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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罪滯留國外，非惡意遺棄

■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身為一家上市公司總經理的田姓男子，因為公司經營不善，發生財務危機，他當時正在

國外接洽商務，得知在國內的公司已因周轉不靈而停業，主管機關要對公司進行財務狀

況的清查，自知身為公司經營者，必定會受到調查，雖然公司的經營，大部份是公開的

沒有不可與外人道的內情，但也有小部分營業祕密難以對外說明，如果刑事調查人員掌

握了這些問題，到時候問起來該是從實作答或是拒答，真是兩難。男子心想還好目前身

在國外，他們要問也無從問起，於是就選擇滯留國外不歸國同時一再變更新的住居處所

新的居所連老婆與家人都不告知，刑事方面，檢察官在傳喚無果後就憑所掌握的證據，

連同原在公司擔任財務經理的妻子，一併提起公訴。

田姓男子身在國外雖然可以避開國內司法機關的追捕，對家庭方面就顯得無力照顧如此

情形竟長達九個月。家庭重擔這時都落在妻子的身上。以往公司在營業時，她擔任公司

的財務長，經常調動頭寸都是幾千萬元，當時光憑她每月的薪資收入，就可以支持這個

家，丈夫拿不拿錢回家都無所謂。可是現在兩份薪資都沒有了，家庭處處都要用錢沒錢

只能厚著臉皮向親友借貸借了一次沒還，下次自己也不敢再開口，這種借債度日的日子

真不是人過的！更令她氣憤的是身在國外的丈夫，到如今音訊全無，好像這個家庭與他

全然無關一樣。想到丈夫這樣無情，自己何必苦守著這個家庭不放？想到這理就決定向

法院提起裁判離婚的訴訟。這位田太太原想這該是一埸穩贏不輸的訴訟，怎知被告雖然

沒有到庭抗辯，第一審法院卻給她來個「原告之訴駁回」的敗訴判決。

這位提起離婚訴訟的田太太，原以為丈夫滯留國外音訊全無，這都是事實，他應該知道

遠在台灣這還有一個家，竟然九個多月音訊全無，她不禁自問「這不算惡意遺棄什麼才

是惡意遺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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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在我國民法上，共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兩願離婚」，只要夫妻雙方都同意離婚

依民法第1050條規定，要以「書面為之」，所謂書面，即是用文書記載夫妻雙方同意離

婚的意思，即常所稱的「離婚協議書」，這是法定的要件，口頭說離婚這是無效的。另

外需要二人以上的證人在離婚協議書上面簽名，證人必須是具有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並

且知道這對夫妻都有離婚的意願。這些手續完成後夫妻倆還要到同住戶籍地的戶政事務

所辦理離婚的登記，這才完成兩願離婚的手續。這位田太太的先生人在國外，縱雙方同

意離婚，但丈夫無法偕同妻子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說得再多也是白費功夫！

田太太採取的裁判離婚的方式並沒有錯，只是「裁判離婚」不是要離婚就可以離婚，要

由法院的主審法官用判決來決定是不是准許雙方離婚。通常地方法院都設有「家事法

庭」。離婚事件依「家事事件法」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要由法院的「家事法庭」來審

理。法院審理家事事件認有必要時，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並依職權調查證據

田太太的離婚事件被告，也就是她的丈夫因人在國外，並未到庭提出抗辯。家事法庭認

為原告提出的離婚理由：「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雖為民法第

1052條所定的裁判離婚要件之一，但被告的一方，不僅須有違背同居義務的客觀事實，

並須有拒絕同居的主觀情事，田男潛逃國外，雖然違背同居義務，但無其他情事可證明

他有拒絕同居的主觀要件，與民法所定的惡意遺棄的要件不符，所以駁回原告之訴。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111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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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縣某鄉長涉嫌索賄案

