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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雖不成罪，行政處罰仍等著您！  

■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前陣子一些酷愛杯中物的人，走路已經不穩，硬以為自己沒有醉，強撐著去摸那些動

力交通工具通常是汔車的方向盤或者是機車的把手，全不想其他用路人行的安全，在公路

或市區馬路上横衝直撞，因這些人的酒後駕車可為，如果發生自撞自摔，造成車毀人傷，

甚至枉自己性命的意外事件，那是自作自受，怨不得人。問題是「酒駕」發生事端，被害

人大都是無辜的用路人，他們不幸遇到這些已經因酒精失去理智，兇神惡煞般的「酒駕」

者，經常是非死即傷。駕駛的交通工具，也都面目全非。這些斷送生命在「酒駕」的輪下

者，大都為青年才俊之士或一家之主，他們的死，不只是國家失去未來的楝樑，個人的家

庭生活也失去了依靠。這種神人共憤的惡行，引起國人極度不滿，一致要求有關當局修法

嚴懲，政府為順應民情，乃廣徴民意，積極進行修法，懲罰「酒駕」最新修正的【刑法】

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法條已經在去年的六月十九日公布，修正法條基本內容雖無大變動

，只是増列了類似【刑法】累犯處罰的規定，在第三項明訂：「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

第五十四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五年內再犯第一項之罪，因而

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 

要符合上述「酒駕」犯罪的要件，依法條的規定，行為人首先要有飲酒的行為，究竟要飲

多少酒才能算是「酒駕」犯罪？由於各種酒類所含的酒精濃度不一，無法用飲酒的數量來

評斷、因此【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法條在第一項第一款中明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

達每公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即為不能安全駕駛抽象危

險的「酒駕」犯罪，此罪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因此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駕駛人經測

試酒精濃度已達法定標準，「酒駕」犯罪即告成立。 

除了上述以酒精濃度作為能不能安全駕駛以外，同法條第一項第二款另規定「有前款以外

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此項規定係針對行為人未

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但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至於何種情形係屬於客觀情事，法條並未明定，由現

場執行的警察人員加以認定。警察機關訂有一種表格，在表內列舉各種不適合安全駕駛事

項，像夜間開車不開燈便是，實際情形由執行員警勾選，經判定己屬不能安全駕駛，即可

用刑事案件移送法辦。

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過測試，並沒有合於上面所述成立刑事案件時，也別高興太

早，因為還有行政罰正在等著您！什麼是「酒駕」的行政罰規定，在公路法規【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中，這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

檢定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

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至二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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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其中第一款即為「酒精濃度超過規

定標準。」至於酒精濃度達到什麼程度才算是「超過」，這法條並無明文規定，但另一種

公路法規【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的第一百十四條則規定有：「 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駕車：」此法條對於「不得駕車」的情形共列有五款，其中第二款即係規定：

「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此法條與【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條所定「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兩相比較雖然只

有少許差距，但結果則大不相同，前者是刑事罰，也就是犯罪行為，要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並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如果是被判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依【刑法】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項規定，雖然可以易科罰金，用金錢來換取自由，但執行刑罰的檢察官若認為易

科罰金難收矯正的效果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也可以不予准許。所以一旦犯了「酒駕」案

件，有時有錢也買不回自由！至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本係行政罰，被處罰鍰繳納

後應該就沒事，不過同法條中另有規定，要當場將其所駕汽機車移置保管並吊扣其駕駛執

照，駕駛執照吊銷後，若不得再考領：也就是終生都沒有機會再去把玩汽車駕駛盤和機車

的把手了！再過幾天就是農暦的歲尾年頭，飲酒的機會大增，汽機車駕駛人務必要遵守

「開車不飲酒，飲酒不開車」的鐵則，以免觸法，為自己若來終身遺恨！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109年1月13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

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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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圖文包─累犯

■司法院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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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不實差勤紀錄，詐領加（值）班費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細工（消防篇）

