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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增修條文內容 
■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陳炎輝 

近年來具有隱蔽性、間接性及多層分工之新興組織犯罪崛起，最為民眾所 痛

恨的詐騙犯罪集團，便是組織犯罪最具體之結構型態。本次修正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必可有效追訴並嚴懲，具體回應國人殷切期待。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施行成效之探討 

為防制組織犯罪，以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我國於85年12月11日公

布施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本條例施行迄今已超過20年，雖

曾於105年7月20日配合刑法沒收新制而修正第7條規定，惟我國社會治安情勢已

大幅轉變，具有隱蔽性、間接性及多層分工性質的新興組織犯罪崛起，本條例自

有修正之急迫性及必要性。 

不容諱言，臺灣社會仍有竹聯幫、松聯幫、四海幫及天道盟等幫派組織之存

在，但各地更有眾多大小不一的「角頭」或「堂口」，該等幫會彼此間通常只是

稱兄道弟的友好關係，很多更是單純結派聚眾吆喝，並無誰指揮或誰聽命之管理

結構，此與本條例第2條犯罪組織「集團性」定義不符，以致檢察官偵辦「角頭」

或「堂口」案件時，通常只能以個人獨立犯罪行為偵辦，組織犯罪部分則因事證

不足而不起訴，致使本條例加重刑責、資助犯罪組織之處罰及犯罪財產之追繳、

沒收等規定，對作奸犯科者尚無嚇阻效力。 

因應時勢修正本條例開展歷史新頁 

近十幾年以來，電信詐騙不法集團猖獗，除透過電話、手機簡訊進行詐騙外，

 法令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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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網際網路普及發達，電信詐騙集團藉由FB臉

書、Line、E-mail、Skype等通訊軟體進行詐欺

更是層出不窮時有所聞。電信詐騙集團是以欺

詐或誘騙手法，不法獲取民眾金錢財物之犯罪

組織，具有上下領導關係，成員彼此間分工模

式完整，有專責招募新手及收購人頭帳戶或手機之上游，有負責人員訓練及機房

設備之中游，下游並有眾多車手接應，此外，更有負責規劃金流的幫手，每一流

程分工精密細緻，且隨著國際社會無疆界發展，電信詐騙集團更展現跨國優勢，

四處流竄以躲避查緝，十足為組織犯罪最具體之結構型態，政府必須有效追訴並

嚴懲，方能具體回應國人殷切期待。 

為打擊電信詐騙集團及跨國有組織犯罪，法務部參酌社會實情及《聯合國打

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下稱公約），研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業經立法院於106年3月31日三讀審議通過，為我國組織犯罪防制展開歷

史新頁。 

本條例修正重點如下，第一是修正犯罪組織之定義，不再限於集團性、常習

性，只要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即是。 

第二係不限於暴力犯罪，傳統犯罪組織具有眾暴寡、強凌弱的特性；現今犯

罪組織從事之犯罪行為，已不限於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犯罪活動，手法趨於多元多

樣化，故本次修正參酌公約有關有組織犯罪集團之定義，增訂最重本刑超過5年

有期徒刑之罪的犯罪類型，且不限於「強暴、脅迫、詐術、恐嚇」手段，例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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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犯最重本刑超過5年有期徒刑之罪者，即有可能觸犯本條例之規定。 

第三是要痛擊跨境電信詐欺犯罪，該等詐騙集團不肖之徒，除可依〈刑法〉

第339條之4規定論罪科刑外，仍可再援用本條例修正後規定，以嚴懲其參與犯罪

組織之犯行。 

第四是鑑於常見歹徒利用犯罪組織之威勢，要求他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

本次修法參考澳門《有組織犯罪法》第4條第1項，及日本《暴力團員不當行為防

止法》第9條之規範，增訂：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

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出售財產、商業組

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者……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300

萬元以下罰金，如歹徒確實為犯罪組織成員，可直接依處罰更重的犯罪組織成員

之規定處罰。 

第五則係犯罪組織招募對象不限於特定人，甚至利用電腦網路吸收不特定人

加入，為防範犯罪組織坐大，特別增訂：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者之徒刑及罰金；

成年人招募未滿18歲之人加入犯罪組織者，並依前項規定加重其刑至1/2。 

新法對違法亂紀者有相當嚇阻效果 

犯罪組織存在，法律所保護之法益，就有受侵害之危險，自有排除及預防之

必要，本條例係以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到維護社會秩序及保障

個人法益之目的。本條例此次修正犯罪組織之定義，使犯罪組織定義更為明確，

符合當前犯罪組織犯罪活動多樣化之趨勢，尤其是跨國電信詐欺犯罪情形嚴重，

必須有效痛擊及追訴嚴懲，方能阻斷跨境電信詐騙並順利進行追贓。保障全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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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命財產安全，具體實現司法正義，乃係政府不變之決心與信念，本條例修正

草案公布施行後，將可使檢警調機關於偵辦詐欺集團等重大組織結構性犯罪時，

會有更強而有力的偵查能量及法律依據，相信必定能對違法亂紀之徒，產生相當

之威嚇遏阻效果，具體回應國人嚴懲重大犯罪之期待。 

（本文摘自2017年5月號清流雙月刊） 

 

 

防騙九部曲-常見詐騙手法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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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燒人屋，卻成殺人犯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日前新聞報導，一位家住台中市現年41歲的

