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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時事

拒收餽贈財物 新北消防局表揚廉能小隊長

 資料來源：台灣好新聞/記者黃村杉/新北報導

  民眾為了感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災救護大隊溪崑分隊協助救護送醫的辛勞，於

109年6月15日至該分隊贈與加菜金新臺幣5萬元慰勞同仁辛勞，分隊值班小隊長陳建富向

民眾說明救災救護是消防同仁應盡的職責，公務員以服務為目的，不得收受任何財物餽

贈。

  陳建富小隊長於致謝並婉拒民眾心意後，旋即填寫「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

其他廉政倫理事件簽報知會（登錄）表」通報消防局政風室，消防局為表揚同仁恪守公務

人員廉政倫理規範並砥礪清廉操守，透過內部的行政獎勵機制17日召開局務會報，依「新

北市政府消防局拒收餽贈獎勵作業要點」辦理公開表揚，將民眾感謝之意化為實質鼓勵，

副局長陳崇岳親自頒獎勉勵受獎同仁。

  陳崇岳表示，公務員無論是在前線為民服務的同仁，或是幕僚的行政人員，都應以清廉

自持，並且勇於任事，積極服務民眾，特別藉此機會呼籲同仁應確實遵守公務員廉政倫

理規範，不得接受不當餽贈、邀宴應酬及請託關說，以免引發外界負面觀感及評價。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二、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

  （一）公務員：指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二）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或其所

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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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3.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

  （三）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不超過新臺幣三千元者。但同一年

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四）公務禮儀：指基於公務需要，在國內（外）訪問、接待外賓、推動業務及溝通協

調時，依禮貌、慣例或習俗所為之活動。

  （五）請託關說：指其內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

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

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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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司法-1

國民法官一定吉:一起來當國民法官

 資料來源：圖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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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說司法-2

國民法官一定吉:國民法官準備吉

 資料來源:圖說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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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揭弊多元管道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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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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1

機關安全宣導-「電動機車充電起火衍生辦公室災損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政風業務專區

前言 

  公務機關業務經緯萬端，服務範圍廣大，機關承辦人員為推展業務、服務民眾，時有運

用公務車或公務機車出勤完成任務之需求，近日配合落實國家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引進新

興電動車或電動機車，提供機關同仁運用以執行勤務，由於電動(機)車有別於一般傳統內

燃機車輛，尚需注意避免電動(機)車潛在風險，及確保電動(機)車使用安全性，落實機關

安全維護。 

案例摘要 

   警笛聲呼嘯而過劃破寂靜深夜，消防車輛疾駛停在某公務機關大樓前，只見某機關辦公

室一片火光，不時有黑煙竄出。消防人員背起消防裝備迅速進入火場滅火，因處置得宜，

在大夥通力合作下，順利的撲滅火勢。 

  事後消防人員勘查火場發現，起火點係該辦公室地下停車場停放之電動機車充電池因充

電過程接頭鬆脫引起火花，並延燒至充電插座，致蔓延地下一樓電動機車停車處，清理火

場時發現，該電動機車之充電池呈現粉碎性的爆裂，事發造成該公所停放該處之20輛機車

全毀、8輛機車半毀、15輛機車受損；該機關辦公室天花板內相關網路線路、電話線路、

供電系統及排水系統等受損，連同該機關辦公室各項設2備及環境汙損，初估災損金額

為500萬元，因本案災損造成該機關辦公室無法正常運作，影響機關安全甚鉅。 

問題分析 

  本案肇因於機關辦公大樓地下室停車場之電動機車充電池起火引發火災，造成機關莫大

損失。電動車強調低碳、環保又節能，惟其仰賴外部電源補充電池電量，電動車之充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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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風險如下： 

