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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賄選小撇步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將於11月24日投開票，選舉類別涵蓋直轄市長、直轄市議

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及原住民自

治區區長、區民代表等9項選舉。為使社會賢能人士能透過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機制

為民服務，有賴全民共同抵制賄選不法行為，並勇於提出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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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宣導 

檢舉方式：※撥打法務部 24 小時免付費電話 0800-024-099 撥通後按 4 

          ※親自、書面或電子郵件提出檢舉。 

受理機關：當地警察機關、調查站、檢察署。 

檢舉內容：請講清楚賄選人、賄選時間、地點、用錢(百元或千元鈔票)或物

品、行賄對象及過程，並請儘可能保存相關證據。 

蒐證方法： 

 
對檢舉人身分一律保密。凡以真實姓名、地址檢舉賄選，檢舉案件經查明屬

實起訴判決，將發給高額獎金 

 

直轄市長 1000 萬元 

直轄市議員、縣(市)長 500 萬元 

縣(市)議員 200 萬元 

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村(里)長等其他選舉類別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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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街裸拍，怎會沒事？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前些日子，一家平面媒體在社會版頭條刊出一則新聞，報導今年3月的一個晚上，一

位身材姣好的妙齡女郎，身著深色風衣，偕同一位男子行走在臺北市民生社區的街道時，

那女子忽然用兩手將風衣向左右掀開，公然露出一絲不掛的身體。之後，竟還大膽地將

當時所拍的裸照上傳網路，供網友欣賞，上傳的影片

共有35秒，片中還有男人伸出的手，去撫摸那女子的

胸部，女子口中吐出不雅言詞的鏡頭。影片上網後不

只是引起網友的注意，也引起媒體的報導，警方獲知

後怎能允許此一傷風敗俗事件在網路上瘋傳呢？於是便介入偵辦，首先他們從照片的背

景查出拍攝地點是在臺北市的民生社區，旁邊還停有一輛白色小轎車，便判定這輛轎車

應與本案有關，一經深入偵查，果真是該車的錢姓車主與他27歲的徐姓女友做的好事。

後來警方將該案件移送檢察官偵查，檢察官傳喚徐姓女子到庭，徐女當庭承認裸拍，並

說明是她未經仔細思考下做的，現在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對！以後絕不會有再犯的情事

了，請求檢察官原諒，給她改過自新的機會！檢察官聴了徐女這番懇切的陳述，察知她

犯罪後的態度良好，以前也未曽犯過罪，經過這次上偵查庭的教訓，衡量她未來也不敢

再做出這種幾近嬉戲的犯罪行為，就網開一面，依職權對徐女為不起訴的處分！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程序中，檢察官對於犯罪的追訴，原則上是採取勵行追訴主義，

但在一定的條件下，對於一些證據充分的輕微犯罪，允許檢察官可以依職權自由裁量，

法律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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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不起訴處分。此項不起訴處分又稱為相對的不起訴，相對的不起訴處分，在刑事訴

訟法中共有兩種，一種規定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第254條：「被告犯數罪時，其一罪已受

重刑之確定判決，檢察官認為他罪雖行起訴，於應執行之刑無重大關係者，得為不起訴

之處分。」這法條在一罪一罰的現行刑事訴訟程序中，實益不大，少有檢察官使用；另

一種實務上最常見的相對不起訴處分，是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三百七十六條第一項

各款所規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

為不起訴之處分。」法條中所指的刑事訴訟法第376條，係限制第三審上訴案件的法條。

法條的前段，共定有七種限制上訴第三審法院的案件，第一種是以案件的法定本刑為基

準，凡是法定本刑最重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都不可以上訴第三

審的最高法院；至於二至七種都是以所犯罪名作為可否上訴第三審法院的依據，共列有

刑法第320條及第321條的竊盜罪、第335條及第336條第2項的侵占罪、第339條及第341條

的詐欺罪、第342條的背信罪、第346條的恐嚇罪、第349條第1項的贓物罪等共六種罪名。

檢察官欲依職權對被告為不起訴處分，必須先查清楚被告所犯的罪名，是否合於得依職

權為不起訴的規定，否則處分即屬違法。  

徐女所犯的是刑法第234條第1項的意圖供人觀覽，公然為猥褻行為罪，法定本刑是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這罪名是合於職權不起訴的要件，這法條

還定有另一個要件，即要求檢察官要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

才可以為不起訴處分。刑法第57條原係規定法官對刑案被告為有罪判決時應加參酌的事

項，法條所定尤應注意事項共列有10款：包括犯罪的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的刺激、

