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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1

我國清廉印象指數名次史上最佳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國際透明組織於今（2020）年1月23日公布 2019年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CPI），我國排名第 28名，較 2018年
上升3名，分數為 65分，較 2018年上升2分（滿分 100分），超過全球 84%受

評國家，為 2012年新評比標準以來最佳成績！！

廉政署今後也會持續努力，為我國廉政把關，以期達成更廉能的政府，為民眾
提供更好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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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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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執勤人員

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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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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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2

擁抱陽光　輪轉幸福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法務部廉政署透明陽光主題微電影~  「擁抱陽光輪轉幸福」宣導短片~

法務部廉政署鼓勵各機關建置行政透明措施，增進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瞭解、監督及信賴。

陽光、透明、信任醫療透明、食安透明、行政透明

對員工及客戶沒有隱瞞的用心，是看得見的真心，無論做什麼事情，

只要都攤在陽光下，讓大家瞭解，

自然就能建立信任感，這應該就是成功的秘訣吧!

點案圖片進入觀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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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NJs33OaSyg


圖說司法

民事判決書，如何看呢？

 資料來源：圖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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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1

規劃設計不良而多次變更設計造成工期延宕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細工（工程篇）

一、案由概述:

某工程案歷經兩次變更設計，102 年辦理第 1 次變更設計 後，履約期限為 103 年 4 月，

惟工程嚴重逾期至 104 年 3 月確認竣工，又第 2 次變更設計遲至 105 年 4 月完成議 

價，採購程序明顯錯誤，這兩次變更設計增加經費累計 超過原契約總價一成。 經本處查

察，本案變更設計事由，大多因委託監造廠商 在工程調查、規劃及設計階段發生疏失所

致，且負責本 工程案的市府承辦人，在辦理變更設計之際，疏於注意 未依規定完成採購

作業，又於結算驗收階段有延遲驗收 等行政疏失行為，均造成機關權益嚴重受損。 

二、風險評估： 

一、委外監造單位設計規劃有瑕疵： 因監造單位未完整規劃及設計，致履約階段須辦理

契約變更設計，增加市府財政支出外，更嚴重延宕工程。 

二、未妥善履行契約管理：承包廠商與監造單位針對變更設計部分容有爭執， 本案承辦人

員未適時協調處理，妥善控管工程進 度，實有未善盡履約管理責任。

三、未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程序： 本案業務承辦人員因簽辦過程發生資料遺失及不健全

情況，故無法儘速移送該案進行變更設計議價等 程序，涉有行政疏失責任。

四、結算驗收作業延遲： 業務承辦人員於正式驗收後，時隔半年始辦理複驗 程序，除拖延

複驗作業執行外，更遲延逾一年之久 才完成結算驗收，實有行政程序上之嚴重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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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治措施： 

一、嚴格把關監造單位的品質：監造單位與工程品質的良窳有極大的關聯性，針對重大工

程案件，由機關舉辦廠商座談會，邀請業管 單位及監造廠商參加，確實把關設計規劃品質

促使整體工程更臻完善，減少後續變更設計等既繁複 又耗費資源等情形。

二、落實委託規劃設計案件之審查機制： 透過工程會函附「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成果審查作

業建議事項表」，逐一審查各階段是否確實符合建議 事項，避免採購作業延宕並能明確權

責。 

三、結合工程抽驗小組抽查施工狀況： 為發揮政風興利防弊之功能，將不定期至工地現場

 瞭解或抽查施工現況，若有疏失則可隨時向廠商提 出改善建議，避免衍生更多爭議。 

四、時時檢視並盤點異常案件，主動協助解決困境： 針對重大公共建設案件，藉由機關

「工程進度控管會議」檢視及盤點異常案件，提前發掘異常原因， 並主動協助解決困境，

提出改善措施。 

五、異常變更設計案件加強稽核督導： 針對市府重大工程案件，倘涉及變更設計部分則

於 每週由機關首長主持之「重大建設會報」會議上提 案討論，並借重外部專家學者協助

設計審查，以提 升工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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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2

設計圖說限制競爭及借牌投標案 
 

 資料來源：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細工（採購篇）

一、案由概述:

