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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順序 
學經歷簡介 

民國106年4月21日為保障「人權」而
修之刑事訴訟法條文簡介 

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賄罪及圖
利罪之構成要件 

貪污瀆職罪減免罪責事由 

違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規定與案
例 

近年來犯貪污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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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經歷簡介 
現任：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最高學歷：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研究所法學碩士 

考試及格： 

一、八十五年第二次司法官特考及格 

二、八十五年律師高考及格 

經歷： 

一、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三、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四、國立聯合大學兼任講師(民國94年取得教育部核發之講師證書) 

獲獎： 

一、96年1月：獲選為法務部績優檢察官，法務部部長頒發「檢察之光」獎牌1面  

二、100年5月：獲選為法務部「排怨計畫」績優檢察官， 獲法務部部長頒發「法 

                         眼明察」獎座1座 

三、103年1月：偵破史上最大牛樟等珍貴林木案件，法務部部長至臺中地檢署表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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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4月21日為保障「人權」而修之
刑事訴訟法條文（業經總統公布，於同月
29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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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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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星案收賄 賴素如重判10年 
(蘋果日報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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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星案收賄 賴素如重判10年 
(蘋果日報2014年10月31日) 

曾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辦公室主任的
北市議員賴素如，被控利用議員職權
，護航太極雙星團隊取得台北車站雙
子星大樓聯合開發案，並透過白手套
彭建銘向太極雙星索賄1500萬元、並
收前金100萬元，還藏匿550萬餘元可
疑資金，台北地院今依收賄罪，判賴
素如10年重刑，褫奪公權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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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星案收賄 賴素如二審判九年 
(自由時報20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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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子星案收賄 賴素如二審判九年 
(自由時報2016-09-01) 

 前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辦公室主任、前台北市
議員賴素如，被控向太極雙星團隊索賄一千五
百萬元，並收取前金一百萬元護航得標台北車
站雙子星大樓開發案，一審依不違背職務收賄
罪判她十年徒刑、褫奪公權五年；高等法院認
定賴索賄金額應為一千萬元，批賴素如敗壞官
箴，犯後飾詞狡辯，昨將她判刑九年、褫奪公
權九年。 

 高院昨依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判太極雙星金主程
宏道八月徒刑，另兩名被告賈二慶、彭建銘，
一審各判六月、四月徒刑，均得易科罰金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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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4月21日為
保障「人權」而修 

刑事訴訟法條文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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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弊案遭檢調搜索 永豐金：全力配合 
(聯合新聞網2017-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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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押新制】何壽川遭拘留3天2夜 審
檢辯印卷就耗1天(鏡周刊2017.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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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押新制】何壽川遭拘留3天2夜 審
檢辯印卷就耗1天(鏡周刊2017.06.18) 

 台北地檢署偵辦永豐金涉違法放貸50億元案，檢方認為永豐
金董座何壽川、三寶董事長李俊傑妻子廖怡愍、永豐餘土地
開發部經理張金榜等人涉證交法罪嫌重大，有串滅證及逃亡
之虞，涉嫌違反證交法背信罪，今天(17日)將3人聲押禁見
。 

 不過，由於刑事訴訟法修法，改為律師可閱卷，檢方為了避
免偵查中案情外洩，光是整卷就花了9小時，律師閱卷影印
也花了4小時，院方延至晚間10點10分才召開羈押庭，何壽
川不論是否被收押，至少要被拘留3天2夜。 

 何壽川不僅因新制要多待在法院的拘留室，連律師費也得多
花不少，因為律師空等也是照常算錢，其他包括檢察官、院
檢法警及記者，也是苦苦等待，全被操翻了，抱怨聲四起，
看來新法上路，被告訴訟防御權被保障了，人身自由卻被犧
牲，還影響了一堆人全被綁在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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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驚傳弊案檢廉50路搜索約談趙藤雄等66人
(自由時報2017-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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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涉弊 創辦人趙藤雄、議員周勝考收押 
(自由時報2017-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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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涉弊 創辦人趙藤雄、議員周勝考
收押(自由時報2017-07-01) 

