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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三千多名清潔隊同仁維護環境清潔，不遺餘力，是大家有目共

睹的，不論是豔陽高照或是寒風刺骨，都能看到市井英雄默默的付出，

而每當颱風豪雨過後，更能看到在滿目瘡痍街上忙碌的身影，在滿佈泥

濘及橫落枝葉、招牌及廣告鷹架的殘破道路上來回奔波清掃，更是令人

感到敬佩，在全體清潔人員的努力之下，使臺中得以擁有一個乾淨舒適

的生活環境，對於勤奮的環境守護者，我們給予最大的掌聲與喝采：你

們默默的打拚，為環境整潔全心全意的努力與付出，對每一位臺中市民

來說，真的是「揪感心！」感謝您～臺中因您而美好。

　　「廉能  開放  效率  品質」是市府四大施政目標，廉能與效能是一體

的兩面，每位清潔人員如果具有廉潔的意識，從「廉」出發，具體落實

展現更「貼心服務」，當能使全體市民更為有感。期勉清潔隊同仁能持

續為幸福臺中打拚，感受到為市民服務是一件驕傲、充滿光榮感的事，

進而成為守護「廉」、「潔」的尖兵。

臺中市政府　謹誌

中華民國1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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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款公辦才心安。

2、變賣資源回收物所得可以占為己有嗎？

3、可用廢棄物可以帶回家再利用嗎？

4、資源回收變賣金可以用作同仁福利金嗎?

5、民眾的愛心可大方收下嗎？

6、索賄包庇難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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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賣官發財，小心牢獄找上門。

8、涼水錢可以收嗎？

9、幫忙清運事業廢棄物不行嗎？

10、加班費怎麼領才安心？

11、假工程真A錢。

12、酒駕易肇事，害人又害己！

13、賭博玩樂不賭錢，這樣可以嗎？

14、幫人清運廢棄物賺外快不行嗎？

15、長官叫我做不合法的事怎麼辦？ 



第⼀篇
臺中市政府「廉能公約」



        本公約旨在貫徹林市長「清廉執政」、「行動市府」之施政理念，並參照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UNCAC）

」、「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及「公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期能藉簽署展

現「首長的決心」，引領全體市府同仁「 」，並以具體行動「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回應市民之期待，打造高度廉潔城市為願景，落實下列廉能、開放、效率、品質

公約事項：

第⼀篇
臺中市政府「廉能公約」

一、以身作則，廉潔自持，謹守倫理，不貪不取，不涉足不妥當場所。

二、保持品味，公私分明，利益迴避，不玩忽職守，不藉職務牟取不法利益。

三、公正無私，正直誠信，苦民所苦，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看見人民需求，開

        放創新，展現效率與專業，落實有感施政。

四、強化廉能，簡政便民，提升行政效能與品質，符合民眾期待，減少民怨。

五、透明治理，防制貪腐，賞罰分明，不縱容，不包庇，嚴懲貪瀆。

六、結合企業、民間等力量，廣納各界建言，建構公民參與機制，共同監督並

        打造市民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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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篇
聯合國⼈類環境宣⾔



        （1972年斯德哥爾摩宣言）

1972年6月5日於斯德哥爾摩通過

第⼆篇
聯合國⼈類環境宣⾔

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於1972 年 6 月 5 日至 16 日在斯德哥爾摩舉行，考慮到需要

取得共同的看法及制定共同的原則以鼓舞和指導世界各國人民保持並改善人類環境

，茲宣布：

人類既是他的環境的創造物，又是他的環境的塑造者，環境給予人以維持生存 一、

的東西，並給他提供了在智力、道德、社會和精神等方面獲得發展的機會。生存在

地球上的人類，在漫長和曲折的進化過程中，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由於科學

技術發展的迅速加快，人類獲得了以無數方法和在空前的規模上改造其環境的能力

。人類環境的兩個方面，即天然和人為的兩個方面，對於人類的幸福和對於享受基

本人權，甚至生存權利本身，都必不可缺少的。

是關係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幸福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 二、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

，也 。是全世界各國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國政府的責任

 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在現三、

代，人類改造其環境的能力，如果明智地加以使用的話，就可以給各國人民帶來開

發的利益和 的機會。如果使用不當，或輕率地使用，這種能力就會給提高生活質量

人類和人類環境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害。在地球上許多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周圍有越

來越多的說明人為的損害的跡象：在水、空氣、土壤以及生物中污染達到危害的程

度；生物界的生態平衡受到嚴重和不適當的擾亂；一些無法取代的資源受到破壞或

陷於枯竭；在人為的環境，特別是生活和工作環境裡存在着有害於人類身體、精神

和社會健康的嚴重缺陷。

 在發展中的國家中，環境問題大半是由於發展不足造成的。千百萬人的生活仍四、

然遠遠低於像樣的生活所需要的最低水平。他們無法取得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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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保健和衛生設備。因此，發展中的國家必須致力於發展工作，牢記他們優

