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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應備之廉潔知識



注意事項，敬請合作
1.手機記得關機或調至靜音。

2.上課要專心。

不
良
示
範

3.禁止特技睡姿。



•何謂犯罪？

1.主觀犯意

（直接故意、間接故意）

2.客觀行為

前 言



1.刑法瀆職罪章

2.貪污治罪條例

刑事責任



貪污治罪條例

第 1 條
為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特制定本條例。
第 2 條
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何謂公務員？
（刑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
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
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 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
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
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第 3 條
與前條人員共犯本條例之罪者，亦依本條例處斷。
何謂共犯？

第 4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 元以下罰金：

第1款：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第2款：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

者。



第3款：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

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

舞弊情事者。

第4款：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

者。

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未遂犯罰之。



第 5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六千萬元以下罰 金：

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

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第 5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六千萬元以下罰 金：

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

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第 6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罰 金：

第4款：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
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 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
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第 6 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下罰 金：

第5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
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
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 一
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利用職權機
會或身分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
利益者。



1.公務員：刑法第10條第2項
（1）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公
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2）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
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2.職務上行為
（1）本於權限範圍內之事項所為之行為
（2）非職務上行為而收賄會構成詐欺或恐嚇取財
（3）對價關係



（4）職務上行為
再所謂職務上之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

內所應為或得為之行為而言 ，祇要該行為與其職
務具有關連性，實質上為該職務影響力所及者，即
屬相當



3.違背職務之行為
（1）職務上規定之權責有違背
（2）應為而不為
（3）不應為而為之
4.要求
有要約即構成

5.期約
雙方約定後意思一致

6.收受
（1）事前
（2）事中
（3）事後
（4）不以直接收受為限（白手套）



7.賄賂
指金錢或可以以金錢計算計算之財物

8.不正利益
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之欲望一
切有形無形利益而言



圖利罪之要件

1.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的法規命令與職權命令、
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
特定人民就一般事務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
規定。

2.故意為違背法令等行為，不包括過失。
3.以直接、間接方式或利用職權機會、身份圖自己
或他人不法利益。

4.結果犯：得到不法利益之結果



圖利犯罪最常見之方式如下：
1. 未依招標規定程序，違法決標。
2. 洩漏底價、便利廠商得標。
3. 高價購買，圖利廠商。
4. 對工程進度未切實查驗（含監工放水）。
5. 明知不合規定或偷工減料，違法仍予驗收或准
予報銷。
6. 對於不合規定之申請案，違法准許。
7. 未依規定違法補助



圖利與便民

圖利與便民都是給予人民利益或好處，但圖利的行
政行為是不合法，而便民則是合法給予人民利益，
所以圖利與便民兩者並非不能區分。司法實務的見
解，圖利與便民的最主要區別是以有無違背法令為
判斷。而從便民的角度看，便民就是依法行政。



圖利與便民案例

協助合乎法律程序規定之當事人就採購文件或資料
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影本，這是「便民」；
如與特定業者勾串，於不符法律規定之情形下，洩
漏、提供、交付應保密之採購文件或資料，因而取
得對價利益，則構成「圖利」。



圖利與便民案例

協助合乎法律程序規定之當事人就採購文件或資料
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影本，這是「便民」；
如與特定業者勾串，於不符法律規定之情形下，洩
漏、提供、交付應保密之採購文件或資料，因而取
得對價利益，則構成「圖利」。



圖利與便民案例

於廠商符合退還押標金、保證金之規定時，協助或
迅速退還該押標金、保證金，這是「便民」；如符
合應沒收廠商押標金之規定，或有不得退還保證金
之情形，卻基於廠商之利益或請求而退還該押標金、
保證金，則是「圖利」。



詐領補助費

1.補助費：加班費、差旅費、交通費等等。
2.詐領：就詐取財物之要件而言，與刑法詐欺罪相

同，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使人將本人或
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術 使
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於錯
誤，若其所用之 方法不能認為詐術，亦
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

