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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有理，自由無價 
■廉政工作與兩人權公約之案例解析 

 

某市政府工務局公務員志雄涉嫌收賄，觸犯《貪污治罪條例》遭受某司法

警察機關調查，3 位司法警察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與檢察官開立之傳票前往某市

政府工務局。司法警察於早上 8 點抵達，進入機關後要求志雄先關掉手機禁止

與他人通話，搜索志雄辦公處所完畢後，帶隊司法警察要求志雄一同前往志雄

的家中進行搜索，見志雄沈默不語，隨即以公務車載他前往。 

當日上午 11 時 30 分於搜索志雄住家完畢離去前，帶隊司法警察將傳票送

達志雄簽收，並要求他一同搭乘公務車前往接受詢問，此時志雄亦不表示意見。

司法警察初詢後，當日晚上 10 時載送志雄至地檢署由檢察官進行複訊。檢察官

訊問完畢後，於深夜 11 時許，認志雄涉犯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有期徒刑重罪，

且有串證之嫌，當庭逮捕志雄，並於隔日上午 8 時將他解送至法院，向法院聲

請羈押。 

法令天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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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羈押裁定程序中，志雄主張其早在搜索之時就受到實質的逮捕。之後被帶

往司法警察機關詢問時，他已無自由可言，且司法警察從未告知他可開自己車子

或由親友陪同，也未告知他得與辯護人接見。 

 

 

◆ 司法警察在犯罪嫌疑人志雄未表示意見的情形下，要求其配合搜

索、由司法警察陪同赴其住宅搜索及至司法警察機關接受詢問等行為，

是否已構成對志雄人身自由之拘束而侵害到他的人權？ 

◆ 司法警察詢問前，未告知志雄可要求與辯護人接見，有無違反其人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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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政公約》第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

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

任何人之自由。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並應

隨即告知被控案由。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

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

放。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

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任何人受非法

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 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剝奪自由時，有權由法院決定拘禁

是否合法。如個人聲稱被剝奪了自由，國家違反《公政公約》規

定的情況下，須向他提供有效的救濟(人權事務委員會第8號一般

性意見第1段)。 

◆ 《公政公約》第9條第3項規定，因刑事案件被逮捕或拘禁的

人，應被「迅速」移送法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力的官

員(人權事務委員會第8號一般性意見第2段)。 

◆ 審前羈押為例外情況，期限應當儘可能縮短，且應符合《公

政公約》第9條第3項規定「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人權事務

委員會第8號一般性意見第3段)。 

◆ 如果出於公共安全的理由，採取所謂預防性羈押措施，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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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依法律規定的程序，必須告知當事人被羈押之理由，必須由

法院管制拘禁措施，以及執行機關在違反規定時應對被羈押之

當事人加以賠償(人權事務委員會第8號一般性意見第4段)。 

 

 

一、本案司法警察要求志雄一同前往其住宅執行搜索，此係依《刑事訴訟

法》第150條第1項之被告在場權利，乃基於避免搜索扣押時可能出現

程序之適法性問題及栽贓陷害之爭執。司法警察搜索時要求志雄關掉

手機禁止與他人通話，則係依《刑事訴訟法》第144條為搜索現場管

控，以確保搜索或扣押之順利執行。 

二、《公政公約》第9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

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

之自由。本案司法警察送達傳票並要求志雄一同前往司法警察機關等

候詢問，此執法目的在防止被告勾串，雖非《憲法》第8條所稱之逮

捕拘禁，亦非對志雄為實質拘提或逮捕，惟仍須注意是否符合法律程

序，以免對志雄人身自由形成拘束。 

三、本案司法警察於詢問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告知志雄得選

任辯護人，但因志雄並未被拘提或逮捕，依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2項

規定，司法警察縱於詢問前未主動讓志雄與其律師接見會談，其處置

並未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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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嫌疑人志雄隨同司法警察前往搜索地點及至該司法警

察機關接受詢問，為避免犯罪嫌疑人質疑人身自由受到拘

束，司法警察可以禮貌性提議搭乘公務車輛前往，如其堅

持自行前往，則以需確認其無滅證或逃逸之虞，徵得其同

意派員同行，以兼顧犯罪嫌疑人意思自由之任意性。 

二、檢察官發傳票傳喚犯罪嫌疑人志雄直接赴司法警察機關接

受詢問時，應由檢察官先行訊問，如認犯罪嫌疑人志雄有

先接受司法警察詢問之必要時，應經志雄之同意，並須載

明於筆錄及令其簽名。如志雄不同意接受司法警察繼續詢

問，須讓其離場或由檢察自行訊問。 

三、檢察官如擬由司法警察先行詢問犯罪嫌疑人志雄，應以發

指揮書或其他適當之方式，請司法警察機關發約談通知書

通知志雄赴司法警察機關接受詢問。司法警察對約談到案

之志雄詢問完畢後，如要將其再送交檢察官複訊，亦須得

其同意，並且載明於筆錄。在送交檢察官之過程中，不得

對志雄作形式上或實質上拘束自由之行為。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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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面埋伏 

■廉政工作與兩人權公約之案例解析 

 

