能弊絕風清，為了國家未來的前

景，也為了你我的將來，使政風清明，若發現有貪瀆不法之情事

時，請您提起勇氣，拿起電話並撥【或寫】下列專線【信箱】反

映，我們將予以處理並確實保密；若查證屬實並經法院判刑確定

者，將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發給檢舉獎金，

最高新台幣 1,000 萬元。 

一、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廉政專線：０８００-０２５０２５ 

廉政信箱：高雄郵政第 2299 號信箱 

二、本局政風室： 

廉政專線：〈０７〉３３７３２４７ 

廉政信箱：高雄郵政第 30~84 號信箱 

電子信箱：ethice@kcg.gov.tw 

三、廉政署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1、「親身舉報」方式：署本部成立 24小時檢舉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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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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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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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方式：  

傳真檢舉專線為「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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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效打擊貪瀆不法，我們提供上述多元檢舉管道。 

編 後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