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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常見採購問題概述 

 李明璋、蕭婉玲、黃敬斌、鄭卓仁、張凱翔 

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循公平、公開之原則，我國於民國 87年制定公布《政

府採購法》，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品質。惟政府機關仍偶傳重大

採購弊端，除曝露官商勾結醜態，造成人民不滿之外，更使公共資源分配遭到扭

曲，傷害國家發展與全民福祉。有鑑於此，本文簡述公共工程常見採購弊案原因，

期能有助杜絕不法。  

  公共工程常見項目有路面工程、橋梁工程、邊坡工程、排水工程、建築物工

程、景觀及植栽工程等，一般情況下可依下列方法進行簡易檢視，從而發掘工程

問題：（一）道路工程之貓眼數量，依據規定１公尺間距設置１顆貓眼設施，施

工單位常以浮報施作數量來增加工程經費。（二）擋土牆之洩水孔，依據規定每

２平方公尺設置一處洩水孔，常見如洩水孔阻塞等施工品質不良弊端。（三）路

燈設施，依據道路寬度與等級以 30至 60公尺間距設置一盞路燈為原則；另特殊

造型路燈，必定特定模具才能施作，因此也是常見的綁標類型之一。（四）道路

工程之護欄，設置目的係為考量用路人行車安全，如兩旁未有排水設施而加以施

作護欄，可能衍生浮編預算問題；另「井字型」護欄也因特製模具才能施作，亦

常成為綁標之途徑。（五）植栽工程之植栽種類繁多，廠商常設計稀有種類，間

接妨礙其他廠商公平競爭。可參閱公共工程委員會出版之刊物，檢視不同植栽類

型。  

  追緝工程弊端時，應注意政府採購各階段可能產生之不同犯罪手法，如規劃

設計階段，公務員常以刻意綁規（價）格、高估經費及勾結廠商等方式獲取不法

利益；在發包階段，公務機關常未作市場調查而有不實估價，甚至抬高底價、勾

結廠商收取不當利益而洩漏底價情事，或廠商涉嫌特權關說得以不當限制投標資

格、圍標等方式牟取暴利；施工階段，少數營利事業機構將承攬之工程轉包下游

廠商而引發糾紛，又或有中途變更設計、追加預算及展延工期，或於施工期間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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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減料；完工驗收階段，廠商為求驗收通過，以收得工程尾款，常涉嫌特權關說，