一、案情概述
　　某消防訓練中心科員甲，要求2 名同事基於同袍情誼，在不知情下幫甲代刷卡，事

後甲再登入員工差勤系統請領加班或值班費，進而順利達到詐領目的。 甲負責水域裝備

器材、採購及訓練場所管理等業務，明知依規定應核實請領加班費及值班費，竟基於詐欺

取財之犯意，登載不實之「加班日期、時間、事由」及「值班日期」後逐級陳核，使具實

際審查義務之消防訓練中心主管、人事室及會計室人員均陷於錯誤，據以核發加班費及值

班費，甲因而詐得加班費 2萬 1788 元，值班費 9600 元共計 3 萬 1388 元。案經地檢

署調查後，並經地方法院判決處甲應執行有期徒刑 1 年 10 月，緩刑 4 年，並應向公庫

支付 5 萬元。

二、風險評估
一、 督導未臻周延：

各大隊未定期查察各分隊停補休及加班狀況，並比對各分隊人員超勤加班時數，產生誤填

超勤時數或擅自停補休未經主管人員同意等情形，顯示督導成效不彰。

二、 法紀觀念薄弱：

同仁若不注意法律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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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費及工資等。

三、 審核作業形式化：

單位主管對於差勤申請案件之審核流於形式，只核章不審核，終使甲有機可趁。

四、 加班申請作業未依規辦理：

加班申請非為趕辦具有時間性重要業務，且未依業務需要從嚴審核。另未落實加班因故未

及於事前申請，最遲應於機關規定期限內提出，逾限應不予處理；遇有特殊情形，應簽奉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同意後辦理。

三、防制措施
一、加強同仁法治觀念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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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教育訓練，協助同仁精進相關法規，及藉由案例解析體認廉潔的重要性，養成其責任

心與榮譽感，使之知法守法，避免誤觸法網，並由自身道德約束其行為，以達到機先預防

之目的，以防止貪瀆弊端生。

二、落實審核作業：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之加班申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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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不定期實施人事差勤抽查：

單位主管除應注意部屬日常生活、交友狀況外亦應注意其業務往來之狀況。另人事單位應

不定期實施人事管考抽查，使人事考勤差假均能符合真實狀況，並交叉比對核准之加班申

請單、刷卡或簽到退紀錄 及 加班費清冊等資料是否有異常情事 ，俾落實人事出勤狀況

。

四、資料保存應完善：

對於差勤資料之處理，應留存相關異動紀錄及最近異動日期，以防止發生未經授權變更資

料等情事，以防止發生未經授權變更資料等情事。

五、會計室審核：

審核加班費清冊是否經權責單位核簽及相關表及相關表單或證明文件是否齊備。

四、參考法令
１．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２．刑法第339 條普通詐欺罪

●最新揭弊多元管道PART1●

１．現場檢舉: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至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檢舉，均有值勤人員

受理！

２．電話檢舉：設置「０８００」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爆料－

我爆。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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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知法犯法，值勤時間酒駕肇事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細工（消防篇）