 

老黃係營造公司負責人，承攬某公務機關

發包之工程，在工程完工驗收後向機關申請工程

款，然該公務機關承辦人阿忠竟刻意拖延請款進

度，並向老黃索賄，老黃甚為氣憤，兩人曾為此

在機關內發生口角。惟老黃為順利取得工程款，

遂同意阿忠的要求，而決定交付新臺幣 10 萬元賄款。 

司法警察小明接獲線報指出，老黃極有可能在近

日交付賄款，小明親率多位同仁，經多日埋伏守候，

終於發現老黃有交付賄款予阿忠的動作，小明見機不

可失，遂立即與執法同仁一擁而上，將兩人當場逮捕

並解送地檢署。惟阿忠事後卻以其未被告知遭逮捕之

法令天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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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且小明未出示拘票，係遭違法逮捕為由，向媒體及民意代表投訴。 

 

 

◆ 司法警察小明逕行逮捕老黃、阿忠，是否侵害兩人之人權? 

 

 

◆ 《公政公約》第 9 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

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

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捕人宣

告逮捕原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

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員，

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

釋放得令具報，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

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

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法，如屬非

法，應即令釋放。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

損害賠償。 

 

◆ 人身自由乃人民行使其各項自由權利所不可或缺之前

提，因此國家有義務予以保障，對於人身自由之限制，非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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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規定及踐行正當法律程序，不得為之。且因刑事案件被逮捕

之人，應依規定迅速解送檢察官或其他經法律授權行使司法權

力的官員（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8 號一般性意見第 1、2 段） 

 

 

一、《憲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

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

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

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二、《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第 1 項、第 92 條第 1 項及該條第 2 項

前段規定：「現行犯，不問何人得逕行逮捕之。」、「無偵查

犯罪權限之人逮捕現行犯者，應即送交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及「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者，

應即解送檢察官。」 

三、綜上，司法警察在案件偵查中，如發覺犯罪之人，固得依法傳

喚拘提，但遇有《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所定現行犯或準現行犯

之情形，則不問何人均得逕行逮捕之，不以有偵查權人未曾發

覺之犯罪為限。案例中阿忠、老黃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行、

收賄罪嫌，司法警察小明知有犯罪嫌疑者即開始偵查，並蒐集

證據，見時機成熟，於雙方交付賄款時，以現行犯逮捕，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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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亦無違反前開規定。此外，《公政公

約》第 9 條規定，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逮捕人宣告逮捕原

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由於《刑事訴訟法》對於逮捕犯

罪嫌疑人並無應當場向被逮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之規定，故司法

警察小明未告知阿忠逮捕原因並未違法，惟為貫徹《公政公約》

第 9 條之精神，此部分經檢討法令尚有不足，行政院及司法院

業建議修正《刑事訴訟法》第 89 條，將前揭規定納入，並已會

銜送請立法院審議中。 

《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所定現行犯或準現行犯，不問何人

均得逕行逮捕之，不以有偵查權人未曾發覺之犯罪為限，因該

條規定旨在防止犯人逃亡、湮滅罪證。故無偵查權之公務員或

民眾發覺現行犯亦得逕行逮捕，惟逮捕過程，依《刑事訴訟法》

第 89 條規定，仍應注意犯罪嫌疑人之身體及名譽，如使用強制

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90 條規定，不得逾必要之程度。另

依《刑事訴訟法》第 93 條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拘提或逮

捕到場者，應即時訊問。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有羈押之

必要者，應自拘提或逮捕之時起 24 小時內，敘明羈押之理由，

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所以當司法警察以現行犯逮捕犯罪嫌疑

人時，應如同小明一樣，立即將犯罪嫌疑人解送檢察官，以維護

當事人權益。↑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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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法雖無竊電刑罰，仍得依刑法處斷  

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民國36年12月10日公布施行的【電業法】，

許多年來雖有多次小幅度修正，但都未影響到這

法的完整架構。直至去（105）年底，立法院為

了迎接未來核能發電終止後的無核家園，以及強

化再生能源的營運，對【電業法】作出前所未有

的大規模修法，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本（106）

年1月26日公布，共有97條，其中的第6條第1項，自公布後6年施行，第45條第2

至4項規定，自公布之日起1年內施行，並由行政院定其施行日期。其他法條都自

公布日施行，並在第95條第1項中明定「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

以前，全部停止運轉。」  

一般法律的修正，都是針對原有法律條文的缺失進行添補，所以條文應是越

修越多，唯獨【電業法】這次大修法，條文非但未有増加，反而為之減少，主要

原因是修法者認為【電業法】性質上為行政法規，不宜夾雜有刑事處罰的規定在

內，因此將舊法罰則內與刑罰有關的法條全都刪除。光從【電業法】來看，好像

偷電行為目前已無刑事處罰，因此有人以為就算是霉運當頭，偷電時被當埸查

獲，最多在民事上賠些金錢，事情也就了結。不會像過去有刑事處罰時，情形嚴

重的甚至被送進監獄內吃牢飯。 

專家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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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真的抱有這般看法，那就大錯特錯了！電能企業經營者花大錢投資