魏姓男子，二十餘年前就讀高職及專科時期，學

業成績跟不上班上同學，經常被梁姓友人及曹

姓、林姓與高姓三位同學冷嘲熱諷，讓他心生怨

懟。多年來每逢同學聚會，仍有同學提起那些痛

在魏男心坎的陳年舊事，當作調侃話題，使他一直對這位舊友以及那幾位老同學

無法釋懷。去年12月26日晚間，閒來無事，突然想到求學時期功課「吊車尾」及

受盡羞辱與欺凌的往事，如今自己貧病交加，那些嘲笑他的人卻個個過得都比他

好，心中更為氣憤，最後決定當晚要用行動，來消除鬱積在心頭的舊恨。就在台

中市文心南路的家中，將事前在路上撿到的電土倒入塑膠桶加水成為可以助燃的

液體，然後將助燃液體帶在身邊，於夜間11時許潛進台中市美村南路自以為是梁

姓友人所住大樓，在大樓的電梯間放火，燒燬大樓地下室的變電箱、水電管線與

停放在地下室的三輛轎車，火勢沿著電梯間延燒至大樓的六及七層。所幸除了

四、五人受到嗆傷外，其餘住戶只有財物損失，無人死亡。 

魏姓男子在放火燒燬疑為梁姓友人住處大樓後仍心有未甘，回家又拿助燃液

體放在機車上，循畢業紀念冊上所載住址，急急忙忙騎機車趕往彰化縣大村鄉曹

姓同學住處縱火，幸只損及曹家的外牆及窗戶。他又騎機車返回台中市，找上住

專家說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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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區的林姓同學的住處縱火報復，又前往大里區高姓同學住處縱火，所幸兩處

都未釀成重大災禍，僅分別將這兩戶人家的牆壁、窗戶、洗衣機及天花板等焚燬。

事後警方從被害人口中得知可能是老同學魏男涉有重嫌，經調各地區監視器畫面

查看，果真是魏男涉案，傳訊後魏男坦承是因為二十年前的舊恨而縱火。日前檢

察官以魏某記恨二十年前嘲諷舊事，縱火焚燒有人居住的住宅，造成他人財物損

失，罔顧人命，而且他的仇恨對象梁姓友人並不住在第一次放火的大樓內，竟不

分青紅皂白就進入放火，累及無辜的人，認其不僅涉犯公共危險罪，且有殺人意

圖，日前將魏姓男子以公共危險罪及殺人未遂罪嫌提起公訴。 

魏男明明是放火燒人房屋，為什麼結果會成為殺人犯？這得就法律規定來作

說明：刑法的公共危險罪章中，放火罪算是重罪，這章中共列有第173條第1項及

第174條第1項放火罪的法條，第173條第1項規定的放火罪，是指「放火燒燬現供

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

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法定本刑是「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條文中所稱的住宅，係指現供人使用的居住處所，放火當時是否有人在內，並非

犯罪要件。如果居住的人已經遷出，無人在使用，成為空屋，這時就不是現供人

使用的住宅。建築物係指定著於土地之一種工作物，此種工作物必須上有屋頂，

四圍有門壁，足以蔽風雨而供人出入，且適於人的起居者，才稱得上建築物；像

機關、學校、商號、工廠所在都屬於建築物。這些建築物被放火燒燬當時必須有

人在內，才合於此罪的要件。像機關、學校派有值班值夜人員，都算是有人所在。

至於礦坑包括礦內各項設備在內，礦坑外部各種設施則非本罪保護範圍。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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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等，也都以放火當時有人在

內為犯罪要件。  

放火燒燬的如果是現非供人使用的他人所有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的他人所

有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

就要按照刑法第174條第1項來處罰，法定本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較

有人在內的刑罰為輕。  

放火罪依第173條第3項及第174條第4項的規定都處罰未遂犯，放火罪的既遂

犯與未遂犯該如何區別？司法實務上認為：所放的火可以獨立燃燒，火力足以變

更物體或喪失效用者就算放火既遂。又放火罪所直接侵害者為社會的公共安全，

一個放火行為，雖私人法益多家同受其害，但計算犯罪的個數，則只論以一個放

火行為，不是按照被焚燬的家戶數目來計算罪數。  

魏姓男子只是一夜之間到四家與他有仇恨的他人住宅放火，沒有發生奪人性

命的行為，檢察官為什麼指他是殺人未遂呢？原因該是他放火燃燒的都是有人居

住的住宅，有些大樓一層就住了好幾戶，一旦無情火起，若無專業消防人員的及

時撲救，受困在火場內的男女老少，可能有人會因這場惡火，陷於火窟而失去寶

貴生命！這些後果，應該是放火燒人住宅的魏男事前可以想到的，既然能想到仍

然動手放火燒屋，結果如有人因他放的這把惡火而喪失生命，該是他意料之中的

事，這種行為顯然具有刑法第13條第2項所定的「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的間接故意，所幸這幾次

放火行為只造成少數人受到嗆傷，沒出人命，殺人行為仍在未遂階段，檢察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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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及殺人未遂罪將他起訴，並不為過！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6年4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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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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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程式，怎可亂植害人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日前新聞報導：深受各地民眾歡迎的「微

