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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廉政署新聞稿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屏東縣

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隊長邱○○涉犯

貪污治罪條例案，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發稿日期：110 年 8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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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南調組日前接獲情資指出，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下稱縣警

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隊隊長即犯罪嫌疑人邱○○涉嫌向檢舉人

索賄，要求朋分檢舉獎金，本署南調組旋於民國 110 年 3月 18

日上午(即領取檢舉獎金當天)針對邱○○實施行動蒐證，蒐證過

程中確認邱○○有陪同檢舉人前往臺灣銀行兌現檢舉獎金，並載

檢舉人返家，指揮檢察官研判渠等已然完成交付賄賂犯行，遂指

示本署廉政官於同日 12 時 20 分許在縣警局中庭停車場逮捕邱

○○，現場並有查扣相關證物及現金新臺幣(下同)16 萬元，並於

翌（19）日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犯罪嫌疑人邱○○禁見裁

准。 

本案由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會同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共同偵辦，

業於 110 年 7 月 6 日偵查終結，於同年月 8 日移審，認犯罪嫌疑

人邱○○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

為收受賄賂罪嫌，予以提起公訴。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廉政署新聞稿） 

時 事 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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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資（警）訊 

防疫旅館管理與服務不佳 

主管機關應加強品質把關（上） 

 

    本（110）年 9月 6 日，新北市一家幼兒園傳出 1名教師施打莫

德納疫苗仍染疫；過二天新北市板橋區也傳出幼兒園感染群聚一案中，

某個確診個案居住的同社區大樓，因為也篩出 1 例 PCR 陽性個案，CT

值 38；經基因定序為 Delta 變異株後，為防止感染持續擴大，新北

市政府即刻下令將該社區大樓 128 戶住戶共約 400 人清空，集體送往

指定集中檢疫所及防疫旅館隔離檢疫十五天。 

近來世界各國疫情緊張，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為防免自國外地區入境台

灣旅客將病毒帶入台灣，再傳染給社區，並為防止社區感染擴大，政

府決定依據法定「傳染病防治法」定，自今（110）年 6月 27 日零時

起（抵臺時間），全面提升入境人員檢疫措施，分別對於來自「重點

高風險國家」（指巴西、印度、英國、秘魯、以色列、印尼、孟加拉

和緬甸等共 8 國）入境旅客，以及前述 8國以外地區的入境旅客及民

眾，於入境之後，均應接受為期 14 天的隔離檢疫，前者一律入住集

中檢疫所，後者則應入住防疫旅宿或自費入住集中檢疫所（固定收費

2,000 元），檢疫期間均為 14天，且於檢疫期滿前，應配合接受 PCR

檢測，直到確定無染疫風險為止。 

上述必須入住防疫旅宿，接受檢疫的入境旅客及民眾，他們依照政府

規定，每日必須自行負擔入住費用（入住集中檢疫所者則須固定收費

2,000 元），他們既然必須支付費用（對價）換取旅宿業者提供住宿

消 費 者 保 護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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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的服務，兩者的法律關係，屬於「消費者保護法」上所指的「消

費關係」，而有「消費者保護法」的適用；而提供入住的旅宿業者，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獎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推動溫韾防疫旅宿實

施要點」，業者會由中央政府發給防疫旅館補助金，每入住一人，每

日補助新台幣 800 元。這些業者既然接受政府補償，依法被徵用作為

檢疫旅館使用，他們既然接受了政府的協助防疫措施的委託，對於他

們提供作為檢疫使用的設施及服務項目，究竟是否完備？政府事先有

無訂定妥適的標準，作為審核與監督的準據？前述審核與監督的準據

訂定之後，政府是否核實進行審核與把關？由於這些事項攸關入住其

內入境旅客以及被強制隔離民眾的切身權益，自然值得各界關心，特

別是他們都是自費入住的消費者，我們應當重視他們的消費權益，並

且更應依法保障。 

日前，消基會接到一位劉姓消費者來電申訴，他說因為在大陸經商，

經常往返大陸和台灣，家中父母一直住在苗栗老家，所以只要有空，

這位劉姓消費者回台期間，便常回苗栗家中陪伴父母。 

這次消費者是在 9月 3 日返國，他在登機前 48 小時便按照政府規定

預定好防疫旅館，他是事先透過網路訂了一家位在苗栗縣境內的防疫

旅館，惟不意待他回台入住後，竟然連續數日發現室內有不少蟑螂、

螞蟻、蒼蠅、蚊子等昆蟲出入，連床頭和床墊也有發霉現象，處此環

境，致令這位消費者數日難安，無心作息，並導致氣喘發作。 

劉先生說，更讓他不能接受的是，入住的這家防疫旅館，每日收費新

台幣 2,700 元，聽說政府還另外每天補貼業者 800 元，合計起來業者

一天的收入高達 3,500 元，但是劉先生認為接受到的服務品質和水準，

絕對不值這個價格，他認為政府徵用這樣低劣品質的旅館作為檢疫使

用，到底事先有沒有盡到把關、審查與管理的責任呢？ 

 