設備，購買能源，雇用大量人力與使用物力，才能使發電機轉動，發出電力供工

業、事業與家庭等客戶使用，豈容不法之徒任意竊用。因此，在【電業法】制定

之初，即有第106條竊電行為應予處罰的明文。法條中訂有6款的竊電情形，有其

中之一情節者便是竊電，茲引述如下：  

一、未經電業供電，而在其供電線路上私接電線者。  

二、繞越電度表或其他計電器，損壞或改動表外之線路者。  

三、損壞或改變電度表、無效電力計、其他計電器之構造，或以其他方法使

其失效不準者。  

四、在電價較低之線路上，私接電價較高之電器者。  

五、包燈用戶，在原定電燈盞數及瓦特數以外，私自增加盞數或瓦特數者。  

六、電力用戶，在原申請馬力數、瓩數或仟伏安數以外，私自增加馬力數瓩

數或仟伏安數者。  

竊電的法定刑罰，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竊電行為被

查獲後，不只是由法院判刑了事，最主要的是要竊電者賠償竊用的電費，並由主

管機關經濟部訂定【處理竊電規則】，在這規則中，規定竊電處罰的方式和範圍。

還規定電業檢查有無竊電時，如遇到抗拒，電業還可以逕行停止供電。這次【電

業法】修正後，經濟部也依【電業法】第56條第2項修正為【違規用電處理規則】，

並已於今年的8月2日公布施行。這規則第6條明定按竊電狀況及追繳電費方式和

數額，電業可以逕行停止供電的不合理規定，也被取消。【電業法】修正前第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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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列6款竊電情況，雖在修法時自【電業法】中刪除，但在經濟部修正【違規

用電處理規則】時，已將其全部恢復，列入這規則第3條，作為違規用電也就是

偷電的定義。  

前面提到【電業法】刪除刑罰後，籲請有心人士不要太過於高與，原因是【電

業法】雖然沒有刑罰，可是其他法律仍然有處罰竊電的罰則存在，那就是現行【刑

法】第323條，這法條原始文字規定「電氣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所謂的

本章，指的是【刑法】第29章的竊盜罪章，這法條曾經過兩度修正，現行條文為

「電能、熱能及其他能量，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電能，本是【電業法】

的用語，【刑法】為求法律用語趨於一致，修法時將電氣修正為「電能」，所謂

「電能關於本章之罪，以動產論。」是因為「電」本身雖然是一種自然物，但經

由科技與人力加以控制開發，已可有效運用在工業、農業、家庭照明和調節室溫

等等，用途甚為廣泛，現代人的衣、食、住、行幾乎都不能缺少它。電既然為社

會多數人所需求，用電人就應該給付電業合理的報酬，電業才能日以繼夜不斷地

供應各方用電。不過，社會上有少數沒有良心的人，既要用電，又不想支付電費，

在這種情形下，想要兩者兼得，那只有用偷的，竊取他人電能的行為，早就可以

適用【刑法】來處理偷電案件，為什麼一直沒有人因為偷電而被法院用【刑法】

竊盜罪判處罪刑的新聞傳出？原因是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的普通竊盜罪，

所處罰的犯罪，是竊取他人的動產。摸不著、看不到的電能，在被定位為「以動

產論」後，雖可依竊盜罪論處，惟在【電業法】定有刑罰期間，內容又係規定電

業運營的一切事項，所定竊電刑罰的處罰，刑度又未低於普通法的【刑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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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刑法】的特別法。在特別法有效期間內，所有特別法所定的罰則，在法理

上都應優先適用特別法，普通法的【刑法】，這時就應停止適用。【電業法】修

正後既刪掉了刑罰，若有偷電行為，自應回歸普通【刑法】來處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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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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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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老公貪污的檢舉獎金 

一、案情摘要： 

A為甲機關環境衛生巡查員，負責環境衛生、垃圾清運及資源回收巡

查、舉發工作，知道民眾檢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之行為經查證屬實並處以

罰鍰者，依規定得獲得一定比例之罰鍰金額當作檢舉獎金，A為能領取檢

舉獎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其職務上主動稽查舉發之機會，

將所發現之數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佯稱係不知情之妻B所檢舉，並

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查證紀錄表」填載案件來源為「民眾檢舉」。 

嗣後受裁罰人繳納罰鍰後，由甲機關不知情之承辦人C辦理核發檢舉

獎金事宜，以郵寄方式將領據寄給B，並請B在領據上簽名。B明知其非案

件之檢舉人，竟容任A在領據上代簽及影印其國民身分證影本，使不知情

之承辦人C陷於錯誤，核撥新臺幣總計18萬元至B銀行帳戶，B明知上開帳

戶之檢舉獎金係A利用職務上機會所詐得之財物，竟仍予以收受花用。 

二、所犯法條：  

（一）A職務上稽查舉發機會，將所發現之數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佯

稱係不知情之妻B所檢舉，並於「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查證紀錄表」填

載案件來源為「民眾檢舉」之行為，觸犯刑法第213條「公務員登載

不實罪」 

（二）A利用上述方式向機關詐取檢舉獎金之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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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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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明知銀行帳戶內的18萬元為A貪污所得檢舉獎金，仍將該筆金錢領出

