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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黑心廠商要罰得快罰得重罰得到 

 陳炎輝 

壹、精緻廚藝嚴選食材造就臺灣美食 

  西元 2008年４月，我國知名麵包師吳寶春與曹志雄、文世成等３人組隊，

遠赴法國巴黎參加世界麵包團體賽，擊敗歐洲、美洲代表及同為亞洲代表的日本

與土耳其，為我國贏得世界大賽亞軍。同時間，吳寶春先生另選用臺南市東山區

古法煙燻龍眼乾，加上精心培養的老麵、胚芽、核桃等食材，烘焙出新式的「酒

釀桂圓麵包」，為個人取得優勝佳績，成功晉級「2009年個人賽資格」。2010

年３月，世界麵包大賽新增「大師賽」項目，吳寶春先生代表我國參賽，選用彰

化縣芬園鄉的荔枝乾、屏東縣三地門鄉原住民的小米酒、南投縣埔里鎮的有機玫

瑰花瓣，加上核桃及老麵，特地研發以臺灣在地食材烘焙製成「荔枝玫瑰麵包」，

一舉勝出 16個參賽國計 23名頂尖麵包師傅，榮獲法國樂斯福盃麵包大賽首屆金

牌冠軍，讓世界都知道臺灣所出產的水果，不僅可以搭配製成法國麵包，更能重

新賦予法國麵包新生命。 

  吳寶春師傅只有國中學歷，來自屏東縣大武山腳下的窮鄉僻壤，在貧困環境

中力爭上游，透過精選臺灣天然食材，發揮巧思創意，終能成為世界金牌麵包大

師。另外，已有 86 年歷史的世界廚師協會，於本（103）年７月在挪威舉辦「2014

全球甜點廚師大賽」，比賽成績在７月６日凌晨揭曉，來自臺灣的亞洲區代表陳

立喆先生，擊敗全球七大洲的參賽者，獲得本屆「甜點界奧斯卡獎」冠軍。陳師

傅特地以臺灣水果來凸顯臺灣在地食材文化，選用臺農 17號金鑽鳳梨與本土香

蕉來入餡，其得獎之「深海藍畫映」作品，係以大翅鯨躍出水面，矗立在水晶糖

柱之上，透過 3D多角度呈現，傳達地球環境正逐漸遭受人為破壞，生物想要掙

脫現在的生存環境，突破畫框到嶄新的世界；用以呼籲世人必須珍惜現在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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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共同守護這美麗的星球。這是我國首度獲得亞洲區代表權，進入世界廚

師協會總決賽，並一舉拿下世界甜點冠軍。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華人的飲食文化更是舉世聞名，雖然在國際各大都市都

能吃到中式料理，但老饕行家一致認為唯有在臺灣，才能品嚐到各式各樣道地的

中國美食菜餚。事實上，臺灣飲食堪稱是世界各國料理齊放異彩的大融爐，從中

華料理到異國餐飲，各式各樣的餐廳應有盡有；在臺灣各大城小鎮，隨處三步可

見一小吃店，五步則是大型餐館或飯店，外國觀光客來臺享受美食相當便利，造

就臺灣成為美食王國、老饕天堂的地位。尤其是臺灣各式小吃，不論是蚵仔煎、

蚵仔麵線、擔仔麵、臭豆腐、炒米粉，肉羹麵、肉粽、肉圓、滷肉飯，甚至是珍

珠奶茶、小籠湯包或是芒果剉冰，不但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更顯現出臺灣在

地生活與飲食文化，往往讓外籍友人吃得大呼過癮！特別是夜市小吃料理，更是

臺灣特有的文化，每個夜市都有不同的特色與風味，可從中認識當地特產、文化

與人文風情，為旅程增添不少色彩。  

  美食除須嚴選食材來源，講究食材的新鮮、豐富與多樣化外，並須搭配精緻

廚藝與潔淨衛生條件。但最近幾年來，我國卻連續發生數起危害食品安全（下稱

食安）之案例，例如 97年９月間，奶粉、奶精、奶茶及沖泡咖啡等食品，爆發

添加「三聚氰胺」之毒奶事件，一時之間人人聞奶色變；100年３月又發生「DEHP

塑化劑」事件，影響遍及礦泉水、果汁茶品、運動飲料、糕點麵包和衛妝藥品；

另 102年５月份，竟有黑心業者違法使用順丁烯二酸酐化製澱粉（簡稱毒澱粉），

範圍擴及澱粉類食材（如地瓜粉、酥炸粉、黑輪粉）與可能含澱粉之相關食品（如

粉圓、肉圓、天婦羅及關東煮等魚肉煉製品）；令人遺憾的是，同年 10月又再

爆發大統長基公司油品造假事件，案經彰化地檢署依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及

《中華民國刑法》詐欺取財等罪嫌起訴負責人高○利，彰化縣政府並裁處該公司

新臺幣（下同）18 億 5,000萬元罰鍰。 

貳、一事不二罰導致食安法罰則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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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統長基公司假油事件，牽連富味鄉油品、頂新製油、興霖食品等食品大廠，

