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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懶人包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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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刑事被告抗辯利益，刑事訴訟法又修了！ 

■ 葉雪鵬（曾任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刑事被告，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是指被追訴犯罪的人，也是

國家刑罰權行使的對象，由法院來審判，確定國家對被告的刑

罰權是否存在以及應受處罰的範圍。依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

被告是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之一，刑事訴訟中與被告相對的是原

告，原告在公訴案件中是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檢察官，在自訴案件中則為自訴人，本來

犯罪被害人除了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

或配偶都可以為被害人受侵害的事由提起自訴。到了民國92年間，刑事訴訟法經數度修

正後，刑事訴訟程序進入「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一般無相當法律知識的犯罪被害

人在強調自訴人舉證責任之同時，若任由被害人自行提起自訴，其因無相當的法律素養，

在法庭上勢難作適當之陳述，極易受到敗訴的不利判決，為了保障被害人權益，總統於

民國92年2月6日公布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在第319條中增訂第2項，該項規定：「自訴之

提起，應委任律師行之。」從此以後，刑事被告上法庭面對的不只是精研刑事訴訟的檢

察官，還有精通法律的律師，兩相比較，被告在法律上顯然處於劣勢地位，況且刑事審

判依據的刑事訴訟法，仍有一些對被告有失公平的法條存在。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就這些不利於被告的法條先後作出釋字第737號及第762號兩號解

釋，第737號解釋是因前臺北市議員賴素如與她的律師辯護人聲請而作成，這位議員是因

民國102年間，涉及臺北市的雙子星開發弊案而被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他們便以無從了

法律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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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檢察官的聲請羈押理由，難為事實上答辯為由聲請大法官釋憲，經大法官會議深入研

究後，作出是號解釋，在解釋文中指出：「本於憲法第八條及第十六條人身自由及訴訟

權應予保障之意旨，對人身自由之剝奪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偵查中之羈押審查

程序，應以適當方式及時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除

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

命、身體之虞，得予限制或禁止者外，並使其獲知聲請羈押之有關證據，俾利其有效行

使防禦權，始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又釋字第762號解釋，係民國105年間，

因犯了強盜殺人案的朱姓男子，向臺南高分院聲請交付卷內相片而被裁定駁回，提起抗

告，又被最高法院駁回，因而聲請大法官釋憲；另有王姓男子因傷害案向臺中地院聲請

交付審判卷證及偵查全卷光碟，被裁定駁回，並在裁定中說明，不得抗告，王姓男子不

服，亦聲請釋憲，大法官會議就兩聲請案併同作出第762號解釋，於解釋文中指出：「刑

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前段規定：「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內筆

錄之影本」，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接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且未賦予被告得請求付

與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權利，妨害被告防禦權之有效行使，於此範圍內，

與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意旨不符。」並在第737號解釋中指出：「有

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基於本解釋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妥為規定。逾

期未完成修法，法院之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應依本解釋意旨行之。」另於釋字第762號

解釋文中，亦作有相同的指示，要求有關機關應本解釋意旨在一年內妥為修法。逾期未

完成修正者，法院應依審判中被告之請求，於其預納費用後，付與全部卷宗及證物之影

本。有此二項指示，修正刑事訴訟法早已不成問題，主管刑事訴訟法的司法院劍及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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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大法官會議解釋意旨，迅速提出修法草案，經過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總統於去(106)

年的4月26日公布刑事訴訟法的修正案，計修正第 93、101條條文、增訂第 31條之1、33

條之1條條文，其中第93條係檢察官對於被告的處理與聲請法院羈押的程序，這次修正，

規定檢察官於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

據與羈押之理由，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及證物，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所具繕本係供法

院交付被告之用，使被告知道羈押的理由。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

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之卷證，應另行分卷敘明理由，

請求法院以適當之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另依新增的第31條之1規定：「偵

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

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四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新増第 33

條之1，第1項規定：「辯護人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檢閱卷

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第2項規定：「辯護人持有或獲知之前項證據資料，不得

公開、揭露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第3項規定：「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偵查中之羈押