違失個案事實：

(1)雲林縣某鄉公所鄉長壬，負責綜理該公所所有鄉政業務，包括核發鄉內建築案件之

建造執照等，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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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友人出借個人帳戶及保險箱，供鄉長壬隱匿賄款等不法資金。癸係 L能源公司及 M 公

司之實際負責人，平時在該鄉從事土地開發等仲介業務，並擔任鄉長壬向特定廠商收取

賄款之「白手套」；申係 N 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酉於 108 年間係 P 能源公司董事及

P 再生能源公司負責人，並為 P 太陽能公司董事長；戍係 Q 公司總經理及實際負責人

亥係 Q 公司登記負責人；未係 Q 公司之董事。

(2)緣於 106 年間，P 能源公司在該鄉興建「太陽能發電系統設置工程」，108 年間前

開案場埋設管線工程施作期間，經該鄉當地村長及居民多次向公所及縣政府陳情，指摘

該案場施作過程有破壞當地環境等情形，酉為求工程順利進行，透過白手套癸向鄉長壬

表示願意支付 350 萬元擺平民眾陳抗。由酉以 P 再生能源公司與白手套癸實際負責之

M 公司虛偽簽立委任報酬 385 萬元之「工程顧問委任合約」，虛列成本支出項目，白

手套癸再指示知情之申虛開立總計金額 385 萬元之發票，並由白手套癸與申提領 350

萬元現金後，轉交予鄉長壬，其餘款項 35 萬元則作為支付白手套癸開立發票衍生之營

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等稅捐費用。

(3)109 年間，Q 公司與 L 能源公司合作，規劃在該鄉申設「漁電共生型」之水產養殖

設施結合太陽能光電系統案場，委託戍取得所需土地之使用權。嗣後 Q 公司於 109 年

8 月間向該公所申請核准建造執照、開工審查等業務之際，鄉長壬透過白手套癸出面向

戍索賄 400 萬元，戍等惟恐工程遭刁難，故而交付賄款 400 萬元於白手套癸，由其再

轉交鄉長壬。鄉長壬收受賄款後，Q 公司果於同年 8 月 21 日經該公所發函通知，並

於同年 8月 24 日順利獲該公所發給該案之建造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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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鄉長壬於任職鄉長期間，利用友人帳戶藏匿犯罪所得及不明資金，隱匿鄉長薪資以

外包括不法賄款及不明來源所得累計 3,457 萬 6,568 元。

(5)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臺中站調查屬實，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依法偵辦

檢察官於110 年 8 月 24 日對鄉長壬等 8 人提起公訴。

違失個案檢討分析：

(1)違失態樣：鄉長壬利用職務上具有核發建造執照及受理陳情案件之機會，向施工廠商索

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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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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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法治教育並透過宣傳讓民眾知道檢舉管道。

(3)公務機關對人民陳情事項，應建立查核複檢系統。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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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未開挖，虛報有開挖 