花用，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5條「收受貪污所得贓物罪」。 

三、收受貪污所得贓物罪處罰規定 

明知因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至第6條之罪所得之財物，故為收受、搬運、

隱匿、寄藏或故買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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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治罪條例第15條）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案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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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下屬 

一、案情概述： 

A為甲機關技術員，負責廢棄品收繳、分類、儲存及配合廠商就廢棄

品標售提領作業等工作。 

某年乙公司得標甲機關「○○○廢品標售」採購案，A擔任廢品庫廢

品管理人之職務，對該等廢品之提領作業有指揮監督廠商職權，竟基於藉

勢、藉端勒索財物之犯意，向乙公司之負責人B要求支付80萬元，B不甘被

勒索，遂於交付現金時錄音錄影， B再將錄音帶及錄影光碟透過甲機關不

知情承辦人C轉交給A之主管D。 

嗣後D於檢視錄影帶發現上情，旋約談A說明，約談間A坦承確實有收

取廠商現金，惟D恐舉發上述貪污犯行，將導致採購案

節外生枝而無法順利結案，爰基於對A貪污犯行不予舉

發之犯意，裁示A速將該筆現金返還廠商，並就其所收

受上開錄音帶及錄影光碟，既不予以登記留存稽查，亦

不向上簽報。 

本採購案提領貨物程序完成後，D又以A「工作努力成效良好」為由，

考核A嘉獎1次，未再就A所遭檢舉貪污之事宜為進一步之調查，企圖掩蓋A

之犯行。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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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犯法條：  

D 明知所屬人員 A 確實有向廠商收取 80 萬元現金，僅要求 A 將該筆現金

返還廠商，卻不舉發 A 貪污犯行之行為，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包庇不舉發罪」。 

三、包庇不舉發罪處罰規定： 

（一）直屬主管長官對於所屬人員，明知貪污有據，而予以庇護或不為舉發

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公務機關主管長官對於受其委託承辦公務之人，明知貪污有據，而予

以庇護或不為舉發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貪污治罪條例

第13條） 

（二）辦理監察、會計、審計、犯罪調查、督察、政風人員，因執行職務，

明知貪污有據之人員，不為舉發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貪

污治罪條例第14條） 

（本文摘自法務部廉政署「刑事案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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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安全大掃除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智慧型手機如同一部迷你電腦，具有許多的功能，因為行動力高，有些智慧

型手機的功能甚至已經超越一般電腦。基於資訊安全的考量，建議大家智慧型手

機也應當定期進行安全大掃除，主要目的為確認手機內所安裝的 Apps 是否過

多？是否有安全疑慮？我們建議的智慧型手機安全大掃除的內容包括以下4項，

大家讀完本篇文章後，就可以動動手進行囉！ 

一、確認「允許安裝來源不明的應用程式」設定關閉 

不允許自己的手機在 Google Play 或 Apple Store 等官方 Apps 以

外的交易市集下載  Apps 是安全基本防護的第一步，你可以打開手機中

的「設定」功能，然後選擇「安全性」（不同版本的手機可能相關功能在

其他處，但多有類似名稱），並尋找「未知的來源」或「不明來源」，請務

資訊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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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確認「沒有」勾選，因為只要勾選這個項目，你的手機就可以安裝任何

地方下載的Apps，包括惡意來源的 Apps 。 

二、更改重要網路服務的密碼 

許多人會同時在工作電腦、家裡電腦、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上登入 

Facebook, LINE, email 或甚至網路銀行等服務，倘若已很久沒有更換過密

碼，可為這些常使用的網路服務更改密碼，且避免使用同一套帳號與密

碼，否則很有可能當某個服務被駭客攻擊並取得帳號密碼後，其他所有的

服務都連帶被取走控制權。 

三、解除安裝沒使用的 Apps 

大家可以檢視自己的智慧型手機中安裝的所有 Apps，這些已安裝的 

Apps 中有多少是真的有在使用的？當手機內安裝過多 Apps，不但耗費電

力、記憶體空間，也可能會有安全方面的疑慮。針對不再使用的Apps，建

議各位就大刀闊斧的解除安裝吧！ 

四、檢查已下載 Apps 的授權許可 

在解除安裝不再需要的 Apps 之後，接下來要針對還留存在手機內

的 Apps ，逐一檢視你曾經授權這些 Apps 存取手機相關資料的範圍。倘

若你發現某個功能單純的手電筒 App 同時要求存取手機聯絡人、位置資

訊、行事曆內容、相機功能，這個手電筒 App 恐怕已經超過其執行「照

亮功能」所需要的權限，可能有安全疑慮，也是可以考慮移除的對象。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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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別再相信遊戲點數的詐騙老梗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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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線上刷卡，小心盜刷 

 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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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買賣及仲介服務所生爭議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一、事實： 