先任務和 。保護及改善環境的必要

為了同樣目的，工業化國家應當努力縮小他們自己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在工業化

國家裡，環境一般同工業化和技術發展有關。

人口的自然增長繼續不斷地給保護環境帶來一些問題，但是如果採取適當的政 五、

策和措施，這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人民推

動著社會進步，創造著社會財富，發展著科學技術，並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不斷

地改造著人類環境。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科學及技術的發展，人類改善環境的能

力也與日俱增。

現在已達到歷史上這樣一個時刻：我們在決定在世界各地的行動時，必須更加審 六、

慎地考慮它們對環境產生的後果。由於無知或不關心，我們可能給我們的生活幸福所

依靠的地球環境造成巨大的無法挽回的損害。反之，有了比較充分的知識和採取比較

明智的行動，我們就可能使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後代在一個比較符合人類需要和希望的

環境中過著較好的生活。改善環境的質量和創造美好生活的前景是廣闊的。我們需要

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為了在自然界裡取得自由，人類必須利用

知識在同自然合作的情況下建設一個較好的環境。為了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保

護和改善人類環境已經成為人類一個緊迫的目標，這個目標同爭取和平、全世界的經

濟與社會發展這兩個既定的基本目標共同和協調地實現。

為實現這一環境目標，將要求公民和團體以及企業和各級機關承擔責任，大家平七、

等地從事共同的努力。各界人士和許多領域中的組織，憑他們有價值的品質和全部行

動，將確定未來的世界環境的格局。各地方政府和全國政府，將對在他們管轄範圍內

的大規模環境政策和行動，承擔最大的責任。為籌措資金以支援發展中國家完成他們

在這方面的責任，還需要進行國際合作。種類越來越多的 ，因為它們在範圍環境問題

上是 的，或因為它們影響着共同的國際領域，將要求國與國之間廣泛地區性或全球性

合作和國際組織採取行動以謀求共同的利益。會議呼籲各國政府和人民為着全體人民

和他們的子孫後代的利益而作出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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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類有權在一種能夠過着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

       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並且負有保護和改善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環境的莊

       嚴責任。在這方面，促進或維護種族隔離、種族分離與歧視、殖民主義和其它形

       式的壓迫及外國統治的政策，應該受到譴責和必須消除。

 2、為了這一代和將來的世世代代的利益，地球上的自然資源，其中包括空氣、水、

       土地、植物和動物，特別是自然生態類中具有代表性的標本，必須通過周密計劃

       或適當管理加以保護。

 3、地球生產非常重要的再生資源的能力必須得到保持，而且在實際可能的情況下加

       以恢復或改善。

 4、人類負有特殊的責任保護和妥善管理由於各種不利的因素而現在受到嚴重危害的

       野生生物後嗣及其產地。因此，在計劃發展經濟時必須注意保護自然界，其中包

       括野生生物。

 5、在使用地球上不能再生的資源時，必須防範將來把它們耗盡的危險，並且必須確

       保整個人類能夠分享從這樣的使用中獲得的好處。

 6、為了保證不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損害，必須制止在排除有毒物質

       或其它物質以及散熱時其數量或集中程度超過環境能使之無害的能力。應該支持

       各國人民反對污染的正義鬥爭。

7、各國應該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來防止海洋受到那些會對人類健康造成危害的、損

      害生物資源和破壞海洋生物舒適環境的或妨害對海洋進行其它合法利用的物質的

      污染。

 8、為了保證人類有一個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為了在地球上創造那些對改善生活

       質量所必要的條件，經濟和社會發展是非常必要的。

 9、由於不發達和自然災害的原因而導致環境破壞造成了嚴重的問題。克服這些問題

       的最好辦法，是移用大量的財政和技術援助以支持發展中國家本國的努力，並且

       提供可能需要的及時援助，以加速發展工作。

 10、對於發展中的國家來說，由於必須考慮經濟因素和生態進程，因此，使初級產

          品和原料有穩定的價格和適當的收入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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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原則申明了共同的信念：



11、所有國家的環境政策應該提高，而不應該損及發展中國家現有或將來的發展潛力

        ，也不應該妨礙大家生活條件的改善。各國和各國際組織應該採取適當步驟，以

         便就應付因實施環境措施所可能引起的國內或國際經濟後果達成協議。

12、應籌集資金來維護和改善環境，其中要照顧到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和特殊性，照顧