除導致民生基本用油的食安危機外，並引發社會大眾譁然與民怨。為宣示政府捍

衛食安政策之決心，立法院於本年１月三讀修正通過《食品衛生管理法》部分條

文，將法案變更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並經總統於同年２

月５日公布，本次是 101年以來的第三度修正。本次修法除新增「複方食品添加

物」定義，明定其添加物僅限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單方添加物」組成外，食

品添加物之製造廠商並應標示於其容器或外包裝。又鑑於黃豆、玉米等基因改造

食品已逐漸進入民眾生活飲食，本次修法爰新增「基因改造食品」定義，規定基

因改造食品原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健康風險評估審查及許可，不得供作食品原

料，輸入業者並應建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蹤系統，含基因改

造食品原料，須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於食品容器或外包裝。 

  本次修法另新增「食品業者衛生管理」項目，明定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

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檢驗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檢驗，應

辦理檢驗之業者類別與規模、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業者違反而不改正者，處３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食品器具、容器或

包裝、食品用洗潔劑，經風險評估有危害健康之虞時，不得製造、販賣、輸入、

輸出或使用。若食品及其添加物、容器、包裝之標示、宣傳或廣告涉有不實、誇

張或易生誤解等情事，其罰鍰上限由 20萬元提高至 400萬元。此外，凡經查獲

有攙偽或假冒、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等行為，其刑責及罰金與罰

鍰均一併加重，刑度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人或自

然人之罰金提高至十倍以下，罰鍰之上限由 1,500萬元提高至 5,000 萬元；依食

安法所為之行政罰，其行為數之認定標準，並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次食安法之再修正，係從食品業者管理及消費者保護等多面向整體再予加

強，藉以提升食安管理效能，保障國人健康及消費權益。為具體保障食安事件消

費者之權益，另新增第 56條之１條文，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設立食安保護基金，

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基金之用途共分三類，第一係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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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食安事件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提起之消費訴訟相關費用；第二是補助

經公告之特定食安事件，有關人體健康風險評估費用；最後則是補助其他有關促

進食安及消費者訴訟協助相關費用。本次修法並新增沒收扣押機制，第 49條之

１明定：「故意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害人

外，屬於犯人者，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

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追徵或財產上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

產」；另並修正第 50條第３項規定，雇主以外參與不法之揭弊者，均減輕或免

除其刑。 

  新修正之食安法，目的在使不肖廠商「不敢、不會也不能」從事產製銷售黑

心食品。不敢是因新法提高罰鍰及刑度，並可依不當利得加重處罰；不會乃是新

法有三級品管機制之設計，可讓不良產品無法在市場銷售；不能則是有檢舉保障

及高額獎金，可讓不肖廠商在生產製造時，內部有良心的員工會適時舉發。前述

大統長基公司油品造假事件，業經智慧財產法院判決確定，公司負責人高○利應

執行有期徒刑 12年，大統長基公司則應執行罰金 3,800萬元。另該公司對彰化

縣政府罰鍰處分不服，依法向衛生福利部提起訴願，案經衛生福利部於本年７月

８日訴願決定，依據《行政罰法》第 26條一事不二罰之規定，撤銷彰化縣政府

18億 5,000萬元罰鍰處分。換句話說，因大統長基公司業經法院裁處罰金 3,800

萬元，全案並已定讞，故無再處該公司罰鍰 18億 5,000萬元之必要，以致發生

行政機關罰得再快、罰得再重，結果最後還是罰不到黑心廠商之情事。 

參、罰得快罰得重罰得到才能治本 

  我國《行政罰法》第 26條第１項前段明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

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此乃一行為不二罰、刑事優先

原則。所謂一行為不二罰，又稱為雙重處罰禁止、一事不二罰原則，原先僅適用

在刑事犯罪，明定任何人不能因一次犯罪行為而受兩次以上之刑事處罰。至於刑

事優先原則，則是指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並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時，應優先進

行刑事訴訟程序，以追訴並確認其刑事責任。究其立法目的，乃是因為刑事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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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的制裁，但刑事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

即足資警惕時，即無一事二罰再另處行政罰之必要，而且刑事法律之制裁，係由

法院依法定程序嚴格為之，自應予優先適用。準此，在刑事追訴或審判程序尚未

確定前，行政機關不得逕行對違章人裁處行政罰。 

  大統長基公司以攙偽、假冒方式製造油品之行為，雖已違反《食品衛生管理

法》規定，但該法並未有排除適用《行政罰法》第 26條之特別規定，仍有一事

不二罰原則之適用，此乃是本年１月 28日研修食安法時，始料未及之情況。另

外，該公司負責人或員工犯罪所得的暴利，又留在公司帳戶內，無法追溯適用食

安法第 49條之１規定，以致司法機關無從加以沒收。簡言之，法院對大統長基

公司判處罰金 3,800 萬元，因罰金是主刑、刑事罰，依一事不二罰規定，導致行

政罰 18億 5,000萬元被撤銷，實在令人扼腕。鑑於食安法雖已全面加重罰則，

但仍有不肖業者利慾薰心，以劣質原料製作食品，嚴重危害民眾食安及消費權益，

行政院除於本年９月 25日通過《食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

外，並指示相關部會進行全面性檢討，並提出加重罰則等八項強化食安管理措施。

上述草案業經立法院於本年 11月 18日三讀通過，除新增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食

