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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腐絕非只是政府機關的責任─ 

淺談私部門可行作法 
■國家文官學院政風室主任、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李志強 

前言 

從內線交易、非法掏空、浮報款項、企業員工收取回扣或行賄公務員等情事，

時有所聞，而近年來大型企業也接連爆發弊案，如鴻海、宏達電、大立光、南港

輪胎等，連向來以內部管理嚴格著稱的台塑集團，亦發生員工利用採購機會集體

收賄事件，此不僅影響該公司聲譽及投資人權益，也衝擊到我國經濟發展，絕對

不容小覷。然而一般人多認為，行賄指的是民眾向公務員送錢或饋贈，以換取不

法或不正利益，而對於企業間送紅包或飲宴招待，只不過是商場交際之必要禮

儀，所以大家習以為常，並不為奇。但事實上，不論是企業員工索賄或者行賄，

都將侵蝕獲利且損害形象，可見反貪腐絕對不只是政府機關的義務。有鑑於此，

本文將從國際重要規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下稱本公約）談起，並擇要提

出私部門反貪腐之可行作法。 

 

 

P49. 法令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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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相關內容 

如同本公約在序言中即闡明，貪腐對社會穩定與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且破壞

民主體制、價值觀、道德觀及正義，並危害永續發展。因此，必須關注貪腐及其

他形式犯罪間之聯繫，特別是組織犯罪與經濟犯罪，包括洗錢以及涉及巨額資產

之貪腐案件，此對國家之政治穩定與永續發展構成威脅，貪腐已不再是地方性問

題，而是一種影響所有社會與經濟的跨國現象。非法獲得財富特別會對民主體

制、國民經濟及法治造成損害。是以，反貪腐為所有國家之責任，各國應相互合

作，並應有公部門以外的個人、團體的支持與參與。為積極促進本公約所揭示反

貪腐法制與政策之實現，我國已於104年12月9日實施《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

（下稱本公約施行法），明定本公約之規定具有我國國內法律之效力，藉此展現

我國反貪腐之決心，並與現行全球反貪腐趨勢及國際法制接軌，以有效預防和根

除貪腐。 

有關私部門之反貪腐規範，如本公約第12條「私部門」明示，各締約國均應

加強私部門之會計、審計標準與相關操守標準及程序，對於不遵守規範之行為，

並得制定民事、刑事或行政處罰。第14條「預防洗錢措施」要求各締約國均應建

立全面性之國內管理及監督制度，以利遏制並監測各種形式之洗錢。另於第21條

「私部門之賄賂」，則明定各締約國均應考慮採取必要之立法和其他措施，將在

經濟、金融或商業活動過程中，故意行求、期約或交付其本人或他人不正當利益

之行為認定為犯罪。 

私部門反貪腐之可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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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持並認同公司治理 

任何政策之成敗，經營者支持及管理人認同是其關鍵，私部門可參考《上

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而為建置有效的公司治理架構，應落實以下原

則：保障股東權益、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監察人功能、尊重利害關係人權

益及提升資訊透明度。本文建議私部門參酌上述原則訂定經營方針，並從領

導及管理階層率身做起。 

二、訂定誠信經營守則 

私部門可參考《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訂定內部員工遵行規範，

其重點有： 

（一）從事商業行為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

正當利益，或做出其他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利益。 

（二）明確界定利益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金錢、餽贈、佣金、職位、服務、

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

虞時，不在此限。 

（三）清楚且詳盡地訂定具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包含作

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 

（四）明訂禁止以下行為：行賄及收賄、提供非法政治獻金、不當慈善捐贈或

贊助、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等。 

（五）訂定利益衝突條款，以避免董事、監察人、受僱人、受任人及實質控制

者，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或影響力，使其自身或他人獲得不正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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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實內部控制制度 

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提出幾點建議： 

（一）考量私部門營運狀況，設計並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制度且隨時檢討。 

（二）內部控制制度之訂定或修正應提董事會（或類似層級）決議通過。 

（三）確實辦理內部控制制度之自行評估作業，董事會及管理階層至少每年

檢討各部門自行評估結果及定期檢核單位之稽核報告，並建立監督機

制。 

（四）建立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間之溝通管道與

機制。 

（五）董事及監察人就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檢討應定期與內部稽核人員座談，

並應作成紀錄，追蹤及落實改善，並提董事會報告。 

（六）管理階層應重視內部稽核單位與人員，賦予充分權限，促其確實檢查、

評估內部控制制度之缺失及衡量營運之效率，以確保該制度得以持續

有效實施，並協助董事會及管理階層確實履行其責任，進而落實公司

治理制度。透過以上方式，應有助私部門進行風險評估及建立防火牆。 

四、提升資訊透明度 

私部門應將資訊公開視為重要責任，指定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

露工作，最好的方法是架設網站，建置財務業務相關資訊及治理資訊，以利

股東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並提供英文版財務、管理及其他相關資訊。另建

立發言人制度，明訂統一發言程序，並要求管理階層與員工保守財務業務機



 

 6 

密，不得擅自任意散布訊息。 

五、建立吹哨者機制 

私部門應設置並公告內部及外部人員檢舉管道，例如透過內部員工定期

或不定期面談、電子郵件、網際網路、社群網站、電話及傳真等，提供多元

管道以強化監督功能。在處理類似檢舉案件時，除了對於內容應進行查證與

確認外，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吹哨者身分及提供之資料予以加密保護，以避免

因擔心曝光而不敢揭發。故須建立檢舉人保護制度，由具有獨立性之單位受

理，對檢舉檔案予以加密保護，妥適限制存取權限，同時將之納入內部作業

程序及內部控制制度控管。 

六、防制洗錢及資助恐怖活動 

洗錢係貪腐及其他不法行為之常見方式，因此本公約特別訂定相關規

範，另如《洗錢防制法》要求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如銀樓

業、地政士、不動產經紀業、律師、公證人及會計師等）應制定防制洗錢注

意事項，以作為內部防制洗錢工作之規範，並應進行客戶身分確認、審查、

留存必要交易紀錄等程序，同時要求上開機構或人員必須申報一定金額以上

之通貨交易（指新臺幣50萬元），以及通報疑似洗錢或資助恐怖活動、組織、

分子等交易之義務。事實上，上述作法，均可透過調查局現有機制協助宣導、

清查及防範。 

結語 

依據本公約施行法第7 條，國內法令與行政措施如有不符本公約規定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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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府機關應於本公約施行法施行後3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正、廢止