3.態樣：虛報、溢報。
4.財物：一切具有財產價值之有體財物。



詐領補助費

5.職務上機會：指公務員為圖取不法所得，而假藉
職務上之機會，以欺罔等不誠實之方法，獲取不
應或不能取得之財物； 其所謂「利用職務上之
機會」，固指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 ，予以利
用者而言。且該所利用者，不以其職務本身固有
之事機為限，並包括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在內
。



第 6-1 條
公務員犯下列各款所列罪嫌之一，檢察官於偵查中
，發現公務員本人及其 配偶、未成年子女自公務
員涉嫌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有財產增加與收入顯
不相當時，得命本人就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
無正當理由未為說明 、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或說明
不實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
不明來源財產額度以下之罰金：
一、第四條至前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二十二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 百二十三條至第一百
二十五條、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百二
十八條至第一百三十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一百三十三條
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之一
第三項、第二百七十條、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
第五項之罪。

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九條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十條第一項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之罪。
六、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六條之罪。
七、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十六條之罪。
八、藥事法第八十九條之罪。
九、包庇他人犯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
十、其他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所犯之

罪。



第 7 條
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第四條第一項
第五款或第五條第一項 第三款之罪者，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第 8 條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
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 10 條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
並依其情節分別沒收 或發還被害人。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
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 年內取得之來源可疑財物，
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人證 明
來源合法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所得財物。
前二項財物之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
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
為保全前三項財物之追繳、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
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 其財產。



第 11 條（100年6月29日修法新增第2項）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
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1.行求
自行向對方提出某種賄絡或不正利益，以準備交
付對方

2.期約
雙方約定將予一定之報酬，何方主動均非所問

3.交付
行賄者事實上將賄賂或不正利益交付受賄人收
受，亦可為間接之交付。

⇧上述三者可成為階段行為，後行為吸收前行為，
而論以後行為之罪。



第 12 條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或所
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 新台幣五萬元以下者，減
輕其刑。 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情節輕微，
而其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財物在 新台幣五萬元以
下者，亦同。
第 13 條
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
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
公務機關主管長官對於受其委託承辦公務之人，明
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 護或不為舉發者，處六月
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14 條
辦理監察、會計、審計、犯罪調查、督察、政風人
員，因執行職務，明知 貪污有據之人員，不為舉
發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貪污治罪條例
第 17 條
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
褫奪公權。
褫奪公權定義：指剝奪犯罪行為人擔任公務員或成
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配合刑法第36條、第37條之修正適用）



刑法第36條：
褫奪公權者，褫奪下列資格：
一、為公務員之資格。
二、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刑法第37條：
（褫奪公權之宣告）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宣告
褫奪公權終身。宣告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
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一年以上十年
以下褫奪公權。褫奪公權，於裁判時併宣告之。褫
奪公權之宣告，自裁判確定時發生效力。依第二項
宣告褫奪公權者，其期間自主刑執行完畢或赦免之
日起算。但同時宣告緩刑者，其期間自裁判確定時
起算之。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被告李○於民國102年10月2日擔任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樹林分局樹林派出所之警勤區警員，
依刑事訴訟法、警察法、警察職權行使法及
警察勤務條例等規定，在轄區內負有協助偵
查及調查犯罪之職務，且對於交通違規事件
應依規定予以舉發，以預防犯罪，維護轄區
內交通秩序，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
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緣於102年10月1日晚間11時許時許，被告接
獲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勤務中心通報，
在新北市樹林區豐林街附近土地公廟前，有
包含凌○維在內之數名青少年在該處嬉鬧，
影響該處安寧，隨即與被告同時擔任巡邏勤
務之樹林所員警陳○共同前往處理。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被告到場後，含凌○維等數名青少年即欲騎
乘機車分頭逃離現場，被告騎乘車牌號碼
552-GAC 號警用機車自後方追趕，並超越凌
機車後示意凌○維停車受檢，詎凌○維竟不
慎自後方撞擊被告所騎乘之上開警用機車，
被告當場倒地受傷，警用機車亦因此毀損。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被告當時即認定疑似涉有妨害公務罪嫌而以
強制力將凌○維帶回樹林所交由值班員警，
惟被告明知凌○維為依職務所受逮捕之人，
竟基於縱放人犯之犯意，未依規定製作筆錄
辦理移送事宜，僅交代值班員警廖○通知凌
○維之法定代理人吳少蘭將之帶回，以此方
式縱放凌○維。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嗣於同年月20日，被告以電話通知凌○維、
法定代理人吳○及凌○維之乾爹留○前往警
察局欲商談和解事宜，3 人遂於同年月22日
前往樹林所。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被告竟基於藉勢勒索財物之犯意，以其上開
職權得以開立無照駕駛機車之交通事件違規
舉發單或可能涉犯刑法妨害公務罪嫌得以移
送偵辦，不要讓未成年之凌○維留下紀錄為
由，向留○等人索討新臺幣（下同）6 萬元，
留木順等人因擔心未成年之凌○維因此留下
不良紀錄而心生畏懼，被迫交付6 萬元予被
告收受。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又被告收受上開6 萬元後，明知凌○維於上
開時地為無照駕駛，依法應開立違反道路交
通事件違規舉發單，竟基於圖凌○維不法利
益之犯意，未依規定開立上開違規舉發單，
使凌○維因此受有免繳交違規裁罰之不法利
益。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6 條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
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
一、合理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或有犯罪之虞

