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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賄拿獎金，護民主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將於11月24日舉行，由於這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涵蓋直

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

長及原住民自治區區長、區民代表等9項選舉，種類甚多，參選人員也相當多，而選舉賄

選不但影響選舉的公平性，也對民主造成戕害。因此，各地檢署成立查察賄選小組，防

止賄選，端正選風。 

法務部提供反賄選小口訣：一「接」、二「保」、三「打」、四「訴」、五搞「定」。

「接」是指「接近買票的人」，「保」是指「保存人、事、時、地、物」，「打」是「打

檢舉電話」，「訴」是指「檢察官起訴就領四分之一獎金，一審或二審判決有罪再領四

分之一」，搞「定」是指「判決確定有罪，全額獎金都給你」。 

民眾檢舉的內容越具體，檢警調根據這個線索去查，查到的事證會越多，民眾也越

容易拿到獎金。而保存有用的證據，也會讓案情更明確，也更容易拿到獎金。譬如保存

鈔票或物品上的指紋，或有錄音、錄影的證據。不過，錄音、錄影必須是與對方有交談

或互動的行為，或對方在公開場所做的行為、言論。除此之外，則要留意是否有妨礙秘

密的問題。這次檢舉賄選獎金最高可獲新台幣1000萬元，最低也有50萬元。民眾如遇有

行賄者應勇於舉發領取獎金，而檢警調對於舉發人的身分也會盡到保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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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賄選小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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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舉方式：※撥打法務部 24 小時免付費電話 0800-024-099 撥通後按 4 

          ※親自、書面或電子郵件提出檢舉。 

受理機關：當地警察機關、調查站、地檢署。 

檢舉內容：請講清楚賄選人、賄選時間、地點、用錢(百元或千元鈔票)或物

品、行賄對象及過程，並請儘可能保存相關證據。 

蒐證方法： 

 
對檢舉人身分一律保密。凡以真實姓名、地址檢舉賄選，檢舉案件經查明屬

實起訴判決，將發給高額獎金 

 

直轄市長 1000 萬元 

直轄市議員、縣(市)長 500 萬元 

縣(市)議員 200 萬元 

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 
村(里)長等其他選舉類別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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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新聞氾濫政府與民間該如何作為？ 

■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羅世宏 

自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大選前後偏好以「假新聞」（fake news）

一詞攻擊主流媒體報導以來，「假新聞」一詞蔚為流行。然而，假新聞作為一種社會現

象，其實早已存在，只是在政治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與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盛行的當下，更容易被生產、流通與消費，並且可能產生比以往更大的社會影響。 

 

雖然它存在已久，而且現在被政治人物和媒體普遍使用，但假新聞一詞迄今仍缺乏

精確定義。學者Tandoc, Lim, & Ling 等人檢視34項學術研究對假新聞的定義後主張，

依內容真實性（factuality）和欺騙意圖（intention to deceive） 的程度高低，可將

假新聞區分為六種類型，分別是： 新聞嘲諷（News satire）、新聞仿諷（News parody）、

負面廣告（Negative advertising）、宣傳（Propaganda）、操縱（Manipulation） 和

捏造（Fabrication）。其中，前兩種（新聞嘲諷和新聞仿諷）同屬欺騙意圖較低的假新

聞，但前者（嘲諷／Satire）的內容真實性高於後者（仿諷／Parody）；後四種（負面

廣告、宣傳、操縱和捏造）則同屬欺騙意圖較高的假新聞。 

對社群媒體上流通的假新聞，美國新聞事實查核組織First Draft 的研究部門主管

Claire Wardle 也提出以下異曲同工的分類： 

法律時事 



 

 5 

 

一、脈絡錯誤的真實材料 

例如川普的第1則競選廣告，影片用所謂墨西哥跨越邊界移民的畫面，支撐他宣稱應

在美墨邊界築牆的主張。然而，這段畫面後被證實並非墨西哥非法移民，而是北非摩洛

哥非法移民湧進西班牙的畫面。 

二、冒充知名新聞媒體的新聞網站 

美國廣播公司（ABC）、《紐約時報》、

《每日郵報》等媒體都遭蓄意冒用並發布「假

新聞」。 

三、假新聞網站 

為了點擊率和廣告收入而刻意捏造假新

聞的網站和臉書專頁，例如美國2016年大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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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馬其頓青少年製作營運的假新聞網站，而所謂「教宗支持川普」的假新聞即出自於這