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展望未來，我國將陸續推動私部門之預防措施，藉以強化商

業倫理，同時制定民事、刑事或行政處罰，從內部行為及外部懲罰，俾利私部門

誠實正直地從事商業活動。若能進一步將私部門之賄賂行為定罪化，相信將更可

發揮處罰收賄者及嚇阻行賄者之雙重效果。此外，建立私部門治理與資訊揭露評

鑑制度，亦將強化外部監督機制。以上所言，不僅有助於落實企業誠信，促使私

部門善盡社會責任，同時也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重要法門。 

（本文摘自106年7月號清流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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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怎能用洗的？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錢，也就是刑法上所稱的「通用貨幣」，本來是供給我們使用的，卻有人擺

著花花綠綠的鈔票不用，竟把它當作衣物一般拿來洗滌？其實拿錢來洗的人並不

笨，當然清楚紙印的鈔票是禁不住水洗的，這裡所提到的「洗」字，並不是真正

要將那些不乾淨的錢放進洗衣機內用水來清洗，實際的意義是指使用各種手法，

將手中掌有的骯髒錢財，一再在外輾轉流竄各方。有朝一日，洗錢者自認為這些

髒錢，經過層層加工與包裝以後，已經成為可以安心使用的乾淨錢財，再用方法

讓這些不法錢財回到自己掌控之下。由於這種掩飾自己犯罪行為的洗錢活動，不

只是影響社會正常秩序，也妨礙重大犯罪的追查，必須要有法律加以防制。在各

方努力下，我國的《洗錢防制法》，終於在民國85年10月23日公布了，用來規範

那些脫法的洗錢行為。  

在當時，我國為亞洲地區率先通過洗錢防制專法的國家。這法施行後，雖在

刑事追訴方面頗多建樹，惟近二十年來犯罪集團洗錢態樣不斷推陳出新，洗錢管

道不再侷限於金融機構，甚至利用不動產、保險、訴訟等管道來洗錢。多年來這

法雖有多次小規模修正，但仍以刑事追訴為核心，致未能與國際規範接軌，去年

乃參考國外的立法例，進行大規模修法。修法後的新法條，已於去（105）年的

12月28日公布，全部條文也由17條增為23條，由於配合的執行單位須要時間準

備，特於第23條中明定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修正及增訂條文已在本（106）年

專家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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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月28日生效。  

這次修法有關舊法條第1條立法宗旨部分，本來只標明「防制洗錢，追查重

大犯罪，特制定本法」，這次亦經增修，除原有的文字外，並加註「打擊犯罪，

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揭示修

法不只是加強國內的洗錢防制，還強調與國際合作。畢竟已進入網路時代，只要

動動手指，大額錢財就飄洋過海進入另一國家的銀行帳戶中，若不與國外追查洗

錢單位合作，要追回已經流到國外的錢財，實際上是有相當難度，因為有些事情，

無法只在國內就可辦妥。  

洗錢的定義，依本法第2條所列共有3種情形：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

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

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本法條所稱的「特定犯罪」，依第3條所定，包括刑法中最輕本刑為六月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以及特別刑法所列之罪，共有13款之多，因限於篇幅，無法在這裡

一一介紹。 

強化打擊洗錢犯罪，是洗錢防制法的立法目的，除正面打擊犯罪外，更重要

的應自阻斷不法金流著手，包括金流透明化的管制及強化洗錢犯罪的追訴，才能

徹底杜絕洗錢犯罪。因此，打擊洗錢犯罪非有金融機構襄助，難竟全功。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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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舊法第5條第1項所列的「金融機構」，共有18種之多，這次修法仍將這些單位

全數列入第1項，並修正了其他各項。在修正第3項中，另規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並指定律師、公證人、會計師、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務員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

易有關之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交易，以及其他特定業務時成為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都受到洗錢防制法的規範。  

修正法條第6條至第9條，係規定防制洗錢的諸多行政措施。需要金融機構及

經指定的非金融事業或人員的配合執行，此類人員如不遵守，拒絕或妨礙查核，

機構部分，主管機關得處以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的罰鍰；個人部

分，可處以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的罰鍰。  

修正第12條是規定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境攜帶一定金額的特

定之物，包括：外幣、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及新臺幣現鈔、有價證券、黃金及

其他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且有被利用進行洗錢之虞的物品，應向海關申報；

海關受理申報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據新聞報導，所謂的一定金額，主管

機關已核定自本年6月28日起，免予申報部分，外幣為等值1萬美元、新臺幣為10

萬元、人民幣為2萬元、有價證券等值1萬美元、黃金等值2萬美元、鑽石、寶石

及白金等值新臺幣50萬元。外幣、新臺幣及人民幣除免予申報額度以外，如有超

額或未申報，都逕予沒入；有價證券、黃金、鑽石則就超過部分分別科處罰鍰。  

洗錢行為涉及刑事責任部分，舊法第11條，只規定有第2條第1款的洗錢行

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有第2條第2款洗錢

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法後這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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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列為第14條，規定只要有第2條各款所列的洗錢行為，就應處以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規定處罰未遂犯，罰則顯然比舊法

