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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分段查驗不實致圖利廠商 

 

 

 

壹、案情摘要：  

A 係甲機關營建課公務員，負責承辦由乙公司承攬「甲機關外牆防水

整修工程」案之履約管理及監造事宜。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70 條第 1 項規定，

應於品質管理計畫書明訂乙公司執行品質管理之責任，並於上開工程之契

約書、施工說明書、工程監造計畫書等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

準。且依據同法第 70 條第 2 項規定，甲機關於乙公司履約過程，得辦理分

段查驗，其結果並得供驗收之用。 

A 違反上開法令，明知乙公司送審資料中，X 品項檢驗報告超過 2 年，

不符契約規定，且該工程採購契約第 11 條「工程品管」規定，「施工之重

要工作項目，頇經監造單位派員會同辦理施工抽查及材料抽驗合格後，方

得繼續下一階段施工，並為估驗計價之付款依據。」。按「契約詳細價目表」

所載 X 品項複價為 400 萬元，占契約金額 1,200 萬元之 30％，為重要工作 

項目，X 品項自應為監造檢驗停留點，以確保工程品質。復查本工程「監

造計畫」亦確實將 X 品項定為「監造檢驗停留點」，則依前開說明，自應

辦理相關材料抽驗合格後，方得進行下一階段之施工。A 意圖使乙公司取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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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估驗款項，明知乙公司未將抽驗 X 品項之詴驗報告送甲機關審查，竟違

反前開契約及監造計畫規定，使乙公司繼續進行 X 品項之工程，順利取得

該品項工程之估驗款項 400 萬元；更同意乙公司在上開相關文件未齊備情

況下申報竣工，並據以簽報辦理驗收，嗣由主驗官 B 驗收前開工程時發現

上情。 

貳、所犯法條：  

A 意圖使乙公司取得估驗款項，明知乙公司未將抽驗 X 品項之詴驗報

告送甲機關審查，使乙公司繼續進行 X 品項之工程，並順利取得該品項工

程之估驗款項 400 萬元；更同意乙公司在文件未齊下申報竣工，並據以簽

報辦理驗收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於主管或

監督之事務圖利罪」。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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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意思、打點打點」收受賄賂

 

壹、案情摘要： 

A 為甲機關技正，負責對公車保養維修業務之督導考核，並兼辦公車

保養維修及資訊室部分採購案件，因業務關係與乙公司之負責人 B 熟識，

A 竟基於收取回扣、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及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

賄賂等犯意，為下列犯行： 

一、A 以「讓案子順利進行、驗收及請款，必頇去打通上級」為由，向 B

表示爾後乙公司如得標甲機關採購案件，需給付 A 決標金額之 10％做

為回扣，嗣後乙公司得標採購案件時，B 為求標案能順利結案，同意支

付 A 該案件回扣金額。 

二、乙公司於採購案履約時，A 負責督導考核，竟基於對於職務上行為收

受賄賂之犯意，經常以「文件有問題需跑腿、打點處理」為由，向 B

索取 3 至 10 萬元不等現金。 

三、A 利用乙公司承攬上開採購案之機會，於每年三節時，以「要打點其

他人員」為由向 B 訛詐現金及百貨公司禮券，並指示 B 分成 3 份，使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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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陷於錯誤，誤信係要打點採購案相關人員之用，而交付數萬元現金及

禮券。 

貳、所犯法條：  

一、A 利用辦理公車保養維修採購案件機會，向 B 收取採購決標金額 10％回

扣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收取回扣罪」： 

建築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

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二、A 利用負責督導考核機會，基於收受賄賂之犯意，向 B 索取 3 至 10 萬元

不等現金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對於職務上

之行為，收受賄賂罪」。 

三、A 利用乙公司承攬上開採購案之機會，以「要打點其他人員」為由向 B

訛詐現金及百貨公司禮券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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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6 千萬元以下罰金。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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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額採購收取回扣 