A公司負責人甲及B公司負責人乙透過某立委助理與 某鄉長達成協議，計劃由 A 公司標得

複合式運動公園槌 球場及周邊附屬工程之設計、監造標，營建工程部分則 由 B 公司配合

得標。乙為順利標得該工程，向丁商借其 所經營之 C 公司名義參與投標，並於取得 C 公

司之營利 事業登記證、公司大小章後，自行決定標單價格投標， 最後順利由乙以 C 公司

名義得標承攬，使開標發生不正 確之結果，損害採購招標之正確性。 甲為彌補乙先前賄

賂某立委助理支付之款項，針對 工程之材料、規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及審查，以 B 公司

製造之「景觀高燈」、「景觀柱燈」及「景觀地燈」等景 觀照明設備規格進行綁標，並浮

編材料單價，使乙獲取 不法利益。甲上開犯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2 個月；乙 上開犯

行經法院判決有期徒刑 3 個月；丁上開犯行經法 院判決有期徒刑 3 個月。 

二、風險評估：   

一、採購規格綁標： 甲以 B 公司製造之景觀照明設備規格進行綁標，且針對工程之材料、

規格為違反法令之限制及審查，致生綁標等不當限制競爭疑慮。 

二、妨害投標： 乙向丁商借其所經營之 C 公司名義參與投標，且標得該工程，使開標發生

不正確之結果，損害採購招 標之正確性。 

三、防治措施： 

一、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 義或證件投標者，將涉犯政府採購

法第 87 條第 5 項 妨害投標罪之規定。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 參加投標者，亦同

二、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 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應恪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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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採購法令，不 得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技術、工法、材料、設備或規格，為違反法

令之限制或審查；亦不得意 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廠商或分包廠商之資格為 違反法令

之限制或審查。

三、工程設計時，除有特殊需要，應採用國內通用之物 品，以避免造成壟斷，對於投標廠

商質疑有特殊規 格等情形時，應詳加查證，亦可邀請外聘專家學者 協助審查，瞭解有無

指定特定廠牌情事。

四、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曾以 101 年 1 月 11 日工程企字第

10100017900 號函修正「廠 商參與公共工程可能涉及之法律責任」及廠商或其 人員切結

書，相關綁標之責任及處罰，已納入工程 會訂頒之投標須知範本。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 扣罪。
政府採購法第87 條第 5 項妨害投標罪、第 88 條第 1 項 違法限制規格圖利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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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1

別讓正義蒙上陰影—辨別網路不實資訊小撇步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日前花蓮一家知名鋼管紅茶店，被網友踢爆強調「手工煮」的花生湯，竟是用「電腦選」

的花生湯罐頭充數，價格還不便宜。許多網友忿忿的在店家評論下給出負評。但後來發現

網友們「罵錯家」了，原來花蓮有好幾家「鋼管紅茶」，無辜受波及的店家老闆娘對於意

外遭到抹黑感到擔心，怕影響生意狀況。

網路上訊息那麼多，我們分辨真偽呢？

以下整理了日常我們可用在網路上辨別不實資訊的小撇步，當面對網路大量資訊的湧入

，請務必要保持懷疑與獨立思考的態度，三思後再分享。千萬不要讓「伸張正義」變成

「網路霸凌」，甚至讓自己吃上官司。

•過於令人震驚的文章標題，請保持高度質疑！假訊息最愛用聳動標題來吸引民眾目光。

•確認該資訊的來源，理解是誰或哪一個組織發布的資訊，必要時可進一步查詢該作者

或發布組織的背景。

•若覺得訊息中包含的圖片很可疑，可以利用Google以圖搜圖的功能（上傳圖片至Google

圖片搜尋），來搜尋與該圖片有關的資訊，例如該圖片是否在事件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

或者該圖片在網路上有多個版本等，這些資訊都可以協助你對事件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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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關鍵字或相同標題搜尋，倘若許多具備公信力的來源都有相同的報導或內容，那麼

該訊息的可信度會比較高。

•文章中若大量引用無具名的研究數據，或只是含糊以歐美專家、日本專家描述，可對該

文章保持高度懷疑。

•善用政府或其他具公信力單位設置的謠言追蹤查證網站或闢謠工具，例如食藥闢謠專區、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Cofacts 真的假的、LINE聊天機器人「美玉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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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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2

報稅也要保護資料安全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2020年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報稅時間延長到6月底，這段時間要防範駭客利用民

