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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法律面面觀 

 鄧維元、辜雅君、黃莉婷、廖祐呈 

壹、前言 

  在法治社會中，生活與法律密不可分。拉丁古諺有云：「法律不保護權利上

的睡眠者。」平時若能充實法律知識，即可明權利，知利害。當有權利時，就應

行使；權益受損時，即可循途徑救濟之。本文特別歸納說明生活中常涉及的車輛

買賣、租賃房屋、網路交易等較易衍生爭議之法律行為，以協助建構正確觀念、

增進法律常識，避免因疏於注意致權利遭受侵害；或於遭遇問題時，得以依法律

途徑加以救濟。 

貳、車輛買賣問題 

  不論何種形式的買賣，總有後悔的風險，依《民法》第 248條規定：「訂約

當事人之一方，由他方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又於第 249 條第２款規

定：「契約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致不能履行時，定金不得請求返還。」

意即若於交易中已交付定金，買受人並不得因單純的後悔而請求出賣人返回定金；

惟《消費者保護法》第 11條之１規定：「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

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意指消費者可

以有一段理解契約內容的合理時間；若企業經營者沒有按照規定，消費者即可主

張契約條款無效。至於汽車買賣之契約審閱期間，依經濟部經（87）商字第8701452

號函釋，因汽車買賣定型化契約內容有相當複雜性，且涉及廣大汽車消費者之權

益，為慎重計其審閱期間應為３天共 72小時。 

  換言之，若消費者沒有審閱契約的機會，可主張定型化契約的條款不構成契

約內容，該定金條款屬於無效。依前述函釋，可直接向業者請求退還全部定金。

但如已充分審閱契約，或自動放棄審閱期間後仍想取消契約，依《民法》規定，

契約之不履行屬於因可歸責於付定金當事人之事由時，則定金不得請求返還。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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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的是，為符合法規要求，車商在契約書上通常都會制式記載「本人已攜回

契約審閱至少三日以上，充分了解契約內容無誤」，表示契約已按規定讓消費者

審閱過後才簽約。為解決此一爭議，依消保會 93年函釋，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

契約的制式內容，履行審閱期間的規定，如雙方對於是否已提供合理審閱期間有

爭執時，應由企業經營者負舉證責任，以保護消費者相關權益。 

參、房屋租賃問題 

  在房屋租賃期間，房東為求順利買賣，通常會要求承租的房客儘速搬離，而

給房客帶來極大的困擾。但事實上，在「買賣不破租賃」的原則之下，租賃契約

會隨所有權的讓與，法定移轉至受讓人與承租人間而繼續存在，因此，房東或受

讓人皆不得要求房客搬離。 

  《民法》第 425條第１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

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同條第２項

規定：「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

不適用之。」其適用要件有四： 

  一、租賃關係存在：本條之適用，以當事人間有租賃契約存在為前提。 

  二、出租人將租賃物所有權讓與第三人：買賣不破租賃之適用，發生在租賃

關係存續中，出租人將租賃物所有權移轉與第三人。因在租賃關係存續中，出租

人仍保有租賃物之「處分權」，故其移轉所有權之行為是為「有權處分」。學者

有謂本條適用之關鍵既在於租賃物所有權之轉讓，而非買賣契約，稱之為「所有

權讓與不破租賃」較為妥適。 

  三、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此為民國 89年債法修正時增加之要件，

蓋唯有租賃物經出租人交付承租人後為其所占有，受讓租賃物所有權之第三人方

可就承租人之占有，知有租賃契約之存在，而不致因租賃契約於受讓後繼續存在

而受不測之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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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此亦為民國

