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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員詐領千萬加班費監院糾正

• 中央通訊社 2015/06/03
19:26報導

• 民國103年臺北市政府爆
發清潔隊員張慶來長達6
年2個月浮報並詐領加班
費案，監委李月德及江
綺雯針對北市府清潔隊
加班費申領、發放之內
控制度展開調查，發現
違失，今天通過糾正北
市環保局。



清潔隊員詐領千萬加班費監院糾正

• 臺北市政府環保局對於各區清潔隊加班
費審核，為便宜行事，以加班請示簿、
點名紀錄表等原始憑證的「影本」為之
，張員於96年2月起至102年4月間，每
月均以影印正本再塗改變造進而浮報詐
領，總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1,946
萬7,518元，經臺北地檢署於103年5月8
日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
用職務上之機會詐欺財物及刑法第216
、211、213條行使變造、登載不實公文
書等罪嫌提起公訴。



清潔隊員詐領千萬加班費監院糾正

• 張員於 96年 2月起至
102年4月間每月均有
浮報詐領情事，且總
金額高達1,946萬7,518
元，此6年間環保局沒
有任何單位主動確認
「影本」與正本是否
相符，導致既有的審
核機制形同虛設，監
察院認定環保局確有
違失。



小額補貼款申領不實

• 請領加班費、差旅費、國民旅
遊補助費、獎金、津貼等小額
補貼款項為公務員權益，惟時
有發生少數公務員浮報此類款
項之案例，經統計103年各地
檢署檢察官以貪瀆罪起訴之案
件計224案，涉案公務員計
548人，其中因浮報小額補貼
款所涉詐領公款案件計21案，
佔全部案件十分之一。



小額補貼款申領不實

• 公務員因一時萌生貪
念誤蹈法網，所得之
財物或不法利益甚微
，但行為人即需面對
司法制裁，更損及機
關乃至整體公務員之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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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機關主管，利用出差督導之機會，竟未依申報出差之日期（共

申請10餘次）實際前往出差地點執行公務，而係留在辦公室或至

其他地區演講、參加餐敘及處理其個人之事務，卻仍分數次填寫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申請差旅費計9,000餘元，致不知情之審

核人員誤認其有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公務，而將前述金額匯入其

銀行帳戶。

案經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提起

公訴。



某機關約聘人員，明知其已獲聘為公務人員升等考試監場人員，

同日不可能另至機關加班，竟基於詐取加班費之犯意，事前申請

專案加班，使不知情之審核人員陷於錯誤，而核准其加班申請。

事後該錄事遭人匿名檢舉，經該機關政風室查獲而未及領取虛報

之加班費。

檢察官認其涉犯刑法「詐欺取財未遂罪」，乃為緩起訴處分，並

命其向國庫支付5萬元。



某市警察局分局員警，明知自己休假未上班，亦無超勤加班之事

實，卻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虛偽填寫「員警超勤時數統計表」

，交由不知情之承辦人，使其據以登載在職務上所掌之「超勤加

班費申請單」等公文書，再送請該人事、會計、行政、督察等單

位及機關主管簽核，而據以核發3,000餘元之超勤加班費。

案經檢察官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刑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提起公訴。另警察局依警察人

員人事條例相關規定予以停職。



某處技工，負責公務車輛維(養)護及駕駛業務，明知公務車加油卡

僅得作為公務車加油簽帳之用，竟持公務車加油卡，使加油站員

工陷於錯誤，將價值3,000餘元之汽油加入其私人車輛；且未經該

處技正兼主任之同意，逕於公務車「油料月報表」偽造其簽名，

表示該名主任於是日曾使用該公務車。

檢察官認偽造簽名部分，涉犯刑法「偽造私文書罪」；利用公務

用加油卡核銷私人用車用油部分，違反刑法「詐欺取財罪」，惟

審酌其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且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已將

