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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大建設新防線！廉政平台分級開設 
    前瞻計畫規劃了 8800 億元預算，為了確保重大公共建設施工品質，防止外
部不當干擾，使公務同仁勇於任事，法務部廉政署配合國家推動巨額採購採最有
利標政策，應工程業主機關首長需求，成立廉政平台，確保重大建設能「如期、
如質、無垢」完成……（繼續閱讀 p.2） 

「雲端反賄數位平台」讓賄選無所遁形 
    針對明（109）年 1 月 11 日第 15 任正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
舉，法務部為精進反賄工作，善用科技，蔡清祥部長特別提出「科技查
賄指揮中心」與「雲端反賄數位平台」兩個構想，做為此次反賄工作之
核心措施……（繼續閱讀 p.4） 

亂倒廢棄物挨罰，塞紅包行賄稽查員 
  林姓女子因為陳姓丈夫在台中市太平區承租兩筆土地，違法將廢水

管、水泥塊等廢棄物就地掩埋被稽查，她竟然自行打開稽查人員的公務

車車門，把裝有 1 萬 2000 元的「紅包」放在方向盤附近；雖然她矢口否
認行賄，強調這些錢只是體恤稽查人員辛苦……..（繼續閱讀 P.10） 

口蹄疫拔針成功！台灣豬有望外銷 
    歷經 22 年努力，台灣正式成為口蹄疫非疫區！從去（107）年 7
月 1 日開始至今，台灣口蹄疫拔針（不施打疫苗）已滿 1 年，農委會

將向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申請成為口蹄疫不施打疫苗非疫區，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也正式宣佈：「台灣口蹄疫拔針成功！」……（繼續閱讀 p.17） 

收容人因病昏迷不治，家屬抬棺抗議 
    某看守所曾姓收容人因糖尿病突然昏迷，經所方緊急送醫仍然不
治，事後家屬不滿其家人因竊盜案，關進看守所才 1 個月時間，卻因為

糖尿病在看守所逝世，認為看守所醫療人員涉有疏失，並號召 30 多位民
眾拉著白布條，抬著棺木衝進看守所抗議......（繼續閱讀 p.12） 

管理員於接見室白板洩漏偵查消息 
   某看守所管理員於被告辦理接見當日，將檢察官囑託該所將被告會
客錄音光碟送署參辦訊息，書寫在接見室白板備忘，致被前來會客之
其他被告看見得知轉而告訴當事人，因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偵查

消息…….（繼續閱讀 p.15） 

反洗錢大哉問，民眾常見七大問題 
    為了強化金融機構與民眾溝通，以利洗錢防制順利執行，金管會在
北中南東、離島等辦了五場說明會，吸引上千名眾參加。金管會銀行局
副局長黃光熙 23 日指出，民眾最關心的就是給銀行資料會不會用來行
銷、如果不給銀行資料帳戶會被凍結嗎等七大問題……..（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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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國家重大建設新防線！ 

廉政署再推廉政平台分級開設 
 

 

     前瞻計畫規劃了 8800 億元預算，為了確保重大公共建設施

工品質，防止外部不當干擾，使公務同仁勇於任事，法務部廉政署

配合國家推動巨額採購採最有利標政策，應工程業主機關首長需求，

成立廉政平台邀集檢察、調查、廉政、審計機關、工程會、相關廠

商及利害關係人參與，確保重大建設能「如期、如質、無垢」完成。 

 

法務部舉行媒體茶敘，由廉政署說明廉政平台現況，例如「交

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車輛汰換採購案廉政平台」（約新台幣 997 億

元），已由韓國廠商得

標，一度曾有黃牛介入，

佯稱獲韓商授權，可洽

談採購細節價格更優惠，

經廉政平台清查，韓商

未授權並最後決定在台

設立辦事處為窗口，阻

絕不當人士介入。 

 

 

廉政署防貪組長陳范回表示，「桃園機場第三航空站區建設案

廉政平台」（約 746 億元），由英國團隊設計，將在大廳屋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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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萬個花瓣流動造型鋁管，壯觀

美麗，但沒有台灣廠商投標願意

施作，經廉政平台清查，目前台

灣有二家廠商有能力可以施作，

後續將調整工程細節，讓工程順

利發包，期許2023年順利完工。 

 

