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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年清廉印象指數，我國在8個涵蓋臺灣之原始資料的計算
下，得分為65分，排名全球第28名，分數較2018年增加2分，
名次則是進步3名。分數和排名皆創下我國的新高，顯示近
年來我國推動的廉政建設已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 



案例一               2021-01-07 16:11 聯合報 

蛙蛙文創口罩消費爭議全國破1700件 新北僅17件協商案 
 

各縣市消保官陸續接到民眾投訴，8月花錢訂購「蛙蛙文創」醫療口罩，但
拖了3個多月仍未收到商品，質疑遇上「詐騙集團」，雖業者去年於官網公
告，12月底前會完成出貨或退款，但承諾也再次跳票，台北、新北、台中、
台南及高雄市消保官今聯合行政調查，由於民眾大多至公司所在地北市提出
申訴，目前新北僅排定協商會議17件，近期將陸續召開。 
 

台北市法務局指出，去年11月中旬起陸續接獲消費者申訴，11月20日請業者
到市府說明，並儘速出貨及公告預定出貨時間、退款流程及定期回報處理情
形。但因業者未積極辦理，且公告替代供貨方案或承諾退費日期，又多次跳
票，致使去年12月開始，消費申訴案件激增，至今全國已逾1700件。 
 

台北、新北、台中、台南及高雄市消保官今共同行政調查，新北市消保官表
示，因民眾多向公司所在地之台北市提出第一次或第二次申訴，蛙蛙文創於
新北市的申訴案件，尚未多到必須召開大型協商會議，已提出第二次申訴並
排定協商會議案件目前僅17件，另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將於1月底陸續
召開大型協商會議，業者會進行說明，並提出出貨情形及分批退款方案。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B6%88%E4%BF%9D%E5%AE%98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A3%E7%BD%A9


刑法詐欺罪之規定 

第33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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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9-4條（105.11.30）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 
       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施用詐術 
交付財物 

謊稱是醫療口罩？ 
謊稱會出貨？ 
謊稱… 匯款 

現金 
 





案例二 

• 某醫院藥劑師 

• 小夜班或大夜班給藥工作 

• 上班時間負責保管該藥局藥物 

• 「禁止無處方借藥」 

• 未告知主管、未寫借物條將藥物
取走，拿至其他藥局供調劑使用 



如果歸還了，
還有刑責嗎？ 



不起訴之理由（基隆地檢106偵4234）： 
 

1、O藥師盤虧藥品索賠分析」無法確認挪用品項 
      及數量 
 

2、盤虧原因甚多（管理不善、帳目出錯等） 
 

3、盤虧分析上前6名藥品，與OO藥局之健保署申報 
      數量無法比對 
 

4、群組LINE內有催促還藥的內容，表示該藥局仍有 
      借藥之情事，僅需在每季盤點前設法規還即可 



刑法第336條規定： 

對於公務上或因公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一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35條規定：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案例三 

一般門診診察費 
針灸治療處置費 

實際就診情形： 
部分健保 

部分自費針灸療程 

 一般門診診察費 
傷科治療處置費 

實際就診情形： 

自費就醫 

 一般門診診察費 
 傷科治療處置費 

實際就診情形： 

未就醫 

明知未對就診之病患提供醫療處置，卻利用電腦製作不實之就診時間 
申報就診情形及點數等電磁紀錄，再透過電腦連線申報費用 



證據 

• 被告自白（金額54015元） 

•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違規案件裁處表 

• 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合約 

• 病患之健保署訪問紀錄(含保險對象門診就醫紀錄明細表
、保險對象IC卡回傳就醫紀錄明細表、掛號費憑據、收據) 

• 被告之健保署訪問紀錄 

• 被告以ＯＯ中醫診所名義出具之切結書 



如何認定？ 



涉犯法條： 
 

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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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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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
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20條（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
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
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緩起訴條件： 
緩起訴期間為1年，被告並應自緩起訴處分確定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15萬元，並書立悔過書1份（已當庭履行完畢）。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參酌
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1年以上3年
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 
 

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下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一定金額，並得由該管檢察署依規定提撥一定比率補助相關公益 
         團體或地方自治團體。 
五、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 
         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案例四 

僅取藥 

未就診 

未就診或未拿藥、 

就診次數以少報多 

同時詐商業保險 

刷健保卡 

病歷記載就診紀錄及病名 

以電腦申報醫療費用 

提供偽造之診斷證明書 
自費處方箋及收據給病患 

未就診 

未取藥 



涉犯法條： 
 

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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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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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第215條（病歷部分）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210條（保險理賠部分）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續犯： 

按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服務審查辦法第
4條規定：「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當月份』之醫療服務案件
費用申報，應於次月20日前為之。……」，足見健保給付費
用係採按月申報之方式於審核後給付。 

