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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10年 6月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透明晶質獎，連結您生活的美好時刻 

肅貪案例 天上掉下來的錢 

機密維護 將民眾檢舉信分由被檢舉人承辦，遭致洩密 

安全維護 收容人攻擊戒護人員脫逃未遂 

消費者保護 疫情警戒下，消費者「教育」權益保障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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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專區 

透明晶質獎，連結您生活的美好時刻  

法務部於 110 年 5 月 12 日假二樓圖書室辦理司法記

者茶敘，活動中部長蔡清祥以擴大辦理「透明晶質獎」為目

標，期許獎項規模要向院級獎項看齊，並由廉政署同仁以淺

顯方式向國人介紹透明晶質獎的緣由、目標理念與實踐願

景。 

廉政署於上(4)月 29 日舉辦透明晶質獎試評獎成果觀

摩會暨頒獎典禮，由蔡部長頒發由水晶製成，具透明、可見

意涵的獎座予 6 個特優機關，並表達祝福之意。為擴散透

明晶質獎的標竿效益，在本(12)日茶敘播放 109 年特優機

關—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國家圖書館、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

資源局、彰化市公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及宜蘭

地政事務所等 6 位首長錄製的獲獎感言影片，藉由特優機

關首長分享參獎的正向意義，鼓勵各機關踴躍參與。 

透明晶質獎是對機關施政透明措施的健康檢查，也與民

眾的生活密切關聯，以 109 年特優機關業務採行的透明措

施為例，泛及到知識傳承、財產保障、行路安全、水利民

生，甚至信仰奉獻、面對人生畢業典禮等層面；有透過資訊

透明與把關珍藏文史，確保民眾知的權利及文化傳承；稅務

與地政服務的流程公開及 E 化便利；全民督工結合透明措

施，參與監督道路開發、水利工程各階段執行；傳統殯葬與

宮廟文化融入透明觀念及作法，深度滋潤民眾心靈。 

法務部為落實 107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際審查會議

結論性意見，自 108 年起提出透明晶質獎試評獎制度，激

勵機關自主檢視各項廉能透明措施、強化防貪預警及導入廉

政創新作為，並透過外部第三方公正角色參與評審，肯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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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廉能治理成果與效益。目前刻辦理 110 年的試評獎作業

中，希望能逐步完成透明晶質獎評獎制度的滾動修正，實現

該獎項「激勵、承諾、實踐、參與、信賴」的五大目標理

念，並將獎項推行至全國各機關，讓民眾更信賴政府廉能施

政的成效。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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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貪案例 

天上掉下來的錢 

【案情摘要】 

A因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圖利及刑法第

270條、第268條公務員包庇賭博等罪嫌，於該案偵辦時，

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A除投資200萬元於B經營之賭場外，另

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尚在其辦公室旁之臥房床底

下，搜獲30萬元及1萬元美金現金，並於衣櫥上方搜獲40萬

元現金等款項，均屬來源不明之財產，且於檢察官偵辦期

間命A就上開來源可疑之不明財產提出說明，A針對個別款

項之來源，前後供述反覆且說明不實，更有要求同案被告C

向檢察官為不實證述，另與D密謀串證，企圖提出不實證

據，藉以合理化上開來源不明款項。 

【所犯法條】  

A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所列之罪，於檢察官偵查

中命A就前揭來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前後供述反覆，無

法提出合理說明，且要求同案被告C向檢察官為不實證述，

另與D密謀串證，企圖提出不實證據等說明不實之行為，觸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之1「財產來源不明罪」。 

 

資料來源：反貪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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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將民眾檢舉信分由被檢舉人承辦，遭致洩密案 

一、案情概述 

民眾向矯正署民意信箱陳情，內容提及渠曾於 108 

年 11月為於監所服刑的親人受刑人甲向監所陳情，但陳

情信內容居然被洩漏，被檢舉人作業導師乙竟拿著陳情

信內容質問、找尋並警告其他受刑人，且於工場內詢問

其他受刑人之行為，疏未將陳情信遮蔽應保密資訊，逕

使陳情人個資及陳情信資料於可得閱讀狀態，使不應知

悉保密資訊之其他受刑人得以知悉陳情人姓氏且可清楚

描述陳情信細節，涉有刑法第 132 條過失洩密罪嫌。 

二、問題分析： 

(一)本案被檢舉對象為作業導師，惟該監所逕將本案分案由

該作業導師負責行政調查，疑有球員兼裁判之虞，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四節規定應「迴避」事由。 