案例概述：

賈關懷擔任清流國小的校長，為了改善校園運動環境，辦理校內球場及 PU 走道整修工

程，由歐北座公司得標。按照契約施工內容，歐北座公司應先開挖地坪整理，再重新鋪

設瀝青及 PU走道。但是，歐北座公司貪圖省事、又想省錢，沒有開挖地坪，只刮除原

有瀝青、PU 面層及重鋪後，即向清流國小提出竣工報告並申請驗收。

游錢多是歐北座公司的老闆，與賈關懷是多年同學好友，賈關懷知道歐北座公司沒有開

挖地坪，決定護航讓廠商通過驗收。賈關懷找來游錢多與負責本案設計監造的建築師曾

好，三個人討論決定用清流國小的名義，發文給曾好的建築事務所，表示：「經查，本

校中央球場 PU 走道施工部分，貴建築師認為開挖後，尚屬良好，擬變更設計，本校無

異議。」

此外，賈關懷還將發文日期，回溯填寫至歐北座公司申請驗收之前，企圖營造歐北座公

司在驗收前，已完成全部施作項目，符合申請契約的變更流程等假象。

賈關懷明知歐北座公司未依合約施作，且不符驗收規定，卻仍故意違反驗收程序及採購

規範，讓歐北座公司獲得免付違約金新臺幣 7 萬 8,000 餘元的不法利益。最後，賈關

懷被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圖利罪，判處有期徒刑 3 年 6 個

月，褫奪公權 2 年。

溫馨提醒：

工程完工前，如有發現不需要施作的情形，而與原設計內容發生差異時，應辦理契約變

更，就未施作部分扣減工程款；但是，如在竣工後，進入驗收階段時，即應依照合約內

容辦理減價收受及扣罰違約金，方符機關採購需求及政府採購法規定。

機關辦理採購驗收時，如發現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依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1 項規定，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同法第 72 條第

2 項同時規定，如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

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因此，機關辦理工程採購驗收時，如遇有驗收不合格的情況，應先訂定合理期限，請廠

商改正；如驗收不符項目經機關審酌後，認定符合減價收受的要件，始能辦理減價收受

並依契約約定內容，處以違約金，而非於驗收後，逕以契約變更或修改竣工圖等方式，

讓廠商得以規避扣罰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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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法規：

政府採購法第72條：

機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

不符者，應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

要，而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並經機關檢討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

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其在查核金額以上之採

購，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採購，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驗收人對工程、財物隱蔽部分，於必要時得拆驗或化驗。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4條：契約價金之調整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

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

有困難，或不必補交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價金0%（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減價，

並處以減價金額0%（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之違約金。但其屬尺寸不符規定者

減價金額得就尺寸差異部分按契約價金比例計算之；屬工料不符規定者，減價金額得按

工料差額計算之。減價及違約金之總額，以該項目之契約價金為限。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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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看穿電子郵件詐騙手法（上篇）

「勒索軟體」危機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惡意軟體之演進 

電腦病毒Wannacry攻擊模式是將電腦使用者常用的文件檔（ 如word、pdf）、照片

圖檔等加密，再以支付一定金額比特幣（Bitcoin）方式換取金鑰解密。此種控制使

用者檔案，並要求支付贖金的電腦病毒攻擊即所謂勒索軟體（ransomware）。最初

開始的惡意軟體（malware）攻擊模式，以植入木馬程式的方式，竊取使用者個資來

獲利，惟現行模式已從竊取個資轉向加密使用者檔案，若使用者不支付贖金，將無

法取得金鑰來解密檔案。鑑於惡意軟體攻擊愈趨猖獗，攻擊模式不斷演進，政府機

關、企業等單位必須正視資安監控與維護，避免因系統漏洞而受到損失

勒索軟體之內涵

1.張貼訊息前務必三思

勒索軟體（ransomware） 係一種阻斷存取式攻擊（denial-of-access attack），

透過釣魚網站或下載檔案的方式，讓使用者個資外洩或自動安裝病毒軟體就會產生

匿名資料夾，取代原本電腦用戶的資料夾，然後自動執行病毒程式，以RSA不對稱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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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演算法加密檔案，即只有駭客才有私鑰（private key）解密，使用者唯有支付