為重，因此又在第3項中明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

本刑之刑。」以資平衡。  

這次修法，新增的第16條有二處特殊規定，值得一提：第一、是法人的代表

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洗錢之罪者，除處罰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並科以各該條所定之罰金。這便是要法人注意所屬人員不要有洗錢

行為，否則要連帶受罰。第二、在國外犯了洗錢罪，照常要受到這法的追訴處罰，

是刑法第7條的例外規定！  

（本文摘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時事專欄」，登載日期為106年7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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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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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髓知味  

阿國是區公所約僱人員，擔任秘書室總務工作，經辦新臺幣10萬元以下小額

採購案件。 

某次更換活動中心鐵捲門採購案件，廠商為感謝阿國而致贈新臺幣6,000元

紅包。之後阿國食髓知味，於舉辦活動需要帳棚、桌椅等物品租用時，向廠商索

取回扣，廠商也很「上道」地於活動後奉上新臺幣1萬6,000元的紅包。 

阿國覺得這樣獲得金錢相當容易且報酬很高，於是在經辦之各項採購案件，

有時請廠商自行表達心意，有時規定一定金額，或是依採購金額一定比例計算等

不同方式向廠商索取回扣。 

阿國因為這樣多了很多額外的收入，物質生活過的更加充足富裕，但是他

的行為有沒有違法呢？  

一、解析 

阿懋的行為，可能觸犯「刑法」第 132 條第 2 項之過失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罪： 

（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2 條規定，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

處斷；又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建築或經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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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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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舞弊情事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之罰金，該罪構成要件如下： 

1、公務員：依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係指下列人員： 

（1）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2）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

有關之公共事務者。 

2、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收取回扣： 

（1）本罪限於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而收取者始

足稱之，係為著重保障公用工程及公物之品質，特予明文嚴禁公

務員就經辦上述採購過程收取回扣，以免廠商偷工減料降低品

質，本罪乃公務員重大貪污行為，不論公務員有無違背職務之行

為，均課以該罪刑。 

（2）回扣：係指就應給付之建築材料費或工程價款或器材、物品之價

金，與對方期約，提取一定比率，或扣取其中一部分，圖不法之

所有而從中圖利之謂，並且須行為人主觀上有為自己或第三人圖

得不法利益為限。 

（二）本案中，阿國為區公所約僱人員，負責小額採購案件，為依法令服務

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他為圖不



 

 14 

法利益，藉辦理採購案件，用各種方式主動向廠商要求給付一定款

項，成立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物品收取回扣罪。 

二、小叮嚀 

阿國身為經辦工程及採購業務之公務人員，竟因個人私慾，索取回扣，使

廠商因而偷工減料，降低工程品質，此舉足以對公用工程或採購之品質造

成潛在危險，嚴重傷害公共利益。一旦遭到判刑，將面臨 10 年以上有期

徒刑，並追繳犯罪所得，同時喪失公務員身分，付出慘痛的代價。 

三、參考判決 

高雄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389 號判決。 

（本文摘自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案例彙編」）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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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小失大 

小王在政府機關任職多年，對許多事務已

非常熟悉，也深諳變通之道，因此能讓業務推

行更為順利。 

近來，小王經常申報加班，但實際上卻在加班時間內外出散步，甚至與同

學喝咖啡，聚會結束後再回到辦公大樓刷卡下班。許多同事都向人事處承辦加

班業務的老陳投訴，在小王加班時間內要找他討論緊急公務時遍尋不著，卻發

現他在對街的商場與朋友聚會說笑。老陳查詢相關文件，小王有疑義的加班費

已累積新臺幣 1,000 元。老陳左思右想，不知該如何處理，最後只好找主管商

量，在主管允許下調閱監視器，確認小王不在勤卻申報加班的事實。 

小王雖然請款只有新臺幣 1,000 元，但是他不實申報加班的行為有沒有違

法呢？ 

一、解析 

小王浮報加班費的行為，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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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萬元以下罰金，該罪構成要件如下：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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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係指假借職務上一切機會，予以利用者而言；其

所利用者，包含職務本身固有之事機及由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並不

以職務上有決定權者為限。 

2、詐術：傳遞與事實不符之資訊，足以使他人陷於錯誤之欺罔手段。 

3、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必須因詐術行為，使人陷於錯誤，進

而交付本人或第三人之物。 

（二）本案中，小王已於單位內任職數年，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其浮報加班時數以溢領加班

費之行為，係以提供不實資訊之欺罔手段，使他人陷於錯誤而交付加

班費之實施詐術行為，成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二、小叮嚀 

小王取得公僕資格後，一直引以為榮，並積極深耕業務相關知識多年，而

後漸漸爬升至眾人欽羨之職位。然其貪圖區區千餘元的小利而不實申報加

班，不僅造成其他同事的困擾，更讓多年的努力化為灰燼，大家應以此為

警惕。 

三、參考判決 

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383 號判決。 

（本文摘自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案例彙編」）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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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陳不誠 

小陳擔任公所建設課之臨時約聘人員，負責專案工程協辦及主管臨時

交辦事項，惟在北部生活支出龐大，到了月底薪水難免捉襟見肘，鬱悶心

情常以抽煙方式紓壓。 

小蔡為公所外包道路修復廠商，小陳與小蔡常於辦公閒暇之虞，在公

所後方抽煙聊天，某日兩人談至經濟壓力繁重，小陳主動向小蔡表示將浮

報道路養護工程數以詐領工程款，為避免遭人發現，已打散分配在數個地

點，每個地點僅浮報200或300平方公尺，小蔡知情後擔心遭人發現，小陳

告訴他浮報數量相關資料已送到公所無法抽回，之後小陳不實登載其曾至

工程施作現場監工，並於辦理結算前填載不實之工程數量於監工日報。 

為免公所主計人員發現，小陳以浮報後的數量計算工程款，來製作動

支經費請示單、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程決算書、竣工驗收表、結算明

細表及工程數量計算表，並向公所呈報後請款，詐得新臺幣20萬元。 

小陳浮報數量的行為有沒有違法呢？ 

一、解析 

小陳的行為，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經辦公用工程

浮報數量罪： 

（一）依「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

斷；又依「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建築或經辦公用工

廉政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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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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之

