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號
案由 偵審情形 駐署檢察官

1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科

長郭○○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臺南

地方法院判決有罪，均處有期徒刑1年6月。

106.10.06起訴

108.11.27一審

判決有罪

臺南地檢署檢

察官柯博齡

2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屏東縣崁頂鄉公所行政室課員蔡

○○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106.11.22起訴

108.04.26一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陳永盛協

同

3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科長曾○○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罪共2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各處有期

徒刑1年10月。

106.12.21起訴

108.07.17一審

判決有罪

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黃育仁

4

肅貪組偵辦教育部簡任參事呂○○涉犯利用職務機會

詐取財物罪共17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各處有期徒刑1年4月。

107.03.06.起

訴

109.03.27一審

判決有罪

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王俊棠

5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新北市新店區公所里幹事林○○

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

駁回，均各處有期徒刑1年2月。

107.06.14起訴

109.04.15三審

判決有罪

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黃偉

6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資訊室

技師兼主任李○○等人涉犯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

賂、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經臺灣高等法院判

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9月至3年8月不等。

107.06.29起訴

111.2.23三審

判決有罪

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卓俊吉

7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桃園市政府消防局大林分隊前分

隊長楊○○等人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經

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3月至1年10月不

等。

107.10.11起訴

108.09.24二審

判決有罪

桃園地檢署檢

察官鍾信一

8

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雲林縣西螺鎮公所清潔隊隊員陳

○○等人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經臺灣雲

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1月至1年10月不

等。

107.11.29起訴

108.04.18一審

判決有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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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小隊長陳○○涉犯對利用職務機

會詐取財物罪共2罪，經最高法院判決上訴駁回，全

案定讞，均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08.02.14新北

地檢

109.07.08.三

審判決有罪

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陳建良

10

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工務課

正工程司張○○等人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

，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判決有罪，均處有期徒刑

1年。

108.03.29起訴

110.08.31二審

判決有罪

臺中地檢署檢

察官楊植鈞

11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東縣政府環保局約僱人員陳○

○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臺東地方法

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7月至1年5月不等。

108.05.28起訴

108.11.22一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陳永盛協

同

12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宜蘭縣議會議員陳○○等人涉犯

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宜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處有期徒刑1年至2年不等。

108.07.01起訴

108.12.25一審

判決有罪

無

13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新店工作

站站長楊○○等人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至2年5月

不等。

108.07.04.起

訴

110.01.21二審

判決有罪

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黃偉

14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東縣海瑞鄉前鄉民代表會主席

朱○○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臺東法

院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至1年11月

不等。

108.08.23起訴

110.04.23一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范家振協

同

15

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南投縣政府農業局林務保育科約

僱人員陳○○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經臺灣彰

化地方法院判決有罪，均處有期徒刑1年9月。

108.10.14起訴

109.01.16一審

判決有罪

彰化地檢署檢

察官蔡勝浩

16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東縣東河鄉公所公墓管理員陳

○○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法院臺東

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至1年6月不

等。

108.12.04.起

訴

109.05.29一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范家振協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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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外交部中部辦事處科員張○○涉

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

有罪，均處有期徒刑1年3月。

108.12.18起訴

109.06.16一審

判決有罪

臺中地檢署檢

察官馬鴻驊

18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花蓮縣議會議員張○○等人涉犯

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判

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9月至1年11月不等。

108.12.18起訴

109.08.2一審

判決有罪

無

19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北市環境保護局士林區清潔隊

蘭雅分隊清潔隊員吳○○等人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

取財物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109.01.14起訴

109.08.12一審

判決有罪

無

20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高雄市三民區公所鼎盛里里幹事

余○○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最高法院判

決上訴駁回，全案定讞，處有期徒刑1年至1年1月不

等。

109.01.21起訴

110.04.22三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陳永盛

21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海洋委員會海巡署警衛隊第五中

隊上士謝○○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經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3月至3年