審查程序，法院應以適當之方式使其獲知卷證之內容。」俾能有效行使防禦權。  

這次刑事訴法修法，已按照釋字第737號解釋，將意旨化為法條，足以保護被告及辯

護人在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的防禦權利，人身自由的保障又向前跨出一大歩。另釋字

第762號解釋所示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接獲知卷證資訊之權利，且未賦予被告得請求

付與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權利，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意旨不符，亦指示應在一年內修法。迄今未見新條文公布，此號解釋係今(107)年

3月9日公布，至今只有九個月，修法程序繁雜，在時間上有可能無法配合，不過，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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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已明示：逾期未完成修法者，法院應依審判中被告之請求，於其預納費用後，付與全

部卷宗及證物之影本。縱未在期限內完成修法，對被告權益並不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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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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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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不當利益招待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 

一、事實概述 

 ○○署3位員工（下稱A男、B男、C男）於102年1月間下班參加該署司機室之年

終聚餐，餐會結束，應駕駛○○○（下稱D駕駛）之邀至KTV續攤唱歌，D駕駛未事

先告知隨行3位同仁即自行聯絡已退休的警員○○○(下稱E男)前來歡聚，席間E男

聯絡其友人代找5名酒店女到KTV另開包

廂。A男、B男與E男因屬舊識，遂於當晚

11時到翌日凌晨1時進入有女陪侍之包

廂與D駕駛、E男及5名小姐等相互敬酒、

唱歌，C男因覺不妥並未進入有女陪侍之

包廂。  

二、違反規範條款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

定執行其職務」，同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

驕恣貪惰，奢侈放蕩…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  

（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第2項規定：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

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三）○○署工友管理實施要點第21點第6項第1款。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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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懲處(戒)情形  

（一）○○署A男、B男因參與不當社交活動，且接受有女陪侍之不當招待，其等行為

有失謹慎，不符司法人員應廉潔自持與謹言慎行之要求，影響司法尊嚴，違反

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及第5條等規定，各予申誡處分。  

（二）D駕駛居間安排該署同仁接受不當利益招待，有行為不檢及嚴重損害機關之聲

譽及形象，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2款規定，本規範適用對象為公務員

服務法適用之人員（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

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均適用之），故駕駛、工友等純勞

力之人員，不適用之。惟D駕駛違反○○署工友管理實施要點第21點第6項第1

款，予以核定大過1次。  

四、案例分析  

（一）A男、B男參與該署司機室之年終聚餐餐會，固屬正當之社交活動，但餐會結束

後應D駕駛之邀至KTV續攤唱歌，雖無不當，又與久未連絡的E男基於一般禮儀

寒暄共飲，亦合於一般社交禮節，但進入有女陪侍之包廂與E男及其友人相互

敬酒及唱歌，已有損司法人員廉潔形象，甚至嚴重影響機關聲譽。  

（二）故本案具有公務員身分之C男因覺有不妥未進入有女陪侍之KTV包廂內，有採取

必要、適當之防範措施而未遭處分；若A男及B男，於得知該KTV包廂有女陪侍

在內，依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第2項規定處理，一開始即拒絕進入，謹

守分際，自得避免相關行政責任。 

↑TOP 



 