眾對於疫情不安的心態，以報稅為主題結合疫情資訊，發送相關主旨的釣魚郵件，來竊取

個資或勒索攻擊，請大家要提高警覺，避免上網報稅順便將私人資訊送給駭客。

以下整理幾招報稅網路安全小撇步，提供給大家參考。

•避免點選不明連結：電子郵件中的附加連結、檔案或通訊軟體中不明連結，都應避免點選

建議直接透過官方網站或其他可信任的管道查詢。

•使用正確網址：登入報稅網站時，最好能在確認網址後，連至安全且正確的網站，或者自

行輸入網址，避免登入釣魚網站。

•利用安全設備：報稅使用的電腦、平板、手機等3C設備，要安裝適當的安全防護軟體，並

定期掃毒。

•資料刪除或備份：重要的報稅、財務及敏感等資料在報稅完畢後最好能直接從電腦硬碟中

徹底刪除，降低資料外洩風險。若有需要將資料備份，也需確認存檔環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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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保護-1

振興三倍券高標準防偽 經濟部持續更新優惠方案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消費資（警）訊

 

　行政院今(29)日由副院長沈榮津偕同唐鳳政委及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舉行「三倍券網站

教學」記者會，會中首度揭露紙本三倍券的防偽及封套設計，並說明如何預訂與領取，以

及數位三倍券的綁定及回饋方式。

　　本次振興三倍券紙本券之設計，計有2種面額，500元採咖啡色，200元為綠色。三倍

券由中央印製廠印製，每張三倍券採用鈔券規格並具有高標準防偽等級，防偽設計包括隱

藏字、微小字、視障浮凸符碼、螢光纖維絲、變色流水碼、正面左上轉動變色、正反套印

無接縫或扭曲等7大防偽特點，杜絕偽券之可能性。

　　因應振興三倍券適用於全國各地，紙本券設計以我國國土範圍為概念，圖示包括台灣

本體及離島地區，輔以迎光透視與梅花圖案設計，及清楚標示三倍券使用規範與使用期限

；搭配本券的設計理念，三倍券封套採用多樣豐富設計，圖示納入農業花卉、百貨量販、

藝文表演、體育賽事、旅遊交通等元素，切合三倍券鼓勵民眾外出消費，促進經濟的目標

。

　　振興三倍券領取資格，只要是國人及取得居留證之國人配偶均可領取三倍券，三倍券

可使用範圍十分廣泛，除水電費、股票、信用卡帳單、國民年金、行政規費、禮券與儲值

等不得使用項目，並未針對特定場所予以限制，實體店家都可以使用。每個國民都有一次

領取機會，大人、小孩可以選擇自己最方便的方式使用。經濟部表示，為鼓勵民眾外出消

費，三倍券使用範圍原則上不含電商平台，但藝文展演、體育賽事及旅遊活動等因符合出

門體驗消費的振興經濟理念，其售票平台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仍可適用，政府將核

給網站識別標章，方便民眾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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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三倍券領取方式，民眾可於7月1日至7月7日期間，持健保卡至超商或振興三倍券

官網(https://3000.gov.tw/)  預訂  ，7月15日再到選定之四大超商、全聯、美廉社、屈臣氏及康

是美等超市藥妝通路領取。若來不及預訂，也可於7月15日起至郵局現場領取。第二梯次

預訂期間為8月1日至8月7日，記得再到官網、超商預訂。

　　除了紙本三倍券，經濟部也鼓勵民眾多多選擇數位三倍券。經濟部於6月辦理二波業

者審查，總計有信用卡、電子票證及行動支付等計50家業者參與，為吸引民眾選用，數位

三倍券業者競相釋出加碼優惠，經濟部也將持續更新優惠方案供民眾參考。民眾可以選

擇手上最常使用的支付工具，也可在官網一覽各家支付平臺或銀行祭出的優惠加碼好康，

無論是看準哪家業者推出的加碼優惠，7月1日起可在官網查看正式綁定之相關訊息，7月

15日開始消費累計滿額3,000元即享回饋。此外，民眾不論於振興三倍券官網預訂以信用

卡付款，或是選擇以ATM領2000元回饋，手續費均由政府負擔，民眾無需支付任何費用。

　　歡迎民眾多加利用「振興三倍券」官網（https://3000.gov.tw/  ）」了解綁定、
預訂

及加碼優惠等第一手消息。若有相關問題請撥打「1988紓困振興專線」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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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保護-2