類網站。 

四、刻意捏造的虛假資訊 

社群媒體大量流通包含虛假資訊的圖片或影像，一般人在沒有時間或能力查證下很

可能不會對其真實性有所懷疑，或是查證其真實性亦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難。這些虛假資

訊包括所謂「希拉蕊支持者可以用簡訊投票，但川普支持者卻要到投票所投票，非常不

公平」，流通在社群媒體平台。 

五、刻意操弄的內容 

經過刻意變造的圖片、影片誤導視

聽。 

六、惡搞／嘲諷的內容 

這種內容或許無意造成傷害，但可能

令人誤以為真。 

七、錯誤連結的內容 

標題或圖片說明文字與實際內容不

符，具有騙取點擊的目的與作用。 

同樣的，臉書（Facebook）在2017 年

4月發布的研究報告對假新聞採取比較簡單的定義分類方式：一是刻意散布的不實資訊

（disinformation），一是非刻意散布的不實資訊（misinformation）；同時，它也對

「虛假新聞」（false news）一詞提出定義：「聲稱是真實的，但包含刻意為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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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其目的是挑動情緒、吸引目光或欺騙」，並將「資訊操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

定義為：「有組織的行動者（可能是政府或非政府的代理人）採取的行動，其目標是扭

曲政治輿情，經常是為了達成某種策略性的結果」。它認為「資訊操作」具有三種目的：

宣揚或詆毀某個特定議題、營造對政治制度／機構的不信任感、以及故意混淆視聽。 

 

人們普遍同意，社群媒體對於假新聞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發揮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的確，以美國2016 年大選為例，主流媒體在大選期間中的失實報導，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但臉書、推特（Twitter）等社群媒體大量轉發的內容裡，卻有高達四成是憑空捏造的假

新聞！相較之下，專業新聞媒體仍承擔著生產正確新聞資訊的重任， 

並非臉書、推特等社群媒體或黨同伐異的造假新聞網站可以替代。更何況，在人們

指責專業新聞媒體或記者失職的同時，也不應忽略當前新聞業普遍面臨的艱難處境：比

起十年前，美國主流媒體的記者人力已減少四成。在記者人力匱乏、媒體營收流失的處

境下，當前美國新聞業的表現已經是差強人意。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教授Charlie Beckett即認為，決定這場選舉結果的因素確實很複

雜，但不能輕忽「假新聞」在其中仍然扮演了邊際、但重要的影響力，特別是它協助轉

移了這場選戰的議題焦點，並且對川普的支持力量發揮著動員作用，而川普陣營在選戰

期間也確實有類似的操作：根據《經濟學人》報導，川普陣營平均每天發送5、6 萬次的

定向廣告（targetedadvertising），有些精細到針對某個選區的數十位特定選民投放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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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社群媒體除了在美國大選中發揮一定作用之外，也在其他國家產生影響。例如，英

國「脫歐派」在公投期間大約在臉書上投放10 億次定向廣告，測試不同版本廣告的效果，

汰劣存優，期能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而德國極右

派政黨「德國另類選擇」（Alternative for Germany）

獲得12.6% 國會席次，部分原因也被認為是社群媒

體散播的恐懼和「假新聞」所致，例如關於敘利亞

難民獲得比德國公民更好的福利待遇。 

曾在2011 年埃及革命中扮演要角的谷歌前員工

戈寧（Wael Ghonim），多年後回顧表示，社群媒體

促成推倒獨裁的民主革命，但後革命時代的埃及社

會卻因為社群媒體散布的仇恨和假新聞而嚴重撕

裂。他指出：「我們想要的是民主政治，得到的卻

是暴民政治（mobocracy）。」 

 