品業者應使用電子發票，並以電子方式申報追溯或追蹤系統之資料外，針對攙偽

或假冒等行為所處之行政罰鍰，其額度上限由五千萬元，修法提高至二億元。另

外，更提高不肖業者刑度與罰金，並刪除得處拘役或選科罰金刑之規定；不肖業

者若涉及摻偽、假冒等行為，情節重大且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時，可處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最高八千萬元罰金；致人於死者，則可處二十億元罰金，

化解一事不二罰之限制。至於不肖業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

被害人者外，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沒收。此外，更賦予主管機關可沒

入或追繳其不當利得，業者因違法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時，並應負賠償責任。綜上，

本法修正不僅呼應民眾殷切期待，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可保障國人食的安全及

消費權益。  

──本文摘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103 年 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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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權可以保留嗎？ 

 葉雲鵬 

有新聞報導：一家以Ｆ開頭的公司戴姓董事長原係「大陸籍」，2006

年戴某放棄了大陸國籍，取得菲律賓的國籍。因此，便用「外國公司」的

名義向「股票上櫃買賣中心」申請公司股票上櫃買賣。有關戴某已無大陸

國籍，今年初，內政部移民署對其查證，也認為戴姓董事長已不具大陸國

籍，「櫃買中心」對申請案件審查後同意過關，也就是接受該公司的股票

上櫃買賣的申請。但是在報請「期證局」核准時，卻以這家公司負責人住

在大陸，所有經濟活動也都在大陸，不能因為負責人換了一個國籍，就可

以用外國公司名義上櫃買賣股票，要求「櫃買中心」重新審查。「櫃買中

心」再審查以後，推翻了原先准予股票上櫃買賣的決定，將這家公司的申

請案退件。這可惹毛了被退件的公司，對外發表聲明，表示要「保留法律

訴願權」，不排除向主管的「期證局」及「櫃買中心」採取法律行動，據

理直爭。 

這件新聞報導還提到：想要股票上櫃買賣的公司，「槓上」主管單位，

「創下台灣證券史首例」。這件立場不同的爭議，說是「台灣證券史首例」，

個人實在難以苟同。想要股票上櫃買賣的公司與「櫃買中心」，同意或不

同意股票上櫃買賣，在《民法》上是一種契約關係，當事人在簽訂契約的

談判過程中，產生不同的意見，該是常見的事！不是一方提出申請，他方

就得全盤接受。只是有的公司處事低調，申請案雖然被他方所拒絕，也不

會大張旗鼓，對外張揚。不能斷言這種事情為前所未有，指這件紛爭就是

首例，說法未免過於武斷！不過，「保留法律訴願權」這句話，倒是第一

次聽說！ 

這裡不談論那些「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紛紛擾擾實體上問題，

純只聊聊「訴願權」，在法律上可不可以保留的相關問題？ 

「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是《憲法》第十六條明定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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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上的受益權。依《公司法》設立的公司，是公司法第一條所稱的「社

團法人」。「法人」依《民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除專屬於自然人的權利

與義務以外，在法令限制內，「有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法人既

然與自然人一樣是享受權利的主體，當然可以行使訴願權。為了便於人民

對「訴願權」的具體行使，我國制有《訴願法》來規範，人民想循訴願程

序保護自己的權利，都要遵循這法規定，依法行使。 

什麼是「訴願」？依照訴願法的第一條第一項賦予的定義：是指「人

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

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由這法條的

定義來看，可以知道訴願是人民不滿政府機關「行政處分」的救濟程序。

什麼是法條中所稱的「行政處分」？訴願法的第三條也有立法說明，這法

條指出：「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

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範圍者，

亦為行政處分。有關公物之設定、變更、廢止或一般使用者，亦同。」在

這法條的規定下，可以了解「行政處分」為中央或地方的行政機關，基於

公權力的要素，對外表達意見的行為。至於表意的內容，有無法律依據？

有無逾越職權行使的範圍？那便是訴願程序要探討的問題。 

行政機關無法在訴願程序中將引起爭議的行政問題慎妥解決，訴願人

不服訴願程序的最後決定，還可以依訴願法第九十條規定，得於收受訴願

決定書後的兩個月內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也就說雖然是行

政問題，到頭來還是有賴司法機關的「行政法院」用判決來判斷誰是誰非。 

這件申請股票上櫃買賣紛爭，新聞報導只提到被退件的這家申請上櫃

的公司，不排除要對「櫃買中心」及「期證局」採取法律行動，在新聞中

無從得知是不是就是「訴願」？真的是「訴願」程序的話，在程序上就得

要先行推敲要提的訴願是不是合予訴願法第一條的規定，也就是訴願的對

象必定是「中央或地方機關」？訴願的機關所為的處分是不是「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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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先沒有將這兩個問題分析清楚，匆促地提起訴願，就有白忙一場的