目前中央機關設立8個廉政平台、地方機關設立4個廉政平台，

包含「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前瞻建設治水方案（烏溪鳥嘴潭

人工湖）廉政平台」（約 199 億元）等。廉政署指出，透過檢廉團

隊與業管機關同仁定期聯繫會議，提供公共工程標案有關廉政風險

預防及諮詢服務，共同討論可能發生的各種弊端或廉政風險，採取

相應的防貪措施與作為，讓所有不當斡旋、關說或施壓等情事，均

於平台上揭露，並將相關行政作業流程資訊於行政透明專區提供外

界檢視，降低外界對國家重大工程的疑慮。 

 

廉政署為擴大廉政平台適用範圍，對於機關重要政策採購案件，

雖金額未達 100 億元以上，但機關首長認有成立廉政平台需求者，

廉政署規劃「分級開設」作業，由各該機關政風機構透過地區政風

業務聯繫中心機制，結合相關單位成立廉政平台，透過橫向聯繫交

流，就採購風險因子，積極研商解決對策，廉政署則將適時派員列

席，提供相關建議，協助各機關完善採購作業。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中時電子報、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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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羅地網，反賄選再進化! 

法務部將推「雲端反賄數位平台」 
  

 

    針對明年 1 月 11 日第 15 任正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

舉，法務部為精進反賄工作，善用科技，蔡清祥部長特別提出「科

技查賄指揮中心」與

「雲端反賄數位平台」

兩個構想，做為此次反

賄工作之核心措施。其

中「科技查賄指揮中心」

係為強化選舉查察之

作為，將於各地檢署陸

續成立；而為配合查賄

工作的提升以及行動裝置的普及，法務部刻正規劃結合雲端整合、

數位科技，建置「雲端反賄數位平台」APP，將提供包含「檢舉賄

選單一窗口」、「即時澄清假新聞」、「反賄選影音宣導」、「反

賄選網絡連結」及「反賄選大數據建置」等五大功能，而為了展現

法務部落實反賄選工作的決心，讓外界進一步瞭解蔡部長對反賄選

宣導的理念，法務部利用今(17)日記者茶敘安排保護司針對本次反賄

選宣導工作與「雲端反賄數位平台」規劃構想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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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部長於致詞時，以車之兩輪和鳥之雙翼比喻「選舉查察」和

「反賄宣導」是一體兩面，密不可分。而法務部自 81 年 11 月 9 日

公布施行「鼓勵檢舉賄選要點」，迄今已逾 26 年，法務部打擊賄選

的決心不變，但手段也必須配合時代精進，方能提升反賄工作之效

益。此外，實務上也發現因 LINE、微信、臉書等即時通訊軟體的出

現，導致傳統通訊監察所能獲致成效遞減，因此法務部蔡清祥部長

提出「科技查賄指揮中心」與「雲端反賄數位平台」2 個構想，就是

要強化網路科技偵查能力；善用行動裝置，結合雲端整合、數位科

技，讓民眾能更容易獲得反賄資訊，更便於檢舉賄選，更強化政府

與民眾間的聯結，使反賄選工作能更加深化和落實。 

 

有關法務部「雲端反賄數位平台」APP 構想，將具備下列五大

功能： 

 

 即時澄清假新聞 

針對當前假新聞猖獗亂象，提供即時釐清企圖影響選舉相關

假新聞之功能，避免造成民眾誤解。 

 

 檢舉賄選單一窗口 

連結各地檢署反賄選宣導 LINE@帳號或 FB 粉絲專頁，便利

民眾傳送檢舉資訊。 

 

 反賄選影音宣導 

建置本部歷年反賄選宣導影音素材，便利民眾收看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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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賄選網絡連結 

透過 APP 之建置，吸納共同理念之民眾加入，強化政府與

民眾相互間之聯繫，佈建嚴密之反賄選通報防護網絡。 

 

 反賄選大數據建置 

此平台上之相關數據及資料將做為後續大數據分析之參考，

以精進日後反賄選宣導成效。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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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銀行辦事為什麼問那麼多？ 

反洗錢民眾常見問題有七個 

 

    為了強化金融機

構與民眾溝通，以利洗錢

防制順利執行，金管會在

北中南東、離島等辦了五

場說明會，吸引上千名眾

參加。金管會銀行局副局長黃光熙 23 日指出，民眾最關心的就是給

銀行資料會不會用來行銷、如果不給銀行資料帳戶會被凍結嗎等七

大問題。 

 

 