● 電動車充電設備之電路管線配置是否完善？充電過程是否符合電動車使用手冊相關

規定？ 

● 電動車有無定期保養或維修？電動車保固等售後服務是否符合契約規定？ 

● 對於使用管理電動車之機關同仁有無進行相關勤前教育宣導？ 

● 辦公大樓消防設備之備用電動馬達，是否使用弱電系統作為緊急用電備載，而易於

使用中跳電？使機關暗藏隱形危機？ 

改善及策進作為 

  機關採購電動車需考量使用效率、周邊配備，電動車充電設備需依相關規定增設及加裝

漏電斷路器，切勿私接臨時線路或任意增設充電插座，或將電源線緊緊折曲捆綁，以免其

過熱融化絕緣PVC或用電量超載，造成電線走火。並落實執行電動車充電時限管理，隨時

檢查電動車充電電源線，插頭端是否有過熱狀況，電器設備使用中產生火花或故障不動時

，應立即切斷開關或拔下插頭，以確保電動(機)車使用安全。 

  機關採購電動車時宜注意有無符合經濟部工業局TES(Taiwan E-scooter Standard )要

求，以及車輛保固、電池保固、保養及維修等售後服務是否於契約書上載明，落實定期執

行公務車輛(含電動車)安全檢查、保養及維修等事宜；並建立電動車電池更(汰)換機制或

時限，機先防範充電電池老舊衍生危安因子，以保障因執行勤務使用電動車之同仁安全。

 

  電動車因動力系統與傳統內燃機動力車輛不同，尚需考量電動車使用特別安全規範，宜

對使用管理電動車之機關同仁進行相關安全勤前教育，對於使用電動車可能衍生風險提高

警覺性，機先防範電動車潛在危安因子。 

  檢視機關及其公務車停車場相關安全維護設施，消防警報及防竊警報聯繫系統有無安全

維護效能，並建立用電異常徵候指標，加強機關建築物安全檢查重點。於經費充足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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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消防總機配備升級為具有類似電腦終端儲存功能設備，以利記錄歷年維修及保養紀

錄供事後審核，俾強化機關消防設施運作效能。 

結語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事一項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工作。一旦發生危安事故，造成機關員

工或人民傷亡或財物損失，縱經事後檢討或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亦難彌補，是以，先期發

掘缺失，防範災難於未然，係機關安全維護首要之功。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五、公務員遇有受贈財物情事，應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除前點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應予拒絕或退

還，並簽報其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無法退還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交政風機構

處理。

  （二）除親屬或經常交往朋友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者所為之餽贈，市價超過正常

社交禮俗標準時，應於受贈之日起三日內，簽報其長官，必要時並知會政風機構。

    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應視受贈財物之性質及價值，提出付費收受、歸公、轉贈慈

善機構或其他適當建議，簽報機關首長核定後執行。」

                                                                                             13



廉政宣導-2

 廉政倫理宣導-

○○檢察署駕駛居間安排該署員工接受不當利益招待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資訊網

一、事實概述 

  ○○檢察署3位員工（下稱A男、B男、C男）於102年1月間下班參加該署司機室之年終聚

餐，餐會結束，應駕駛○○○（下稱D駕駛）之邀至KTV續攤唱歌，D駕駛未事先告知隨行

3位同仁即自行聯絡已退休的警員○○○(下稱E男)前來歡聚，席間E男聯絡其友人代找5名

酒店女到KTV另開包廂。A男、B男與E男因屬舊識，遂於當晚11時到翌日凌晨1時進入有女

陪侍之包廂與D駕駛、E男及5名小姐等相互敬酒、唱歌，C男因覺不妥並未進入有女陪侍之

包廂。 

二、違反規範條款 

  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規定：「公務員應恪守誓言，忠心努力，依法律命令所定執行其

職務」，同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廉，謹慎勤勉，不得有驕恣貪惰，奢侈放蕩

…等，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第2項規定：公務員受邀之飲宴

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檢察署

工友管理實施要點第21點第6項第1款。 

三、懲處(戒)情形 

（一）○○檢察署A男、B男因參與不當社交活動，且接受有女陪侍之不當招待，其等行為

有失謹慎，不符司法人員應廉潔自持與謹言慎行之要求，影響司法尊嚴，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第1條及第5條等規定，各予申誡處分。 

（二）D駕駛居間安排該署同仁接受不當利益招待，有行為不檢及嚴重損害機關之聲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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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按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2點第2款規定，本規範適用對象為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人