         到他們由於在發展計劃中列入環境保護項目而需要的任何費用，以及應他們的請

         求而供給額外的國際技術和財政援助的需要。

13、為了實現更合理的資源管理從而改善環境，各國應該對他們的發展計劃採取統一

         和協議的做法，以保證為了人民的利益，使發展保護和改善人類環境的需要相一

         致。

14、合理的計劃是協調發展的需要和保護與改善環境的需要相一致的。

15、人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必須加以規劃，以避免對環境的不良影響，並為大家取得

         社會、經濟和環境三方面的最大利益。在這方面，必須停止為殖民主義和種族主

         義統治而制訂的項目。

16、在人口增長率或人口過分集中可能對環境或發展產生不良影響的地區，或在人口

         密度過低可能妨礙人類環境改善和阻礙發展的地區，都應採取不損害基本人權和

         有關政府認為適當的人口政策。

17、必須委託適當的國家機關對國家的環境資源進行規劃、管理或監督，以期提高環

         境質量。

18、為了人類的共同利益，必須應用科學和技術以鑑定、避免和控制環境惡化並解決

         環境問題，從而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19、為了更廣泛地擴大個人、企業和基層社會在保護和改善人類各種環境方面提出開

         明輿論和採取負責行為的基礎，必須以年輕一代和成人進行環境問題的教育，同

         時應該考慮到對不能享受正當權益的人進行這方面的教育。

20、必須促進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和國際範圍內從事有關環境問題的科學

         研究及其發展。在這方面，必須支持和促使最新科學情報和經驗的自由交流以便

         解決環境問題；應該使發展中的國家得到環境工藝，其條件是鼓勵這種工藝的廣

         泛傳播，而不成為發展中的國家的經濟負擔。

21、按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原則，各國有按自己的環境政策開發自己資源的主權；

         並且有責任保證在他們管轄或控制之內的活動，不致損害其他國家的或在國家管

         轄範圍以外地區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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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各國應進行合作，以進一步發展有關他們管轄或控制內的活動對他們管轄以外的

         環境造成的污染和其它環境損害的受害者承擔責任賠償問題的國際法。

23、在不損害國際大家庭可能達成的規定和不損害必須由一個國家決定的標準的情況

         下，必須考慮各國的現行價值制度和考慮對最先進的國家有效，但是對發展中國

         家不適合和具有不值得的社會代價的標準可行程度。

24、有關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國際問題應當由所有的國家，不論其大小，在平等的基礎

         上本著合作精神來加以處理，必須通過多邊或雙邊的安排或其它合適途徑的合作

         ，在正當地考慮所有國家的主權和利益的情況下，防止、消滅或減少和有效地控

          制各方面的行動所造成的對環境的有害影響。

25、各國應保證國際組織在保護和改善環境方面起協調的、有效的和能動的作用。

26、人類及其環境必須免受核武器和其它一切大規模毀滅性手段的影響。各國必須努

         力在有關的國際機構內就消除和徹底銷毀這種武器迅速達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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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眼睛所見的地球是一顆漂浮在永恆的靜謐中，小巧、湛藍而美麗的星球

，如果我們能以這個角度出發，那麼，所有的人類都是一同居住在這地球上的過客

…是一群還不明白他們彼此真的是情同手足、唇齒相依的兄弟姊妹。」

—阿契波德．麥克李胥（Archibald MacLeish），在人類首度登陸月球之後的談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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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權益⼩叮嚀∼您的⼩事是我們的⼤事

一、得予以 之事蹟：記功

1、獲派擔任重要工作，能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者。

2、執行緊急任務或處理偶發事件，能妥善圓滿完成者。

3、對於管理制度或業務執行方面，提出具體方案，經採行確具成效者。

4、舉發重大違紀（法）事件，維護團體榮譽，有具體事蹟者。

5、遇有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處理得宜，減少損害，有具體事蹟者。

二、得予以 之事蹟：嘉獎

1、品性端正，工作努力，績效良好者。

2、愛惜公物、保養車輛機具績效良好，節省公帑，有具體事蹟者。

3、拾物不昧，拒受饋贈，維護團體榮譽，有具體事蹟者。

4、主動積極為民服務，獲市民讚賞，有具體事蹟者。

三、 之獎勵：拾金不昧

　　無意間發現或拾獲之貴重物品或金錢，自動報請上級或交當地警察機關處理，

經查屬實者依據拾金不昧之物品、金額或特殊事蹟給予公開表揚或嘉獎等不同之獎

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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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榮譽，大家一起來



符合前開廉潔事蹟之同仁，另有機會參加

本府獎勵廉潔楷模選拔，親受市⾧的表揚喔∼

四、臨財不苟、 之獎勵：拒收餽贈

　　拒收與職務有關之貴重物品或鉅額金錢，並連同餽贈之財物依規定報請上級給予

公開表揚或嘉獎等不同之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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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廉潔楷模