犯罪的手段、犯罪行為人的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與被害人的關係、違反義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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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犯罪所生的危險或損害。其中最主要的應該是這法條的第10款：「犯罪後之態度。」，

如果犯罪行為人沒有改悔向善的決心，這位檢察官縱然費盡心血，找理由依職權給她不

起訴，過幾天又犯了更重的罪，豈不是枉費了檢察官一番苦心！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7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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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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水裡的青蛙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全球資訊網「廉政案例彙編」 

一、 案情概述： 

小青為高考及格新分發的技士，負責承辦工

程採購，其平時奢侈浪費，除為月光族外，尚欠

下許多卡債。由於小青的業務需常與廠商阿福接

觸，而阿福也經常私底下招待小青，除了帶他去

高級餐廳吃鮑魚、魚翅外，每逢過年、過節亦奉

上紅包、禮盒慰問，致兩人日久熟稔，並從中知悉小青積欠許多卡債。 

  某日，阿福為了要得標工程採購案，以工程驗收結算金額一定比例之回扣作

為代價，要求小青透露底價金額。小青正為卡債頭疼，為能早日還清債務，他萌

生貪念，利用其職務上機會洩漏底價，讓阿福順利得標工程採購案。小青也因為

這次工程採購案，拿到為數可觀的大禮，而得以還清卡債，並又開始過著奢侈浪

費的生活。 

  小青洩漏底價金額，並從廠商阿福拿到回扣之行為違反哪一條法規呢？ 

二、 解析： 

  小青收取回扣的行為，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經辦公用工程

收取回扣罪： 

廉政案例 

https://ethicsntpc.000webhostapp.com/cas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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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規定，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

又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第 3 款規定，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

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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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罪構成要

件如下： 

1、公務員：依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係指下列人員： 

（1）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

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2）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

共事務者。 

2、收取回扣：係指就應給付之建築材料費或工程價款或器材、物品之價金，與

對方期約，提取一定比率，或扣取其中一部分，且須行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

或第三人圖得不法利益為限。 

3、本罪限於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而收取者始足稱之，係

為著重保障公用工程及公物之品質，特予明文嚴禁公務員就經辦上述採購過

程收取回扣，以免廠商偷工減料降低品質。 

（二）本案中，小青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

務權限之公務員，他藉辦理工程採購之機會，為使阿福圖得不法利益，將底

價透漏給阿福，讓阿福順利得標工程採購案，並期約收取回扣之行為，係利

用建築或經辦公共工程收取回扣，成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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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叮嚀 

小青身為公務人員且承辦採購業務，依據本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規定，本不應與

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人私下進行不正當接觸，渠料小青竟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

人廠商阿福過從甚密，甚至讓他得知財務狀況，以利相誘而濫用職責產生圖利廠

商的結果，建議應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人保持距離，以免生瓜田李下之慮。 

四、參考判決 

高雄地方法院 99 年度訴字第 1405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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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網路沉迷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  

資訊安全-1 

https://isafe.moe.edu.tw/pack/2202?user_type=4&topi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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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禮儀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資訊安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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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筆電到貨檢查後疑似有瑕疵，退貨未以原

「運送外箱」退回，可以嗎？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全球資訊網 

一、 事實 

小明因工作需要筆記型電腦，上網搜尋許久，最終在爸爸購物網（以下簡稱業者）

下單購買 1 台芒果牌筆電，並以信用卡支付價金完畢。收到商品開箱檢查，疑似

有刮痕小瑕疵，當下決定退貨，因是寄送到公司，所以購物網宅配「運送外箱」

已被公司清潔人員回收，遍尋不著，小明心想還好原廠包裝電腦的紙箱還在，應

該符合消保法退貨規定，就將筆電依原來包裝置入原廠紙箱，交給宅配司機。但

司機為確保筆電安全，依公司收貨規定在筆電原廠包裝紙箱外加貼膠布固定，並

向小明說明，小明也非常認同，心想退貨成功。但業者收到商品後告知小明筆電

原廠包裝紙箱因貼膠布，撕下來後紙箱有污損，請小明賠償新臺幣（以下同） 5

千元，小明表示依消費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通

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

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任何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其解除

契約係於收受商品當天，且業者並無說明要連同「運送外箱」一起退回，膠帶也

不是他黏的，不應該由他負賠償責任，且筆電 1 台才 2 萬多，但要賠償 5 千元，

也太不合理了。第一次申訴時，業者同意吸收 3 千元，小明須負擔 2 千元，小明

仍覺得不合理，因此提起第二次申訴。 

二、 申訴處理經過： 

消費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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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協商會議時，小明表示依照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通訊交易或訪

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

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及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