而公務員或有不盡職責索賄護航，致使驗收不實，故應審慎追查驗收資料，才能

追緝不法。  

 至於鋼筋及混凝土為公共工程不可或缺之工程材料，廣泛使用於各類工程，

且決定公共工程品質之好壞；其所占施工及成本費用亦為工程預算之大宗，故廠

商常於其中動手腳以獲取利益，不可不察。  

  民國 72年間臺灣發現多起建築用鋼筋遭輻射汙染事件，遂使政府建立鋼筋

檢核機制以杜絕不法，包含建立來源證明申報機制、提報物理及化學試驗證明、

進行施工檢核等作為。鋼筋施工之缺失常發生於綁紮階段，廠商多因工序繁複而

偷工減料，監造人員未即時查驗並要求改善，於混凝土灌漿後即無法由結構外觀

察覺內部缺失；俟結構物有災損情形時，才得以窺其結構缺失。常見鋼筋施工疏

失諸如：鋼筋規格、支數或擺放位置與設計圖說不符、保護層不足、樑柱接頭未

確實施做、搭接或續接未符規範、箍筋配置未符規範、各類結構開口未設補強筋

等。  

  混凝土工程施作品質好壞，影響建築良窳甚鉅。尤應注意混凝土坍度、強度

及氯離子含量。當混凝土坍度不足，將使工作性降低，灌漿後易產生孔洞，即俗

稱「蜂窩」的現象，造成混凝土整體性及耐久性降低。為增加混凝土施作過程之

流動性，廠商常於灌漿過程私自添加水分，導致混凝土硬固後產生裂縫，因而致

其強度不足，將使結構體之承載力下降，受到地震或其他外力影響時易產生變形

及裂縫，嚴重時甚至破壞倒塌。為使不符合設計強度之混凝土通過試驗，施作廠

商常與實驗室配合，掉包取樣試體，或出具假報告之方式達到規範要求。另混凝

土拌合時若使用氯離子含量過高之骨材、砂石或拌合水，將使鋼筋腐蝕體積膨脹，

因而壓迫周圍之混凝土，產生裂縫及混凝土塊剝落等現象，損害結構，此情況即

為「海砂屋現象」，造成鋼筋腐蝕，降低其抗拉強度，使結構產生無預警之脆性

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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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方工程開挖所產生之廢土，或者卵礫石處理乃至回填，因其處理費用龐大，

亦常發生弊端。廢土須依據主管機關核發之流向證明文件據以運棄至指定之回收

場，不肖業者為減少成本常將廢土棄置於山林間國有地；而開挖所得卵礫石為有

價料，故成為各方勢力搶奪之利益。  

  最後，在完工驗收階段，須依規定時程進行驗收以達契約要求，常見驗收弊

端種類大致可分為五種，分別為偷工減料、驗收不實、虛報完工、竣工不實、異

常契約變更及浮報數量與金額等。為防止此類弊端之發生，採購程序上須注意承

包商、監造單位與工務單位各自職掌，再行判斷其是否有圖利嫌疑。進行偵查作

為時，應先了解書面與現場查驗之資料，可藉由竣工圖說、檢查試驗表等資料進

行稽核，必要時，再對標的物施以拆驗或化驗，期能發覺不法之處。  

  綜上所述，政府各機關應堅守依法行政及行政中立原則，恪遵程序正義，保

障人權，除弊防腐，讓全民放心；同時結合企業、公民社會力量，拒絕貪腐，實

現「廉能政府」之施政願景，營造出多元、開放價值的投資環境，以提升國家整

體競爭力。 

──本文摘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104年 4月號 

 

嬰兒不是物，怎可作買賣標的？ 

 葉雲鵬 

前幾天有新聞報導，英國廣播公司（ＢＢＣ）日前播出一則新聞：報導大

陸的非法販賣嬰兒市場蓬勃發展，甚至在網路上刊登廣告公開販售，該司 一

位記者就在是網路看到有人為了籌集「育兒費用」，要將一名八個月大健康情

形良好的女嬰出售，喊價人民幣二十萬元（約合新臺幣一百萬元）的廣告。這

位記者佯裝有意購買的買主，透過「即時通」與賣主聯繫，對方告訴 記者說：

她原已有一名三歲大的女孩，後來又生下雙胞胎，因為自己是個單親媽，無力

養育三個女兒成長，願意將一個小女嬰賣掉，集中力量扶養二個女孩子成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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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賣掉，嬰兒雖然讓她心痛，但為了小孩子的前途，也只好如此做了！記者為

了要證實出售女嬰的真實性，還要求對方透過 Skype在電腦的螢幕上見面，

並要聽到嬰兒的哭聲。對方為了促成交易，也都配合記者的要求。只是，記者

的目是在調查真相，並不是存心要買小女嬰，交易當然告吹。這宗「假買賣、

真調查」的經過，這位記者還特地告知了大陸的官方當局，結果卻沒有下文，

小女嬰後來接受什麼命運？花落誰家也就無由分解了！ 

如果這件上網買賣女嬰的事情，發生在我國《刑法》效力所及的區域內，

權責機關主管的官員就不可以這樣視而不見，擺出淡然處之的輕鬆態度了！因

為我國的《刑法》就有禁止「買賣人口」的明文，法條是規定在刑法分則第二

百九十六條之一的第一項，內容是這樣規定的：「買賣、質押人口者，處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買賣人口的對象如果是意圖用為

