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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宣導-人情包袱(採購違失篇) 

阿揚為 2家工程公司的負責人，阿澤於某知名企業擔任組長，負責投標政府

採購案件業務。因阿澤曾於阿揚窮困時為其引薦工作，知恩圖報的阿揚一直感念

在心，兩人交情也一直延續至今。 

阿澤欲使其公司在某大學一件採購案中得標，然因該採購品項冷門，恐因無

人投標而流標，為能順利開標，阿澤除自行投標外，另需 2家無投標意願之廠商

參與投標，於是找上擁有 2家工程公司的阿揚，阿揚心裡雖覺不妥，但為還阿澤

人情，仍答應並制作相關投標文件，且刻意未檢附押標金及部分證明文件，企圖

塑造形式上已有 3家合格廠商投標之假象，欲使經辦標案人員陷於錯誤予以開標

。 

在阿揚的幫忙下，形式上該標案共有 4家合格廠商投標，因而使原應流標之

標案得以開標，最後阿澤公司順利以低價得標，但他食髓知味，一再請求阿揚用

同樣手法取得其他採購標案，雖非每次都能得標，但因有阿揚的幫忙，已增加得

標的機會，最後阿揚終於受不了良心的譴責，主動向檢察官自首。 

阿揚的陪標雖然沒有每一次都讓阿澤順利得標，但是他的行為有沒有違法呢？ 

一、 解析 

阿揚與阿澤的行為，可能觸犯「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3項以詐術圍標罪： 

（一）依「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3項之規定，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

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00萬元以下罰金，該罪構成要件如下： 

1、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 

（1）詐術：足以使其他廠商或採購機關限於錯誤之欺罔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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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非法之方法：係指詐術以外，其他和平、非暴力之不法手段。 

    2、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所謂「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者，係指製造假象，使採購機關陷於錯誤，誤認投標合於開標之條件因

而決標，使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二）依「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之妨害投標未遂罪規定，第 1項、第 3

項、第 4項之未遂犯罰之，足見行為人凡基於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

不正確結果之犯罪目的，而施用詐術或其他非法方法，即已著手實行犯罪

行為，至於是否已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尚不影響犯

罪之成立。 

（三）本案中，阿澤與阿揚企圖塑造形式上已有 3家公司以上廠商參與競標之假

象，使經辦標案人員陷於錯誤而予以開標，且因其刻意未檢附部分證明文

件，在審標時遭判定為不合格標，更使阿澤得標機率大增，意圖使市場上

競爭之狀態不復存在，使「政府採購法」所期待建立之競標制度無法落實

，即屬以欺罔之方法致招標機關誤信競爭存在，足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成立以詐術圍標罪，另阿揚及時向檢察官自首，可適用自首規定減輕其

刑。 

二、小叮嚀 

    所謂的「人情包袱」這四個字，對大多數的人而言，想必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當然人情是必須回報的，但是如何回報、何時回報、回報所需付出的代價

有多大，則存乎一心。阿揚為報答阿澤過去的恩惠，鋌而走險，多次陪標使

阿澤達成得標的目的，不僅違背自己的良心，更違反法律，也使兩人情誼終

告破滅。 

 

(資料來源：彙編自政風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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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雲端儲存安全問題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目前相當熱門的資訊技術，現今我們的

