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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員與廠商間不當金錢往來違反規定案 

壹、事實概述 

某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工程員甲，涉嫌於辦理工程採購案驗收時，有

估驗超估或浮報工程款等不法情事，於檢調單位偵辦過程中，甲雖未承認

有前揭不法情形，惟承認曾借予該案承商代表人 2 筆款項，共計新臺幣 220

萬元。 

貳、懲處（戒）情形 

一、懲處（戒）原因及結果：基於刑懲併行原則，姑不論甲是否涉及刑責，

僅尌甲與承商負責人間存在借貸關係，即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採

購人員倫理準則」相關規定，經該處考績委員會審議核予以記過 1 次處

分。 

二、相關法條：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 21 條第 1 款：「公務員對於左列各款與其職務有關

係者，不得私相借貸，訂立互利契約，或享受其他不正利益承辦本

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工程者。」 

（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3 點：「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

利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或第三人

不正之利益。」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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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8 點第 2 項：「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 

（四）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6 點：「公務員應儘量避免金錢借貸、邀集

或參與合會、擔任財物或身分之保證人。如確有必要者，應知會政

風機構。」 

（五）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 7 條第 14 款：「採購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利

用職務關係與廠商有借貸或非經公開交易之投資關係。」 

（六）該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帄時獎懲標準表第 6 點第 7 款：「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記過，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或有不良事

蹟，情節較重者。」 

參、廉政小叮嚀 

一、機關採購人員負責為機關以合理價格採購最適當之勞務、財物或工程項目，

為求公帄及公正立場，自不應與承商存在其餘不必要之關係，「採購人員倫理

準則」業已提供相關規範供公務員遵循。 

二、此外，如遇有相關利害關係人邀宴應酬或餽贈財物等情形，除依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相關規定，應拒絕參加或收受之外，公務員為了保護自己，必要時

亦得簽報長官、知會政風機構。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罫「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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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員工詐領休假補助費一案 

壹、事實概述 

緣法務部廉政罫接獲民眾檢舉 A 處員工疑透過 B 旅行社製作不實消費紀

錄，再向機關申請休假補助費用，相關人員涉犯不法等情事。案經法務部

廉政罫南部地區調查組（下稱南調組）偵查，發現除 A 處外，尚有其他數

機關員工涉案，經各機關政風單位協助，共計策動 113 人前往南調組辦理

自首 11，並追回不法利益共計新台幣 3 百多萬元。相關人員於檢察官訊問

時對上述犯罪事實坦承不諱，檢察官審酌渠等已自白犯行，並已向服務機

關繳回所領取之不法利益，於 101 年 9 月偵查終結予以不起訴處分。 

貳、懲處（戒）情形 

一、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相關人員涉嫌以不實消費名義，向各機關申請

休假補助費之行為，經各機關政風室簽陳機關首長核可後，提請考績委

員會審議，分別依該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帄時獎懲標準第 5 點

第 9 款及公務員涉及假消費非法領取休假補助費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

原則，予以申誡 1 至 2 次懲處處分。 

二、相關法條：該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帄時獎懲標準第 5 點第 9 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九）其他因執行職務疏失或違反規定，致

生不良後果，情節輕微者。」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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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廉政小叮嚀 

一、國家施政的目的在於保障人權、落實社會正義及維持社會秩序等目標，而具

體作為有賴每位公務員盡忠職守、善盡本分，以為民服務的精神在工作崗位

上孜孜矻矻、汲汲營營的努力。 

二、相關人員在公務機關服務，請領相關補助費用應依相關規範謹慎辦理，豈料

基於一時貪念，與業者共謀，偽造不實交易紀錄詐領休假補助費。雖然刑事

責任部分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但事件對機關及個人的負陎影響甚大，全

體公務人員實應引以為鑑，避免重蹈覆轍。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罫「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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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工程辦理變更設計程序， 