「房屋租賃2.0，權益保障再升級」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為落實國家整體住宅政策，建立健全之租屋市場秩序，防止惡房東以不合理之契約條款

坑殺租屋族，或租霸房客惡意破壞房屋所造成之租屋糾紛，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

處)已審議通過內政部所研擬之「房屋租賃契約書範本暨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修正草案)」，俟內政部公告施行後，即可上路。

 本案修正重點說明如次：

一、名稱修正

配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規定，將名稱修正為「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二、標的確認及租賃期間

（一）租賃住宅不以有門牌號碼者為限，故增訂得以「房屋稅籍編號」或「位置略圖」確認

租賃標的。(應記載事項第2點)

（二）為避免日租型租賃所衍生之管理弊端，明訂租賃期間至少三十日。(應記載事項第3

點) 

三、租金調整及押金擔保

（一）為保障承租人權益，明訂出租人於租賃期間不得「調漲」租金。(應記載事項第4點)

。

（二）為切合住宅租賃實務，將「欠繳之租金」、「租賃住宅毀損滅失之損害賠償」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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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遺留物之費用」納入押金擔保範圍。(應記載事項第5點)

四、電費計價

電費區分「夏月」及「非夏月」分別計價，且均不得超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定當

月用電量最高級距之每度金額」，以避免出租人從中賺取不當價差。(應記載事項第6點)

五、修繕行為及室內裝修

（一）租賃住宅及附屬設備原則上應由「出租人」負責修繕。出租人為修繕所為之必要行

為，承租人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修繕期間若租賃住宅不能居住使用，承租人得請求扣除

全部或一部租金。(應記載事項第9點)

（二）室內裝修應經出租人同意，裝修增設部分若有損壞，由「承租人」負責修繕。(應記

載事項第10點)

六、終止租約

（一）法定終止：明訂出租人及承租人得提前終止租約之法定事由，並規定應於一定期限

前(按其情形有3個月及30日二種期限)以書面通知他方。惟，若有「危害公共安全」、「損

害建築結構安全」或「危及承租人安全健康」之情形，「得不先期通知」。(應記載事項第

17點及第18點)

（二）意定終止：即使無法定終止租約之事由，租賃雙方在權利衡平之前提要件下，可約

定是否得提前終止租約。提前終止租約應「至少於終止前一個月」通知他方，未為先期通

知者，應賠償他方「最高一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應記載事項第14點)

七、住宅返還及遺留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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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租賃關係終了時「租賃住宅返還」及「遺留物處理」規定，以迅速終結租賃法律關係。

(應記載事項第15點及第19點)

消保處提醒承租人，若遇有租賃契約內容與「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未合部分，可請求出租人修改或拒絕簽約，以保障自身權益。

消保處亦呼籲出租人，所提供之租賃契約內容應符合「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倘租約內容與前開規定未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

主管機關將依消費者保護法第56條之1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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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1

假代購、真詐騙。訂購完成畫面截圖也可能遭後製!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圖片取自: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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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2

