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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灌男童毒品致死該犯殺人罪！

■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前些日子，一位盡責的檢察官在經辦一名四歲男童送醫院急救無效身故，報請相驗的案

件。初步相驗時發現這男童脖子有勒痕，背部有多處新的傷痕，懷疑男童是受到虐待而

死亡，檢察官為查明死因，指示法醫研究所將男童屍體解剖，採取遺體的血液、胃容物

及尿液送請調查局作毒物分析，結果出來讓許多人跌破眼鏡，死者胃容物和血液都含有

毒品海洛因四百毫克及安非他命七百毫克，且胃內容物含毒最多。毒品價格昂貴，又不

好吞服，四歲男童怎可能弄到毒品？因此判斷男童是遭人強灌毒品中毒死亡。有了這毒

害檢驗報告，檢察官便指揮警方深入調查，結果查出男童的母親已經離婚，目前與一名

因煙毒案被法院判刑七年，尚未到案執行的戴姓煙毒犯同居，因此，檢警判斷下手毒死

男童者，該是戴姓嫌犯，於是集中警力緝捕戴嫌，結果在三天之內便將戴嫌逮捕到案，

戴嫌眼看罪證確鑿，也只有低頭認了。

毒品毒害人民毒犯擾亂社會安寧。我國舊「刑法」及現行「刑法」雖都有鴉片罪章的罰

則只是這些在承平時代施用的刑章無法在動亂的社會中發揮它應有的功能，政府又在動

盪不安，風雨飄搖的環境下，制定了「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期望新條例的施行能夠

淨化臺灣成為最乾淨的美麗之島。只是臺灣四面環海毒梟經常利用漁船走私毒品來台，

這一本萬利的生意，只要走私成功一次，下輩子就不必再辛苦了！由於走私毒品案件頻

傳，可見嚴刑重罰仍難禁絕毒品的危害。因此又將「戡亂時期肅清煙毒條例」進行大翻

修並經總統在八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公布，法規名稱也改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這次修法重點為：被查獲第一、二級毒品施用者不認為他們是煙毒犯將他們視為是一種

病人，查獲後要先送觀察，勒戒。等到觀察、勒戒程序完成，再經檢驗已無毒癮檢察官

就可以給他們不起訴處分。至於用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級

毒品者，依這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要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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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嫌用上述方法，對男童灌以第一、二級毒品，目的就是要他死亡，少了一個「拖油

瓶」跟班，他跟同居人可以逍遙自在，到處躲藏，很有可能躲過刑責。料想不到檢察官

會對男童進行解剖，讓戴嫌的毒害惡行公諸於世，四歲男童係被毒品害死，己為不爭事

實，對於施毒手的犯罪行為人，究竟該如何施用法律呢?

用強暴、脅迫、欺瞞或其他非法方法使人施用第一級毒品者，依現行「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六條第一項的規定，刑罰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處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我國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的普通殺人罪，所定的最高的刑度，也是處「死刑」，

兩者刑度相等，並無輕重之別。戴嫌目的是在殺人，只是使用強暴的方法將毒品灌入男

童的胃內，以致男童中毒過深死亡，並未侵害到男童的其他法益，煙毒罪部分，己為殺

人罪所吸收，不必另行論罪。故應要戴嫌負起殺人罪的刑責從重量刑。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111年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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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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國防部某處長涉嫌貪瀆案

違失個案事實：

(1)國防部某處長辛，主管國防工程、設施與經管不動產之規劃、構建、督導及管理事

項，係依據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寅係J公司總經理

於106年11月26日升任董事長並續兼總經理；卯係J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辦公室主任，辰

為J公司採購發包處經理；巳係H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為本案與J公司共同投標之建築

師；午係K砂石公司實際負責人並為土石方清運業掮客。

(2)緣國防部空軍司令部於106年5月間辦理「某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採購案，預算

金額為30億4,387萬8,652元。106年3月該標案公開閱覽期間，J公司經評估後認預算太

低而無投標意願，106年4月間本標案公開招標後，處長辛隨即主動與建築師巳聯繫，透

過巳與J公司總經理寅及董事長卯協議合作，並要求得標後需支付3,000萬元作為酬謝，

然本標案此時公告新建大樓樓地板每坪造價僅約10萬4,000元，經J公司內部評估認為利

潤太低，處長辛知曉後，隨即提高建物每坪單價至12萬元，增加J公司於本標案之獲利

而願意投標並給付賄款。

(3)本標案於106年5月間召開評選會議，確定由J公司得標，處長辛即透過午聯繫卯及建

築師巳要求賄款自3,000萬元提高至4,500萬元，並指定本標案拆除工程、土方清運工程

交由午承攬施作，另指示由午負責轉交賄款。卯及建築師巳為免日後工程施作遭處長辛

刁難，遂同意提高賄款之要求。後於106年及107年間由午分4次墊付及轉交予處長辛共

計3,000萬元賄款，另J公司尚有1,500萬元期約賄賂未交付。處長辛於106年收受J公司

支付賄款後，將現金藏匿於岳父家，後為隱匿及處分不法所得，處長辛透過購置豪宅、

奢侈品或以親人名義購買房屋及豪車等方式，掩飾、隱匿不法所得去向，剩餘款項下落

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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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經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調查屬實，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依法偵辦；檢