一、案情概述
　　某消防分隊長甲，在上班值勤時間受邀到義消家中餐敘，並開公務車前往赴會，盛

情難卻喝了 2 杯威士忌，之後駕駛公務車返回隊部時，發生車禍撞上貨車，車頭幾乎全

毀，經警方對甲施以酒精濃度測試，酒測值高達每公升 0.6 毫克。甲因服用酒類致不能

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除遭警方送地檢署偵辦追究刑責外，消防局已將全案送考績委

員會懲處，記過 2 次及調離現職 。

二、風險評估
一、當事人輕忽法律規定：

身為公務員即應知法守法不逾法紀，除平時執行公務應期間恪守相關規定外，更應嚴禁於

執行公務期間飲酒。

二、直屬長官未能確實督促：

管理幹部未能於事件發生前，確實向同仁宣達酒後不得駕車之情事，並未注意該分隊同仁

下勤後之狀況，導致分隊同仁肇事，確有疏於督導之責任。

三、違反交通安全秩序，有損消防風紀形象：

交通事故造成民眾生命傷亡與財產損失，除嚴重影響受創家庭幸福外，肇事同仁亦須承擔

良心的譴責與鉅額的賠償。另消防人員代表政府行使公權力，若知法犯法發生酒駕肇事，

尤易遭受輿論非議與撻伐，且損及機關風紀形象。

四、酒駕肇事統計：

統計酒駕各年齡分布，其中以 40 歲至 49 歲間人數最多，適值壯年之且為社會之中堅，

可見影響社會成本甚鉅，研判同此年齡層之消防同仁社會關係最為活躍，交友廣闊應酬較

為頻繁。另公務人員酒駕件數多半發生在駕件數多半發生在22時至時至凌晨2時之間，研

判主要是晚餐應酬飲酒後續是晚餐應酬飲酒後續((第二))攤，心存僥倖而酒駕。

三、防治措施
一、加強法治教育宣導：

彙整酒駕相關案例，以實務曾發生之具體個案，利用局報 、通報及消防資訊系統等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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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確實宣導，以達示警作用。另請單位主管隨時掌控同仁狀況，於勤前教育或集會時，

加強叮嚀及關心,嚴禁酒後駕車之行為，避免酒駕觸法，以為民眾表率。

二、加強實地查察：

為建立「酒駕零容忍」觀念，各級督導人員採無預警方式，不定期至各大（分）隊檢查辦

公場所或共用之冰箱，是否存放含有酒精成分的飲料。

三、嚴格管制飲酒行為之人員：

各級督導人員加強走動式管理及勤務觀測等監管作為，如發現面帶酒容及有酒味同仁應禁

止服勤，以避免同仁存有勤前飲酒不知節制或勤中偷勤飲酒之僥倖心態，對於勤餘常有飲

酒習慣之人員，各單位主管應於輪休 假 前加強關懷及提醒，並以電話聯繫其眷屬多加注

意。

四、建立內部通報機制：

消防人員酒後駕車遭警察取締，應於事發後主動告知單位主管，隨行同仁若有發現異狀，

亦應第一時間陳報長官知悉，使長官可即時調派人力或為其他適當處置。

五、維護消防人員身心健康，養成良好生活習性：

消防人員工作壓力大，各單位主管應鼓勵同仁從事有益身心之休閒活動，摒除假日、輪休

或非勤務時間即可放心暢飲含有酒精飲料之錯誤認知，提醒同仁切勿將喝酒當作抒發情緒

及紓解工作壓力的唯一方式。

四、參考法令：
刑法第185 條之 3 酒駕公共危險罪。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 條第 1 項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4 條第 2 款。

●最新揭弊多元管道PART２●

1.書面檢舉: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2.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廉政署首頁/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3.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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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社群網站上個資你可以這樣做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當臉書(Facebook)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西裝筆挺的坐在美國國會及眾議院中為

他一手創辦的社群網站未能保護數千萬筆用戶個資，導致用戶個資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

間被政治廣告和簡訊利用而道歉時，你有意識到自己在各種社群網站所留下的個人資料現在

流落何方嗎？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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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幾個使用社群服務時保護自己個資與隱私的小撇步，提供大家參考。

1. 不接受陌生人的交友邀請

各位可以試著想想看，自己在社群網路上的好友一共有幾位？真的每一位都認識嗎？你

在社群網站上所張貼的訊息或照片讓陌生人看到都沒關係嗎？謹記且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絕對不接受陌生人的交友邀請！因為一加入成為朋友，有心人士就可以利用網路上的蛛