 遠雄集團創辦人趙藤雄涉嫌掏空遠雄人壽，另透
過新北市議員周勝考，行賄新北市政府官員，助
遠雄人壽順利通過海山煤礦等都更開發案，台北
地檢署昨依涉行收賄、特別背信等罪，向台北地
院聲押禁見趙、周兩人，北院下午1點20分裁定將
2人收押禁見。(北檢106.6.29執行至106.7.1北院
羈押禁見) 

 趙藤雄聲押庭昨天晚間10點30分開始，今天凌晨1
點半結束，周勝考聲押庭則從今天凌晨1點50分開
始、到清晨4點10分才結束，2人暫押北院等候裁
定，北院認為趙涉案內容仍有不少疑點，上午9點
40分二度訊問趙，訊問半小時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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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
職務收賄罪、詐取財

物罪及圖利罪 

之構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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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職務受賄罪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
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
億元以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
第1項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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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
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 
金。（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
項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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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之構成要件 

 
 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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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職權機會或
身分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
獲得利益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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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瀆職罪 

減免罪責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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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瀆職罪之減免罪責 

減免罪責事由 

（一）自首或自白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 

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 

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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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瀆職罪之減免罪責 

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 

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 

（二）情節輕微者 

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 

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情節輕微，而其所得 

或所圖得財物或不正利益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 

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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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條文所稱自動繳交全部
所得財物之時間，是否以在

偵查中繳交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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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99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 
決議意旨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
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
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
其刑。」其所稱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
時間，並不以在偵查中繳交者為限，尚包
括在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已自動繳
交之情形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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褫奪公權 

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
公權。(貪污治罪條例第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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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營養午餐弊案 認罪校長二審輕判 

(自由時報201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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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營養午餐弊案 認罪校長二審輕判 
(自由時報2016-07-08) 

 涉助業者得標 再拿回扣 

 本案源於金龍盒餐公司供應積穗國小營養午餐
，發生餐桶長蛆事件。新北地檢署追查發現，
新北市歐克等團膳業者為取得午餐標案，或供
餐被發現缺失時能獲較輕處罰，涉行賄校長，
找來「自己人」擔任評選委員，以「最有利標
」護航；自九十一年至一○○年間，每名用餐
學生每餐約四十五元的餐費，送給涉案校長約
四元回扣，或從每件十萬至五十萬元的採購案
計算回扣總額，業者拿著雜誌、報紙夾帶現金
，或將錢裝入水果盒，行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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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營養午餐弊案 認罪校長二審輕判 

(自由時報2016-07-08) 
 

 新北市中小學校長涉向營養午餐業者索
賄案，引起教育界大震撼，共有卅一位
校長、兩位主任涉案，高等法院昨宣判
，認定涉案校長「身負教育重任，卻不
知廉潔」，並以「生意人所花每一塊錢
都有目的」等話訓斥被告；唯考量有十
六名校長、評委在二審認罪等因素，多
數獲得減輕刑期，頭前國中前校長曾茂
山被判七年十月最重。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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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調出動查弊案！ 搜索苗栗縣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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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縣前議長饒○奇 貪汙判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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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8年度上訴字第1494號  

原判決關於饒○奇撤銷。  

饒○奇共同連續犯利用職務
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
刑肆年， 褫奪公權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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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1年度上更(一)字第60號  

【裁判日期】1030630 

原判決關於饒○奇撤銷。  

饒○奇共同連續犯利用職務
機會詐取財物罪，處有期徒
刑柒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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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四號刑事判決 
 一、原判決撤銷，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二、撤銷原判決主要理由 