(二)行政機關處理人民陳情要點第 18 條規定：「人民陳情案

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受理機關應予保密。」檢舉書信

(包含檢舉人身分、檢舉內容)對被檢舉對象自屬應秘密

之文書，不得任意外洩，故任何足以推知檢舉人身分、

檢舉內容之文字、語言、符號皆應予保密，以免危及檢

舉人之安全，並衍生不必要困擾。 

(三)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4 條規定：「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

機關機密之義務，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均不

得洩漏，退職後亦同」。公務員應嚴守保密義務，惟凡

關係他人權利、義務或個人隱私之案件，在未依法公開

前，參與辦理過程之人員，均有保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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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興革建議： 

(一) 落實行政程序法迴避之規定確保程序正當性 

按行政程序之進行應力求公正、公平，公務員處理

行政事件時，必須公正無私，始能確保當事人之權益，

並維護行政機關之威信。準此，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乃

規定凡處理行政事件之公務員有該條各款所定情形之一

者，應自行迴避，以避免行政程序有偏頗之虞。故機關

應於行政調查過程中，落實行政程序法「迴避」之規

定，俾確保機關決策公正及行政程序之正當性。 

(二)精進行政調查作為並落實員工保密觀念 

行政調查應秉持客觀立場，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

項，應一律注意，並不得預設立場或挾怨報復。另應深

化公務員保密觀念，使公務員於平時行政作業時即養成

良好的保密習慣及警覺，有效防杜違反保密規定或洩密

不法情事發生。 

(三) 強化檢舉人身分保密，俾民眾勇於舉發不法 

面對民眾檢舉或陳情案件時，除依法查辦外，對於

檢舉人及相關人身分，應注意保護其身分，切乎使其身

分曝光。若過程中因故意或過失洩漏檢舉人或申訴人身

分，除公務員個人將擔負刑事責任外，更嚴重打擊民眾

對於違背公益行為舉發之信賴，傷害政府機關之公信

力。故機關受理人民檢舉之當事人 

(四)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之審視及採取適當保護措施 

一般公務機密文書係指國家機密以外，維護各政府

機關或個人權益應行保密之事項。例如保護個人安全(如

檢舉人身分)、隱私(犯罪紀錄等)或確保機關行政運作

(如人事、採購作業等)，由於種類繁多，且散見於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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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中，須由各機關依據案件屬性審酌判斷。機關辦理

人民陳情案件，應先審視是否有保密之必要，而以一般

公務機密文書辦理。但若經審視非列為一般公務機密文

書，仍應於辦理時採取適當保護措施，如將載有足以辨

識陳情人之資訊隱蔽，避免有洩漏陳情人身分疑慮。 

 

資料來源：維護案例宣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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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收容人攻擊戒護人員脫逃未遂 

一、案情概述： 

109年 10 月 1日 11時 40分，收容人 A及 B於舍房內佯裝

打架，經值勤主管林姓管理員於現場勸架，中央台代主任李姓

主管及值班代科員謝姓主任趕往支援。11時 42分先將收容人

A上手銬，值勤人員依開啟舍房規定開啟舍房門時，收容人 A

藉機衝撞值勤人員，收容人 B於 A後方藉機衝出舍房，以磨尖

筷子攻擊戒護同仁，企圖脫逃。恰視同作業收容人 C於房舍收

廚餘時，聽從值班代科員謝姓主任指示按報告燈，旋即支援警

力廖姓管理員、劉姓管理員使用辣椒水及壓制處置，事件迅速

平息，陸續帶往中央台後分開區隔調查。 

二、原因分析： 

(一) 收容人家屬未接見誘發脫逃動機 

收容人因思念孩子及中秋電話懇親未接通，一時想念家

人，而場舍主管未及時輔導或轉介輔導疏解情緒，故臨時起

意，想拚博能否脫逃成功。 

(二) 戒護勤務未落實，導致收容人預謀攻擊 

值勤人員在開啟舍房門前，有要求同舍房收容人 B 坐

下，但放下門蓋後無法查看舍房內動態，造成開啟舍房門

時，收容人 A 踏出舍房門時立即攻擊值勤人員，收容人 B 

尾隨跟出，並用磨尖筷子攻擊主管。 

三、興革建議： 

(一) 強化輔導工作及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為收容人改過之動力，各教輔小組人員要關切