絲馬跡拼湊出你的生活日常，然後作出不利於你的行為。

2.張貼訊息前務必三思

當你希望和所有親朋好友分享心情或現況時，社群網路提供了相當簡便的管道，任何的

文字、照片或影片，只要選擇及上傳兩個步驟，就能把訊息公開在你的社群網路服務頁

面上，然後親朋好友們便開始對你張貼的留言按讚，或者提出更多的問題及回應。但是

你所張貼出來的文字、照片和影片，很有可能透過社群網路的分享機制，被持續分享、

轉寄，甚至公開在其他的社群網路服務上，而接觸到你所張貼訊息的對象，除了朋友和

家人之外，還可能包括陌生人，或其他懷有惡意企圖的人；與你一開始希望分享訊息的

對象會有很大的差距。

3.瞭解網路上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即使許多社群網路服務可以限定只分享給加入好友的對象，實際上大多數社群網路服務

越來越像是公共領域的分享平臺，加上新聞媒體向網路取材的習慣，任何張貼在社群網

路上的一句話、一篇文章、一張照片、一段影片，都像是公開在沒有設限的網際網路上

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

4.進行社群網路服務隱私設定

其實在社群網站上你不太需要建立完整的會員個人資料，也可以無障礙且不受影響的使

用其中的功能，因此沒有必要揭露的資訊，盡量不要提供，按下資料送出前，最好先仔

細閱讀隱私權政策，瞭解自己的個資將會被怎樣保存、處理與利用。

5.定期檢視社群網路服務的隱私設定

許多人可能認為自己早已做好社群網路服務的隱私設定，以後就可以放心的張貼文章、

照片或影片；然而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社群網路服務的隱私政策並非永久不變的，

可能會新增條文，或者改變既有的規則，像是本來不開放的內容突然變成開放的，特別

是當某些新功能或新服務項目推出時，或是當你更新社群APPs時，甚至是服務業者覺得

有需要改變的時候。

6.選擇強度高的密碼

選擇安全強度高的社群服務登入密碼，也是經常被提到的防護方式，因為好猜的密碼很

容易讓你的社群服務帳號被破解，所有在社群內的隱私資訊，也可能因此被公開。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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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設定小撇步!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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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了促銷機票可以退費嗎?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全球資訊網