（一）詐得款項計算有誤： 

      原判決認共向苗栗縣議會詐得  3,106,620元，  

      惟經計算結果似應為3,108,630元之誤（少算 

      2010元）。 

（二）須注意刑事妥速審判法有利被告之規定 

      一○三年六月四日修正後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之
立法目的，係對速審權受侵犯之被告，給予其減刑之補償
，於法院對該條各款事由進行審酌後，確定被告速審權受
有侵害且情節重大時，若法院仍需依被告聲請方能決定是
否給予減刑之補償，即有可能發生「被告速審權受有侵害
且情節亦屬重大，卻無法受到本條減輕刑責補償」之現象
，顯與該條之立法目的有所扞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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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四號刑事判決 

修正原條文，明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
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
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
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
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
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訴訟程序之延
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
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
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
項。」以保障被告受妥速審判權利而屬有
利於被告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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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四年度台上字第二○四號刑事判決 

本件經檢察官起訴後，於九十五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繫屬於第一審法院，有第一
審法院收文戳記存卷可稽，迄今累計已
逾八年，則本件是否合於上開妥速審判
法第七條規定之意旨，因本件久懸未結
，有無因此侵害饒○奇、林○妹受迅速
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而予適當救
濟之必要者 ，不無疑問。 

因此又撤銷原判決了！請問本案延宕多
年，是誰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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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04年度重上更（二）字第3號 

【裁判日期】1050505  

 原判決關於饒O奇、林O妹部分，均撤銷
。  

 饒O奇共同連續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褫奪公權參
年。 

 林O妹共同連續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罪，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參年，並應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貳萬元。褫奪公權
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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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之規定與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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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貪汙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條人員(公務員)，關於違背職
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
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金。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
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
利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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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不違背)職務行賄罪之自首、自白減刑規定 

 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
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事項，
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規定處斷。  

 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
同。  

 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
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
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本條例
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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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想延徵賺錢... 妻禮盒藏錢送兵役局 
(自由時報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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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想延徵賺錢... 妻禮盒藏錢送兵役局 
(自由時報2017-06-07) 

楊姓男子為了拚事業，向台北市政府兵役
局申辦延後服役，卻被兵役局否決，為此
，楊妻竟去年8月12日傍晚，將裝有3000美
元（約新台幣9萬4000元）的信封袋放入禮
盒提袋，送給兵役局承辦科長；該名科長
發現，立即通報政風室並將提袋連同賄款
退回，楊妻因此吃上(違背職務)行賄罪官
司；台北地檢署考量楊妻已認罪，同意給
她自新機會，將她緩起訴，期限一年，須
支付公庫12萬元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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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戶偷塞紅包 適逢春節 行賄不起訴 
(自由時報2017-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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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戶偷塞紅包 適逢春節 行賄不起訴 
(自由時報2017-06-07)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辦理土地徵收
案，被徵收的丁姓婦人曾向新工處陳
姓幫工程司申請展延拆除地上物期限
，後來建物如期拆除，丁婦認為事情
圓滿，偷塞兩萬元紅包給陳男，並以
「長輩給晚輩紅包」拒收回，被依(違
背職務罪)行賄罪法辦；台北地檢署認
為丁婦沒行賄動機，所辯適逢年節餽
贈紅包也並非不可採，因此將丁婦不
起訴。 44 



專勤隊長公器私用 狎陸配當小三 
(蘋果日報2017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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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勤隊長公器私用 狎陸配當小三 
(蘋果日報20170508) 

 移民署連江縣專勤隊前隊長歐陽國麟5年前於任內，包
庇一名原先就認識的中國籍張姓女子以假結婚方式入
境，還要張女當小三陪他上床，經廉政署跟監蒐證，
歐陽2人辯稱是婚外情而非肉體行賄，歐陽還堅稱吸收
張女作情報線民，最高法院不採信，依公務員對於職
務上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罪，判歐陽2年6月徒刑、褫
奪公權3年定讞。 