 14 

↑TOP 

收取回扣留遺憾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全球資訊網 

郝愛錢鎮長在蘑菇鎮上是出了名的貪財和

愛看電影「教父」，他的座右銘就是「我沒有很

愛錢，是非常愛錢」。為了怕被司法機關盯上，

他私下與主任秘書狗腿哥、建設課長夭壽哥及課

員荒唐哥組成地下 A 錢集團，並由鎮長助理豹

膽哥擔任收受、保管工程回扣的白手套。 

最近蘑菇鎮公所將辦理「市區主要道路及巷道工程」，荒唐哥對外尋找願意支付回

扣款的廠商配合投標，白木公司認為有利可圖，就由荒唐哥安排與 A 錢集團相約於鎮

長最愛的「教父餐廳」見面，並協議由白木公司支付決標金額35% 作為回扣款。 

在辦理第一次資格標開標時，因鎮公所作業疏失誤將評選委員名單公布在招標文件

上，因此廢標。而荒唐哥也因此發現白木公司的服務建議書寫的太差可能不會得標，夭

壽哥及荒唐哥便提供其他廠商撰寫的內容給白木公司參考修改；第二次開標時，果然如

先前協議，由白木公司取得第一序位議價權，經議價以 200 萬元決標，上道的白木公

司也依照約定交付回扣款 70 萬元給鎮長的白手套。然而白木公司卻因利潤太少，導致

道路工程品質實在太差而被民眾陳情，A 錢集團所作的壞事也終於曝光了，公務員及廠

商均被以涉嫌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移送法辦。 

溫馨小叮嚀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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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愛錢鎮長受蘑菇鎮鎮民所託執行職務，本應盡忠職守，為鎮民服務，不浪費公帑

，不營私舞弊，沒想到竟被貪念蒙蔽了理智，收取回扣中飽私囊，不僅傷害公共利益，

也辜負鎮民對他的信賴。 

此外，夭壽哥及荒唐哥身為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人員，明知道工程標案應秉持

政府採購法公平、公正、公開之意旨，竟因為小小的私念將依法應予保密的廠商服務建

議書洩漏給白木公司，使特定廠商得標，不僅保不住公務員的身分，免不了牢獄之災，

更影響採購制度的公平性。如果廠商因而偷工減料，將嚴重影響道路工程品質，更可能

對人民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更是萬萬不可。 

相關法條 

一、公務員：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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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刑法第 132 條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罪。 

二、廠商：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行賄罪。 

參考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7 號判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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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網購不枉購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TOP 

資訊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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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線上刷卡，小心盜刷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TOP 

資訊安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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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身美容停看聽，審慎思考看清契約再簽名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法務局全球資訊網 

一、案情概述 

消費者申訴在逛街時被推銷 300 元護膚優惠券，以為是單純做臉即前往體驗，在

做臉過程中業者推銷美容護膚套裝課程，其表示經濟情況不佳無力負擔，業者隨

即說可用優惠價格 72,000 元，並可分期，每月只要 3,000 元，因業者強力銷推

令其難以拒絶於是簽約購買。使用 3 次後因效果不如預期，且無力負擔每月貸款

金額，向業者要求終止契約退費，業者同意退費，惟退費計算方式不合理。 

二、說明及建議 

(一)依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

應記載事項第 10 條規定，消費者於瘦身美容課程實施後任意終止契約者，業

者應於終止日後 30 日內，將已收取之費用扣除已接受服務之費用、已提領並

拆封之附屬商品金額，及終止契約手續費後，退還消費者。又終止契約手續

費，係指價金總額扣除已接受服務之費用，及已提領並拆封之附屬商品價額

後之剩餘金額之百分之十以下。若未約定終止契約手續費之金額，業者不得

扣除終止契約手續費。所謂已提領並拆封之附屬商品，係指已拆封使用之最

小消費包裝商品，其以整組或量販方式行銷而未拆封使用之最小消費包裝商

品仍屬未拆封。 已接受服務及已提領並拆封附屬商品之價格，以契約所定單

價為準，未約定單價者，以平均價格或市價為準。消費者於購買瘦身美容課

消費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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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後若欲終止契約，可依上述規定，主張扣除其已開封使用之美容產品及已

接受之服務金額後，退還剩餘款項。 

(二)桃園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提醒消費者於購買瘦身美容課程前，務必多打聽選

擇口碑良好之業者，要求依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範本簽約，善用 7 日審閱期，

詳閱契約所載美容課程項目、次數、金額及所購買美容相關產品之品項、數量、

價格等，確認服務內容及美容產品符合需求，且經濟能力可以負擔才簽約，勿

因推銷而以刷卡或分期付款方式衝動購買。所購買之美容產品視實際需用量拆

封，勿讓業者以檢查為由拆封尚無需使用之產品，以免影響權益。另若因無預

期之推銷而購買瘦身美容課程，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於 7 日內退回

商品或以書面(建議用存證信函)通知解除契約。若有消費問題，可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諮詢。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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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我的拒毒 style 
資料來源：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TOP 

