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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時專送的本票 

壹、案情摘要：  

A、B 兩人分別為甲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及專案經理，A 知道乙機關

最近將以限制性招標並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委託設計監造案」採

購案，預算金額為 1,650 萬元，如能順利得標，估計能獲利 400 萬元至 600 萬

元不等。A 為求使甲公司得標，指示 B 前往乙機關拜訪秘書 C，表明爭取標

案意願並要求洩漏評選委員名單，惟遭 C 拒絕。 

嗣後評選結果，甲公司及另一家投標廠商均因不合格而廢標，乙機關辦理第

二次招標公告後，A 及 B 竟基於使公務員違背職務而行求賄賂之犯意聯絡，

再度前往拜會乙機關副處長 D 及秘書 C，要求洩漏評選委員名單，並表明事

成後給付一定金錢並願以顯然低於市價之金額售出房屋，惟仍遭拒絕。A 為設

法使甲公司得標，竟指示 B 購買空白商業本票簿，簽發以發票人為 A、受款

人為 D 及 C 之本票各 1 紙，金額分別為 50 萬及 45 萬元，再以限時專送之方

式分別郵寄 D、C 收受。嗣 D 及 C 開啟信封發現上揭本票後，即向乙機關處

長舉報並將郵件退回。 

貳、所犯法條：  

A 及 B 將 50 萬及 45 萬元兩張本票分別寄送予 D、C 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

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行賄罪」。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TOP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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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苔下的現金 

壹、案情摘要：  

A 為水電行負責人，承攬甲機關水電工勞務委外採購案，為求採購案順利

進行，竟基於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而行求賄賂之犯意，將 3 張面額 1,000 元

紙鈔合計現金 3,000 元，裝入牛皮紙信封袋內，並以黑色防水膠帶將該只牛

皮紙信封袋黏貼於海苔禮盒底部後，將該海苔禮盒交由 A 不知情的兒子 B

送給甲機關前述採購案之承辦人 C。C 於 1 小時後打開海苔禮盒發現內裝有

現金後，旋即將該海苔禮盒連同現金 3,000 元賄款退還 B 收執，並向其直屬

長官報告並簽會政風室。 

貳、所犯法條： 

A 為求採購案順利進行，基於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而行求賄賂之犯意，將

裝有現金 3,000 元之海苔禮盒送給甲機關承辦人 C 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

例第 11 條第 2 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TOP 

廉政案例-2 

http://www.klchb.gov.tw/KLCHB/_uploadS/media/advocacy/4096/photo/20130424084635政風行賄罪不要自找麻煩.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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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報廢財物 

壹、案情摘要： 

A、B、C 分別為甲機關主任、副主任及秘書室主任，因甲機關於改建期間，

留有許多已拆卸之冷氣、白鐵等報廢公有財物，殘值價額可觀，A 認有機可乘，

竟與 B、C 等人共同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以假藉籌措年節經費之名

義，由 B 指示 C 將部分較具價值之物品另行私下找廠商變賣牟利，C 遂找到

不知情之乙資源回收企業社將物品進行過磅計價，變賣之不法所得總計 53 萬

元，由 C 負責保管，供 A、B 等人挪為私用。 

甲機關於改建期間，以議價簽約方式將報廢物品統一賣給丙有限公司，惟 A、

B、C 共同基於藉勢勒索財物之犯意，於丙公司進行報廢品搬運時，故意阻礙

其車輛進出動線，或刁難工作人員搬運順序等方式使丙公司無法順利履約，

嗣後 C 再向該公司承辦人員勒索 15 萬元，揚言不付款，將使該公司無法如期

履約並賠償違約金。丙公司之負責人 D 因恐 C 利用渠等勢力，再行阻擾搬運

報廢物品，可能造成更巨大的損失，乃同意交付 15 萬元與 C，該款項由 C 負

責保管並挪為私用。 

 

 

 

廉政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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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所犯法條：  

一、A、B、C 共同基於侵占公有財物之犯意，將報廢公有財物私下變賣之行

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侵占公有財物罪」。 

二、A、B、C 共同基於藉勢勒索財物之犯意，以故意刁難方式，向丙公司承

辦人員勒索 15 萬元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藉勢勒索財物

罪」。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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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來的錢 

壹、案情摘要：  

A 因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及刑法第 270 條、第 268

條公務員包庇賭博等罪嫌，於該案偵辦時，檢察官於偵查中發現 A 除投資

200 萬元於 B 經營之賭場外，另檢察官持搜索票執行搜索時，尚在其辦公室

旁之臥房床底下，搜獲 30 萬元及 1 萬元美金現金，並於衣櫥上方搜獲 40 萬

元現金等款項，均屬來源不明之財產，且於檢察官偵辦期間命 A 就上開來

源可疑之不明財產提出說明，A 針對個別款項之來源，前後供述反覆且說明

不實，更有要求同案被告 C 向檢察官為不實證述，另與 D 密謀串證，企圖

提出不實證據，藉以合理化上開來源不明款項。 

貳、所犯法條： 

A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之 1 所列之罪，於檢察官偵查中命 A 就前揭來

源可疑之財產提出說明，前後供述反覆，無法提出合理說明，且要求同案

被告 C 向檢察官為不實證述，另與 D 密謀串證，企圖提出不實證據等說明

不實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之 1「財產來源不明罪」。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TOP 