供「性交或猥褻」者，那就屬於同條第二項的「意圖使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

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在買賣

人口的過程中，如果是使用「強暴、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

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來犯罪，依同條第三項的規定，還要「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自己手中沒有人口可供買賣、質押，只是動動口、跑跑腿，替一些有這

些不當需求的人「媒介、收受、藏匿」那些被作為買賣、質押的人，就算沒有

從中得到任何好處，也要依同條第四項規定，「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四項之罪者，要依據這些犯

罪所定的刑罰，「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一項至第三項的犯罪行為就算沒有

成立，同條第六項規定，也要受到「未遂犯」的處罰，只是應受的刑罰，依《刑

法》第二十五條可以減輕而已。 

 處罰人口「買賣、質押」的《刑法》法條，並不是我國《刑法》於民國

二十四年間制訂公布之初就有的原始條文，而是立法院在民國八十八年增訂，

並經 總統於同年四月二十一日公布施行。這法條的立法背景是當年的色情犯

罪甚為猖獗，一些不肖之徒想盡辦法至經濟條件較為落後的窮鄉偏僻地區，誘

騙一些只顧自己私利的父母，出賣自己親生骨肉的未成年少女，作為他人的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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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樹。讓被出賣的女兒過著悲慘的非人生活，這才會有「人口買賣」行為的單

獨處罰法條出現，並對色情行業中的人口買賣，加重處罰，以遏止類似案件成

為風氣的一再重現。在《刑法》增訂法條以前，買賣人口的行為雖然沒有專用

的處罰法條，但細心的執法人員仍可以根據犯罪事實，從《刑法》其他法條中

找出合於處罰要件的依據，像第二百四十一條的略誘脫離家庭罪與第二百九十

八條第二項的意圖營利，或意圖使婦女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的略誘罪，只是法

定處罰的刑罰標準沒有新增法條的重，罪和罰的分類也沒有新增法條那麼詳

細。 

 新增法條的犯罪要件中的「買賣、質押」名詞，分別來自民法的債編和

物權編，買賣的意義則見諸於民法第三百四十五條，條文是這樣規定的：「稱

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

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由此定義來看，一

件買賣的成立，必須有出賣人表明所擁有的某些物品，要以某種價格出售他人，

同時要有相對人也就是買受人表明，願以某種價格購買某種物品，出賣人與應

買入雙方對於買賣的標的和價格合致以後，這件買賣契約便告成立。買賣的價

款有沒有付清，買賣標的物有沒有交付，那都是買賣成立以後的事，要循其他

的方法來解決。新增法條並沒有釋明條文所定買賣的意義，但是從民法來看，

買賣必須要有出買人和買受人的合意才能成立，不是一個人唱獨腳戲就可以成

功，刑事方面也應當作相同的解釋。「質」字在物權編中，指的是動產質權而

言，也就是民法第八百八十四條所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移轉占有

而供其債權擔保之動產，得就該動產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至於「押」字

在物權編中應該指的是不動產抵押權，人不是不動產，當然不發生抵押權的問

題。在「質」字下加面加個「押」字，很有可能只是行文順遂，沒有特別的意

義！  

新增第二百九十六條之一法條中所定的犯罪，並沒有因為被害人的年齡，

作出任何特別的規定，一百年十一月三十日修正名稱公布的《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一百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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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

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像這篇報導

中的小女嬰，只有八個月大，什麼事情都不懂，就被母親當作貨物般出售，她

的母親就是對其犯罪者，依上述法條規定，除應負的刑責以外，還應加重其刑

至二分之一。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4年 4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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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限水相關問題集 

 經管課提供  

項次 Q A 

壹、限水時間、措施、範圍 

1 

第三階段限水(分區供水)對象及

執行措施為何？(即限水區域及

限水時間) 

 

 

 

 

 

 