罰金，該罪構成要件如下： 

1、公務員：依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公務員係指下列人員： 

（1）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2）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

有關之公共事務者。2、建築或經辦公用工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

品。 

2、浮報價額數量：所謂浮報價額數量，係指就原價額、數量故為提高，

以少報多，從中圖利。 

（二）本案中小陳身為公所臨時約聘人員，負責專案工程協辦及主管臨時交辦

事項，為圖不法利益，欲浮報道路養護工程2,000平方公尺以詐領不法利

益，並利用驗收查核漏洞，於結算時透過監工日誌、動支經費請示單等

文書浮報工程數量，使不知情的主計人員誤信文件為真並核發款項，係

藉經辦工程浮報數量之行為，成立經辦公用工程浮報數量罪。 

二、小叮嚀 

「誠信」是人格價值的表現，做人不誠將難以立身，小陳因經濟壓力大，

即利用職務浮報工程數量詐得財物，此舉除嚴重傷害國家公務員形象，小

陳也將飽嘗失去誠信的惡果，成為最負面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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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判決 

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324號判決。 

（本文摘自新北市政府政風處「廉政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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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網路服務平臺安全使用—線上刷卡，小心盜刷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TOP 

資訊安全-1 



 

 21 

 

 

【漫畫】電腦安全防範—有「備」無患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TOP 

資訊安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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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行動上網安全—「免費版」真的免費嗎？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TOP 

資訊安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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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購物提高警覺，小撇步防詐騙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的調查，2016

年國人平均每人年網購總金額高達2萬7千多元，較

2015年成長12%。然而，網路購物的興盛，也成為不

法之徒覬覦的目標。按照警政署165反詐騙專線提供

的資料，經濟部要先提醒消費者，一般常見的網路購物詐騙特徵如下： 

一、於非上班時間接到客服電話：詐騙集團通常利用非上班時間進行詐

騙，以使民眾無從向原購買店家確認，再次提醒消費者，網購平臺

不會以電話方式進行通知。 

二、接到來電號碼顯示有「+0」即有可能為詐騙電話：電信業者就來自

境外的電話，會顯示＋號，若電話號碼顯示＋及國內私人公司或公

務單位電話，即為詐騙電話。 

三、接到網購業者客服來電：表示誤設為分期付款、誤按購買數量將強

制扣款，要求至ATM操作解除分期付款，或購買遊戲點數折抵款項，

提醒消費者ATM自動提款機無解除分期付款功能，要求至ATM解除分

期付款即為詐騙電話。 

四、以通訊軟體私下交易：部分詐騙集團會運用網拍平臺刊登商品資訊，

消保資訊-1 



 

 24 

而後請消費者以通訊軟體私下交易以節省相關費用，提醒消費者私

下交易若產生糾紛或詐騙，因平臺未留下任何資料將無法協助處

理，這也是一種詐騙集團利用消費者貪小便宜的詐騙手法。 

五、網拍購物需留意賣家評價：於拍賣平臺進行購物時，需留意賣家的

評價，如賣家評價不高、短期間評價飆升或評價多為結標後馬上就

有好評等，都需特別留意，以免產生糾紛或受詐騙。 

六、無連絡方式、太便宜，提醒消費者千萬別輕易相信：最近透過臉書

廣告，出現不少以「貨到付款+免運費」，但無連絡方式之新詐騙手

法，提醒您小心慎選，以防止詐騙集團詐騙。 

建構安全的購物環境是網購業者及平台基本的責任，雖詐騙集團及駭客

之各項手法不斷翻新，但業者仍需不斷精進資安及個資管理技術與能力，以

使網站能維持相當之安全性使民眾樂於上網購物。為使民眾能有一個安全、

可信任的網路購物環境，本部將與警政署、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

會、網購業者及平台分別運用資安輔導、防詐騙宣導、行政檢查、詐騙偵查

等方式，建構一個更為安全之網購環境，減少民眾遭網購詐欺，提升民眾網

購之信心。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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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用輪胎」國家標準規定使用年限， 

強化行車安全 

 資料來源：(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為維護民眾行車安全，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於106年6月12日修訂公布CNS 

4879「機車用輪胎」，規定(1)超過製造日期6年之新輪胎不得安裝於機車(包

括機踏車)。(2)建議輪胎使用期限自製造日期起最長為10年，並依實際使用

狀況，得縮短之。以供各界參考依循。 

標準檢驗局表示，依公路監理單位統計，至106年6月，臺灣機車數量約

1,371萬輛，使用數量龐大，機車輪胎不僅承受機車的全部載重，更攸關車輛

抓地、排水等性能，輪胎品質的優劣直接影響行車安全，考量輪胎主要為橡

膠製品，橡膠材料會有老化問題，隨時間增長，輪胎品質可能有所變異，因

此修訂國家標準增列安裝及使用年限規定。該局另表示，已於106年7月3日辦

理預告修正「應施檢驗機車用輪胎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預定於明(107)年5

月1日起查核新品「機車用輪胎」商品製造日期，製造日期超過6年者不得於

國內市場上販售，後續將持續落實執行輪胎檢驗業務，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該局提醒消費者選用輪胎須注意下列事項，以保障行車安全： 