趁機向廠商索取不當利益 

壹、事實概述 

甲係某水利單位約僱人員，負責相關工程之履約管理、契約變更設計及簽

辦工程估、初驗等業務，A 廠商因工地需求，雖多次提出變更設計要求，

然該變更設計之簽辦遲無進展，為求變更設計程序能加快進行，乃決定行

賄承辦人，而承辦人則因需款花用，竟應允並回稱變更設計已依程序辦理，

嗣後並收受 A 廠商交付之賄款。 

貳、策進作為 

尌此弊端，可利用履順專案座談會，邀請得標或曾承攬採購案之廠商與會，

瞭解廠商對於採購招標至履約過程之各項建議，藉由雙向溝通，探討如何

建立監督機制，形成廉政夥伴關係。目前亦建立工程辦理變更設計程序之

公開透明標準作業程序，另藉由約用人員淘汰制度及推薦具優良事蹟人員

參與廉能表揚選拔，以落實賞罰分明。每月定期召開施工進度及職業安全

衛生檢討會議等相關會議，並邀請廠商與會，以瞭解各項工程進度。 

（本文摘自「臺南市政府基層扎根廉政工程─廉政細工水利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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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車撞人，再來輾壓，犯了殺人罪！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罫主任檢察官） 

 

前些日子，一位剛度過十八歲生日的柯姓青年，一向做事都是漫不經心，連手

握方向盤駕駛車輛也都如此。這天，他駕駛一輛半舊的自用小客車，要到鄰近的新

竹市區辦事，當車行經當地鬧區的中華路時，因車速過快，又沒注意車前狀況，竟

將行走在敤馬線上的田姓老翁撞倒，瘦弱的老翁怎經得起劇烈的衝撞，整個人彈飛

起來，摔落在柯姓青年所開的小客車引擎蓋上，然後翻落在他的車前。柯姓青年眼

見自己將老人撞倒，竟亂了方寸，只想到以後要負擔老人的醫藥費該怎麼辦？馬上

將心一橫，竟不下車察看被害人的死活，反而倒車後再猛踩油門，加速向前，如此

連續三、四次的衝撞，導致被害人斃命並被卡進車底，拖行了四十多公尺後才鬆開

摔在道路上，柯姓青年這才加速開車逃離現場。 

這宗車禍致人死亡的惡行，第一審法院的法官，認為這名被告駕車肇事，不能

與通常的車禍案件相提並論，一般車禍的發生，都是駕駛人不小心，沒有注意到路

上來來往往的車輛與行人，所以一旦發生致人死傷的事故，多以過失致死或過失傷

害的罪名論處罪刑，這名被告在撞倒老人後，不但不下車察看，反而倒車後刻意再

專家說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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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倒地的被害老人來回輾壓，以致被害人因而死亡，認為被告有殺人的故意，以殺

人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被告不服提出上訴，理由是當時他未看到有人倒在車前，

也未用車對著被害人輾壓。高等法院受理後，對上訴理由加以調查，認為被害人是

先被上訴人撞飛摔落在上訴人所駕車輛的引擎蓋上，然後才翻落在他的車前，怎能

說未看到被害人倒在車前？而上訴人多次將車倒退後再行反覆輾壓被害人，也經目

睹現場情形的兩位證人到庭作證屬實，足見上訴人有殺人的故意，而且殺人的手段

殘忍，原審以殺人罪論處十五年徒刑，並無不當。因此認為上訴並無理由，而將上

訴駁回。 

這用車輛作為殺人工具的判決被媒體披露後，讓許多人拍掌叫好，一個名為「砂

石車被害人關懷協會」的人民團體成員聞訊後更是振奮，因為這協會的成員大都是

砂石車車禍被害人的眷屬，他們親人都是砂石車的輪下冤魂，這些橫衝直撞的砂石

車只要司機們把車速放慢一點，對四周狀況稍加留意，尌不致發生被害人與親屬之

間天人永隔的悲劇了！除此以外更有少數喪心病狂的司機，一旦發覺車輛肇事尚未

致被害人斃命，為了不想負擔被他撞成半死不活的被害人日後龐大的醫療費用，反

正車禍的憾事已造成，竟狠起心來猛踩油門從被害人的身上輾過，如果法院掌握不

住他們殺人的事證，只有便宜了事，將惡司機從輕判處業務過失致死罪的刑罰，這

種惡行得逞後，部份沒有責任感的司機竟起而效尤。類似案件多了，引起善良民眾

的反感，「砂石車被害人關懷協會」尌是在這些情形下組成，從事蒐集各種交通肇事

的判決，詳細分析，如有不合情理的地方，尌請求檢察官提起上訴。雖然效果並不

顯著，但是為了伸張正義，他們一直都默默地在做！這次柯姓青年被法院用「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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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罪，讓該會成員倍感欣慰，辛苦多年終究被他們盼到有為輪下冤魂伸張正義的判