員（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

構服務之人員，均適用之），故駕駛、工友等純勞力之人員，不適用之。惟D駕駛違反

○○檢察署工友管理實施要點第21點第6項第1款，予以核定大過1次。

四、案例分析 

（一）A男、B男參與該署司機室之年終聚餐餐會，固屬正當之社交活動，但餐會結束後應

D駕駛之邀至KTV續攤唱歌，雖無不當，又與久未連絡的E男基於一般禮儀寒暄共飲，亦合

於一般社交禮節，但進入有女陪侍之包廂與E男及其友人相互敬酒及唱歌，已有損司法人

員廉潔形象，甚至嚴重影響機關聲譽。 

（二）故本案具有公務員身分之C男因覺有不妥未進入有女陪侍之KTV包廂內，有採取必

要、適當之防範措施而未遭處分；若A男及B男，於得知該KTV包廂有女陪侍在內，依據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7點第2項規定處3 理，一開始即拒絕進入，謹守分際，自得避免相關

行政責任。 

                                                                                             15



資通安全

後疫情時代的雲端資料安全管理

 資料來源：清流2020 9月號月刊/科技大學講師 魯明德

  2020年是企業對內部資訊管理的一個轉捩點，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的影響，人

們的工作模式也有了另類的思考。

疫情的衝擊

  有些公司為了降低辦公室的人員密度，規劃輪流上班，甚至推動員工異地上班、在家上

班等措施，以避免可能的感染對公司的營運造成衝擊；各級學校為了讓教學能順利進行，

開始超前部署，規劃停課時的遠距教學方案。

  但是，不論是異地上班、在家上班還是遠距教學，所要面臨的都是從「外部存取資料」

的安全問題，因此，如何建置一個安全的系統，就成了當務之急。

雲端平台的趨勢

  以往的觀念為了資訊的安全，最好是把所有的資料建在自己能控制的平台上，當面對

異地存取資料的需求時，這個方式就面臨挑戰了。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近年新

興的技術，使用者只要透過網路登入伺服器(server)，就可以操作各項工作。而雲端平台

的服務就是一個基礎建設，未來它就像水、電等公共系統一樣，只要接上就可以使用服務

。

  雲端安全聯盟(Cloud Security Alliance，CSA)針對雲端運算所面臨的資訊風險，提出

建立雲端運算安全架構的方式，包括了雲端架構(cloud architecture)、雲端治理

(governing in the cloud)及雲端營運(operating in the cloud)層面。

  在雲端治理方面，主要關注在以下5項資訊安全領域的問題:企業治理與風險管理、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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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契約與電子證據、法規遵循與稽核管理、資訊管理與資訊安全、相互運作與可攜性。

  而大多數使用者所關切的雲端營運在技術面上的安全議題不外乎是:業務持續與災害復

原、資料中心營運、資安事件應變、應用程式安全、加密與金鑰管理、權限識別與存取管

理、虛擬化、安全即服務。

資料放在雲端是否安全?

  雲端運算的概念已提出多年，相關的技術、服務均已趨成熟，然而，雲端運算仍是架

構在既有的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IT)之上，因此，傳統資訊系統所面臨的

資訊安全議題，在雲端依然會出現。

  企業導入雲端運算之後，在資訊管理上面對的問題，將會從企業內部延伸到利害關係人

，資料放上雲端的目的在共享，因此，存取的使用者變多，所衍生的資訊安全問題也變多

。

  雲端資料所產生的資訊安全風險可歸納為3方面:網路、資料安全、資料管理，網路風險

可透過防火牆、實體隔離等技術予以解決，以上將探討資料安全與管理上的問題。

一、雲端資料安全

  資料放上雲端，可方便利害關係人下載閱讀，如企業的產品或零件設計圖可以放在雲端

，讓供應商可以直接下載，以評估內容進行報價。法院的訴訟資料，也可以放在雲端，讓

兩造的律師自行下載，以減少人員奔波。

  但是，資料的擁有者可能會擔心:雲端資料是不是會被不相干的人下載、閱讀、重製、

散布?當然，資料存在雲端，它占有一定的空間，既然占有空間，就不可能不被不相干的

人看到，因此，在資訊安全上要做的事不是不被看到，而是看到也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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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資料擁有者要將資料存放在雲端時，並不是存放明文(plain text)資料，而是存放一