隊員於工作場所遇有性騷擾時，可向本局人事室申訴。

申訴專線電話：04-22289111分機67715。

申訴電子信箱：g0000@epb.taichung.gov.tw 。

遇到職場性騷擾～不用怕！我們挺你

法源依據：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技工、工友、隊員工作規則§53、§54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各區清潔隊隊員拒收餽贈及拾物不昧事蹟獎勵作業原則

§3、§4、§6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技工、工友、隊員工作規則§92~§95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技工、工友、隊員工作規則§22~§24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技工、工友、隊員工作規則§102

臺中市政府獎勵廉潔楷模實施要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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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隊員之子女教育補助、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喪葬補助等生活津貼，依行政院每

        年發布之全國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辦理。

二、隊員均應參加勞工保險，享有保險給付權利，並由本局主動辦理加保、退保及相

        關保險給付之請領手續。

三、隊員得就公教人員或勞工輔購住宅貸款擇一辦理。

四、本局每年均於年終辦理隊員年終考核及升等作業，並依每年發布之『軍公教人員

        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規 定，發給隊員年終獎金。

一、女性隊員除妊娠或哺乳期間外，得於夜間工作，但本局應提供完善安全衛生設施。

二、女性隊員妊娠期間，如有較為輕易之工作得申請改調，其工資不予減少。

三、女性隊員其子女未滿一歲，頇女性隊員親自哺乳者，每日得於規定之休息時間外

        哺乳二次，每次以卅分鐘為原則，且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我們的福利~有哪些？

女性的權益~攏抵家！ 



第四篇
清廉⼤尖兵⼩劇場



        阿森是環保局臨時工，平日除了當司機，還負責送公文及轉交規費

，環保局環境設施大隊資源回收（焚化）廠、垃圾掩埋場及水肥處理廠

都將收取的規費連同收據，交由阿森轉交行政室出納人員，但某天阿森

收受規費後心生貪念，開始直接占為己有，沒有轉交給行政室出納人員

，行政室及會計室對於收據使用不連號的異狀也長期沒發現，給了阿森

可趁之機，侵占金額累計有104 萬餘元。後來主計處、財政處對於環保

局的會計事務處理程序及財務收支情形進行稽核，發現問題並要求環保

局查明，才查獲阿森侵占規費的情形。

        阿森侵占規費案經法院審理後，以構成刑法第336條第2項的業務侵

占既遂罪，判刑1年4月，環保局也依「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

時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第16條規定終止與阿森間的勞動契約。

【溫馨叮嚀】 規費收到，不能�A�掉；
監守⾃盜，⼈⽣⿊掉！

��

判
刑
⼀
年
四
個
⽉

我再也
不敢了！

我錯了！

你已侵佔規費104萬
餘元，是犯法的！

案例１
公款公辦才⼼安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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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今天收到
規費不少錢
偷偷拿來用。
沒關系吧！

今天又要來
收取規費囉！ ��

�
�



        清潔隊員小二和同事到隊上資源回收物暫置場載運廢鐵 1,027 公斤

及報廢電視 3 台，沒有按照規定將這批回收廢棄物過磅，也沒有填寫清

潔隊員工值日夜記事簿就直接離開。之後小二將這批廢棄物變賣給民間

業者，收到11,024元，小二因心生貪念，把變賣所得占為己有，沒有照

規定將這筆公款交給業務承辦人入帳，上繳環保局的專款帳戶。

        這件變賣廢棄物的案子，經過地檢署偵查起訴，法院審理後，以小

二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有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

2年8月，禠奪公權3年，侵占所得11,024元全部追繳，發還環保局。環

保局另依「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技工、工友、隊員工作規則」第57條

第4款規定將小二記過1次。

【溫馨叮嚀】
資源回收廢棄物，清運變賣不含糊；
秤⽄秤兩錢照算，上繳公庫才⼼安。

判處有期徒刑
⼆年⼋個⽉
追繳11,024元

【故事簡述】

案例�2
變賣資源回收物所得可以占為⼰有嗎?