因應水情嚴峻，石門水庫蓄水量持

續下探，自來水公司配合「旱災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2 次工作會報

決議，104 年 4 月 1 日起新北(板新、

林口 )及桃園地區實施第三階段限

水(供水 5 天，停水 2 天)措施。 

1 停水時間： 

自 104 年 4 月 1 日起每周星期三零

時起至星期四 24 時止 

2.停水區域： 

(1)林口區：全部。 

五股區：登林路（福德村）部份。 

泰山區：大科路（大科村）部份、

橫窠雅路（黎明里）部份、南林路。 

(2)桃園市：全區(部分地區除外) 

  桃園市除外地區如下： 

龜山區：龍華里、迴龍里、龍壽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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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路 1 段 42 號～萬壽路 1 段 642 號

（雙號側，但不含 634 巷）、萬壽路

1 段 125 號～萬壽路 1 段 613 號（單

號側）、萬壽路 1 段頂好巷、龍興街、

龍新街、龍祥街、龍泉街、龍江街、

龍華街、龍鳳街、自由街、尖山外

（34-1 號、34 號、55 號、59 號）]  

停水時間：每週星期五凌晨 0 時起

至星期六 24 時止 

(2) 龜山區:山頂里(宏德新村 2 至

162 號) 

  八德區:大發里、大明里、大仁

里、大安里[福德一、二、三路、興

隆街、桃鶯路(單號 1 至 133 號、雙

號 2 至 126 號)、福隆一、二街、後

庄街] 

停水時間：每週星期一凌晨 0 時起

至星期二 24 時止 

（詳如附件） 

3.二階限水 1000度以上大用水戶減

供措施(工業用水減供 10%、非工業

用水 20%)持續辦理。 

 

2 
分區供水(第三階段限水)地區是

由那一個水庫供水 

自 104年 4月 1日起實施第三階段限水

地區為石門水庫供水區。 

3 
已實施三階限水為何還要管控大

用水戶每週抄表? 

為避免三階限水正常供水期間大用水

戶大量進水而影響一般民生用水，所以

仍持續管控大用水戶用水情形。 

 

4 

第三階段限水之後，是否可能會

再進一步辦理其他限水措施？ 

目前水利署仍會持續觀察水情並訂定

應對措施，若有最新消息，將會第一時

間於官網公告，本公司亦會同步更新訊

息。。 

5 

其他非第三階段限水用戶，進線

詢問何時也會實施第三階段限

水。 

 

目前水利署仍會持續觀察水情並訂定

應對措施，若有消息發布第一時間將於

官網中公告 

6 為何是每星期三、四停水 目前三階限水的配套措施，因石門水庫

水情嚴峻及考量整體供水之操作，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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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共體時艱配合實施，並將用戶需求

記錄反應緊急中央緊急應變中心參考。 

貳、分區供水-停、復水及水質相關問題 

7 

我們有 XXX(營業上或特殊性)的

需求，休息二天供水的時間是否

可以改星期 X到星期 X 

目前三階限水的配套措施，因考量整體

供水之運作，仍請用戶共體時艱配合實

施，並將用戶需求記錄反應緊急中央緊

急應變中心參考。 

8 

為什麼要供五停二?供五停二的

措施，我家的水塔無法撐那麼

久，是否可以供三停一？ 

目前三階限水的措施係由水利署核

定，配套措施亦有考量整體之運作，仍

請用戶共體時艱配合實施，並將用戶需

求記錄反應緊急中央緊急應變中心參

考。 

9 
今天應該要供水，為何到中午還

是水壓低或是無水？ 

自來水管線送水需要排氣及達成滿管

流後才有水壓，所需時間依送水狀況及

住家位置不一而足，請耐心等侯。 

10 

今天應該要停水，為何還有水？ 自來水管線停水作業，給水廠係依預定

時間停止供應，惟考慮高地區恢復供水

情況，須保持一定水壓尚餘管中水量所

致。 

11 

如果復水沒有及時，我的抽水馬

達燒掉了怎麼辦？ 

向用戶婉釋仍請其使用間接供水，抽水

馬達請勿連接進水管直接抽水，並應有

無水斷電保護裝置，以避免抽水馬達故

障。 

12 

恢復供水後水質很混濁怎麼辦？

還有自來水藥味也很重! 

