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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稅局○○分局 

同仁利用公務郵資寄送私人物品詐欺得利案再防貪專報 

壹、前言 

○○國稅局○○分局工友○員於負責郵件收發工作期

間，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於 103年起至 104年期間，

利用擔任寄送公務郵件之便，夾雜寄送私人物品，前後

因而詐得免付郵資之財產上不法利益共計新臺幣(下

同)800元。 

案經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詐欺

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提起公訴，嗣臺灣○○地

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處刑該員應執行拘役 115日，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千元折算 1日，緩刑 2年，並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 1萬元整。復○○分局政風室簽陳分局

長建請追究○員行政責任，經該分局考績委員會會議通

過，函送○○國稅局核定申誡 1次在案。 

為防止類似弊案再次發生，○○國稅局政風室簽陳局長

核可，請秘書室將公務郵資管理作業，列入各分局、稽

徵所年度行政業務檢核項目，及明定郵資清冊保存年限

為 1年，並建置員工異常狀況通報作業及規劃廉政宣導

等措施，目的在啟動再防貪機制，希冀藉由瞭解本案之

全貌及改善過程，作為前車之鑑。 

貳、案情概要 

 一、基本資料 

 （一）涉案被告：財政部○○國稅局○○分局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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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肅貪機關：財政部○○國稅局○○分局(下稱該

分局)。  

 （三）起訴檢察機關：○○地檢署。 

（四）判決確定法院：○○地方法院。 

（五）相關案號： 

  1、○○地檢署 105年度偵字第○○○號起訴書。 

   2、○○地方法院 105年度審簡字第○○○號刑事簡易判

決書。 

二、犯罪事實 

（一）○員於 103年至 104年於負責郵件收發工作期間，欲

將其私人二手物品公益捐贈與社福機構，先以包裹寄

送至其女兒住處，由其女兒代為辦理捐贈，○員為免

於支付郵資，藉職務上之便，將私人包裹置於機關寄

送郵件集中處，交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人員寄送，

使不知情之○○分局郵資核銷經辦人員陷於錯誤，誤

信寄送之包裹係公務上使用，因而將不實郵資機用郵

資登載於支出憑證黏存單。 

（二）○員後遭人檢舉，○○分局政風室陪同該員主動至法

務部廉政署自首，並已繳回所得不法利益共計 800

元。 

三、涉犯法條、起訴及判決理由 

本案○員所為犯罪事實，涉犯刑法第 339條第 2項之詐

欺得利、同法第 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經其

坦承不諱，復有該分局大宗國內掛號、報值/保值、代

收貨價包裹、快捷郵件三聯單、郵資機用郵資核銷憑證

影本、郵資核銷總表、寄送衣物及玩具至臺北慈濟醫院

宿舍社區照片影本為憑證，案經○○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3 
 

終結，嗣○○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處刑該員應執行

拘役 1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1仟元折算 1日，

緩刑 2年，並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1萬元整。 

四、追究行政責任 

○○分局政風室簽奉分局長核可，建議比照財政部稅

務人員獎懲要點第 8點第 14項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

情節輕微申誡 1次，嗣經該分局考績委員會會議通過，

並函送○○國稅局核定○員申誡 1次在案。 

參、弊案發生原因分析 

 一、弊端態樣 

 （一）巧立公務郵資名目 

本案○員詐欺公務郵資係將私人包裹之「包裹或快

捷郵件號碼」、「重量尺寸」、「郵費」、「收件

人姓名」、「寄達地址」等內容填載在中華民國郵

政「交寄大宗國內掛號、報值/保值、代收貨價包

裹、快捷郵件三聯單」(下稱三聯單)上，後將包裹

置於該分局發文室寄送郵件集中處，併同前開三聯

單，交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局○○支局

(下稱○○郵局○○支局)人員寄送，因主管未能不

定期至現場查核，喪失機先防弊功能。 

 （二）故意登載不實態樣 

○員意圖為自已不法之利益，使不知情之○○分局

出納人員陷於錯誤，誤信係公務上使用，而以月結

方式撥付寄送日期之郵資金額予○○郵局○○支

局，並將不實之郵資機用郵資登載於會計黏貼憑證

等公文書。 

 （三）濫用公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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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利用擔任寄送公務郵件之職務，夾雜寄送私人