者。
二、有事實足認其對已發生之犯罪或即將發

生之犯罪知情者。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6 條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
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
三、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

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者。

四、滯留於有事實足認有陰謀、預備、著手
實施重大犯罪或有人犯藏匿之處所者。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6 條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於
下列各款之人查證其身分：
五、滯留於應有停（居）留許可之處所，而

無停（居）留許可者。
六、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及管制站者。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6 條
前項第六款之指定，以防止犯罪，或處理重
大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事件而有必要者為限。
其指定應由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為之。
警察進入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於營業時間
為之，並不得任意妨礙其營業。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7 條
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
下列之必要措施：
一、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二、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

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三、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7 條
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
下列之必要措施：
四、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

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得
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7 條
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方法顯然無法查證
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
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
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
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
律師。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8 條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
施：
一、要求駕駛人或乘客出示相關證件或查證

其身分。
二、檢查引擎、車身號碼或其他足資識別之

特徵。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8 條
警察對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
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予以攔停並採行下列措
施：
三、要求駕駛人接受酒精濃度測試之檢定。



案例分享

員警心軟不移送不開單
*警察職權行使法
第 8 條
警察因前項交通工具之駕駛人或乘客有異常
舉動而合理懷疑其將有危害行為時，得強制
其離車；有事實足認其有犯罪之虞者，並得
檢查交通工具。



案例分享

離譜 郭瑤琪收廠商64萬 也無罪
2009年07月01日蘋果日報

對無罪判決，郭瑤琪昨感到欣慰，但仍不滿法
官認定她收錢，還引用毛澤東的詩說，毀譽劫難心
難復，「人間正道是滄桑」，發生都發生了
只能面對。 台北地檢署承辦主任檢察官莊俊仁則
大呼：「難以置信！」他表示將等收到判決後再決
定是否上訴。不願具名的檢察官痛批：「郭瑤琪收
廠商錢，還在電話裡跟廠商大談標案，法院竟認定
收錢和職務無關，實在有夠扯！檢方應上訴到底。
」





貪污判8年將入獄 郭瑤琪：訝異且憤怒

貪污判8年將入獄 郭瑤琪：訝異且憤怒
前交通部長郭瑤琪，因為台北車站商場招標收受廠
商兩萬元美金賄賂，被判刑8年定讞，並且要追繳
不法所得，之前不斷喊冤的郭瑤琪，聽到判決結果
後表示「驚訝而且憤怒」，強調不排除提出再審，
非常上訴，會盡一切努力捍衛清白。

為了證明自己無罪，郭瑤琪的夫婿挺身出，
直指是因為改朝換代要修理他，郭瑤琪在一旁哭的
淚眼婆娑，因為他覺得自己一二審都無罪，卻沒想
到最高法院宣判，郭瑤琪還是因為收賄成立，判刑
八年定讞依法得入監服刑。