壹、案情摘要：  

A 為甲機關維護組副工程司，負責承辦督導及查核污水處理廠、焚化

廠相關業務，而 B 則為乙公司負責人，承攬甲機關「○○○污水處理廠設

備操作維護」採購案，契約價金 1,343 萬元。除例行操作維護外，如污水

處理廠器材、物品需要更換或維修時，則由 A 負責購辦，並通知乙公司修

繕，因小額採購不頇進行公開招標程序，A 認為有機可乘，遂利用職務上

承辦上述小額採購之機會，向 B 要求各採購案件所要之回扣金額，B 為求

A 能將污水處理廠後續維修、物品更換等小額採購交由乙公司承攬，爰同

意交付回扣，再由 B 提供報價單給 A 辦理後續小額採購作業，A 收取回扣

金額總計 9 萬 5,000 元。 

此外，A 另基於收賄之犯意，利用監督上開採購案廠商人員出勤狀況

及辦理小額採購案等機會，未確實核對廠商員工出勤狀況，假藉「借款」

名義，向 B 要求賄賂，B 為避免 A 在審核員工出勤等工作監督上加以刁難，

因此交付賄賂金額總計 13 萬 500 元。 

貳、所犯法條： 

一、公務員部分： 

（一）A 利用職務上承辦小額採購機會，向 B 收取回扣金額 9 萬 5,000 元之

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收取回扣罪」。 

廉政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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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利用監督採購案履約機會，未確實核對廠商員工出勤狀況，向 B

收取賄賂金額 13 萬 500 元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第 5 款「對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

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1 億元以下罰金。 

二、廠商部分： 

B 為避免 A 在審核員工出勤等工作監督上加以刁難，交付賄賂 13 萬

500 元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違背職務行賄罪」： 

對於第 2 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

不正利益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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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責任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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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轉售火車票，要受刑事處罰了！ 

加價轉售火車票，要受刑事處罰了！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光陰如箭，一轉眼，民國一百零五年的365個日子，就這樣悄悄地溜走了！過了

新年，接著來臨的是國人最渴望的農曆新年，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春節假期，遠在外

地謀生與就學的年輕一代，都會設法趕回家去，與家人歡聚一起，過個團圓年。回

家過年的願望，對住在臺灣島內縱貫鐵路線附近的人來說，都不成為問題，就算是

高鐵與臺鐵都買不到票，還有高速公路可供選擇，雖然路上車輛擁擠，想快也快不

了，只要慢慢地隨著車隊前進，遲早都可以回到溫暖的家。家在臺灣東部的花蓮或

者臺東地區的人就沒有那麼幸運，雖然橫貫東西兩地，也有臺鐵與蘇花公路可供通

行，空中還有定期航班，班機飛行時間雖短，但進出兩地的機場和候機就耗費不少

時間。加上經濟因素，一般人都不大樂意選擇。至於蘇花公路是穿山越嶺的險峻公

路，除了車速無法提升以外，易受到氣候不良的影響，坍方與落石常使公路封閉無

法通行。通常來往花東兩地的人，都以鐵路交通為首選，只是鐵路的班次有限，車

票並不好買，尤其是過年過節，車票更是不容易買到，近年來鐵路主管當局，為了

方便民眾，開放網路購票，只是每次上網購票，總是被人搶先一步。想購票的人還

是買不到。可是網路上或者在火車站的售票口附近，居然有人在兜售窗口買不到的

車票，票價至少得加上原價好幾成。那些需要趕路的人，只有忍氣吞聲地多花錢買

了所謂的「黃牛票」。  

家住臺東，人在臺北做事的汪阿土。以前在年節的時候，為了回家煞費心機卻

專家說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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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買到火車票，最後只有多花錢從「黃牛」手中拿到了票，這事一直讓他耿耿於