民間 廠回收

嘿嘿…
今天賣了不少
等等拿來
  吃好料的！

今天好累阿！不用過磅了，
我們先下班吧！

好阿。
走走…
  下班去

你已犯侵占公有財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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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廢棄物
可賣11,024元



        清潔隊員阿杰負責清水溝、掃路、割草、資源回收、搬家具等，平

日生活簡樸。有一天阿杰上班前至區隊的資源回收場要拿清掃工具執行

公務時，看到一輛壞掉的腳踏車，心想腳踏車感覺還很新，修理完應該

還可以用，直接回收未免太浪費了，於是阿杰就順手將腳踏車牽回家修

理完自己騎。

        兩天後，隊長問阿杰是不是有將一輛放在資源回收場的腳踏車牽回

家，阿杰才知道事態嚴重，那輛腳踏車其實是待變賣的公有財物，須交

由簽約廠商至回收場載運、過磅、計價後將相關款項匯入環保局專戶，

清潔隊員不可擅自將資源回收物帶回家並占為己有，雖然阿杰事後將腳

踏車牽回歸還，但行為已觸犯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

【溫馨叮嚀】
資源回收廢棄物，進⼊區隊屬公物；
擅⾃取回當私⽤，名聲頭路皆成空。

【故事簡述】

案例�3
可⽤廢棄物可以帶回家再利⽤嗎？

這台腳踏車
看起來還滿新的啊！
直接回收太浪費了

前幾天這不是
有一台要回收
的腳踏車？

咦…

嘿嘿…帶回來
修一修跟
新的一樣！

我錯了！
不應該將回收
物帶回家
占為己有的。

已觸犯刑法及
貪污治罪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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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局金隊長發現隊上的公積金可能不夠同時支應下個月阿田的退

休歡送餐會，以及員工自強活動每個人500元的零用金。為了要籌湊這

2筆費用，金隊長找來負責資源回收物管理的林班長商量，得知區隊內

現有7、80組回收的彈簧床墊後，竟指示林班長不要向區隊的廢棄回收

物得標契約廠商詢價，私下將這些彈簧床墊變賣給其他資源回收商，且

變賣的錢也沒有存入環保局資源回收變賣所得專戶，反而把錢挪為隊上

私設的公積金用來支付阿田的退休歡送聚餐費及發放隊員的自強活動零

用金。

        經法院審理後，金隊長因犯侵占非公用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6

月，緩刑4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7萬元，禠奪公權1年；林班長因

犯侵占非公用財物罪，因主動自首且將犯罪所得12,600元繳回專戶，故

獲判免刑。

【溫馨叮嚀】 回收物品是公物，變賣所得繳專⼾！

【故事簡述】

案例�4
資源回收變賣⾦可以⽤作同仁福利⾦嗎?

怎麼辦？

公積金
不夠用

退休歡送餐會

零用金
還有自強活動

你把床墊另外
拿去賣，來貼
補同仁福利金

遵命

犯侵占⾮公⽤財物罪，
所得12,600元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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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
好嗎？

退休歡送會



        清潔隊員阿義負責駕駛垃圾車，在垃圾車到達定點時會下車協助搬

運垃圾。每當阿義將垃圾車開到香久社區下車協助搬垃圾時，社區的保

全人員會把事前購買的香菸放在垃圾車的駕駛座上面，阿義回到垃圾車

駕駛座時看到整條香菸，不但沒有退還，反而心生貪念直接收下。後來

社區的保全人員將香菸改成現金，放在垃圾車的駕駛座上面，阿義也是

直接收下，總共收了價值69,500元的香菸及現金。

        事後阿義良心過意不去，請政風室陪同向廉政署自首，經法院審理

後，以阿義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5年，禠奪公權3年。

香久社區

【溫馨叮嚀】 收受餽贈要注意，廉政倫理莫忘記；
受贈財物想仔細，知會政⾵免爭議。

【故事簡述】

案例�5
民眾的愛⼼可⼤⽅收下嗎？

阿義你來
收垃圾啦

早阿！
保全大哥

保全大哥
真有心。
還送香菸

紅包也是
民眾的心意，
我就收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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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處有期
徒刑2年！



        環保公司負責人小德因為沒有乙級廢棄物清除或清理許可證，就借

用其他公司名義承攬環保局淨灘工程，清潔隊長唐隊長知道後，要求小

德支付20萬封口費。工程施工期間，小德以每車一萬兩千元的代價，由

唐隊長要求清潔隊員不必在垃圾掩埋場輪值，且不用紀錄工程車進出情

形，而工程車夾帶事業廢棄物進入垃圾掩埋場時，更指派不知情的清潔

隊員立刻就地掩埋。唐隊長行為違背職務並收取賄賂至少70萬元，觸犯

貪汙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溫馨叮嚀】 廉潔⾃持不貪求，平安幸福才永久！

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故事簡述】

案例�6
索賄包庇難平安

某某環保公司

沒有乙級廢棄物
清除或清理許可證
跟同業借名義
就好了。

某某環保公司

拜託！
唐隊長

某某環保公司

安內甘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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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口費…