定額的比特幣或黑幣，方有可能回復檔案。

2.勒索軟體攻擊手法 

基本上勒索軟體攻擊主要有三個階段，如圖1所示，駭客會先設置惡意陷阱以潛入用

戶電腦，俟偵測出用戶系統漏洞，匿名資料夾即自動執行取代原資料夾，將所有檔

案加密，並出現要求支付贖金的通知訊息，用戶支付後才能取回檔案。

4.勒索軟體之預防

定期備份 

為了避免重要資料被駭而無法回復的情形，電腦使用者應隨時將重要資料備份至異

地，免於遭受勒索軟體威脅。

系統軟體定期更新 

電腦使用者須定期更新作業軟體及防毒軟體，以修補系統漏洞，降低遭到勒索軟體攻擊

機率。若防毒軟體偵測出系統已感染，在顯示出勒索訊息前，先切斷主機網路連結，以

避免完成加密程序，並重新安裝系統軟體，確保系統及資料安全。

不隨意開啟不明郵件及注意瀏覽網頁安全

不管是公務機關、公司團體或個人使用者，除了倚靠資訊單位防禦管理外，都必須養成

良好的網路使用習慣。不隨意開啟來源不明的電子郵件、附件及自非信任來源下載安裝

程式，另瀏覽網頁時，不要開啟網頁上嵌入的廣告連結，避免落入勒索病毒的陷阱，造

成個資外洩或更大損害。

面對惡意攻擊不斷演進的網路環境，電腦使用者必須隨時保持警戒，養成良好的網路安

全習慣，避免因為疏忽而造成個人資料被駭及其他相關損害，在浩瀚未知的網路世界，

唯有搭乘網路安全公車（BUS）方能通往資訊安全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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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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客申請租金補貼，無須房東事先同意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表示，近期媒體報導，部分房東無視法規

規定，明確拒絕或以「調漲租金」或「提前終止租約」等不當手段，限制或阻止房客

申請「300億元中央擴大租金補貼專案」(下簡稱租金補貼)，嚴重減損政府照顧弱勢租

屋族群之政策美意。

     行政院消保處進一步說明，申請租金補貼是房客的權利，房客僅須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及相關證明文件即可提出申請，「無須」事先取得房東之同意。

      此外，現行「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下簡稱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對於調漲租金及提前終止租約，已有下列規定，租賃雙方均應遵行：

 一、不得調漲租金

    為保障房客權益，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明訂，房東於租賃期間內不得「調漲」

租金。但房東若體恤房客，願意「調降」租金者，則不受限制。

 二、不得提前終止租約

    為讓房客安心居住，避免臨時被迫搬遷，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明訂，除房客有

法定事由(例如：未繳租金或管理費達2個月租金額、擅自將房屋轉租他人、故意毀損

房屋而不修繕等)或房東和房客於簽約時有約定可以提前終止租約之情形外，原則上房

東均應依約履行，不得藉故提前終止租約。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房客，申請租金補貼時，應注意下列事項，以維護自身權益：

 一、「無須」事先取得房東同意

    租金補貼是政府為實現居住正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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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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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若遇刁難可提出申訴或檢舉

      若遇到房東拒絕、刻意刁難或以「調漲租金」或「提前終止租約」等不當手

段，限制或阻止申請租金補貼之情形，可檢具事證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局

(處)或消保官提出申訴或檢舉。

      行政院消保處亦呼籲房東，出租房屋賺取租金之同時，除租賃契約書內容須符

合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外，亦應遵守契約精神，依約履行。不得為了自身利

益，用「調漲租金」或「提前終止租約」等不當手段限制或阻止房客申請租金補貼、

申報租賃費用支出或遷入戶籍。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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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外界質疑政府未保障境外虛擬資產交易所

在臺用戶權益一事之說明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有關外界指稱日本金融廳對境內外的虛擬(加密)資產交易所都有監管，質疑政府未

保障境外交易所在臺用戶的權益一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澄清如

下：

 一、FTX交易所係在境外，並非經本會核准設立的機構，相關商品也係在境外提

供，投資人應自行評估風險。而FTX在日本設有子公司，在臺則無，日本及新

加坡的相關監理措施也未及於境外交易所。

 二、日本及新加坡對FTX事件的因應

(一)日本金融廳係對在當地取得執照的加密資產交易業者FTX Japan (FTX的日本子

公司)發出暫停營業的行政處分，並採取措施保障FTX Japan客戶的權益，相關

措施並未及於境外之FTX交易所。

(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以下稱MAS)也於111年11月21日發布新聞稿澄清，FTX交易所

