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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中司法˙廉遊臺灣 

科技部為落實「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具體策略–「強化企業誠

信，凝聚私部門反貪腐共識」，結合臺北地檢署空中司法‧廉遊臺灣廣

播實施計畫，109年7月14日政風處處長游國鑌接受正聲廣播電台邀約受

訪，錄製宣導推動「企業誠信．公私協力」一年來成果，包括有「破解

圖利-便民意、增效率」政府與企業交流座談、法人廉政治理專案、行

政透明措施專題、發行永續發展社會責任報告書等，期間分別邀集轄內

之企業及工商團體與法人機構代表，與政府部門受理工商登記、投資審

查相關業務主管共同參與，厚植工商團體及產業界對公部門之清廉信賴

，展現公私協力、優質治理，提升科學園區產業永續經營之競爭力。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提到貪腐是全球性的問題，也不再侷限於政府部

門，公、私協力制定企業反貪政策也是必然走向。藉由空中廣播使社會

大眾更加瞭解企業反貪政策之推動，期使強化公私部門連結，倡導企業

誠信倫理，凝聚反貪共識，建立廉政夥伴關係。 

 

 

 

 

 

 

政風處游處長接受正聲廣播電台 YoYoShow 節目主持人蔡瑋堯專訪 



2 

 

 

  

二、109年全民安全防護有獎徵答活動 

(活動名稱：「安全防護大贏家、全民保衛你的家」）網路作答時

間自109年8月1日0時起至8月31日24時止， 採網路點選方式作答，相關

宣傳連結按鈕圖片檔，請點選下列網址。 

同時於法務部調查局臉書「全民保FUN趣」粉絲專頁進行推廣、宣

傳，該粉絲專頁並於109年7月20日至9月20日舉辦互動抽獎遊戲及張貼

相關宣傳貼文，廣邀機關、民眾前往按讚、留言及分享。 

 

(活動網站網址為 https://www.mjibpriz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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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學園區管理局配合法務部辦理 109年度 

「營業秘密之保護與制度精進」座談會 

 

近年來，我國企業所有之營業秘密遭不法侵害之案件時有所聞，不

僅對企業造成高度損害，更已造成國家安全之疑慮。有鑑於營業秘密攸

關企業之資產及競爭力，其保護已然成為企業界之重要課題。同時，營

業秘密之認定及保護，具有高度法律面及產業面之專業性，透過北、中

、南三場次座談會(如下表)，由檢察官就企業應如何保護營業秘密暨實

際案例進行分享，同時協助廠商建立營業秘密保護機制，並針對偵查營

業秘密犯罪時如何互相合作等實務層面議題，進行交換意見之互動與研

討。 

  

舉辦地點 主、協辦單位 日期、地點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法務部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109.7.10（星期五）下午 

內政部警政署保二總隊第三大隊第

一中隊 4 樓大禮堂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法務部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109.7.17（星期五）下午 

中科管理局行政大樓 1樓 101會議

室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法務部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109.7.22（星期三）下午 

南科管理局行政大樓 1 樓國際會議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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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學園區管理局政風室並於會前發送 2019 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CPI）等反貪腐摺頁文宣，傳達我國在 8 個涵蓋臺灣之原始資料的計

算下，得分為 65分，排名全球第 28 名，分數較 2018 年增加 2分，名

次則是進步 3名。分數和排名皆創下我國的新高，顯示近年來我國推動

公私部門廉政協力已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更確認公私部門在建立營業

秘密保護的方向。 

 

 

 

 

 

 

 

 

          竹科管理局場次座談情形             南科管理局場次法務部蔡部長致詞 

 

 

 

 

 

 

 

 

 

 

中科管理局場次座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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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應有的保密 