個經過加密後的檔案，明文資料經由一個加密函數以使用者的金鑰加密才能上傳，因此，

雲端上存放的產品或零件圖、訴訟文件都是加密後的亂碼，不相干的人即使下載了也看不

懂。

  當利害關係人下載後，必須要有文件擁有者所給的解密金鑰及當初的加密函數，才能把

所下載的資料打開，也就是說，供應商從雲端下載了產品或零件圖，也同時會拿到解密金

鑰；律師在接受委託、申請閱卷時，也會取得一個授權的解密金鑰，以便日後下載訴訟資

料時可以閱讀。

  文件的使用者在每次打開文件時，解密金鑰都會自動由金鑰伺服器確認有效期，因此，

文件擁有者可以控制文件使用者的閱讀時間與權限，如報價期間如果設定為5天，則5天供

應商就打不開下載的零件圖了；同理，律師在解除委任關係後，金鑰伺服器就會停止金鑰

的權限，其下載的檔案亦無法開啟。

二、雲端資料管理

  在談資訊安全時，大家都會專注於外部的攻擊，所以要設防火牆、避免弱點被攻擊，但

是，往往會忽略內部的合法使用者，所謂外賊易擋、家賊難防，除了教育訓練、管理制度

、定期稽核外，雲端資料除了要加密外，每一次的存取都要留下紀錄。

  系統建置時，都會設置log檔，log檔會記錄檔案每次存取的資料，如是誰在甚麼時候存

取了哪個檔案，系統可以定期把異常存取的資料列出，進行檢討、追蹤，可以提早發現問

題，防範於未然。

結論

  後疫情時代改變了人們的工作模式，資料放在雲端管理已經是未來的趨勢，對於資料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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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知的雲上，很多人都對其安全心存疑慮，然透過加密技術讓資料不被無關的人存取，

並記錄每次存取的事件，將可提升使用者對雲端資料存取的信任度。

●最新揭弊多元管道PAR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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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教育部-防治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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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保護-1

入境旅客攜帶總量250片以下之口罩免申報、免輸入許可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資（警）訊

  經濟部表示，因應口罩邊境管理新措施，入境旅客攜帶總量250片以下之口罩，不論醫

用或非醫用，得免申報及免輸入許可，逕由綠線檯通關。國際貿易局(下稱貿易局)本

(16)日公告，旅客入境攜帶總量250片以下者，不論醫用或非醫用，免向貿易局申請輸入

許可；旅客入境攜帶250 片以下之醫用口罩，免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

藥署)申請醫療器材個人自用同意文件。

  茲對於實施之新措施，舉例說明如下:

一、 旅客攜帶300片口罩入境，其中200片醫用口罩，100片非醫用口罩，200片醫用口

罩未逾食藥署規範限量，無須向食藥署申請個人自用同意文件。但醫用及非醫用計300

片，已逾貿易局規範限量，超過之50片口罩，應向貿易局申請輸入許可。

二、 旅客攜帶400片口罩入境，其中300片醫用口罩，100片非醫用口罩，300片醫用口罩

已逾食藥署規範限量，超過之50片醫用口罩應向食藥署申請個人自用同意文件；醫用及

非醫用計400片，也逾貿易局規範限量，超過之150片口罩，應另向貿易局申請輸入許可。

  另財政部關務署表示，旅客攜帶超逾250片口罩入境，應填具中華民國海關申報單向海

關申報，並經紅線檯通關。超過部分為非醫用口罩者，應先向貿易局線上申請輸入許可，

於通關時，出示貿易局輸入許可號碼，始得入境；如為醫用口罩者，除申辦貿易局輸入許

可外，另應向食藥署書面申請個人自用同意文件，旅客應檢具貨品進口同意申請書及專案

進口醫療器材供自用之切結書等資料逕向該署申辦。至申辦流程，請逕至貿易局網站/口

罩輸入許可QA(

網址：https://www.trade.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070&pid=703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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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食藥署外網(網址：https://www.fda.gov.tw/TC/siteContent.aspx?sid=2237)查詢。

  另對於擇由紅線檯申報通關者，如未檢具相關輸入許可文件，關務署表示得依入境旅客

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第10條規定，辦理留關，俟取得貿易局輸入許可號碼或(及)