如附表所示之不實就醫紀錄，其中就各該月份內有多次刷用
健保卡製作不實醫療紀錄之行為，均係出於OO中醫診所請領
當月份之醫療服務費用之相同目的，獨立性極為薄弱，就當
月份之多次行為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評價為接續犯之
一罪。 
 

想像競合犯（刑法第55條）：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
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一審（新北地院105訴1061） 

黃○○犯如附表一、二各編號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二各編號之刑及沒收。 

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
仟元折算壹日。 

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二審（高等法院107上訴2998） 

黃○○犯如附表一、二各編號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二各編號之刑及沒收。 

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1仟元折算壹日。 

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0月。  

 
 

 

終止特約：104年8月1日起終止特約(虛報281,500點) 

追扣暨扣減10倍醫療費用共計1,471,360點 

負責醫師獲不起訴處分：2倍罰鍰金額51萬XXXX元。 

 

 
 

法院判決結果 

健保署處分 



案例五 
不滿醫護人員說：
診所係口腔外科專
業診所，僅接受其
他牙醫診所轉診手
術病患，且必須事
先預約 

拿起櫃臺上之看診預約本，猛力砸向醫
生稱「你這醫生怎麼那麼囂張，見死不
救，沒有看過診所那麼囂張」、「你很
囂張、不給我看，我就讓你上蘋果，讓
你混不下去」 



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 

對於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
法，妨害其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
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
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 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 

     務時施脅迫罪處斷。 

 

 



一審判決（臺北地院108審簡1557） 
 

OO對於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時，施恐嚇，足以妨害醫事人
員執行醫療業務，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陸個月內
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萬元。  

 

→依刑法第74條第4項規定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3萬元） 
 

→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 
    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 
 

 

 

緩刑？ 



案例六 

 

診所負責人送禮卷
（加速申辦流程） 

 

審查人員盡快核定
其特約資格 



貪污治罪條例 
第5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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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意圖得利，擅提或截留公款或違背法令收募稅捐或公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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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未遂犯罰之。 

 

第11條規定：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 
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對於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之公務員，就跨區貿易、投資或其他商業活動有關
事項，為前二項行為者，依前二項規定處斷。 
不具第二條人員之身分而犯前三項之罪者，亦同。 
犯前四項之罪而自首者，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均依
本條例處罰。 



要求 

期約 

收受賄賂 

不正利益 

        行求 

         期約 

雙方相互約定期間交付賄賂，雙
方意思表示一致而尚待屆期交付 

        交付 

各階段行為都處罰 



賄賂&不正利益 

賄賂： 

凡金錢或能利用金錢計算之財物皆屬之，如現金、
禮券、手飾、衣服、皮包、電器用品、房屋、書畫
等。 

 

不正利益： 

凡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求或滿足人之慾望之一切
有形或無形之不正當利益皆屬之，包括物質上利益
與非物質利益，例如性交享樂、招待飲食、遊樂、
演藝、免除債務、設定債權、介紹職業、晉升官階、
提供投資等。 



刑法第284條修正 

刑法第284條（108.5.29）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前規定：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
下罰金。 

 

刑法第287條規定： 
第277條第1項、第281條及第284條之罪，須告訴乃論。但公務員於執行
職務時，犯第277條第1項之罪者，不在此 限。 

 

 

 



 得提起告訴之人： 

     - 犯罪之被害人，得為告訴（刑訴§232） 

      -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獨立告訴（刑訴§232） 
      - 被害人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告訴。但告訴乃論之罪，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 
        意思相反。 
 

 提起告訴之時間（刑訴§237）： 
      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 
      得為告訴之人有數人，其一人遲誤期間者，其效力不及於他人。 

 

 撤回告訴 （刑訴§238）：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撤回告訴之人，不得再行告訴。 

告訴乃論 



民事與刑事案件的區別 

刑事案件： 
主體：檢察官、被告 
審判：必須檢察官偵查後 
      有起訴才會到法院 
費用：不必費用 
處罰：國家刑罰權 
     （有期徒刑、罰金） 

民事案件： 
主體：原告、被告 
審判：原告直接向法院 
      提起訴訟 
費用：要繳納裁判費 
處罰：以金錢的損害賠 
      償為主 



偵案 

他案 

 

 

偵查程序簡介 

簽結  

 

簽分 

偵案  
 

起訴 

不起訴 

緩起訴 
聲請再議 

審理 

無理由 

駁回 

有理由 

 

移送 

函送 

剪報 

檢舉 

自首 

確定 

聲請交

付審判 

 

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告訴、告發 



傳票 

證人 
被告 
告訴人 

案號 
案由 

被告無正當理由
不到場者，得命
拘提 



具結 
案號 

案由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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