懷難以忘記，排隊買票被前面的人捷足先登，那只能責怪自己去得太晚！網路售票

落空，該是自己電腦技術落在人後？想到這裡突然想起國中同學高天生，這位仁兄

絕頂聰明，唸的是資訊系，大學畢業以後就靠著電腦吃飯，若得到這位高手傳授幾

招，不只是自己買車票不生問題，可以多買幾張的話，說不定還可以將被「黃牛」

賺去的錢賺回來！主意一定，便去臺北市近郊去找高天生，這位老同學聽了汪阿土

說明來意以後，不但沒有傳授他捷徑，反而當頭淋他一盆冷水。他說：「你要電腦輸

入的速度變快，把輸入法練熟就可以了！至於想利用電腦在網路上多買幾張車票加

價轉售，這壞念頭還是趕快打消吧！因為把買來的火車票加價出售，那是一種犯罪

行為，我是不想教你電腦害你去坐牢的！」汪阿土一聽這話人就呆住了，心想只是

要賣幾張火車票，怎麼會成為刑事的罪犯呢？脫口而出說「你有沒有搞錯，事情有

這麼嚴重嗎？」高天生又說「難怪你不知道利害關係，連我也是幾天前才看到法律

定有刑罰的規定。我要說的法律名稱是《法》，《鐵路法》本來是規範鐵路事業的一

種法律，怎麼會蹦出一條刑事罰來，將火車票加價出售的人被稱作「黃牛」，原因是

什麼我都不清楚？不過，你不要去幹這種勾當那就對了！」  

高天生說的一點都不錯，《鐵路法》的內容，應該是規定鐵路從業人員辦事的準

繩，怎麼會出現刑罰的規定？我國的《鐵路法》是民國四十七年一月三日制定公布

的，當時全文只有六十四條，並沒有加價出售火車票要受處罰的法條。後來因為「車

票黃牛」猖獗，經常插隊買票，真正有需求的人循正常管道反而無法買到票，以致

人民怨聲載道，政府不得不修法列入刑罰的法條，希望藉由刑罰來遏止此種擾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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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公共運輸秩序的行為，直至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二十日修正法條公布，此時才出現

第六十五條的刑罰法條，當時的刑罰很輕，只規定「購買車票加價出售圖利者，處

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這法條施行至民國一百零三年，相關單位深入

檢討，各方咸認為原法條所訂的罰則過輕，有加重處罰的必要，乃對第六十五條大

刀闊斧加以修正，修正法條於同年六月十八日公布，將原訂的刑罰改為行政罰鍰，

但罰鍰的金額卻大幅提高。並將法條分為二項：第一項是用通常手法「購買車票加

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一倍至十倍罰鍰。

加價出售訂票或取票憑證圖利者，亦同。」第二項是順應電腦時代潮流，火車票已

可以上網購買，特訂明「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而購買車票、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由於罰則係屬行政罰，那些被稱為「車票黃牛」之流者對於罰錢了事並不害怕，逢

年過節照常活躍於網路，利用惡意程式搶購火車票，為確保民眾購票權益，交通當

局又再進行修法，祭出刑罰重懲破壞交通秩序者，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一百零五年

十一月九日公布。修正法條在文字上與舊條文相較出入不大，但第一項的罰鍰，則

提高為每張車票價格之五倍至三十倍；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

或其相關設備而購買車票，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在如此的重罰下，今年春節購買車票，應該不致會像

以往那麼困難了！  

加價出售火車票的人被稱作「黃牛」，原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大陸上海，當時

正因戰亂，物資缺乏。很多人失業避難上海，這時購買日常用品都需排隊，一些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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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無事的人，便以替人排隊、跑腿賺些小錢來餬口，上海人俗稱這些人為「黃牛」，

從此以後，凡是壟斷和銷售限量參與權以及代人買賣商品圖利的人，均被稱作「黃

牛」，後來又延伸至為人仲介辦事，從中圖利者，亦被稱作「黃牛」，像自詡熟悉法

律，神通廣大，可以替人打通司法關節從中詐財的人，也被稱作「司法黃牛」。  

（本文摘自法務部網頁「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6年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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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Nt86h4YzSAhWDJJQKHZdQAJgQjRwIBw&url=https://news.housefun.com.tw/news/article/136119130618.html&psig=AFQjCNFcWUu1XGYD__SobBUnHxoJy8Oyfw&ust=1487062352139318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hypSG4YzSAhVINpQKHeiGCCoQjRwIBw&url=http://topic.cw.com.tw/ipad/todaynews/page_AD.aspx?a=5055121&psig=AFQjCNFcWUu1XGYD__SobBUnHxoJy8Oyfw&ust=148706235213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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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拍屋的最後程序—點交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日前有新聞報導：新北市一位六十多歲陳姓老先生，過去曾經風光一時，旗下