可能！ 

從新聞報導提到的股票上櫃買賣手續，要經過「櫃買中心」與「期證

局」兩個不同的單位的准許，我不瞭解詳細的程序。不過「櫃買中心」的

全名，是「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櫃買中心」只是簡

稱。一個單位名稱被冠上「財團法人」四個字，在民法上與依公司法成立

的公司，都是平起平坐的「法人」，沒有誰大誰小，誰得管誰的問題。如

果一方認為他方有侵害權益的情事，要循提起民事訴訟來解決，不是訴願

程序的對象。「期證局」的正確名稱，是「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所轄的「證券期貨局」是訴願法第一條所稱的「中央機關」，如不服這機

關的行政處分，是可以提起訴願來救濟。 

訴願的提起，依訴願法第十四條規定，「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

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這期間在法理上稱為「不變期間」，不容許

利害關係人自行任意延長或縮短，當然談不上可以「保留」的問題，超過

三十日才提起訴願，便是不合法的訴願，在程序上就受到駁回的命運，想

要「保留訴願權」的說法，在法律上是找不到根據的！ 

 

──本文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淨安專案」從源頭遏止非法食品流通 



 

 
10 

 
食品安全案件國內眾所矚目，政府已提升至國安層面來處理，除由各目的事

業（衛生、商業）主管機關持續清查市面商家及工廠外，內政部警政署更自 103

年 10月 22日起投入全國警力，會同各主管機關，實施 1個月的「淨安專案」，

全面清查國內未合法登記之「食品相關地下工廠」（油品、肉品、蔬果、糧食或

其他），防止不肖業者再戕害民眾身體健康。 

  

經統計，專案期間各警察機關共動用警力 1 萬 7,686 人次，清查可疑處所

6,784處，其中查獲疑似地下食品工廠 480家。而 480家地下食品工廠中，涉及

刑事不法案件計 29 家，均已移送地檢署或由地檢署起訴中（移送 26家、起訴 3

家）；涉及行政不法案件計 458家，均函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調查及裁處，

並由衛生福利部等相關機關持續追查源頭是否涉及非法情事；另其中 7件係同時

涉及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案件，亦已同時移送地檢署偵辦及函送主管機關裁處。 

──本文摘自行政院網站 

 

現今情勢下國人應有之保防觀念與作為 

 前言 

近年兩岸交流頻繁，不論是在經貿、醫療、觀光、參訪或返臺省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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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均有較往年提升之趨勢，導致國人易疏於防範，使中共更積極以聯誼

會、研討會及同學會等各項名義，邀請我方退休公職人員、退役軍人等參

與，並於活動期間從事統戰，甚至透過臺商或第三國人員交付特定任務。

年來連續發生公務員、退伍軍人、臺商及學校教授等涉共諜案，案例中不

難發現中共擅長透過同學、親友、舊屬、師長、同鄉等關係，熟悉個人嗜

好，設陷吸收，加以金錢利誘、美女色誘、親情拉攏或接待旅遊等各種方

式對其蒐情。 

隨著兩岸情勢變遷，中共對於情報資訊的蒐集更是無所不用其極，且

手法不斷翻新。在兩岸密切交流的和平表象下，國人對國家安全觀念及敵

情意識卻日趨薄弱，因此，強化全民國防意識與保防觀念更顯重要，是以

「提高憂患意識」與「培養良好保密習性」不只是部分人士的責任，更是

全民共同的使命與任務。 

 國人應有之態度與作為 

經觀察分析，近幾年肇生數起之共諜案裡，赫然發現中共情報組織嚴

謹、分工細膩，並以吸塵器方式將各方蒐得之情報資訊經分析、歸納、綜

整等程序，組成一完整及可信度極高之重要情報，由此可知中共情工已藉

由各項管道撒網，運用美色誘騙、金錢利誘或弱點脅迫等手法，繼而「打

入」至我政府各機敏單位或重要處所，進行刺探與情蒐任務。而今，國人

應以何種態度與作為因應兩岸密切交流下之潛在危機，這是值得省思的一

門課題。以下就國人應有之態度與作為列述如下： 

（一）明確敵我意識 

雖說兩岸在經貿交流上較以往有長足進步，但就以美國舊金山大學的

知名管理學教授韋里克提出的「SWOT分析法」來看，我方除了享有貿易

出口的優勢（Strength）及經濟開發之機會（Opportunity）外，卻也存

在著內部的劣勢（Weakness）與外在的威脅（Threat），加上習近平掌權

後的執政思維，延續胡溫「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對臺模式。  

中共近年不但軍費日增，在武器裝備上更是今非昔比，另在導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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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已高度滿足距離、數量以及精準度的各項條件，對我之威脅從無一日減

