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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近年常發生鄉鎮市公所辦理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時，

因當事人不克參加而由他人頂替之問題，最後往往以貪污治

罪條例或刑法起訴判刑之案例，輕則為圖利罪，重則為詐取

財物，不僅影響機關政策之美意，對當事人來說更是嚴重打

擊工作士氣及對政府之信賴。故苗栗縣政府政風處研編本廉

政指引手冊，期建立明確規範，以避免公務員、村里鄰長因

制度不善而誤觸法網。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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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 96 年 5 月 30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60722684 號 ( 節錄 )：

   有關鄉（鎮、市）公所辦理年度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時得否邀

請眷屬參加一節，前依行政院主計處 93 年 9 月 10 日處實一字第

0930005730 號函意旨，得邀請眷屬自費參加。至鄰長不克參加時

得否由眷屬或他人代理一節，查鄰長之遴選係依據縣（市）政府

所制定之自治條例辦理，由村（里）長遴選熱心公益人士報由鄉

（鎮、市、區）公所聘任之，與一般公務人員性質不同，依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96年4月20日局授住字第0960303268號書函意旨，

並不受「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之規範，因鄰

長屬義務職，為民服務時，常由眷屬或其他家屬協助，如鄰長不

克參加文康活動時，由眷屬或其他家屬代理尚屬可行，本案允宜

由地方政府本權責辦理。

貳、內政部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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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政部 101 年 6 月 5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15036168 號 ( 節錄 )：

    有關眷屬或家屬之稱謂，依本部 50 年 5 月 8 日台內戶字第

58298 號函釋略以：「查戶籍登記稱謂欄所列之稱謂，僅為該戶

戶長對戶內各人關係之稱呼而已，並非各人本身戶籍登記上身分

記載之重要事項，按共同生活戶之稱謂，原則上按 8 親等表填

記，其他共同居住者之有關親屬，無從填記實際身分者，則填

『家屬』，非親屬者則填『寄居』…。」法務部 86 年 11 月 18

日法 86 律字第 039308 號函略以：「…民法第 1123 條規定『家

置家長』（第1項）同家之人，除家長外，均為家屬。（第2項）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第

3 項）…至於戶籍登記上之『戶』乃基於戶政上之必要所設，民

法上身分之成立、變更及消滅，並不以戶籍登記為要件。因此戶

籍登記之戶長及其戶內人員，與民法上所謂之家長及家屬即非必

屬一致…」故戶籍資料「稱謂」欄之記載，自應依上揭戶籍相關

規定辦理。至「眷屬」之稱謂非屬戶籍登記事項。

    本案所涉村（里）鄰長文康活動及有關代理疑義，係屬地方

自治權責，宜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本權責自行訂定規範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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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人員範疇

二、規劃階段 -採購案決標方式

參、苗栗縣各鄉 ( 鎮、市 ) 公所執行現況

得參加人員

本人

本人、本人之配
偶或直系親屬

同一戶之家屬
（含姻親）

眷屬或其他家屬
(含姻親）

里鄰長得推派

決標方式

小額採購分別辦理

取最有利標精神

限制性招標 + 準用
最有利標 ( 委託專
業服務 )

鄉鎮市數量

2

2

7

6

1

鄉鎮市數量

5

9

3

鄉鎮市

西湖、苑裡

三義、三灣

頭屋、造橋、通霄、南庄、
竹南、銅鑼、大湖 

苗栗、後龍、獅潭、公館、
泰安、卓蘭

頭份

鄉鎮市

頭屋、泰安、三灣、西
湖、獅潭

大湖、三義、南庄、苑
裡、銅鑼、後龍、苗栗、
造橋、卓蘭

竹南、頭份、通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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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約階段 -契約規定契約價金之調整方式

鄉鎮市 契約規定契約價金之調整方式

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價金 10 
％減價，並處以減價金額 10％。減價及違約金之
總額，以該項目之契約價金為限。

大湖

苑裡

竹南

通霄

銅鑼

苗栗

逾期者每日處價金 3‰違約金，最高不逾總價金
20％。

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價金 20％減價，俾處以減
價金額 25％之違約金。減價及違約金之總額，以
該項目之契約價金為限。

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價金
100％減價，並處以減價金額％或1倍之違約金。
減價及違約金之總額，以該項目之契約價金為
限。