 法官認為，歐陽從事公職多年，有許多傑出表現，卻
將職務裁量權力，當成換取滿足個人情慾的工具，但
因他自白與張女上床且因此獲取的不正利益輕微，一
審2度減刑後，依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不正利
益罪，判歐陽2年6月徒刑、褫奪公權3年，另依不違背
職務行賄、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合併判處張女5月
徒刑、得易科罰金15萬元，褫奪公權1年。 

46 



涉貪 桃市顧問與經發副局長收押 
（自由時報2016-10-15） 



涉貪 桃市顧問與經發副局長收押 

（自由時報2016-10-15） 

桃園市政府市政顧問鄭義雄涉嫌幫違章工廠業者居中牽
線，向市府經發局副局長王允宸行賄，在三次餐會後二
度交付藏有十萬元的茶葉禮盒，案經桃園地檢署指揮廉
政署、桃園市調處於前天發動搜索約談，昨將兩人以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有勾串之虞，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
准。檢調追查，高亨公司去年三月被市府聯合稽查小組
查獲未有工廠登記，勒令停工並裁罰。由於工廠屬違章
建築，該公司周姓副總找代辦業者，以不實航照圖等文
件向經發局補辦登記，另透過鄭義雄牽線，先在桃園區
民安路熱炒店宴請王允宸，交付裝有十萬元賄款的茶葉
禮盒，鄭特地交代：「茶葉要留下來自己喝。」 



涉收賄包庇桃市顧問、經發副局長被起訴 
（自由時報2016-11-08） 



涉收賄包庇 桃市顧問、經發副局長被起訴 
（自由時報2016-11-08） 

 桃園市政府前市政顧問鄭義雄、前經發局副局長王允宸
，涉嫌收賄包庇高亨公司違章工廠問題，桃園地檢署偵
查終結，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鄭義雄、王允宸、高亨周
姓副總經理。 

 案發後鄭義雄被拔除市府顧問、王允宸降調且目前仍在
押；檢方在起訴中指出，「王允宸位居高津，本應廉潔
自持，竟貪圖金錢，忘卻職責，收受賄賂，敗壞官箴，
導致桃園市政府對於違章工廠之管理發生漏洞，嚴重腐
蝕國民對於公務員不可收買性及執行公務依法行政之信
賴，壞法害民，使其他認真、守分之公務員背負人民誤
解」，建請法官從重量刑，但考量他於偵結前坦承全部
犯行，繳交犯罪所得10萬元，依規定可聲請減輕其刑並
宣告褫奪公權。 



 

近年來犯貪污 

圖利等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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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收賄包庇賭博電玩 6人收押 
（中時電子報20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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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收賄包庇賭博電玩 6人收押 
（中時電子報2015-09-17） 

台南市警四分局育平所巡佐史旺盛與高雄市鳳山
分局偵查佐王俊哲，涉嫌每月收受1至4萬元賄絡
，包庇台南、高雄大型電玩業者。台南地檢署兵
分8路同步搜索警所等地點，並傳喚2員警及電玩
業者、會計等19人到案。訊後2員警及業者、會
計等6人被裁准羈押禁見。南檢指出，史旺盛（
46歲）原任職台南市永康警分局永信派出所，今
年6月才調到育平派出所擔任巡佐，收賄時間約2
年；王俊哲（45歲）則是高雄市鳳山警分局偵查
佐，收賄時間僅數個月。2員警只要得知分局有
查緝賭博的專案勤務，就會透過LINE或簡訊通知
業者避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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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電玩能撈就撈 南市公務員重判
16年半（自由時報2017-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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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電玩能撈就撈 南市公務員重判
16年半（自由時報2017-06-16） 