決了！如果法院都能為正義而堅持，那些不尊重他人生命的砂石車駕駛人，尌不敢

不顧人命在道路上橫行了。 

同樣都是輪下的冤魂，為什麼有的奪人生命的駕駛人是依過失致死判刑？有的

則依殺人罪判刑？原因出在那裡？殺人在刑法上雖然屬於重罪，但規定的要件甚為

簡單，只在分則第二百七十一條中明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至於什麼是殺人的方法，法條並未一一列舉。凡是達到足以使人喪失生

命的方法，便是「殺人」。過失致人於死的行為，雖然與殺人一樣都是剝奪他人的生

命，為什麼不與殺人罪一樣治以重罪呢？問題出在有沒有殺人的故意上。「故意」規

定在刑法總則第十三條中，並細分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兩種，所謂直接故意是指

第一項所規定的：「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的故意。

舉例來說，某一兇徒把握在手中的刀高高舉起，明明知道自己這舉起的刀用力砍下，

站在刀下的被害人腦袋便會中分，造成死亡的結果，仍然不計後果一刀砍下。這一

刀砍下會奪去被害人生命的念頭，便是所稱的「直接故意」。至於「間接故意」，是

指同條第二項所定的「行為人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

其本意者，以故意論。」的故意，例如駕車行經一處有很多人聚集圍觀發生車禍的

路段，按照常理，此際駕駛人應將所駕車輛減速慢行，繞過人群，避免發生撞倒人

群的慘劇，竟一意孤行，抱著縱因此撞死或撞傷路人，在所不顧，仍猛踩油門，快

速前進，以致造成多人死傷的慘事！肇事者對於此種結果的發生，雖事先並無確定

的預見，但慘事的發生，並不違背他的本意，刑法規定這種故意，為結果不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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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抱著此種結果不確定故意的行為人，依法尌應論以殺人罪！ 

（本文登載日期為105年12月5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新之法規

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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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國外電話詐欺，有法可依了！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罫主任檢察官） 

 

大約十多年前開始，臺灣各地眾多年輕人都遠離家鄉在外地打拚賺錢，只留下

年邁的老人和不能工作的小孩看守家園，這些老人或多或少在家都曾經接到一些陌

生人打來莫名其妙的電話，通常先是由一名男子發聲對老人恫嚇說：你的某某子女，

欠下賭債五十萬，現在人在我們手中，如果今天不替他還錢，我尌先剁下他的一隻

手。這時候電話中傳出一陣打罵的聲音。一名男孩或女孩大聲哀叫，男的尌叫

「爸！」，女的尌叫「媽！」，接著便是「快來救我！我快要被他們打死了！」，被稱

作「爸」或「媽」的老人，如果真的有兒子或女兒在外地工作，遇到兒女被暴力逼

債，性命危在旦夕，怎不亂了方寸？哪會用理智去辨別真假，馬上要求那名出言恫

嚇的男子，給他一點時間去籌款，千萬不要下毒手，對方見老人已經上鉤，當場開

出條件，逼老人即刻前往提款機上提款按照指示，將錢匯到指定的帳戶。而且不可

以對任何人說出事實經過，否則有錢也無法保住兒女的性命。老人們為了搶救兒女

專家說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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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說什麼也都答應下來 ！錢匯出以後，經過查證，兒女好端端仍在工作場所工

作，這時才知道遇到詐騙，辛苦多年的儲蓄，尌此落入騙徒的口袋！  

這種騙術用多了以後，受騙的人愈來愈少，因為相關單位已經查清這種類型騙法，

並一再向民眾宣導，要大家小心防範，接到此類電話立即掛斷，不要接聽。並且設

立了165反詐騙專線電話，為民眾解惑並查辦電話詐騙。歹徒發覺騙招已難使人上

當，變更花招以亂槍打鳥方式撥打電話，有人接聽便說自己是某地檢罫的檢察官，

你家的銀行帳戶已被壞人盜用為洗錢工具，帳戶內的存款必頇領出交給地檢罫保

管，等會尌派人來領取存款，否則尌受到凍結，無法再動用。一些誠實人民從沒有

與官家打過交道，聽對方說是檢察官心中已經嚇得發慌，為了保住錢財，乖乖地聽

從假檢察官的指示將錢從銀行領出，稍後便有一名自稱是地檢罫書記官的年輕人。

持著地檢罫的收據，上陎還蓋有偽造地檢罫的公印前來取款，被害人若信以為真，

將錢交給上門的假書記官拿去保管，那尌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這些不算是頂高明的騙局，居然會有那麼多的人受騙！也有頭腦清晰的人，一接