清潔隊員竟海削市府2千萬 只為線上遊戲 利用申
報加班費浮報私吞 貪汙罪逮清潔員

【台視新聞】
2014.05.15 

超誇張，瘋玩線上遊戲，小小清潔隊員竟A公
款近兩千萬元！北市環保局信義區原清潔隊員張慶
來，利用負責申報隊員加班費機會，浮報後私吞，
六年來海削一千九百五十四萬餘元，特殊的是，他
竟將這些錢花在玩線上遊戲和網拍，不但全花光還
積欠數十萬元卡債，台北地檢署昨依貪污罪起訴張
男，刑責七年起跳。





北市清潔員 涉盜賣回收3年 長官指揮 環局車運送
民眾跟拍揭露

【蘋果日報】
2012.08.10 

北市環保局爆發清潔隊員涉貪案！《蘋果》接
獲爆料，指北市草山清潔分隊副班長何OO，長達
三年指示隊員盜賣公有回收物，估三人薪水加不法
所得，一年各上看百萬。北市政風處昨指，違法事
證明確正向上調查中，廉政署也獲相關資訊並已分
案調查，若屬實涉貪人員將撤職，並面臨五年以上
徒刑。





風紀醜聞二警白嫖大陸妹

【蘋果日報╱記者吳詠平／桃園報導】
2004.04.09

警界再爆風紀醜聞！航警局半年前查獲大陸妹
賣淫，沒想到大陸妹爆料「多次讓台灣公安嫖」，
桃園地檢署擴大偵辦後，昨天指揮調查局北機組到
台中縣拘捕清水警分局警官黃博裕、港警所小隊長
陳有仁 ，並傳喚五名警員接受調查，全案疑涉貪
瀆、勾結人蛇，檢調正擴大偵辦中。



北機組到清水分局調查，將訪客排拒在外。



台中市府驚爆貪腐醜聞！公務員上班偷東西集體假
簽到 【蘋果日報╱記者葉志堅／台中報導】

2014.05.28
台中市政府驚爆有公務員集體「假簽到」領

乾薪，簽完到後就回自家經營的「檳榔攤」、「水
電行」、「五金行」顧店做生意，而且更離譜的是，
還直接偷市府公物，大方載回家賣。至於，前台中
市副市長蕭家淇的司機陳姓公務員，則是被查出浮
報加班費，詐領加班金額。





新北營養午餐弊案，32校長一審有罪
記者林慧貞
2014.05.16

2011年爆發新北市營養午餐貪瀆弊案，經兩
年審理，新北市地院下午4點一審宣判，涉案38名
校長（2人已過世）僅4人無罪，31位被依貪污治
罪等條例，判處1年2月到10年6月徒刑，營養午餐
供應商及相關職員26人、採購委員、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8人，也被依《貪污治罪條例》，判刑10
月到7年3月不等刑期





苗栗地檢署主任觀護人虛報差旅費

楊○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其得出差督導、
辦理觀護業務之職務 上機會，明知其未出差，實
際前往係留在本署辦公室或至雲林縣及 其他地區
演講、參加餐敘及處理其個人之事務，竟多填寫國
內出差旅費報告表，證明其有實際依核准之內容出
差執行公務，而分四次申請差旅費共計新台幣(下
同) 9,233元，致不知情之主管、主辦人事、會計
人員均陷於錯誤，將上開差旅費匯入楊○文所有帳
戶。



苗栗地檢署主任觀護人虛報差旅費

楊○文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其得出差督導、
辦理觀護業務之職務 上機會，明知其未出差，實
際前往係留在本署辦公室或至雲林縣及 其他地區
演講、參加餐敘及處理其個人之事務，竟多填寫國
內出差旅費報告表，證明其有實際依核准之內容出
差執行公務，而分四次申請差旅費共計新台幣(下
同) 9,233元，致不知情之主管、主辦人事、會計
人員均陷於錯誤，將上開差旅費匯入楊○文所有帳
戶。



虛報里鄰長聯誼活動
新北市OO區公所在預算當中編列里鄰長聯誼活動
費，而該活動參與之對象僅限於里鄰長，如鄰長不
克參加時，始可允許鄰長之配偶或直系血親代理參
加，里長與頂替者竟基於偽造文書、詐欺得利與圖
利之犯意聯絡，商議由未事先報名或不具資格之
OO頂替參加該次旅遊，於發車之際，由OOO在遊
覽車內逕行偽造簽名1枚在「報到名冊」上，充作
表示OOO已參加該次旅遊之意，並持以向不知情
之OO區公所隨車承辦人員行使，使承辦人員陷於
錯誤，並因此圖得OOO參與本次旅遊之不法利益。