未獲MAS許可且在境外營運，MAS無法保障在FTX交易所上交易的新加坡用戶權

益。即使虛擬資產交易所在新加坡獲得許可，目前也只會受到洗錢防制目的之

監管，而不是保護投資者。

 三、本會已多次提醒民眾虛擬資產交易風險，將持續關注相關後續發展，並瞭解國

際上相關主管機關對本事件的看法及處理：

(一)本會已多次發布新聞稿提醒民眾，鑒於虛擬資產交易資訊不透明且價格波動

大，投資風險高，民眾無論透過境內外虛擬資產交易平台進行交易或私下進行

交易，務必提高警覺，謹慎判斷相關訊息的真偽，並審慎評估投資風險。

(二)除「具證券性質之虛擬通貨」(STO)為證券交易法所稱的有價證券，應遵循證券

交易法相關規定外，其他種類的虛擬資產或由其衍生之相關商品(如期權、保

證金交易等)，都未經本會核准發行。而本事件的交易平台係在境外，並非經

本會核准設立的機構，相關商品也係在境外提供，不適用既有證券投資人及期

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或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的處理機制。

↑  TOP  

                                                                                               16

消費保護  －  2  



36

毒品零容忍！貫徹「無毒家園」政策 

憲兵指揮部透過緝毒犬追查毒品源頭

資料來源：反毒大本營

國軍為貫徹政府「無毒家園」政策，不遺餘力地從事各項反毒工作，成效斐然。憲

兵指揮部展現緝毒成效，除透過緝毒犬分組採無預警方式，分赴各教召場地執行毒

品查察，也以尿篩方式追查毒品源頭，展現國軍反毒之決心。 

憲指部表示， 在「緝毒」工作方面，去年迄今年8月止，所屬各憲兵隊、緝毒犬分

組配合檢調機關指揮，執行各項毒品查緝專案，計查獲各類毒品共264公斤；另因

應新制教召推行，緝毒犬分組採無預警方式，分赴各教召場地執行毒品查察，查獲

2位召員身上帶有疑似毒品氣味，經單位實施尿篩呈大麻陽性反應，複驗確認後即

函送地檢署偵辦，有效確保營內純淨，消弭社會危害因子。

此外，憲指部也在「防毒」領域上奉獻心力，去年迄今年8月止，共計辦理國軍部

隊暨司法審檢機關毒品鑑識案件計174件550項，透過毒品成品及尿液樣品分析，以

科學數據支持緝毒工作執行，達成「溯毒、追人」目標，阻斷毒品源頭，展現國軍

反毒之決心。

國軍為貫徹政府「無毒家園」政策，不遺餘力地從事各項反毒工作，成效斐然。憲

指部表示，憲兵指揮部刑事鑑識中心刑事鑑識士謝旻錞上士及臺北憲兵隊調查士王

淳鐽中士，分別榮獲今年防毒監控組及緝毒合作組有功人士獎項，展現國軍對毒品

零容忍的決心與卓越成果。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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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求職、借貸 2 No! No!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詐騙手法大公開

1、詐騙集團於社群平臺張貼  月薪5-20萬元  無須工作經驗 出售帳戶
輕鬆賺 等貼文吸引民眾洽詢，雙方加入LINE進行詳談。

2、民眾依據指示前往詐騙集團指定處所會面，接著被帶往銀行設定約定
轉帳及開啟網路銀行等功能

3、詐騙集團再以簽約出借帳戶或給付每日報酬為由，控制被害人人身自
由，拘禁於私人處所或旅館內，藉此操作被害人銀行帳戶進行犯罪所得
收、轉安心求職不受騙，應注意

(一)對網路徵才公司多查、多問、多存疑，可去電確認真偽

(二)找工作急不得，別被高薪、輕鬆工作字眼騙了

(三)面試前先知會家人朋友行蹤，保護自身安全

(四)簽約前看仔細，有疑慮的契約不要簽、線上簽約要留意

提醒您，切勿聽從指示申辦個人約定帳戶，對於個人銀行帳戶、網路銀
行帳號密碼等，負有應自行妥善保管之責任，絕對不可交付陌生人。若
有存有僥倖心態，販賣或出租個人帳戶，更可能會危害生命安全，不可
不慎!!!!!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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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開發公司負責人朱○○等涉嫌違法吸金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