一、購買貼有「商品檢驗標識」的新胎。 

二、識別輪胎製造日期，方法為胎邊烙印之4個數字，前2碼代表生產週

別，後2碼代表生產年分（西元年），例：1917代表西元2017年第19

消保資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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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三、確認胎面磨耗指示平臺，每個輪胎須在胎面主要溝槽內，沿外周上

等距離設置3處以上之磨耗平臺，並在兩側胎肩部設置其指示之記號

(例：△)。磨耗平臺距離溝底高度不小於0.8mm。當輪胎磨耗到此磨

耗平臺時，不宜繼續使用。 

四、養成定期檢查輪胎之習慣，除注重輪胎使用狀況(包括胎紋深度、胎

壓等)外，一旦發現輪胎有龜裂、切傷、釘刺、挾石頭等受損情形，

要儘速請專業人員檢查、修補或更換。而輪胎為橡膠製品，會隨著

時間老化而縮短使用壽命，自製造日期起超過10年者更不宜再使用。 

相關標準資訊（料）已置放於該局「國家標準(CNS)網路服務系統」，網

址為http://www.cnsonline.com.tw，歡迎各界上網查詢。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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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反毒策略 

 

 

一、前言 

多年來，政府在反毒工作的投入不遺餘力，但毒品氾濫問題始終未能獲

得有效控制。面對當前毒品現況與困境，行政院於106年5月11日提出「新

世代反毒策略」，預計未來四年（106-109）投入100億經費，透過阻絕毒

品製毒原料於境外、減少吸食者健康受損、減少吸食者觸犯其他犯罪機

會、強力查緝製造販賣運輸毒品，降低毒品需求及抑制毒品供給。 

二、新世代反毒策略  

有別於以往以「量」為目標之查緝方式，新世代反毒策略是以「人」為

中心追緝毒品源頭，以「量」為目標消弭毒品，其主要措施有五大主軸： 

(一)防毒監控：阻絕境外、強化檢驗  

1.添購快速鑑定儀器，增加高風險原料藥之進口抽查、後續稽查比例，

提升邊境阻絕毒品能量。  

反毒專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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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擴充新興毒品檢驗能量，包含建置新興毒品標準品分析圖譜， 提升

公、民檢驗實驗室鑑驗能力。  

(二)拒毒預防：零毒品入校園  

1.各學校與轄區派出所合作，建立吸食毒品熱點巡邏網；精進教育單

位通報措施。 

2.加重校長、學校防毒責任；如，列為校務考核項目。 

3.就學生吸毒個案，以一人一案專案輔導、轉介、追蹤。 

(三)緝毒掃蕩：反毒零死角  

1.以科技化緝毒策略，整合跨部會資源建構全國毒品資料庫，呈現各

地區毒品網絡圖像，精準溯源斷根。 

2.強力打擊社區型中小盤販毒網，進行定期與不定期全國毒品大掃

蕩，並全面建立「友善通報網」。 

3.建立區域聯防規劃督導機制。 

4.建立偏鄉毒品問題通報網，並強化毒品藥頭查緝。 

5.建構軍中毒品通報及查緝機制。  

(四)戒毒處遇：多元、具實證且連續之處遇服務  

1.提升藥（毒）癮治療處遇涵蓋率。 

2.建置北中南東四個整合性毒藥癮醫療示範中心。 

3.增設治療性社區與中途之家。 

4.推動美沙冬替代治療跨區給藥服務及強化偏鄉替代治療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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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以家庭為中心之家庭支持服務，促進藥癮者重返家庭。 

6.連結網絡資源加強就業準備，以一案到底服務促進就業。 

7.將地方毒防中心主政機關由法務部改為衛福部，深化地方毒防中心

的醫療戒治與輔導功能。 

8.評估法務部矯正署戒治所轉型及建置以醫療及復歸社會服務為核

心，戒護為輔的戒治模式。 

(五)修法策略  

1.提高製造、運輸、販賣毒品之刑度及罰金刑。 

2.販賣毒品予未成年人及懷胎婦女、及製造、運輸、販賣混合型毒品

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3.修改第一、二級毒品持有罪之要件，將「純質淨重」修正為「淨重」，

降低檢驗成本及符合各國通例；並調降持有第三、四級毒品入刑標

準，由「純質淨重」20公克降為5公克，降低第三、四級毒品流通之

風險。 

4.對於多次施用三、四級毒品者，先施以裁罰、講習、身心輔導等行

政措施，未完成身心輔導或三年內四犯以上者，則施以刑罰之「先

行政處遇後司法制裁」模式，提升預防及嚇阻效果。 

5.引進擴大沒收制度，斬斷毒販金流。 

6.研議新興毒品之類似物質一次列管修法，彌補新興毒品列管前之法

律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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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修正防制毒品危害獎懲辦法，以查人、量並重模式，獎勵緝毒，向

上溯源。 

8.建立國軍涉毒案件通報溯源機制。 

9.持續推動特定營業場所毒品防制責任之立法，以建立安全、乾淨的

娛樂環境，避免群聚施用毒品。 

三、結語 

毒品防制攸關社會安全與國家發展，新世代反毒策略，將以更周延的做

法，徹底打擊毒品犯罪及免除毒品危害。同時，如同林全院長106年5月

11日行政院院會中所表示：「毒品防制是一場需要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

間齊心協力，全力出擊的關鍵戰役。呼籲各級政府、社會各界，一起向

毒品宣戰，讓下一代真正遠離毒品危害。」 

（資料來源：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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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專區-1 
 認識毒品 

 

反毒專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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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毒品 

鴉片 

 