 8名官警被判刑度如下，南市永康警分局永信派出所警
員史旺盛15年半（停職）、南市第三分局偵查隊小隊長
盧天道12年（已退休）、小隊長陳瑋澤11年半（停職）
、高市鳳山分局偵查隊前偵查佐王俊哲5年2個月、前偵
查佐朱鎮坤12年、高市岡山分局偵查隊前偵查佐林正煌
11年4個月、屏東縣警局保防科前股長黃群凱5年10個月
、屏東分局社皮派出所警員胡昆忠11年1個月（已退休

）。 

 台南市經發局工商行政科職員陳清錤被判刑16
年半，判得最重。業者謝政家犯賭博、行賄共
76罪，合併判刑2年、緩刑5年；薛煌犯賭博、
行賄共19罪，合併判刑1年、緩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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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收賄3百萬 洪慈綪夫婦 貪污罪起訴 
（自由時報2017-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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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收賄3百萬 洪慈綪夫婦 貪污罪起訴 
（自由時報2017-05-20） 

 因廣大興漁船案聲名大噪被稱為「洪大姊」的屏東
無黨籍縣議員洪慈綪，涉嫌與夫婿黃志威在琉球鄉
工程綁標、圍標收取廠商回扣三百萬元，屏東地檢
署依貪污罪起訴洪慈綪夫婦，法官並裁定其夫黃志
威繼續羈押。 

 屏東地檢署指出，該案原本是檢方在追查琉球鄉長
陳隆進涉及納骨塔工程弊案時，又查出琉球鄉其他
小型工程也有弊端，進而發現廠商黃志威疑似充當
妻子洪慈綪的白手套，向承包道路工程的廠商，收
取至少十％的工程款回扣，金額達三百萬元，偵辦
時將黃志威羈押禁見，洪慈綪以五十萬元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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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費再傳冒領 彰縣國民黨女議
員家遭搜索（自由時報2017-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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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費再傳冒領 彰縣國民黨女議員家
遭搜索（自由時報2017-05-04） 

 彰化議員又傳詐領助理費！彰化地檢署偵查縣
議員詐領助理費案件，本月初已搜索縣議員葉
麗娟住處，昨日檢方又指揮縣調站搜索國民黨
籍縣議員凃淑媚住所，針對涉嫌詐領助理費一
案進行調查，偵訊晚間8點半，以30萬元交保。 

 彰化地檢署近期針對議員詐領助理費部分進行
調查，本月初至今已搜索國民黨籍縣議員葉麗
娟（63歲）與涂淑媚（53歲）住處，前者日前
複訊後以30萬元交保；另外前縣議員陳錦玉（
63歲）詐領助理費部分，已在四月中旬偵結，
依貪汙治罪條例與逃漏稅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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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詐領助理費桃市議員張肇良收押禁

見(自由時報2016-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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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詐領助理費桃市議員張肇良收押禁見 
(自由時報2016-08-13) 
 桃園市民進黨籍議員張肇良、國民黨籍議
員李雲強，被檢舉涉嫌以人頭詐領助理費
，桃園檢調查出張肇良從九十九年起的縣
議員時代至今，六年來涉嫌詐領高達一○
二○萬元，李雲強涉嫌詐領約三六二萬元
，桃園地檢署以被告身分約談張肇良、李
雲強、李妻孫頤婕等人，張肇良昨天上午
被收押禁見，李雲強與妻子則各以五十萬
元、廿萬元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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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檢署偵查終結，於民國106年5月15
日提起公訴 

 張○良為桃園縣議會（103年12月25日改制為桃園市議會）第16、
17屆議員（任期99年3月1日至103年12月25日），現任桃園市議會
第1屆市議員，明知議員之助理補助費，並非議員之實質薪資，須
實際遴用助理有案者，始能依「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
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規定支給助理費用。其與服務處助理何○
芸（女、34歲）、清潔人員張○田（男、65歲）共同謀議，自99
年3月1日至105年1月間，以未實際擔任助理之姜○辰、張○田為
人頭，虛報助理名額及薪資；另將服務處助理李○平、邱○健、
葉○均、蔡林○達等4人之薪資虛報提高，以詐領助理補助款之差
額。 