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價金 10％
減價，並處以減價金額 3倍之違約金。減價及違
約金之總額，以該項目之契約價金為限；違約及
減價金額以招標規範為優先，未於招標規範中敘
明之部分依本項內容。

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價金 
10％減價，並處以減價金額 1倍之違約金。減價
及違約金之總額，以該項目之契約價金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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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案

一、案由

請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自訂村里鄰長文康活動作業規範，並明

訂參加人員範疇，俾利活動辦理有所依歸、杜絕爭議。

二、說明

( 一 ) 有關鄉（鎮、市）公所辦理年度村里鄰長文康活動，

鄰長不克參加時得否由眷屬或他人代理一節，參照內

政部96年5月30日內授中民字第0960722684號函釋，

因鄰長屬義務職，為民服務時，常由眷屬或其他家屬

協助，如鄰長不克參加文康活動時，由眷屬或其他家

屬代理尚屬可行，本案允宜由地方政府本權責辦理。

( 二 ) 目前本縣得參加人員範疇，有最嚴格限本人參加者，

亦有最為寬鬆得由村里鄰長推派者，其間有關家屬或

眷屬之認定則寬嚴不一。

( 三 ) 內政部 101 年 6 月 5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15036168 號

函釋…揆諸上述民法意旨，除家長外，所有戶內人口

係泛稱家屬…至「眷屬」之稱謂非屬戶籍登記事項。

本案所涉村 ( 里 ) 鄰長文康活動及有關代理疑義，係

屬地方自治權責，宜由各直轄市、縣 ( 市 ) 政府本權

責自行訂定規範辦理。

三、決議

照案通過：請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參酌草擬範本自訂村里鄰長

文康活動作業規範，並明訂參加人員範疇，俾利活動辦理有

所依歸、杜絕爭議。

肆、「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採購案廉政細工
深化作業研討會」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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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鄉鎮公所辦理村里長及鄰長文康活動注意事項

一、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旨在激勵村里服務團隊士氣，增進村里鄰長

服務知能、強化為民服務作為。

二、村里長應本人參加；鄰長如不克參加時，得由日常協助村里服

務之眷屬或其他家屬代理。

有關眷屬或共同生活家屬其界限範圍，定義如下： 

(一 )眷屬：鄰長本人之配偶、祖父母、父母、子女及其配偶、

孫子女及其配偶。

( 二 ) 共同生活家屬：1. 與鄰長本人同一戶籍或同一門牌分戶

籍之親屬。2. 非鄰長親屬但與鄰長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同居一家者。

三、應將參加人員身分條件列於計畫中，並確實轉知村里鄰長或參

加人員 (如：活動報名通知單及行前通知單 )。 

四、報名參加之人員應當日親自簽到，不得由他人代簽或他人冒名

頂替。

五、於村里長、鄰長或代理參加之家屬或眷屬報名後，排定各車次

如尚有餘數，得開放村里長或鄰長之眷屬或共同生活家屬報

名、全額自費參加，以補足空位為限，不得任意擴充邀請人數。

六、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應依政府採購法相關法規辦理。

七、鄉鎮公所核銷村里鄰長文康活動之經費，應依實際得參加活動

之人數支給；不符合資格之人員應自費參加，鄉鎮公所應善盡

核實報支之責。 

八、各鄉鎮公所應不定期督導及辦理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業務之執行

情形，其執行成效本府民政處得列為年度民政業務考核及補助

事項之依據。

參 考 範 本（請自行增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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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案

一、案由

溫馨提示參加資格事項並落實身分審核程序，避免冒名頂替

情事。

二、說明

里鄰長文康活動，多由參加者及代理參加者填寫報名表，惟

主辦單位如未落實身份審核，或於發車後始於車上確認，極

易發生冒名參加或以人頭充數之情事。里鄰長如因不諳規定

而將名額轉由不具資格者代為參加、公務員如未確實審核報

名者身分資格，恐涉有刑責。

三、決議

照案通過：

( 一 ) 報名表宜提示得參加人員範疇，除須填載相關資料，並

應註明身分別、檢附相關證明（如身分證、戶籍謄本）

或由村里幹事協助「共同生活家屬」資格之認定，於統

計活動保險人數階段即先行過濾名單。

( 二 ) 辦理行前座談會或函發行前須知時，宣達須攜帶常備藥

品、身分證、健保卡，並提醒將以證件確認登車人員身

分，並重申相關規定。

(三)活動當日出發前，會請民政課各村里幹事隨車工作人員，

依據保險名單及證件確認車上人員有無與實際報名人員

不同，而為不得參加人員。

( 四 ) 活動結束後，如發現有不符資格之人員參加，應於核銷

作業完成前，改為自費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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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另為避免當日始審核參加人員發生不符之情境，建議人