有數家公司與出版社，還擁有三幢房屋，幾年前因為向雙北的圖書館低價搶標，得

標的金額太低，賠了不少錢，導致負債累累，從此業務一蹶不振。所有資產悉遭債

權人聲請法院查封拍賣，三幢房屋中的兩幢已被拍賣了事，最後一幢是他自住座落

在板橋區重慶路的房子，民國一Ｏ三年的五月間就被法院查封，旋即被拍賣，一Ｏ

五年八月間法院的執行人員曾經前往該屋執行點交，因陳姓老翁抗拒，以致點交未

成，法院延到同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進行第二次點交，他見執行人員會同警方人員

來到，竟嗆聲自己要成為縱火自焚身亡的「鄭南榕第二」，旋即進入房內，關上房門

點燃數日前自外面搬來堆在房內多達萬餘本的書籍自焚，想與房屋共存亡，幸虧當

時會同點交的警方人員機警，破門而入把他拖了出來，這時整棟大樓濃煙密布，消

防人員帶著水線衝進屋內，將火撲滅，幸未釀成人員傷亡及重大災害 ！  

專家說法-2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Ig96EhP3RAhUPO7wKHcfODnsQjRwIBw&url=http://www.asia-learning.com/course/itemlist/93688&psig=AFQjCNGEyyYWZ8LzeprtpyDXOe4XSb8wFg&ust=148652409185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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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經營商業不善，對外負債累累，被他倒債的人當然心有未甘，想盡方法

要將錢收回，在民主法治國家，要債也得依法行事，不可任意使用暴刂以及其他非

法手段。否則錢沒有討成，自己倒先吃上刑事官司。至於合法的討債管道很多，只

要手頭擁有債務人欠債的字據、被退票的支票等，都可以對欠錢的債務人提起民事

訴訟，像是得到法院的判決或者是和解筆錄、聲請法院或者調解會調解，得到債務

人同意給付欠款的調解筆錄、向法院聲請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並已確定等。債權人

在債務人仍拖延不付的情形下，都可以憑有關機關發給的欠債文件，作為執行名義，

向債務人所在地的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強制執行是法律保護擁有債

權的債權人的最後手段。我國強制執行的依據《強制執行法》，地方法院的民事執行

處設置法官、司法事務官、書記官及執達員，專門辦理民事執行事務。這位陳老先

生拖欠債權人債務，被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對他名下的不動產強制執行，陳老先生是

在拍賣後的點交程序中點火自焚，他的房屋在強制執行的過程中，必定經過查封、

拍賣的程序，而且有兩幢房屋已經被拍賣竣事，可見他對欠債很有經驗，是一位經

過大風大浪的債務人，為什麼他會選擇拍賣程序接近尾聲的點交程序來自焚呢？因

為被點交的是他現在所居住的房屋，一旦被點交給拍定人。他就得離開這房屋，成

為無殼蝸牛的一族，所以不惜以死來抗拒。法律程序進行到點交的地步，陳老先生

拼老命抗拒，執法人員也只有兩手一攤，愛莫能助！  

為什麼會有使人拼老命抗拒的點交程序產生？這得先自不動產的查封程序說

起，債權人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查清楚債務人擁有不動產，即可檢具地政機關發給

的不動產登記簿謄本，聲請執行法院對該不動產為強制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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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第一項的規定，不動產的執行共有查封、拍賣、強制管理三種方法。但不頇三

種方法都必需執行。不問何種方法，查封的方法都不能省略。經過查封，債務人對

不動產的處分權便被剝奪。查封是由民事執行法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依揭示、封

閉、追繳契據等三種方法來執行，必要時三種方法可以併同使用，實施查封。書記

官依第七十七條規定，應在查封現場作成查封筆錄，筆錄中除了載明法條所定應記

載的事項以外，還要查明不動產的實際狀況、使用情形，不動產如果是房屋的話，

更要調查是否為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過去有

非自然死亡的情事，以及有無其他足以影響房屋交易的特殊情事。如果房屋並不是

債務人自己在使用，而由第三人占有使用者，還要查明占有的原因與事實，第三人

主張有租賃關係者，要他提出租賃契約作為不動產拍定後，是否點交的依據。  

執行法院拍賣債務人的不動產是代債務人清償債務，初步的查封程序完成後進

一步便是拍賣債務人的不動產，在拍賣不動產以前，執行法院要指定鑑定人估定不

動產的價格，經執行法院核定後，作為拍賣的最低價額。然後依照法定程序將拍賣

時程進行公告，公告中要載明法條所規定的事項，查封時發現有影響不動產價值的

事項，像房屋是海砂屋、輻射屋、地震受創、嚴重漏水、火災受損、建物內過去有

非自然死亡情形以及拍定後是否點交，都頇在拍賣公告中一一載明，以供投標人出

價的參考。投標人所出標價超過底價而且是出價最高者，不動產即告拍定。在買受

人依規定繳清價款以後，執行法院依第九十七條的規定，應發給買受人權利移轉證

書，買受人領到權利移轉證書當天起，就取得拍定的不動產所有權，這時拍定的不

動產在查封以前已由第三人承租或者占有者，執行法院不負點交責任。由買受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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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循民事訴訟來解決。債務人自己占有應交出拍定的不動產而不交出，或者是第三