物品，該員為免於支付郵資，將私人包裹置於機關

寄送郵件集中處，交由○○郵局○○支局人員寄送，

實有濫用公家資源之虞。 

 （四）法紀觀念薄弱 

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不得假

借權力，以圖本身之不法利益。本案○員實屬刑法

第 10條第 2項第 1段後項廣義公務員，原應崇法

務實，卻心存僥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夾雜寄送私

人物品，藉以虛報郵資費，實係法紀觀念薄弱所

致。 

 二、內部控制漏洞 

 （一）未落實職務輪調 

○員自 98年起至 104年止，負責該分局郵資機及

封包工作，長期以來由其擔任此業務，因缺乏內部

監督機制，復無落實職務輪調制度，因此，促使該

員藉職務之便圖自已不法之利益。  

 （二）○○國稅局工友管理要點未有明確涉及刑責之懲處

規定 

該局工友管理要點第 8點工友獎懲(五)訂有得視情

節之輕重，予以申誡或記過之情形，懲處範疇為工

作態度或行為不檢者，本案行政違失之態樣已涉及

刑事責任，恐不適用該要點。 

 （三）未制定公務郵資抽查機制 

該局依國有公用財產、物品、車輛、出納等管理手

冊相關規定及「本局國有公用財產及非消耗性物品

管理情形檢核及盤點實施計畫」，每年辦理出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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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物品管理、財產管理、車輛管理、收發管理及

檔案管理等 6項行政業務檢核，惟案發時未涵括公

務郵資管理查核，導致目前尚無相關機制可資監

督。  

 （四）未明訂各類交寄大宗郵件收據保存年限 

按中華郵政公司郵件處理規則第 60條規定「查詢

期限，國內郵件自交寄之日起算 6個月，國際郵件

自交寄之次日起算 6個月；逾期限者，郵局得不予

查詢，並不負補償責任。」觀之，各類交寄大宗郵

件收據保存年限為半年，而案發時該局並未訂定有

關之保存年限，實務上多以配合中華郵政公司作業

規定為依據。 

 （五）事後不易從三聯單查核 

目前實務上寄送包裹須依三聯單格式， 填寫「包

裹或快捷郵件號碼」、 「重量尺寸」、 「郵費」、 

「收件人姓名」、 「寄達地址」等內容，並將寄

送物暨三聯單交予郵局人員寄送，事後尚難從三聯

單發現是否寄送私人物品，僅能從收件人非屬機關

行號且寄件頻率高，判斷疑有異常之虞。 

肆、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內控漏洞之因應措施 

 （一）實施職務輪調 

○○分局案發後旋即調整○員工作為協辦發文業

務，由○工讀生負責發文文號登入電腦、刷郵資機

及包裹打包等業務，該單位主管在其管轄範圍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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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考核，注意○員工作情形，並加強其法治教育，