 

（本文摘自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頁/消費警資訊） 



 

   

 

 

民眾通報假投資

【網友不會幫你賺錢
  凡是在網路(FB、IG

榜「保證獲利」、「

詐騙手法： 

1.網路(FB、IG)看到投資

交友軟體(APP)認識網友

漏洞、後臺程式」

潤豐厚。 

2.後續加 LINE 聯繫或加入

稱「老師、指導員、

且群組內不斷有其他學員獲利貼文

3.初期帳面顯示獲利

投入大筆資金(甚至要您貸款投資

4.當您加碼入金後，

異常等)不讓你出金

就是「不出金」。

 

如有詳細網站名稱及網址之需求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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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通報假投資(博奕)詐騙網站 

網友不會幫你賺錢、請勿聽信投資
IG 等)上看到或網友傳來的投資訊息

」、「穩賺不賠」都是詐騙，請勿輕易受騙

看到投資、輕鬆賺錢貼文，或在交友網站

認識網友，網友慫恿投資，以掌握「

」等話術，宣稱保證獲利、穩賺不賠且利

聯繫或加入 LINE 群組(如投資體驗群)

、分析師、總監」的人教學投注(代操

且群組內不斷有其他學員獲利貼文。 

初期帳面顯示獲利(小額獲利有些可以出金)，引誘您加碼

甚至要您貸款投資)。 

，以各種理由(洗碼量不足、保證金

不讓你出金，或是直接凍結帳號、對方失去聯繫

」。 

如有詳細網站名稱及網址之需求，請前往以下網頁 

          （本文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防騙網網頁/新聞快訊

 詐 騙 宣 導 專 區 

  

請勿聽信投資】 
上看到或網友傳來的投資訊息，標

請勿輕易受騙 

或在交友網站、

「平臺

穩賺不賠且利

)，有自

代操)，

引誘您加碼

保證金、IP

方失去聯繫，

新聞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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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 你我不能忘 
 

一、前言： 

絕大多數公務人員都曾聽過或受教導過公務機密維護的

重要性，攸關國家安全甚巨，當一旦忙碌於相關是項業

務時，卻又往往忽略了應有的機密維護作為，這樣的情

景屢有所見。殊不知倘發生洩密事件，非旦造成單位巨

大傷害，而個人亦將為己之過失負擔法律責任，如此，

我公務同仁焉能不警覺乎？ 

二、具體應注意事項： 

為提昇全體同仁警覺與強化具體維護公務機密作為之防

範考量，茲就本院特性應注意之機密維護事項臚列於

下： 

1. 承辦機密以上文書，會簽、會稿、陳核．．等，應由

承辦人員或單位主管親自持送，不得假手工友傳遞。 

2. 參加應屬保密之會議（例：人事甄審委員會、工程採

購召標底價訂定、預算審查會、病歷資料研討會．．），

應於會後恪守保密規定，不得向他人透露。 

3. 處理機密文書在全案未終結前暫不歸檔，應由承辦人

妥慎保管存於設鎖之箱櫃內，不得與普通文件混合放

置，並隨時注意有無不利於保密之跡象。 

4. 下班或外出對經辦各項公務文件，不論是否涉有機密，

均應妥為收藏加鎖後再行離開。 

5. 非依權責，不得私自對新聞記者發表有關公務談話，

或洩漏公務消息。 

  公務機密維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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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凡公務上一切會商、會簽意見，無論是否機密，不得

因個人之示惠交際或推諉責任，向案中關係人出示或

洩漏。亦不得隨意向人談論。 

7. 單位傳真機、影印機使用安全保密管制，必須指定專

人管理，倘有機密文件傳真應立即制止，以防洩密。 

8. 個人電腦硬碟或磁碟片須錄製建檔機密資料者，應加

設資料存取控制。與業務無關之外來磁碟片不得上機

使用。 

9. 倘一旦發生洩密事件，應立即追查責任，並考慮可能

產生之損害，迅謀補救。若不屬本單位業務範圍者，

亦以最迅速方法轉知原屬主管單位，或報由輔導會處

理。 

三、結語： 

公務員保密義務範圍甚廣，且偶一不慎即可能洩密，常

言道：一語外洩身敗名裂、一字外洩全軍歿滅，其嚴重

性萬萬不可輕忽，尤其是經管各項資料人員，必須以臨

深履淵之心情時時防範，始保無洩密之虞。否則，即使

過失亦要受到法律之制裁，切莫掉以輕心。 

 

 

 

 

 

 

 

 

 

 