笑單車」（YouBike），去年的8月31日凌晨，全台

各地的系統異常，造成大當機，已借的人不能還

車，想借的人也無法借車，讓有需求的民眾怨聲

載道。這當機案件經過臺中地檢署與警方半年多

的積極偵查，查明微笑單車公司的借車還車電腦控制系統，係由臺中市微程式資

訊公司所承攬。微程式資訊公司的工程部門有一位廖姓系統工程師因公司將他排

入夜班輪值而心生不滿，受到公司主管關切，對公司產生懷恨，利用臺中市、彰

化縣YouBike的車柱控制器韌體「正式更新」的機會，在去年的8月30日植入他自

己撰寫的惡意自動排程程式傳至主機，並設定在凌晨12時55分執行，以致造成當

天的系統大當機。廖姓工程師經傳喚到案，承認是他幹的好事！檢察官已將他依

「妨害電腦使用罪」提起公訴。  

廖姓工程師在去年案發後，即被雇用他的微程式資訊公司解聘，微笑單車公

司也表示將對廖姓工程師提出營業損失、設備損失及商譽損失共約二千二百餘萬

元的民事損害賠償。這位電腦系統工程師，年輕氣盛，還不懂古人留下的諺語「小

不忍則亂大謀」的道理，小小的挫折，就讓他無法忍受，尋求惡意報復，以致捅

到馬蜂窩，不只是自己的飯碗不保了，還要面對刑事與民事的官司。未來的日子

專家說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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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來說，顯然不會好過！  

妨害電腦使用罪在我國刑法史中，算是一種新的犯罪，民國92年6月25日才

經總統公布施行。在此以前，並無法律可以懲罰妨害電腦的犯罪。翻翻電腦的歷

史，我國所訂的妨害電腦刑罰，起步還不算是太慢！因為電腦的誕生，到現在也

只有71年，我國刑法在電腦誕生的第57年就有了妨害電腦犯罪的處罰了！立法可

以說是趕得上時代。只是電腦科技的研發，目前已堂堂邁入第5代了，十多年前

增訂的法律，未來是否能應付創新與變異的電腦犯罪，還有賴執法者發揮他們的

智慧了！  

電腦的發展，雖然只有短短的71個年頭，但可分為5個時代：  

第1代電腦：美國賓州大學的毛琪雷(Dr.John W.Mauchly)與愛克特(J.Presper 

Echert)，於1946年製造了第一部以真空管為電子元件的自動電腦，稱為ENIAC(即

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alculator的縮寫)，體型龐大，長50呎，寬30

呎(佔地約42坪)，重30噸，電腦內共使用了18800個真空管，所以又稱為「真空管

時期」。ENIAC處理資料為打孔卡片，計算機讀進卡片的形式，遵循人類給予指

令流程去做，但因人類可給予機器的指令種類及數量是有限制的，因此無法要求

電腦處理高水準的工作。  

第2代電腦(1958~1963)--電晶體電腦時期：隨著電子科技的飛躍進猛，電子元

件由真空管進步到電晶體(Transistor) 大小只有真空管的二十分之一，耗電量及散

熱量都少了很多，信賴性也比真空管高出100倍，記憶單元使用磁心，為本時代

的電腦特徵之一。另編寫程式系統的出現，使指揮電腦運轉的程式更為容易。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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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代的後半期，更出現了資料通信系統，例如火車和飛機座位的訂票系統，人造

衛星追蹤系統等均屬採用資料通信系統。利用資料通信系統，作即時的資料處理

者，稱為線上即時處理。  

第3代電腦(1964~1971)--積體電路時期：1964年4月1日，美國IBM公司向全世

界宣佈，積體電路(IC，Integrated Circuit)研製成功IBM 360型電腦，是第3代電腦

的開始，電腦的速度快了幾百倍。積體電路為一個大小約1公厘(mm)四方的東西，

其中排組了電晶體或二極體(Diode)電阻等電路，電腦的體型便顯得輕巧玲瓏了。

更大的優點為促進電腦的高性能化，高信賴化，動作的高速化。  

第4代電腦(1972~)--超大型積體電路時期：由於電子工業的技術突飛猛進，積

體電路也不斷的改良，一片積體電晶片(Chip)原先只能容納數十個電子元件的功

能，稱為小型積體電路(Small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簡稱SSI)。後來一片積體電

路晶片能容納數百個電子元件，稱為中型積體電路(Medium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簡稱MSI)。一片積體電路晶片能容納一千多個電子元件，稱為大型積體

電路(Large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簡稱LSI)，大型是指容量大，而不是體積大。

1970年以後，己經能在一片積體電路晶片上容納數千個甚至數萬個電子元件，就

稱為超大型積體電路(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ed Circuit，簡稱VLSI)，1970年以後

使用VLSI的電腦稱為第4代電腦。  

第5代電腦(1990以後)--未來：目前先進國家如日本、美國，正在研究可處理

聲音，具有人工智慧，能夠累積知識。此代的電腦屬於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的時代，又稱超導體電腦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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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民國92年間於刑法中增訂妨害電腦犯罪的法條，規定在分則新增的第

36章中，共有6條法條，其中的第362條妨害他人電腦使用罪，犯罪要件為：「製

作專供犯本章之罪之電腦程式，而供自己或他人犯本章之罪，致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廖姓工程師製作的惡意電腦程式，植入服務公司的電腦中，在他設定

的時間內讓電腦發生大當機，使他服務的公司及社會大眾蒙受重大損害，已達到

致生損害於公眾與他人的地步，所犯行為與這法條所訂的犯罪構成要件相當。要

面對的是這罪的法定本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的處罰。能夠寫出指揮電腦惡意程式的年輕工程師，對電腦應該有相當研究，如

果在強化和創新電腦方面貢獻心力，前途應該大有可為，竟因小事捨此而不為，

埋首撰寫害人又害己的惡意電腦程式，使人生道路愈走愈狹，真是讓人嘆息！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6年5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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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宣導  