收容人與親友聯繫之狀況，針對特殊或列管收容人，應適時

輔導及轉介社工連繫家人。如遇節慶(農曆春節、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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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節)，電話懇親無法接通時，場舍主管可協助申請電話

接見，讓其收容人安心，家屬放心，紓解在監壓力，防範戒

護事故發生。 

(二) 強化緊急應變及危機處理能力 

值勤人員夜間或例假日時，準備開啟舍房門，更應提高

警覺，觀察收容人情狀，命令收容人遠離舍房門口，背面房

門面向廁所，坐下、眼睛閉上，開門前經由瞻視孔確認是否

坐好後，再開啟舍房門；另收容人上銬時背銬，降低收容人

攻擊能力。 

(三) 強化同仁戒護勤務之警戒心及危機感 

重大刑案被告、被求處重刑或極刑被告及各類精神或疾

病之被告，戒護勤務之危機隨時隨處存在，強化同仁戒護勤

務之危機感。 

(四) 中央台勤務調派精進改善 

落實分層指揮系統，中央台主任應在中央台統一調度支

援警力及傳達訊息給各級長官知悉，並待更多優勢警力到場

再開啟舍房門。 

 

資料來源：維護案例宣導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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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疫情警戒下，消費者「教育」權益保障 

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嚴峻，全國

疫情三級警戒延長至本(110)年 6 月 14 日。除各級學校及

公私立幼兒園停止到校上課外，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亦請學生停止前往。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

消保處)整理分析因為停課所衍生與「教育」有關的消費爭

議態樣、相關處理依據及建議，提供消費者參考。 

消保處表示，近期因疫情停課所衍生之「短期補習

班」及「兒童課後照顧」(即俗稱之安親班)之消費爭議如

下： 

一、 短期補習班 

(一)爭議態樣 

1.疫情期間補習班停課，消費者欲申請退費，惟被補習班所拒

絕。 

2.消費者認為補習班所提供之線上教學、授課錄影等替

代方案，品質與實體課程有所落差。 

(二)處理依據 

1.依據「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規定，因天災等不可抗

力或不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致「未能開班」或「開班後停

班或停課」者，補習班應自事實發生日之次日起 10日內，

按剩餘課程時數比例退還當期費用。 

2.倘「經學生同意」以事後補課或提供線上教學、提供授課錄

影等方式繼續課程者，補習班即可例外不退還費用。 

3.如各地方政府關於補習班之退費規定優於中央法規者，即依

各地方政府之規定辦理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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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消保處提醒學生及家長，密切關注各項升學、就業及技

藝考試辦理時程是否因疫情影響而延期，進而依照本身之學

習需求，要求補習班依規定退費，或接受補習班所提供之替

代學習方式。 

二、兒童課後照顧(即俗稱之安親班) 

(一)爭議態樣 

1.疫情期間安親班停課，消費者欲申請退費，惟被業者拒絕。 

2.安親班所提供服務重點應為「生活照顧」，惟疫情期間兒童

停課居家，安親班僅提供「作業輔導」服務，卻收取全額費

用。 

(二)處理依據 

1.依據「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因為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以致

安親班無法提供「接送兒童」、「生活照顧」或「作業輔導」

等事項時，安親班及家長均得終止本契約。 

2.契約終止時，安親班應於 7日內將消費者已繳之註冊費、月

費及代辦費(包括交通費、教材費、餐點費及活動費等)，扣

除家長已同意應代辦訂作物品之必要費用後，按剩餘服務天

數比例，退還給家長。 

(三)建議 

消保處建議家長，先行就退費及請假等事宜與安親班業

者進行協商，倘無法達成共識，再行決定是否終止契約。消

保處提醒消費者，倘經與業者溝通協調仍未獲退費或妥適處

理者，可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進行線上申訴。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