黃光熙表示，2019 年 3 月起金管會請銀行公會及金融研訓院，

陸續在台中、台南、台北、花蓮及澎湖舉辦「洗防 RBA，好評又便

民—銀行執行洗錢防制作業說明會」，對象主要是銀行客戶（自然

人、獨資商號及中小企業）還有銀行、信合社、郵局代表、洗防辦、

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金管會等代表。 

 

黃光熙表示，各場說明會民眾可以直接提問、了解洗錢防制反

詐騙，讓民眾更了解銀行實務措施背後的原因及相關規定的立意，

場場反應都相當熱烈。金管會彙整民眾提問，最常見的七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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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銀行要詢問客戶職業、年收入、資金來源與交易目的等資

料？ 

金管會表示，依金融機構洗錢防制辦法規定，銀行有義務了

解客戶，對客戶身分做盡職審查，以便依不同的客戶屬性，作風

險分級。 

 

 為什麼去銀行辦事要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金管會表示，有些狀況是不用提供身分證，例如 3 萬元以下

無摺存款就不需要身分證等。 

 

 為什麼銀行要求公司提供設立章程及股東名冊資料？ 

金管會表示，主要是想進一步了解法人股東背後的實質受益

人。 

 

 銀行向民眾索取的資料是否會用於行銷？ 

金管會表示，不會，因依個資法規定，必須事先經客戶同意；

客戶若擔心，可以在提供銀行資料上註明是做資料更新。 

 

 如果客戶不配合銀行提供資料，銀行可以凍結客戶資產嗎？ 

金管會表示，若客戶仍

不願配合提供資料時，必

要時銀行可以限制電子交

易，要求客戶臨櫃交易，

讓銀行可以做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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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部分客戶都屬低風險，銀行要求更新資料的頻率不會很

高。 

 

 客戶已經與銀行往來很久了，為什麼銀行還要求更新資料？ 

金管會表示，對於高風險客戶，依規定必須要定期更新，至

少一年一次，銀行可以採更嚴格作法。 

至於低風險客戶，則採事件誘發性作法，也就是平常很少往

來，突然跑來交易，或金額大幅跳動時，才會作更新。 

 

 防制洗錢與一般民眾有何關係？ 

金管會表示，洗錢防制已是國際趨勢，可防堵犯罪、逃漏稅

等不法所得，透過洗錢管道漂白贓款；洗錢防制若做不好，會嚴

重影響國際評比，將造成金融活動受到影響，全民也會受害。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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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亂倒廢棄物挨罰 

妻塞 1.2 萬紅包：體恤稽查員辛苦 
 

    46 歲的林姓女子因為陳姓丈夫在台中市太平區承租兩筆土

地，違法將廢水管、水泥塊等廢棄物就地掩埋被稽查，她竟然自行

打開稽查人員的公務車車

門，把裝有 1 萬 2000 元的

「紅包」放在方向盤附近；

雖然她矢口否認行賄，強

調這些錢只是體恤稽查人

員辛苦，但夫妻倆最後還

是雙雙被檢方依廢棄物清

理法、貪污治罪條例起訴。 

 

起訴書中提到，陳男向不知情的地主承租太平區某兩筆土地，

涉嫌非法掩埋廢水管、廢木材、麻布袋、破碎的馬桶、塑膠袋或是

水泥塊等廢棄物；後來台中市環保局接獲檢舉，派袁姓等 3 名稽查

員前往勘查，果然發現有異狀，隔日隨即開挖，當場挖出上述這些

大量的廢棄物。 

 

由於陳男的行為可能會被開單告發，甚至觸及刑事責任，林女

擔心丈夫會被依法送辦，竟然自行打開稽查人員的公務車車門，將

裝有 1 萬 2000 元的紅包塞在方向盤附近，請求對方高抬貴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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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罰得輕一些。不過，袁姓稽查員

等人並未收下紅包，回到辦公室後也

立即向政風室陳報此事。林女到案之

後辯稱，自己的確有幫丈夫求情，但

那筆錢不是行賄，而是體恤稽查人員

的辛苦，想請他們喝點冰涼的飲品。 

 

台中地檢署 23 日依廢棄物清理法起訴陳男，另依貪污治罪條例

起訴林女，夫妻倆求情不成，反而雙雙揹上法律責任。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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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安全維護案例解析 ─ 

收容人因病不治，家屬抬棺抗議案 

 