食藥署輸入許可文件，經海關查驗，始得提領；未能取得者，應予辦理退運出口或聲明放

棄。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七、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

  （二）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三）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四）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等所舉辦之活

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職務顯不相宜者，

仍應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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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保護-2

國內新增一起本土登革熱群聚事件，

請民眾加強孳生源清除與防蚊措施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消費資（警）訊

  疾病管制署公布國內新增2例本土登革熱病例，為居住新北市三峽區五寮里之60多歲男

性及30多歲男性，兩人為家人，因與9月14日公布之桃園市龜山區70多歲本土個案(指標

個案)有共同活動史(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尖山菜園)，衛生單位於9月14日安排2人進行接觸

者採檢，IgM、IgG抗體均呈現陽性，於今(16)日確診。

  疾管署表示，今日新增之2名個案近期無出國史，平時活動地以三峽區住家及五寮尖山

菜園為主；其中60多歲男性無疑似症狀，30多歲男性曾分別於9月4日及9月9日因發燒、頭

暈、肌肉痠痛、四肢關節紅疹等症狀就醫。由於2名個案與指標個案均有五寮尖山菜園活

動史，研判該區域可能有不顯性感染者，3人於該菜園周邊感染的可能性較高，為一起群

聚事件。為防範疫情擴散，衛生單位已前往個案住家及五寮尖山菜園周邊進行孳生源清除

、病媒蚊密度調查及緊急化學防治等措施，並於風險地區(登山步道、竹林)設置警示牌

，持續加強民眾衛教宣導，同時提醒當地醫療院所提高警覺及加強疑似個案通報。

  疾管署統計，今(2020)年截至目前國內累計19例本土登革熱病例，16例居住桃園市(15

例桃園區、1例龜山區)，3例居住新北市(2例三峽區、1例中和區)；另累計58例境外移入

病例，感染國家以印尼、菲律賓及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為多。

  疾管署再次呼籲，目前為登革熱流行季節，且近期各地降雨機會多，民眾應加強戶內

外環境巡查，澈底清除積水容器，避免病媒蚊孳生；此外，平時如有儲水澆灌農作物的習

慣，應將儲水容器確實加蓋密合或覆蓋細紗網，並留意蓋子不能積水、細紗網拉平且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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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於水中，避免成為孑孓孳生的死角。

  民眾若需長時間在戶外活動，請做好防蚊措施，如穿著淺色長袖衣褲，使用政府機關核

可含敵避(DEET)或派卡瑞丁(Picaridin)成分的防蚊藥劑；一旦有發燒、頭痛、噁心、出疹

、後眼窩痛及關節痛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旅遊活動史；醫療院所如遇有疑似症

狀患者，可使用登革熱NS1快篩試劑輔助診斷並及早通報。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十、公務員遇有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應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後

始得參加。

十一、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三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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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1

預防毒品六招

 資料來源：反毒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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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2

 「靈骨塔」買賣全是詐　 借貸契約弄假成真　

七旬老嫗老本遭搬空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全球資訊網

  去（108）年7月，一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在家中接到聲稱是靈骨塔買賣仲介商的來電

，表示手上有塔位的潛在買家，必須登門造訪，詳談有關塔位產權狀況、產權內容等資

料，以便報價。因詐騙集團言之鑿鑿，老太太不但聽信其所言，首先交付塔位「過戶手

續費」新臺幣30萬元，也應其要求申請自然人憑證，配合所謂贈與稅辦理等事宜。

  數日後，詐騙集團的另一成員再以地政事務所人員之身分，現身老太太家中，表示塔

位買賣即將成交，但是將有龐大的「稅金」需由老太太支付，如希望節稅，則必須有一

筆額外的款項來「製造金流」，建議太太可以利用借款、貸款的名義製造金流，只要6個

月後拿到塔位售出的款項就能還款，並非真的借貸，但要求老太太有關借貸製造金流、

塔位買賣之事都不能對任何人，尤其是家屬提及。老太太深信節稅、製造金流之說，便

不疑有他，準備了身分證、土地權狀、印鑑證明、印鑑章、存摺等諸多個人重要文件資

料，全數交至詐騙集團手中。

  隔天一早，詐騙集團又來到老太太家中，並當場以電話聯繫另一名成員，謊稱對方為

負責處理老太太借貸事宜之仲介，前來老太太家中討論借貸事宜。在討論期間，詐騙集

團不斷輪番向老太太強調借貸行為都是假的，只是為了製造金流以利節稅，以話術取得

老太太信任之後，老太太當天就將自有之房地辦理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及預告登記事宜。