臺灣作為臉書等社群媒體活躍用戶比例最高的

國家，加上專業與主流新聞業式微的現實，不容我

們對假新聞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掉以輕心。再者，

類似俄羅斯利用社群媒體散播假新聞影響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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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結果的情況，亦不無可能發生在臺灣。畢竟，除了對岸頻繁對臺灣發動的網路攻擊

事件外，臺灣網路空間裡流通的假新聞亦有不少來自對岸，主要通過各自擁有大約一千

八百萬用戶的臉書和Line，以及臺灣年輕網民普遍使用的「批踢踢實業坊」網路論壇（簡

稱：PTT）傳播。這些假新聞的散播，或可能干擾臺灣的民主選舉，或可能對臺灣內部社

會和諧與穩定造成不利影響，有礙政府順利推動政務，甚至造成兩岸人民的相互誤解。 

鑑於言論自由得之不易，立法管制假新聞或非妥適對策；但這並不意味政府與民間

只能坐視假新聞惡化。相反地，政府和民間可以分進合擊，除了責成社群媒體平台在一

定時間內下架假新聞或減少假新聞的流通機會外，政府也應該扶植優質新聞業和調查報

導的發展，並且壯大包括公共廣電在內的數位公共媒體服務，當有助於營造較合乎民主

參與理想的（數位）公共領域，從而減少假新聞對民主社會的危害程度。此外，政府與

民間應鼓勵並擴大新聞查核組織的能量和影響力；目前，獨立民間機構「臺灣事實查核

中心」已於7月底成立，踏出與國際事實查核組織接軌的第一步，但守護事實與真相的重

責大任，不應由單一的民間組織獨力承擔，而需要來自政府和社會更多的支持。 

 

 

107/05/10 行政院設立「即時新聞澄清」專區，另

食藥署、農委會、國發會、陸委會官網亦設有爭議

訊息澄清專區；民間自發性的打假組織則有「真的

假的Cofacts」、MyGoPen」、「科學新聞解剖室」

等，並已於7月成立「臺灣事實查核中心」。 

（ 圖 片 來 源 ： 臺 灣 事 實 查 核 中 心 ，

https://tfc-taiwan.org.tw） 

（本文摘自2018年9月號清流雙月刊）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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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玩笑開大了！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全球資訊網「借鏡第4集」 

一、案情概述： 

楊過（化名）為某機關約僱人員，個性熱情不拘小節，負責民眾積欠罰款之

催收業務。民眾黃蓉（化名）因積欠多筆罰款未繳，經楊過行文催繳後到所辦理

罰款繳納，惟黃蓉抱怨因居處多次遷移，多筆罰款繳納通知書皆未曾收受。楊過

表示如未受合法送達，應可申請「低額裁罰」，惟藉口需打點各路人馬為由，向

黃蓉索討1,500元「服務費」。黃蓉為人機靈，暗中將前開對話錄音，於辦妥「低

額裁罰」並繳納罰款後，通知楊過面交賄款，並暗中報警埋伏﹔楊過於取款時察

覺有異，追還賄款，並向警方表示索取「服務費」云云純係玩笑戲言，惟警方仍

以收賄罪之現行犯予以逮捕。 

二、問題討論Q&A： 

（一）何謂「低額裁罰」，是否有法令依據？ 

以交通違規罰緩之繳納為例，行政程序法第72條第1項前段規定：「送達，

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若相關文書（例如交通違

規紅單或裁決書等）未送達應受送達人實際居住之住居所或營業所，難謂己

符送達之規定﹔於此情形，裁決機關得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及處理細則」第43條第1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裁決，應參酌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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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發違規事實、違反情節、稽查人員處理意見及受處分人陳述，依基準表裁

處，不得枉縱或偏頗」之精神，將原本以高額裁罰之案件，恢復至原始之低

額。其他罰款之裁罰過程若遇此情形，亦同此原則辦理。 

（二）本案楊過開口索取「服務費」之行為，違反何種法律規定？  

楊過為約僱人員，負責辦理違規罰款之催收業務，屬刑法第10條第2項第1款

前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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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公務員。楊過開口向黃蓉索取1,500元服務費，雖未從事違背職務之行為，