規定：「消費者因檢查之必要或因不可歸責於自己之事由，致其收受之商品有毀

損、滅失或變更者，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解除權不消滅。」小明主張開箱

係檢查之必要行為，有將原廠完整包裝紙箱及商品請宅配收回，業者也已收到，

已依消保法上開規定完成退貨，無須負擔任何費用。況且原廠包裝紙箱貼上膠帶

致污損，也非小明為之，不該將帳算在他頭上。然業者表示小明確係在收到商品

7 日內辦理退貨，本可必負擔任何費用，但 3C 產品退貨須知有載明：『2.退換

貨商品必須是全新商品，商品與盒裝外觀不得有刮傷、破損、受潮、塗寫文字，

且必須保有相關配件（保護袋、配件包裝、保麗龍、贈品、所附文件...等）之

完整性。3.猶豫期內請保留原「運送外箱」，勿讓物流商或貨運公司收走，以便

退換貨返還時保護商品使用。』小明未使用原「運送外箱」，僅以原廠包裝紙箱

送回，已違反雙方約定，且宅配司機在原包裝箱貼上膠帶係為商品安全，今原廠

包裝箱上之序號、貼條因此而污損，已無法再販售使用，本件商品只能以較低價

的福利品販售，損失頗大。但為解決爭議及減輕小明賠償責任，同意吸收部分金

額，小明只須負擔 2 千元。經過業者說明，雙方溝通許久，小明勉為同意，雙方

協商成立，圓滿解決。 

三、 問題研析與建議： 

網路購物便利，網路購物除要或比三家，找有信譽的商家外，更要瞭解消保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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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及與網購業者間之訂、退貨約定，才能保障自身權益。按消保法第 19 條

規定：「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

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

及民法第 259 條規定：「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下列之規定： 

（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 

（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 

（三）受領之給付為勞務或為物之使用者，應照受領時之價額，以金錢償還之。 

（四）受領之給付物生有孳息者，應返還之。 

（五）就返還之物，已支出必要或有益之費用，得於他方受返還時所得利益之限度

內，請求其返還。  

（六）應返還之物有毀損、滅失，或因其他事由，致不能返還者，應償還其價額。」

本案小明雖依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於收受商品後 7 日退貨解除契約，但契

約解除後依照民法第 259 條規定，雙方互負原狀責任，小明於拆封檢查後，

尚須依雙方約定用原「運送外箱」包裝送回，如已遺失或被回收，則應另尋

其他適當之「運送外箱」包裝原商品，以維持商品完整性，本案業者同意負

擔部分責任，解決本次爭議，且修正退貨須知「運送外箱」相關文字，使消

費者更容易瞭解退貨條款，有助於消費爭議之預防。 

另消保官再次提醒消費者需注意消保法第 19 條第 2 項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合理

例外情形，依據通訊交易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 2 條規定：「通訊交易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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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解除權之適用者，屬排除 7 日解除權之合理例外情事： 

（一）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三）報紙、期刊或雜誌。 

（四）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五）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

先同意始提供。 

（六）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 

（七）國際航空客運服務。」第 3 條規定：「藝文票券、公路旅客運送、國內線航

空乘客運送、旅遊、旅客訂房等契約，主管機關已公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其中有關解除契約之權利、義務規定，已施行多年，可視為

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之合理例外情事，爰於準則第 3 條規定，通訊交

易，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適用該事

項關於解除契約之規定。」通訊交易如符合上開規定，則屬例外情事，排除

消保法第 19 條第 1 項 7 日內解除權之適用。 

四、參考條文： 

（一）消費者保護法第 18 條至第 19 條之 2 規定。 

（二）通訊交易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 

（三）民法第 259 條至第 26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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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冬跨區給藥計畫 

 資料來源：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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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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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傻傻當人頭，小心當成冤大頭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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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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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你的朋友都是檢察官？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全球資訊網

 

↑TOP 

反毒反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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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容洗錢會流失比錢更重要的事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全球資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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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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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黑錢收網，勿當犯罪車手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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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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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慢性疾病！ 

調整飲食及運動生活是最佳處方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肥胖是一種慢性疾病」，呼籲重視肥胖對健康的危害。比起

健康體重者，肥胖者發生糖尿病、代謝症候群及血脂異常的風險超過 3 倍，發生高血壓、

心血管疾病、膝關節炎及痛風也有 2 倍風險。研究證實，當肥胖者減少 5%以上體重(如

成人 90 公斤，減少 5 公斤)，就可以為健康帶來許多益處，高血壓、糖尿病等與肥胖相

關疾病將可改善。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指出，106 年國人十大死因中，就有癌症、心

臟疾病、腦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壓性疾病、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慢性肝病