1. 因管壓變化導致之濁度揚升，為停水

後復水常有之現象，請先適量放水再

行取用。 

2. 為防止停水期間病媒趁隙滋長，復水

初期台水公司會稍稍提高消毒劑

量，此為安全考量，請用戶諒解。 

13 

若是有下雨，水情稍微解緩的

話，第三階段限水會何時解除？ 

目前水利署仍會持續觀察水情並訂定

應對措施，若有最新消息，將會第一時

間於官網公告，本公司亦會同步更新訊

息。 

14 

供五休二的那五天，晚間一樣會

減壓供水嗎？ 

 

進入三階限水(分區供水)之地區，一階

(夜間減壓)及二階(大用水戶減供)之

限水措施仍持續進行。 

15 
會不會有其他的水庫來支援以減

緩停水的情況？ 

目前除翡翠水庫可支援石門水庫供水

區之板新地區外，其餘各水庫蓄水率均

屬嚴峻狀況，並依蓄水情況分別實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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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階段限水措施。 

   

參、載水(臨時購水)之地點與購水方式 

16 
新北、桃園地區為何無載水站?  原則在非限水區域設置載水處(如本公

司網站抗旱專區公布之載水處資訊)，

另依實際需求進行調整。 

17 

哪裏有醫療用水載水處?什麼對

象才能到醫療載水點買水?有急

用的民眾能不能到這邊載水?  

醫療用水載水處設置 87 處，業公告於

台 水 公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 抗 旱 專 區

(http://www.water.gov.tw)，屬衛福

部認定之住院醫院，可於網站下載臨時

購取水證明(申請)單，填妥後聯絡限水

區附近醫療載水點載水。除住院醫院

外，其他用戶不得至醫療用水載水處買

水。 

18 

水公司有無提供出租水車服務?

要去哪裏僱用水車? 

本公司無提供出租水車服務，倘用戶確

有租車需求可上經濟部工業局網站/抗

旱專區/玖、相關網站連結/全台水車資

料查詢
[http://eris.utrust.com.tw/environet/dfile/

%E6%8A%97%E6%97%B1%E5%B0%88%E5%8D%80.pdf] 

19 

如何購水?  (一)用戶有臨時購水需求，應取具

相關證明者，至鄰近營運(服務所)

繳費後開立臨時取水證明單，至網

站公布之指定載水地點取水 (請先

電話預約)。  

(二)也可以採上網下載臨時購取水

證明(申請)單，蓋章填妥載水車單

位、預計掛帳水號及預計購水量後

交付載水人員，先電話聯繫已公布

之擬載水地點，確認公司名稱、水

號及用水地址，說明預計載水時

間，不用繳費直接分次取水會同簽

章，該單加滿後第一聯送掛帳水號

站所加入下期水單計收，第二聯送

用戶核對。  

(三)工業用戶請先電話提供公司名

稱、統編、聯絡人資訊、email，以

利後續處理作業。  

(四)為免載水車同時間壅塞於同一

載水點增加作業時間及造成週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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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問題，建議可先通知擬載水點聯