詐得款項返還，乃為緩起訴處分。

。



依某市駐里事務費核發作業要點及可支用項目一覽表等相關規定，里幹

事可按月檢據核銷駐里事務費6,000元。該市某里幹事，先至國民旅遊卡

特約商店，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購買抗UV防曬褲及排汗褲，因該等消費

項目符合前述相關規定，其遂據以核銷駐里事務費，惟事後竟又將該2筆

消費另行申請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因此重複請領1萬餘元。

案經檢察官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提起

公訴。法院審認被告使用國民旅遊卡請領休假補助費乙節，與被告法定

職務之執掌無關，應成立刑法「詐取財物罪」，並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

，且繳還所詐取之強制休假補助費，乃判處有期徒刑3月，緩刑2年確定

。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ilan-travel.com.tw/&ei=rU92VbTTJYeA8gWLzILgAQ&psig=AFQjCNHP9DwkCwhYdgr8XwCVQsLyP3JX8g&ust=1433903384339364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ilan-travel.com.tw/&ei=rU92VbTTJYeA8gWLzILgAQ&psig=AFQjCNHP9DwkCwhYdgr8XwCVQsLyP3JX8g&ust=1433903384339364


某市衛生所護士，利用負責「中老年健康

促進及慢性病防治宣導講座」業務之職務

上機會，明知未聘請講師辦理該活動不得

請領講師費，卻虛偽製作講師鐘點費領據

，並偽造醫師簽名，使不知情之審核人員

陷於錯誤，從而詐得講師費8,000元。

案經檢察官依違反刑法「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行使偽

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偽造署押罪」及貪污治罪條例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提起公訴。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lib.ctcn.edu.tw/%E5%B0%88%E5%8D%80/speech/speech.htm&ei=k0hxVdbQNNbf8AWb_4O4Cw&psig=AFQjCNEsq34t2O9cO7S4fY99vZQaMaMNQA&ust=1433573845774283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lib.ctcn.edu.tw/%E5%B0%88%E5%8D%80/speech/speech.htm&ei=k0hxVdbQNNbf8AWb_4O4Cw&psig=AFQjCNEsq34t2O9cO7S4fY99vZQaMaMNQA&ust=1433573845774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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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取財物罪(一)
法規內容

•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
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
得之者，亦同。

•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詐取財物罪(二)

相關說明

• 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罪之成立，以意圖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詐術使人將
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所謂以詐
術使人交付，必須被詐欺人因其詐術而陷
於錯誤；若其所用方法，不能認為詐術，
亦不致使人陷於錯誤，即不構成該罪。



詐取財物罪(三)
相關說明

• 按刑法第339條第1項規定之詐欺罪，以意圖為
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構成要件。所稱『意圖』，
即期望之意，亦即犯罪之目的，與責任要素之
故意有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為
該罪之特別構成要件，因而該罪除須有施用詐
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犯罪故意外，
尚須具有特定之『意圖』，屬目的犯，並不以
發生特定結果為必要。



法規內容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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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說明

一、本罪性質上仍屬詐欺罪之一種，但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

取財罪之特別規定，除行為人必須為公務員而利用職務上之

機會詐取財物外，更須具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之特別主觀不法構成要件，始能構成犯罪。

二、所謂「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

予以利用而言，其所利用者不論係職務本身所固有之事機，

抑或由職務所衍生之事機均包括在內。



三、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指假借職務上一切事機，以

欺罔手段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而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

第1項第5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或身分

圖利罪，係指就不屬其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假借其職權機會

或身分為圖利之行為，兩者構成要件自有不同。

四、公務員若不注意法律規範，只要領取款項時「名實不符」，

就有可能觸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例如：冒領補

助費、虛報加班費、出差費、工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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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的公務員

身分公務員

授權公務員

委託公務員

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
者，謂下列人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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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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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身分公務員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而
言。

若無法定職務權限，縱然在國家或地
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服務，仍非屬公
務員。例如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
體所屬機關之技工、司機或工友，除
非具有法定職務權限，否則所從事者
僅係機械性、勞動性工作，不能認為
公務員。

刑法上的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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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公務員

非服務於國家或地方行政機關之人員，
依法令授權而從事於公共事務且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而言。

例如依水利法規定，農田水利會會長
及其專任職員；依更生保護法規定之
更生保護會人員；依律師法規定之律
師懲戒委員會委員；依政府採購法規
定承辦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承辦、
兼辦採購之人員等。

刑法上的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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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公務員

指受國家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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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之
人員。