廉政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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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品行不端，怎可任律師？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日前報載：一位多年前曾在高雄地檢署擔任檢察官職務的陳姓男

子，目前已轉任律師。在任職檢察官期中，竟與一名不肖的蔡姓調查

官勾結，包庇趙姓走私慣犯者自菲律賓用貨櫃走私槍械、香菇與洋菸

等貨物進口。並假公濟私，堂而皇之用高雄地檢署名義致函海關，以這些貨櫃有辦

案需求，請准予放行。自民國91年至93年，利用這種手法，共包庇貨櫃32只走私進

口，經查獲後被檢察官提起公訴，一、二兩審雖一度獲判無罪，但經最高法院發回

更審，此後即在二審高雄高分院與三審最高法院之間上上下下，直至高雄高分院更

四審時仍為有罪的判決，被告再提起上訴後，最高法院認同二審法院的見解，因案

件的審判已超過八年，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規定，減輕其刑後。並以被告

等敗壞官箴、惡性重大，以貪污治罪條例及包庇走私等罪名判處蔡姓被告有期徒刑

八年八月、陳姓被告有期徒刑七年六月。纏訟十二年的案件至此確定。蔡、陳二人

的身分，也隨著訴訟結束，由被告改稱為受刑人。  

由於陳姓男子目前仍具有律師身分，披露這則新聞的報社記者，為盡報導職責，

特地走訪設在臺北市的「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採訪高級人士施姓律師，被判重刑

的陳姓男子是否仍可以執行律師業務？施姓律師答復記者說，「陳姓男子是在任職檢

察官時犯下刑案，而非執行律師業務時犯的案，所以無法取消他的律師資格。律師

公會為防止類似毒瘤再毒害司法，將推動修正律師法。」  

專家說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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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在我國地位崇高，素有在野法曹的美稱，規範律師業務執行的《律師法》

第一條第一項便明定：「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

同條第二項又規定：「律師應基於前項使命，本於自律自治之精神，誠實執行職務，

維護社會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所以律師接受當事人的委任，辦理各種法律事項，

除了應貫徹律師法所賦予的神聖使命以外，還要遵守律師法規定的種種禁止與限制

的事項，諸如:律師不得從事有辱律師尊嚴及名譽之行業、接受委託，指定或囑託之

事件，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或違反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不得與司法人員及司法警

察官、司法警察為不正當之往還酬應、不得受讓當事人間係爭之權利、不得挑唆訴

訟，或以不正當之方法招攬訴訟、不得代當事人為顯無理由之起訴、上訴或抗告、

不得違背法令、律師規範或律師公會章程，要求期約或收受任何額外之酬金等等。

法律不厭其煩限制以及禁止，造成律師日常生活多重不便，目的是在督促律師能夠

砥礪品德、維護律師信譽、遵守律師倫理規範，潔身自愛才能讓民眾信賴，得以解

決困擾的法律問題，律師貢獻所學為民眾服務，達成雙贏局面！  

律師取得執業資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依律師法第三條第一項上段規定：「中

華民國人民經律師考試及格並經訓練合格者，得充律師。」，曾任法官、檢察官、公

設辯護人、法律學系畢業，在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法律學系或法律研究所任

專任教授、副教授講授主要法律科目、大學法律學系畢業或經軍法官考試及格，而

任相當於薦任職軍法官者。以上人員除曾任法官、檢察官者外，其他職位人員都有

任職年限的限制，具備職位年限的人，律師資格都可以用「檢覈」來替代考試。這

位被報紙社會版頭條標為「惡檢」的陳姓男子，執業律師很可能就是以檢察官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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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覈而來。  

具備律師資格的人，不是當然就可以成為執業律師，如果有律師法第四條所列

六款中的一款情形者，就不得充任律師。其中的第一款便是：「曾受一年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裁判確定，並依其罪名足認其已喪失執行律師之信譽，經律師懲戒委員會懲