毒品來源：罌粟(Papaver Somniferum)未成熟蒴果經割傷果皮後，滲出之白色

乳汁乾燥凝固而得。含鴉片生物鹼約25種。 

毒品性狀：形狀不一，呈圓球形、扁餅形、磚塊或不規則形，呈棕色或黑色，

俗稱阿芙蓉或福壽膏。 

濫用方式：以附煙袋鍋之長管抽吸。 

使用毒害：使用初有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會產生夢幻現象。過量使用造成

急性中毒，症狀包括昏、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具高度心

理及生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後停藥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

流汗、流鼻水、易怒、發抖、惡寒、打冷顫、厭食、腹瀉、身體捲

曲、抽筋等禁斷症。一旦成癮極難戒治。 

嗎啡 

 

毒品來源：由鴉片提煉出的白色粉末。 

毒品性狀：具光澤無嗅味苦之極微細白色針狀結晶粉末。通常裝入小紙如包藥

般包裝或以封口塑膠帶方式流通市面。 

濫用方式：口服、抽吸、鼻吸或注射。 

使用毒害：使用初有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會產生夢幻現象。過量使用造成

性中毒，症狀包括昏睡、呼吸抑制、低血壓、瞳孔變小。具高度心

理及生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後停藥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

流汗、流鼻水、易怒、發抖、惡寒、打冷顫、厭食、腹瀉、身體捲

曲、抽筋等禁斷症。一旦成癮極難戒治。 

海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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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來源：嗎啡與醋酸酐加熱反應成為海洛因。 

毒品性狀：成分為高純度海洛因 Heroin，呈塊狀白色結晶。 

濫用方式：口服、抽吸、鼻吸或注射。 

使用毒害：使用初有欣快感，無法集中精神，會產生夢幻現象。具高度心理及

生理依賴性，長期使用停藥會發生渴求藥物、不安、流淚、流汗、

流鼻水、易怒、發抖、惡寒、打冷顫、厭食、腹瀉、身體捲曲、抽

筋等禁斷症。 

古柯鹼 

 

毒品來源：由古柯葉提煉而得，哥倫比亞、祕魯、玻利維亞、古巴為主要產地。

美國及中南美洲為主要濫用地區。 

毒品性狀：鹽酸古柯鹼(cocaine HC1)為無色或白色薄片狀結晶性粉末，味苦，

具舌麻痺感，又稱為可卡因。 

濫用方式：鼻吸、吸煙。 

使用毒害：使用後產生興奮、發抖、心跳加速、血壓上升、被害妄想、幻覺。

大量使用引起精神錯亂思想障礙，長期使用引起失眠、躁動或妄想

性神經病。過量引起呼吸抑制。停藥之脫癮症狀與安非他命類似，

包括精神呆滯、昏睡、易怒、煩躁不安、憂鬱，有自殺的傾向。 

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 

 

毒品來源：由鹽酸麻黃素合成。國內濫用之安非他命主要為甲基安非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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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性狀：純品為無色至淡黃色油狀物，其鹽酸鹽或硫酸鹽為微帶苦味之白色

結晶體粉末。甲基安非他命鹽酸鹽結晶如細碎冰塊，匿稱冰塊(Ice)

目前市面流通之包裝已由保濟丸瓶裝改為封口小塑膠袋裝。 

濫用方式：口服、注射或鼻吸或與菸草混合後抽吸。 

使用毒害：興奮中樞神經，雖具有欣快、警覺及抑制食慾之作用，重複使用會

成癮，中毒症狀包括多話、頭痛、錯亂、高燒、血壓上升、盜汗、

瞳孔放大、食慾喪失。大劑量使用引起精神錯亂，思想障礙，類似

妄想性精神分裂症，多疑、幻聽、被害妄想等，長期使用導致器官

性腦症候羣。有高血壓及腦中風之危險。停用之脫癮症狀包括精神

呆滯、昏睡、易怒、煩躁不安、憂鬱，有自殺之傾向。 

大麻 

 

毒品來源：基源植物為印度大麻(Cannabis Sativa L.var Indica Lamarck)生

長於溫帶或熱帶氣候。 

毒品性狀：一年生植株為單一經草本，主根明顯；多年 生植株形如灌木，以枝

及根鬚為主；莖直立，密生細柔毛，掌狀深裂複葉，互生具長葉柄，

莖下部葉對生，小葉 3~9 枚，針形先端尖邊緣粗鋸齒，上下表皮有

鐘乳體及腺毛。雌雄異株。主要成分(Tetrahydrocannabinoid,THC)

富含於葉及雌花。大麻植物頂端之樹脂分泌物乾燥之大麻製劑，在

中東及北非地區稱為 Hashish，遠東地區稱 Charas，為含大麻酚濃

度最高者。 

濫用方式：吸煙或煙斗抽吸。 

使用毒害：使用初有欣快感，劑量增加會引起懶散、意識混亂、無方向感、時

扭曲、動作協調差、記憶、思考、注意力、判斷力下降，稱為「動

機缺乏症」。在生理上會造成頻脈、發汗、眼結膜紅腫、步履不穩、

眼球震盪等影響。較強之 Hashish 製劑常有幻覺及精神病反應。精

神分裂症病人如吸食大麻則會使精神病症狀加劇。大麻被認為是海

洛因、古柯鹼等強烈藥物中毒者的入門藥物，常與酒精合併濫用。 

MDMA搖頭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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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來源：為亞甲雙氧甲基安非他命之簡稱。為安非他命類似物質。 