麗美歡歡喜喜的在仲介人員帶領下看了位在明星學區的房子，房屋雖

然不大但已經夠用，且經過裝潢所以看起來很舒適，談了價款也一次 OK，

很順利的在 2、3 內簽訂買賣契約。就在即將交屋前 2 日，卻接到房屋仲

介公司人員通知發現客廳天花板兩根鋼筋裸露，再經麗美仔細檢視房間天

花板，鋼筋裸露情形更為嚴重，新補上的水泥因無法與舊水泥接合，竟成

蜘蛛網狀擴散，想到家裡有老有小，萬一被剝落水泥塊砸到，實在不敢住

下去了。麗美跟家人商量後即通知仲介公司告知屋主決定解除房屋買賣契

約，卻因損害賠償和違約金金額無法談攏，因而向消保官申訴求助。 

二、申訴處理經過： 

第一次申訴時，未能達成共識。麗美乃提出第 2 次申訴，協商當日除

雙方皆親自且委任律師代理人出席協商，消保官並通知房屋仲介公司出席

參與會議。經買賣雙方及仲介公司說明事實經過及代理人陳述法律上理由

及依據，屋主認為他已經居住多年並無安全疑慮，提出先委託建築師或結

構技師鑑定，視鑑定結果如何再行協商處理方式。但因房間和客廳皆因裝

潢訂有天花板，如經鑑定安全無虞時應由何人負擔拆除及回復費用應先有

共識，經消保官協商仲介公司同意負擔拆除及回復費用。惟因麗美已心生

消保資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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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懼無法祛除，堅持解約，屋主表示因買受人之遲延已無法辦理退稅且因

已另行購屋之利息支出及再行出賣如有差價之損害皆需由買受人麗美依

契約約定賠償。消保官為避免協商當即破局，力勸代理人向當事人分析法

律上利弊得失並說明為了避免訴訟曠日廢時損害擴大，建議斟酌讓步之空

間。經三方同意，消保官當場排定日期舉行第二場協商會議。第二場協商

會議因為先經溝通協調，故直接協商解約之條件，三方間因房屋買賣及仲

介服務所生爭議，經協商互相讓步加上仲介公司同意退還已收之服務費用

及規費並負擔解除契約相關代書及程序費用，分擔買賣雙方之損害後達成

共識，圓滿解決爭議，本案「協商成立」。 

三、問題研析： 

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1 條規定：「賣方擔保

本買賣標的物權利清楚，並無一物數賣、被他人占用或占用他人土地等情

事，如有出租或出借、設定他項權利或債務糾紛等情事，賣方應予告知，

並於完稅款交付日前負責理清。有關本標的物之瑕疵擔保責任，悉依民法

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可知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包括權利瑕疵及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第 12 條第 3 項：「買方逾期達五日仍未付清期款或已付

之票據無法兌現時，買方應附加自應給付日起每日按萬分之二單利計算之

遲延利息一併支付賣方，如逾期一個月不付期款或遲延利息，經賣方以存

證信函或其他書面催告後，自送達之次日起算逾七日仍未支付者，賣方得

解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惟所沒收之已付價款以不超過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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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價款百分之十五為限，賣方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已過戶於買方或登

記名義人名下之所有權及移交買方使用之不動產，買方應即無條件將標的

物回復原狀並返還賣方。」則為關於買方違約之處罰。 

本件爭點為買方於出賣時有無確實告知屋况及應否負物之瑕疵擔保

責任，嗣經協商雙方合意解除買賣契約，則關於如何回復原狀亦可經由協

商後互為讓步和解解決爭議。 

四、參考條文：「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1 條及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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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碼移出前上網費用暴增，怎麼辦？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一、事實： 

小明與光光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光光電信）於 103 年 6 月 15

日簽訂行動通信網路業務服務契約 2 年，每月通話費新臺幣（以下同）175

元、無限上網費用 725 元，105 年 6 月 14 日到期前小明至光光電信直營店

辦理續約，但無最新上市的手機型號，或業者推出優惠方案無法滿足小明

需求，小明向店員抱怨，引發雙方不愉快，小明當場表明不再續約，要攜

碼移到大大電信，店員也告知如不續約，則無通話及上網吃到飽相關優

惠，請小明選擇契約到期後無綁約之通話費及上網費用方案，小明在氣頭

上，就隨便勾選簽名，之後氣沖沖走了。3 天後小明攜碼到大大電信。但

同年 7 月光光電信寄送 6 月份帳單，看見帳單明細時嚇一跳，怎麼會有 3

千多元的網路費用，無限上網吃到飽每月也才 775 元，光光電信一定是算

錯亂收費，經向光光電信反應無效，故提起第 2 次申訴。 

二、申訴處理經過：  

第二次協商會議時，小明表示當時店員態度不好，要什麼沒什麼，

所以當場決定不再續約，要攜碼移出；光光電信代表則表示，因雙方簽訂

之電信契約為 2 年，契約期限屆至，小明未辦理續約，相關通話或網路優

惠由小明選定簽名，回復一般計價方式，無專案之優惠價格，店員也當場

消保資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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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小明，本公司則依照選定上網資費方案計費，並無違誤。小明聞後仍