一、案情概述：

自助旅行風潮正夯，越來越多消費者捨棄傳統的團體旅遊方式，改買機票出國，為自

己量身打造一趟夢想中的旅程。林小姐為了完成法國自助旅遊的願望，向某家旅行社

洽詢半年後的巴黎來回機票，經業務代為尋找後，發現某特價航班報價3萬有找，林

小姐隨即訂位付款並收到電子機票，沒料到事隔一週，林小姐因故無法成行，她馬上

通知旅行社辦理退票，結果旅行社竟然告知只能退回6千多元，林小姐無法接受，向

臺北市政府提起申訴。

二、申訴處理經過：

消保官請雙方出席協調，林小姐表示，她購買機票後根本沒有搭乘，而且隔週就馬上

退票，業者沒有提供服務，而且該航班出發日期是半年後，業者仍然有充分時間可以

將機位出售，沒有任何損失，但旅行社竟然扣除將近7成費用，太不合理。旅行社則

表示，消費者所購買的機票是便宜的促銷機票，所扣除的金額是依航空公司公告收取

的退票罰金（2萬元）以及航空公司退票手續費（1千元），另外旅行社已經提供訂位

服務，所以旅行社也收取8％的退票手續費（約2千3百元），業者主張如果消費者當

時不是選擇此種促銷機票，退票自然沒有那麼高額的罰金及手續費，消費者不能自己

買了便宜機票又不考慮後果。

三、問題研析：

依「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第1點第5款，相關退票資訊應於航空公司網站或原

售票單位明顯處公告揭露。消保官爰請業者說明退票依據，發現業者雖然在網頁上公

告該航班「退票手續費：原購票金額(含稅)-8%(本公司退票作業費)-航空公司退票罰

金TWD20000加上航空公司退票手續費TWD1000」，但當時林小姐與業務間是透過email

聯繫，經查往返郵件中業者的確未告知該機票的退票規定。經協調，本案既然是業者

沒有清楚告知消費者買的是促銷票，也沒有說明相關規定，有疏失在先，旅行社同意

負責賠償，個案退費給消費者。

消保官提醒消費者，訂購機票務必要注意機票相關規定，像是團體票、包機機票、特

殊優惠票或機票標明不可退票者，不能退票，消費者於購票前應詳讀退票說明。如果

不屬上述特殊機票，通常未使用者可辦理退票，但退費需扣除航空公司所規定之相關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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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如手續費或違約金）及旅行社代辦退票之手續費。消保官提醒，優惠愈多的機

票，往往退票時所扣的各項費用也可能愈高，消費者購票前應仔細考慮需求再訂購，

不要一看到便宜就忽略藏在細節裡的魔鬼。另外也呼籲業者應充分揭露退票條件等資

訊，如果與消費者個別洽談訂票，也應該確實且具體告知消費者解約退票之條件，避

免引發不必要的爭議。

四、參考法條：
「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

一、感謝您完成此次機票交易(機票號碼： ），用規繁多，謹擷取其中最重要者說明

如下：

退票說明(可複選)

□不可退票

□可退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辦理退票，其手續費收取與否事宜，請向_________

__(原售票單位)洽詢辦理：

□完全未使用之機票

□部分未使用之機票

□共用班號之機票

□其他______________

相關退票資訊應於航空公司網站或原售票單位明顯處公告揭露。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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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汽車零件保固爭議？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法務局全球資訊網

一、事實：

小林(化名)於101年間向業者購買油電車1部，該車電池保固4年或12萬公里(以先到為

準)，嗣小林於108年6月間自費更換電池時，才發現新更換的電池卻只保固1年或2萬公

里，但其當初購買新車時，於型錄或其他相關資料上，只記載新車的電池保固期間，

並未說明之後換電池的保固條件，如果有揭露該項資訊的話，消費者於購車時，當能

更加審慎評估。因此要求業者提供與新車相同之保固條件(即4年或12萬公里)。

二、申訴處理經過：

消保官召開協商會議時，業者表示小林購車時，該款新車的電池保固確係4年或12萬公

里(以先到為準)，但該保固條件僅限於新車；至於嗣後維修或更換之零件(包括電池)

，則僅保固1年或2萬公里(以先到為準)，其公司官網已經有公告，揭示該資訊予消費

者，這是公司全省統一的政策，對每一位消費者都是平等對待。經說明協商後，業者

表示，無法同意小林上開訴求，雙方未能達成共識。

三、問題研析：

本案事涉企業經營者是否充分揭露消費資訊，本案消費者於購新車時，企業經營者確

實於其型錄上有記載新車之電池保固條件，但本案消費者在意的是其更換後之電池保

固期限，然企業經營者也確實於其官網有公告維修或更換之零件(包括電池)之保固期

限，故為保障自身權益，消費者於購物消費前，應詳閱業者網站須知及注意事項。

四、參考條文：

消費者保護法第5條規定。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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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毒品喵喵 年輕人終身洗腎!夜店趴常見三級