                   （本文摘自台中市政府水利局政風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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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法公布一週年         

許宗力：多元意見帶領國家往前進步                          

一起開始改變」新聞稿（上） 
 

國民法官法於去年（109 年）8月 12 日總統公布，屆滿一週

年，距離 112 年元旦上路，倒數剩下 508 天，司法院於今（11）

日召開記者會表示，已完成 5部子法，並持續辦理相關籌備

工作。院長許宗力也透過最新公布的形象廣告強調，國民是

國民法官制度的主角，要讓走入法院的國民可以安心的參與

審判，帶來多元的意見，一起帶領國家往前進步，也讓法律

多一分人味。 

國民法官多元觀點  為司法審判帶來新價值 

  國民法官制度為刑事司法審判帶來的價值，乃是引進不

同背景、生活經驗的國民，使刑事審判得以站在多方立場做

出更全面的價值判斷。許院長引言表示，刑事審判是裁斷「人

的行為」，關照的對象是人，要對他的所作所為做出價值判

斷，宜站在多方立場去設想，外界期許法官用全知觀點來做

出決定，惟實際上法官的視野畢竟有限，而有著不同背景、

生活經驗的國民們加入，或許能彌補這樣的不足，這就是我

國需要國民參與審判的根本理由。 

施行籌備第一年完成 5部子法 

  為因應國民法官新制即將於 112 年上路，刑事廳彭幸鳴

廳長於記者會中報告過去一年循序推動、建構適於國民參與

審判環境的進展。首先是以廣納各法院、行政院、檢、辯等

法 令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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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團體，以及民間團體多元意見的方式，已訂定完成 5 部

重要子法，包括由地方政府每年進行篩選資格、抽選備選國

民法官等作業的管理辦法，以及如何支給國民法官費用的辦

法，逐步完備所需法制。 

  其次，已舉辦數十場叫好叫座的專題講座及研習會等，

並由全國法院進行 31 場實務模擬法庭，提升法官、檢察官、

律師等實務工作者的專業素養。再者，透過跨院際、部會的

協調溝通，積極規劃各項行政配套及照料必要措施，包括共

同建置自動化檢核國民法官資格的系統設施等。 

  在針對不同族群的制度宣導方面，已募集 200 餘位種子

講師，結合社會力量，於全國開展校園、機關、團體與各地

方的推廣活動，深入社會各層面；像是舉辦臺南廟口模擬、

花蓮部落開講，也有醫護人員、編劇群等親身體驗模擬法庭；

以及透過棒球賽事、多元媒體等各類創意，使國民法官新制

更貼近民眾的生活。 

  此外，各法院亦正著手打造國民法官法庭與關連場域空

間設施；在施行籌備的第一年，是從各面向致力於實現國民

參與審判的良好環境，讓走入法院的國民可以安心的參與審

判，與法官共同討論、貢獻智慧與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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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宣導 

為了強化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災搶救整備及降低掃墓祭祖不

慎引發火災案件之發生，印製宣導海報及宣導光碟供消防機關張貼使

用，以及委託 6家無線電視台(台視、中視、華視、民視、原住民及

客家電視台)於公益時段播出宣導短片，希望將防火的觀念深植在每

一個人的心中，提醒鄉親務必於祭祖後將墓地周圍的火苗熄滅；但防

火觀念宣導並不能僅靠消防人員單方面的推動，希望請民眾一起來推

廣，如此才可以讓火災確實遠離。 

清明防火其實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只要你牢記「4 不 2記得」口訣： 

「不」任意燒雜草－儘可能不燃燒雜草，如有必要，應先將雜草除下

後，再找空曠的地方燒棄，並在旁警戒，以免飛火延燒。 

「不」隨意丟煙蒂－抽煙時，請注意勿隨意丟棄煙蒂，避免造成林野

火災。 

「不」讓冥紙飛揚－燃燒冥紙時，應在旁留意其燃燒情形，以免因冥

紙飛揚而造成災害。 

「不」放爆竹煙火－建議使用環保鞭炮代替燃放爆竹，如果必須燃放

鞭炮，也應格外注意周邊防火及自身的安全。 

「記得」撲滅餘燼－離開墓地時別忘了仔細檢查是否有未熄滅的火源，

請妥善運用水源將餘火澆熄後再離去，切勿因一時的不察、大意而造

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記得」隨手收拾垃圾－帶來或製造的垃圾，在離開墓地時，請舉手

之勞一併帶走，以維護環境的整潔。 

如果不慎引發火災，請鄉親不要驚慌，先撥打 119 向當地消防單位求

救，如果火勢不大，可以試著用身邊現有的水源進行初期滅火，若火

勢已經延燒到身邊工具無法處置程度，則要儘快離開現場，靜待消防

人員前來搶救，以避免民眾自身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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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