仍有成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之可能﹔黃蓉虛與委蛇，其交付賄款乃為檢舉犯

罪並求人贓俱獲，實際並無交付賄款之意思，無從成立收受賄賂罪，惟仍足

成立期約賄賂罪。其次，賄賂罪之成立，除客觀犯罪行為外，尚須主觀犯意

，楊過主觀是否有收賄故意，外人無從得知，欲探究其是否有收賄故意，僅

能透過表現於外之言行舉止推定之。本案楊過雖辯稱索取

「服務費」云云純係玩笑戲言，惟徵諸各種事實，並不為

檢察官及法官所採信，仍遭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

項第3款之對於職務之行為期約賄賂罪處1年10月有期徒

刑，褫奪公權4年，緩刑5年，併科罰金 120,000元確定。 

三、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規定：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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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績效，自己開單自己簽收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政風處全球資訊網「借鏡第4集」 

一、案情概述： 

小智（化名）為某派出所員警，辦理取締違規攤販相關勤務。因開單績效不

彰，小智急於尋找違規攤販不成，於一年半內竟偽造多張罰單，並假冒不同姓名

簽收，虛報取締攤販績效，藉以搏取良好工作績效形象並領取相關舉發獎勵金。

事後小智遭警察局主動發覺該事實，以偽造文書之公文書登載不實與詐取獎勵金

等罪嫌進行查處，並移請轄區地檢署偵辦。 

二、問題討論Q&A： 

（一）相關法規對於「公務員登截不實文書」有何責任規定？  

我國刑法第15章「偽造文書印文罪」規定，公務員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於公

文書應負其刑責。本案小智為求工作績效，偽造多張罰單並假造簽收情事，

涉觸犯刑法上偽造署押、公務員登載不實、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等多項罪嫌

。此外，員警開立罰單可累積取締績效點數，並領取相關交通獎勵金，因此

，亦可能觸犯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 

（二）本案小智偽造罰單又冒名簽收之行為，違反何種法律規定？  

小智時任某警察局員警，自97年7月至98年11月問，於職務上掌管之舉發通

知單為不實登載及冒名簽收，已違反刑法第217條第1項偽造署押、第213條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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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216條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與行使等罪嫌。經地檢署檢察官審酌其並

無前科，一時失慮致觸刑責，且犯後坦承犯行，予以緩起訴2年，併科向國

庫支付新臺幣8萬元及接受「預防再犯暨保護被害人法治教育系列」課程4小

時。事後由機關追究其行政責任，按「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7條第16款，

核予記過2次處分。 

三、實務建議 

建議主管勿將各類績效做為考績評比之優先項目，避免屬員間過度競爭，為求表

現而採偏差之作法。此外同仁如執行可額外請領津貼或費用之勤務，應更加慎重

行事，避免誤觸刑法圖利或貪污治罪條例等法規，得不償失。 

 

↑TOP 



 

 14 

  

直播二三事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資訊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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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下載安裝的 APP是安全的嗎？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不論是 iOS、Android 還是 Windows Phone 作業系統，下載 App 擴充功能是現

代智慧型手機必備條件。消保處從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透過 Android 以及 iOS

兩大系統平台，選定包括線上購物、保（壽）險類、線上支付類及線上購票等 15 款 Apps，

依經濟部工業局公告「行動應用 App 基本資安檢測基準 V2.1」進行檢測，首次測驗卻

全數都沒通過這項基本資安檢測。面對琳瑯滿目的 Apps，你知道自己開放什麼樣的手

機權限給所下載的應用程式嗎？ 

以下整理出 5 種常見的可疑 App 類型，大家在下載與安裝時可多加留意。 

1.山寨版：通常是受歡迎的 Apps，特別是遊戲或付費的 Apps，會出現免費的山寨

版；這類型的 Apps 伴隨而來的廣告可能會提高收到垃圾訊息或揭露個

資的風險。特別要注意的是，山寨版的 Apps 大多會出現在非 Google、

Apple 或 Windows 的官方交易市集當中，這些在非官方交易市集上的山

寨版 Apps 有許多是直接破解複製過來的，裡面未必含有惡意程式，但

資訊安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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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交易市集並不會審核，以及掃描上架 App 的安全性，所以在