日常生活已幾乎離不開「雲端」二字，而其應用之一的雲端儲存（Cloud Storage

），與我們的關係更是密切，只要能連上網，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存取網路上的

檔案，省去攜帶隨身碟、筆電的困擾；也不像傳統硬碟，若是不小心毀損或遺失

，所有資料將付之闕如。對企業來說，雲端儲存服務能讓公司不必在自己的資料

中心或辦公室內安裝實體的儲存裝置，而日常的維護工作可交給服務供應商；對

一般使用者來說，雲端儲存大幅減少了舟車勞頓及運輸的成本。 搭著這股熱潮

，業者紛紛推出雲端儲存服務來搶雲端市場這塊大餅，包括 Dropbox、Google Drive

、AppleiCloud、MEGA以及國內的中華電信 Hami＋個人雲和 Asus WebStorage等

，這代表我們所能選擇的雲端儲存服務非常多樣化。惟一般人在選擇或使用雲端

儲存服務時，優先考慮的往往是它的儲存空間有多大、使用介面是否便利，卻忽

略了雲端儲存服務潛在的安全隱憂。使用者也許認為雲端技術相當成熟，所以放

心地把一些重要或私密的檔案和資料放在雲端上，但這可能還是防不住有心入侵

的駭客。舉例來說：2014年８月 31日晚間在美國的 Reddit、４chan網站流出大

量好萊塢女星的私密照片，造成網路上一片恐慌，雲端技術安全備受質疑；其實

這些照片是駭客經由 Apple iCloud的漏洞入侵所盜取，即便是運行多年的 Apple 

iCloud服務也存在漏洞。根據趨勢科技的分析，上述事件的發生有以下幾種可能

原因： 

一、使用不安全、易遭駭客破解的密碼：使用與個人資訊高度相關的密碼，相當

容易遭到破解，駭客只需找尋相關資訊即可盜取資訊。 

二、受害者未啟用 iCloud的雙向認證：當攻擊者知道受害者的 iCloud電子郵件

地址，攻擊者就可能透過「忘記密碼」功能進行密碼重置。因明星多數的個

人資料可從網路上取得，包括寵物名稱等等，大幅提升帳號被入侵的可能性

。 

三、攻擊者侵入另一個安全性較弱的帳號，以接收 iCloud的密碼重置郵件。 

四、重複使用相同密碼：許多人常在多個服務使用相同的密碼，若其他網路服務

的帳號已被入侵，則 iCloud的帳號也可能遭受攻擊。 



4 

 

五、網路釣魚：攻擊者發送針對性的釣魚郵件給明星，引誘她們輸入自己的 iCloud

認證資訊到假的登入畫面，藉此蒐集帳號與密碼。 

除此之外，當我們在選擇各種業者所提供的雲端服務時，必須在使用前看清

楚其服務條款，否則這些服務也很有可能造成隱私上的隱憂；例如：Google Drive

在推出時，其中一項服務條款便惹來爭議，內容為「當你將資料上傳或用其他方

式提交到 Google Drive後，你就給予 Google（以及我們的合作夥伴）全球授權

，可以使用、代管、儲存、再製、修改、建立衍生內容、溝通、出版、公開呈現

，和遞送這些內容。」雖然 Google表示使用條款中已載明內容的所有權歸用戶

所有，但是並沒有保證只有在「為維持服務運作相關」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部

分的資料，這表示 Google有更大的權利來操控我們所上傳的資料，這些內容甚

至可能淪為廣告用途，因此，平時我們便需要做好個人資料的保護。以下列出幾

種保護方式提供參考： 

一、請使用強度高的密碼：千萬不要圖方便記憶而設置過於簡單的密碼，好的密

碼應至少使用八個字元以上、英文大小寫與數字混合使用、盡可能包含一些

特殊字元等；即使設置強度高的密碼，也不應重複使用此密碼，應定期更新

密碼。 

二、重要資料加密備份：資料需多次備份並加密，除儲存於雲端之外，應再儲存

於本機端或私人的硬碟和隨身碟中，重要資料切勿只存在雲端中。 

三、避免使用公用電腦存取個人資訊：使用完公用電腦時，記得在關閉網頁前先

登出並刪除瀏覽紀錄。 

四、慎防網路釣魚：網路釣魚是一種誘騙電腦使用者透過手機、電子郵件、網站

或通訊軟體，竊取個人資料或財務資訊的手段。所以在收到任何簡訊、電子

郵件時，需再三確認其內容，切勿輕易回覆。 

雲端儲存服務固然方便，但卻無法保證其安全性。個人私密或重要的資料應

盡可能避免儲存在雲端上，若要儲存，也必須做好加密保護的動作。科技發展是

一體兩面的，以雲端儲存服務而言，在運用其方便性之餘，我們也應正視它所帶

來的安全議題，才能享用科技而不淪為駭客的目標。 

 

(資料來源：摘自台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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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法規 

†廢棄物清理法: 

 第 20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或委託專業人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依第 16條第 1項、

前條指定公告責任業者、販賣業者之場所及依第 18條第 3項指定公告

回收、處理業之回收、貯存、清除、處理場所，查核其營業量或進口

量、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銷售對象、原料供應來源、回收相關標誌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量，並索取進貨、生產、銷貨、存貨憑證、

帳冊、相關報表及其他產銷營運或出入之相關資料;必要時，並得請稅

捐稽徵主管機關協助查核。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 2點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五)請託關說: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