不用紀錄進出
趕緊就地掩埋

70萬



        大松是改制前的清潔隊隊長，當時新進人員採登記評選方式雇用，

並無考試評選機制。大松身為隊長必須向首長報告各人選人事背景、建

議及召開清潔隊內部遴選會議等職責。

        隊上養護組曾組長交給大松 5 萬元以便安排女婿進入清潔隊當臨時

人員，幾年後再給大松15萬元讓其女婿變成正式人員；隔年，再安排其

他親友進入清潔隊，「吃賀逗相報」使曾組長成為居中牽線的介紹人。

大松隊長也樂於向有意求職者收取 5 萬元到50萬元不等賄賂，讓他們順

利進入清潔隊當臨時人員或升任正式人員。大松10年間收賄高達310萬

元，最後經法院以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判刑確定。

新進人員評選會

【溫馨叮嚀】 公務機關遴聘臨時⼈員或⼈事陞遷均需符合
相關法制規定，且不得涉及⾦錢交易，否則
即屬違法！

【故事簡述】

案例�7
賣官發財，⼩⼼牢獄找上⾨

我來報告
新進人員

哪裡！

我也謝謝您

謝謝大松隊長
幫忙安排我女
婿進來清潔隊

10年間收賄⾼達310萬元，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判刑確定。

大松隊長
幫忙安排
一下！

這是五萬元
的介紹費

我兒子臨時工
再幫忙升

正式人員

我女婿就
拜託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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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潔隊員阿誠等4人主要工作為辦理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及處理，

收運路線會經過工業區。

        工業區廠商每天產生超過30公斤的「事業廢棄物」，依照規定必須

委由合格清運廠商運走，不能由負責清運一般垃圾的清潔隊處理，如果

清潔隊員收垃圾時，遇到事業廢棄物時應拒收或告發取締。

        阿誠等人收運垃圾時，工業區廠商依工廠規模每月交 5 百到 7 千元

「涼水錢」，請阿誠等人將事業廢棄物當一般廢棄物運走。阿誠等人8年

內共收167萬多元賄款，觸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賄罪。

【溫馨叮嚀】 作為⼀個公務員「依法⾏政」可以說是最基本
的，千萬不可利⽤職權機會或⾝分，違反法令
以圖「⾃⼰」或「他⼈」不法之利益，否則輕
則丟⼯作，重則⼊獄毀清譽，得不償失啊∼！

觸
犯
貪
污
治
罪
條
例

違
背
職
務
收
賄
罪

【故事簡述】

案例�8
涼⽔錢可以收嗎？

-21-

30Kg

三千元的
「涼水錢」
辛苦您和弟
兄們了！

你客氣啦

事業廢棄物 回收



        清潔隊員阿輝平常擔任清運婚喪喜慶垃圾廢棄物工作，有一天巧遇

到舊識阿宗，阿宗表示他的裝潢公司有一些廢木材、廢板模需要清運，

問阿輝是否可以幫這個忙？阿輝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未經報備隊長和班

長即擅自開了隊部內的抓斗車幫阿宗清運廢棄物，清完以後阿宗偷偷的

塞了 2,000 元給阿輝，希望以後還可以像這樣幫他清除垃圾，阿輝雖然

覺得不妥，但覺得不會有人知道，所以就默默地收下了。

        營業場所修繕廢棄物依照「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資源回收物及非

經常性廢棄物清運注意事項」第3點第3項應自行委託清理，清潔隊沒有

清理的義務；另阿輝未經報備隊裡長官就私自清運，違反了「臺中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技工、工友、隊員工作規則」第5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最

嚴重的是阿輝收受阿宗2,000元金錢的行為，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的違背職務收賄罪，最後阿輝被記申誡1次並調離現職。

【溫馨叮嚀】 營業場所之裝潢修繕廢棄物應⾃⾏委託清理
，清潔隊沒有清理的義務，更不能因此收受
業者的紅包！

涉
犯

違
背
職
務
收
賄
罪
，

⼀
被
記
申
誡
次

並
調
離
現
職
。

【故事簡述】

案例�9
幫忙清運事業廢棄物不⾏嗎？

-22-

幫個忙吧！有些
廢木材、廢板模
  需要清運

沒問題！

阿輝好久不見！
怎麼會在這遇到

我來清運
婚喪喜慶

垃圾廢棄物

太感謝你幫忙
這是我的…
一點小小心意！

2000

這不太好吧！
…好吧！
謝謝你



       清潔隊員阿來負責替該區隊全部隊員向環保局申報每月加班費，同

時負責管理區隊在銀行的薪資帳戶，一手掌握申報及出納，熟知加班費

申領、審核、核銷及匯款程序。

        有一天阿來缺錢花用，便在加班請示簿、點名記錄簿影本上擅自增

補其他隊員的加班時數，浮報加班費900元，結果單位長官沒有發覺。

阿來就逐步增加浮報金額，再將款項轉入自己和兒子的銀行帳戶。最高

曾經單月1人即申報近7萬元加班費，數年下來共詐領1946萬元。

        法院認定阿來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判處7年徒刑、褫奪公權

3年，並沒收全部犯罪所得。

薪資帳戶

每月加班費

核銷

申報

【溫馨叮嚀】 利⽤職務上機會楷油，即便⾦額不多，
終究會有被發現的⼀天，到時候後悔就晚了。

利⽤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判處7年徒刑、褫奪公權3年，
並沒收全部犯罪所得。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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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0
加班費怎麼領才安⼼？