89年債法修正時所增訂，其是為避免實務上債務人於受強制執行時，常與第三

人虛偽訂立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妨礙債權人強制執行之弊端而設。 

肆、網路交易問題 

  在數位化的現今，網路購物係極為盛行的購物型態，其中網路刷卡付款雖極

為便利，惟同時亦暴露於被盜刷的風險之中。因網路刷卡所需的資料簡單，僅需

於網站上輸入信用卡卡號、該卡之到期日及授權碼，故不論刷卡者究為何人，均

可通過網路驗證。因此，在整體的網路詐欺金額中，網路盜刷的比重當屬最高。

如發現信用卡於網路被盜刷時，應先以冷靜之態度撥打發卡銀行客服專線，請客

服人員依卡片遺失或未遺失但被盜刷之情況，分別辦理停卡或掛失，則該筆金額

將列為「爭議款」，而不列入刷卡帳單金額裡，並由銀行負起舉證責任；待銀行

查證持卡人確實無刷卡消費後，持卡人則當然確定無須支付該筆爭議款。 

  目前我國網路刷卡的防盜機制仍採取最簡易的信用卡末三碼、3D驗證密碼

及手機簡訊動態（隨機）密碼等方式，其中以末三碼的安全性最低，動態密碼的

安全性最高。進一步的防盜保護則分為「固定密碼」與「動態（隨機）密碼」，

前者指消費者向金融機構申請一組密碼，在網購刷卡時輸入，進行「3D」驗證；

後者指每次刷卡時，消費者手機會收到 1組密碼，限該次消費驗證使用。然上述

保護程度較高之雙重驗證機制尚未屬強制規定，仍非現行網路刷卡消費的一般型

態，故建議於申辦信用卡時，不妨多留意銀行所提供之防盜刷機制，並主動申請

保障密度較高之密碼驗證方式，加強網路刷卡安全。 

  另經濟部商業司已制定「電子商務交易安全規範」，以提升電子商務供應鏈

之電子商務平臺業者、供應商業者，以及物流商業者資訊安全管理等之作業安全

需求，做為我國電子商務產業相關業者之參考文件。目前著名的網路購物平臺，

如 PChome、momo購物網、GOHAPPY快樂購等皆已導入此項規範，對於消費者權

益之保障，日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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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事實上，許多法律糾紛均是事先注意即可防範。若能於訂定租賃、買賣等契

約前，多花點時間了解程序規定並仔細審閱契約內容，就可避免後續爭端的產生；

縱然仍不幸發生問題，亦可循救濟途徑解決，而不致使財產等相關權益因此受損，

成了不懂法律的「冤大頭」！  

──本文摘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104年 3月號 

 

怎可濫用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自肥？ 

 葉雲鵬 

幾天前有新聞報導：一位擁有對未成年女兒監護權不知自愛的父親，竟然

異想天開，藉著法律上有權管理未成年子女財產的機會，將女兒的特有財產，

輾轉移轉贈與給自己！ 

 

新聞報導中的主角是一位許姓的人父，前幾年與妻子離婚，取得了對未成年女

兒的監護權，這位小女兒從小就在外婆家與外婆同住，由外婆撫養長大，與外

婆感情良好。小女孩甜蜜的口中曾經對外婆許過願，說出等到自己成長，經濟

能力許可的時候，要將年邁的外婆接回家中同住，奉養她到天年，來報答養育

之恩！ 

 

這位外婆也異常疼愛同住的家族中的長外孫女，深怕她長大無屋可住會受苦受

難，就在民國九十三年間，將自己名下所有的一棟房屋，贈與給這位小外孫女，

後來小外孫女與她的母親以及弟妹們都住進外婆贈與的房屋內。本來應可相安

無事，只是許女的父母感情不睦，後來因為離婚而走上夫妻分手之路，未成年

的許女監護權由她的父親取得，這位只顧自己私益的父親，一直覬覦女兒外婆

贈與女兒的那棟房屋。就在女兒未成年以前的民國一零一年七月間，利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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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未成年許女監護人的身分，將女兒名下所有的這棟房屋，贈與給自己的母

親，也就是許女的祖母。隔了一個月，許父又將自己母親接受孫女贈與的房屋

移轉贈與給自己。這些輾轉贈與的動作，身為財產所有權人的許女竟然都被蒙

在鼓裡，毫無所知，直到有知道內情的親戚將情形悄悄告知許女，許女才得知

平日為子女們敬愛的父親，為了錢財竟偷偷摸摸作出這些難以向人啟口的糗事！

這時候的許女已經是屆滿二十歲的成年人了，為了維護自身財產上權益，顧不

得父女情誼，毅然挺身向法院提起「處分無效」的民事訴訟，與父親對簿法庭。

她父親在法庭上對法官說：這棟房屋原來本是前妻哥哥所有，前妻的哥哥積欠

他人大筆債務，由他代還三百多萬元。後來他前妻哥哥過世，岳母便拿這棟房

屋為兒子給他還債。房屋登記在女兒名下，只是借用女兒的名義而已。換句話

說，這房屋原本就屬於他自己，不發生侵害女兒權益的問題。 

 