里長侵占公有物

依「新北市里守望相助隊管理實施計畫」，區公所
每年得編列里守望相助隊聯誼活動 費、春安慰問
工作金、教育訓練等經費以鼓勵士氣，採購春安慰
問禮券後，每逢年初責由區內里長依 區公所提供
之印領清冊發放予里守望相助隊員；另依該計畫，
重新運作之里守望相助隊或守望相助隊汰舊換新成
員之相關裝備，由里運用里基層工作經費購置。



里長侵占公有物

里長於新北市OO區公所發放該里巡守隊員春安慰
問金時，因OOO已表示無法參加巡守隊，亦未出
面領取各該春安慰 問金，竟基於侵占職務上持有
之非公用私有財物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在巡
守隊春安慰問 印領清冊「領取人簽名欄」內，偽
造「OOO」之署押各1 枚，偽以表示OOO已領取
收受各該春安慰問金之用意證明，並將該2 份1 千
元春安慰問禮券侵占入己。



臺北縣拆除大隊職務上收受賄賂

尤O明臺北縣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下稱臺北縣
拆除大隊）拆除組拆除班班長；陳O霖於臺北縣樹
林市佳園路（旁）搭建之鐵皮廠房，於95年4月27
日，經臺北縣政府以北府工拆字第095001515號違
章建築認定通知書，認定為施工中新建違建，列入
「Ａ類１組」排定拆除。



臺北縣拆除大隊職務上收受賄賂

95年7月5日，尤O明前往上開違建地點執行現場拆
除時，陳O霖出具違建自拆切結書，切結於95年7
月19日前拆除完畢。後尤O明前往上揭違建地點，
教導陳O霖如何拆除違建，以達所謂「不堪使用」
得以結案之方式。



臺北縣拆除大隊職務上收受賄賂

嗣尤O明經陳O霖通知，前往拍攝結案照片時，該
鐵皮廠房之主要構造屋頂、牆壁大部分已拆除，已
達無法使用之程度。陳O霖為求趕快銷案，才能將
違建蓋起來再行出租營利，當場交付尤O明新臺幣
10萬元，作為尤O明依職務上認定系爭違建主要構
造已拆除至「不堪使用」之對價。



臺北縣拆除大隊職務上收受賄賂

尤O明竟基於職務上收受賄賂之犯意，收受該現金
10萬元賄賂後，基於職務上拆除業務事項，依行
政裁量職權認定上開違章建築已拆除至不堪使用之
程度，並於「臺北縣政府違章建築結案通知單」登
載「上開違章建築現場已不堪使用，同意銷案」，
呈請上級主管核可而結案。



臺北看守所圖利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陳oo、蘇oo等均為臺灣臺北看守所暨附 設臺灣臺
北監獄臺北分監（下稱台北分監）之管理員，依看
守所組織通則第3 條及監獄組織通則第7 條之規定，
掌理「 被告（受刑人）之戒護」、「被告（受刑
人）飲食、衣著、臥具、用品之分給及保管」及
「被告（受刑人）接見、發受書信及送入物品之處
理」等事項，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



臺北看守所圖利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明知依刑事訴訟法第105 條規定，禁見之被告，不
得與外人接見、通信、受授書籍及其他物件；監所
管理人員服勤應行注意事項第13點規定，監所管
理人員不得為收容人傳遞訊息、金錢或其他違禁品
。



臺北看守所圖利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臺北看守所收容人古oo於民國（下同）95 年5 月
15日至97年5 月15日羈押於該所內，於96年間，
透過其所涉刑事案件之同案被告呂oo之介紹與蘇
oo連繫後，要求臺北看守所管理員蘇oo違背職務
夾帶香菸、茶葉等違禁品，陳oo明知所內上開法
律規定，擅自夾帶香菸、茶葉予所內收容人，係違
背上揭各該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
等規定之行為