反毒反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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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點數可以驗證身份？千萬別上當！  

資料來源： 警政署 1６５全民防騙網 

分析色情應召詐財案件，歹徒通常先透過網路社群與通訊軟體置放美女照片並留下

LINE ID，等到雙方互加好友後，隨即表示有兼職援交，再誆稱透過購買遊戲點數(如

MyCard、Gash)方式，來驗證身分或繳交保證金。如不配合購買點數，甚至接獲自稱黑道

恐嚇，等到被害人將遊戲點數翻拍給對方後，隨即遭封鎖，始驚覺遭詐騙。提醒您，看

見聽見購買遊戲點數驗證身分，就是詐騙。 

 

↑TOP 

反毒反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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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帳戶動產騙至房屋不動產!  

 資料來源：警政署 1６５全民防騙網 

 短短幾通電話騙走上千萬元，詐騙集團從詐取匯款、交付帳戶存摺及提款卡等動

產，進階動歪腦筋到不動產上！年長者常成為假冒公務機構詐騙手法的目標，但近

來也見 7、8 年級生遇上此手法詐騙，詐騙話術及三階段陷阱，你我都別輕忽。 

 住在臺北市的陳姓婦人，日前接到假冒健保局人員來電，表示其健保卡將遭停卡，

經查詢其重覆使用藥物及盜領健保補助費用計新臺幣 3 萬 5,000 元，聲稱若無此事

可能資料被盜用，接著又接獲自稱楊警官的來電，要求陳姓婦人至超商按對方指示

操作 ATM 匯出款項，並依照假警官指示銷毀超商傳真公文及堅守偵查不公開，沒有

向他人諮詢求助，直到數日後接獲他縣市警方來電表示查獲詐欺車手，經查詢帳戶

方知陳姓婦人亦是受害人，婦人才知受騙；隔日，陳姓婦人在家中又接獲假檢察官

來電，聲稱有筆詐騙款項可領回，並以「資金控管」為由，要求提供帳戶提款卡及

密碼，否則將列為人頭帳戶判處重刑，須「監管帳戶」2 周時間，並稱待結案後「資

金監管款項會再以國賠方式連同利息一併返還」，復陳姓婦人親自交付 3 張提款卡

給前來取件的詐騙集團，計遭詐領 19 筆，新臺幣 156 萬元。 

 惟詐騙集團食髓知味，陳姓婦人後續又接到自稱吳主任檢察官來電，聲稱之前動產

的案件已簽結，要換成調查陳姓婦人名下不動產，釐清是否與主嫌共謀洗錢案，假

主任檢察官並指示婦人以投資名義，到當鋪將名下 2 處房子典當，並將典當所得新

臺幣 1,000 萬元及 500 萬元許以臨櫃匯款方式用美金匯至對方指定帳戶，計匯款 3

反毒反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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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另又按指示交付黃金首飾給前來取件的詐騙男子，前後遭詐騙新臺幣 2,000 萬

元，卻苦等不到通知案件簽結，回電又均無人接聽，才驚覺遭到詐騙而報警。 

 分析該詐騙手法，詐騙集團會先聲稱被害人身分遭冒用、健保卡濫用遭停卡及申辦

電信並欠繳電話費，電話之後轉接給假警察、假檢察官後恐嚇被害人涉及刑案、人

頭帳戶、詐欺共犯等，被害人心生恐懼下便容易失去判斷力，最後要求被害人匯款，

甚至是要求提款並交付給前往住處執行假公務及取款的車手，現在更進階從詐取動

產款項到騙取被害人典當不動產，再匯至指定帳戶。 

 刑事警察局呼籲，檢警不會監管任何的人帳戶，更不會要求收取現金或存簿，提醒

民眾聽到「身分遭冒用協助申請資金公證」、「資金控管」、「現在電話幫你做筆

錄」、「等下傳真公文給你」、「法院幫你保管金錢」、「監管帳戶」等關鍵字時，

絕對是詐騙！因為積欠健保、電信費用均是用紙本通知繳費，現行法令檢警更不可

能用電話做筆錄及傳真公文(公文必定為蓋關防紙本)，更遑論監管帳戶或保管金

錢，希望各位年輕朋友回家多向家中年長者宣導，必要時可在電話旁邊放置假檢警

詐騙的文宣或專刊，類似的詐騙的手法在刑事警察局 165 反詐騙官方網站及 165 反

詐騙 App 上都有介紹，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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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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洗錢防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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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專業總動員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全球資訊網 