屬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第 5款) 

 第 11點 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應於 3日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單位。 

 第 12點 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或其他涉

及廉政倫理事件之知會或通知後，應即登錄建檔。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4條: 

 公私場所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固定污染源，應於設置或變更前，檢

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

其他機關申請核發設置許可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設置或變更。 

 前項固定污染源設置或變更後，應檢具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證明文件，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申請核發操作許可

證，並依許可證內容進行操作。 

 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之申請、審查程序、核發、撤銷、廢止、中央主

管機關委託或停止委託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 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千萬元以下罰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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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億元以下

罰金：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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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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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田李下的由來暨做好「利益迴避」的幾個史例 

    某次唐文宗問工部侍郎柳公權說，近來外界對朝廷的措施，有什麼

不滿意或批評的地方？柳公權說：「朝廷派郭旼做昐寧的縣令，有些人

認為有問題，並且講了閒話。」文宗很不悅的說：「郭旼是太皇太后的

季父，品德清廉，也沒有過失，如今只放他去做一個小縣官，難道還有

什麼問題嗎？」柳公權接著說：「以郭旼的才德和貢獻，確實足堪此任

，但是議論的人說，郭旼曾經將二個女兒進獻給宮裡，並因而獲取官位

的…。」文宗於是喟道：「他的女兒是來參見並侍候太后的，又不是來

做我的妃子，你們何以大驚小怪…！」柳公權聽了以後卻說：「像這樣

瓜田李下的嫌疑，哪是每個人都知道的啊！」  

  柳公權說「瓜田李下」這句話，就是援引古樂府「君子行」中的這

句詩─「君子防未然，不處瓜李嫌，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而來的

，引申為君子應當有所「避嫌」之意。  

  同樣的，朱元璋的元配馬皇后，其姪兒在家鄉生活難以為繼，朱元

璋便向馬皇后提議要讓他出來做官。孰知馬皇后竟予反對，並說：「國

家的官吏，應當選用賢能，我這姪兒，教書尚可，做官則不行。再者，

前朝的外戚親屬，多驕奢腐敗，甚至造成國家傾覆，所以臣妾以為，對

於國戚仍應從嚴對待才好…。」朱元璋聽完後感動的說：「歷代皇后，

都不如我朝的馬皇后。」 

  諸如上述史例，不勝枚舉，如宋真宗時的宰相王旦，一生即主張兒

孫當自立，至死其兒子王素都還沒當過官呢！還有，漢明帝的皇后馬氏

，因其舅馬防對明帝有參醫用藥之功，漢章帝特別想提拔他做官，卻遭

馬氏反對說：「我就是擔心後世者的議論，會影響到先帝的聲譽，所以

才不希望有外戚當官的啊！」，這些都是遵行「利益迴避」的最佳典範

，尤其掌握國家大權者，能率先以身作則，更誠難能可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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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Ｘ的房間」行政院多元性別宣導影片(中英臺文版)介紹 

「ＸＸ的房間」宣導影片:係為促進認識並了解具有多元性別之人的一系

列宣導影片。均已刊載於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站（網址：

http://www.gec.ey.gov.tw/）/政策與法令/多元性別專區/教育訓練教材，提

供下載及公開播放。 

相關連結：
https://gec.ey.gov.tw/Page/8B53584DC50F0FBA/f515c9ae-b7b8-4322-b8a3-c87dd0c

307de 

【ＸＸ的房間】之各房間主題: 

你願意花 10 分鐘擁抱一個人的秘密嗎? 

你覺得這個房間的主人是甚麼樣的人? 

性別本來多元，包含不同性別認同、性傾向等，藉由認識跨性別與雙性人

的處境，找到讓每一個人舒適的生活方式，才是你我共同的嚮往! 