         毒品  6年飆升72倍!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 

俗稱「喵喵」的新興毒品「合成卡西酮」，是夜店趴常見三級毒品，濫用逐年飆升！

衛福部食藥署統計，合成卡西酮類為近年來成長最快的新興濫用毒品，通報案件從

2012年的1356件，至2018年暴增至9萬8948件，成長近72倍。 

值得注意的，合成卡西酮類毒品較常因發燒、橫紋肌溶解及意識不清就醫，但北榮今

年收治了兩例因合成卡西酮類中毒導致腎衰竭的案例，醫師表示，合成卡西酮類導致腎

衰竭較少被注意到，毒品濫用愈來愈嚴重，未來恐成為洗腎人口，值得國人注意。

合成卡西酮類新興毒品俗稱「喵喵」，因外觀多呈現晶體樣態與市售沐浴鹽類相似

，也被稱為「浴鹽」。北榮毒物科主治醫師林純吉表示，這兩名病患都是20多歲的年

輕男生，被送到北榮急診時，就已昏迷、意識不清，經檢查發現，腎臟在短時間內出

現急性衰竭，立即予以緊急洗腎。

由於這兩位年輕人過去都有使用毒品的前科，北榮乃對病患進行檢驗，結果發現有合

成卡西酮類毒品反應，疑似使用過量造成急性中毒。食藥署統計，2018年9月單月含合

成卡西酮類的混合藥、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高居毒品通報案件前3名；林純吉指

出，合成卡西酮類毒品案件近10年在國內成長很快，但這方面的相關研究較少，多為

個案報告，且多為神經毒性的討論。

多數醫院無檢驗能力

合成卡西酮類毒品較棘手的是，其化學結構很容易被改變，且多數的醫院不具有檢驗

能力，患者被送來醫院後，因其常出現發燒及意識不清等症狀，或是在予以支持治療

恢復後便出院，即便出現橫紋肌溶解因而洗腎，也找不出確切的原因，使得合成卡西

酮類毒品對腎臟所造成的傷害被低估了。

混合毒品成管理漏洞

卡西酮類毒品出現在混合毒品咖啡包、奶茶包中，林純吉表示，目前合成卡西酮類毒

品雖已被列為管制藥品，但也因卡西酮類毒品化學結構很容易被改變，且一再的「推

陳出新」，很難一一正面表列，而目前法務部對毒品定罪，需為正面表列的化學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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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卡西酮類毒品成為管理一大頭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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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T便宜合購Netflix觀看權限，有詐！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刑事警察局165統計自108年4月27日起至109年1月15日，已受理檢舉、諮詢及報案

39件民眾透過網路合購「Netflix裝置收看權限」遭詐騙之案例，經查被害民眾大多

透過「PTT合購版」團購「Netflix高級方案一年」，要求被害人先行匯款，惟被害人

匯款後，使用一段時間即無法繼續登入收看、並遭賣家封鎖無法聯繫。

 

•歹徒利用民眾貪小便宜的心態，用低於官方的價格販賣，經查「Netflix高級方

案」同時可使用 4 個裝置觀看，月費是新臺幣390元，如四人平均分攤，換算一人平

均費用一年為新臺幣1,170元，歹徒於PTT上販售之價格為新臺幣1,080元，僅便宜不

到新臺幣100元。

•臺南1名29歲郭女，日前在「PTT臺南版」團購Netflix觀看影片1年的權限，價格為

1,080元，用PTT站內信連絡歹徒，歹徒提供LINE帳號加為好友後並提供匯款帳戶，郭

女匯款後取得Netflix帳號、密碼，惟使用六個月後該帳號就無法登入、LINE亦遭封

鎖。

•刑事警察局呼籲各位民眾，網購商品應慎選優良有信用之網路商家，透過面交方式

或選擇提供第三方支付之網購平臺，另切勿透過LINE、FACEBOOK、PTT等通訊軟體與

賣家私下聯繫交易，以保障雙方權益並減少消費糾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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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詐騙集團利用外匯洗錢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全球資訊網「洗錢案例彙編第六輯」

壹、案情概述

一、案件來源
美國聯邦調查局請求法務部調查局協查。

二、涉案人
國際詐騙集團、奈及利亞匯款代理商、國內貿易公司。

三、涉案情形
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國際詐騙洗錢案，該國被害人RS自2010年起多次匯款至臺北A銀