戒除名」。分析這法條，必須要三項要件齊備：第一、須故意犯罪被判一年以上的有

期徒刑；第二、被判刑的罪名須足認其已喪失律師的信譽；第三、須受律師懲戒委

員會為除名的懲戒。陳姓男子是在登錄執行律師業務期內，因「貪污」以及「包庇

走私」的罪名被最高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六月確定。這兩項罪名被處一年以上的

徒刑，足以顯示他不是一位潔身自愛的人，廁身律師界也難以維護律師的信譽。陳

姓律師已具備三項中的兩項不得充律師的要件，只缺少經律師懲戒委員會「除名」

的懲戒處分而已，如果被送懲戒，又被作出「除名」處分，不必等到修法，就得永

遠離開律師這一行業了！  

律師懲戒委員會依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由高等法院法官三人、高

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人及律師五人組織；委員長由委員互選之。

律師有故意的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者，就有移付懲戒的原因。懲

戒處分共為四種：警告、申誡、停止執行職務二年以下、最重者即為除名。律師的

懲戒不能由懲戒委員會依職權提出，必須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或地方法院檢察署依

職權送請懲戒，或者由應受懲戒律師所加入的律師公會經過會員大會或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的決議，才能送請律師懲戒委員會處理。對於律師的懲戒處分不服，被懲

戒的律師、移送懲戒的檢察署、主管機關或者律師公會，都得向由最高法院法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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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二人、律師五人及學者二人組成的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

請求覆審。對於覆審的決定，就別無救濟方法了！ 

（本文摘自法務部網頁「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6年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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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CgaH5x-TSAhWLW7wKHRl0Cv8QjRwIBw&url=http://www.tmps.hc.edu.tw/ischool/public/news_view/show.php?nid%3D1676&psig=AFQjCNGze-DGQnhcDM4bdde8wxWKfiCKJQ&ust=149008125827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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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占，取得動產所有權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在一家大規模家具工廠擔任物料組長的王長旺，平日忠於職守，從來不會隨

便請假，只要工廠一開門，就可以看到他忙裡忙外忙個不停，只有在舊曆春節的長

假期中，才會有機會帶著家人四處走走！今年的農曆正月初三那天，天氣晴朗，也

不很冷，就準備一些餐點，開著那輛二手老爺車，載著一家

五口，到基隆去看大船進港，讓從未見過大船有多大的孩子

們增廣見識。看罷大海和大船，孩子們意猶未盡，嚷著要老

爸帶他們到附近的山上去走走！這時一家之主難得開口說：「既然出來玩，就玩個盡

興！」說著就將車沿著山邊一條產業道路向山的深處開去。直到一處既無往來車輛、

又無行人的平坦處將車停妥，讓家人下車透透氣，接著孩子們又說肚子餓了，要在

這裡吃點東西，王媽媽看著大家長的臉色，沒有透露出不愉快的樣子，便到後車廂

拿出一條毛毯舖在地上，要小孩幫忙將帶去的食物和飲料，全都搬出來堆放在毛毯

中央，一家人圍坐在一處，享用難得的野餐！  

正當大家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調皮搗蛋慣了的大

兒子不願意受到拘束，拿起一隻雞腿獨自跑到不遠處一

棵大樹底下去吃，家人們對他的怪動作見多了也就由他

去了。沒多久忽聽到大兒子一聲怪叫，摔掉手中未吃完

專家說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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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雞腿，慌慌張張往回跑，問他怎麼一回事，嚇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的大兒子，等一

回兒才吞吞吐吐說出剛才他看到一隻灰色像小豬一樣的動物從草叢中向他走來，他

心中害怕，便把沒吃完的雞腿向它扔去，趕緊往回跑了！ 

見多識廣的王老爸聽了兒子不完整的描述，便說：「那

一定不是什麼小豬？你看這一帶並沒有農戶人家，怎會

有人在荒山裡豢養小豬呢？應該是一頭沒有母山豬照顧

的小山豬，剛才大概是肚子餓透了，聞到我們吃的食物香味，才大膽地跑出來找點

東西果腹！」 

比大兒子小兩歲的大女兒仰著頭對著爸爸說：「沒有豬媽媽照顧的小山豬，不是

太可憐了嗎？我們把它捉住，帶回家去養在園子裡好不好？」爸爸又說：「小山豬一

直在山野裡生活，動作靈敏，憑我們幾個人徒手去捉它，不一定會捉得到，如果力

大無窮的豬媽媽在附近的話，看到它的小山豬被我們捉住，便會拚命來救它的小山

豬，它獸性發作奮力衝刺，我們幾個人哪能抵擋得住，而且還有法律上的問題，山

裡的野生動物，法律上是不是都准許任何人都可隨便捕捉？我也不清楚？我看我們

還是省點氣力，把帶來的東西收拾收拾，平平安安早點回家，小山豬就讓它自己去

找它的老媽吧！」  

王老爸為了家人的安全，作出的決定一點都沒錯！憑他們

赤手空拳兩大三小五個人，對付那頭小山豬，或許可以應付。

一旦山豬媽媽出現，在山豬媽媽的蠻力衝撞之下，不受傷也

難！尤其是站都站不穩的小孩們，怎能躲得過這場災禍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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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老爸決定不去招惹小山豬，是明智之舉！  