一、資安不分 day and night，病毒駭客 say goodbye。 

二、密碼 123，盜用好簡單。 

三、網路無國界，個資須警戒。 

四、資訊恆久遠，一漏久流傳。 

五、網路飆網停看聽，隱私保護有信心。 

六、魔鬼藏在細節中，機警能使現行。 

七、看見可疑快通報，機關安全沒煩惱。 

八、安全不會憑空來，危害常由洩密生。 

九、耳語之聞，勿輕傳；道聽之言，莫輕信。 

十、隨時隨地養成保守機密習慣，時時刻刻堤防他人打探消息 

資料來源：東勢分局秘書室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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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被告權益，刑事訴訟法又再修法了！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今（106）年的4月21日，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第10次會議三讀通過《刑事

訴訟法》條文的修正案，這次修法，計在第四章有關辯護人部份，增訂第31條之

1及第33條之1等二條文；並修正第八章「被告之傳喚及拘提」的第93條及第十章

「被告之羈押」的第101條。新增訂的第31條之1條文共有三項，內容是這樣的： 

第1項:「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

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四小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

者，不在此限。」第2項:「前項選任辯護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

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第3項：「前條第三項、第四項之規定，於第一項情形準

用之。」 

刑事訴訟法所稱的「辯護」，是指為保護

被告的權益，對於原告（公訴程序為檢察官，

自訴程序為自訴人）的攻擊，實施防禦的行

為。執行此項辯護行為的人，稱為辯護人。

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辯護分為強制辯護與任意

辯護兩種：強制辯護者是指某些案件的審判，必須要有辯護人在審判期日出庭，

如沒有辯護人在場，法院即進行判決，判決即違背法令，未確定的案件可以作為

上訴的理由，由上級法院認定，如確有應指定辯護人辯護而未指定的情形，就應

專家說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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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判決撤銷，另行判決；已確定的案件則應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非

常上訴來救濟。有關刑事訴訟法應實施強制辯護的案件，規定在第31條第1項，

有下列六款情形之一，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

師為被告辯護：  

一、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二、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  

三、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  

四、被告具原住民身分，經依通常程序起訴或審判者。  

五、被告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者。  

六、其他審判案件，審判長認有必要者。  

前項案件選任辯護人於審判期日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

辯護人或律師。  

被告有數人者，得指定一人辯護。但各被告之利害相反者，不在此限。  

指定辯護人後，經選任律師為辯護人者，得將指定之辯護人撤銷。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

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

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但經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主動請求

立即訊問或詢問，或等候律師逾四小時未到場者，得逕行訊問或詢問。 

由這法條的第5項規定來看，指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不全是法官的職責，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具原住民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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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義務通知依

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 

如果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疏忽未遵照法條規定辦理，所取得的陳

述有無證據能力，法條未有說明，照理應不得作為犯罪證據，除非另有其他旁證。 

選任辯護人者，是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憑自己的意思決定所選任的辯護人。 

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為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所規定。在尚未冠上被

告身分以前，只是犯罪嫌疑人時，受到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的調查，也可以選

任律師為辯護人。只要財力充足，還可以一口氣選任三位律師為辯護人。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也得

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

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同條第2、3項)。 

這次增訂的第31條之1法條，不是法院審理本案的審判程序，而是檢察官聲

請法官將被告實施羈押，避免發生串證、逃亡等有礙偵查、審判的情事，與原有

的第31條規定情形不同，所以增訂羈押審查庭應強制辯護的獨立法條，用以保護

被告。至於新增第33條之1條文，係明定「辯護人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這是偵查不公開的唯一

例外。為了維謢偵查不公開的大原則，同條第2項規定:「辯護人持有或獲知之前

項證據資料，不得公開、揭露或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偵查中

之羈押審查程序，法院應以適當之方式使其獲知卷證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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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為辯護人的律師不照法條辦埋，將羈押庭所獲得的偵查秘密資料洩漏給

他人或將其公開，要負起刑法第316條的洩漏業務上知悉他人秘密罪的刑事責

任，並得作為移送律師懲戒的事由。 

修正的第93條條文，是配合增訂第31條之1而作部分的修正，如第2項：偵查

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二十四小時內，

「以聲請書敘明犯罪事實並所犯法條及證據與羈押之理由，備具繕本並檢附卷宗

及證物，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較原條文增加不少程序上規定。另增加但書「但

有事實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害他

人生命、身體之虞之卷證，應另行分卷敘明理由，請求法院以適當之方式限制或

禁止被告及其辯護人獲知」，以利該刑案的後續偵辦。在法院的訊問下，增列第

5項「深夜始受理聲請者，應於翌日日間訊問。」的新規定。 

修正第101條第2項，就檢察官請求法院以適當之方式限制或禁止被告及其辯

護人獲知部分，增列但書規定「檢察官應到場敘明理由，並指明限制或禁止之範

圍。」另於第3項增訂但書規定「依第九十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經法院禁止被

告及其辯護人獲知之卷證，不得作為羈押審查之依據。」並新增第4項規定：「被

告、辯護人得於第一項訊問前，請求法官給予適當時間為答辯之準備。」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6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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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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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不舉發罪 

一、處罰規定 

（一）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

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機關主管長官對於受其委託承辦公務之人，明知貪污有據，而予

