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 年 11 月號 政風室 編輯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系列專車抵達最終站-臺南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巡迴全台，於 10 月 5 日抵達
最終站-臺南站，由臺南市政府與法務部廉政署共同於臺南文化中心假日廣場

舉辦「府城繪廉潔‧誠信教育一起來」活動。……（繼續閱讀 p.2） 

法務部原鄉反賄選 3 部微廣告首映 

   明年一月十一日為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委選舉投票日，
法務部將宣導反賄選、拒絕買票列為施政重點，法務部於 10 月 15 日在

台北召開記者會，為近期拍攝的三支「原鄉反賄從心開始」微廣告首映
會宣傳造勢……（繼續閱讀 p.5） 

 

高雄警官包庇電玩 二審仍重判 16 年 

  高雄市警局前分局長李世昌，先前向電玩業者收賄 1144 萬元，事後
被判 6 年 4 月徒刑定讞，現以入監服刑中；李世昌咬出前部屬林振宏為
共犯，並供稱兩人均分賄款……..（繼續閱讀 P.9） 

聯合國戰地醫生需金援 高知識分子遭連環詐  
    今（108）年 4 月，一名年約 50 歲，具有博士學位的黃女士在交友網
站結識號稱在敘利亞擔任聯合國牙醫師的網友，雙方透過 LINE 密切聯絡，
該名網友於言談中透露因身處戰地，轉帳不便，需請黃女士代墊款項，並

承諾工作執行結束後即返還借款。……（繼續閱讀 p.12） 

警察偷查正妹個資 50 萬求和解失敗被起訴 
    台北市 1 名周姓員警在進行網路巡邏時，看到 1 名黃姓女子的 IG，竟
利用職權之便，查詢黃女個資，事後辯稱是為了公務才查詢。台北地檢署
原以賠償 50 萬元為條件，給予周警緩起訴處分，但黃女並未同意，聲請再

議......（繼續閱讀 p.10） 

大陸沙塵來勢洶洶 國健署 3 招教民眾自保 
  根據中央氣象局最新預報，受到大陸內蒙地區揚起沙塵，並且向東及向
南傳輸影響，環保署預估這波沙塵伴隨東北風，將從近日開始影響台灣空
氣品質，尤其北部地區空氣品質，會轉為橘色提醒等級。衛福部國民健康
署提醒民眾盡量減少外出…….（繼續閱讀 p.11） 

矯正署微廣告競賽 
     雄女監《牆外的天空》激勵人心奪冠 

    法務部矯正署今年舉辦收容人微廣告競賽，由各監所收容人發揮創
意、參與製作拍攝完成 59 支影片，……..（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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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教育校園宣導系列專車活動抵達 

最終站臺南---府城作伙繪廉潔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巡迴全台，於 108 年 10 月 5 日抵

達最終站-臺南站，由臺南市政府與法務部廉政署共同於臺南文化

中心假日廣場舉辦「府城繪廉潔‧誠信教育一起來」活動，由臺南

市長黃偉哲、法務部廉政署署長鄭銘謙、臺南地檢署檢察長林錦村，

率同市府各機關學校師生及全國各政風機構代表等計約 650 人共

同參與。 

    活動中特別邀請臺南市岸內國小醒獅隊表演，其中岸內國小醒

獅隊不但於

107 年度國

中小傳統藝

術比賽榮獲

廣東獅優等，

亦經常受邀

到各單位演

出，廣獲民眾的熱烈迴響；緊接登場的是西門實驗小學學童運用英

語演出廉潔行動劇，透過學童生動活潑的扮演各種小動物，以選舉

小故事為主題，展現臺南市廉潔教育扎根之成果，亦為本次活動拉

開熱鬧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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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作為第 1 個將「閻小妹廉政法治教育動畫融入式課程」