如果他們能夠幸運地將小山豬捕獲據為己有，並將小山豬帶回家去豢養，就現

行民法來說，是法律許可的行為！因為我國民法物權編中有一種叫作「先占」的制

度，合於先占制度的規定，占有無主的小山豬的人，是可以取得小山豬的所有權的。 

什麼是民法上的「先占」呢？先占制度的法律上依據，是民法第802條的規定，

條文是這樣的：「以所有之意思，占有無主之動產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取得其所

有權。」就這法條所定內容加以分析，要完成先占的事實，必須具備下列四個要件：

第一、先占的物須為無主物 無主物是指該物現在不屬於任何人所有，以前縱有過主

人，但小山豬走失，離開主人後主人不予追捕，任由小山豬在

野外遊蕩，也就成為無主物。通常來說，大海與溪流中的水產

動物像魚蝦等物，與山中的飛禽走獸都屬於無主物。第二、先

占的標的須為動產 我國民法總則編將可以受到人力支配的物分為不動產與動產兩

種，被稱作不動產者，依民法第66條規定：指的是「土地及其定著物。不動產之出

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不動產以外的物，依同法第67條規定，

都屬於動產。可以作為先占的標的物，則僅限於動產。不動產中的土地，依土地法

第10條的規定，凡是中華民國領域內的土地，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人民依法律

取得所有權的私有土地，在私有權利消滅以後，依舊歸於國家，成為國有土地。土

地上的房屋或建築物的所有權的取得，依民法物權編的規定，必須辦理登記。所以

不動產的所有權是不可能循先占的制度來取得。第三、必須以所有的意思為占有 先

占的行為人必須具備對標的物動產有所有的意思為占有。所謂以所有的意思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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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指先占者有據為己有的想法，這與民法第940條所定「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力

者，為占有人」的單純占有不同。第四、先占的動產必須非屬法令所禁止者 可以為

先占的標的動產，雖限於無主的動產，但有些生活在深山曠野中的無主野生動物，

是法令禁止捕捉或獵殺的，那就不得作為先占的標的，像野生動物保育法第16條第1

項所定：「保育類野生動物，除本法或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騷擾、虐待、獵捕、

宰殺、買賣、陳列、展示、持有、輸入、輸出或飼養、繁殖。」山豬或稱野豬，並

非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是可以作為先占的標的物。   

（本文摘自法務部網頁「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6年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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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山豬攻擊如何自保 

★攻擊原因： 

．發情、受傷或受到驚嚇 

．人類主動攻擊山豬 

．母豬帶著小豬時 

★攻擊方式： 

．快速衝撞將人推倒，再用牙齒或獠牙猛刺 

★自保方法： 

．逃跑要跑 S形，不能直線跑 

．爬樹或跳上任何比山豬肩膀高的位置 

．跑進水塘、水池，或用大吼大叫威嚇 

．絕對不能倒地裝死，山豬會攻擊比牠矮小的動物 

資料來源：《蘋果》採訪整理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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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國際透明組織公布全球貪腐趨勢指數 

亞太地區調查結果,臺灣獲得正面評價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106 年 3月 7日公

布 2017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GCB）

我國及亞太地區 16國之調查結果。 

2017 年《全球貪腐趨勢指數》我國部分，是由國際透明組織委託全

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調查。主要的問卷題目包括：民眾對

國內整體及各部門貪腐程度的感受、對政府反貪工作效能的評估、受訪民

眾或其家人在過去一年中是否有行賄的經驗，以及參與反貪腐的意願。 

據調查評述，我國與澳洲、斯里蘭卡為受調查國家中，在所有關鍵

問題的表現最為正面，民眾行賄的比率相當低，79%的臺灣民眾認為他們

能夠參與打擊貪腐並有所貢獻，僅次於澳洲的 80%。調查結果略以： 

一、民眾對國內整體及各部門貪腐程度的感受： 

本次調查結果發現，受訪者認為各類政府官員或領導者中，較可能

涉及貪腐的人員以立法委員（49%）、縣市議員（48%）較高，甚至超過民

廉政報導 

http://gcis.nat.gov.tw/pub/cmpy/cmpyInfoAction.do?method=detail&banNo=69599256#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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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傳統印象中之警察（18%）、一般公務員（16%）與稅務人員（13%）。但

調查同時顯示，實際上，過去一年與公部門有接觸經驗民眾裡，送紅包或

送禮物給公部門人員的比例不高，平均數為 6%，戶政人員甚至為零，又

如 24%受訪者認為法官可能涉及貪腐情形，然只有 6%的受訪者「在過去 1

年，有和法院接觸的經驗」，在這有和法院接觸的經驗 6%的人中，99%受

訪者回答「從來沒有」送紅包或送禮給法官或是法院人員，來得到所需要

的協助。 

二、檢舉貪瀆的意願： 

在檢舉貪腐的意願方面，有 77%的受訪者認為，如果目擊貪污事件，

個人亦有檢舉義務；亦有 53%的受訪者認為，必要時即使需去法院作證，

也願意挺身檢舉貪污事件。另外，47%的受訪者認為，多數人不願提出檢

舉的原因，是因為擔心檢舉帶來的後果。 

三、對政府打擊貪腐的表現： 

至於在政府打擊貪腐的表現上，調查顯示，54%的受訪者對政府打擊

貪腐的成效並不滿意，29%的受訪者表示滿意。此外，有 23%受訪者認為

貪腐情況有減少，26%受訪者認為貪腐情況有增加，相較鄰近國家如日本

28%、中國 73%、香港 46%及南韓 50%受訪者認為該國貪腐有所惡化的情況

為低。惟這項國內民眾主觀的認知，與近期政府發佈之客觀數據容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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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廉政署表示，經統計我國貪瀆定罪率，自 98年 7月國家廉政建設行