低或弱化；此外，更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利用「以商圍政」、「以

民逼官」之群眾戰操作手法，對我國家整體安全造成嚴重影響。故國人應

了解中共之統戰陰謀與犯臺意圖，並深刻體認居安要能思危，有備才能無

患，要以國家安全為己任，拒絕外來一切誘惑，隨時保持警覺，提高對生

活周遭可疑人事物或不法徵兆的敏感度，發現問題即時通報相關部門應處，

除能保護自己外，更能維護社會安寧與國家安全。因此我們必須「明確敵

我利害關係」，強化應有的敵情警覺。 

（二）了解情蒐模式 

有鑑於中共善於運用人性之弱點，除對我施以文化情感交流等手段外，

亦常威逼利誘臺商或我官兵之親屬等進行間接之情蒐工作。中共早期情報

蒐集模式概分為「打入」及「拉出」兩種模式，所謂「打入」是檢派適員，

滲透指定單位，發展內線工作，廣蒐所需機密資訊、軍事科技等情報資料，

回傳中共運用；「拉出」係依機敏單位、政府重要部門、高價值目標與人

物等，尋找合適人選吸收策反，再交付蒐情重點，回傳中共參考。隨著科

技不斷進步，中共情蒐手法已趨多方位與多層次，面對當前情勢，國人在

保密防諜的作法上必須與時俱進，尤其在全民國防之時代趨勢下，人人更

有責任與義務主動防制敵人滲透蒐情，提高個人保密素養與資安強度，洞

悉敵方陰謀企圖，積極提升安全防護能量，確保國家整體安全。 

（三）落實保防工作 

全體國人的敵情意識及安全警覺，絕不可因兩岸氛圍和緩而有所鬆懈，

所謂「最堅強的堡壘，必須要從內部攻破」，就保密之觀點，如同螺絲釘

未將機器的馬達拴緊，沒有失敗或退步的空間，須將每個環節之保密措施

逐一拴緊，並透過重複檢視及稽核管控作為，避免安全上之罅隙，方能確

保國家安全無虞，故保防工作乃為安全之不二法門。保防除了保密防諜的

功效外，更是國家安全的重要防線，特別是在資訊科技便捷的現代環境中，

訊息傳遞快速，平面及電子媒體蓬勃發展，極易產生個人或機關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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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流之風險，這對於保密工作而言，無疑是一項嚴峻的考驗。因此，國人

應秉持不分平時或戰時的態度，自我強化資安措施，落實保密作為及資訊

安全管控，例如：提高電腦保密強度、善用加解密軟體、不隨意下載不明

程式、定期更新病毒碼等；另對於赴陸旅遊參訪之親友，如有遭不明人士

探詢或交付任務，均應協助向有關機關檢舉反映。只要多一分關心便能少

一分風險，也唯有養成良好的保密習性及資安素養，才能建構強大的安全

防護網，發揮保防工作之重大功效。 

 結語 

中共的情蒐活動經常被比喻為「真空吸塵器」，一方面為了不引起情

報提供者的警戒，而不追求特定的資料；另一方面又像大功率的吸塵器，

汲取所有能夠獲取之資訊，然後再從中挑選重要的情報。也許每個人僅能

提供少量的資料，但聚沙成塔，積少成多，就可能將重要的軍經資訊拼湊

出來。相對地，我們必須落實全民「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認知，完備

保防工作並強化個人心防，讓國人不易遭敵威脅利誘，這是全民共同的使

命與任務。在原理上就好比每個人代表是一個點，只要將點連結成線，再

由許多線構築成一張綿密的防護面，如此，國家就能具備堅實穩固的安全

網。 

古語有云：「君不密，則國亡；臣不密，則身亡」，這句話告訴我們，

平時要有居安思危的觀念，唯有認清敵情威脅，提升憂患意識，建立正確

的保密觀念及高度的防諜警覺，勇於拒絕金錢與美色誘惑，繼而營造一個

內部純淨、外部強固的安全環境，全面防制內部危安及外部威脅，方能踐

履國家安全、社會安定、國人安心之重要核心目標。。 

             

──本文摘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103 年 12月號 

 

 

你被駭客駭了嗎？ 



 