  嗣後，老太太以為是假裝借貸製造金流的款項匯入帳戶後，詐騙集團旋即以「預繳

利息」、「代書費」、「製造金流」等諸多名目，將款項詐取殆盡，等老太太再無餘力

繳納借貸的高額利息，詐騙集團即搖身一變，再以抵押權人身分強制執行老太太的房地

。回想當初所謂的靈骨塔潛在買家，根本就是這整場詐騙大戲的開場，而老太太一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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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詐騙集團話術，一生積蓄全被搬空。

  此類「靈骨塔假買賣、真借貸」詐騙案件，詐騙集團通常鎖定生活單純、對詐騙話術

不熟悉，且通常白天獨自在家的中老年人、退休人員、家庭主婦等族群，先以電話或見

面建立信任感，再化身多種身分，以乍聽之下專業可信之話術，透過輪流包夾方式說服

民眾真有買家欲高額收購塔位，但為配合節稅、套利、手續費等事由，安排被害人申辦

高額、高利貸款，甚至抵押房產，等到最後財產被詐騙集團搜刮一空，才發現一切全是

騙局，損失慘重。

  刑事警察局呼籲，如果家中有長輩，請務必提醒長輩遇陌生人來電一律不接，或請對

方於兒女返家時段再撥，降低受騙上當的機會，若懷疑遭受詐騙騷擾，可以隨時撥打165

尋求專業諮詢與協助。最後提醒長輩，不要參與來路不明的交易或投資，不要輕易將金

錢和權狀交給他人處理，面對詐騙集團千變萬化的角色、舌燦蓮花的話術，千萬要小心

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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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

甲私立國小蔡○○涉嫌業務侵占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全球資訊網

一、案情來源

  本局於102年間受理金融情資分析後發現：甲私立國小設於A銀行開立多個帳戶，經常有

提領略低於50萬元現款之交易，似有規避大額申報之嫌。

二、涉案人

  甲私立國小董事長蔡○○。

三、涉案情形

  蔡○○於101年起實際掌控甲私立國小校務及財務，明知依私立學校法第46條第1項之規

定，私立學校之收入，應悉數用於當年度預算項目之支出，縱有賸餘款，亦應保留於該校

基金運用，不得挪為私用據為己有，竟為謀取私利，由該校會計人員指示學童家長將課後

輔導費、綜合活動費用（或稱多元學習費）、月費、雜費及校車費等各種費用，存入甲

私立國小設於A銀行之多個帳戶，並蓄意不將該等收入記入甲私立國小會計帳冊中，更未

揭露於每年提報予X市政府教育局備查之預、決算書及財務報告，以規避主管機關及會計

師之查核，同時指示會計人員每週自甲私立國小設於A銀行多個帳戶中，分別提領低於50

萬元之現款交付予蔡○○，再以個人或親屬名義購置不動產、保險、股票、車輛、信託

基金、定存，或匯至海外隱匿，犯罪所得共計約1億餘元。

  本局臺北市調查處於104年2月16日依法搜索，於甲私立國小董事長辦公室保險箱查扣

現金4,299萬9,000元，另於會計人員保管之保險箱查扣現金235萬9,636元，調查後屬侵

占款項，均依法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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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疑洗錢表徵

  同一帳戶或同一客戶透過不同帳戶分散交易，並經常有多筆略低於必須申報之金額存入

帳戶或自帳戶提出。

五、起訴情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於106年2月間以涉嫌業務侵占罪起訴蔡○○。

六、經驗參考

1. 甲私立國小會計人員長期連續提領小額現款，明顯係為規避大額通貨申報規定，累積

交易金額龐大，且交易模式不合常理，所幸金融機構主動通報，方能阻斷此一不法犯行。

2. 分析金融帳戶交易內容需同時著重資金來源及去向，對於長期往來客戶之交易模式亦

應保持警覺。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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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叮嚀