及肝硬化等 7 項與肥胖有關，希望民眾留意自己及家人是否有肥胖問題，從調整「飲食」

及「運動」生活開始採取行動，一起達到「肥胖走、健康來」。 

我國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為亞洲中段班 

依據世界肥胖聯盟(World Obeisty Federation)於 2016 年公布各國過重及肥胖盛

行率(BMI≧25)資料，臺灣「2013-2016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成人男性為

43.7%，女性為 30.8%。若與 APEC 之 19 個國家比較，男性排名第 10 名、女性排名第

健康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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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名；與 APEC 之 11 個亞洲國家比較，男性過重及肥胖盛行率排序，依序為(1)汶萊

(61.5%)、(2)馬來西亞(46.6%)、(3)新加坡(46.6%)、(4)臺灣(43.7%)；女性過重及肥

胖盛行率排序，依序為(1)汶萊(59.8%)、(2)馬來西亞(48.9%)、(3)泰國(34.3%)、(4)

香港(34%)、(5)新加坡(33.8%)、(6)印尼(32.4%)、(7)臺灣(30.8%)。 

 

 

 

 

 

肥胖是慢性病 減重以調整生活最重要 

肥胖是因為熱量攝取過多、消耗太少，導致熱量累積，以脂肪的形式堆積在體內，

形成肥胖。除遺傳外，主要受到致胖環境及生活型態因素的影響。若為 20 歲至 65 歲輕

度到中度肥胖者(BMI 介於 27 至 35 之間)，當醫師告知有高血壓、糖尿病、睡眠呼吸中

止、心血管疾病或代謝症候群等慢性病時，減重可以達到控制或改善上述疾病與症狀。

國健署提供適合輕度到中度肥胖者首重調整飲食及運動生活，必要時，依醫師建議再加

套裝減重計畫或藥物輔助治療，需要考量個人時間、經濟狀況、副作用及執行意願與配

合度，無論採取哪種方式減重，都需要調整生活型態，才會成功。 

一、調整飲食及運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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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改變心血管危險因子，可透過調整生活來修正，飲食控制和增加身體活動是減

重的核心原則，必須透過自我管理，藉由生活型態調整及行為改變，將飲食控制

及身體活動落實於生活中，以達減重目的。此方式 1 年約可減重 3-5%，以 90 公

斤為例，大約 3-5 公斤。 

(一)健康吃：三多三少-多喝白開水、多吃蔬果、多全穀雜糧、少油、少鹽、少

糖。每天減少攝取 500 大卡熱量；或減少攝食 300 大卡熱量，且增加體能活

動多消耗 200 大卡，就可以每週減重約 0.5 公斤。並且要注意控制體重時，

每日攝取熱量不可低於 1200 大卡。 

(二)快樂動：每次至少 10 分鐘、每週累積 150 分鐘中等強度身體活動，僅能維

持體位及基本體能，如果要達到減重或提升體能的效果，須有 300 分鐘以上

中等強度身體活動，若能加入高強度有氧運動或高低強度間歇運動，更容易

達到減重及健康促進的效果。此外，還要至少二天的大肌肉群肌力運動，不

但可增加肌肉量，更可增加胰島素敏感度，降低代謝症候群罹病風險。 

(三)天天量體重：可隨時提醒自己維持健康的體重。 

二、維持調整飲食及運動生活，依醫師建議加上套裝減重計畫： 

    維持調整生活，並在專業人員協助包括醫師、運動指導員、營養師等，根據個人

狀況，規劃與設計個別化的運動處方與低熱量飲食，來幫助減重。此方式 1 年約

可減重 5-10%，以 90 公斤為例，大約 5-9 公斤。 

三、維持調整飲食及運動生活，依醫師建議加上藥物輔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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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調整生活，如醫師建議加上藥物輔助治療，藥物只有輔助治療的效果，且必

須經醫師開立處方後，才能使用。選擇使用藥物減重，仍須同時進行生活調整或

套裝減重計畫減重，在有效生活型態改變，藥物可增加減重成效，並使效果延長。

此方式 1 年約可減重 5-11%，以 90 公斤為例，大約 5-10 公斤。 

    國健署提醒輕度到中度肥胖者可和醫療團隊一起討論，找出最適合個人的減重方

式。當以正確方法減重成功後，不僅可以改善慢性疾病增進健康狀況，也會因減重成

果而有自我成就感及帶來新生活，提升健康生活品質。相關「成人肥胖防治指引手冊」，

可 於 國 民 健 康 署 「 肥 胖 防 治 網 」 及 「 健 康 九 九 網 站 」 查 詢 下 載 

(https://obesity.hpa.gov.tw/TC/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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