 檢察官以被告張○良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
上機會詐取財物、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提起公訴
；助理何○芸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為緩起訴
處分；清潔人員張○田涉犯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
亦由檢察官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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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汙判7年 雲林口湖鄉長蔡永常面臨停職 

(聯合報2016.6.25 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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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汙判7年 雲林口湖鄉長蔡永常面臨停職 

(聯合報2016.6.25 B2版) 

 雲林縣口湖鄉長蔡永常被指控以司機人頭詐領薪
資給女兒蔡昀軒繳車貸，檢察官以貪汙罪起訴，
雲林地方法院昨天判蔡永常徒刑7年，褫奪公權5
年，女兒被判3年6月，褫奪公權3年，面臨被停
職的他，得知判決深表遺憾，喊冤說他會上訴到
底。同案鄉公所主任秘書魏禎男也被判2年，緩
刑3年，在判決生效日須向公庫繳50萬元，褫奪
公權2年；公所人員楊雅善判2年，緩刑3年，褫
奪公權2年；人頭司機呂謂坤判1年10月，緩刑3
年，褫奪公權2年，全案可上訴（嗣該鄉長辭職
，於105年9月11日補選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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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虛報助理費 花蓮縣議員判12年 
（自由時報201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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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虛報助理費 花蓮縣議員判12年 
（自由時報2016-08-09） 

無黨籍花蓮縣議員王燕美涉嫌虛報助理薪
資、謊報活動費用，花蓮地方法院審理後
，依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合計4罪，
判處應執行12年徒刑，褫奪公權4年，王
燕美喊冤，強調將上訴到底。 

王燕美說，不可能貪污那些錢，所有經費
都用於活動及工作人員身上，沒有任何錢
進入自己口袋，「稍微有知識的法官都不
會做出如此判決！」會上訴到底，捍衛清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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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苗縣議員李聰祥貪污案判7年半 

(自由時報201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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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苗縣議員李聰祥貪污案判7年半 

(自由時報2016-07-08) 
 

民進黨苗栗縣議員李聰祥被指控藉
勢向茶藝館負責人恐嚇取得股東身
分，還要求通霄警分局王姓警員，
按月提供臨檢勤務計畫表，以免他
開設的小吃店被臨檢取締(洩密罪)
，還另涉嫌詐領苗栗縣議會出席費
等；苗栗地院昨依貪污罪判刑七年
六個月，褫奪公權三年，王姓警員
被判十個月有期徒刑、緩刑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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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錫山涉貪污圖利等罪遭提起公訴
（民視2016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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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錫山涉貪起訴後法院續押 
（台視2016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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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錫山被控貪污 延長羈押2個月 
（YAHOO奇摩中央社 – 2016年8月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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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億不明財產被沒收 林錫山創紀錄 
(自由時報2017-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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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億不明財產被沒收 林錫山創紀錄 
(自由時報2017-05-06) 

 

 立法院前秘書長林錫山昨被判刑十六年，其中
，財產來源不明罪判刑一年，北院認定，林錫
山運用卅二個帳戶「藏錢」達兩億三千六百一
十八萬餘元，因與他的公務員收入顯不相當，
法院認定是不明來源財產，宣告全部沒收，成
為「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自二○○九年成
罪以來，沒收金額最高紀錄。 

 其餘被告以立院前資訊處長陳露生被依圖利罪
判刑五年八月最重，合議庭批評陳露生在法院
審理時仍飾詞卸責，未見悔意，因此重判且未
予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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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背鄉長交保 前口湖鄉長起訴 
（中時電子報201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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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背鄉長交保 前口湖鄉長起訴 
（中時電子報2016-08-26） 