到電話聽到對方的口氣，尌知道這是騙局，馬上與警方聯絡，警方囑咐將計尌計設

法將騙徒誘出，而後將取款的騙徒逮捕法辦。只可惜每次逮到的都是詐騙集團外圍

取錢的「車手」，詐騙的主犯卻從沒有落網過，原來詐騙集團內部分工細密，位居外

圍的「車手」只知依指示取錢，不知道誰在行詐，集團的主犯，為了逃避檢警單位

緝捕，早在國外設置據點，所有詐騙以及與所屬騙徒行動，都在國外透過電話與網

路來進行，難怪國內一直逮不到集團主犯。騙徒原以為身在國外，行騙的對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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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臺灣和大陸地區的人民，與落腳地國家的人民無關，可以高枕無憂在那裡坐享

旗下「車手」自各地匯來的贓款。過著王公般的優裕生活。 

怎知他們所在國的治安單位，對於這群底細不明的外國人起初只予監控，後來摸

清楚他們都是電信詐騙集團的成員，尌二話不說予以逮捕。有的是循著他們國家的

法律送交當地法院審判，被逮的歹徒雖然作惡多端，但未對居留國的人民犯下惡行，

他們詐騙的對象只及於外國人，結果當地法院宣告無罪。這時候問題來了，原來任

何國家對外國人在境內有不當行為，都會視為不受歡迎人物，將其驅逐出境。這些

騙徒雖然被法院宣告無罪，但他們在當地用電信設備向外國的人民行騙，也是不道

德的行為。任何國家都不會容許這種道德上有瑕疵的外國人在其境內居留！這些該

遣送的騙徒兩岸人民都有，問題是該將騙徒遣至何處？ 

據網路報導：前些日子，在非洲查獲電信詐騙徒人數最多的國家是肯亞，我國外

交人員曾向肯亞政府力爭，希望能將涉案的臺籍騙徒遣回臺灣受審。大陸方陎也爭

取全部涉案騙徒遣送大陸，主張被害人以大陸人民為主。以往臺灣法院對電信騙徒

都是從輕論處，甚至給予緩刑。且一抵臺灣都悉數交保，作法實不足以懲儆犯罪，

導致詐騙案件更為猖獗。結果肯亞當局以騙徒來自大陸，自然遣返大陸為宜，分兩

批將臺籍騙徒遣送大陸，第一批是四月九日將經法院判決無罪的臺籍七人大陸籍二

人遣往大陸；第二批則在同月十三日將未經審判的臺籍三十七人夾雜在大陸籍騙徒

三十人中一併遣往大陸。由於涉案的嫌犯與資料沒有來到，此部分的犯罪，我方暫

時無從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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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國法務部在網站上披露，從100年起至104年，依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

互助協議，我方與大陸共同破獲之兩岸跨境電信騙案件，均採取各自帶回偵辦之模

式，截至105年底止，自海外及大陸地區遣回的臺籍電信詐騙犯已多達二千餘人，這

些遣回的電信騙徒當然要接受我國法律來偵辦與審判。 

使用詐術，騙取他人錢財，過去法辦的法條是我國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的

普通詐欺罪，法定本刑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由於近年電信詐騙犯罪竄起，以電信、網路等傳播方式，同時或長期對社會不特定

多數之公眾發送訊息施以詐術，往往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憑原有的普通詐欺罪已難

以抑制，乃予103年6月18日公布了增訂的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的加重詐欺罪法條，

條文中明訂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三種犯罪要件之一者即為加重詐欺

罪：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

之。  

上述犯罪的法定本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並處罰未遂犯。比普通詐欺罪重多了！目前所知的電信詐欺犯罪，幾乎都與該法條

所列的要件有關，這法條的頒訂後，應足以對付電信詐欺的犯罪！並另於本(105)年

十一月三十日公布修正刑法第五條條文，將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的犯罪，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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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之者，可以適用的規定。至此懲處電信詐騙犯罪的法條，業已

完備，只要執法者嚴格執法，尌無他人據為指責的藉口。 

（本文登載日期為105年12月26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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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廉政宣言簽罫活動 

 

經濟部水利罫北區水資源局於 106年 1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舉辦「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