毒品性狀：白色藥片、膠囊，亦有粉紅色或其他顏色。俗稱亞當、狂喜、搖頭

丸。 

濫用方式：口服。 

使用毒害：興奮中樞神經並具迷幻作用。食慾不振、牙關緊閉、噁心、肌肉痛、

運動失調、流汗、心悸、疲倦及失眠。引起之毒性包括體溫過高、

血管疾病、心律不整。致命的毒性包括橫紋肌溶解、散布性血管內

凝集及急性腎衰竭。體溫過高為 DMA 中毒主要特色，可高達攝氏 43

度，由於藥物作用加上脫水及身體奮力而造成的高體溫可致死。與

安非他命及古柯鹼同，會產生心理依賴造成強迫性使用，引致抑鬱

及精神錯亂，亦時有惶恐不安感，甚至自殺之傾向。由於中樞神經

抑制能力減弱，加之易產生不會受傷害的幻想，濫用者往往對行為

能力的安全性掉以輕心，造成意外。 

LSD(搖腳丸、一粒沙) 

 

毒品來源：源於麥角菌，由麥角素半合成而得，為最強烈的迷幻藥。 

毒品性狀：為白色結晶體，效力強，服用前須先混合其他物質，常將液體滴在

吸墨紙、方糖、玩具城郵票等傳遞物上。 

濫用方式：口服、抽吸或注射。混入飲品中不易察覺。 

使用毒害：使心境、意識、視覺、行為發生變化。出現逼真幻覺，時空扭曲、

產生聯想、嚴重精神錯亂。長期使用會幻想以前的旅程片段，產生

「到敘」現象。中毒特徵包括無法預測自我機能障礙、性情不安、

思想干擾、行為無法控制的危險，瞳孔放大對光反應。過量可能致

死。 

俗稱液態快樂丸的 G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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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毒害：被列為美國三大濫用藥物之一，在美國每年有近千名濫用者，美國

1995 年至今已有 32 人死亡。GHB 服用後 10 到 20 分鐘即發生作用，

可持續長達 4 小時之久，其作用長短視劑量而定。在低劑量時，可

減輕焦慮產生鬆弛作用；然而，當劑量增加時，會讓人睡覺，最後

昏迷或死亡。 

GHB 不良作用：噁心、嘔吐、頭痛、反射作用喪失，可能很快失去意識、昏迷及

死亡，與酒精並用會更加劇其危險性。 

 

第三級毒品 

FM2 強姦藥丸 

 

毒品來源：由鹽酸麻黃素合成。國內濫用之安非他命主要為甲基安非他命。 

毒品性狀：製成藥片劑型，有的錠劑上打印 FM2 字樣及十圖案，俗稱十字架。 

濫用方式：口服。 

使用毒害：為強力安眠藥，迅速誘導睡眠，如依照醫生指示使用，會使緊張及

焦慮減輕，有安詳鬆弛感。具心理及生理依賴性。過量使用會引起

嗜睡、注意力無法集中、神智恍惚及昏迷現象，並造成反射能力下

降、運動失調、頭痛、噁心、焦躁不安、性能力降低、思想及記憶

發生問題、精神紊亂、抑鬱等情況。急性中毒因中樞神經極度抑制

而產生呼吸抑制、血壓驟降、脈搏減緩、意識不清及肝腎受損終至

昏迷而死。安眠鎮定劑是意外或非意外過量用藥事件中最常見者，

不論劑量多寡，都可能對駕駛或操作複雜儀器等技能造成不良影

響。禁斷症候包括焦慮、失眠、發抖、妄想、顫語、痙攣，亦有可

能致死。 

愷他命 Ketamine+Ephedrine+Caff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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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來源：屬巴比妥酸鹽製劑。 

毒品性狀：白色帶苦味無氣味粉末，作成膠囊。 

濫用方式：口服、鼻吸、煙吸及注射方式施用。 

使用毒害：使 Ketamine 俗稱 K 仔、Special K 或 K，與 PCP(Phencycline)同屬

芳基環己胺類結構，是用於人或動物麻醉之一種速效、全身性麻醉

劑，常用於診斷或不需肌肉鬆弛之手術，尤其適合用於短時間之小

手術或全身麻醉時誘導之用。較常見之副作用為心搏過速、血壓上

升、震顫、肌肉緊張而呈強直性、陣攣性運動等，部分病人在恢復

期會出現不愉快的夢、意識模糊、幻覺、無理行為及胡言亂語，發

生率約 12％。Ketamine 以口服、鼻吸、煙吸及注射等方式施用藥效

約可維持一小時，但影響吸食者感覺、協調及判斷力則可長達 16 至

24 小時，並可產生噁心、嘔吐、複視、視覺模糊、影像扭曲、暫發

性失憶及身體失去平衡等症狀。由於它也可使人產生無助、對環境

知覺喪失，並伴隨著嚴重的協調性喪失及對疼痛感知降低，此種情

況往往令服食者處於極度危險狀態。長期使用會產生耐受性及心理

依賴性，造成強迫性使用，停藥後雖不會產生戒斷症狀，但不易戒

除。 

白板 

 

毒品來源：屬禁用之安眠鎮靜類製劑。 

毒品性狀：主成分為 Methaqualone，白色結晶性粉末製成錠劑。 

濫用方式：口服。常被混在酒精、鎮定劑、可待因及大麻中服用。 

使用毒害：抑制中樞神經，成癮者服用後感到高潮式快感，隨之有平靜祥和感，

發生感覺異常及異常出血現象、流鼻血、白血球稀少及再生不良性

貧血等致命併發症。為達更 大快感，增加劑量後產生之中毒現象

如：全身痙攣式抽搐、肌張力增加、瞳孔放大、發抖、支氣管分泌

及唾液增多，肺水腫。造成低血壓、呼吸抑制、休克現象，如未及

時急救會導致死亡。停藥三至五天後產生頭痛、噁心、厭食、腹絞

痛、發抖、失眠等 禁斷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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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發 

 