不過做父親的這一套頭頭是道為自己辯解的說詞，只是空口說白話，並沒有拿

出證據支撐他的說法，當然得不到承審案件法官的採信。結果的判決出爐，才

跨進成年的「小蝦米」許女，竟然戰勝了在家中有著無上權威的「大鯨魚」父

親。許女這件訴訟的勝利，並不是剛成年的「小蝦米」有著通天的大本領，只

是由於民法為了弱勢的未成年子女，預先訂有保護的規定，這裡依據相關法律

的規定慢慢地道來： 

 

「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是民法第一千零八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

同條第二項又規定：「父母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利益相反，依法不得代理時，

法院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

或依職權，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由於許女提起這件訴訟的時候，已經進

入成年，有權獨立自主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根本用不上第二項的規定。父

母子女在民法親屬編的規定中，是一種處於「一親等」身分的親屬，相互之間

有著特殊的親密關係。這些親密關係，在民法上稱作「親權」，親權的內容包

括第一千零八十四條所定的「子女應孝敬父母。」「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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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以及第一千零八十五條所定的「父母得於必要範

圍內懲戒其子女。」 

 

未成年子女的行為能力，依民法總則編第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未滿七歲之

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同條第二、三項又規定：「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

有限制行為能力。」「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這位許女，報上沒

有提到她有否「結婚」，所以她的完全能力的開始點，該在她屆滿二十歲成年

的那一天起算。在未成年以前，依第十三條第二項的規定，依然屬於「限制行

為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對外為意思表示，及受意思表示，依民法第七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

份、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限。」本案所涉及的「贈與」，依民法第四百

零六條的規定，只要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的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表

示允受，契約便告成立。所以是「純獲法律上利益」的契約，她的受贈，不須

經過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另外，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七條還規定：「未成年子女，因繼承、贈與或其他無

償取得之財產，為其特有財產。」又依同法第一千零八十八條規定：「未成年

子女之特有財產，由父母共同管理。」「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有

使用、收益之權。但非為子女之利益，不得處分之。」許女未成年前父母離婚，

約定許女歸由她父親單獨監護，許父便是許女的唯一「法定代理人」，對於許

女受贈的那棟房屋，依法雖然是有使用收益權限，但許父竟拿來無償贈與給自

己母親，隔月又轉贈給自己。這種「自肥」的做法，只是讓許女平白損失了名

下那棟房屋，卻毫無利益可言。依情度理，顯然違反了民法保護未成年人「特

有財產」的規定，「小蝦米」能鬥贏「大鯨魚」，在「情」、「理」、「法」上，都

是當然的事！做了錯誤舉動的許父，想用更多花言巧言來掩飾，恐也於事無補！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4年 1月 21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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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節水 36計 

 經管課提供  

□妙計 1  

新蓋房屋請採用 6公升省水型馬桶；將耗水型馬桶換裝二段式沖水配

件。  

□妙計 2  

留意與檢查馬桶是否漏水。先將進水三角閥關閉，觀察水箱水位高度是

否降低，如有漏水，應儘速更換止水橡皮蓋。  

□妙計 3  

將小便器沖水裝置改為自動感應式，並調整適當沖水時間。  

□妙計 4  

蓮篷頭及水龍頭如水量過大，應加裝適當節流裝置。  

□妙計 5  

將橡皮閥水龍頭換裝精密陶瓷閥水龍頭，縮短水龍頭開關時間以減少漏

水，並延長水龍頭壽命。  

□妙計 6  

隨手關緊水龍頭，以節省水資源。  

□妙計 7  

定期檢查水塔、蓄水池或其他水管接頭有無漏水情形。  

□妙計 8 

洗澡採用淋浴，並使用低流量蓮蓬頭（淋浴時間以不超過 5

分鐘為宜）。  

□妙計 9  

洗碗、洗菜、洗衣，應放適量的水在盆槽內洗濯，避免用水龍頭直接沖

洗， 以減少使用水量。  

□妙計 10  

利用洗米水、煮麵水洗碗盤，可節省生活用水並減少洗潔精的污染。  

□妙計 11  

洗菜水、洗衣水、洗碗水及洗澡水等可用來洗車、擦洗地板或沖馬桶。  

□妙計 12  

收集除濕機、純水機、蒸餾水機等設備的排放水並予以回收再利用。  

□妙計 13  

植物澆水時間應選擇早晚陽光微弱、蒸發量少的時 

□妙計 14  

庭園綠化應選擇耐旱的植物，按植物需水性分區栽種，以便分區調整澆

水用水量。  

□妙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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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水系統噴灑範圍不要超出庭園以外，庭園邊緣請採用「部份圓形灑水