 越南茶夾帶400公斤安非他命 販毒集團包藏禍心遭重判
•

 資料來源：反毒大本營

　　　　男子何建宏（42歲）涉嫌以進口茶葉為名義，從越南走私安非他命來台，去年被

刑事局查獲，起出400多公斤安非他命，市價高達6億元。南投地方法院今天依危害毒品防

治條例，判處販毒集團何建宏、林瑞忠等4名嫌犯14.5年至9年不等徒刑。

南投地檢署調查，香港籍男子徐國強（另案偵辦中）2018年1月委託何建宏從越南走私安

非他命到台灣，徐國強負責安非他命來源，何建宏則設法進口越南茶葉為名義走私安非他

命來台。

  　　　何建宏吸收林瑞忠以及陳詣、徐證修等人，到越南平陽省將包裝好茶葉拆封，裝

進安非他命再重新包裝、封口，以海運將貨櫃運到台中港，再運到南投縣竹山鎮倉庫存放。

去年2月，陳詣等人在越南平陽省將安非他命裝到制式包裝的茶葉真空包裝，再以層層紙

箱包裝掩人耳目總計100箱，連同一般茶葉罐共400箱一起裝入貨櫃中，自越南出發，3月

29日抵達台中港後，再運到竹山鎮倉庫存放。

南投警方和刑事警察局掌握情資，一路尾隨到竹山倉庫，當場查獲400包藏有安非他命的

茶葉，總重402公斤，檢警檢視安非他命包裝印有「觀音王」中文字，懷疑來源是泰國、

緬甸、寮國金三角，近年東南亞安非他命製造重心，將情資通報越南警方，追查上游工廠

。

南投地院今天宣判，認為何建宏、林瑞忠、陳詣、徐證修等四人違反毒品危害條例，且安

非他度純度高達98%，流入市面將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及國人健康

何建宏、陳詣、徐證修落網後承認犯行，法官審理後，認為四人共同運輸第二級，判決何建

宏有期徒刑12年6月、陳詣9年、徐證修10年，林瑞忠矢口否認犯案，判決有期徒刑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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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1

資訊系統採購貪瀆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全球資訊網

一、案情概述

L先生係某政府機關秘書長，自101年1月起至104年9月11日止，利用辦理該機關資訊系統

採購案之機會，向有意投標之N公司實際負責人C先索取回扣，並以訂定有利於N公司之投

標條件、洩漏標案相關資訊及配合N公司需求編列採購預算等手法，護航N公司以高於市場

價格得標，事後向N公司實際負責人C先生收取約定之回扣共計新臺幣3,950萬元。

二、洗錢／資金移動手法：

L先生以現金方式向C先生收取回扣，旋即指示其配偶L小姐或部屬C小姐、T先生等人，將

該等現金存入L先生實際掌握之自然人或無營運事實之2家公司帳戶及保險箱，企圖規避

查緝並隱匿不法所得。

三、執行成果：

L先生坦承收受回扣之事實，並繳回不法所得新臺幣3,950萬元。

四、起訴、判決結果：

案經本局調查移送，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洗錢防制法及刑法洩

密等罪起訴L先生及案關人等，臺北地方法院於106年5月5日以貪瀆、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及

洩密等罪判處L先生及案關人等5月至16年不等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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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2

S公司涉及違反銀行法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全球資訊網

（一）案件來源 

LY先生係S公司及登記於新加坡之B公司實際負責人，TF小姐為L先生女友，為S公司總管理

人，TH小姐為F公司負責人。渠等自102年3月起，以S公司與F公司在全臺各地設置之46個

分公司及營業據點，違法為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國之外籍勞工辦理薪資結匯事

宜，該集團辦理匯兌，除自行決定匯率，並依匯兌金額收取手續費。自102年3月至105年

12月間，總計非法收受新臺幣566億餘元之匯款，所收取之犯罪所得即手續費計7億餘元。

( 二 )洗錢／資金移動手法： 

S公司委託保全公司人員至各分公司收取外勞委託薪資結匯款項，並將款項轉帳匯入S公司

及F公司銀行帳戶，再由帳務中心派員辦理結購美金，並存入B公司OBU帳戶，由該帳戶轉

匯至位於印尼、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國之公司或個人帳戶，再匯至外勞指定之帳

（三）起訴、判決結果：

案經本局調查移送，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2017年4月間以違反銀行法起訴L先生等人，

並聲請宣告沒收7億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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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叮嚀-1

熱翻！ 五招讓戶外運動避免熱傷害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

近年地球受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影響，夏季常見飆破36°C的高溫警報！尤其2020「小暑」

節氣為7月6日，俗諺說「小暑過，一日熱三分」，在這高溫悶熱的天氣運動，若沒有做好

防護措施，恐怕會增加與熱相關疾病風險。面對炎熱的夏天，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提醒