察官於110年8月18日對處長辛等8人提起公訴。

違失個案檢討分析：

(1)違失態樣：處長辛利用身為高階將領督導國軍房舍營繕工程之機會，向廠商索取回扣。

(2)違反法規：

A.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B.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C.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對於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

興革建議及防弊作為：

(1)強化法治教育與宣導，建立廉潔觀念。

(2)落實業務稽核、定期輪調制度，並視情形機動調整職務。

(3)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不當請託關說之登記，並由政風機構落實稽核及督導。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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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利罪

案例概述：

「王大天」為A市環保局廢棄物處理科技士並擔任環保局掩埋場之場長，因經營卡車運

輸業之胞弟「王小天」請託，「王大天」明知A市訂有「A市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

」、環保局亦訂有「掩埋場進場注意事項」等規定及收費標準，且逾垃圾掩埋場作業時

間（下午4時）後，車輛即不得進場傾倒，竟仍基於圖利「王小天」之犯意，趁地磅室

人員未加注意之際，引導胞弟「王小天」雇用之貨車司機得以在未取得A市環保局書面

同意文件之情形下入內傾倒廢棄物，復未經過磅計重及繳納代處理費之情形下，放任其

駕車離場，使其胞弟「王小天」獲得免繳納1.93公噸廢棄物之代處理費5,000元之不法

利益。

本案嗣遭檢舉，在政風室主任將上開行為告知「王大天」直屬長官後，其始向A市環保

局補繳代處理費5,000元，並於翌日至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上開犯行。

法條依據：

1、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圖利罪。

2、刑法第131條公務員圖利罪

案例研析：

1、圖利罪行為人主觀上限於直接故意，即法條中之「明知」，且限於因而獲得不法利

益之「結果犯」，若行為人無法造成獲得不法利益之結果，因本條不處罰未遂犯，

故不構成該罪。

2、圖利與便民界限，常使人混淆，以下列出圖利與便民不同點以茲區別：

(1)行為人是否明知故意：「圖利」有明知故意、「便民」無明知故意。

(2)行為人是否違反法令：「圖利」違反法令、「便民」不違反法令。

(3)獲得之利益：「圖利」不法利益、「便民」合法利益。

3、「王大天」為 A市環保局廢棄物處理科技士並擔任環保局掩埋場之場長，屬刑法第

10條第2項第1款前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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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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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市代清除處理廢棄物自治條例」性質屬自治條例，而A市環保局所制定之「掩埋

場進場注意事項」已公告於網站，不特定人民均可知悉該公告之內容，又其中明定

進場時段及需取得書面同意證明文件並持之入場等相關規定，確會影響多數不特定

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而對外發生法律效果，自亦屬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

第4款圖利罪所定「違背法令」之範圍。

5、本案經法院審酌，被告「王大天」所為圖利犯行僅有1次，所圖利之對象僅胞弟「王

小天」1人，且所圖之不法利益僅5,000元，情節尚屬輕微，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

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其於犯罪後自首，並代其胞弟繳回不法所得，按貪污治罪

條例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法院最終認定「王大天」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

處有期徒刑10月，緩刑2年，褫奪公權1年，後經最高法院三審判決定讞。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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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看穿電子郵件詐騙手法（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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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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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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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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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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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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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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正義，減輕弱勢租屋族群經濟負擔所提

出之貼心政策，性質上是屬於房客的權利，只要符合資格的房客，都可以自行決定

並直接提出申請，「無須」事先取得房東之同意。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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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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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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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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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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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結構致卡西酮類毒品成為管理一大頭痛問題。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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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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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製作之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

宣導影片─「父愛篇」及「決心篇」

 資料來源：法務部

法務部111年10月5日「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影片」首映會播放，影片內容均取材自

真實案例，影片網址如下，請同仁參考運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h4M1Dbelk

「決心篇」由檢察官擔綱主演，重現辦案經過，並宣示檢、警、調、廉團結一體的查

賄決心。

                                                                                               20

反賄選宣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h4M1Dbelk


36

法務部111年10月5日「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影片」首映會播放，影片內容均取材自

真實案例，影片網址如下，請同仁參考運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Brbb00oh_g

「父愛篇」以年輕父親為主角，面對敗壞的選風，挺身檢舉，留給孩子清廉、公平的

未來，獲得青壯世代的共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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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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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y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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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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