某看守所曾姓收容人因糖尿病突然昏迷，經所方緊急送醫仍

然不治，事後家屬不滿其家人因竊盜案，關進看守所才 1 個月時間，

卻因為糖尿病在看守所逝世，認為看守所醫療人員涉有疏失，遂號召

30 多位民眾拉著白布條，抬著棺木衝進看守所抗議，並在看守所大

廳咆哮，期間跟警方發生多次推擠衝突，對於民眾闖進矯正機關抗議

行為，引發國內媒體關注，並質疑矯正機關門禁是否出現問題。 

 

陳抗原因分析，據家屬表示曾姓收容人在看守所期間，曾有 5

次皮膚病就診紀錄，卻都僅以單純疥瘡治療，質疑看守所醫生為何都

沒發現家人患有糖尿病，延誤就醫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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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分析 

1. 民眾權益意識抬頭 

隨著民主法治觀念普及，民眾權益意識抬頭，政府諸多

行政皆為社會放大檢視，當民眾自認權益遭受損害，透過一

般申訴管道無法達到訴求時，為爭取權益，即可能透過激烈

陳情抗議行為，希冀吸引媒體及社會關注，獲得滿意結果。 

2. 陳抗情資預警蒐報 

任何事件發生前都會有徵兆，一旦錯失處置先機，即可

能讓星星之火燎原，衍生無法預測危安事件，因此各單位平

時應加強陳抗情資蒐報，留意報章媒體資訊，適時通報疏處

作為，以有效降低陳抗紛爭，避免衝突發生。 

3. 主動溝通化解歧見 

陳抗活動處理需具絕佳智慧，對於陳抗為首人士，應瞭

解意圖及問題徵結，並在法律授權範圍內與其充分溝通協調，

取得共識，促使陳抗事件圓滿落幕。 

4. 陳抗事件處理標準化 

任何民眾陳抗事件活動，在場處理人員的一舉一動，皆

能影響參與民眾的情緒波動，稍有偏差，即可能造成機關安

全或人員危害情事，故平時應建立緊急事件處理作業程序，

迅速處理各種偶（突）發重大事件，俾使損失及傷害減至最

小，確保機關設施及人員安全。 

5. 強化同仁危安意識 

透過常年教育時機，宣導同仁在處理陳抗過程，應如何

處置因應，避免情緒化反應或針鋒相對，以同理心爭取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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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良性互動，減少不必要紛爭和衝突，並可透過平時演練熟

悉相關應變程序，以提升危安意識。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民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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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公務機密案例解析 ─ 

管理員於接見室白板洩漏偵查消息 
 

某地檢署檢察官承辦 100 年度偵字強盜案件，該案被告乙同

時又在某看守所執行另案刑期，而同案未在押被告丙屢次利用某立法

委員名義辦理與被告乙之特別事由接見，疑有串證之嫌。檢察官乃於

100 年 11 月諭示囑託該看守所，對被告乙辦理特別事由接見之情形

應立刻通知該署，並將錄音光碟送署參辦。 

 

詎料該看守所管理員甲原應注意依刑事訴訟法第 245 條第 3 項

偵查不公開規定，竟疏未注意，而於 101 年 2 月 7 日被告乙辦理接

見當日，將檢察官囑託該所將被告乙會客錄音光碟送署參辦訊息，書

寫在接見室白板備忘，致被前來會客之被告丙看見得知轉而告訴乙，

因而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偵查消息，涉犯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之

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嫌。 

 

 原因分析 

1. 戒護管理欠缺保密觀念及警覺性不足 

對於收容人個人資料、檢察官偵查指示等訊息，自應落

實保密作為，然戒護人員因忙於戒護事務，為記載備忘而將

應保密訊息書寫於他人易於看見之接見室看板，實屬欠缺保

密觀念及警覺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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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密資料欠缺保密流程管控措施 

收容人個資、檢察官偵查指示等應行保密訊息之傳遞，

本應以黃色機密卷宗為之，提醒經手人員注意保密作為，惟

相關人員因欠缺敏感度及忽略保密措施，致將應行保密資訊

公開登載洩漏，顯示機密資料之傳遞欠缺控管機制。 

 

 興革建議 

1. 加強宣導資安保密觀念 

收容人個人資料、刑案資料、檢察官偵查指示等事項，

均為依法令應保守秘密之資料，非相關人員不得接觸、知悉、

傳達及公開討論外，機關除可對經管人員加強宣導個人資料

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外，並應建立保密流程管理措施，以黃色

機密卷宗或保密皮箱傳遞，提醒經手人員知悉並有所警覺，

以免因一時疏忽而洩漏機密資料，甚至涉及行政及刑事責

任。 

2. 收容人個人資料應妥善保密及保管 

舉凡收容人之姓名、通訊、住址、家屬、刑期、刑名等，

均屬應保密之資料；機關之接見室、工場、舍房走道告示板、

辦公室桌面、桌櫃及電腦等，亦屬易於受窺視獲悉之處所，

經辦人員於處理前開資料時，務必審慎為之以免洩密。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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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口蹄疫拔針成功 