這些非官方平臺下載 App 有極大的風險。 

2.色情類：這類 Apps 服務通常會刻意將結帳金額搞得很不清楚，讓使用者不小心

付了一大筆錢。近期也常以勒索型惡意入侵模式出現，在 2015 年的案

例中，有使用者在非官方的 App 交易市集，下載安裝偽裝成色情影片服

務的 App，該 App 會暗中啟動手機正面的攝影機，拍下使用者的照片，

接下來就會以安全性為理由鎖住使用者的手機，並且傳送一張使用者被

偷拍的照片，要求支付 500 元美金才能將手機解鎖。 

3.假防毒：偽裝成可防毒功能的 Apps 是利用民眾對於防毒軟體較低的戒心來達成

目的。這類 Apps 可能是提供相當低程度的保護，卻收取高額費用；更

惡劣的防毒 App 在掃描後會宣稱你的手機已中毒，必須要付費升級更

高版本的防毒程式才能夠處理。因此建議使用者在選擇防毒 Apps 時，

請優先選擇常聽到的防毒軟體公司大廠所推出的防毒 Apps，會比較有

保障。 

4.賺錢類：這類 Apps 的運作方式通常是讓使用者完成特定任務後就可以得到點

數，當點數累積到某個量，便可兌換遊戲點數或是實體商品。 

介紹一個比較特殊的賺錢 App 的案例，這款 App 號稱使用者除了下載

與安裝外，不必做任何事情就可以賺錢，而賺錢的方式是在使用者與電

信公司約定的手機電信服務合約中，可能包含每月固定的網內或網外的

通話分鐘數、上網傳輸量、以及固定的簡訊傳輸量，例如每月可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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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則簡訊，當使用者下載這個 App 之後，App 的開發商就會以每則簡

訊 $0.001 美金將使用者沒用到的簡訊數量買下來使用。App 開發商宣

稱絕不濫發垃圾信，簡訊內容主要是幫銀行、飯店、航空公司發送班機

資訊、飯店預訂確認函等。因為簡訊寄送是由 App 執行，使用者不會知

道自己傳送了哪些訊息出去，而這項作法很有可能違反使用者與電信公

司之間的合約協議。 

5.勒索型：這類惡意 App 近期有越來越多的跡象。其中一款的運作方式是歹徒在約

會交友類型網站尋找失戀、離婚等有機可乘的對象，然後在約會網站中

建立假帳號，並開始與鎖定的對象進行攀談，取得對方信任後，歹徒就

會要求對方從交友網站移轉到其他的手機聊天服務，接著歹徒會假裝他

們的手機裝置發生問題，請對方下載特定的聊天 App ，再慫恿對方拍下

不雅照片或影片，並將過程偷偷記錄下來，最後再進行勒索，如果受害

人不願意付款，歹徒就會威脅受害人要將這些不雅照片或影片公開。最

近，這類勒索型的 Apps 甚至已經演進到不需要透過使用者授權即可悄

悄安裝在手機內，將手機直接鎖住，並要求受害者去買 iTunes 的禮物

卡作為贖金。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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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教戰守則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全球資訊網 

1.危險公共場所，不去。 

2.標示不全商品，不買。 

3.問題食品藥品，不吃。 

4.不請自來的推銷，小心。 

5.中大獎先繳稅款，有詐。 

6.口說無憑，立據為證。 

7.不買來路不明的產品。 

8.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貪小便宜。 

9.參觀樣品屋，勿忘攝影存證。 

10.保留契約、廣告、收據，以便日後查證。 

11.個人重要資料，勿透露給陌生人，以免被冒用。 

12.電話通知難查證，使用郵局存證信函最保險。 

13.定型化契約先帶回家仔細看，並請教有經驗者，勿當場決定。 

14.每日檢查信用卡，發現遺失或被盜，立即掛失，以保自身權益。 

15.簽帳單應仔細核對金額再簽，千萬不要在空白簽帳單上簽名，並

保留簽帳單，每月核對月結單刷卡購物，勿讓信用卡離開視線，

以免被盜製偽卡。 

消費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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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不要去沒有店面的地方買東西，以免發生問題找不到人。 