雲林地檢署25日偵辦崙背鄉長李永茂、前口湖鄉長蔡
永常貪汙案，李永茂涉嫌提供「為民服務中心」供親
友長期無償居住，訊後10萬元交保；蔡永常則涉嫌收
賄100萬元錄用清潔隊員，依法提起公訴。地檢署表示
，崙背鄉長李永茂明知崙背鄉南陽村「為民服務中心
」為崙背鄉公所所有，卻自2013年1月起迄今，將「為
民服務中心」作為私人宿舍之用，供胞弟、侄子、許
姓清潔隊員無償居住，獲得相當於租金的不法利益高
達241萬3764元。另外，3人居住在內期間的水費、電
費及電話費均由崙背鄉公所支付，因此詐得的水費、
電費及電話費共37萬16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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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報差旅費 臺東海端鄉長遭起訴 
(中國時報2016.6.25  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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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前大湖鄉代會主席貪污案件 
楊○勝對於其主管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
，不得將編列專供鄉代會主席公務使用之
公務車及加油卡等，作為私人用途，乃基
於圖得私人不法利益之概括犯意，自93年1
月間起至94年4、5月間止，擅自將其主管
供大湖鄉代會主席處理公務專用之車號Q9-
9130號公務車鑰匙及車輛，交予未具公務
人員身分之子楊○邦（業由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95年度偵字第1094、
1095號另為不起訴處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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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前大湖鄉代會主席貪污案件 

並由大湖鄉代會核銷93年、94年之牌
照及燃料稅費用、車輛責任保險費用
及養護費，分別為7萬0753元及2萬
3584元（94年度之費用係依楊○邦使
用該公務車至94年4月底，佔年度費用
3分之1核算），以此方法，圖得楊○
邦私人不法之利益，楊○邦因而獲得
利益共計9萬433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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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前大湖鄉代會主席貪污案件 

自93年1月2日起 至94年11月30日止，多次
駕駛大湖全民醫院之車牌號碼MF-8589號自
用小客車，或其妻子張○馨所有之車牌號
碼6H-2096號自用小客車，前往中油公司所
屬加油站加油後，旋即使用上開公務車專
用之加油卡簽帳，抑或將該加油卡交予不
知情之黃○及張○栯（改名為張○嬌），
作為其2人所有之私用車輛加油簽帳之用，
嗣後再由中油公司根據該等簽帳單向大 湖
鄉代會請款，而不知情之大湖鄉代會出納
兼總務陳○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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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前大湖鄉代會主席貪污案件 

因認該等支出係屬鄉代會主席楊○勝主
管之事務，而同意支付該等加油費予中
油公司，以此方法圖得大湖全民醫院、
張○馨私人不法之利益，合計為4萬5743
元（係按週休二日以外使用加油卡簽帳
紀錄核算），圖得黃○及張○栯不法利
益，合計為6萬3875元。在本件案發後楊
○勝於95年3月1日分別繳回苗栗縣大湖
鄉民代表會油費6萬1925元、公務車牌照
稅、養護費、燃料費、保險費6萬7697元
、1萬547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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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97年度上更(一)字第338號  

 原判決撤銷（臺灣苗栗地方法院95年度
訴字第187號刑事判決楊○勝無罪）。  

 楊○勝（大湖鄉代會主席）依據法令從
事公務之人員，連續對於主管之事務，
明知違背法令，直接圖其他私人不法利
益，因而獲得利益，處有期徒刑捌年，
褫奪公權伍年。圖利所得財物新臺幣貳
拾萬參仟玖佰伍拾伍元，應予追繳沒收
；如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以其財產
抵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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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鎮長黃貞瑜的丈夫李豐全被控涉嫌公

物私用（ETtoday2015年3月11日地方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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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311/476809.htm#ixzz48WKjCv9A


嘉義縣大林鎮長黃貞瑜及夫婿涉嫌A公務
車自用遭起訴（蘋果日報201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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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局女助理 侵占公款判刑 
(中時電子報2016-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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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局女助理 侵占公款判刑 
(中時電子報2016-08-16) 