避免同仁因熟習業務而尋得投機取巧之法。 

 （二）追究行政責任核予申誡 1次 

○○分局政風室簽陳分局長，因該案業經○○地檢

署檢察官偵查終結，以詐欺得利、使公務員登載不

實罪嫌提起公訴，建請適時追究行政責任，於 105

年核定申誡 1次。 

 （三）主管不定期實地抽核，發揮督導功能 

○○分局政風室於 105年度廉政會報提案通過「建

議強化各單位主管考核責任，發揮督導功能」，係

因三聯單為該分局提供給中華郵政之寄件明細，目

前寄信作業流程由承辦人負責，主管僅在核銷郵資

款項時核章，事後尚難從三聯單發現異常，主管平

時即應確實留意部屬之工作情形，適時提醒部屬申

領各項公務費用之相關規定，不定期實地抽核將讓

同仁心生警惕，且如發現異常即時給予告誡、曉諭，

修正部屬錯誤認知，以善盡督導考核責任。 

 （四）公務郵資抽查機制制度化暨明定郵資清冊保存年限 

○○國稅局政風室 105年簽陳局長核可，請秘書室

將公務郵資管理列入○○國稅局行政業務檢核項

目，並製作檢核表建立「公務郵資抽查機制制度化」，

另為配合年度業務考核，宜明定郵資清冊保存年限

為 1年。 

1、該局秘書室訂定「公務郵件遞送機制」並於 105

年以電話傳真文件通報各單位同仁： 

（1）○○國稅局公務郵資係供寄送公文書或與公務有

關之物品使用，請同仁切勿利用公務郵資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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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夾雜)私人物品，不當公器私用，以免遭人

檢舉致受相關處罰。 

（2）為建立公務郵件遞送機制，各單位承辦人自行彌

封送交之公務郵件，應於外封套註明寄件人姓

名、聯絡電話及內裝物品名稱(附件需另寄者，

請書明○○字號附件)，未依規定註明者，發文

人員得退還或請其補正，及公務郵資管理作業

將列入行政業務檢核項目。 

2、秘書室 105年函文各分局、稽徵所為強化公務郵

資管理，106年度行政業務檢核增列該項業務為收

發作業考核項目： 

（1）新增 106年度收發文作業自我檢核表檢核項目 1

及 2： 

1. 檢核項目 1：收發作業課(股)長每季至少依

「公務郵資管理檢核表」抽檢 1次。 

2. 檢核項目 2：各類交寄大宗郵件收據(含掛號

/雙掛號/快捷/包裹等)是否至少保留 1年，

以利查核。 

（2）新增公務郵資管理檢核表。 

 （五）建置○○國稅局員工異常狀況通報作業機制 

為確實掌握瞭解員工風紀狀況，促進○○國稅局廉

潔風氣，○○國稅局政風室於 104年度廉政會報提

案通過「建置○○國稅局員工異常狀況通報作業機

制」，由各科室及所屬各分局、稽徵所主管督導，

按季陳報異常案件。 

 （六）再防貪機制作業列入○○國稅局內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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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稅局政風室基於執行防貪及肅貪之重要性，

104年研提新增「預警作為作業」及「再防貪機制

作業」2項控制作業，嗣經內部控制專案小組第 6

次會議通過。 

2、○○分局政風室針對本案研編再防貪檢討專報及興

革建議，簽陳分局長核可提報業管單位參採。 

3、本案列入○○國稅局 105年度內部控制作業層級自

行評估項目之稽核案件。 

二、強化預防機制 

 （一）落實文書處理作業手冊規定 

○○分局政風室 105年簽陳分局長核可，依文書處

理作業手冊四十二、(四)及(五)規定，發文附件應

由總發文人員隨文封發；如為現金、票據、有價證

券或貴重物品，應由承辦單位檢齊封固書明名稱、

數量，並在封口加蓋經辦人員印章隨同公文送交總

發文人員辦理封發。凡體積較大數量過多之附件需

另寄者，應在公文附件項下註明附件另寄，並應在

附件封面書明某字號之附件，該公文及附件應同時

付郵。 

○○分局服務管理課依政風室建議，於 105年以電

子郵件通知同仁，日後處理同仁交寄郵件措施，依

文書處理作業手冊四十二、(四)及(五)規定。 

 （二）明定郵件無法判定與公務有關及代寄私人郵件之處

置措施 

○○分局政風室 105年簽奉分局長核可，建議同仁

如交寄已彌封之包裹郵件，未書明某字號之附件，

亦未留分機，發文人員無法判定與公務有關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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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發文人員 EMAIL同仁公告退回或補正。如屬私人