推動至公立國小之領航者，今(108)年校園更以廉政議題為核心，

舉辦校園廉政誠信議題競賽，藉由本次活動由市長黃偉哲親自頒獎，

優秀作品亦輸出於舞台背板上供參與者觀賞。 

     活動過程中

7 隻造型可愛的

廉潔寶寶，包括活

潑開朗「閰小妹」、

吉祥物劍獅寶寶

「Ryan」、誠信

正義小海龜「強

強」、反貪腐神獸

「廌寶寶」、公平正義蜜蜂「嗶啵」、陽光寶寶「小風」及公正不

阿熱氣球「T 寶」組成「正義連線」登場，出場瞬間炒熱現場氣氛，

現場廉潔寶寶們邀請粉絲們上台一同搖擺跳舞、互動並合照，全場

HIGH 翻天。 

    為了讓學童體認品德內涵與誠信之重要，本次活動更由法務部

廉政署督同臺南市政府政風處串連全國各政風機構攜手，精心設置

廉政闖關遊戲攤位包括廉政小學堂(臺南市政府政風處、嘉義縣政

府政風處)、眼明手快打貪腐(臺南地院政風室)、射貪英雄傳(臺東

縣政府政風處)、雲端水廉洞(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政風室、自來水第

六區管理處政風室)、廉政魔法學園(臺中市政府政風處)、郵政廉潔

站(交通部政風處)、廉能列車義童趣(嘉義市政府政風處)、廉政讚

鬥營(國防部政風室)、燃燒吧廉政彈珠魂(雲林縣政府政風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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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廉政(屏東縣政府政風處)、廉手拼圖闖關(高雄榮總暨所屬臺南

榮總政風室)、Gogotrain 廉政向前跑(臺糖政風處)等，寓教於樂，

現場學童皆玩得不亦樂乎，品德種子藉此扎根，伴隨成長茁壯。 

    除了多元又有趣的動態活動外，活動會場中也展示了今(108)

年校園廉政誠信議題競賽中學童的各種優秀作品，並安排創作者親

自向參觀者述說創作理念，展現臺南小朋友廉潔誠信的涵養，這也

代表廉潔誠信種子已於臺南發芽生根，相信透過廉政工作的不斷推

動，種子將茁壯成更大的樹林，廉潔誠信樹蔭將不斷綿延，守護著

這座廉潔幸福的臺南城市。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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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原鄉反賄選 

   3 部微廣告首映 

    明年一月十一日為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委選舉

投票日，法務部將宣導反賄選、

拒絕買票列為施政重點。法務

部政務次長蔡碧仲、最高檢察

署檢察總長江惠民、台高檢署

檢察長王添盛、屏東地檢署檢

察長葉淑文、法務部保護司長

黃玉垣、檢察司長王俊力、前職棒國手鄭達鴻等人，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在台北召開記者會，為近期拍攝的三支「原鄉反賄從心開

始」微廣告首映會宣傳造勢。 

    根據法務部統計，去年與今年，原住民因選舉買票、賣票而被

檢察官依法起訴或緩起訴者，就有近三百人，所佔人數與比率偏高，

引起檢察總長江惠民高度關注。屏東地檢署檢察長葉淑文表示，因

為屏東縣原住民較多，看到原住民朋友因選舉買票、賣票觸法，而

被依法起訴及判刑定讞，也感

到不捨，認為有加強宣導守法

律、拒絕買賣票的必要，因此

邀請音樂人許常德老師策畫，

並邀原住民鄉親擔任主角，共

拍攝三支反賄選廣告片「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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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婉拒」及「耆老篇」，每支影片長度六十秒，即日起於

YouTube 等網站可觀賞。 

    檢察總長江惠民特別感謝屏東地檢署的積極與用心，由葉淑文

檢察長親自參與籌拍三支反賄選廣告片的細節，最高檢察署也將規

劃以「原鄉反賄從心開始」的微廣告影片，成為全國性的原鄉反賄

宣導題材，並希望透過原民電視台播放，甚至放入將來的「雲端反

賄數位平台」進行反賄選宣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臺灣新生報、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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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署微廣告競賽 

 高雄女監《牆外的天空》激勵人心奪冠 

    法務部矯正署今年舉辦收容人微廣告競賽，由各監所收容

人發揮創意、參與製作

拍攝完成 59 支影片，

經複賽選出 20 支，進

入決賽。決賽於 108

年 10 月 22 日公布結

果，最後冠軍為高雄女

子監獄推出的《牆外的

天空》，講述毒品案受刑人「阿玉」20 年來多次進出監獄，最後

因家人不離不棄，她也努力學習，終於獲得假釋出獄的故事。 

為拉近矯正機關與民眾的距離，法務部矯正署今年舉辦微廣

告競賽。五月間由各大專院校自行報名、參賽，另外矯正署也讓

各監所收容人發揮創意、拍攝作品參賽。辦理本次微廣告總決選

的高雄監獄副典獄長翁永芳指出，本次複賽共有 20 支影片脫穎而

出，在進入總決賽前，這些影片會先在網路匯集按讚數，網路人

氣也佔評選總分的 30％，另外的 70％則是總決賽當天 3 位專業

評審觀賞影片後的給分。 

徐永芳表示，最後選出前六名，分別為高雄女子監獄《牆外

的天空》、雲林監獄《撼動人心的力量》，屏東看守所《紅豆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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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花蓮監獄《我在家，也在回家的路上》，台南監獄《幸