在這個資訊 E時代，利用事務機器及通信、資訊設備，彼此得以快速的聯

絡或處理各類事務，方便彼此溝通與達成協議，進而成交一筆生意，但有些資

訊是不宜公開的，故應重視相關保密措施，確保機密資料不外洩。為提高公務

處理上的警覺性，維護資料的安全，提供一些在日常生活上使用電話、運用資

訊或文書處理上的注意事項，以供參考。 

一、使用電話保密須知： 

 (一)談及公務前，事先確認對方的身分，因為竊密的人可能會以虛構職位或關

係來套問機密事。 

 (二)如果要隱密個人使用的電話號碼，可將桌上電話或行動電話設定為「發話

號碼不顯示」，不然對方（受話者）「來電顯示器」螢幕中，就會出現你

的私人電話號碼。 

 (三)個人行動電話語言信箱及電話答錄機密碼應設定密碼保管不宜公開，以免

遭人竊聽。 

 (四)經常檢視住宅大樓電話的線箱，察看有否被人掛線竊聽或盜撥電話? 

二、日常生活保密須知： 

 (一)陌生人以問卷調查、寄資料以及電話詢問相關資料時，應格外留意並查證

對方身分，勿輕易告知。 

 (二)個人擬廢棄之信件、單據、資料等，勿以一般垃圾抛棄處理，而應銷燬，

以免外流。 

 (三)每天應檢視信箱，如有重要信件如信用卡帳單、電話費帳單、網路連線費

用帳單等，應隨時收取妥善保管，以免被有心人截獲做為盜用、提領、刷

卡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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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據媒體報導有些詐騙集團假冒銀行人員套問金融卡帳號，或在提領時被人

竊看得知密碼而被盜領，故信用卡、金融卡的帳號、密碼、卡號等資料，

隨時要注意防範外洩。 

  (五)對外公開的資料，如名片、停車留信板或乘客留言板等登錄的資料不宜過於

詳細，以免洩漏個人資料遭遇麻煩。 

三、資訊處理保密須知： 

 (一)個人電腦必須設定密碼保護，並定期變更密碼以防駭客破壞設備，並宜多

拷貝一份，以防原始資料破壞之困擾。拷貝資料亦應妥善保管，不隨便供

人拷貝。 

 (二)在不能確定網站的保密機制下，不宜任意登錄個人必須設定密碼的重要資

料，以免遭截取被移作其他用途，據媒體報導國內有一家網路銀行曾遭人

拷貝該行網站網頁，進而誘騙該銀行客戶輸入身分證字號碼、進行轉帳盜

領。 

四、文書處理保密須知： 

 (一)重要的秘密文書應儘量避免書寫在便條紙或桌曆、日曆、月曆上，此舉極

易因疏忽未收妥而被窺視或翻閱盜取，造成洩密。 

 (二)具有機密性之廢棄文稿、資料，應隨手以碎紙機銷燬處理。如因量太多不

便銷燬時，可以整批運往紙廠並當場監視其溶燬成紙漿之後方可離去，不

可將資料交給紙廠人員代為處理，以防機密資料外洩。 

 (三)傳真機密文件前，應先連絡好收件人等候於傳真機旁，以避免遭人截走；

傳送前事先確認傳送號碼無訛，以免誤傳洩密。 

 (四)保密文書不宜任置於桌上或交由他人送件，應由本人親送至主管核章，並

有保管箱保管之。「多一分保密警覺，少一分洩密的風險」，每個人都要

有此共識與認知，處處小心為要，如此在日常生活及公務處理上，才能建

設一個安全又安定的環境，減少社會犯罪、破壞事件，人人安居樂業，國

家必然長治。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資訊專區 /廉政專區 ) 



7 

 

 

  

 



8 

 

 
 

               參考法規 

†政府採購法: 

 第 34條 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

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競爭之相關資料。(第 2項) 

         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應

予公開。但機關依實際需要，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第 3

項) 

 第 36條 機關辦理採購，得依實際需要，規定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第 1

項) 

         特殊或鉅額之採購，須由具有相當經驗、實績、人力、財力、設

備等之廠商始能擔任者，得另規定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第 2

項) 

         第一項基本資格、第二項特定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之範圍及認

定標準，由主管機關定之。(第 4項) 