美牛開放、美豬訂定安全容許量及清楚標示，安心自由選擇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

  衛生福利部依據國家整體政策方向，在以維護國民健康為優先的前提下，基於科學實

證，以最嚴謹的假設條件下評估健康風險，據以訂定豬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及開放

30月齡以上的美國牛肉輸入，並配合全面清楚標示，透明資訊，讓民眾輕鬆辨識，安心

選擇。

  針對豬萊克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草案，食藥署在108年委託國立成功大學教授進行風險

評估，為了能照顧到所有的消費群，此項評估針對不同年齡層的民眾及敏感族群進行分析

，包括小孩、幼兒、青少年、成年人、老人以及育齡與正在坐月子的婦女。衛生福利部

在9月4日召開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議會，經充分討論及綜合評估，決定嚴格訂定豬萊克

多巴胺的殘留容許量，分別為肌肉及脂(含皮) 0.01 ppm、肝臟0.04 ppm、腎臟0.04 ppm

、其他可供食用部位(例如胃、腸、心、肺、舌、肚、腦、血等部位)為0.01 ppm。該容許

量依據國人之攝食量，並考量坐月子期間食用豬腎及豬肝的飲食習慣，另參酌諮議會專家

學者建議，訂定比國際更為嚴格的腎臟容許量標準，只要食用符合標準的豬肉等產品，

安全無虞。

  其次針對美國牛肉，食藥署在107年以最新的數據，重新評估不限月齡牛肉(也就是包

括30月齡以下及30月齡以上)的食用安全性，並基於美國為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所評

定的牛海綿狀腦病(俗稱狂牛病，BSE)風險可忽略國家，意即為牛隻及飼料管理系統等級

為最好的國家，據此，9月1日衛福部召開「牛海綿狀腦病(BSE)專家諮詢會」討論，在科

學實證基礎下，認定牛肉安全無虞的前提下，開放30月齡以上之美國牛肉輸入。原來不

得輸入之高風險產品，例如：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等，仍然不允許輸入。

  為透明豬肉原料原產地資訊，從110年起，從大賣場、超市、傳統市場、零售通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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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便當店、小吃攤等，不管是生鮮豬肉、加工食品、滷肉飯、貢丸湯或是任何含豬

肉及可供食用部位的食品，都要清楚標示豬原料原產地，讓大家可以安心自由選擇喔!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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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資訊

選擇合法露營場地，開心露營平安歸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資訊網

  近年來露營活動越來越盛行，從事露營活動之民眾宜選擇合法露營場，為使民眾出遊前

能分辨露營場地合法性，交通部觀光局已在107年建立「露營專區」資訊平台，提供民眾

查詢露營區資訊（含符合與違反相關法令情形），依露營區名稱、所在縣市、公有合法、

國家風景區、國家公園等條件查詢，以維護露營活動安全及民眾自身權益。

  另為確保露營活動安全，露營場經營業者須訂定緊急應變、緊急救護及遊客疏散計畫、

明白揭示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資訊及收退費機制等資訊，以保障民眾出遊安全與消費權益

。

  露營場因涉及土地使用或開發有多元主管機關及法令，為查緝非法開發山坡地、農牧用

地、林業用地破壞表土等經營露營場行為，交通部觀光局已函請各相關主管機關如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財政部國產署及各縣市政府落實執法、強化

露營安全管理及國土保護，每月回報非法露營場經營者的查處及輔導情形。

  交通部觀光局提醒民眾從事露營活動時應先上「露營專區」網站查詢露營場是否合法，

因為山坡地、河川地易因氣候因素發生土石崩坍、溪水暴漲等危機，容易發生旅遊安全問

題；觀光局也提醒從事露營活動應注意：(1)充分的行前規劃與準備(2)選擇合法的露營場

地(3)避免進入危險地區或溪谷、水域(4)提高警覺注意安全(5)在無人經營之場域露營尤

應注意有無禁止或限制之公告或警示(6)不帶走也不留下任何東西，才能「開心遊，平

安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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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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