動方案實施以來至 105年 12月為止，因貪瀆起訴判決確定者 4,783人，

其中以貪瀆罪起訴經判決有罪者 2,411人，以非貪瀆罪起訴經判決有罪者

1,038人，計判決有罪者 3,449人，定罪率達 72.11%，去（105）年 1至

12 月則為 73.7%，未見下滑；而在貪瀆犯罪率部分，91 年每十萬期中人

口中，有 4.8人以貪瀆罪名起訴，97年最高為 6.4，之後大致呈現下降趨

勢，至 105年已降為 3.3。貪瀆犯罪率下降、定罪率提升證明我國近年打

擊貪腐確有成果。廉政署表示，儘管人民的主觀看法與客觀數據並不一

致，但政府仍需積極謀求改善。廉政政策與工作需要公私協力，非單一機

關所能推動，廉政署除將持續加防貪、肅貪作為，包括風險偵測管控、有

效稽核與事先預警、持續反貪腐宣導、加速揭弊者保護法立法及強化偵辦

重大貪瀆案件之能量外，為使一般民眾瞭解反貪腐政策，並讓政策內容更

周延普遍，彰顯各級政府首長清廉執政決心，將儘速邀集學者專家、機關

首長強化反貪腐政策並對外說明，同時作為未來政策的指引，提高民眾對

公部門廉潔印象，也回應國際透明組織對本次調查的建議與呼籲。 

 

↑TOP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qO7u4ozSAhVCm5QKHW17CzUQjRwIBw&url=http://mugen99.pixnet.net/blog/post/39914767-12-09(%E4%BA%94)%E4%B8%AD%E6%AD%A3%E7%B4%80%E5%BF%B5%E5%A0%82%E2%80%A7%E5%9C%8B%E9%9A%9B%E5%8F%8D%E8%B2%AA%E6%97%A5%E7%B3%BB%E5%88%97%E6%B4%BB%E5%8B%95%EF%BC%81&psig=AFQjCNEmrBV71_D1IS84eLx-ZaLnPUbsVg&ust=1487064915408102


 

 18 

 

 

小心！駭客正在誘騙你的機密資料 

─真實案例改編 
■ 和 風 

現代化的保防觀念，就是加強機關自身的「免疫能力」，也

只有機關內部同仁都有健全的保防意識，才能避免敵人趁虛

而入。 

志杰是某中央部會的業務承辦人，高考及格擔任公職 6、7年以來，

以其優異的外語能力，加上思路清晰、動作敏捷，深獲主管嘉許，司裡幾

個專案列管的大案子，都是由他負責承辦，尤其是他最近提出的研究報

告，言簡意賅、分析透徹，完全掌握問題的核心，呈給上級長官無不稱讚， 

儼然該部明日之星。如果硬要從雞蛋裡挑骨頭，志杰在公文處理方面或許

還不夠細心，有時候數字少了一個零，有時候誤植同音錯別字，直屬長官

陳科長仍需在他的公文品質上把關。 

「520」政府交接後，該部會新任部長到職，隨即指示司長對於新政

府施政方針的幾大案件必須專案列管，每週向政務次長報告進度，如執行

上有滯礙難行之處，跨部會協調由政務次長負責聯繫。司長回到辦公室

後，立即找來陳科長與志杰，轉達了上級的工作指示，希望同仁們全力以

赴，圓滿完成這次任務。時間過得很快，志杰接專案工作已 1個多月，期

間開了 2次跨部會協調會議，還有 1次會議是由院長主持，專案進行的十

分順利，部長、次長對於部內同仁的表現非常滿意，認為該部今年列管案

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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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可以順利達標。7 月初，志杰一如往常早上 7 點 40 分就到辦公室，打