 
14 

 陳清茂 

看似平靜無波的網路世界，實則波濤洶湧，充滿難以預料的數位危機。隱匿

在網路背後，可能是單純的數位資料使用者，也可能是居心叵測的駭客。由於電

腦的軟硬體防護條件、網路使用者的電腦技能參差不齊，使得駭客可利用特定的

網路技術，不知不覺地入侵防護力較弱的電腦，竊取、竄改各種電磁資料，進而

癱瘓電腦設備，甚至當成網路攻擊的中繼跳板，造成無法有效控管的資訊危機。  

  透過網際網路攻擊連網電腦的駭客，可能是個人或具特定立場的組織，也可

能是各國的網軍。駭客攻擊的動機則可歸納為以下幾點：掌握各國政府機密、破

壞重要設施、獲取商業利益、炫耀電腦技術、彰顯特定政治立場。駭客的攻擊流

程通常如下表：  

一、駭客常用的攻擊手法  

  （一）特洛伊木馬程式（Trojan horse）  

  駭客透過 e-mail 附件及偽裝成有用程式等方式，將特洛伊木馬程式傳送到

被害主機，並誘使用戶安裝。電腦被植入特洛伊木馬程式後，會自動安裝後門程

式。當本機使用者開機連網後，程式會自動向駭客報告本機的 IP及預設的連接

埠，駭客再利用惡意程式，取得本機的完全主控權，甚至以此為網路攻擊跳板。

有些駭客會把木馬程式與合法檔案加以捆綁，以欺騙本機的管理者。木馬程式的

攻擊型態，可再細分為：遠端訪問型、密碼發送型、鍵盤記錄型、系統毀滅型、

FTP控制型。  

  （二）阻斷服務式攻擊（Dos/Denial of service）  

  本攻擊通常是利用 TCP/IP協定的某些弱點或系統中的安全漏洞，對目標主

機發動大規模的攻擊，使目標主機無法對合法用戶提供正常服務。Dos攻擊又可

細分為：電子郵件攻擊、畸形訊息攻擊、SYN攻擊、Smurf攻擊、路由攻擊、分

散式阻斷攻擊、DNS 攻擊、UDP攻擊、Land攻擊、死亡之 P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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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Web欺騙模式  

  Web網頁的 URL 若被駭客篡改過，假的 URL會掩蓋真正的 URL。當瀏覽者點

選目標網頁後，假的 URL會將瀏覽者導引到駭客所架設的伺服器，並利用假網頁

騙取使用者的帳號、密碼及金融交易資料等。  

  （四）Web攻擊  

  Web攻擊主要可分為 XSS攻擊及 SQL Injection攻擊。XSS攻擊主要是在可

信任的網站上，插入一段惡意程式碼。駭客可以偷取使用者的 cookie，利用

cookie竊取帳號，並登入系統。SQL Injection攻擊發生在程式未檢驗使用者的

輸入內容，攻擊者可利用此漏洞，攻擊後端的資料庫，甚至是奪取資料庫的控制

權。Injection攻擊容易發起，在短暫時間可達到大量的網站攻擊。  

  （五）網路監聽（Sniffer）  

  根據 Ethetnet 協議，在同一條物理傳輸通道上的主機，可以接收到本網段

的所有訊息。當網路監聽者將網卡設定為混雜模式（Promiscuous），就可以進行

網路監聽，並記錄符合監視條件的封包。本網段傳輸資料只要沒有加密，當某一

主機使用網路監聽工具，就可以監視網路狀態、數據流量、傳輸資訊等。  

  （六）緩衝區溢出（Buffer Overflow）攻擊  

  本攻擊乃針對通往緩衝區的程式，編寫超過緩衝區長度的內容，造成緩衝區

的溢出，可能出現的結果有二：1.破壞程式的堆棧，使程式轉而執行任意指令，

甚至可以取得系統 root特級權限；2.以過長的字串覆蓋相鄰的儲存單元，引起

程式執行失敗，甚至導致系統崩潰。此類型攻擊，因傳輸的數據分組並無異常特

徵，所以防火牆無法發揮阻擋功用。  

  （七）系統植入病毒的破壞性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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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駭客利用普通檔案或圖片作為病毒傳遞的載體，輕則破壞檔案資料，重則將

硬碟格式化，造成主機的極大災難。  

二、偵測駭客攻擊的徵兆  

  駭客入侵電腦系統時，會隱藏自己的真實 IP；入侵目標電腦後，會抹除日

誌檔中的入侵操作紀錄，並安裝後門程式，以便日後可以隨時入侵本機。一發現

主機可能有被入侵的跡象，使用者可以透過以下的方式，進行初步檢測：檢查電

腦用戶名單、目前的網路連線、遠端服務、事件檢視器、Web日誌文件紀錄、新

增的可疑檔案、監控異常的數據流量及其特徵、主動檢查檔案或資料夾是否被強

制藏。  

三、防制駭客攻擊十八要  

  （一）重要主機要有獨立的網段  

  為防範網路監聽，要將網路進行合理分段，並在網路中設置交換器、動態集

線器、橋接器，對數據流量進行限制。作為 FTP、Telnet用途的主機，應具有獨

立的網段，避免同一網段的某一臺主機被入侵後，駭客利用網路監聽技術，截取

本網段的所有通信資料。重要主機可以考慮裝設在交換機上，避免駭客利用

Sniffer監聽密碼。  

  （二）專門用途的主機只打開專用功能  

  具有專門用途（如網管、資料庫、電子郵件、WWW、DNS等）的主機，不安

裝任何開發工具，只執行與用途相關的應用程式，並關閉遠端協助的功能，使主

機減少被駭客攻擊的機會。  

  （三）關閉不用的連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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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與網路連結要透過連接埠，對我們無用的連接埠，對駭客可能是有用的