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之受任人須於其受任範圍內
行使公務主體之權力，例如：受監理站委託代為
驗車或檢驗機車排放廢棄之民間公司、行號辦理
檢驗工作之員工。
僅受公務機關私經濟行為之民事委任，或其他民
事契約所發生私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該受託人
仍非屬刑法上之公務員，例如：受稅捐機關委託
代收稅款之農會或便利商店員工。
行政輔助人，如民間拖吊業者雖受警方委託，從
事違規車輛拖吊業務，惟其執行拖吊時，均係依
據警察人員之指示為之，自非屬公務員。

刑法上的公務員



法規內容

一、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刑法第211條：「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刑法第213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

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規內容

四、刑法第214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

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五、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

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六、刑法第217條：「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相關說明

一、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之主旨，在於保護文書實質的真正，雖

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犯罪要件之一，亦衹以有損害之

虞為已足，有無實受損害，在所不問，且此所謂損害，亦不

以經濟價值為限。

二、刑法第213條所謂公務員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係謂依法令規

定，某種公文書之製作，應屬其職權範圍，然亦只須有抽象

之權限，即為已足，就具體事件有權製作與否，並非所問，且

只須其明知所記載之內容與事實不符為已足，並不以有違法

之認識為必要。



三、所謂行使偽造之文書，乃依文書之用法，以之充作真正文書

而加以使用之意，故必須行為人就所偽造文書之內容向他方

有所主張，始足當之；若行為人雖已將該文書提出，而尚未

達於他方可得瞭解之狀態者，則仍不得謂為行使之既遂。

四、刑法上之行使變造文書罪，只須提出變造之文書，本於該文

書之內容有所主張，即已成立，其行使之目的能否達到，與

該罪之既遂與否毫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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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應確實控管及審查差旅費、加

班費、油料費及各項補助費或鐘點費

等申請案件，並建立完善審查機制，

從申請之初，即應覈實審查其申請內

容之必要性、合理性，另對於已核可

之申請案件，則應嚴格執行憑證核銷

作業，必要時應要求檢附相關成果資

料以供查核，以杜絕不實詐領情事。



透過機關自主檢查、政風機構辦

理專案清查或業務稽核等方式，

積極發掘弊端癥結所在，並研提

具體改進措施及建議，適時納入

內部控制作業程序，例如將核銷

應檢附之資料予以具體化、標準

化，以防杜類似情事再次發生。



單位主管平時即應留意部屬之

生活動態，有無存在違法經營

商業或兼職、喜好飲宴應酬或

賭博等情形，適時提醒部屬申

領公務費用之相關規定，並確

實審核支出單據款項，以善盡

督導考核責任。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s://woundero.wordpress.com/2013/01/13/scores/&ei=0012VauZJcX88QXL_ICwDw&psig=AFQjCNH6u7jbZOO5WeOD39LBin1vKTvhRg&ust=1433902924974489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s://woundero.wordpress.com/2013/01/13/scores/&ei=0012VauZJcX88QXL_ICwDw&psig=AFQjCNH6u7jbZOO5WeOD39LBin1vKTvhRg&ust=1433902924974489


人事、主(會)計機構應加強橫向聯繫功能，以落實審核員工之休

假期間與消費日期、消費地點、消費項目(明細)、消費金額是否

異常；政風機構則應主動針對異常案件調卷研析，俾機先防杜

違失情事發生。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2121&ei=A11xVZCKKuLtmQWeyIGgBw&psig=AFQjCNEzV3OA0ZLLdrhYXYh6kWdMj-tAbA&ust=1433578992180988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2121&ei=A11xVZCKKuLtmQWeyIGgBw&psig=AFQjCNEzV3OA0ZLLdrhYXYh6kWdMj-tAbA&ust=1433578992180988


政風機構應研編與機關有關之

貪瀆不法案例，協調單位主管

督同所屬人員加強宣導，俾建

立員工法治觀念，強化廉潔意

識，尤其對於新進員工，應特

別對其加強宣導，以收防微杜

漸之效。

廉政法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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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共通性之防制作為外，針對個
別案例態樣，臚列自行檢視事項，以
便機關同仁、各級核稿主管及人事、
主計與秘書等業管單位參考。



□ 是否訂定或檢討修正機關出差行程核給原則，針對出差地

點之實際交通便捷情況，妥適訂定出差日數及可報支之費

用？

□ 申請出差是否事前報請主管核准？出差報

告表之行程日期是否與原簽准行程相符？

□ 核銷憑證之日期、金額、品名項目等，是否符合「國 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等相關規