 第 37條 機關訂定前條投標廠商之資格，不得不當限制競爭，並以確認廠

商具備履行契約所必須之能力者為限。 

         投標廠商未符合前條所定資格者，其投標不予受理。但廠商之財

力資格，得以銀行或保險公司之履約及賠償連帶保證責任、連帶

保證保險單代之。 

†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項第 4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

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

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

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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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泉讓水的典故 

    「廉泉讓水」是一句成語。在南北朝宋明帝時，梁州

官吏叫做范柏年者，某次奉詔與皇帝商討國事，偶然談

到在廣州有一「貪泉」，明帝一時興起，便問范柏年，

那天下有無叫做「廉泉」的呢？范柏年答覆說：「在我

的家鄉就有二條著名的河流，一曰『廉泉』，一曰『讓

水』〈均在今陜西境內〉…。」范柏年講這段話，就是

在強調其家鄉人民都是操守廉潔，懂得尊重禮讓的意思

。後來的人，於是就用「廉泉讓水」這個成語典故，來

比喻廉潔和禮讓的人。所以現在如果有官員升遷異動，

就可以將「廉泉讓水」這句話鑲裱起來送給他，意喻其

廉潔可風。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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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材-CEDAW 系列叢書】 

A Practitioner’s Toolkit on Women’s Access to Justice Programming—
關於從業婦女人員參與司法程序制定的懶人包 

 

 

-------------------------------------------------------------------------- 

 

司法可近性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指標，也是實質平等、人權與永續發展的必

要條件。女性在全球都面臨司法近用障礙，體制、警察等因素也造成性別歧視

、性別偏見、刻板印象、性別污名無法破除。本書提出在關鍵領域解決這些障

礙的指引，包括婚姻、家庭與財產權、對女性的暴力(VAW)等，提高女性親近司

法與伸張正義的可能性。 

(下載網址: CEDAW資訊網 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news/detail/43) 
 

 

(資料來源: CEDAW 資訊網 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news/detail/43) 

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news/detail/43
http://www.cedaw.org.tw/tw/en-global/news/detail/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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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疫情有關之詐騙保持距離 

COVID-19 疫情盛行，以防疫為名的詐騙案件也在各國爆發災情。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民眾，防疫和防詐騙同樣重

要。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詐騙一貫伎倆就是利用人性的弱點，通常是貪婪

或恐懼。疫情期間，許多民眾因為擔心染病而恐慌，想要搶購口罩、消毒

液、酒精與額(耳)溫槍等，但這些物資不易買到時，消費者遂利用關鍵字

搜尋，發現常去的入口網站、論壇或社群媒體上，突然出現好多防疫產品

廣告，這些廣告究竟是出自精明的商人，或是狡猾的詐騙犯?啟人疑竇。 

衛生主管機關已清楚告訴民眾口罩怎麼買，警政和消保機關也不斷宣

導常見詐騙手法，若有人還非要去一頁式網頁賭一下人品，萬一受害，恐

怕自己也難辭其咎。行政院消保處提醒，當點開網站或社群廣告，見到「

提供貨到付款」、「7 天無條件退貨」、「權威機構檢測合格」、「好評

如潮」、「24 小時線上客服」，甚至「即將斷貨」，請先別見獵心喜，

若找不到該業者市內電話和實際地址，即可能是網頁詐騙。不幸的話會買

到劣質產品，更倒楣的是什麼也收不到，因為這些網址 IP 往往在國外，

只能自認倒楣了。 

參考內政部警政署提供的防詐懶人包，因為疫情關係，不僅一頁式網

頁，其他許多詐騙手法，也都結合了防疫主題。例如捐助政府成立防疫基

金、防疫指揮中心直接指示前往 ATM 操作、口罩 2.0 設定錯誤須前往 ATM

解除鎖定、收到口罩到貨簡訊(內含網路釣魚的連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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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保處非常關注 COVID-19 疫情，除積極採取相關作為並於網