行甲公司，B銀行乙公司，C銀行丙公司等帳戶，請調查局協助瞭解相關帳戶資料。經

查該等公司係從事出口貿易公司，主要出口至非洲及奈及利亞，由於奈國實施外匯管

制，匯出款須由外匯代理商辦理，致有關倉儲及收款等業務，均委由奈及利亞代理商

全權處理，該代理商收取客戶款項後，經由奈及利亞當地金融管道，由海外匯款至上

述帳戶，相關帳戶均為生意往來使用之外幣帳戶，亦有出口報單可佐出貨之事實，尚

無任何資料顯示上開公司有不法情事，研判此可能為國際詐騙集團與不肖之匯款代理

商勾結，誘使受害者將被詐欺款項匯至該等公司帳戶充當貨款，而貨物則由國際詐騙

集團與匯款代理商侵吞變賣。

貮、洗錢手法
國際詐騙集團與不肖之匯款代理商勾結，誘使受害者將被詐欺款項匯至該等帳戶充

當貨款，而貨物則由國際詐騙集團與匯款代理商侵吞變賣。

參、經驗參考
由於奈及利亞實施外匯管制，匯出款須由外匯代理商辦理，國際詐騙集團乃有機可乘

與不肖之匯款代理商勾結，誘使受害者將被詐欺款項匯至該等帳戶充當貨款，而貨物

則由國際詐騙集團與匯款代理商侵吞變賣。經查，國內出貨公司之帳戶交易明細並無

異常之處，惟公司之貨品係出口至奈及利亞，但貨款卻由美國匯入，此為不合常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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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金融機構若發現有此情形之交易，可申報疑似洗錢交易，由調查局洗錢防制處通

報國際相關金融情報中心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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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近視惡化，易增失明風險 -eye眼日誌教你打

敗惡視力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寒假期間爸爸媽媽要怎麼安排孩子的假期活動呢？別讓孩子沉浸在螢幕產品或長

時間近距離用眼，導致近視或讓度數更惡化，以避免成為高度近視或眼睛病變的風險

。國民健康署呼籲民眾謹守eye眼健康3010120，「用眼30分鐘休10分鐘，每天戶外活

動120分鐘以上」，建議家長利用假期增加戶外動安排，並注重均衡飲食天天五蔬果，

除能提升體能、增進親子感情，培養正確用眼習慣，維護視力健康。

小一近視率二成 保護眼睛要從小 高度近視不來找
根據國民健康署106年「兒童青少年視力監測調查」結果顯示，台灣幼兒園大班兒

童每10個就有1個近視、小學一年級學生每10個就有2個近視，國三學生每10個更將近

有9個近視。且愈早近視者變成高度近視的機會越大，如果近視難以避免，則必須盡

力控制度數避免成為高度近視，因為500度以上的高度近視容易產生早年性白內障、

青光眼、視網膜剝離及黃斑病變，甚至有10%會導致失明。美國眼科醫學雜誌

（Ophthalmology）研究結果提出「長時間近距離用眼」是造成學童視力快速惡化的

高風險因子，國民健康署呼籲家長，幫助孩子從小養成護眼的好習慣，注意用眼環境

、適度限制孩子近距離用眼時間、增加戶外活動的安排與定期視力檢查等，一旦發現

異常，應及早進行矯治。

eye眼日誌好工具 守護兒童好視力
隨著時代進步，在寒假期間除了閱讀學習，或上珠算、繪畫等才藝班，加上看電

視及使用電腦等，都擺脫不了近距離用眼的必要，若用眼時間未加以控制，近視病便

悄悄上身。為和家長一起為孩子的視力健康把關，國民健康署設計兒童適用、活潑有

趣的eye眼日誌，提供父母與寶貝一起來護眼！您可以利用連連看及圈叉等遊戲來學

習正確用眼知識，或以著色圖來說明正確閱讀環境及護眼均衡飲食，並透過走路線圖

讓寶貝了解戶外活動的重要性。鼓勵家長至國民健康署網站下載eye眼日誌(網址:

https://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22081)，每日與孩子一起以遊戲

方式進行互動，讓孩子輕鬆學習與瞭解正確護眼小訣竅，並能適時修正錯誤用眼習慣

，落實「放寒假，視力保健不放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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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與闢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你想利用電子煙戒菸？別傻了，因為你根本戒不掉電子煙！