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貪污治罪條例第

13條） 

（二）辦理監察、會計、審計、犯罪調查、督察、政風人員，因執行職務，

明知貪污有據之人員，不為舉發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貪

污治罪條例第14條） 

二、案例解析 

包庇下屬 

（一）案情摘要： 

A為甲機關技術員，負責廢棄品收繳、分類、儲存及配合廠商就廢棄品

標售提領作業等工作。 

某年乙公司得標甲機關「○○○廢品標售」採購案，A擔任廢品庫廢品

管理人之職務，對該等廢品之提領作業有指揮監督廠商職權，竟基於

藉勢、藉端勒索財物之犯意，向乙公司之負責人B要求支付80萬元，B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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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被勒索，遂於交付現金時錄音錄影， B再將錄音帶及錄影光碟透

過甲機關不知情承辦人C轉交給A之主管D。 

嗣後D於檢視錄影帶發現上情，旋約談A說明，約談間A坦承確實有收取

廠商現金，惟D恐舉發上述貪污犯行，將導致採購案節外生枝而無法順

利結案，爰基於對A貪污犯行不予舉發之犯意，裁示A速將該筆現金返

還廠商，並就其所收受上開錄音帶及錄影光碟，既不予以登記留存稽

查，亦不向上簽報。 

本採購案提領貨物程序完成後，D又以A「工作努力成效良好」為由，

考核A嘉獎1次，未再就A所遭檢舉貪污之事宜為進一步之調查，企圖掩

蓋A之犯行。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護

或不為舉發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所犯法條： 

D明知所屬人員A確實有向廠商收取80萬元現金，僅要求A將該筆現金返

還廠商，卻不舉發A貪污犯行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3條第1項「包

庇不舉發罪」。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

護或不為舉發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文摘自「廉政署刑事案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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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貪污所得贓物罪 

一、處罰規定 

明知因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所得之財物，故為收受、搬運、

隱匿、寄藏或故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

以下罰金。（貪污治罪條例第15條） 

二、案例解析 

收受老公貪污的檢舉獎金 

（一）案情摘要： 

A為甲機關環境衛生巡查員，負責環境衛生、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巡

查、舉發工作，知道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行為經查證屬實並

處以罰鍰者，依規定得獲得一定比例之罰鍰金額當作檢舉獎金，A為能

領取檢舉獎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其職務上主動稽查舉

發之機會，將所發現之數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佯稱係不知情之

妻B所檢舉，並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查證紀錄表」填載案件來源為「民

眾檢舉」。 

嗣後受裁罰人繳納罰鍰後，由甲機關不知情之承辦人C辦理核發檢舉獎

金事宜，以郵寄方式將領據寄給B，並請B在領據上簽名。B明知其非案

件之檢舉人，竟容任A在領據上代簽及影印其國民身分證影本，使不知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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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承辦人C陷於錯誤，核撥新臺幣總計18萬元至B銀行帳戶，B明知上

開帳戶之檢舉獎金係A利用職務上機會所詐得之財物，竟仍予以收受花

用。 

（二）所犯法條： 

1、A職務上稽查舉發機會，將所發現之數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

佯稱係不知情之妻B所檢舉，並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查證紀錄表」

填載案件來源為「民眾檢舉」之行為，觸犯刑法第213條「公務員

登載不實罪」。 

2、A利用上述方式向機關詐取檢舉獎金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 

3、B明知銀行帳戶內的18萬元為A貪污所得檢舉獎金，仍將該筆金錢領

出花用，觸犯貪污治條例第15條「收受貪污所得贓物罪」。 

（本文摘自「廉政署刑事案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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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實際出差，詐領差旅費 

壹、案情摘要 

小趙為某機關主管，負責該機關業務之進行及督導等職務，為依法令服務

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小趙自101年9月19日起，

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利用出差督導、辦理業務之職務上機會，未依申報

出差日期實際前往出差地點執行公務，而係留在辦公室或至其他地區演

講、參加餐敘及處理個人之事務，並分4次填寫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申請差

旅費新臺幣9,233元，致不知情之主管、主辦人事、會計人員均陷於錯誤，

誤認小趙有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公務，將上述申請金額如數匯入其銀行帳

戶。 

貳、偵處情形 

一、本案經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報請地檢署偵辦。 

二、案經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罪，提起公訴。 

三、小趙降調他機關非主管職務，並先行停止職務，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懲戒。 

參、弊端癥結 

一、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廉政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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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趙未實際前往出差地點執行公務，卻仍請領差旅費，並成功詐得款項，

顯係機關對出差審核作業未臻嚴謹所致。由於單位主管及人事機構對於差

假申請案件之審核流於形式，終使小趙有機可趁。 

二、員工法紀觀念薄弱 

小趙身為主管，竟假藉職務之便，利用平時得經常申請出差之機會，虛立

出差名目，實係法紀觀念薄弱使然。 

肆、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一、訂定或檢討修正機關出差行程核給規定 

政風機構應適時協調主計、人事機構，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相關規定，訂定或檢討修正機關出差人員行程核

給原則等作業規定，針對轄內出差地點之實際交通便捷情況，妥適訂定

出差日數及可報支之費用，促使員工出差相關事宜法制化。 

二、落實審核機制 

單位主管應以身作則，據實前往處理公務，事後依規定報支差旅費，另

針對所屬人員申請公差假之事由，應嚴格審核是否確與公務有關，並覈

實核給期間。 

三、落實平時考核，機先風險控管 

單位主管平時應留意部屬之生活及交友動態，有無存在不正當男女關

係、違法經營商業或兼職、喜好飲宴應酬或賭博等情形，藉以防範部屬

利用申請公差假之機會，從事不法或不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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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廉政法治教育 