堅持店員沒告知如契約屆期後，計價方式會有所改變，還是覺得收費不合

理。因雙方對於事實各持己見，為解決本次爭議，消保官建議攜碼移出前

之上網費用，以先前吃到飽優惠價格按照使用天數比例計算，光光電信也

展現誠意，雙方接受消保官所提協商方案，達成共識。 

三、問題研析與建議： 

電信商為促銷，提高業績，不時在電視、報紙、雜誌等刊登廣告，廣

告各種資費方案多的令人眼花繚亂，多數消費者通常聽從店員建議，簽訂

1 年至 3 年不等之契約，所以消費者在簽訂契約時除了考慮自身需求外，

尚須貨比三家，才不會吃虧。然除了簽訂契約要注意常使用地點通訊狀態，

尚需注意契約屆期時，契約期間之相關通話及上網優惠是已結束，會回到

一般無綁約狀態之計費方式，費用可能高出專案資費的好幾倍，不可不慎。

本案小明因不滿光光電信續約方案及無新款上市手機型號，又與店員產生

不愉快，選定方案後匆忙離去，有可能店員有告知，但卻忽略店員所提想

醒之計費方式，仍依照往常上網習慣使用，致費用暴增，故建議消費者要

注意簽約優惠專案期間之計費方式外，尚須注意契約期滿後使用量及計費

方式，才不致於費用突然暴增，損及權益。  

四、參考條文： 

（一）消費者保護法第 11 條至第 17 條之 1。 

（二）行動通訊網路業務服務契約範本。↑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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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資料來源：法務部反毒大本營 

把握一網打盡的良機 

 

↑TOP 

反毒專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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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資料來源：法務部反毒大本營 

戳破詭異的促銷謊言 

 

↑TOP 

反毒專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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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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禦寒八要點、健康免煩惱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提供禦寒保健 8 個要點，幫助家人與自己安度寒流

衝擊: 

一、保暖:居家臥室、衛浴與客廳要做好防寒與安全措施。處在低溫或外出時，

一定要做好完整的保暖，尤其注意頭頸部及四肢末端，善用圍巾、帽子、

口罩、手套、襪子、防滑鞋，及多層次保暖衣物等，方便穿脫。 

二、暖身: 剛起床後的活動勿過於急促；先補充溫開水；身體活動以溫和漸進

方式慢慢增加。 

三、隨身攜帶保暖衣：由於長輩對於環境溫度變化反應較不敏銳，國民健康署

特別提醒 65 歲以上長輩，晚上睡覺時，要先備妥保暖衣物在床邊隨手可拿

到的地方，不管是半夜起床上廁所或是早上起床，都要記得先添加衣物保

暖後再進行活動。外出時有隨身攜帶一件保暖衣，以備不時之需。 

四、避免大吃大喝及情緒起伏太大；勤喝溫開水，避免血液過度黏稠；多攝取

蔬果等高纖食物，以預防便秘。也要避免突然用力、緊張、興奮以及突然

的激烈運動等。 

健康叮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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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有心臟血管疾病的病人不宜泡湯或泡澡，如經醫師囑咐為高危險群，要

避免單獨去爬山或從事離開人群的運動，亦不宜單獨泡湯。泡湯溫度勿超

過 40 度；飯後 2 小時後再進行為宜！ 

六、避免加重身體壓力:運動最好避開酷寒與早晚的高風險時段，避免在寒冬大

清早外出運動，晚餐後不要立即運動，應至少隔 1 個小時待食物消化後。 

七、妥善控制病情；規律服藥：定期量測及記錄自己的血糖、血壓、血脂肪數

據；遵照醫囑按時用藥。 

八、外出要隨身帶著病歷卡與緊急用藥，註記平時就醫院所、診斷、藥物過敏

史；如醫師有開給緊急備用藥品，應隨身攜帶。 

天冷勿輕忽 時時注意規律用藥及測量血壓 

當氣溫降低時或溫度驟降時，血管內的平滑肌也會跟著收縮，容易造

成血壓突然升高，進而增加心臟病及中風急性發作的機會，對於有三高的

病人包括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影響不容小覷！除了慢性病病人要注意，

包括長者、有抽菸或肥胖者都要小心因應氣溫的驟變。早起運動的民眾，

不要急著太早出門運動，建議等太陽出來氣溫回升，天氣暖了再出門，或

建議也可改在室內運動。另外，提醒三高患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及長者，

除規律服藥、定期回診和飲食控制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定期量血壓，並做

好血壓監測。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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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介紹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第一類傳染病 

天花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鼠疫  

狂犬病  

  

第二類傳染病 

登革熱  德國麻疹  霍亂  

流行性斑疹傷寒  白喉  流行性腦脊髓膜炎  

西尼羅熱  傷寒  副傷寒  

小兒麻痺症/急性無力肢

體麻痺  

桿菌性痢疾  阿米巴性痢疾  

瘧疾  麻疹  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  

腸道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

症  

漢他病毒症候群  多重抗藥性結核病  

屈公病  炭疽病  

 