定？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nonie610.pixnet.net/blog/post/69323164-%E6%B0%A3%E6%AD%BB%E4%BA%BA%E7%9A%84%E5%87%BA%E5%B7%AE&ei=kEdxVf78NIv_8QWo34DwCg&psig=AFQjCNHpZm13FlI2O4SrxCnPXeTMQqEyyA&ust=1433573477416224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nonie610.pixnet.net/blog/post/69323164-%E6%B0%A3%E6%AD%BB%E4%BA%BA%E7%9A%84%E5%87%BA%E5%B7%AE&ei=kEdxVf78NIv_8QWo34DwCg&psig=AFQjCNHpZm13FlI2O4SrxCnPXeTMQqEyyA&ust=1433573477416224


□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之加班申請，是否依其每日工作量，詳

實審核加班是否確有必要？且是否符合所屬機關加班費管

制等相關規定？

□ 是否建立防制「實際未執行加班業務，仍可事後補簽或由

他人代刷、代簽」之管制措施，以確認加班人員是否依加

班核准時間至指定處所刷卡或簽到（退）？

□ 是否制定加班查核相關規定？申請加班是否依規定填寫加

班費印領清冊，並檢附足資證明加班事實之證明文件？



□ 機關(構)若採用差勤系統管理加班資料，人事、總務(秘書)

單位是否採取加簽、加密、浮水印或資料鎖定等方式，防

止加班申請單等系統產出檔案及表件遭竄改或偽造，以確

保資料正確性及完整性？

□ 是否定期或不定期交叉比對核准之加班申請單、刷卡或簽

到(退)紀錄、加班費清冊等資料是否有異常情事？若機關

(構) 以差勤系統管理者，是否將上開交叉比對功能納入設

計？

□ 對於差勤資料之處理，是否留存相關異動紀錄及最近異動

日期，並定期或不定期查核，以防止發生未經授權變更資

料等情事？



。

鑑於近年部分機關陸續發生加班費違失案件，事涉人事、會計、總

務（秘書）單位權責，為協助各機關強化源頭管理及明確落實職能

分工，行政院主計總處爰針對該作業易發生問題之環節(如前端加班

時數是否有效控管等)及蒐集研析類同違失案件之內部控制風險，設

計相關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藉以強化各機關之差勤管理、加班申

請及費用核銷等控管機制，並與人事行政總處研商後擬具「加班申

請與費用」作業範例，經提行政院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會議通

過，由主計總處於104年5月4日以主綜督字第1040600245號函發各

主管機關轉知所屬參採在案。

另人事行政總處亦將配合要求各機關定期檢核差勤系統異動紀錄、

勾稽比對加班時數與差勤資料，強化機關內控監督機制。



□ 公務車輛加油卡是否集中由公務車輛管理人保管，是否與加油

站業者簽訂「專卡專用」（認卡又認車）之責任條款？

□ 是否定期抽查公務車輛油量使用情形？如發現油耗異常，是否

即時處理並瞭解原因？

□ 是否依規定備具完整之公務車車籍資料、派車單、行車紀錄表

(里程登記)、油料管理、保養維修紀錄及費用核銷月報表等資料

，並逐一建檔？

□ 公務車輛使用人用車後，是否即時並確實填寫里程數？並於發

現行車紀錄表或油料月報表等資料有遭修(竄)改情形時立即通報

公務車輛管理人即時查明？



□ 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消費特店名稱、消費地點、消費

日期、消費項目及消費金額等，與已核銷之其他費用核銷

憑證（如駐里事務費），二者是否相同？

□ 是否定期、不定期抽查、勾稽強制休假補助費與其他費用

（如駐里事務費）之核銷案件，有無重複申領？



□ 是否訂定鐘點費核銷相關規定，要求辦理經費核銷時，應具

活動照片及參與人員簽到表等資料以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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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必需清楚認識其於職場上應恪守的法令規定與

行為準則，避免因一時貪念誤蹈法網，或因疏失致生

違失責任；各級主管也應該負起良善管理之責，建立

一套有效的管控及勾稽機制，降低公務運作可能發生

的違失風險。冀透過本次宣導，就加班費、差旅費、

休假補助等小額款項之申領，提供法令說明及提醒管

理上應行注意事項，使同仁得以依循法令，安心從事

公務，有效防杜違失案件之發生。

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