運草進行曲》，嘉義看守所《愛‧枷鎖》。 

    其中奪冠的《牆外的天空》為長達 5 分鐘的微電影，由高雄

女子監獄內職員撰寫劇本。影片為真人真事，述說化名為阿玉、

阿珍的 2 名收容人，參與女監規劃的長照課程，另一邊，在牆外

有著丈夫的等待，阿玉與阿珍在懺悔中學習，最後出獄時順利在

長照機構繼續服務。影片連典獄長、戒護科長都共同入鏡，用細

膩劇情，描述女受刑人在監時沉澱蛻變過程。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ET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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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警官包庇電玩 

  二審仍重判 16 年 

    高雄市警局前分局長李世昌，先前向電玩業者收賄 1144 萬

元，事後被判 6 年 4 月徒刑定讞，現以入監服刑中；李世昌咬出

前部屬林振宏為共犯，並供稱兩人均分賄款，一審法官依貪污罪重

判 16 年，林振宏不服判決上訴，高雄高分院仍判他 16 年徒刑，

褫奪公權 6 年，宣告沒收 572 萬元，全案仍可上訴。。 

    檢警調查，2011 年間，李世昌時任高市警局行政科專勤組長，

負責取締賭博電玩及色情等業務，電玩業者為了躲避查緝，透過葉

姓偵查員向他行賄，30 家業者行賄 21 次，總計高達 1144 萬元，

當時擔任專勤組警務正的林振宏，分到一半賄款 572 萬元。。 

    林振宏應訊時否認犯行，並供稱李世昌為了脫罪才嫁禍給他，

自己從未從對方手中收取電玩業者賄款，但一審法官認為，林振宏

在專勤組角色吃重，李世昌無法一手遮天，必須連同林振宏一併處

理，遂將半數賄款交給他，認定林振宏為同案共犯，因此重判他

16 年徒刑，除沒收 572 萬不法所得，再加上來源不明財產 1019

萬元。 

    林振宏上訴後堅稱，他並未收取賄款，而是遭到李世昌誣陷，

但二審法官仍認定他為共犯，僅改判 1019 萬部分不沒收；由於林

振宏案件尚未確定，高雄市警局目前將他停職中，倘若他選擇不再

上訴，或判決有罪確定才會免職。 

（資料來源：三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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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偷查正妹個資  

  賠償 50 萬求和解失敗被起訴 

台北市 1 名周姓員警在進行網路巡邏時，看到 1 名黃姓女

子的 IG，竟利用職權之便，查詢黃女個資，事後辯稱是為了公務

才查詢。台北地檢署原以賠償 50 萬元為條件，給予周警緩起訴處

分，但黃女並未同意，聲請再議；檢察官 29 日依偽造文書等罪將

周警起訴，並向法院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據 ETtoday 報導，黃女在 2017 年間，為了感情等問題，和

友人在 IG 上發生爭執，雙方鬧上法院。友人開庭嗆黃女有前科，

讓黃女懷疑承辦員警洩密；警政署對此展開調查，發現並非承辦該

案的周警，曾以「因公」為由，登入戶役政系統查詢黃女個資，故

依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偽造文書罪將他函送法辦。 

周警一開始辯稱，自己是在路上臨檢違規的女騎士，當場登入

系統查詢黃女個資，後來才坦承是因為瀏覽到黃女 IG，好奇心作

祟才會查詢黃女個資。檢察官調查後，依偽造文書罪嫌，給予周警

緩起訴處分，期限 1 年，但條件是賠償黃女 50 萬元。黃女不願輕

縱，故聲請再議，且不願意和解，檢察官改將周警起訴，並聲請簡

易判決處刑。 

 

 

（資料來源：ETtoday、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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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沙塵來勢洶洶 