機關應將公務員虛報差旅費案例、自首效力等納入宣導重點，以提昇員

工自律觀念。 

伍、自行檢視事項 

□ 是否訂定或檢討修正機關出差行程核給原則，針對出差地點之實際交通便

捷情況，妥適訂定出差日數及可報支之費用？ 

□ 申請出差是否事先報請主管核准？ 

□ 請領差旅費人員是否填具出差旅費報告表及有關書據，送人事機構審核？ 

□ 出差報告表之行程及日期是否與原簽准行程相符、有無私人旅遊行程？有

無攜同親友卻以公款支應之情形？  

□ 核銷憑證之日期、金額、品名項目等，是否符合「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等相關規定？ 

□ 是否定期、不定期抽查出差旅費核銷案件？ 

□ 舉辦員工法紀教育宣導，是否將公務員詐領差旅費案例、刑法自首之相關

規定等納入宣導內容？ 

□ 是否落實平時考核，對於品操疑慮人員，簽報列入督導考核對象？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 

 

 

↑TOP 



 

 30 

 

 

資安木馬屠城記―論社交工程 

與 APT 駭客攻擊手法 

■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 張文忠 

社交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與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 Advanced 

Persistent Threat）是目前十分常見的駭客攻擊手法。攻擊的第一步是誘騙使

用者打開含有惡意程式的檔案或電子郵件，猶如上演木馬屠城記，使用者自願開

啟後門後，讓駭客輕而易舉地入侵使用者電腦，再透過長時間地潛伏尋找最佳時

間出手竊密或進行破壞。比起直接攻破網路閘道器的外部攻擊，電子郵件詐騙是

屬於最常見的社交攻擊手法之一，因採取社交攻擊成本最低、效果最好，這種針

對資訊系統中最弱的一環「人性」發動攻擊的手法，也成為駭客最愛利用的方式

。 

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又稱為「

APT攻擊」：A（Advanced）指精心策

劃進階攻擊手法、P（Persistent）

則指長期且持續性地潛伏、T（Threat）可理解為威脅或攻擊，指人為參與策劃

的攻擊。APT攻擊通常是針對特定的目標，經過隱匿而持久的電腦入侵過程，最

常見的是出於商業或政治動機，針對特定組織或國家，在長時間內保持高隱蔽性

，特色在於低調且緩慢，利用各種複雜的工具與手法，相當有耐心地逐步掌握目

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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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人、事、物，不動聲色地引誘受害者上當，進而竊取機密資料；而與社交工

程密不可分的原因在於，通常駭客利用特製的社交程式或電子郵件當作攻擊的釣

餌，所以社交工程可以稱作是APT攻擊的蜜糖蛋糕。除了常見的EXE檔、COM檔及

BAT檔等執行檔能夠藏病毒，開啟PDF檔、Word檔等文件檔案都有可能中社交工程

的招。 

在APT攻擊還未廣泛被駭客運用之前，境外敵對勢力早已發動過這類的攻擊

，目標常鎖定在我國的政府機關。目前境外網軍也已大規模發動APT攻擊，因此

我政府機關時常遭到社交工程及APT攻擊，本（法務部調查）局亦是最常受到攻

擊的目標之一。 

攻擊實例 

本局為討論兩岸交流及統戰因應防處作為等議題，於105年7月舉辦國安研討

會，邀請國內各情治單位中堅幹部參訓。承辦科Ｏ科長於5月初即著手邀請研討

會來賓等事宜，為求研討會盡善盡美，Ｏ科長上網搜尋了相關領域的專家並得到

了A君之公務郵件信箱，隨後以電子郵件詢問A君是否能夠蒞會指導。經多次電子

郵件往來後，A君因「520」政府交接後擔任要職分身乏術，只能婉拒參加本次的

國安研討會。 

數日後，Ｏ科長的信箱收到新政府另一位官員B君的來信，信件內容涉及本

次國安研討會討論之機密事項，且為Ｏ科長十分重視急需之資料，惟此時Ｏ科長

腦中冒出了幾個問號，觸動了雷達警報： 

1.平日未使用之公務信箱，為何在寄信給A君後，就收到B君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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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Ｏ科長與B君素昧平生，不相識且未曾聯繫，B君如何得知本次國安研討

會之資訊？ 

更重要的是，因平日的社交工程演練，讓本局同仁皆有資安防護的危機意識

，Ｏ科長首先利用了防毒軟體掃毒，B君來信安全通過掃毒軟體的檢驗。為求謹

慎，Ｏ科長再透過管道聯繫B君，不料B君表示未曾發過此封郵件，顯見此封信件

應是冒名傳送的社交工程郵件；Ｏ科長隨後致電資通安全處的電腦偵辦科請求協

助，經過電腦偵辦科的鑑識後才發現，這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交工程郵件，只

要一開啟文件，就會開啟電腦的後門，拱手歡迎敵對勢力進入內部網路恣意瀏覽

機密。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發現，即使自己的電腦再安全，駭客仍可以利用入侵A

君電腦，抑或是在網路上中途攔截封包，藉以進行社交工程及APT攻擊，面對這

種針對「人性」弱點的攻擊手法，千萬不可掉以輕心，時時都須將資安意識放在

心裡。 

資訊安全的大原則是：「整體資安水平取決於全體最低的水準」，機關內的資

安設備再先進，人員訓練再優良，只要有1位同仁輕忽資安的重要性，讓駭客有

機可乘，整體的資安防護也隨之瓦解。每個人都應隨時保持資安意識，不要成為

機關內部的「老鼠屎」了！ 

社交工程與APT攻擊所造成的資安事件未來只會層出不窮，釣魚攻擊手法必

定時時翻新，身處危機當中的我們應當小心防範，以下的資安宣導短語請大家銘

記在心： 

1.電腦漏洞常更新，防患駭攻才安心。 



 