開電腦看一下當天的行事曆，接著收電子郵件，竟然有一封政務次長早上

5 點 50 分寄來的「高重要性」電子郵件，志杰嚇了一跳，因為自從次長

到任以來，除了開會時的接觸，這是第一次直接下指示。志杰仔細看了

e-mail內容，「次長」指示讓他在當日下班前將列管專案的會議資料、與

會人員名單、具體數據及預擬講稿，先以電子郵件傳給次長過目。 

志杰雖然不是承辦公文新手，但接到「次長」重要指示，時間又這

麼急迫，仍感到有些壓力。8 點整陳科長到了辦公室，志杰立刻向他報告

「次長」的幾項指示，科長請志杰將「次長」寄的 e-mail列印出來，以

便大家一齊分工，並準備向司長報告。 

為了準時完成工作，志杰中午只喝了 1杯咖啡，配上 2片吐司，不

敢出去用餐。下午 4點 10分，志杰將「次長」要的資料先拿給陳科長過

目，科長仔細校對了會議資料、與會人員名單及每一項數據，並發現了幾

處錯誤，請志杰立即修正，志杰手腳也很快，不到幾分鐘，整份資料已經

完成，兩人帶著資料一同到了司長辦公室。司長說，今天次長好像很忙，

一直沒見到面，接著又與他們兩人討論資料內容及專案未來準備的方向。

下午 5 點整，陳科長為求慎重起見，拿起桌上電話，直撥次長室吳秘書，

請她向次長報告，相關「書面資料」都已備妥，並請示是否附上「電子檔」。

吳秘書告訴陳科長，次長一整天都在花蓮、臺東視察業務，還沒進辦公室，

也未交待這件事，她稍後會問清楚，再回科長電話。陳科長掛上電話後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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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點「怪怪的」，但說不出什麼地方怪。接著拿出早上志杰列印的「次

長」e-mail內容，仔細檢查寄件時間、寄件人、收件人、交辦事項等，

似乎沒有什麼異常。與此同時，次長室吳秘書來電，告訴陳科長，剛才打

電話問過次長，今天早上沒有交辦任何事，「書面資料」密封後交給吳秘

書，電子檔先不要寄，等他今晚回辦公室再處理。晚上 6 點多，整幢聯

合辦公大樓燈火通明，次長剛進辦公室，立刻請吳秘書通知司長、陳科長、

志杰等專案小組成員，10分鐘後到三樓小會議室開會。 

次長一進會議室就跟大家說，志杰準備的資料他看過了，除了幾個

數據還要再確認一下，其餘都十分詳盡。但問題是他今早並未交待準備這

些資料，專案列管的案件有其機敏性，在政策正式形成之前，必須遵守工

作紀律，嚴格保密，相關資料若是不慎外洩，遭有心人士利用，勢將引起

國內不小的風暴。這時候看到陳科長緩緩舉起手來，次長請他表示意見，

陳科長說，今天早上 8點一進辦公室志杰就跟他說了準備這些資料的事，

由於是「次長」要的，指示的內容與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息息相關，時間又

很急迫，他就立刻向司長報告並且與志杰一起著手準備，下午 5點左右在

與吳秘書聯絡過後，才覺得好像有一點「怪怪的」，因為次長 520到任以

來，從未跳過司長直接交辦任何事情，況且這個專案的機敏性大家都知

道，並不適合以電子郵件傳送，等他把志杰列印的「次長」e-mail 拿出

來仔細檢查，才赫然發現寄件人的 e-mail address有問題，次長的電子

郵件地址是英文字母小寫的「l」，但寄件人的電子郵件地址是阿拉伯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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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他幾乎都一樣，這才驚覺可能是被駭客入侵了。還好在志杰完成

彙整工作前，他及時與次長室吳秘書聯繫，再次確認，才避免了機敏資料

外洩。 

會議持續了近半個小時，次長在總結時說，專案列管的案子當然有其

特殊性與重要性，部內近期為了配合新政府的施政作為，各主政司、處同

仁都非常辛苦，經常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加班到深夜，但是在工作忙

碌之餘，千萬不能忘了資訊安全與保防意識。今天發生的「駭客」事件，

正好可以當作案例提醒同仁，他會要求資訊室立刻向資安辦通報，並且協

助釐清寄件人的背景及目的，更重要的是必須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志杰回到辦公室後久久不能自已，原來今天白忙了一整天，還差一

點因自己一時大意造成機敏資料外洩，如果事情真的發生了，後果實在難

以想像。陳科長發現志杰在會後一直呆坐在位子上，隨即起身到他桌旁。

科長告訴志杰，剛才司長已經轉達了次長的指示，次長對於科裡承辦的專

案業務非常肯定，尤其是志杰在簡報資料及英文翻譯所下的功夫，長官們

都很清楚，希望他繼續加油，今天發生的事只是虛驚一場，我們只要提高

警覺，更加謹慎細心就好，千萬不要因此而感到內咎。 

翌日適逢部務會議，次長趁機向與會人員說明了昨天發生的駭客事

件，並且要求各級主管務必向所屬同仁轉達，科技進步日新月異，駭客行

為無孔不入，保防工作不限於以往的「保密防諜」，現代化的保防觀念，

就是加強機關自身的「免疫能力」，也只有機關內部同仁都有健全的保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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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才能避免敵人趁虛而入。「提升保防意識，加強資訊安全」是一切