毒品來源：屬巴比妥酸鹽製劑。 

毒品性狀：白色帶苦味無氣味粉末，作成膠囊。 

濫用方式：抑制中樞神經，短期間低劑量服用大多產生鬆弛與安寧感，有時則

感到興奮並可能出現思想障礙及動作不協調。 

使用毒害：使重劑量使歡欣感加重，說話含糊行動笨拙，血壓下降及呼吸減慢

的警訊常被忽略而導致呼吸停止而死。 

長期服用導致失眠、長期疲勞、記憶力、判斷力及思想受損、抑鬱、

情緒問題惡化、反應遲鈍、呼吸困難、暈眩。 

造成心理及生理依賴，耐藥性強，產生歡欣感之劑量與致死量差距

甚微，長期大量使用者小量增加即可致死。 

停藥三至五天即有典型禁斷症狀出現，包括持續性抽搐、頭疼、噁

心、嘔吐、肚子絞痛、發抖、失眠、躁動及姿態性低血壓。 

紅中 

 

毒品來源：屬巴比妥酸鹽製劑。 

毒品性狀：白色帶苦味無氣味粉末，作成膠囊。口服或注射。有時與酒精、安

非他命、海洛因等混合使用，危險性增高。 

濫用方式：抑制中樞神經，短期間低劑量服用大多產生鬆弛與安寧感，有時則

感到興奮並可能出現思想障礙及動作不協調。 

使用毒害：中樞神經抑制劑重劑量使歡欣感加重，說話含糊行動笨拙，血壓下

降及呼吸減慢的警訊常被忽略而導致呼吸停止而死。長期服用導致

失眠、長期疲勞、記憶力、判斷力及思想受損、抑鬱、情緒問題惡

化、反應遲鈍、呼吸困難、暈眩。造成心理及生理依賴，耐藥性強，

產生歡欣感之劑量與致死量差距甚微，長期大量使用者小量增加即

可致死。停藥三至五天即有典型禁斷症狀出現，包括持續性抽搐、

頭疼、噁心、嘔吐、肚子絞痛、發抖、失眠、躁動及姿態性低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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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眠（Nimetazepam） 

 

毒品來源：名Ｅｒｉｎｉｍ的「一粒眠」，主要成分為「硝甲西泮」，作用為中

樞神經抑制劑，臨床醫學用來治療焦慮、失眠、酒精戒斷以及肌肉

緊縮等症狀，現已名列第四級毒品。 

毒品性狀：根據醫學臨床經驗，長期使用「一粒眠」，只要超過四周以上，及產

生藥物依賴性且長期使用者，將對其記憶力、注意力等造成障礙。

若併用其他藥物，如酒精或搖頭丸等藥物，將對智力造成損害。 

濫用方式：口服。 

使用毒害：長期使用會產生耐藥性、依賴性及出現嗜睡、步履不穩、注意力不

集中、記憶力和判斷力減退等症狀，突然停藥亦會產生戒斷症候群。

單純只是使用過量患者，大都呈現肌肉過度鬆弛及深度睡眠狀態，

較少造成死亡，惟若與酒精或其它中樞神經抑制劑併用，則危險性

大為提高，許多濫用者因精神恍惚造成意外或因吸入嘔吐物而致死。 

 

第四級毒品 

煩寧 

 

毒品來源：屬苯二氮泮類鎮定安神劑主成分為 Flunitrazepam 2mg。 

使用毒害：長期使用會產生耐藥性、依賴性及出現嗜睡、步履不穩、注意力不

集中、記憶力和判斷力減退等症狀，突然停藥亦會產生戒斷症候群。

單純只是 BZD 使用過量患者，大都呈現肌肉過度鬆弛及深度睡眠狀

態，較少造成死亡，惟若與酒精或其它中樞神經抑制劑併用，則危

險性大為提高，許多濫用者係因精神恍惚造成意外或因吸入嘔吐物

而致死。 

Xanax (俗稱蝴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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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性狀：成分為 Alprazolam，屬苯二氮泮類安眠鎮靜劑，列屬第四級管制藥

品管理。 

濫用方式：口服。 

使用毒害：俗稱蝴蝶片之 Xanax(Alprazolam)。該類藥品長期使用會產生耐藥

性、依賴性及出現嗜睡、步履不穩、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和判斷

力減退等症狀，突然停藥會產生戒斷症候群。單純只是 BZD 使用過

量患者，大都呈現肌肉過度鬆弛及深度睡眠狀態，較少造成死亡，

惟若與酒精或其它中樞神經抑制劑併用，則危險性大為提高，亦有

許多濫用者因精神恍惚造成意外或因吸入嘔吐物而致死。 

（資料來源：國立中正大學防制藥物濫用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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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素能夠預防大腸癌？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防治組 

依實證資料，大腸癌的發生，並非由單一原因所造成，大腸癌的致癌因子

包含「抽菸、飲酒、不健康飲食、不規律運動、體重過重等」。「吃素就不會得

大腸癌」的說法，並無實證。有些民眾以為吃素就是清淡飲食，然若在烹調時

使用過多的食用油或者攝取過多素料，也會增加罹患大腸癌的風險。 

想要遠離大腸癌，重要的關鍵是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掌握三個原則： 

一、多運動，天天量體重，維持健康體位｛BMI=體重（公斤）/（身高（公

尺）x 身高（公尺）｝在 18.5-24。 

二、清淡飲食的原則，首重烹調方式，應盡量以汆燙、水煮，茹素者能應

注意減少油量的使用與組合式素料的攝取，減少油炸、燒烤等烹調方

是。 

三、50 歲-74 歲者，可多利用國民健康署補助的每兩年一次糞便潛血檢查，

如果檢查結果為陽性，後續還需要接受大腸鏡確診。「早期發現、早期

治療」是「腸」保健康的關鍵。 

（摘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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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叮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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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認識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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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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