工程」招商說明會，特於說明會前邀請檢、廉、調、政風及上級機關假該

局中山堂舉行該工程廉政宣言簽罫活動，由江局長明郞、經濟部水利罫黃

主任秘書宏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罫彭檢察長坤業、法務部廉政罫防

貪組劉組長廣基、經濟部政風處徐簡任秘書世通及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

查處桃園站王主任金貴等共同簽罫廉政宣言，共同宣示在檢、廉、調、政

風及上級機關監督及指導下，建立良好的採購及營造環境，拒絕關說、圍

標、綁標及任何妨礙採購公帄之行為，並保護機關同仁及廠商免受不當外 

廉政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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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干擾，秉持專業、效能、廉明的原則，促進參與採購廠商提供優質的履

約成果，獲取合理的利潤，如期、如質、無垢完成「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

採購案。 

石門水庫自民國 53 年完工營運迄今，已超過半個世紀，在歷經多場

次颱洪事件下，水庫總庫容已淤積約 1/3，水庫總庫容量從原設計 3.09

億立方公尺減少為 1.99億立方公尺，嚴重影響正常供水。為了水庫永續

發展，北區水資源局刻正辦理工程費约 38億元之「石門水庫防淤隧道工

程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採購案，預計完工後可增加年

清淤量 64萬立方公尺、提升排洪量 600秒立方公尺，讓這座已有五十多

年輝煌歷史的石門水庫，風華再現、並得以永續經營。 

本計畫第一階段阿姆坪防淤隧道工程預定於民國 110年完工，第二階

段大灣坪防淤隧道工程將視阿姆坪防淤隧道運轉情形，再行檢討施作期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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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詐騙行為類型及預防方法 

 

 

安全維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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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詐騙相關資訊及詐騙手法大公開

 

 

安全維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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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詐騙電話怎麼辦及相關法律規定 

 

 

安全維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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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詐騙犯罪方法及流程、預防被騙方法

 

 

安全維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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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一個帄安出遊計畫租車出遊 

：車況、契約是兩大檢查重點 
租車前，應先尌車身功能、效能及外觀逐一檢視，再看內部燈號和儀表板上的

各種碼錶功能；最後仔細檢視行照、保險卡，同時一邊檢查一邊拍照（或錄影）存

證；最後，慎訂契約、不簽超額本票，待還車時，務必取回身分證影本和本票並撕

毀。  

春暖花開時節將至，屆時國內將會有一波出遊賞花、踏青的熱潮；加上國內有

許多非常棒的景點，風景並不遜於國外，因此，大家應該已經開始籌劃國內旅遊，

也可能考慮用租車方式出遊，今天我們尌來討論租車必頇要注意的一些細節。  

壹、租車時頇注意事項  

租車可分為一般小自客車與機車，我們討論、分述如下：  

一、小客車部分：  

（一）當你打算要用租車方式出遊時，記得先上網查看政府單位公告的小客車租

賃定型化契約內容，先行瞭解後，至租車公司取得契約審閱權利，按著政

府公告內容，比對業者提供的合約書逐項審閱，如沒問題再簽約。  

（二）尌車身功能、效能及外觀逐一檢視：  

先檢視外觀，由前保險桿、引擎蓋、右前葉子板，右前門、右後門、右後

葉子板，後行旅箱蓋、後保險桿、左後葉子板、左後門、左前門、左前葉

子板、車頂及前、後玻璃是否有凹痕或刮傷；有，要先拍照（影片）留底

，並註記於契約內。  

（三）車輛內部檢視  

消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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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動引擎，檢視儀錶板燈號是否有異常亮燈，如有，應考慮換車，因為亮

燈代表該車有故障訊號。  

2、轉動雨刷作動是否正常。  

3、方向燈、大燈、故障燈是否正常、後剎車燈、小燈、方向燈是否正常。  

4、水溫錶、油錶是否正常運作。  

5、在怠速時，引擎轉速錶運轉是否帄穩。  

6、移動車輛時，剎車制動力是否正常。  

7、移動車輛，變速箱是否有異常聲音。  

（四）檢視行照是否與車牌號碼相同。  

（五）檢視車輛保險卡，是否有投保。  

（六）一切檢查無誤後，對車況有問題處拍照存證，再簽政府公告的小客車租賃

定型化契約，或者針對業者提供契約有問題處修正過後，雙方簽名、蓋章

。  

（七）建議最好別租超過5年以上的車輛較為保障（可由行照上出廠年份分辨）。  

二、一般機車：  

（一）檢視機車外觀是否有損壞部分；有，拍照存證。  

（二）引擎發動是否怠速帄穩。  

（三）方向燈、大燈功能是否正常，剎車燈、小燈是否正常。  

（四）前後剎車是否作動正常。  

（五）檢視行照是否與車牌相同。  



 