  國健署 3招教民眾自保 

根據中央氣象局最新預報，受到大陸內蒙地區揚起沙塵，

並且向東及向南傳輸影響，環保署預估這波沙塵伴隨東北風，將從

近日開始影響台灣空氣品質，尤其北部地區空氣品質，會轉為橘色

提醒等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提醒民眾盡量減少外出。 

國民健康署強調，如果有眼痛、

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要避免

戶外活動，特別是敏感性族群，像

是孩童、老年人以及患有心臟、呼

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的成人，都要改以室內活動為主，有氣喘的人

也要多留意，可能需要增加使用吸入劑的頻率。 

國民健康署針對空氣品質不良情形，也提供民眾 3 招自我保

護策略，一是建議外出可戴口罩（口罩應儘可能與臉部密合），

由戶外進入室內時，記得洗手洗臉、清潔鼻腔，並適當關閉門窗，

以減少細懸浮微粒(PM2.5)的暴露。 

二是減少在戶外活動時間，或改變運動型態，避開交通高峰

時段及路段，尤其是老人、兒童，或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最後

則是生活作息規律，多運用大眾運輸工具、自行車及步行，適當

運動，維持身體健康狀態。 

 

（資料來源：今日新聞 NOW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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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戰地醫生須金援 

  高知識分子遭連環詐 

     今（108）年 4 月，一名年約 50 歲，具有博士學位的黃女

士在交友網站結識號稱在敘利亞擔任聯合國牙醫師的網友，雙方

透過 LINE 密切聯絡，該名網友於言談中透露因身處戰地，轉帳不

便，需請黃女士代墊款項，並承諾工作執行結束後即返還借款。

黃女士基於對專業人士的信任，便陸續匯出約 5 萬 5,000 元英鎊、

4 萬 5,000 元美金，總計約合新臺幣 362 萬餘元之款項至對方指

定之帳戶。 

    無獨有偶，黃女於同一交友網站另結識一名自稱美國工程師

的網友，則以需在馬來西亞開戶為由，請黃女協助辦理，黃女依

然不疑有他，提供 2 萬 6,000 餘元美金，約合新臺幣 85 萬元之金

援予該名網友。至今年 6 月，黃女再於該交友網站與一名自稱聯

合國外科醫師的網友私下加 LINE 聯絡，該名網友則以接受美國聯

邦調查局查案為由，請黃女代墊調查所需款項。今年 7 月，黃女

又於該交友網站結識一名宣稱為國際刑警的網友，要求黃女協助

偵辦國際詐騙案件，需支付比特幣協助辦案，黃女因此再度陸續

匯出約合新臺幣 100 萬元的款項，直至所有付出均石沉大海，才

發現一切全是騙局。 

黃女因個人習慣於交友網站結識網友，且對醫師、工程師等

專業人士，特別容易產生信任感，而詐騙集團疑似掌握黃女弱點，

乃於交友網站中不斷轉換各種專業身分角色，再透過與黃女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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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LINE 聯繫，言談中營造出專業權威的形象，致使黃女對其所言

均深信不疑，不斷付出高額款項，於短短 5 個月內，總共遭詐騙

金額高達新臺幣 560 萬餘元。 

過去多數民眾可能以為學歷較低、見識較淺的族群才是詐騙

集團的標的，事實上根據近幾年針對詐騙案件被害人的統計分

析，發現高學歷的知識分子因易對特定專業權威形象產生謬誤的

信賴感，反而不乏在網路交友平臺掉入詐騙陷阱的案例，詐騙集

團只要打造足以取信於被害人的身分，透過摻雜專業術語的對

話，再營造出能引起被害人關注的情境，就能輕易利用需要緊急

援助、高投報投資、個人借貸等各種理由，詐取被害人的大筆積

蓄。 

    國人常透過網路

分享生活點滴，經常

不自覺在網路中透露

個人背景資料，而各

類交友網站盛行的網

路 環 境 ， LINE 、

Facebook（臉書）、

IG（Instagram）提

供了方便聯繫的管道，更使國人對網路交友容易產生依賴性。刑

事警察局呼籲，切莫過度依賴、信賴網路交友，並慎防在網路中

暴露過多個人資料，如遇可疑為詐騙的情況，請儘速撥打 165 反

詐騙諮詢專線，以免讓自己成為詐騙集團口中的肥羊。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