健康叮嚀-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EEA42037DEBA17F8&nowtreeid=EEA42037DEBA17F8&did=62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8492F8C1FB0475D6&nowtreeid=8492F8C1FB0475D6&did=62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DC89BBB2789C8429&nowtreeid=DC89BBB2789C8429&did=62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A82747E31AC365EC&nowtreeid=A82747E31AC365EC&did=62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6FD88FC9BF76E125&nowtreeid=6FD88FC9BF76E125&did=641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DDEAB317CC4B2935&nowtreeid=DDEAB317CC4B2935&did=62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9FEC9F04467A734&nowtreeid=79FEC9F04467A734&did=629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D4A7900D5D0A5726&nowtreeid=D4A7900D5D0A5726&did=63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376EFFF7A0898848&nowtreeid=376EFFF7A0898848&did=631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909907E83C45D32F&nowtreeid=909907E83C45D32F&did=63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AA99EC4904E8192B&nowtreeid=AA99EC4904E8192B&did=63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1A122183E45A2306&nowtreeid=1A122183E45A2306&did=63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0B9CFAA181CABCB6&nowtreeid=0B9CFAA181CABCB6&did=63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10BFC92D8C41E889&nowtreeid=10BFC92D8C41E889&did=636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10BFC92D8C41E889&nowtreeid=10BFC92D8C41E889&did=636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B5FD3DAD8C35DB51&nowtreeid=B5FD3DAD8C35DB51&did=63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1A445CC1938C8F9F&nowtreeid=1A445CC1938C8F9F&did=639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A5BEDE33ADA47905&nowtreeid=A5BEDE33ADA47905&did=64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D3F5DF5A9DA8C3E2&nowtreeid=D3F5DF5A9DA8C3E2&did=64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F6A75B7E8EBD8AC2&nowtreeid=F6A75B7E8EBD8AC2&did=64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919515C7FE1B3FA&nowtreeid=7919515C7FE1B3FA&did=64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919515C7FE1B3FA&nowtreeid=7919515C7FE1B3FA&did=64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FF2BA211ABDF02E4&nowtreeid=FF2BA211ABDF02E4&did=647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1EB8ECC9B8D991F1&nowtreeid=1EB8ECC9B8D991F1&did=64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4D8FF6424B218F3&nowtreeid=74D8FF6424B218F3&did=649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99FDCC27F33A81CE&nowtreeid=99FDCC27F33A81CE&did=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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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傳染病 

先天性梅毒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  結核病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漢生病  百日咳  

新生兒破傷風  破傷風  急性病毒性Ｂ型肝炎  

急性病毒性Ｃ型肝炎  急性病毒性Ｄ型肝炎  急性病毒性Ｅ型肝炎  

流行性腮腺炎  梅毒  淋病  

侵襲性ｂ型嗜血桿菌感染

症  

退伍軍人病  先天性德國麻疹症候群  

日本腦炎  

  

第四類傳染病 

李斯特菌症  流感併發重症  肉毒桿菌中毒  

庫賈氏病  鉤端螺旋體病  萊姆病  

類鼻疽  地方性斑疹傷寒  Q 熱  

水痘併發症  恙蟲病  兔熱病  

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疱疹 B 病毒感染症  弓形蟲感染症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6645B9D157C15440&nowtreeid=6645B9D157C15440&did=786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17C966DDE3C666A3&nowtreeid=17C966DDE3C666A3&did=667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89B930C89C1C71CF&nowtreeid=89B930C89C1C71CF&did=65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B56E6F932B49B90&nowtreeid=7B56E6F932B49B90&did=651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A0D75F9CA3F7C9F1&nowtreeid=A0D75F9CA3F7C9F1&did=65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F60D469E29C652FB&nowtreeid=F60D469E29C652FB&did=65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6A693FC69FB6589A&nowtreeid=6A693FC69FB6589A&did=65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F0435AA07E86514E&nowtreeid=F0435AA07E86514E&did=71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296679902209942&nowtreeid=7296679902209942&did=656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AC81BE2A11A0FCEF&nowtreeid=AC81BE2A11A0FCEF&did=657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2F790542B86DEF80&nowtreeid=2F790542B86DEF80&did=65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D6EB4C91D2B18132&nowtreeid=D6EB4C91D2B18132&did=659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567FC5503E0EBDEC&nowtreeid=567FC5503E0EBDEC&did=66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9D854EA989BB9554&nowtreeid=9D854EA989BB9554&did=661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33323A37312CE2A8&nowtreeid=33323A37312CE2A8&did=66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39B08EC08B48BFB6&nowtreeid=39B08EC08B48BFB6&did=66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39B08EC08B48BFB6&nowtreeid=39B08EC08B48BFB6&did=66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CB31010F3835411A&nowtreeid=CB31010F3835411A&did=66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C4578CB749EB52DA&nowtreeid=C4578CB749EB52DA&did=66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C4AF1AB7F60FCE73&nowtreeid=C4AF1AB7F60FCE73&did=66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5C0B845B75191340&nowtreeid=5C0B845B75191340&did=82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8208EB95DDA7842A&nowtreeid=8208EB95DDA7842A&did=68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14161ECCDE9D80B4&nowtreeid=14161ECCDE9D80B4&did=67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558A7ECCCE359DE9&nowtreeid=558A7ECCCE359DE9&did=671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CF671282FC2BFA4&nowtreeid=7CF671282FC2BFA4&did=67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6A29D08FB3A044EF&nowtreeid=6A29D08FB3A044EF&did=67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50BF3EF8509CA7A&nowtreeid=750BF3EF8509CA7A&did=67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2911F16DE4DAFB2B&nowtreeid=2911F16DE4DAFB2B&did=676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AE0AFA42102B6410&nowtreeid=AE0AFA42102B6410&did=677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916D2C7524972019&nowtreeid=916D2C7524972019&did=73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D3C97BA9727DB2C2&nowtreeid=D3C97BA9727DB2C2&did=679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69CB9E83906356F5&nowtreeid=69CB9E83906356F5&did=681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098F3BC4756F62CC&nowtreeid=098F3BC4756F62CC&did=68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3C97216A063E94E8&nowtreeid=3C97216A063E94E8&did=68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406FCD73006035BC&nowtreeid=406FCD73006035BC&did=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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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氏桿菌病  