攻擊路徑。因此將主機不必要的連接埠（如 NETBIOS）關掉，可以減少駭客入侵

的風險。  

  （四）網管原則  

  為維護網路安全，網管人員的網管原則：將網路用戶的權限最小化、監控各

用戶異常的封包傳輸量、不用電子郵件寄送密碼、加強密碼強度以提高駭客入侵

主機的難度。  

  （五）單次性密碼技術  

  單次性密碼技術並非在網路上傳遞密碼，而是在使用端與伺服器端進行字元

串匹配。使用端從伺服器端得到 Challenge，與自身的密碼演算出一組新的字元

串，並傳回伺服器端，經過驗證匹配後，即允許建立連線。所有的 Challenge

與字元串只使用一次，具有極高的安全性。  

  （六）下載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的安全修補程式  

  作業系統廠商會不定時發布安全漏洞修補程式，使用者要將電腦的安全性更

新設定為「自動更新」，那麼只要電腦開機連網，便能自動更新系統漏洞，提升

電腦環境的安全性。  

  （七）重要資料備份  

  當電腦網路受到駭客入侵，系統、資料被破壞時，平時定期備份的重要資料

就可將損害降到最低。重要資料要異地備份儲存，並要定時掃瞄檢查，以確保其

可用性。  

 

  （八）資料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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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傳送到網路上的封包予以加密，可以保障資訊的完整性、真實性、保密性，

如此也能防止駭客網路監聽。加密時可以對數據封包中的重要訊息加密，也可只

對應用層加密；加密方式取決於資料的安全等級。  

  （九）過濾封包  

  配置路由器可以拒絕網路外部與本網段具有相同 IP的連接請求。當外來封

包的 IP不在本網段內時，路由器不應發送本機的封包。但路由器僅能過濾聲稱

來自內部網路的外來封包，而無法防止駭客冒用外部可信任的主機，進行 IP欺

騙。因此可以在路由器前端進行 TCP攔截，只有完成三次 TCP交握程序的封包才

能進入本網段。  

  （十）取消檔案及列印共用功能  

  電腦系統中的「檔案及列印共用」功能，是駭客入侵的漏洞之一。因此除可

將對話框的「檔案及列印共用」功能取消外，還可從註冊表中修改：首先執行

regedit指令，進入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

接著在「Policies」按滑鼠右鍵，新增 DWORD值，數值名稱鍵入

「NoFileSharing-Control」，數值設為「１」，以防他人更改。  

  （十一）禁用 GUEST帳號  

  透過 GUEST帳號，可以有限制地訪問主機，卻也為駭客打開入侵之門，進而

獲得系統管理者的密碼及權限。因此最好禁用 GUEST帳號：控制臺/使用者帳戶/

關閉 GUEST帳戶。  

  （十二）禁止空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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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系統默認的狀況下，任何用戶皆可透過空連接方式連上伺服器，猜測帳號

及密碼。使用者可透過註冊表關閉空連接功能：執行 regedit指令，進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按滑鼠右鍵兩

下，在「restrictanonymous」中，數值設為「１」。  

  （十三）隱藏本機 IP  

  在本機與網站伺服器間加入代理伺服器，可以保護本機的 IP。當本機向網

站伺服器提出服務需求時，代理伺服器先截取本機的請求，再由代理伺服器轉發

本機的請求給網站伺服器。如此則駭客只能探測到代理伺服器的 IP，而非本機

的 IP，便達到隱藏自己 IP的目的。  

  （十四）謹慎使用 e-mail  

  e-mail是駭客入侵的重要管道之一，用以實施垃圾郵件的阻斷式攻擊，進

行郵件詐騙，騙取主機用戶的帳戶、密碼等；或將木馬程式附檔佯裝成有用的程

式或更新，要讓使用者誤開而被入侵。以下為注意原則：1.不要開啟來路不明的

郵件及其附檔；2.過濾較大的郵件；3.取消郵件預覽功能；4.下載附檔後，要先

掃瞄檔案是否為病毒的偽裝。  

  （十五）避免下載來路不明的檔案  

  駭客常在熱門的程式、影片、音樂、圖片、電玩遊戲中植入惡意程式。使用

者下載來路不明的檔案，要先用掃毒軟體澈底掃毒，確定沒有木馬病毒後再執

行。  

  （十六）調整 SYN的設定  

  網管人員必須在本網段的路由器上，對 SYN半開封包的數量及流量進行配置

上的調整，並在系統中設定與 SYN數據段相對應的內核參數，讓系統對於超時的

SYN請求封包強制復位，防制 SYN阻斷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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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調整防火牆設定  