器」往花圃內噴灑。  

□妙計 16  

配合天候澆水。在雨天時關閉自動灑水器及不在強風時澆水。  

□妙計 17  

對花草澆灌適量水量即可。花圃使用微灌方式最有效，方法是

以滴嘴滴罐向個別植物施水，或以低流量噴霧器對整個花圃施

水。  

□妙計 18  

修剪草皮應留下 10至 15毫米高度的草株，以減少土壤水分蒸

發。  

□妙計 19  

庭園土壤改良，添加濕潤介質或保水聚合物（如蛭石、蛇木屑、稻穀、

木屑、泥炭土），以提高土壤的透水與蓄水能力。  

□妙計 20  

庭園以草類殘株、樹皮、木屑、礫石來敷蓋，可減少土壤水份蒸發、土

壤沖蝕。  

□妙計 21  

洗滌物應適量，避免洗衣機及洗碗機中洗滌物過多或過少。  

□妙計 22  

依衣料種類調整適當洗濯時間：毛、化學纖維物約 5分鐘；木棉、麻類

約 10分鐘；較髒污衣物約 12分鐘。  

□妙計 23  

選擇有自動調節水量的洗衣機，洗衣清洗前先脫水 1次，可節省用水及

清洗時間。  

□妙計 24  

多人洗澡時，應連續不要間斷，可節省熱水流出前的水量。  

□妙計 25  

洗澡時，熱水流出前之冷水可用水桶盛接，作為沖馬桶之用途。  

□妙計 26  

利用屋頂裝置雨水貯留設備，收集雨水作為一般澆花、洗車及沖馬桶等

替代水源。  

□妙計 27  

機關學校、工廠等可規劃中水道系統。將生活污水處理至符合一定水質

標準，作為花圃澆水、操場灑水、廁所沖洗、消防用水等水資源再利用

系統。  

□妙計 28  

勿將消毒劑或除臭劑置於馬桶水箱內，以避免強酸、強鹼腐蝕止水橡皮

蓋而造成馬桶漏水。  

□妙計 29  

若確定馬桶水箱容量太大，可放置裝滿水之保特瓶以減少沖水量。  

□妙計 30  

發現道路埋設之水管有漏水現象，應即通知當地服務(營運)所搶修。  

□妙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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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池溢水可回收過濾再使用，或作為運動場灑水用。  

□妙計 32  

洗車請使用有栓塞管嘴的水管，或用水桶、海綿抹布擦洗。每月洗車宜

1次以減少使用水量。  

□妙計 33  

所有水龍頭緊閉並確定無人用水時，水表卻仍在轉動，表示屋內或地下

水管有漏水。  

□妙計 34  

食物退冰請用微波爐解凍或及早將食物由冰箱取出，或放置於冷藏室內

退冰，不要用水沖洗退冰。  

□妙計 35  

清理地毯法請由濕式或蒸氣式改成乾燥粉末式。  

□妙計 36  

洗手正確步驟：開小水沾濕手→關閉水龍頭→塗抹肥皂→雙手搓揉→開

小水沖洗→關閉水龍頭。 

 

居家安全守護神-火災警報器介紹 

壹、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要去哪裡買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以去消防安

全器材販賣店、全國電子等販賣電器產

品店或大賣場或量販店等場所購買。 

  在購買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前，要

注意產品是否張貼內政部消防署個別

認可合格標示，為保障全家人生命財

產，切勿購買未張貼合格標示之產品。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個別認可標示有下

列 3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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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 1種樣式 

(一)  標示大小與外環及內環之半徑比為

6:5:3。 

(二)  銀底黑字。 

 

 

二、 第 2種樣式 

(一) 標示大小長、寬均為 3.5公分，外環及

內環之半徑比為 5:3。 

(二)  銀底黑字。 

 

 

三、 第 3種樣式 

(一) 標示大小長 2.4公分、寬 1.6公分或長

1.6公分、寬 0.5公分。 

(二)  銀底黑字。 

 

貳、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地點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要設置在那些地方? 