  

第五類傳染病 

新型 A 型流感  茲卡病毒感染症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

感染症  

黃熱病  伊波拉病毒感染  拉薩熱  

馬堡病毒出血熱  裂谷熱  

 

其他傳染病 

棘狀阿米巴 

福氏內格里阿米巴腦膜腦

炎 

貓抓病  

NDM-1 腸道菌感染症 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症  細菌性腸胃炎  

常見腸道寄生蟲病簡介  中華肝吸蟲感染症 旋毛蟲感染症  

肺吸蟲感染症 廣東住血線蟲感染症  鸚鵡熱  

亨德拉病毒及立百病毒感

染症 

第二型豬鏈球菌感染症  病毒性腸胃炎  

沙門氏菌感染症  疥瘡感染症 頭蝨感染症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B05D12360F9F2BDD&nowtreeid=B05D12360F9F2BDD&did=70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22FCC15DA1A84CAC&nowtreeid=22FCC15DA1A84CAC&did=75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53FDE358DA8186DD&nowtreeid=53FDE358DA8186DD&did=74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3DCE9AAB0D28B06&nowtreeid=73DCE9AAB0D28B06&did=72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3DCE9AAB0D28B06&nowtreeid=73DCE9AAB0D28B06&did=72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5BFE45742CD0ECC0&nowtreeid=5BFE45742CD0ECC0&did=686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95839FDF8731C586&nowtreeid=95839FDF8731C586&did=687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97BDBFC269E83E32&nowtreeid=97BDBFC269E83E32&did=68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507E96E93A8EC430&nowtreeid=507E96E93A8EC430&did=689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E83C075ADA1F0AFF&nowtreeid=E83C075ADA1F0AFF&did=69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07C72B402E6574C4&nowtreeid=07C72B402E6574C4&did=75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E8CD9DA2D160FF27&nowtreeid=E8CD9DA2D160FF27&did=73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E8CD9DA2D160FF27&nowtreeid=E8CD9DA2D160FF27&did=73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7C7B6C7EA2FC99E0&nowtreeid=7C7B6C7EA2FC99E0&did=67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03EF26A38235B8B4&nowtreeid=03EF26A38235B8B4&did=68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E7BFCE6A21D09511&nowtreeid=E7BFCE6A21D09511&did=730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B472ED98DFDE4F90&nowtreeid=B472ED98DFDE4F90&did=721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3B651B0EE6E1E912&nowtreeid=3B651B0EE6E1E912&did=70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C6C9C2430771D468&nowtreeid=C6C9C2430771D468&did=726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FE56773B2719BF03&nowtreeid=FE56773B2719BF03&did=727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B4AABA3B8A8C4BFA&nowtreeid=B4AABA3B8A8C4BFA&did=72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9683021CF2A4ED2C&nowtreeid=9683021CF2A4ED2C&did=729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02E59E56B907FEA8&nowtreeid=02E59E56B907FEA8&did=69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5BF5FD7CF761B411&nowtreeid=5BF5FD7CF761B411&did=69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5BF5FD7CF761B411&nowtreeid=5BF5FD7CF761B411&did=694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A4BD9484B1AF0ECF&nowtreeid=A4BD9484B1AF0ECF&did=69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49C0FEB0160CE28F&nowtreeid=49C0FEB0160CE28F&did=696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40B96FEA8D431BE0&nowtreeid=40B96FEA8D431BE0&did=697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3CEC8F1347D10061&nowtreeid=3CEC8F1347D10061&did=69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216C74D32B753530&nowtreeid=216C74D32B753530&did=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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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球菌症  CRE 抗藥性檢測  VISA/VRSA 抗藥性檢測  

肺囊蟲肺炎  淋巴絲蟲病  

 
 

 

↑TOP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131C2D11B7461B4A&nowtreeid=131C2D11B7461B4A&did=701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0976BDE3AE151C30&nowtreeid=0976BDE3AE151C30&did=702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3FDCFC2BB130AED8&nowtreeid=3FDCFC2BB130AED8&did=703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6B361AA256913B01&nowtreeid=6B361AA256913B01&did=70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treeid=6AEE6D9FA9590353&nowtreeid=6AEE6D9FA9590353&did=7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