台中市政府建設局陳姓女行政助理
，在103年3月到12月期間，在第三
工務大隊擔任庶務用品洽購、負責
管理該隊零用金管理、支付廠商零
星款項、差勤費用請領作業及上級
交辦事宜，數次侵占小額公款3萬餘
元，離職前主動到案自首，繳回不
法所得。台中地院依貪汙罪判處2年
、緩刑5年，並須支付公庫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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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獄長收賄（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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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成員背景 

 蘇O俊自101年3月6日起至103年1月16日
派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副典獄長，
自103年1月16日起至103年11月14日派任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典獄長； 

 趙O智係自101年7月17日起至103年11月
14日派任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副典獄
長； 

 吳O威係自101年7月16日起至103年11月
19日派任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典獄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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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成員背景 

 蘇O俊、趙O智擔任副典獄長期間並襄助
典獄長處理全監事務； 

 柯O宇係自101年1月1日起至103年12月3
日派任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秘書，
吳O瑜則為柯O宇之配偶，係法務部矯正
署編審，調法務部辦事，擔任次長辦公
室秘書，其2人因柯O宇與蘇O俊為中央
警察大學學長學弟關係，並同屬矯正體
系公務員而彼此熟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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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成員背景 

 祖O華係自91年10月27日起迄今為臺北監
獄戒護科科員； 

 周O榮係自102年4月22日起迄今為臺北監
獄主任管理員； 

 張O發則係99年1月14日起迄今為臺北監獄
管理員，渠等負責受刑人之戒護及監獄之
戒備、受刑人飲食、衣著、臥具、用品之
分給、保管事項、接見、發受書信及送入
物品之處理事項、身體、物品之搜檢事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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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聽員警包庇 意外爆黑獄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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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令麟…牢房當辦公室、副獄長
當傳令兵（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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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檢就典獄長等人之偵查結果 
（103年度偵字第23668號等案件） 
 被告蘇O俊、祖O華、趙O智、周O榮、張O發、
吳O威、柯O宇等人分別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同條
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等
罪嫌提起公訴。被告吳O瑜則以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第15條之收受貪污所得財物罪嫌提起公訴
。 

 被告王令麟、胡O菁均以違反貪汙治罪條例第
11條第4項、第1項、第2項之不具公務員身分
，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及不違背
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等罪嫌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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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令麟涉東森內線交易 再被判3年4個月 
（NOWnews2015年7月31日） 

 東森集團前總裁王令麟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
五年6個月，高等法院31日進行更一審，認為
王令麟矢口否認犯案，毫無悔意，因此依內
線交易法，再判王令麟3年4月徒刑，並沒收
2020萬元犯罪所得。王令麟因涉及東森國際
內線交易案，於民國95年間在東森出售給凱
雷集團的消息未公布前，就大量買進東森國
際的股票，之後再出脫持股，獲利2020萬
9177元。高院更一審判決指出，王令麟犯案
後矢口否認，毫無悔意，嚴重違反《證券交
易法》，因此再判王令麟3年4月徒刑，並沒
收犯罪所得2020萬91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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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06年5月2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公務人員保障法》 

部分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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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不用看臉色了 公僕辭職長官不
能拒絕（ETLIFE生活雲2017年0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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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公務人員想辭職，但上級不准辭，引發被綁住
的困擾。立法院會26日通過《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對於公務人員辭職，除有危害國家安
全疑慮，上級機關不能拒絕。機關也應在30日內准駁，
不得拖延「不放人走」。為避免機關長官逾期未決、
影響辭職權，服務機關應在收到辭職書次日起30日內
准駁，逾期未決則視為同意辭職。若長官非以「書面」
署名下達命令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署名
為之， 該管長官拒絕時，視為撤回其命令。長官命令
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公務人
員對於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令有服從義務，如認
為該命令違法，應負報告之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
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署名下達時，公務人員即
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責。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