加
班
請
示
簿

浮報加班費

浮報加班費                              $900
浮報加班費                             $2000
浮報加班費                             $1500
浮報加班費                              $800
浮報加班費                             $1450
浮報加班費                             $2500
浮報加班費                             $3100
浮報加班費                             $2120
浮報加班費                             $1850

浮報
$7萬元加班費

怎麼辦？
這個月
錢不夠



       清潔隊隊長阿正、隊員阿志，為因應增收廚餘的政策，以整修該區

堆肥場為由，阿正找來認識的廠商，虛構不實「堆肥場修補工程」、「

廚餘場風災復原」等工程，這些工程根本沒有施作，連施工報告、驗收

紀錄都是無中生有的，由廠商提供假發票核銷，共同詐領環保局30萬元

公款。

        阿正隊長與阿志隊員的行為已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法院審

理後判處阿正有期徒刑5年8個月，褫奪公權3年；而阿志判處5年2月，

褫奪公權2年。

假發票

假
發
票

假
發
票

假
發
票 驗

收
紀

錄

施
工
報
告

【溫馨叮嚀】 公務員應依法⾏政，明知不實的內容，絕對
不可以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書上，若因
此詐領公款更是千不該萬不該啊！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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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1
假⼯程真A錢

觸犯圖利罪，
阿正有期徒刑5年8個⽉，
⽽阿志判處5年2個⽉。

為了因應增收
廚餘的政策
整修一下

假裝整修
堆肥場，
我知道了 陳老闆

這次假工程
再麻煩你幫忙

到時再給你
假發票核銷

詐領環保局30萬元公款



        清潔隊員小志負責駕駛垃圾車清運垃圾，某天下班跟朋友吃燒酒雞

後開車回家，結果因擦撞而遭警察酒測，小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

升 0.5 毫克，被警方處 6 萬元罰鍰並吊扣駕照，另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

辦。小志擔心遭到懲處，所以沒有向區隊報告自己酒駕被吊扣駕照的事

，照常上班開垃圾車出勤。某天執勤時與文文的車相撞，文文不幸傷重

死亡，家屬遂向環保局請求國家賠償。

        小志先前的酒後肇事行為已經違反「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

工飲酒及酒後駕車懲處要點」、「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刑法」

相關規定，除須負刑事及行政責任外，小志酒駕被吊扣駕照之事未通報

區隊調整職務，結果無照駕駛又因此發生事故，依國家賠償法規定，環

保局賠償受害者家屬後，可回過頭來向小志求償。

【溫馨叮嚀】 酒後不開⾞，開⾞不喝酒！酒後開⾞會被吊
扣駕照也可能判刑，無照駕駛公務⾞肇事，
代誌更⼤條！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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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2
酒駕易肇事，害⼈⼜害⼰！

好阿。
下班
一起去

0.5 

處�6�萬元罰鍰並吊扣駕照，
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

酒精濃度
達每公升
 0.5 毫克

小志，等等清運完垃圾
下班一起去吃燒酒雞吧！

慘了！

酒駕被吊扣駕照

未通報區隊調整職務，

結果執勤發⽣事故，

依規環保局

賠償受害者後，

可另向⼩志求償。



        奇奇跟帝帝在清潔隊一同收運垃圾，兩人感情要好，休息時間常一

起打牌、下棋。有一天奇奇提議，用飲料作賭注，玩牌下棋才有趣。其

他隊員看到也開始仿效，賭注種類從飲料、烤鴨、菸、酒都有。

        某一天政風室約談這些隊員，隊員們表示玩牌下棋沒有涉及金錢，

只是輸的人買東西請大家吃，這樣不犯法吧！其實「賭博」的定義是指

以偶然的事實決定輸贏而搏取財物，與是否涉及金錢沒有關係。雖然清

潔隊員休息室不屬於公共場所，不適用刑法第266條賭博罪，但是這些

隊員仍依照「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技工、工友、隊員工作規則」予以

處分。

【溫馨叮嚀】 不是涉及⾦錢才算賭博喔~休息時間賭博
也會違反⼯作規則，〝愛〞注意啊！

依照「臺中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技⼯、⼯友、隊員⼯作規
則」應予以處分。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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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3
賭博玩樂不賭錢，這樣可以嗎？