壹、案情概述 

一、案件來源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制處於100年3月間受理A銀行申報疑似洗錢交易報告：朱○○帳戶

經常存入現金，復以轉帳匯款方式，移轉資金至其A銀行甲分行帳戶，再以轉帳支付到

期支票款。 

二、涉案人 

朱○○，甲開發公司負責人 

陸○○，甲開發公司總經理 

三、涉案情形 

99年11月間，甲國際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甲開發公司，由朱○○擔任該公司

負責人，陸○○擔任總經理。渠等均明知該公司非銀行，亦未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銀

行業務，不得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

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

酬，竟自99年11月起，僱用游○○、余○○及王○○等業務人員以口述、廣告文宣或

每月不定期召開「資產活化講座」活動方式，由余○○等擔任講師，對彭○○等不特

定之人公開散布保證獲利且宣稱「資產活化」、「負債整合」、「成本低&獲利高&流

通快」、「每月可領投資金額的1.5%」、「銀行定存利率一年才1%多而已」、「讓有

錢人更有錢、沒錢者變有錢」等課程資料，招攬社會大眾加入投資，並宣稱有兩種投

資方式，其一為客戶以每單位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投資該公司，每月可領取投資金

額1.5%(即每年領取18%)之紅利。甲公司根據客戶投資額度，先支付3個月之現金「紅

利」及3個月後兌現之「紅利支票」。其二為以現金辦理投資者亦可選擇每股50萬元，

最低投資金額100萬元之方式，投資不動產物件，若該不動產未售出，甲公司保證1年

可退還110%(即本金每股50萬元紅利5萬元)；若該不動產售出，則投資人可均分獲利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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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及朱○○共同以甲開發公司經營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之銀行業務並對外招

攬「會員」，會員投資之資金來源包括現金、不動產貸款、信用貸款及車貸等，投資

人資金來源若為貸款，該公司均同樣代為支付貸款利息。渠等為規避銀行法相關規

定，將投資人款項存入A銀行陸○○私人帳戶或要求投資人自行匯入該帳戶，陸○○則

使用渠B銀行及C銀行帳戶或向朱○○借用D銀行甲分行帳戶，開立支票予投資人，用以

支付事先給予投資人之到期支票款。 

綜上，陸○○及朱○○以投資或借款等名義對外招攬會員，按臺灣銀行99年11月1日一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牌告固定利率為0.35%至1.16%。上述以現金或貸款投資陸○○及甲

開發公司會員經折算年利率為18%至25%不等。渠等實際從事經營收受款項而約定給付

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業務，自96年至100年6月間，總計吸金金額達1億5,209萬,000

元。

貮、洗錢手法 

陸○○及朱○○共同經營甲開發公司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之銀行業務並對外招攬

「會員」，會員投資之資金來源包括現金、不動產貸款、信用貸款及車貸等，投資人

資金來源若為貸款，甲開發公司均同樣代為支付貸款利息。渠等為規避銀行法相關規

定，將投資人款項存入A銀行陸○○私人帳戶或要求投資人自行匯入該帳戶，陸○○則

使B銀行陸○○帳戶及C銀行陸○○帳戶等帳戶或向朱○○借用D銀行甲分行帳戶，開立

支票予投資人，用以支付事先給予投資人之到期支票票款。 

參、可疑洗錢表徵 

同一客戶於不同櫃檯以每筆未逾（或逾）申報門檻之現金辦理存、提款，累計達一定

金額以上，且該交易與客戶身分、收入顯不相當或與本身營業性質無關者。 

伍、起訴情形 

臺北地方檢察署於101年1月依違反銀行法29條、第29條之1規定起訴，且犯罪所得達1

億元以上，應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規定處罰之罪嫌起訴。 

陸、經驗參考 

申報銀行充分瞭解客戶（KYC）後，發覺朱○○帳戶交易方式、金額，與其身分、收入

顯不相當，疑似洗錢，並適時通報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該案得以發掘。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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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檳大作戰 口腔癌靠邊站