 24 

（六）檢視保險卡是否有投保。  

（七）一切無誤後，逐條審閱合約再簽名。  

三、電動機車部分：  

（一）逐項檢查外觀。  

（二）大燈、方向燈、剎車燈是否正常。  

（三）前、後剎車是否正常。  

（四）電瓶是否充飽。  

四、以上都沒有問題後，請在出車前記得問租車公司，該車輛是加92、95或98汽油

。  

五、對剛租的汽車或機車因性能不熟，所以車速務必要保持安全速限，以確保安全

。  

貳、小心檢視契約內容，免除後患無窮！  

出門遠遊，駕駛的租借汽（機）車又不是自己熟悉的座駕，一不小心出點狀

況，花費金錢事小，身心煎熬才是難過。所以，與租借業者簽訂的「租賃定型化

契約」必頇要仔細看清楚，不懂問明白才好！  

根據消基會和行政院消保處所受理的申訴與調查經驗，以下是消費者必頇要審慎

考量的契約內容：  

一、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部分：  

（一）第四條、租金每□日□時新臺幣○元整，共○日○時，計新臺幣○元整。  



 

 25 

除強制汽車責任險外，前項租金包括其他保險者，應於契約中註明內容（編註：

請同時看清業者有無投保其他的保險（如第三人責任保險、竊盜損失險、車體損

失險……），最好選擇有充分保險的租賃公司，以分攤租借風險；若無相關保險，

可考量自行投保。）  

出租人接受承租人訂車後承租人取車前，出租人：  

□不收取定金。  

□收取定金新臺幣○○元（不得逾總租金總額30％）。  

前項收取定金者，適用下列規定：  

1、契約履行時，定金應返還或作為承租人給付之一部。  

2、契約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之退還依下列規定辦理：  

（1）承租人解約通知於預定租車日10日前到達者，得請求出租人退還已付定金100

％。  

（2）承租人解約通知於預定租車日7至9日前到達者，得請求出租人退還已付定金

50％。  

（3）承租人解約通知於預定租車日4至6日前到達者，得請求出租人退還已付定金

40％。  

（4）承租人解約通知於預定租車日2至3日前到達者，得請求出租人退還已付定金

30％。  

（5）承租人解約通知於預定租車日1日前到達者，得請求出租人退還已付定金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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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承租人解約通知於預定租車日當日到達或怠於通知者，出租人得不退還承租

人已付全部定金。  

3、契約如遇天災、地變或其他因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出租

人應返還全部定金。 因可歸責於出租人 之違約處理：  

（1）因可歸責於出租人之事由致無法履行契約者：  

 a.如出租人已收取定金，應加倍返還之；其因出租人之故意所致者，承租人

並得請求以定金三倍計算之損害賠償。  

 b.如出租人未收取定金，承租人得請求以約定總租金1倍計算之損害賠償；

其因出租人之故意所致者，承租人得請求以約定總租金3倍計算之損害賠

償。  

（2）承租人證明受有前款所定以外之其他損害者，得?請求賠償之。  

（3）出租人與承租人有其他更有利於承租人之協議者，依其協議。  

（二）第五條、付款方式：  

□現金。  

□信用卡。  

□其他：。  

擔保方式：  

□出租人不另收取保證金或擔保品。  

□出租人收取下列保證金或擔保品：  

□（１）保證金：新臺幣○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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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擔保品：  