員之審核建議提早至報名階段，在報名表即事先教示得

參加人員之範圍，並增加「稱謂」欄位，由報名者填寫，

於統計活動保險人數階段即先行過濾名單，透過參加人

員自行揭露，亦可藉以明確故意虛偽報名案件時之責任

歸屬。活動當日出發前，各村里幹事隨車工作人員確實

審核、嚴格把關，較大型之公所如因參加人員眾多，無

法逐一確認，可研究用「抽點方式」，善盡查核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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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案

一、案由

加強評選（審）作業保密作業及評選（審）委員切結程序。

二、說明

本縣村里鄰長文康活動，除以小額方式分別採購者外，多以

採最有利標精神或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為使評選（審）

委員均能公正辦理評選，宜落實政府採購法相關保密規定，

期以促進評選作業兼具效率、品 ++ 質及清廉。

三、決議

照案通過：

(一 ) 評選（審）委員建議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定時，應以密件辦理，加註密件並至於密件專用封套（文

件密陳袋）內。如未設有密件專用封套，仍建議以普通

封套標註密件並於封口黏貼一張薄棉紙後加蓋「密」。

(二 ) 評選委員名單公開前，如有發函予採購評選（審）委員

會委員時，應以密件方式對各委員分繕發文。

(三 ) 評選作業開始前，使評選（審）委員瞭解法律上權利與

義務，加深委員對職責的認知，不得與所辦採購案有利

益關係之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從而避

免過去部分採購個案發生弊端，評選委員遭檢調單位調

查、起訴，並不利於整體採購環境之情形。

(四 ) 加強辦理保密措施及宣導並適時辦理採購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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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採購案廉政細工深化作業研討會

苗栗縣政府秘書長陳斌山主持

律師張繼圃提供法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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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採購案廉政細工深化作業研討會

會議討論情形

會議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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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鄰長文康活動採購案廉政細工深化作業研討會

會議討論情形

會議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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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地方機關市長甲○○為核銷全額經費，明知實際出席
人數不足，仍指示各里不知情之里幹事為各里長擬具函文
檢附出國訪問活動計劃書及逕以預算編列之各里長、里長
配偶及鄰長數直接計算各里得動支之金額領據，經不知情
之各里長用印後，交由亦不知情之民政課員 A○○彙整簽
擬，經均知情之主管 B○○及會簽財政課長 C○○、主計
主任 D○○用印後，呈請市長甲○○批示核可，溢支五人
之預支。
    又，甲○○為得以全數消耗使用該筆出國訪問預算，
竟明知該活動無法代理出席，仍口頭允諾無法成行之里鄰
長得指定親屬替代享用公費出國，製造虛偽名冊核銷全額
經費。
    本件甲○○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
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就其主管事務，直接圖私人
不法之利益，處有期徒刑陸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
(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確定 )

◎風險評估：圖利罪
◎因應對策：

一、機關辦理核銷作業，應留意實際參加人員名冊，
核對相關參加人員簽名或印章，以避免不實核銷
之情事。

伍、違法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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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訂定村里鄰長辦理文康活動注意事項，並明確規
範代理參加之範圍，並加強身分審核程序。

◎參考法令：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圖利罪

地方機關首長
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就其主管事務

直接或間接圖私人不法之利益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圖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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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

    里長乙○○、里幹事丙○○均為依據地方自治法規，

辦理里鄰事項而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明知鄰長自強
活動係依據實際參加人數請領公費補助，亦明知該活動鄰
長無法全數參與，仍共同基於詐領補助之犯意，先虛偽陳
報，使公所陷於錯誤，將自強活動補助經費匯入乙○○帳
戶中，並因活動時並未確實簽到且多位鄰長未真實參加，
為完備鄰長自強活動補助費核銷程序及避免繳回所詐領之
補助費，於鄰長餐敘期間提供簽到表，置於餐敘會場，使
不知簽到表是用於核銷經費之鄰長等人簽名其上，以取得
完整之簽到表，併同自強活動旅遊照片及旅行業代收轉付
收據，向公所辦理核銷程序。使不知情之鄰長簽名，並據
以辦理核銷程序。
    乙○○共同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
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減為有期徒刑貳年，褫
奪公權壹年陸月；緩刑肆年。
    丙○○共同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
處有期徒刑參年捌月，褫奪公權參年；減為有期徒刑壹年
拾月，褫奪公權壹年陸月；緩刑參年。
(高等法院撤銷原判決確定 )