一、 供人就寢的居室(寢室)  

二、 廚房 

三、 樓梯： 

(一)有寢室之樓層。但該樓層為避難層者，不在此限。 

(二)僅避難層有寢室者，通往上層樓梯之最頂層。 

四、 走廊(非屬前三款規定且任一樓層有超過七平方公尺之居室達五間以上

者，設於走廊；無走廊者，設於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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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設在以上場所之天花板或牆上 

寢室是供人休息及睡眠場所，也是警覺性最低場所，往往火災就是使用者於

休息前，未將香菸的菸頭正確熄滅或高功率的電器關閉或錯誤使用(如熨斗及電

暖爐等)，未免火災擴大導致寢室休息者未能及時避難，寢室安裝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是有其必要性。 

  廚房為住宅大量用火之場所，尤其是炒菜到一半臨時有事離開，但未關閉火

源導致火災，為了能及早提醒住宅成員，廚房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是有其必要

性。 

  樓梯及走廊是住宅中煙流及火流主要行進路徑，為了能及早偵知火災發生，

樓梯跟走廊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是有其必要性。 注意：如果已有設置火警自

動警報裝置之場所，可以不用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透天住宅場所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 

 

公寓大廈場所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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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種類 

依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 5條規定，依下表場所決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設置種類： 

位 置  種 類  

寢室、樓梯及走 廊  離子式、 光電式  

廚  房  定溫式  

※離子式、光電式：當偵測區域感知到火災產生的煙粒子後，發出警報音響。 

※定溫式：當偵測區域的溫度上升到一定溫度時，發出警報音響。 

  因廚房平時就有炒菜之油煙，為了避免離子式或光電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誤

動作，故類似廚房平時會產生煙粒子之場所，用定溫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較為適

宜。  

参、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位置 

為了使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能夠及早偵知火災的發生，設置之位置應避免感應死角

或太晚感應，故設置時應依下列方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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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 60公分以內，超過 60公分應分別設置。 

 

二、裝設地點應距離牆面或樑 60公分以上之位置，並以裝置居室中心為原則。 

 

三、裝置於牆面上時，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 15公分以上 50公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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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離出風口 1.5公尺以上，避免氣流影響到警報器性能。 

 

四、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方法 

※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因各家廠商設計不同，下列裝設方法會有所不同，請依

照產品內附屬說明書使用方法操作安裝。 

五、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動作後處置 

確認是火災發生 

一、大聲通報家中成員火災發生，請立刻進行避難。 

二、撥打 119通報發生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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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行初期滅火行為。 

四、如果發現初期滅火困難，請立即迅速避難。 

確認非火災因素導致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發報 

  火災以外煙粒子(如抽菸、炒菜時的油煙)或不當玩火行為，會導致住宅用火

災警報器發報，壓下警報音停止按扭(各家廠商設計不同，請依照使用說明書操

作)，並打開室內通風換氣設備，直到警報器回復到平常偵測狀態即可。 

  確認警報器種類是否恰當，如離子式及光電式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在廚房

的話，容易因炒菜時的油煙導致警報器發報。 

為了避免火災發生，養成良好生活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一、 作飯、燒菜應有「人離火熄」之觀念，養成隨手關閉瓦斯之習慣。 

二、 亂丟菸蒂易生危險，床上吸菸更易失火燒身，如有吸菸務必養成隨手熄

滅煙蒂之習慣。 

三、 睡前和外出切記消防安全檢查，關閉電氣、熄滅火源。 

四、 火柴、打火機等引火器具，應妥善收藏，以免兒童取用玩弄引發火災。 

五、 使用電器或生火取暖，應遠離可燃物，以免引起火災。 

六、 廚房塵垢油污應隨時清理，油脂、煙囟及油煙通風管等，應加裝鐵絲紗

罩等安全防護裝置，以免引起火災。 

 

──轉載自花蓮縣消防局網站 

 

 

建立資安保密觀念 

 魯明德 

網際網路的出現，不但改變人與人的溝通模式，也改變了以往的商業模

式。雖然有這麼大的改變，然而，在這個時期，人與人、人與資訊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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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還是以人為主體。而今資訊內容已無法滿足快速多變的環境，我們開始

把網際網路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一旦生活周遭的物品可以上網，使用者就能

利用行動裝置對它們進行遠端遙控。 

  當人與物之間的互動少了人為的操控，變成物體間可以自行溝通、運算、

執行，而能達成我們要求的結果，則是一個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的形成，也是智慧生活的概念。當溫度感測器偵測到室溫到達 28℃時，自

動通知窗戶關閉、冷氣打開，這樣的生活豈不善哉？ 

  科技新貴小潘也看到這個商機，基於對資訊的專業，他想到另一個問題，

當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相連時，如果在資料的傳輸過程中

遭到竊取或竄改，豈不是天下大亂？於是，小潘趁著新春期間的師生下午茶

約會中，跟司馬特老師討論這個議題。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後，就回應小潘提的物聯網議題，在維基百科中的