戶外運動要做好5點自我保護措施：

一、注意自己身體狀況：熱天從事戶外活動最怕發生熱衰竭、熱痙攣或中暑，因此，活動

前一定要先注意自己身體狀況。尤其在參加運動比賽前，至少要花一周的時間，循序漸進

地讓身體做好「熱適應」準備。

二、選擇透氣排汗衣物：穿著適合身體活動及環境的輕便裝束，建議可選擇淺色、透氣易

排汗的輕薄長袖衣物減少與陽光直接接觸，並適當使用防曬油及遮陽帽。

三、避開太陽直曬時間：夏天日照最強烈的時間是上午10點到下午4點之前，選擇較涼快的

清晨或傍晚，或是移到室內通風良好的空間活動，以減少大量曝曬機會。

四、少量多餐的補水法：運動時，應少量多次補充水份，每小時補充2至4杯水(1杯

240c.c.)；避免喝含酒精及大量糖分的飲料；若有心臟病、慢性肝病或需要限制水分攝取

之病人，則需諮詢醫師的建議。

五、規律有節制的運動：了解自己的極限，以自己感覺最舒適的強度活動，避免逞強超出

個人的體能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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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健康署提醒您，熱衰竭與熱中暑之差異及徵兆：因長時間運動或在酷熱環境下運

動，大量流汗導致脫水，會出現噁心、頭痛、無力及皮膚濕冷會導致熱衰竭；熱中暑，因

從事費力運動，身體產熱能力顯著超出自身的散熱能力，出現口渴、發熱、心跳加速、體

溫升高，甚至昏迷等症狀，務必迅速離開高溫悶熱的環境、設法降低體溫（如鬆脫衣物、

搧風等）、意識清醒者可提供加少許鹽的冷開水或稀釋的電解質飲料，並以最快的速度就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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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叮嚀-2

把握篩檢服務 阻斷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保健闢謠

B型與C型肝炎是國內感染人數最多的病毒性肝炎，感染後每4人有1人會變成肝硬化，肝硬

化後每20人有1人會併發肝癌，是造成慢性肝病與肝癌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因慢性肝病、

肝硬化及肝癌死亡約13,000人，肝癌更是高居癌症死因第二位。大部分肝病並沒有明顯症

狀，民眾容易因警覺性不夠而延誤就醫，導致治療效果不佳，慢性肝病以及肝硬化對國人

健康衝擊，不容輕忽。

年滿45-54歲民眾、40-60歲原住民，可享終身一次肝炎篩檢補助

    國民健康署於100年8月開始提供民國55年(含)以後出生且滿45歲之民眾，搭配成人預

防保健服務終身接受1次B、C型肝炎篩檢服務，自108年6月1日起先放寬年滿40至60歲具原

住民身分的民眾，可搭配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接受終身一次的B、C型肝炎篩檢服務。

    如不符合成人預防保健受檢資格，又尚未做過B、C型肝炎篩檢者，則可利用國民健康

署提供之成人預防保健服務(40-60歲每3年1次、65歲以上每年1次)，進行肝功能之「GPT、

GOT等項目」的檢查，檢查結果為肝功能異常者，則可依醫師建議，接受健保給付必要的病

毒性肝炎檢驗、追蹤及治療，避免演變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逐步邁向消除C型肝炎之國家

目標。未來也將視經費狀況，研議調整篩檢對象之可行性。

C肝藥費健保出  6千家院所提供便利篩檢

    我國自106年開始提供C型肝炎口服新藥治療，並納入健保給付，且自108年元月起，

病人只要確認感染慢性C肝，不論有無肝纖維化，均可成為給藥對象。因此，民眾如經C肝

篩檢為陽性，應儘快前往醫療院所就醫並依醫師評估建議接受治療，不僅能保障自身健康，

也是預防肝炎傳播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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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健康署提醒符合資格的民眾善用此項篩檢服務，可至全國6千家提供成人預防保

健之醫療院所接受篩檢。醫療院所名單可至國民健康署網站查詢【連結路徑：首頁＞健康

主題＞預防保健之公費健檢＞成人預防保健＞提供服務院所查詢，請於該頁面項目「8.預

防保健」點選「成人預防保健」】，並請事先向醫療院所洽詢服務時間及掛號費等事宜。

養成好習慣 才能真正護肝

    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提醒民眾，透過篩檢能夠早期發現、適當治療，方能有效阻斷

肝炎、肝硬化、肝癌三部曲。在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期間的護肝小撇步

包括：1.避免接觸危險因子(如避免共用針頭等)、2.保持健康體位，包括健康飲食及多運

動、3.勿過度飲酒，預防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同時應避免出入人潮擁擠、空氣不流通之

場所，落實肥皂勤洗手、避免觸摸眼鼻口，及做好咳嗽禮節，加強防護措施，減少感染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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