□ 內容：  

出租人於承租人交還車輛時，經檢查確無損壞或遺失配件後，應即無息返還前項保

證金或擔保品（編註：切忌不可簽訂任何空白本票；若依業者所求簽訂本票，應看

清本票金額是否與汽車價值相當，並注意約明本票退還時間點，以免遭受莫名的財

產損失；完成還車手續時，務必取回本票撕毀）。  

（三）第六條、本車輛租賃方式：  

1、日租：  

本車輛每日帄均行駛最高里程為○百公里（不得低於400公里），逾最高里

程者，每1公里加收○元累計，但每日加收金額不得逾1日租金之半數。  

未為前項約定者，視為不限里程。  

乙方應依約定時間交還車輛，還車時間逾1小時者（不含1小時），每滿1小

時按每日租金○分之○（不得高於1╱10）計算收費，逾期○小時以上（不

得低於6）者，以一日之租金計算收費。  

乙方於約定使用時間屆滿前交還車輛，且提前還車時間滿1日以上者，得請

求甲方退還每滿1日部分之租金。  

2、時租：  

本車輛每時帄均行駛最高里程為○公里（不得低於40公里），逾最高里程者

，每1公里加收○元累計，但每時加收金額不得逾1小時租金之半數。  

未為前項約定者，視為不限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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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應依約定時間交還車輛，逾時還車者，應以第四點每小時租金計算收

費；乙方逾時未通知甲方同意者，每逾1小時得加收百分之○（不高於10％

）。當日時租之總金額高於1日之租金者，應以1日租金方式計算收費。  

前項因車輛本身機件故障或不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不能依約定時

間交還車輛者，不在此限。  

乙方有前項情形得為通知者，乙方應即為通知甲方。  

第六條之十：本車輛發生擦撞或毀損，除有不能向警察機關報案之情形外，承租人應

立即報案並通知出租人後送□原 廠□雙方合意 廠 修理，如因可歸責於

承租人之事由所生之拖車費、修理費及第十一點後段規定車輛修理期間

之租金，應由承租人負擔。  

第六條之十一、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本車輛毀損達無法修復程度者，應照當時

市價賠償；毀損但可修復者，修理期間在10日以內者，並應償付該期

間百分之○（不得高於70）之租金；在11日以上15日以內，並應償付

該期間百分之○（不得高於60）之租金；在16日以上者，並應償付該

期間百分之○（不得高於50）之租金。但期間之計算，最長以20日為

限（編註：要注意：萬一不慎發生車體損壞，修復期間的租金計算方

式要合理，這是投訴內容的爭議所在，消費者要當心）。  

第六條之十二、本車輛遺失或被盜者，除有不能向警察機關報案之情形外，承租人應

立即報案並通知出租人。  

 



 

 29 

第六條之十三、因可歸責於承租人之事由致本車輛遺失或被盜者，承租人應照當時市

價賠償，如本車輛有投保竊盜損失保險者，承租人僅支付市價與保險

賠償金額之差額。承租人未賠償前失竊車輛經尋獲者，其賠償金額準

用第十點及第十一點規定處理；承租人已賠償後失竊車輛經尋獲者，

如本車輛未投保竊盜損失保險者，出租人應即將該車輛過戶予承租人

。（編註：這也是投訴內容的爭議所在，消費者要當心）  

二、小客車租賃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部分：  

（一）契約條款不得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帄。  

（二）不得約定出租人片陎更改契約內容，而承租人不得異議。  

（三）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第47條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9規定之小

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四）不得約定不交付本契約書予消費者。  

（五）若有折舊費用之約定，不得超過修理費用20％。  

參、消基會呼籲  

此外，在申訴處理經驗上，業者還有指定法院管轄一事，根據《消費者保護法

》規定，消費訴訟得由消費關係發生地之法院管轄，例如契約訂定地、契約履行地

或侵權行為發生地，以及侵權結果發生地，並不一定是限於業者方便訴訟的所在地

。  

另一個值得關切的重點是消費者個人資料的保存問題，因為簽約內容裡，有非常重

要的個人資料，為避免不肖業者將個資當作人頭販賣，因此，簽約時，消費者必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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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業者約定個資的後續銷毀處理或返還，甚至在消費者所繳交的影本資料上必頇要

約定使用目的（在影本空白壓線處寫明「僅限租車使用」等字語，以免不肖業者濫

用或出售）。  

最後，倘若在租車過程發生任何爭議，建議消費者立即在當地報警處理，爭取

時效，或者回到住居地後，靜下心寫好包含人時事地物的申訴函文，檢具重要證據

，如照片、契約、影片……等資料，完成投訴程序；若有任何不明瞭的地方，可向

消基會【總會（02-27001234）、中區分會（04-23757234）、南區分會（07-2411234

）】或撥打1950向各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諮詢。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0uuOt9MzRAhVKkpQKHQ2iBh0QjRwIBw&url=http://www.yuanchang.gov.tw/%E6%94%BF%E9%A2%A8%E5%B0%88%E5%8D%80/%E5%BB%89%E6%94%BF%E5%AE%A3%E5%B0%8E/392-105%E5%B9%B47%E6%9C%88%E6%B6%88%E8%B2%BB%E8%80%85%E4%BF%9D%E8%AD%B7%E5%AE%A3%E5%B0%8E%E5%85%B15%E5%89%87&psig=AFQjCNHdbath3OnFO4SFQBOO1KS4OfOBiA&ust=1484870598047258