業務的基礎，千萬不能因一時疏於注意，讓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功虧一簣。 

（本文摘自2017年3月號清流月刊） 

 

 
↑TOP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R7LraxuTSAhUKyrwKHVBeAWgQjRwIBw&url=http://www.trendmicro.tw/tw/security-intelligence/research-and-analysis/trend/articles/20121206062353.html&psig=AFQjCNHb48SBNvpD4C2G2yC1oXFeifYmQQ&ust=149008094638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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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交易消費糾紛案件大公開！ 

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Consumers International,CI）今（106）年之活動主

題為「建立消費者信任之數位世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配

合該活動主題訂定我國「網路交易安全 消費購物安心」，目的在強化網路的交易之

安全性，對已發生的消費爭議予以積極協處，因此行政院消保處陸續邀集主管機關

經濟部、內政部警政署、縣市政府消保官及網路平台業者召開研商降低網路平台消

費爭議案件會議，分析常見之網路消費爭議案件型態，研議加強處理糾紛的方法並

定期追蹤網路平台業者之改善情形。 

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去(105)年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消費者申訴網路交

易糾紛案件數為3,711件(較104年度2,844增加867件)，其中網拍糾紛案件為2,698件

(較104年度1,901件增加797件)，占網路交易申訴案件比例72.7%，至於糾紛申訴案

件數量之前3名分別為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814件)、樂購蝦皮有限公司

(759件)及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547件)。 

另從銷售管道、商品類別及爭議類型等面向統計案件占全年申訴案件之比例如

下: 

一、銷售管道(交易平台)前3名: 

(一)網拍:2,698件(占72.7%)。 

(二)購物中心:650件(占17.5%)。 

消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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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店街:269件(占7.3%)。 

二、商品類別前3名： 

(一)服飾、皮件及鞋類:800件(占21.5%)。 

(二)通訊及周邊商品:349件(占9.4%)。 

(三)電器及周邊商品:251件(占6.8%)。 

三、爭議類型前3名： 

(一)瑕疵:1,186件(占32%)。 

(二)退款問題:640件(占17.2%)。 

(三)退貨遭拒:483件(占13%)。 

如前所述網路交易糾紛申訴案不斷上升，去年網拍的消費糾紛案件數占網路交

易申訴總件數高達72.7%，因此行政院消保處陸續邀集相關機關及網路平台業者召開

研商降低網路平台消費爭議案件會議，分析網路消費爭議案件型態研議並定期追蹤

網路平台業者之改善情形。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在網路上購買商品或服務，首應注意賣家及交易平

台的信譽，此外，除應知悉消費者保護法增定「合理例外情事」規定外，買家可於

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天內向企業經營者(含反覆從事銷售行為的個人賣家)主張

無條件解除契約，且不需負擔任何費用(例如解約後運送費用)等有利消費者的相關

規定。其次，行政院消保處亦呼籲買家不要與網路平台上賣家私下交易，因如衍生

糾紛時，可能增加處理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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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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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自身權益。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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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蜜月真攜毒―調查局破獲 

安非他命毒品走私出境案 

每年一到寒暑假旅遊旺季，各大旅行業

者出團熱絡，不僅是民眾出國旅遊大好時機，

另一方面，也讓販毒集團有可趁之機，企圖魚

目混珠，安排運毒交通混入旅行團走私毒品，

本次查獲走私毒品之呂員 2 人，就是一對情侶，因男方好賭而積欠賭債，為償還賭

債竟與販毒集團勾結，共謀走私毒品出境，而呂員為能獲得更多報酬，竟不惜犧牲

女友，與販毒集團達成協議，比原約定攜帶走私的數量多出一倍，並將多出之毒品，

藏放於女友之行李箱內，陳女在出關前還真以為要與男友共度蜜月，在機場內銀行

開心兌換外幣，殊不知專案組早已掌握全部走私活動，於出境前在桃園機場內查獲

其 2 人托運行李中，共夾帶甲基安非他命毒品 10 大包，總重約 6 公斤，數量相當

可觀。 

另外，此次夾藏手法更是特殊，毒品係夾藏於國內知名品牌的堅果、早餐玉米

穀片及水果乾脆片等零食之原封包裝內，由包裝外表完全看不出有拆封痕跡，在未

拆封之前實在難辨真偽，幸而在調查局緝毒專組長期偵查下，並利用假日數次南下

北上跟監蒐證，期間更在呂員入住高雄地區之汽車旅館外辛苦守候多時，確認呂員

2 人確實攜帶毒品，才使本批毒品能夠成功攔截於國內，並逮捕這對運毒鴛鴦到案。 

反毒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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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次案例要提醒國人，運輸毒品最高可判處死刑，因此出國旅遊期間，無論

是出境或入境，無論是朋友或陌生人，切勿幫人攜帶物品通關，避免造成無法挽回

的遺憾。 

（本文摘自 2017 年 3 月號清流月刊） 

何謂甲基 

↑TOP 

毒品小百科 

 