郵件欲請發文人員代為轉交郵差者，仍可循往例由

同仁自行貼足郵票後，交發文人員代為轉交郵差。

經發現有未貼足郵票之私人郵件，得由發文人員逕

行退回寄件人。 

○○分局服務管理課依政風室建議，於 105年以電

子郵件通知同仁，明定郵件無法判定與公務有關及

代寄私人郵件之處置措施辦理。 

（三）強化廉政法紀教育 

○○國稅局政風室研編貪瀆不法案例暨辦理專題

演講，以「依法行政」、 「廉政倫理」及「責任

規範」、「公務員申領小額款項或侵占公用財物」

為主題，總計專題演講計 3次，各分局、稽徵所(含

視訊)共辦理 57場，計 1398人參與；另至文官 E

學苑網站自主學習 3堂課 6小時，共 28人參與，

認證時數總計 168小時；以及實施行政違失修復學

習 2案。 

1、新進人員廉潔意識養成教育 

為讓新進人員瞭解公務員貪瀆案件弊端態樣及違失

案件所涉刑事或行政責任，○○國稅局政風室 105

年辦理「新進人員廉潔意識養成教育實施計畫」，

針對 104年 12月以後經國家考試錄取分發之新進人

員計 28位進行宣講，並發揮自主學習精神，至文官

E學苑網站學習「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案例

說明」、「廉能政府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刑

法瀆職罪與貪汙治罪條例及案例解析」等 6小時相

關課程，共 28人參與認證時數總計 16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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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職人員廉政法令宣導 

邇來公務員浮報小額補貼款項及侵占公用財物之案

例仍時有所聞，為免同仁不諳法令誤蹈法網，由○

○國稅局統籌策劃廉政法令宣導，各分局、稽徵所

同步辦理視訊課程，總計專題演講計 3次，實體暨

視訊課程共辦理 57場，計 1398人參與。 

（1）公務員法律知識庫專題演講(內含公務員申領小額

補貼款項案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與行政院及所

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國稅局政風室 104年聘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

察官主講，實體課程 1場參與人數 124人，各分局

及稽徵所同步舉辦視訊課程宣導，共辦理 18場參

與人數 340人，總計 19場參與人數 464人。 

（2）公務員申領小額款項或侵占公用財物專案法紀宣

導專題演講：○○國稅局政風室 105年聘請○○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主講，實體課程 1場參與人數

124人，各分局及稽徵所同步舉辦視訊課程宣導，

共辦理 18場參與人數 340人，總計 19場參與人數

464人。 

（3）「淺談廉政法令-廉政倫理規範、圖利與便民專題

演講」：○○國稅局政風室 105年舉辦實體課程 1

場參與人數 130人，各分局及稽徵所同步舉辦視訊

課程宣導，共辦理 18場參與人數 340人，總計 19

場參與人數 470人。 

3、實施行政違失修復學習 

○○分局規劃 104年涉有行政違失 2位同仁參與 105

年該分局同步舉辦之公務員申領或侵占小額款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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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法紀宣導專題演講，以深化渠等人員正確法紀認

知，達成導正誤解疏失、修復補強信心之目標。 

（四）重要會議廉政宣導 

○○國稅局暨所屬各分局廉政會報加強宣導公務員

申領小額款項或侵占公用財物案例，本案並列為○○

國稅局 105年度廉政會報專題報告，並由○○分局分

局長提報，另該分局第 8次分局務會報再次向同仁加

強宣導相關規定。 

伍、後續執行成效 

 一、○○分局： 

經查核該分局 104年 1月至 8月郵資核銷金額為

1,171,882 元，105年 1月至 8月為 1,130,568元，

減少郵資核銷金額為 41,314 元。 

 二、○○國稅局： 

經查核○○國稅局 104年 1月至 8月郵資核銷金額為

9,704,365 元，105年 1月至 8月為 9,390,649元，

總計減少郵資核銷金額為 313,716元(含○○分局

41,314 元)。 

陸、結語 

請領加班費、差旅費及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等小額款

項及利用行使職權機會而侵占公用財物之案例，其不法

利益或所得之財物甚微，但所應負法律責任甚大，除對

公務員造成終身遺憾，對機關形象損害尤深。基於政府

積極落實廉能政策執行，○○國稅局政風室強化法紀宣

導，從法規面、制度面規範防杜作為，讓同仁均能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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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勤勉從公，防範不法事件再度發生，以維護機關

信譽及廉潔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