人在查封後占有不動產者，依第九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執行法院應解除債務人或第

三人的占有，點交給買受人或承受不動產的債權人；如有抗拒交出或其他情事時，

得請警察協助。這件點交事件，執行法院已知陳老先生會有抗拒動作，事先即請警

察協助，才能及時將自焚的陳老先生拖出，未釀成屋毀人亡的悲劇。這位陳老先生

原以為房屋仍是自己的，所以打著與屋共存亡的壞主意，其實這屋在買受人繳清價

款後，執行法院發給權利移轉證時起，房屋所有權即移轉給買受人，所以到了點交

的時候，房屋的所有權早已歸屬拍定人，陳老先生縱火自焚舉動，不但無法阻擋房

屋所有權的移轉，還得面對刑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所定的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

之住宅，要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幸虧消防人員及時撲救，房屋

未被燒燬，法院會依同法第三項未遂犯的規定減輕刑罰。  

（本文摘自法務部網頁「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6年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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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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透明組織與「清廉印象指數」 

1993年成立之國際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為國

際上唯一專門致刂於抑制貪污腐敗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 (NGO)。目前已在

世界上 85個國家成立了分會 (National Chapters)，在臺灣分會稱為臺

灣透明組織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Chinese Taipei)，國際透明

組織希望透過其在世界各國的分會，結合來自政府、企業與社會正直廉潔

的人士，共同為制度的革新而努刂。 

國際透明組織的主要工作不是針對單一特定貪腐事件進行報導與查

訪，而是著眼於國家及國際間建立抑制貪腐的工具，並推動建立各種反貪

腐機制與政策改革。為達成上述目標，國際透明組織定有下列五項策略：   

一、激起社會關注 

二、建立反腐聯盟  

三、開發反貪工具  

四、設定廉潔標準  

五、監測貪腐活動 

 

 

廉政小百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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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五項策略中監測貪腐活動，主要內容為測量貪腐情況的嚴重程

度以及瞭解其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變化情形，並視其為反貪腐運動的基礎

工作。因此，國際透明組織從 1995年開始，根據各種貪腐調查結果，彙

整建構以國家為評比對象的「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全球同時發布，行之有年後，它成為全球最廣泛被用

來衡量貪污情況的社會經濟指標。 

 

臺灣近四年清廉印象指數得分及名次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清廉印象指數得分 61 61 62 61 

清廉印象指數名次 36 35 30 31 

全球受評比國家總數 177 175 168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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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UNCAC）於西元 2003年 10月 3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並於西

元 2005年 12月 14日生效，共計 8章 71條，目前共有 177個締約方。為

展現我國反貪腐之決心，並與現行全球反貪趨勢及國際法制接軌，更加有

效地預防及打擊貪腐，總統已於 104年 5月 20日公布本公約施行法，並

於 104年 6月 22日頒發本公約加入書，俟施行法正式施行後，本公約將

正式國內法律之效刂。本公約主要在指導並提供各國政府反貪腐之法制及

政策，內容包括貪腐行為的預防措施、定罪和執法、國際合作、不法資產

之追回及技術援助和訊息交流等，建構出全球反貪腐法律架構，以促使世

界各國共同致刂於反貪腐議題。 

例如國內知名企業員工集體收受回扣案及接連爆發之食安事件，引

發外界關注私部門治理問題，本公約在「私部門之賄賂」（第 21條）中強

廉政小百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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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私部門之行為規範，並在有關私部門之預防措施（第 12條）內，對於

不遵守規範之行為，得制定民事、刑事或行政處罰，均有助於私部門強化

工作倫理，促使其誠實正直地從事商業活動。因此，本公約施行法對於我

國抗制貪腐之刑事政策，有其積極正面的意義。 

法務部廉政署將與各行政機關依本公約施行法規定，積極就國內法

令與行政措施有不符本公約規定者，於 3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

正或廢止，以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共同落實本公約建立之反貪腐法律架構。 

希望社會各界能給予最大的認同及支持，共同努刂，期使我國及早

邁入高度廉潔國家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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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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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資安防護觀念，避免勒索病毒危害 