絡人。工業用戶需求水量及預計取

水時間  

(五)採先取水者，將併入所用戶指

定之水號併入下期開單收費。  

(六)計費單價：台灣自來水公司每

度 18.687 元，北水處每度 20.5 元；

以上均含稅及水源保育費。  

(七)服務時間：採上班時間先電話

預約載水時間。 

20 

有哪些載水處? 台水公司目前設置 13 處載水處，業公

告 於 全 球 資 訊 網 / 抗 旱 專 區

(http://www.water.gov.tw)，請上網

或撥打 24小時客服專線 1910查詢 

21 本處載水處之地點(電話) 1.本處僅提供醫療、消防及國防緊急載

水 

2.載水地點及電話 

(1)平鎮給水廠：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

267號（03-4697901） 

(2)大湳給水廠：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

一段 485巷 101號（03-3626441） 

(3) 龍潭給水廠：桃園市龍潭區文化路

209號（03-4712002） 

(4) 龜山第三加壓站：桃園市龜山區大崗

村大湖巷 85號(03-3282910) 

※臨時供水站設置地點：詳請參閱本處網

站最新消息公告 (www2.water.gov.tw)

查詢 

 

22 新北(林口區)、桃園地區為何無

載水站?  

原則在非限水區域設置載水處(如本公

司網站抗旱專區公布之載水處資訊)，

另依實際需求進行調整。 

23 醫療用水購水方式 

 

1.可於網站下載臨時購取水證明(申

請)單，填妥後聯絡本處載水處及憑本

處核發醫療用水載水證明進入載水，除

醫院外，其他用戶不得至載水處買水。 

2.無臨時購取水證明(申請)單緊急醫

療需要可傳真至本處緊急應變中心申

請購水辦理(傳真號碼 03-4962161) 

3.醫療用水需收費(一度水 18.68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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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時間：原則採上班時間先電話

預約載水時間。(03-4643131-410 林管

理師) 

   

肆、臨時供水站 

24 

臨時供水站設置之規定為何? 依「台灣自來水公司因應天然災害期間

停止及暫停供水緊急應變運作標準作

業程序」規定：為因應停、缺水緊急事

件，設置臨時供水站供用戶取水使用需

要。 

25 

設立加水站考量的因素為何? （1）地勢高或管線末端等較快停水及

復水較慢之地區。 

（2）住戶較多處所，如公寓大樓門口、

區公所、活動中心、廟埕、學校、市場

等較無爭議處設置臨時供水站。。 

（3）腹地廣且加水車容易到達加水

處，如公園門口、村里活動中心或行政

機關廣場等。 

26 
哪裏可以查詢臨時供水站設置地

點? 

請 上 台 水 公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2.water.gov.tw/]、或撥

打 24小時客服專線 1910查詢 

27 

臨時供水站水質安全嗎？ 1. 本處定期派員抽測水質及補充水量 

以符合自來水水質標準。 

2.臨時供水桶因係臨時性供水，仍請用

戶煮沸後再飲用。 

28 

停水宣傳或正確的公告方式為

何？不使用網路的民眾可參考哪

兒？ 

依各區處之執行計畫加強宣傳作業，將

影響區域及時間通知所在地縣市政

府、區公所及里辦公室，並發送家戶停

水通知、利用廣播車於停水區域內進行

停水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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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本處緊急應變中心 24 小時電話

及各服務所電話 

 

第二區管理處

（ 03） 4643131

～5 

桃園服務所（03）

3346128 

中壢服務所（03）

4251506 

楊梅服務所（03）

4789261 

龜山服務所（03）

3294999 

大園服務所（03）

3862156 

林口服務所（02）

26031880 

龍潭給水廠（03）

4712002 

 

 

由「家暴男持刀衝新竹縣政府」新聞看安全維護 

 政風室編撰 

 新聞內容：(轉自華視新聞網 104年 4月 27日報導) 