 33 

2.防毒軟體常啟動，阻擋病毒沒漏洞。 

3.資訊安全心中放，個人資料有保障。 

4.來路不明軟體不安裝，電腦防毒做好最健康。 

5.電子郵件不亂收，慎點連結防陰謀。 

6.電腦防駭、心情才HIGH。 

7.不明網站 no stay，資安觀念long stay。 

8.資料上雲端，駭你好簡單。 

9.社交工程無警覺，勒索軟體緊跟隨。 

10.網路使用便利多，資安觀念要囉嗦。 

11.電子郵件若亂開，電腦病毒跟著來。 

12.網路謠言多，查證莫放過。 

（本文摘自2017年5月號清流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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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消費權益―淺談電信消費糾紛 

■國家文官學院政風室主任及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李志強 

手機儼然已成為現代人不可或缺的隨身伴侶，根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統計，國人每天花在行動裝置的時間，幾乎是電視、廣播、平面媒

體的1.5倍，讓人驚訝的是，甚至高達5成的民眾，每天超過3小時在滑手

機。在高度倚賴手機的時代，從購買手機、申辦門號、上網購物到通訊品

質，都可能引發消費糾紛。為協助廣大消費群眾保護自身權益，本文歸納

常見之電信消費糾紛並提出處理建議。 

常見電信消費糾紛及處理建議 

一、購買手機或周邊商品 

手機標錯價格，遭民眾瘋狂下標的事件時有所聞，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通過《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5點修

正草案》，刪除「企業經營者得於契約成立後2個工作日內，附正當理由拒絕消

費者下單」及「消費者已付款者，視為契約成立」之規定，並明定業者負有提

供網路交易確認機制及履行契約之義務，要求業者應於消費者訂購流程中，提

供商品之種類、數量及價格等之確認機制，以減少履約爭議。簡言之，只要網

購買賣雙方都確認交易完成，即便賣方發現手機標錯價格，也不能再反悔，仍

必須按照網路標示之價格出售。 

以知名廠牌手機電池自燃事件為例，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簡稱〈消保法〉）

第7條規定，企業經營者應確保該商品之安全性，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

消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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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同法第10條則明文，企業經營

者於有事實足認其商品有危害消費者安全與健康之虞

時，應即回收該批商品。另有關消費者購買通訊產品是

否一律享有7天鑑賞期？依〈消保法〉第19條規定，屬於

通訊或訪問交易，始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

方式解除契約，且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換言之，如果消費者

是在網路上購買手機即適用前述規定，但若是在通訊行現場購買則無鑑賞期之

適用。 

在此建議，購買手機或周邊商品除應先行檢視或瞭解商品之相關契約資料

外，如發生消費糾紛時，可撥打1950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方政府消費者服

務中心申訴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www.cpc.ey.gov.tw）進行

線上申訴，以維護自身權益。 

二、申辦門號及解約事宜 

為明確界定電信業者與消費者之權利義務，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NCC）

訂頒「行動通訊網路業務服務契約範本」（簡稱契約範本），以下說明攸關消費

者權益之重點。首先，消費者（指簽訂契約者）審閱契約之期間至少2日，亦可

申請行動上網服務試用，試用期間最長以7日（168小時）且單一門號僅提供試

用乙次為限，而詳細收費標準資料，電信業者應於媒體、電子網站及其各營業

場所公告或書面通知消費者，並視為契約之一部分，在資費調整時亦同
1
。 

再者，消費者申辦門號時，電信業者得要求繳納保證金，作為其依本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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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付一切費用之擔保，當契約終止時，電信業者得以此項保證金充抵消費

者積欠之各項費用。另依《號碼可攜服務管理辦法》規定，電信業者應提供其

用戶號碼可攜服務，但消費者若保留原使用電話號碼轉換至其他電信業者時，

移出經營者（指原門號之電信業者）得向攜碼用戶酌收號碼可攜服務移轉作業

費用。在此提醒，依據消保法規定，定型化契約書經消費者簽名或蓋章者，業

者應給與該定型化契約書正本，增訂此條文之目的在確使消費者可保有清楚之

契約書以作為憑證，避免日後舉證不易。 

如果消費者發現手機遺失或被竊時，應立即以電話通知電信業者辦理暫停

通信，而在未通知前，消費者仍應支付因該電信所生之所有費用，但自電信業

者接獲通知時起之通信費，不在此限。此外，當消費者於契約期限未到，亦即

中途辦理終止契約時，須繳交尚未出帳之電信服務費用，以及電信終端設備及

其他契約搭配有價商品之補貼款（依約定總額為基準，以月為單位計算），而對

於預繳金額之專案中途終止租約時，可要求業者依比例及公平合理原則，退還

剩餘之預繳金額。 

三、手機通訊品質不良 

由於行動裝置普及，民眾申訴通訊連線品質不佳案件居高不下，為保障消

費者權益，NCC已要求各電信業者針對此類申訴案件，縮短處理流程，以符合民

眾期待，而消費者若想了解行動上網速率，可至NCC官網查詢
2
。此外，當發生連

續斷訊達2小時以上，若可歸責於電信業者之事由造成系統或電信機線設備障礙、

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時，其暫停通信期間，應依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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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所訂之標準扣減當月月租費或提供等值之電信服務。 