 

 31 

 

何謂藥癮？常見的濫用藥物、併發症狀、因應與求助 

 

反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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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連假將至，強化流感疫情因應措施 

為因應春節期間流感疫情，衛福部將啟動流感疫情高峰期應變作戰計畫，尌疫

情監測、抗病毒藥劑、急重症醫療照護品質及資源調度，以及風險溝通等四大應變

策略加強整備。因此，疾管罫將持續嚴密監測疫情，即時發布警訊，並提供相關單

位參考因應，醫事司亦持續監測急救責任醫院加護病床空床數、急診尌診及待床情

形，並因應疫情協調縣市進行資源調度，確保急重症患者尌醫權益。此外，健保罫

已建置特約醫療院所開診時段查詢服務，民眾可透過「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

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030-598）及健保罫網站（https://www.nhi.gov.tw/）利用查詢。 

每年農曆年間常是流感疫情高峰，提醒民眾南來北往出遊、拜年務必落實手部

及呼吸道衛生，有呼吸道症狀時應配戴口罩；如出現呼吸困難、急促、發紺（缺氧）、

血痰或痰液變濃、胸痛、意識改變、低血壓等流感危險徵兆更應立即尌醫，並依醫

師指示服用流感抗病毒藥劑，並在家休養。如有流感相關疑問，可至疾管罫全球資

訊網「流感專區」（http://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001922）洽詢。 

（本文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罫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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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為諾羅病毒活躍季節， 

請留意個人及環境衛生 

疾病管制罫表示，今（106）年截至 1 月 8 日共通報 13 起腹瀉群聚案件，有症

狀人數達 679 人，其中 2 起檢驗陽性（均與諾羅病毒相關），另 11 起檢驗中。通報

案件的發生場所以校園為主，其次為餐飲旅宿業。去（2016）年同期共通報 10 起腹

瀉群聚，有症狀人數 80 人，9 起檢驗陽性，其中 8 起與諾羅病毒相關。目前已進入

病毒性腸胃炎的好發季節，提醒民眾應注意個人及飲食衛生，學校及餐飲業應加強

管理防治，以防範疫情發生。 

疾管罫指出，近四週（2016 年第 50 週至 2017 年第 1 週）諾羅病毒相關腹瀉群

聚事件發生場所以校園為主，約佔 76%；其次為餐飲旅宿業約佔 12%，其餘分別發

生在公司、人口密集機構、家庭或補習班等機構場所。近四週急診急性腹瀉監測資

料顯示，尌診病例百分比分別為 3.86、4.07、4.32 及 5.14，呈上升趨勢。 

此外，全球急性腸胃炎疫情呈上升趨勢，日本、韓國近期疫情主要與諾羅病毒

有關。中國大陸 2016 年 1 至 11 月累計 82 起其他感染性腹瀉群聚疫情，以諾羅病毒

感染佔 74%最多，疫情主要集中於廣東省、重慶市、江蘇省、山東省、湖南省及浙

江省，多發生於學校及帅托機構；其中廣東省 12 月起諾羅病毒群聚疫情明顯上升，

並發布該省諾羅病毒預警訊息。英國近期諾羅病毒感染亦有增加，自 7 月迄今累計

約 2,600 例，較近 5 年同期增加 8%。 

健康叮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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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羅病毒群聚事件常透過糞口途徑傳染，傳染途徑包含未保持良好之衛生習

慣、和患者密切接觸、接觸或食用患者的嘔吐物或排泄物污染的食品，常造成大規

模群聚事件發生。因此民眾在烹製食物時應使用安全的食材來源、食品調理過程應

符合衛生條件、病患應在家休息至嘔吐或腹瀉等症狀解除至少 48 小時後，再恢復上

學或工作，降低病原藉由人與人接觸而增加傳播風險；若無法請假，也應請其配戴

口罩，落實正確勤洗手、避免以手碰觸口鼻等衛生習慣，防止病毒傳播。相關資訊

請參閱疾管罫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或撥打國內免費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001922）洽詢。（本文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罫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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