新竹縣一名男子，疑因長期對越南籍妻子家暴，新竹縣政府社會處介入處

理，將妻子安置。沒想到，家暴男心生不滿，27日竟持雙刀，衝進竹縣府社

會處，要求「還妻」。 

據《中央社》報導，家暴男子持刀衝進縣府社會處辦公室後，不斷大吼大

叫，還聲稱吞了老鼠藥。瘋狂的舉動，讓正在上班的科員們，嚇得放下手邊工

作，打電話報警。警方到場，先勸家暴男離開，但他就是聽不進去，雙方僵持

20多分鐘。後來一名員警趁機奪去家暴男手中的刀，將他制伏送醫。至於家

暴男持刀闖縣府的真正原因及訴求，警方與社會處人員將介入調查。 

 安全維護要點： 

該男子衝進辦公室持刀要脅縣府員工時，駐衛警見狀，急忙以滅火器、高

腳椅攻擊，轉移注意力，情緒激動的蕭男立刻揮舞刀械追趕駐衛警到縣府後門

路邊，與趕來的轄區員警對峙，最後由 6名員警壓制。由本案例可知，機關若

遇洽公民眾情緒不穩，甚至出現暴力攻擊行為時，同仁可善用周圍工具(如椅

子、檯燈、盆栽甚至滅火器等)轉移其注意，並及時聯繫警察隊前來壓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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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危機。 

 

 

 

智慧時代中的資訊安全 

 魯明德 

不知從那一天起，我們開始生活在智慧的世界，早上起來要用家裏的智

慧家電，出門要用智慧型手機，在智慧型的公車站等車，走進智慧型大樓上

班……。當我們身處這樣的智慧世界中，資料不斷被蒐集，會不會有資訊外

洩的風險呢？科技新貴小潘看到科技的進步，也想到這些問題，於是在過年

後的師生下午茶約會中提出來和司馬特老師討論。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娓娓道來：在這個充滿「智慧」的世界中，不管你

是否自願，其實你整天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著；你可能只在乎國家機器有沒

有監聽你，卻不知在網路世界中，還有更多的人注視著你的一舉一動，而且

你還自告奮勇、無怨無悔地提供資料讓對方監控。小潘聽完大吃一驚，表示：

從媒體的報導中，大家只知道警調單位會執行監聽，但是這些行為都要經過

核准，還有那些人可以非法監控我們？  

  司馬特老師聽了小潘的問題，點點頭笑著繼續說：當你陪女朋友逛 101

順便去鼎泰豐吃晚餐時，會不會也順便拍個照、在 FB上貼照片、打個卡？

這不就是把你的消費行為心甘情願地提供給平臺業者，也把你的行蹤曝露給

大家；當你跟女朋友走到 SOGO附近，你的 Line又收到廣告訊息，顯示今晚

９點到９點半有買一送一的促銷活動，你心中竊喜，因為你一直想買給女朋

友的化妝品由於太貴始終沒買，今晚趁機買下送給女朋友當情人節禮物。這

些行為看起來似乎理所當然，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以前沒有智慧型手機的



 