10月不等。

109.02.13起訴

110.12.08二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范家振協

同

22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社子工作

站站長張○○等人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至3年

10月不等。

109.02.27起訴

111.2.17三審

判決有罪

臺北地檢署檢

察官鍾維翰

23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洋委員會海巡署警衛第五中隊伙

食團伙委中士陳○○等人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等罪，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6

月至1年2月不等。

109.03.09起訴

110.08.23一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范家振、

蔡杰承協同

24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

理處秘書室技術士吳○○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

物罪，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均處有期徒刑

3年8月。

109.05.15起訴

110.05.31一審

判決有罪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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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肅貪組偵辦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研究發展中心資訊

管理師梁○○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經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3年6月至7年1

月不等。

109.06.08.起

訴

110.01.13一審

判決有罪

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劉恆嘉

26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屏東縣瑪家鄉公所財經課課長陳

○○等人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09.06.21起訴

110.11.24二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王柏敦協

同

27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新北市貢寮區貢寮里里長楊○○

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基隆地方法

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至1年11月不等。

109.06.30起訴

110.03.23一審

判決有罪

無

28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營分局鹽水

分駐所警員簡○○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

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3月至1年

10月不等。

109.07.14起訴

110.01.18一審

判決有罪

臺南地檢署檢

察官蔡佰達檢

察官協同

29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北

市榮民服務處專員張○○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

物罪，經臺灣高等法院判決有罪，各處有期徒刑10

月。

109.08.19起訴

110.08.04二審

判決有罪

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劉恆嘉

30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屏東縣屏東市市民代表會主席林

○○等人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經臺灣屏

東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3年10月至3月不

等。

109.09.03起訴

110.09.17 一

審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范家振、

蔡杰承協同

31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新北市立金山高中軍訓教官黃○

○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高等法院

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10月。

109.09.03起訴

110.11.03二審

判決有罪

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劉恆嘉

32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助

理研究員許○○等人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3月至5

年不等。

109.09.26起訴

110.02.05.一

審判決有罪

桃園地檢署檢

察官周欣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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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擔任暫雇人員

郭○○涉犯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未遂罪，經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109.10.16起訴

110.10.26一審

判決有罪

無

34

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文教福利組助理員茹○○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等罪，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拘

役30日至1年不等。

109.12.08起訴

110.05.13一審

判決有罪

臺中地檢署檢

察官馬鴻驊

35

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林縣北港鎮公所鎮長蕭○○等人

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經臺灣雲林地方法

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拘役30日至1年不等。

109.12.22起訴

110.06.29一審

判決有罪

無

36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

辦事處技佐王○○、汪○○等人涉共同犯利用職務上

之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判決有罪，

處有期徒刑6月至1年不等。

110.03.09起訴

110.10.27一審

判決有罪

無

37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新北市樹林區猐寮里前里長胡○

○等人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6月至1年9月不等。

110.03.25起訴

110.11.09一審

判決有罪

新北地檢署檢

察官劉恆嘉

38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灣電力公司興達發電廠燃料組

經理温○○等人涉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等罪

，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3月至2

年不等。

110.03.25起訴

110.11.23一審

判決有罪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范家振

39

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臺中市政府水利局坡地管理科行

政助理柯○○涉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經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有罪，均處有期徒刑1年9月。

110.03.28起訴

110.12.14一審

判決有罪

臺中地檢署檢

察官馬鴻驊

40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基隆市政府中正區公所砂灣里前

里幹事吳○○等人涉犯對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至

1年9月不等。

110.05.14起訴

110.09.24一審

判決有罪

無



序

號
案由 偵審情形 駐署檢察官

附表5 貪污治罪條第5條第1項第2款 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41

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花蓮縣光復鄉公所民政課課員黃

○○涉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花蓮

地方法院判決有罪，均處有期徒刑1年9月。

110.07.30起訴

110.11.11一審

判決有罪

無

42

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嘉義縣議會議員汪○○等人涉共

同犯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經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判決有罪，處有期徒刑1年9月至1年10月不等。

110.08.15起訴

110.11.30一審

判決有罪

臺南地檢署檢

察官蔡佰達，

高雄地檢署檢

察官范家振、

蔡杰承協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