戒除檳榔、菸品 都能預防口腔癌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檳榔是國際癌症研究總署公告的一級致癌物，不論有無添加紅白灰等配料，嚼食檳

榔本身就可能罹患口腔癌，依據衛生福利部110年死因統計和國民健康署108年癌症登記

資料顯示，每年超過8,000國人發現罹患口腔癌及3,000人死於口腔癌。在天氣冷的時候

部分民眾認為嚼檳榔可以禦寒，忽略造成口腔黏膜的傷害以及容易致癌的事實，為預防

口腔癌的發生，國民健康署吳昭軍署長呼籲，天氣逐漸變冷，民眾可添加衣物、喝溫水

或使用暖暖包來保暖，千萬不要選擇以嚼檳榔方式來禦寒。另外，嚼檳榔與吸菸都是導

致口腔癌的高風險行為，有嚼檳榔或吸菸的朋友要定期安排口腔黏膜檢查，並注意黏膜

的變化，早期發現與治療。 

戒除檳榔、菸品 已證明能有效預防口腔癌

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於今(111)年10月發布預防措施之實證效果，戒除檳榔能有效預

防口腔癌，研究一致指出，隨著戒除時間的增加，罹患口腔癌前病變及口腔癌的風險將

逐漸降低，戒除檳榔後，每年口腔癌風險可降低2.3%至6.7%，戒檳榔10年後，風險則可

降低17%至51%；戒菸後，4年內口腔癌風險下降35%，戒菸20年後，罹患口腔癌風險即接

近不吸菸者。

檳來這樣擋 防癌從拒檳開始 

嚼檳榔的朋友常以工作的關係，需要提神、專注或社交所需的理由，或認為吃的量

不多，就持續嚼食，然而口腔黏膜經檳榔的粗纖維長期摩擦，加上檳榔汁液中致癌物 

(檳榔鹼等成分)不斷刺激，就容易造成口腔黏膜細胞癌化形成口腔癌。為了自身健康及

家人幸福著想，建議儘速戒除嚼檳榔習慣。國民健康署提供檳友們三招戒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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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聊想嚼或需要保暖時：善用替代品，如新鮮蔬菜條、蒟蒻條、無糖口嚼錠、硬喉

糖等，或刷牙保持口中清爽的感覺，都可以降低嚼檳榔的慾望；天冷時，多加衣物

保暖、喝溫水或溫熱飲等有助身體暖和及放鬆心情。

(二)想提神或專注時：身體疲累時，充分的放鬆休息是必要的，培養運動習慣，也有助

於消除疲勞、提升體力與專注力。

(三)遇到友人邀請嚼檳榔時：善用拒檳技巧，如轉移話題、反復說不，或是自我解嘲家

教嚴厲等，都是不失禮的拒檳好方法。

定期接受口腔黏膜檢查 遠離口腔癌威脅

口腔癌是可以預防的癌症，最佳方式是不使用檳榔、菸品等有害健康的物質；已有

嚼檳榔或吸菸習慣者，請儘速戒除嚼檳榔、吸菸行為，就可以持續降低罹癌風險，研究

證實定期接受口腔黏膜檢查，可降低21%晚期口腔癌發生及26%死亡風險，更增添一分保

障。國民健康署提醒，政府免費提供30歲(含)以上嚼檳榔(含已戒)或吸菸民眾、18歲以

上至未滿30歲嚼檳榔(含已戒)原住民，每2年1次口腔黏膜檢查，符合資格的民眾，請帶

健保卡到合約醫療院所接受口腔黏膜檢查，遠離口腔癌的威脅。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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