歡迎觀賞影片，讓三個房間的主人帶你探索他們生命的故事。 

 

網址連結: https://gec.ey.gov.tw/Page/67773832D19CA96E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http://www.gec.ey.gov.tw/
https://gec.ey.gov.tw/Page/8B53584DC50F0FBA/f515c9ae-b7b8-4322-b8a3-c87dd0c307de
https://gec.ey.gov.tw/Page/8B53584DC50F0FBA/f515c9ae-b7b8-4322-b8a3-c87dd0c307de
https://gec.ey.gov.tw/Page/67773832D19CA9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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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秋冬流感好發季節及國際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仍嚴峻，為了

自身及親友健康，且為確保國內防疫安全，注意相關防疫新措施。 

自 11 月 9 日起，強化「過去 14 天內有症狀旅客」的入境檢疫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09 年 11 月 4 日表示，時值秋冬流感好發

季節及國際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仍嚴峻，考量入境有症狀旅客染疫

風險較高，入境有症狀者須完成二次核酸檢測陰性後，始可到防疫旅宿或

返家繼續檢疫到期滿。 

指揮中心指出，自(2020)年 11 月 9 日起，強化「過去 14 天內有症狀旅客

」的入境檢疫措施如下： 

1.入境有症狀或過去 14 天內有症狀旅客須配合於機場(或入境後至醫院)

採集檢體，並至集中檢疫場所待候檢驗結果；檢驗陰性者須於間隔第一

次採檢至少 24 小時後進行第二次採檢。 

2.二次檢驗結果均為陰性且症狀緩解者，經醫師評估後始得返家或前往防

疫旅宿續行居家檢疫至期滿。 

指揮中心再次呼籲，為了自身及親友健康，且為確保國內防疫安全，

所有入境旅客應於登機前以手機完成我國入境檢疫系統線上申報，過去

14 天內若有發燒、咳嗽、流鼻水、鼻塞、呼吸急促、腹瀉、嗅味覺異常

、全身倦怠、四肢無力等任一疑似 COVID-19(武漢肺炎)症狀，務必詳實

填寫及主動告知機場檢疫人員，並配合採檢及檢疫措施，齊心協力共同防

疫。 

  (資料來源:整理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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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網友學投資 銀行員慘被騙 80萬元 
 

刑事警察局指出，假交友結合假投資是近期盛行的詐騙手法，歹徒大

多透過社群網站或交友 APP 搭訕被害人，再轉移到 Line 持續交往，等獲

得被害人信任後，就引誘被害人前往來路不明的境外網站投資虛擬貨幣、

期貨外匯、運彩博奕等，初期營造不斷獲利假象且能正常提領獲利〈又稱

為返現、出金〉，等被害人放心投入大筆金錢後，再編造各種理由收費，

最後直接關閉網站，讓被害人求償無門，呼籲民眾網路交友務必提高警覺

。 

警方也表示，此類詐騙往往由多名歹徒分別扮演網友、投資顧問、客

服人員，並透過不同 Line 帳號與被害人聯絡，民眾可善用 165 反詐騙官

網「高風險賣場/詐騙 Line ID」專區每週公告的「詐騙 Line ID」資料，

在網路投資、交友前，先過濾對方的 Line 帳號是否曾被通報為詐騙帳號

，以減低被騙風險，有任何疑問也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諮詢。 

 

 

 

 

 

 

 

 

 

 

 

 

 

 

 
 

                                        (資料來源 : 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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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小品四格漫畫-擷取自LINE FB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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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個好所在，不要貪污來破壞， 

檢舉貪官做功德，子孫才有好未來。 

(台語發音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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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勇敢吹哨，不法，Get Out! 

法務部廉政署24小時廉政專線0800-286-586。 

 

2. 科技部(政風處)檢舉貪瀆專線: 

電話:(02)2737-7584。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21樓。 

電子信箱E-mail: ethics01@most.gov.tw 

 

 

 

       

                科技部政風處 編輯 

 

 

mailto:ethics01@mos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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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11月廉政電子報已上架，盼望您的意見與迴響能做為本處改進的參考，謝

謝! 

一、您閱讀本期(廉政電子報)後最喜歡的單元是? 

 □圖利與便民   □廉政小故事   □認識詐騙與破解詐騙 

 □防疫資(警)訊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廉政小叮嚀      

 □性別平等資源   □輕鬆小品       

 □廉政案例宣導   □其他___________ 

二、您喜歡那些美術編排? 

    □封面/封底   □廉政小故事    □主題文章    □內文排版與圖片 

三、您覺得需要增加廉政哪方面的資訊/訊息? 

 □廉政法規類  □廉政國際趨勢類  □廉政講座類  □廉政案例類 

四、您對本廉政電子報整體滿意度最不滿意 1-非常滿意 10分?(請勾選) 

10 

最滿

意 

9 8 7 6 5 4 3 2 1 

最不

滿意 

          

五、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