結語 

在高度倚賴手機的現代，從購買手機、申辦門號、通訊品質到網購消費，均

有可能衍生糾紛。為避免發生類似情事，最重要者，消費者應事先做好功課，千

萬不要貪小便宜而上當，如坊間即有不肖業者號稱辦門號換現金、免費贈送手

機、冒用證件申辦門號與購機、盜辦加值服務、透過電話行銷擅自替用戶續辦綁

約等不當銷售行為，俗語說「貨比三家不吃虧」，選擇信譽良好的店家購機或申

辦門號，始為上策。 

1.有關國內6 家電信業者行動寬頻業務費率，可上NCC 官網行政透明專區項下電信資費透明化查詢，網址為

http://www.ncc.gov.tw/chinese/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3376&is_history=0。 

2.有關上網速率量測結果，可上NCC官網行政透明專區項下量測全國行動上網速率提供情形查詢，網址為

http://www.ncc.gov.tw/chinese/news.aspx?site_content_sn=3220&is_history=0。 

 

（資料來源：2017年5月號清流雙月刊） 

 

 

電信服務消費糾紛申訴方式 

※ 電信服務消費爭議處理中心免費專線：0800-034-580（您申訴，我幫您） 

※ NCC 免費專線：0800-201-207 

※ 申訴網址https://cabletvweb.ncc.gov.tw/swsfront35/SWSF/SWSF01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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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abletvweb.ncc.gov.tw/swsfront35/SWSF/SWSF01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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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h戒毒成功專線 

 

↑TOP 

反毒專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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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專區-1 

別讓毒品囚禁您和孩子的人生 

 

↑TOP 

反毒專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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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癌篩檢簡介 

大腸癌概況 

大腸癌為國人發生人數最多的癌症，且呈每年快速增加的趨勢，每年約有 1

萬多人得到大腸癌，並有超過 5 千人因大腸癌死亡。大腸癌是可以早期發現早

期治療，且治癒率很高的癌症。根據統計，早期的大腸癌如果妥善治療，存活

率高達 90％以上。篩檢政策依據歐美國家經驗，每一至二年進行 1 次糞便潛血

篩檢約可下降 18％至 33％的大腸癌死亡率。 

大腸癌篩檢政策 

在台灣，由於大腸癌多發生在 50 歲以後，因此，國民健康署有效運用菸品

健康福利捐，補助 50-74 歲民眾每 2 年 1 次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民眾可

持健保卡到健保特約醫療院所檢查，檢查服務資訊請洽當地衛生局（所）、健康

服務中心或至下述網址查詢最新特約院所名單。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aspx?menu=18&menu_id=683&WD_ID=895） 

大腸癌的早期並無症狀，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定期接受大腸癌篩檢，而定量

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是目前最安全且方便的篩檢工具。檢查結果如有異常（篩

檢結果為陽性），需進一步接受大腸鏡檢查。若出現下列症狀，請儘速就醫：  

◎大便中有血  

◎大便中有黏液  

◎排便習慣改變(一下子腹瀉，一下子便秘)  

健康叮嚀-1 

http://www.nhi.gov.tw/Query/query3.aspx?menu=18&menu_id=683&WD_ID=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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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便變細小  

◎經常性腹瀉或便秘  

◎體重減輕  

◎貧血  

◎如腫瘤較大，則可觸摸到腫塊  

以上症狀不代表發生大腸癌，但症狀如持續出現超過 2 星期以上，應立即

請專科醫師檢查。 

如何預防大腸癌 

1.天天五蔬果：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類，避免吃煙燻或燒烤食物。  

2.維持每日運動。  

3.二年一篩檢：定期糞便潛血檢查，可早期發現大腸癌，並有效降低 2 成

死亡率。 

何謂糞便潛血檢查 

糞便潛血檢查是檢查糞便表面是否有肉眼看不出來的血液，由於大腸癌的

腫瘤或息肉會受到糞便摩擦而流血，血液因而附著在糞便表面排出，所以透過

糞便潛血檢查能早期發現大腸癌或息肉個案，並經由大腸鏡檢查作進一步診

斷，及早接受治療，進而阻斷癌症的發生與進展，才能減少大腸癌的傷害。目

前糞便潛血檢查是使用定量免疫法，不需要飲食限制，相當簡單方便。 

糞便潛血檢查並非百分之百準確，當有任何異狀時，仍應找專科醫師做必

要檢查。做糞便潛血檢查需要注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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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糞便的不同表面刮取適量的糞便，放入內含保存液專用的採便管。  

2.由於糞便中的血液在室溫下會被破壞，請採檢完後盡速送回；如無法於

當日立即送檢，務必先存放於冰箱冷藏保存。  

檢查結果為陽性該怎麼辦？ 

如果糞便潛血檢查呈陽性時，建議至大腸直腸外科、腸胃肝膽科、消化腸

胃系內科或一般外科，進一步接受大腸鏡檢查，其好處是檢查過程如有發現病

兆或瘜肉時，可以直接取樣做切片或是將它切除。若無法做大腸鏡檢查時，可

考慮大腸鋇劑攝影加乙狀結腸鏡檢查。 

大腸鏡檢查結果及後續處理建議： 

1.正常：不需作其他處理，建議每 2 年定期做糞便潛血檢查。  

2.發現息肉：切除息肉，並依專科醫師指示做大腸鏡檢查追蹤。  

3.發現大腸癌：請依專科醫師指示接受後續治療及處置。 

（本文摘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TOP 

http://health99.hpa.gov.tw/EducZone/edu_detail.aspx?CatId=1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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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 12招

（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TOP 

健康叮嚀-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