 

↑TOP   

洗錢防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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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胃」3 招，遠離胃癌有方法！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每年 4,000 人罹胃癌，9成胃癌患者曾感染幽門螺旋桿菌！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死因統計和國民健康署 104 年癌症登記資料，胃癌位居

國人十大癌症死因第 7 位，每年約有 4,000 名新發生個案，男性發生率為女性的 2

倍，好發年齡為 40-60 歲，威脅國人健康與生命。胃癌雖屬多因素疾病，如感染幽

門螺旋桿菌與飲食衛生等，罹患胃癌個案中約 9 成曾感染幽門螺旋桿菌！如未改

善，可能因慢性發炎進展成胃癌。 

    國民健康署提醒民眾，遠離胃癌可以從「健康飲食」、「規律運動」、「及時

檢查」3 招做起；同時為了守護原住民朋友胃的健康，國民健康署自 107 年開始在

花東地區辦理「胃癌防治試辦計畫」，來為國人胃的健康把關。 

 守護原住民的健康，一次到「胃」！ 

感染幽門螺旋桿菌的情況很常見，一般民眾約有 4 成感染幽門螺旋桿菌的機

會，但在原住民族中的感染率較一般民眾高，臺灣大學醫療團隊研究估計原住民幽

門螺旋桿菌感染率約 6 成。根據原住民族人口及健康統計年報資料顯示：胃癌居原

住民族十大癌症死因第 3 位，對原住民的威脅更甚。 

    為縮減原鄉健康不平等，國民健康署於 107 年在佔全國原住民 3 成的花東地區

辦理「胃癌防治試辦計畫」，由臺灣大學家醫科團隊，接續在離島跟彰化的成功經

健康叮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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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聯手衛生局找出幽門螺旋桿菌的感染者，並給予除菌治療。並在衛生局的協助

下，醫療團隊將對原住民健康的關心，送往偏鄉地區。考量花東地區幅員廣大、醫

療資源相對缺乏，為避免民眾舟車勞頓，利用碳 13 尿素呼氣檢查方法，在衛生所、

衛生站一次即能完成檢查，更提供衛教服務提高民眾健康識能，例如：自備碗筷、

培養健康飲食習慣，為健康的「胃」來一起努力。 

    在此試辦計畫中，有 1,000 名原民朋友接受碳 13 尿素呼氣檢查，其中接受檢

查者約有 6 成為陽性個案，在公衛護理人員們細心輔導服藥與衛教宣導下，整體除

菌率已達 8 成！成效相當顯著！符合檢查條件的台東縣鹿野鄉黃小姐也表示：「此

次胃癌檢查活動覺得滿新奇的，號召全家一起去檢查，檢查結果竟都為陽性，在認

真服藥下，全家人都除菌成功！也了解幽門螺旋桿菌的感染通常是口沫傳染，餐具

現在也改用公筷母匙，多吃蔬果，定期做身體健康檢查，也非常感謝政府對於原住

民的照顧。」 

 保「胃」戰 3招式 全民一起來！ 

消除幽門螺旋桿菌固然可以減少胃癌發生的風險，但遠離胃癌的威脅必須從生

活做起，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提供保胃 3 招式，呼籲所有民眾一起來保「胃」大

作戰： 

● 健康飲食：少吃醃製及煙燻食品多蔬果、戒菸節酒、避免共用餐具。 

● 規律運動：每週 3 次、每次 30 分鐘、每分鐘心跳至少達 130 下。 

● 及時檢查：如有腸胃不適症狀應及早就醫，有胃癌家族史的民眾，應定期接受

檢查。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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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胃癌的元兇─幽門螺旋桿菌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健康叮嚀－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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