定義，物聯網就是像家電一樣的物體網路，所以它是機器之間（Machine to 

Machine, M2M）的網路；而機器可以是廣義的機器，也可以是一個小感測器。

惟不論是機器或感測器，面臨的資安問題都是一樣的，如果資安問題沒有處

理好，物聯網要普及是不容易的。 

  物聯網所連接的機器，可以是電冰箱、冷氣機等大型家電，也可能小到

是窗戶或門上的入侵感測器，所以在安全機制上，首先要有一個安全的啟動

制，從電源接上的那一刻起，就要先透過數位簽章進行驗證，以確認該裝置

上的軟硬體是否為真、沒有被竄改；設備上的軟體經由數位簽章與設備進行

驗證，確保是原來授權的軟體，以免不法軟體入侵。其次則是要做存取控制，

裝置在安全啟動之後，作業系統會根據既定的權限規則，對網路上的機器進

行存取控制，讓它們只能依預設的權限被驅動，並使用完成工作所需的資源。

任一個元件如果被惡意竄改後，想要做出超出權限的工作，存取控制就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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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損害控管的機制，讓入侵者即使能成功侵入，但對系統的存取權限只能達

到最小程度，受損的資訊也會被限制在那些認證資訊授權的網路中。 

  小潘聽到司馬特老師的說明，也有了頓悟；接著問：前面談的都是機器

本身的安全機制，至於整個網路是否需要什麼安全機制來配合呢？司馬特老

師喝口咖啡繼續說，物聯網是在現有的行動網路上，整合感測網路與應用平

臺所合成的，所以行動網路上的認證、加密機制，都適用於物聯網上。在傳

統的網際網路上，網路層的認證是負責網路層的身分認證，應用層的認證就

負責應用層的認證，各自負責自己的工作。但是，物聯網上所使用的裝置，

應用系統與網路通訊通常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網路層的認證是必要的，應用

層的認證則可視需要決定是否認證。 

  當物聯網上的應用服務由電信業者提供時，資訊的傳送已在網路層經過

認證，應用服務即可利用這個認證，不需再進行應用層的認證。當物聯網的

應用服務由第三方業者提供時，因為無法從第三方業者獲得金鑰等安全參數，

這時就可採取獨立的應用層認證，不用考慮網路層認證。如果應用服務是對

安全需求更高的產業，如金融業，則網路層的安全認證可能無法完全滿足業

者的安全需求，這時將會採取更高等級的應用層認證。除了認證之外，在資

訊傳輸的過程中還是需要有加密的機制；在網際網路上，網路層的加密方式

是在每個傳輸節點上不斷進行加、解密，應用層的加密方式則是點對點的。

業者可針對傳輸資料的重要性，考量營運成本，選擇採用那一種加密機制確

保安全性。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一番說明，對物聯網的安全機制有了深一層的了

解，資訊安全不是物聯網的附加功能，而是物聯網裝置能否可靠運作的一個

重要因素，必須從裝置本身及網路兩方面都做到安全、可靠，物聯網才會有

明天。華燈初上，這個月的師生下午茶又接近尾聲，小潘帶著滿滿的收穫，

踏上回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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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課程夾帶融資信貸合約將修法禁止 

課程夾帶融資信貸合約，欲退費難如登天！2012年 8月華爾街美語短期補

習班無預警倒閉，受害者超過 500名，許多受害者報名課程時曾簽信貸合約，學

費動輒逾 10萬元，後續接獲融資公司催款提告，苦不堪言。不過金管會銀行局、

教育部已公告新制及著手修法，禁止補習業者轉介學員簽立金融商品契約，或要

求止付，以遏止歪風。 

金管會銀行局已正式公告，將於 5月 18日正式生效的「遞延（預付）型商

品或服務無法提供時之消費性貸款處理機制聲明書」，強制規範業者須提供聲明

書，一旦商品或服務無法繼續提供（業者破產、歇業、遭撤銷公司登記），消費

者可向銀行申請暫停付款、不得送聯徵、不可催收，若審核通過，就可免繳後續

款項。 

消基會董事長張智剛強調，簽立合約攸關切身權益，消費者可主張合理的審

閱期，不要輕言放棄，更指出，若信貸附帶要求簽立本票，可能導致當事者日後

遭人據本票聲請強制執行，非常不利。新北市主任消保官許宏仁則提醒，不論購

買何種商品，當事人應慎重評估還款能力，以付現或刷卡為宜，遇爭議可申請止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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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