站（https://cpc.ey.gov.tw/）建立專區外，也持續蒐集國外消保機關相

關作為供政府施政及民眾參考。近期發現國外也出現不少利用 COVID-19

疫情的消費詐騙案例，例如：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統計，今年以來

投訴最多的疫情詐騙類型是取消旅行或度假的退款通知、網購、手機簡訊

詐騙及假冒政府或企業的騙局，累計達 7,824 件，造成 477 萬美元損失，

每位受害者平均損失 598 美元。在日本及瑞典，有歹徒假冒政府機關打電

話關心老年人，主動要求前往老年人住所檢測病毒，並幫他們出門購物。

歐洲許多國家則有人推銷號稱可以治癒或防止 COVID-19 病毒的產品，但

卻無法證明實際效用。比利時有犯嫌偽稱知名物流公司，提供隔離期間日

用品免費送到府；或者假裝衛生單位，聲稱以成本價出售口罩。 

行政院消保處強調，疫情當前，但不實廣告、詐騙和謠言滿天飛。請

民眾提高警覺，小心求證，才能遠離詐騙。近期已不只一次發生衛生紙將

缺貨的網路謠言，導致搶購風潮，呼籲民眾不要輕信網路訊息，仔細查證

訊息真偽，切勿隨手轉傳其他群組，引發社會不安或危害，成了 covidiot(

防疫豬隊友)。用心維護自己、家人和朋友的健康，相信祖先也會保佑大

家平安度過疫情難關。 

 

 

(詳細內容參考網址: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主題服務/振興三倍劵專區

https://cpc.ey.gov.tw/Page/6A3772CD24C9694E) 

 

        (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https://cpc.ey.gov.tw/
https://cpc.ey.gov.tw/Page/6A3772CD24C969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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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券詐騙梗 
 

165 提醒您，歹徒可能利用「三倍券」作為詐騙梗的相關話術， 

請勿上當! 

 

一、假網拍： 

    臉書(最大宗)或其他網購賣場、平臺販賣便宜「三倍券」，加 LINE

聯繫後，要求先付款，惟一旦匯款就被封鎖，或收到與預訂品項不

符的商品。(沒那麼好康啦!) 

二、假冒檢警(公務機關) 

    誆騙健保卡遭人冒用盜領三倍券，需監管銀行帳戶，要求提領現金

、交付銀行存摺、印鑑等等。(談錢就有問題!) 

三、假投資 

    假冒疫苗公司、振興產業或是在網路上、交友平台認識之網友傳來

不明之投資(博奕)平臺，慫恿投資，誆稱「保證獲利」、「穩賺不

賠」且「利潤豐厚」。(非親非故幹嘛幫你賺錢?有鬼!) 

四、釣魚簡訊 

    簡訊內容如(寄送的三倍券已送達、○○優惠訊息等)，並且夾帶網

址，點了連結網址手機就中毒，遭電信小額付款或盜刷信用卡。(

不明連結請勿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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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 165 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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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戶人家因為孩子夜晚哭個不停，吵得大家都睡不著，媽媽哄

了老半天還是沒辦法，於是便拉開嗓子開始唱催眠曲。過了一

會兒，孩子仍是啼哭不停。此時，隔壁的鄰居大叫：「不要再

唱了！還是讓孩子哭吧！」 

 -(輕鬆小品文章-誰比較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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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Ψ廉政小叮嚀Ψ  

 

 

 

 

 
 

 

 

 

 

 

 

 

 

 

 

 

 

 

 

 

 

 

 

 

你防貪，我拒瀆，共創清廉好政府。 

你吹哨，我預警，全民反貪一定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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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勇敢吹哨，不法，Get Out! 

法務部廉政署24小時廉政專線0800-286-586。 

 

2. 科技部(政風處)檢舉貪瀆專線: 

電話:(02)2737-7584。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21樓。 

電子信箱E-mail: ethics01@most.gov.tw 

 

 

       

                科技部政風處 編輯 

mailto:ethics01@most.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