何謂甲基安非他命？ 

1887年安非他命誕生於德國，隨後日本開發出效果更強且易於製造的甲

基安非他命；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曾出現在日本神風特攻隊的必用品中，

駕駛員於執行自殺任務前，用來保持清醒並維持亢奮狀態。 

俗稱窮人的古柯鹼、甲安、安公子、安仔、冰毒或冰塊，通常為無味的

結晶狀白色粉末，施用者可藉由口服、吸入或針筒注射來使用。相對於由植

物提煉而來的古柯鹼，甲基安非他命是混合數種安非他命及其他化學製品的

「人造」化合物，主要成分可來自日常生活的感冒藥，於非法實驗室製造的

過程中通常會產生有毒廢棄物，暴露其中會使人生病。 

使用甲基安非他命初期可獲得興奮劑的效果，但之後就會開始系統性的

破壞施用者的身體，包括記憶力損失、暴力傾向、精神錯亂、心臟與腦部的

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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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A型流感 

致病原  

根據文獻回顧，全球曾出現造成新型 A 型流感病例的禽流感病毒包括 H5N1、H5N6、

H6N1、H7N2、H7N3、H7N7、H7N9、H9N2、H10N7、H10N8 等亞型，各亞型對人類疾病

嚴重度高低如下: (1)疾病嚴重度高: H5N1、H5N6、H7N7、H7N9、H10N8；(2)疾病嚴

重度低: H1N1v、H1N2v、H3N2v、H6N1、H7N2、H7N3、H9N2、H10N7。 

流行病學  

大多數造成新型 A 型流感個案的禽流感病毒因尚未完全適應人體，故感染能力僅限

於動物傳人。其中， H5N1 及 H7N9 曾出現極少數家庭或醫院內群聚案例，故不排除

有侷限性人傳人的可能性，惟目前仍無證據顯示有持續性人傳人的現象。 

傳染窩  

野生水禽是大多數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另外包括雞、鴨等家禽及豬等家畜也有

可能是自然宿主，因此感染禽流感病毒的動物被認為是最有可能的傳染窩，因此，

多數新型 A 型流感確定病例均具有禽類或活禽市場暴露史。 

傳染途徑  

目前尚無足夠證據確定新型 A 型流感病例透過何種途徑染病。一般來說，禽流感病

毒會存在於受感染動物的呼吸道飛沫顆粒及排泄物中，推測人類主要應是透過吸入

及接觸病毒顆粒或受污染的物體/環境等途徑而感染。 

健康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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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期  

依現有人類確定病例之流行病學研究結果，大多數新型 A 型流感病例的潛伏期在

1~10 日之間，且不同亞型之流感病毒可能有差異。目前我國採用 10 日作為估計潛

伏期之上限。 

可傳染期  

目前尚無足夠證據確定新型 A 型流感個案的可傳染期，但依據文獻報告資料推估，

可傳染期大約是以個案症狀出現前 1 天至症狀緩解後且檢驗病毒陰性後為止。 

感受性及抵抗力  

各種造成新型 A 型流感病例的禽流感病毒對於人類的感受性及抵抗力不同。一般來

說，感染後免疫系統會針對此次感染之病毒產生抗體，但是否能夠產生足夠保護力

仍不清楚。目前僅 H5N1 禽流感病毒有人用疫苗可供預防接種。 

臨床症狀  

重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多為早期出現發燒、咳嗽及呼吸短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狀，

而後快速進展為嚴重肺炎，可能併發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敗血性休克及多重器官

衰竭而死亡，輕症病例的臨床表現則包括類流感症狀及結膜炎等。 

預防方法  

1.勤洗手，雙手避免任意碰觸眼、鼻、口等黏膜。 

2.保持空氣流通，咳嗽、打噴嚏需遮掩口鼻，若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呼吸道

症狀，應戴口罩並就醫，儘量不上班、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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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避免接觸禽鳥及其分泌物，若不慎接觸，應馬上以肥皂澈底清潔雙手。 

4.禽肉及蛋類澈底煮熟。 

5.料理生鮮禽畜肉品及蛋類後立即洗手，刀具、砧板也要澈底清洗後才能再度使用。 

6.不要購買或飼養來源不明或走私的禽鳥。 

7.非必要或無防護下，避免到生禽宰殺處所、養禽場及活禽市場等。 

8.禽畜業工作者於作業過程時，應穿戴個人防護設施，工作後，應做好清消工作。 

9.一般民眾平時應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注意飲食均衡、適當運動及休息，維護

身體健康。 

10.有禽鳥接觸史、流行地區旅遊史的民眾，若出現發燒、喉嚨痛、咳嗽、結膜炎等

症狀，請戴口罩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接觸史、工作內容及旅遊史等。 

11.口罩是居家常備保健物品，宜適量準備。 

（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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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新型 A型流感 5 要 6 不 

 

（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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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新型 A型流感 123 篇

 

（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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