 

 

 

 

 

 

資訊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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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安全-2 

資安基本防護觀念 

壹、個人電腦防護要領 

一、個人重要文件檔案, 請勤勞定期多做幾份備份。 

二、隨時更新修補程式(如 Windows、Office、Flash、Adobe 等)。 

三、複雜密碼原則、定期更換密碼。 

四、使用正版軟體、不安裝來路不明軟體。 

五、減少使用 FOXY、BT、等 P2P軟體。 

六、安裝防毒軟體並及時更新病毒碼定期掃毒。 

七、開啟及使用防火牆控管。 

八、即時通訊軟體傳來的連結要先跟發訊者確認不要隨便點擊。 

九、登入任何網站時請先確認網址是否正確，以免遭釣魚網站詐騙。 

十、勿隨意點擊廣告網頁及上來路不明網站。 

十一、檔案下載後先掃毒。 

十二、正確使用隨身碟，如使用前先掃毒、以檔案總管模式開啟、關閉 

autorun 功能等。 

貮、自我檢視是否中毒、被植入後門或木馬程式 

一、系統是否異常 

 （一）異常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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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PU使用率是否處於高使用率（95%以上）。 

（三）經常出現記憶體不足的訊息。 

（四）使用電腦或上網時是否會跳出不明視窗。 

（五）某些系統程式無法開啟或執行。 

（六）電腦中是否有不明檔案產生。 

（七）無法顯示隱藏檔。 

（八）工作管理員內有不明處理程序在執行。 

（九）電腦自動寄送廣告信件。 

（十）啟動時帶起不明程式運作。 

（十一）MSN或是 Yahoo!即時通是否會傳送奇怪網址給聯絡人。 

（十二）不明服務被啟動或是系統服務遭停用。 

（十三）防火牆被開啟不明 Port或無法啟動。 

（十四）防毒軟體不停跳出攔截到病毒訊息。 

（十五）防毒軟體自動關閉或是無法啟動。 

（十六）無法更新病毒碼。 

二、網路是否異常  

（一）無法連線。 

（二）網路正常但是無法瀏覽網頁。 

（三）網路速度緩慢。 

（四）未使用網路時是否有持續大量上傳及下載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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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否有不明連線。 

（六）無法連到防毒軟體網站或 Windows Update網站。 

（七）連接網頁遭轉址連到非正確網站。 

參、中毒處理基本步驟 

一、如果還能上網  

（一）檢視防毒軟體病毒碼是否為最新，如非最新則至防毒軟體官網下

載最新病毒碼更新至最新。 

（二）關閉「系統還原」。 

（三）進入安全模式 (勿啟動網路功能)。 

（四）清除網頁及系統暫存檔。 

（五）檢查登錄檔內啟動項目，刪除可疑項目。 

（六）使用防毒軟體掃毒。 

二、如果無法上網  

（一）用另一台電腦至防毒軟體官網下載最新病毒碼更新至最新。 

（二）重複上述 2~6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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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交易 7 日解除權例外規定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於民國104年6月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第

19條，明定通訊交易（例如網路交易）於有合理例外之情況下得排除消保法7日猶豫

期間之規定。行政院依據該條授權發布「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

下稱「本準則」），已於105年1月1日正式施行。  

易於腐敗商品、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已拆封之影音商品或已拆封

之個人衛生用品等，經業者告知消費者將排除7日解除權時，不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以下簡稱消保法）第19條規定之7日解除權。「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

準則」規範重點如下： 

一、準則第2條：通訊交易之商品或服務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企業經營者告知消費

者將排除消保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解除權之適用者，屬排除7日解除權之合理例

外情事： 

（一）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 

（二）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 

（三）報紙、期刊或雜誌。 

（四）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五）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

事先同意始提供。 

消保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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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 

（七）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二、準則第3條：藝文票券、公路旅客運送、國內線航空乘客運送、旅遊、旅客訂房

等契約，主管機關已公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其中有關解除契

約之權利、義務規定，已施行多年，可視為消保法第19條第1項但書之合理例外

情事，爰於準則第3條規定，通訊交易，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其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適用該事項關於解除契約之規定。 