 
15 

年代，我們還是會收到簡訊的廣告，同樣是 SOGO的折價券，你同樣想買給

女朋友，為什麼你不會去？  

  小潘想了一下，回答說：不想去的原因可能是折價券的促銷期間，我正

好不在臺北，或者不在附近。司馬特點頭同意小潘的想法，接著指出：如果

你走到 SOGO附近才收到這個折價券，而你又有購買的需求，你會不會想去

買？很明顯地，答案是肯定的。  

  小潘聽完後又提出疑問：為什麼智慧型手機會知道你的位置並發送適合

的折價券給你？司馬特老師看到小潘能舉一反三，非常高興地繼續說：現在

的智慧型手機都有 GPS定位和數據通訊的功能，因此業者很容易知道你現在

的位置，再配合促銷發送折價券，這間接表示，其實你現在在那裏，業者都

會知道，而且你非常願意把你的行蹤告訴別人；如果你要保密你的行蹤，就

不要用智慧型手機。  

  聽完司馬特老師詳細的說明，小潘立刻又想到另一個問題：這些業者每

天蒐集我們那麼多的資訊，如果被有心人竊取，豈不是一個災害？司馬特老

師喝口咖啡繼續說：我們不能阻止別人對科技的濫用，只能消極地防止。依

據 Gemalto所發表最新的外洩水平指數（BLI）顯示，2014年期間，全球超

過一千五百件資料外洩事故，較 2013年增加了 49％，資料被竊約有十億件，

較 2013年增加 78％；報告中也顯示，除了資料外洩事件不斷攀升，以外洩

方式的竊取手法也變得更嚴重，資料外洩事故因其時間與手法的不確定因素，

使得防範資料外洩和監視威脅成為短暫的防護方法，並不能抵擋網路犯罪。  

  小潘聽完又想到：我們不能拒絕生活在智慧世界中，也不能不讓我們的

資訊曝露在外界，但是，擁有資料的業者應該要負起資訊安全的責任，要怎

麼做才能確保資料的安全呢？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接著話題：業者面對種類

眾多而且數量龐大的數位資料，在資訊安全的管理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一是科技面、一是管理面的。在科技面上，我們要做的是運用各種資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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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防止外在的不當入侵，例如設置防火牆以防止非法破壞、安裝防毒軟體防

止病毒入侵……等；科技面是比較容易處理的，只要業者願意投資就可以達

成，比較難處理的，其實是管理面上的議題，業者應建立一套全方位的資訊

安全管理規定，這個規定在系統上包含軟體、硬體及系統的管理，在制度上

包含人員、場地……的管理。在系統上一定要建置身分認證、權限管理，以

防止沒有權限的人登入，同時也要防止有權限的人濫用權利做非法的事；在

制度上，要運用各種管理制度，防止人員從事非系統面的破壞。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說明，才了解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都與資訊安

全密不可分；擁有資訊的業者必須做好保密措施，才不致影響消費者的權

益。 

──本文作者為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防收訊差 門號可試用 7天 

根據 NCC公布 2014年通訊消費申訴整理報告中，最多申訴種類是連線品質，

截至 11月，有 3461 件，佔四成之多。NCC消費爭議處理科長王建棠分析，消費

者在門號申辦前未試用比較、基地台遭抗爭拆除，基地台建置不廣泛，都是連線

品質糾紛居冠的主因。  

新北張小姐抱怨，她新辦門號，綁約 2年，在家收訊一直很差，要求解約，

卻得負擔違約金，僅能補償部分月租費，「實在很不合理！」 

王建棠指出，若發生鄰居私設基地台爭議，民眾可向 NCC申訴，但連線品質與基

地台有關，拆基地台後，會影響收訊品質，他說，消費者可要求免費試用 7天，

再選擇申辦。 

消基會副秘書長徐則鈺說，消費者申辦門號後，因基地台被拆導致訊號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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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發現收訊與業者提供的電波涵蓋資訊不符，業者已涉《民法》不完全給付，消

費者可依使用時間、比例，要求月租費減免。 

王建棠說，去年 5月起 4G開台，連線品質申訴案，從每月平均 229件，增

加至 363件，足見 4G業者服務品質仍顯不足。而爭議最多的除連線品質外，其

次門號申裝/異動/續約，接下來依序為資費糾紛、客服服務不佳及支付違約金，

後 3項比重遠不如前 2名。  

台北楊先生說，有接過電話行銷，稱可免費 3G升 4G，對資費內容未多加詳

述，同意申辦後，業者也沒寄文件讓他簽署，等到發現並非吃到飽、涵蓋範圍也

不如預期，想解約，卻要付違約金。 

徐則鈺說，口頭承諾具契約效力，若業者無法提出錄音舉證，或推銷時未明

確告知合約重要資訊，如資費等，消費者仍有權要求解約，建議未完全了解內容

前勿簽約。  

 

【電信消費爭議申訴管道】 

NCC電信消費申訴專線：0800-201-207 

各地消保官手機或市話撥打：1950 

消基會各地分會： 

台北總會：02-27001234 

中區分會：04-23757234 

南區分會：07-2251234 

雲嘉南工作室：06-2411234 

──本文摘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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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徵件競賽

活動辦法 

請點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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