許多人都會把電子煙視為輔助戒菸的產品，但戒掉了傳統紙菸，你知道怎麼戒掉電子

菸嗎？電子煙造型酷炫且使用後無臭味，電子煙製造商與銷售商也經常宣稱此產品為

安全的菸品替代產品，尤其不會產生致癌物質。但電子煙蒸氣中含有甲醛和乙醛等致

癌物質，其含量甚至是紙菸的10倍；此外多種未知添加物，吸入之後對肺部和循環系

統、免疫系統都可能造成永久傷害；多溴聯苯醚若直接吸入也會影響生殖能力及胎兒

發展。

此外，電子煙的設計比傳統紙菸更容易成癮也更難戒除。當你在使用傳統紙菸時，可

以明確的知道自己吸了多少的量，但是在使用電子煙時，往往在不知不覺中吸完整個

pod，其尼古丁的量相當於一包傳統紙菸。

電子煙之於傳統紙菸只是換湯不換藥且危害更大，電子煙和傳統紙菸都含尼古丁，因

此它根本無法幫助你脫離尼古丁成癮，不管是電子菸或加熱式菸品都會對人體健康造

成危害；加熱後釋放出的菸霧亦與傳統紙菸相同，均含有尼古丁和其他致癌物質，不

要為吸菸找理由，最好的解決方式就是徹底戒菸！

 打了HPV疫苗，以後就不用做抹片檢查？ 

打了HPV疫苗後仍要做子宮頸抹片檢查，因為HPV疫苗預防型別不同，理論上可以預防

60-70%HPV感染，目前疫苗尚未涵蓋所有病毒型別，所以接受HPV疫苗接種後，仍需維

持全程安全性行為，使用保險套及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篩檢，以提供更完整的保護。

 抽菸時，菸不過肺就不會影響健康嗎？

有些吸菸者在吸菸時會特意將菸煙吐出，認為只要不將菸煙吸入肺部，就不會得到肺

癌，但事實上，菸煙中的有害物質仍會殘留在口腔、鼻、咽、喉等部位，即使吸菸時

不吸入肺部，呼出的煙霧仍會被人體再次吸入，且殘留於口中的致癌物會隨著唾液、

食物進入腸胃道，一樣會造成身體危害。

 心血管疾病發作時，應大聲咳嗽才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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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流傳一項心肌梗塞的自救法，如果突然感到胸痛不適，懷疑自己心肌梗塞時，

要不停地大力咳嗽，這樣子可以使快要停止的心臟打出血液，是這樣嗎?

針對急性心肌梗塞處理，應遵循正確救命之道，當出現胸悶、喘不過氣、冒冷汗等心

肌梗塞症狀，應該立即撥打119緊急就醫，由專業救護人員提供緊急送醫急救處理，

盡速爭取時間打通阻塞之冠狀動脈，有助於搶回寶貴性命及減少後遺症！

 單純只靠運動就能減重？？

儘管運動在消耗熱量時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想要只靠運動達到減重的效果卻相當的困

難。想要減少1公斤的體脂肪需要多消耗約7,700大卡的熱量，事實上我們持續1個小

時中等強度(活動時仍可交談，但無法唱歌的程度) 的運動（如慢跑、游泳等）只能

消耗約300 到400 大卡的熱量而已，也就是說要甩掉1公斤體脂肪需要20幾個小時中

等強度的運動才能辦到。這代表著持續1個月每天50分鐘的中等強度運動，這樣的運

動量對於忙碌的現代人來說並不容易。許多研究都指出單純靠運動減重的效果遠遠不

如飲食控制。然而對於降低體脂及內臟脂肪，運動的效果卻可能優於單純的飲食控制

雖然運動可以帶來許多健康上的益處，但單純只靠運動時減重效率並不佳。

【可以這樣做】

在規律運動的同時，也要忌口。執行熱量控管，就從設定每日熱量攝取總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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