依消保法第1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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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頇說明理由及負

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前項但書合理例外

情事，由行政院定之」，行政院消保處為研訂授權規定合理例外情事，經參考歐盟指

令「2011/83/EU」等外國立法例，並考量我國國情、實務易產生之爭議及各界研訂

意見，就部分性質特殊之商品或服務，規定作為不適用消保法第19條第1項前段之合

理例外情事，以帄衡企業經營者和消費者間之權益。而104年6月間修正公布之消保

法通訊交易相關規定（第2條第10款與第11款及第18條至第19條之2），其施行日亦與

本準則同步定自105年1月1日起施行。 

前揭準則規定特殊性質之商品或服務不適用7日解除權之規定，但不影響消費者

依民法或其他法規規定可主張之權利，例如商品如果有瑕疵，消費者仍可依民法第

354條以下規定向企業經營者主張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請求更換新品、減少價金或解

除契約等。行政院消保處呼籲企業經營者，就所交易之商品或服務如果性質特殊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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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排除規定而不提供消費者7日解除權者，有告知消費者之義務，準則第2條已將告

知義務列為合理例外情事之要件，企業經營者如果未履行告知義務，消費者仍可主

張適用7日解除權。 

 

鎮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j0uuOt9MzRAhVKkpQKHQ2iBh0QjRwIBw&url=http://www.yuanchang.gov.tw/%E6%94%BF%E9%A2%A8%E5%B0%88%E5%8D%80/%E5%BB%89%E6%94%BF%E5%AE%A3%E5%B0%8E/392-105%E5%B9%B47%E6%9C%88%E6%B6%88%E8%B2%BB%E8%80%85%E4%BF%9D%E8%AD%B7%E5%AE%A3%E5%B0%8E%E5%85%B15%E5%89%87&psig=AFQjCNHdbath3OnFO4SFQBOO1KS4OfOBiA&ust=148487059804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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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吃水果帶梅子粉 原來這也是新興毒品 

2017-02-08 16:30聯合報  記者邵心杰╱即時報導 

 

名為「金剛」毒品，主要成份是ＭＤＭＡ，外形呈粉末狀，

像似梅子粉，是新款迷姦藥丸。記者邵心杰／翻攝  

沒吃水果，沒事帶一包梅子粉就是有鬼！台南市警局少年隊長吳順發

說，新形態毒品層出不窮，毒咖啡、巧克刂、小熊軟糖等，現有像梅子粉叫

「金剛」，是二級毒品，聞起來有甜甜的感覺，加入飲料或放入香菸施用沒

有 K 他命的臭味，效果卻比 K 他命強，提醒「來路不明的食品不要吃」。 

台南警方多次在臨檢或偵辦案件的同時，查獲三合一毒品咖啡、小熊軟糖等

新形態毒品，及時杜絕流入市面，市警局調查，現階段查獲毒品仍以安非他

命、Ｋ他命及海洛英等傳統毒品為大宗，然而，混合新興毒品快速竄起，台

南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新修訂Ｋ他命與常見新興毒品一覽表供參，「覺得被

嚇壞了！」不少基層員警也沒看過。 

反毒專區 

https://pgw.udn.com.tw/gw/photo.php?u=https://uc.udn.com.tw/photo/2017/02/08/realtime/3152441.jpg&x=0&y=0&sw=0&sh=0&sl=W&fw=1050&exp=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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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名為「金剛」毒品，主要成份是ＭＤＭＡ，外形呈粉末狀，像似梅子

粉，是新款迷姦藥丸。一旦加入飲料或放入香菸施用，防制中心表示，副作

用食慾不振、心跳加速、體溫過高、急性高血壓或急性脫水等症狀。  

少年隊長吳順發說，為了避免誤食而導致藥癮，應小心陌生人或來路

不明的食品，也對存有疑慮的品也隨時提高警覺。尤對食品氣味有異，或在

電玩、ＰＵＢ或汽車賓館等場所陌生人提供食品，青少年朋友也要特別小心。 

 

 

▲新興混合毒品濫用嚴重屢釀成命案，台高檢日前決定統合六大緝毒系統將之列為首要查緝對

象。(圖／ETtoday 2017 年 02 月 9 日社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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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健康叮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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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健康叮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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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健康叮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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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宣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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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宣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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