臺北看守所圖利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仍基於圖利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由陳oo利用
彼等職務上之機會，擅自由臺北看守所外接續夾帶
價值計新台幣（下同）1 萬元之香菸、價值計1 萬
5,000元之茶葉予收容人古勝鐘，而直接圖古oo之
私人不法利益，因而使古勝鐘獲得於所內違規超量
使用該等香菸、茶葉之不法利益。



臺北看守所圖利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臺北分監受刑人何oo於94年8 月9 日至98年2 月18
日在該分監服刑，竟於其服刑期間，基於行賄之犯
意，與臺北看守所管理員蘇oo、陳oo達成協議，
期約由何oo於出所後以招待蘇石錦等人喝花酒之
不正利益為對價，由蘇oo、陳oo違背職務夾帶香
菸、檳榔等違禁物品予何oo。嗣何oo出獄後，於
98年2 月20日，招待蘇oo等前往臺北市之「金將
酒店」喝花酒，並交付賄賂4萬元予蘇oo等人收受。



臺北看守所圖利及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臺北分監受刑人何oo於94年8 月9 日至98年2 月18
日在該分監服刑，竟於其服刑期間，基於行賄之犯
意，與臺北看守所管理員蘇oo、陳oo達成協議，
期約由何oo於出所後以招待蘇石錦等人喝花酒之
不正利益為對價，由蘇oo、陳oo違背職務夾帶香
菸、檳榔等違禁物品予何oo。



桃園縣消防局消防設備審查收受賄賂案

許○擔任消防局科長期間，對於轄內建築物消防設
備圖說審查及竣工勘驗合格與否具有實質認定許可
權。而廠商受業主所託亟欲消防安檢得以快速通過
檢查，行賄許○並接受廠商招待前往復興鄉某農場
住宿、用餐，嗣許○要求所屬快速排定勘驗日期，
使廠商快速通過安全檢查。



新竹縣消防局洩漏採購資訊收受賄賂

新竹縣消防局災害搶救科科長林○依政府採購法採
購救災裝備、山難搜救器材、消防水帶等採購案，
共收受廠商100餘萬元，在上開採購案中洩漏採購
物品規格及底價予廠商知悉，制訂對行賄廠商有利
之規格綁標，使該廠商陸續得標而獲有利益。



洩密罪

• 我國刑法以是否為國防機密做區分罪責

• 公務員洩漏國防機密依刑法第109條規定處
罰，然我國另制定特別法，若公務員涉有
洩漏交付國防機密，應依洩漏軍機條例予
以處罰。

• 公務員洩漏交付國防以外機密則依刑法第
132條規定處罰，得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洩密罪

一、犯罪主體：公務員

二、行為態樣：洩漏、交付

三、犯罪客體：國防以外秘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或物品

四、過失犯亦處罰

五、罪責：故意洩漏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過失洩漏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採購衣物洩密案

• 政府採購法規定，底價在採購案決標前不
得洩漏，水利局就採購衣物案，因得標廠
商得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低品質、
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依政
府採購法第58條應限期通知該廠商提出說
明或擔保。水利局承辦人遂通知得標廠商
提出說明，為該說明內容無法使水利局認
定廠商會誠信履約，即要求該廠商提出擔
保金。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採購衣物洩密案

• 然承辦人發函通知廠商繳交擔保金時，將
擔保金數額計算方式明列在公文中，即以
該採購案底價乘以1.5倍計算，即將該採購
案之底價洩漏予廠商。

• 被告抗辯擔保金計算方式在公告之採購須
知即已明文規定，縱使僅告知廠商擔保金
額，廠商亦得以依採購須知之計算公式反
推得知底價。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採購衣物洩密案

• 被告之抗辯雖非虛妄，然其行為仍係違反
政府採購法所規定不得再決標前洩漏底價
之規定，考量被告並非故意洩漏，故依刑
法第132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職權不起訴處
分。









金錢（收賄、
簽賭）

醇酒（飲宴招
待）

美色（性招待）

貪汙





法律守護者



力量→來自層層磨難與焠鍊

堅持→乃蠕蟲破繭唯一之道

合作→方能成就動人的美麗

～～～英雄淡出 團隊勝出～～～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