◎風險評估：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
◎因應對策：機關辦理核銷作業，應留意實際參加人員名

冊，核對相關參加人員簽名或印章，以避免
不實核銷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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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
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里長、里幹事
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
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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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里長丁○○、戊○○均為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

員。

   明知部分鄰長不參加該次文康活動，竟皆基於明知為

不實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公文書之犯意，囑由不知情

之里幹事將包括未實際參加活動鄰長在內之全部鄰長個人

資料填寫在該年度里鄰長文康活動（里鄰長參加名冊）」

內，表明全數參加而登載不實，致公所承辦人員據以投保

旅遊平安保險，由該公所核銷全部費用。

    丁○○、戊○○行使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

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處

有期徒刑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貳年，並應於緩

刑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公庫支付新臺

幣伍萬元。

(臺中高分院駁回上訴確定 )

◎風險評估：公務員登載不實、行使偽造文書

◎因應對策：應落實身分審核作業、留意實際參加人員名

冊，核對相關參加人員簽名或印章，以避免

不實核銷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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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令：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文書罪

里長
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
明知未實際參加

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
填載於參加名冊

生損害於公眾及他人
不當使用公款核銷足生損害於公眾
並損及文康活動預算執行之正確性

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
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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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

   里長己○○依地方制度法第 59 條之規定，受新興區區

長之指揮監督，辦理該里公務及上級交辦事項，為依法令

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

員，因知悉部分里鄰長不克參加文康活動，乃請渠等製作

代理同意書使不具參加資格之人員參加，並於關係欄填寫

「表妹」，再由己○○填寫活動保險表，併同同意書及鄰

長文康活動保險表繳回公所，使公所承辦人員誤以為與前

揭鄰長各具有家屬關係，使渠等得以免費參加該次文康活

動。

   詐欺取財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 高等法院駁回上訴確定 )

◎風險評估：詐欺取財

◎因應對策：應落實身分審核作業、留意實際參加人員名

冊，核對相關參加人員簽名或印章，以避免

不實核銷之情事。

◎參考法令：刑法第 339 條詐欺取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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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長
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施行詐術
使人於代理同意書填具不實之親屬身分

使人陷於錯誤
讓公所承辦人誤以為渠等有親屬關係，得免費參加

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
使用公款核銷不得免費參加人員之費用

刑法第 339 條詐欺取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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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庚○○為鄉長，快樂旅行社公司股東 E ○○知悉該鄉
將辦理「1 村鄰長文康活動」勞務採購案，遂透過關係向
庚○○表達欲承作該標案，庚○○因而將該勞務採購案之
評審委員遴選名單交給 E ○○閱覽，供 E ○○挑選評選委
員，並配合 E ○○之建議挑選評審委員。庚○○以上述方
式在該勞務採購案評審委員會開始評審前，將評審委員有
何人此一秘密洩漏給 E ○○，之後快樂旅行社公司亦順利
取得優先議價權，並標得上開勞務採購案。

◎風險評估：洩密
◎因應對策：落實評審委員名單保密作業
◎參考法令：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

密罪

公務員
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洩漏或交付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
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評審委員名單

刑法第 132 條第 1項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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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某鎮將辦理「1 村鄰長文康活動」勞務採購案，採限
制性招標，準用最有利標決標。承辦人因疏忽用電子郵
件通知評審委員，未註明密等，並分繕發文，致洩漏評
審委員名單。

◎風險評估：洩密
◎因應對策

一、落實評審委員名單保密作業，採取妥善措施。
二、宜加強法治教育宣導，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除故

意犯兼罰過失犯。
◎參考法令：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

秘密罪

公務員
屬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因過失洩漏或交付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
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評審委員名單

刑法第 132 條第 2項過失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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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圖利罪 )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三千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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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

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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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 213 條 (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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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參考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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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216 條 ( 行使偽造文書罪 )

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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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 339 條 ( 詐欺取財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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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 132 條第 1項 (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

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 132 條第 2項 (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

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三百元以下罰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