  為防止駭客通過網路攻擊本機，使用者可以關閉防火牆的廣播位址特性，並

在防火牆的進階設定中，設定丟棄該類型 ICMP封包。  

  （十八）禁用瀏覽器的 JavaScript功能  

  JavaScript可對網路連接狀態進行改寫，因此駭客可以將他改寫過的 URL

恢復為改寫前的狀態，亦即用假的 URL掩蓋真正的 URL。 

 

──本文摘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103 年 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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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號綁約期滿 未退租可續收費 

「門號綁約都到期了，業者怎麼還繼續收錢？」許多消費者向電信業者辦理

門號綁約的優惠方案，待綁約期限截止後，會有上述疑惑，甚至質疑業者沒提醒

合約到期就自動續約明顯違法，不過實際上，門號綁約到期，並非民眾一般認知

的契約終止，因此也衍生不少誤會糾紛。 

坊間電信業者為吸引消費者或留住舊客戶，推出門號綁約可優惠購買手機、

或可享低資費的方案。以台中王先生為例，他為了購買智慧型手機，多方比價後，

選擇一家電信業者申辦新門號綁約兩年，但這門號他幾乎沒使用，僅每月按期繳

月租費，不過待綁約期滿後，卻仍繼續收到帳單，讓他很不解，明眀合約已屆滿，

為何還得繼續繳月租費，「這樣合理嗎？」  

對此，台中市主任消保官康馨壬解釋，電信門號服務屬「繼續性供給契約」，

此契約關係是業者每月提供服務，消費者固定時間給付款項，若未特別敘明契約

期限，消費者可任意解約，意即民眾向業者租用電信門號，一般來說業者會持續

提供門號服務，直至民眾要求解約為止，若民眾辦理綁約優惠方案，就是特別敘

明特定費用約定期限。 

康馨壬說，以門號綁約兩年優惠購機方案來說，基本上包含兩個契約關係，

一是手機買賣契約，另一個是電信服務契約，限定兩年內門號持有者不可任意解

約，否則須負起手機優惠補貼的違約賠償責任，兩年後業者仍會持續提供門號服

務，寄發帳單或依約定轉帳扣款，目前並無明文規定限制業者要在到期前一定期

限內，以何種方式提醒消費者是否續約，解約主動權則在門號持有者身上，但仍

希望業者主動提醒。  

因此，康馨壬提醒，消費者要注意綁約截止期限，屆滿後如不需高額月租費，

記得辦理資費變更，相對地綁約方案所享有的優惠，也會在期限屆滿後喪失，消

費者如不想繼續使用此服務，也要記得退租，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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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電信服務注意事項】 

．貨比三家，選擇適合自己的資費方案 

．勿以自己名義替他人申辦門號 

．申辦時務必清楚綁約內容，包括期限、提前終止契約違約金 

──本文摘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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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透明組織今天中午公布全球公部門廉潔程度最重要的指標「清廉印象指數

（CPI）」，2014年台灣在全球 175 個受評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 35 名，分數 61

分和前 2 年相同，但名次進步 1名。 

  

丹麥以 92分名列全球最廉潔國家，北韓、索馬利亞則以 8 分墊底。亞太地區中，以

紐西蘭 91分、第 2 名最高，其次為新加坡的 84分、第 7 名，澳洲 80 分、第 11 名，

日本 76 分、第 15名，香港 74分、第 17 名，不丹 65 分、第 30 名，再來則是台灣。 

  

韓國為 55分、第 43 名，清廉度不如我國外，中國今年則為 36 分，從去年第 80 名，

下跌至今年的 100名，為名次退步幅度最大的國家。 

  

清廉印象指數是評比全球公部門廉潔程度最重要的指標，以 0 分（代表被評價極度

貪腐）到 100分評價（100分被評價最廉潔）。 

  

台灣透明組織表示，我國從 2012至 2014 年分數皆為 61 分，表示近 3年我國在廉政

作為的表現上是一樣的，雖然在名次上已經連續 2 年都進步 1 名。 

  

台灣透明組織指出，這次評比是引用 7個具有國際公信力的機構調查評比報告，分

別是 4個專家評估或評鑑，另外 3個機構則針對本國及外商在台的主管採用了包括

問卷、面訪、電訪與網路調查所蒐集的資料建構而成；其中 4 個採專家評估的機構

報告中，3個維持與去年同樣的分數，另 1個的環球透視機構則呈現大幅退步的情

形 ，但因 3 個針對企業主管進行調查的機構報告中，2項指標所呈現進步的分數剛

好抵銷了前述大幅退步的分數，因此，使得今年可以維持與去年相同的成績。 

  

法務部表示，將責成廉政署繼續協調政府各部門，落實執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

案」，使我國的 CPI 評比持續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