台灣豬有望外銷！ 
 

 

     台灣口蹄疫自 1997 年 3 月 20 日起爆發，期間至少撲殺 385

萬頭豬，經濟損失達到 1700 億以上，豬肉價格也在口蹄疫爆發後一

落千丈，全國上下人心惶惶。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表示，歷經 22 年，

台灣之所以能順利拔針成功，主要來自產官學界各方的努力，加上

科技的有效應用、專家的精準判斷，才讓口蹄疫正式進入歷史。 

 

高雄市養豬協會理事長王忠禮也說，回想起口蹄疫爆發的情

景，仍是心有餘悸，但如今台灣成功拔針，真的是靠全台豬農的通

力合作，包括一起認真施打疫苗，加強生物安全防治工作，從源頭、

飼養環境、改良飼料等全方面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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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有「身分證」的豬  來路不明拒宰 

 

為了確保豬肉品質，追

溯上游養豬場，信功實業

副董事長楊博元說，他們

會為豬貼上「身分證」，

並且只宰有身分證的豬。

所謂有「身分證」，指的

是豬都來自契約的牧場，從飼料配方、品種、疫苗接種、成長健康

都有紀錄，每隻豬甚至可以找到牠的「阿公、阿嬤」。 

 

而信功的屠宰也採人道屠宰方式，一般來說，市場下午拍賣豬

隻，當晚就宰殺，但信功寧願多增加一天的成本，讓待宰的豬隻有

12 小時的繫留時間，休息、放鬆。 

 

楊博元表示，當豬經過長途運輸，新陳代謝會增加，體內葡萄

糖大量消耗，使肌肉中累積很多肌酸；若豬隻可以充分休息，這些

酸化的現象便能緩解，肉的味道會較甜美，人也不會吃進豬因緊張

而分泌的荷爾蒙。 

 

豬本是寒帶動物  人道飼養才能養出健康小豬 

 

三久牧場負責人洪崇拼表示，在台灣要把豬養好並不容易，因

為豬本是寒帶動物，生長在亞熱帶的台灣很容易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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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豬容易生病，就得打抗生素，進而影響豬肉的品質，因此有

工程機械背景的他，不斷參考國外做法，先從豬舍環境及養豬設備

開始改進，根據台灣環境特質，自己畫設計圖，為的就是減少豬隻

生病的機率，以達到不給豬吃藥、不產生抗生素殘留的目標。 

 

除了豬舍改建，在這裡的母豬，甚至跟人一樣有 7 天的產假休

養，因為洪崇拼相信，只有人道飼養，才能培育出理想的健康豬隻。 

 

幫豬做好體內環保  豬健康了肉就美味 

 

永清祥農牧場創辦人呂紹青說：「豬吃對了就健康，健康了肉

就美味。」因此養豬時，首先改良飼料配方，從日本進口添加酵母

菌與納豆菌等有益菌與天然酵素的專用飼料，以增強豬隻腸道免疫

力。 

 

當豬變得健康，豬腸道環

境的益菌取代壞菌，達到體內

環保，除了肉質變得更加鮮

甜，豬身上的腥臊和臭味也減

少很多，且餵食活菌飼料，可

降低一半以上抗生素用藥，提

高肉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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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挑戰：防堵非洲豬瘟、建立外銷規格化制度 

 

即便 7 月 1 日拔針成功滿一年，但台灣還是得等到明年 5 月，

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宣布為非疫區後，台灣豬才有出口的資格，因此

這段時間堪稱是「護豬」關鍵時刻，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說。 

 

台灣養豬青年聯盟理事長郭嘉育也提醒，台灣豬肉已有 20 幾年

沒有出口，未來因應外銷需求的規格化生產流程都須重新建立，包

含是否效法歐美，建立屠體評級制度，這些都是養豬業者未來必須

面對的挑戰。 

 

同時，台灣還得面臨非洲豬瘟的威脅，非洲豬瘟比口蹄疫更難

纏，不僅無藥物或疫苗可治療，且致死率達 100％，因此更有賴各

界與民眾配合。 

 

 

（資料來源：康健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