下棋輸的
請喝飲料好唷！ 等下休息

來下個棋

最近隊員們
都在玩牌
下棋

只是輸的
買東西
請大家吃

這樣
不犯法吧

沒玩錢

清潔隊員休息室

清潔隊員休息室



        曾董經營一家廢棄物清運公司，他為了省事，不想依照規定申請廢

棄物清除許可文件，所以透過民意代表老陳找上轄內清潔隊隊員小廖，

詢問小廖是否願意協助清運曾董公司廢棄物到垃圾場掩埋，每載一次向

曾董收取18,000元，小廖可從中抽1,000元，剩下17,000元交給老陳。

小廖同意後，老陳再向垃圾場王場長請託關說，要求王場長看到小廖清

運曾董公司廢棄物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王場長礙於老陳民代身份，

只好接受。

        不久有人檢舉小廖私運曾董公司廢棄物，經調查，曾董總共請小廖

協助清運廢棄物60次，付給小廖108萬元，小廖從中拿了6萬元，剩下1

02萬元則由老陳收取。小廖拿到錢後有時會請王場長喝酒，也曾給王場

長2,000元當買酒錢。

        小廖、老陳及王場長 3 人明知曾董公司未依法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

文件，卻主動協助或縱容曾董傾倒事業廢棄物，經法院審理，認 3 人犯

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罪，依情節判處2年8個月至5年6個月不等有期徒刑

，褫奪公權3年。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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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4
幫⼈清運廢棄物賺外快不⾏嗎？



廢棄物清運公司

-28-

【溫馨叮嚀】 公務員遇到違法情事，切勿為了貪圖利益或
礙於關說壓⼒，予以縱容，⼩⼼因⼩失⼤！

⼩廖、⽼陳及王

場⾧�3�⼈，依情

節判處2年8個⽉

⾄5年6個⽉不等

有期徒刑。

那有什麼
問題！

申請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
太麻煩了！老陳幫我處理一下

廢棄物清運公司

有好康的報你知道！

有什麼
好康的？

廢棄物清運公司

$$

每載一次你可賺1,000元。

民
意

代
表

民
意

代
表

民
意

代
表

民意代表都
說話了，就
給個方便，改
天再請你喝酒！

算了！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民意
代表可不好惹！

我要檢舉
小廖私運
公司廢棄物
  

檢舉專線



        小陳是環保局清潔隊總務，負責採買單位所需的文具及庶務用品。

某天科長把小陳找來詢問上星期才核銷一批文具費用，今天又再請購一

批，質問為何文具用品這麼快就用完了。這時小陳才說出是因為上星期

的颱風把大門口的盆栽吹倒了，是股長交代先用文具費用請購盆栽，科

長一聽訓斥小陳說：「笨蛋，以不實單據核銷請款可是犯法的事啊！難

道你不知道文具費不能拿來買盆栽嗎？任意挪用公款可是違法的耶！」

小陳立馬反駁說：「我知道呀，可是我又沒把公家的錢放進自己的口袋

，買來的東西也是放在單位使用，況且我是依股長的命令辦事，難道聽

長官的話也有錯喔！」這時科長對小陳曉以大義說：「你才知道！即使

是長官命令，違法的事還是不能做的。幸好這筆帳還沒報出去，還可以

修改，不過行政懲處是免不了的！我們一起去見股長。」

【故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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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5
⾧官叫我做不合法的事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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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
你找我？

上星期才核銷一批文具費用
，今天又再請購一批，
為何文具用品這麼快就用完了

上星期的颱風把大門口的
盆栽吹倒了，是股長交代
先用文具費用請購盆栽

笨蛋，難道你不知道
文具費不能拿來買盆栽嗎？
任意挪用公款可是違法的耶！

我是依股長的命令辦事，
難道聽長官的話
也有錯喔！文具費

你才知道！即使是長官
命令，違法的事還是不
能做的。！

幸好這筆帳還沒
報出去，還可以修改…

【溫馨叮嚀】 公務員遇到⾧官強迫威脅或命令你執⾏違反
法令的⾏為時，應堅持依法⾏政的⽴場勇敢
拒絕，同時可向機關政⾵⼈員請求協助，以
維護⾃⾝權益。



第五篇
清廉尖兵好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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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清廉尖兵好夥伴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清潔科

04-22181883

http://www.epb.taichung.gov.tw/mp.asp?mp=109010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政⾵室

04-22291762

http://www.epb.taichung.gov.tw/np.asp?ctNode=22159&mp=109010　

臺中市政府政⾵處

04-22177360

http://www.ethics.taichun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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