17.爭取議價空間，貨比三家不吃虧。 

18.注意不要購買有效期標示是用貼的商品，以免買到過期貨。 

19.收據或證明應請業者親自書寫，勿代為書寫，以免影響證據力。 

20.提供身分證影本，應於其上註明僅供某某用途使用，以免被移作

他用。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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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減重篇 
資料來源：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close 

 

↑TOP 

反毒反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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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對篇 

資料來源：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TOP 

反毒反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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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高學歷、經濟獨立粉領族， 

難敵假交友柔情攻勢陷阱 

 資料來源：警政署 1６５全民防騙網 

  

 

國內適婚年齡、擁大學學歷、公職或服務業具經濟基礎的女性成為詐騙集團假交

友手法行詐目標!在網路上遇到自稱高富帥而且身世離奇的外籍男子或網路正妹，短時

間內就墜入愛河，誤以為遇到真愛及共創結婚基金進而投資，被騙取大筆金錢後方知遭

騙了感情，也詐空了荷包。 

新北市一名陳小姐，日前在通訊軟體 Facebook 上，遇上一名自稱香港 OO 股份有限

公司 VIP 客戶部門主管經理的「吳 O」男子主動加好友，兩人相談甚歡，對方表示有投

反毒反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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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賺錢的機會可在海外集資操作指數，王小姐誤信對方對管理團隊很有想法、投資管道

可信，加上認定彼此的情誼，於是在聊天一個月後，王小姐按照「吳 O」指示，先匯款

美金 2 萬元至對方提供的香港中國銀行帳戶內，復王小姐 5 日後接到自稱香港 OO 股份

有限公司財務部人員來電，要求王小姐繳交境外所得稅 5%，王小姐再度匯款美金 6 萬

2,100 元至對方指定帳戶，一周後，王小姐又接到自稱香港金融管理局人員來電，表示

資金過龐大，須提供當地工作證明或當地人員代理擔保並繳納保證金，於是王小姐不疑

有他又匯款美金 6 萬 4,000 元至對方指定帳戶，待吳小姐發現已匯款多筆金額，計美金

14 萬 6,100 元(約新臺幣 450 萬元)，又聯絡不上「吳 O」及其主管，才驚覺遭到詐騙，

進而報警。 

另一名許小姐今(107)年 9 月間在網路認識一名自稱在以色列的美國陸軍上校

「Mike」，雙方以微信聯絡交談一個月，10 月中旬對方開始以代收文件並支付運費及

相關費用，要求許小姐匯款，許小姐不疑有他以 1 次臨櫃匯款及 3 次網路匯款到對方指

定帳戶，計匯款新臺幣 90 萬元，後聯絡不上該網友「Mike」，才知遇上詐騙了。 

 以往詐騙集團透過交友平台、網路交友軟體(如愛情公寓、交友神器等) 或聊天室

尋找對象搭訕聊天，近來多發展為利用臉書平台或網路遊戲作連結，再透過 Line 通訊

軟體加好友聊天，甚或詐騙集團直接利用 Line 廣加好友，搜尋「可進一步發展的對象」

並放上外貌吸睛的大頭照，自稱為香港、澳門等地的投資顧問、集團公司或彩金公司主

管等，每天以柔情攻勢及甜言蜜語噓寒問暖，讓雙方保有曖昧信任感，而渴望愛情呵護

的單身熟男熟女很容易就落入陷阱，再於博取信任後邀請被害人合作投資賺錢，並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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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結婚基金，謊稱有內線投資機會穩賺不賠，要求被害人為了兩人的共同未來進行投

資，誘使被害人匯款到歹徒提供的境外銀行帳戶，等到發現被騙後，往往愛情跟金錢已

落得兩頭空。 

警方提醒您，在虛擬網路世界，不管是交友還是投資，風險都非常高，多半都是先

在臉書上認識，放上吸睛帥哥正妹照片然後透過 Line 或 Messenger 等交談，有時甚至

還會和你視訊聊天以取信於你，互動一陣子之後，開始慫恿你有內線投資管道且還會製

造你獲利的假象，等你被詐光完全無力再支付任何金錢，對方就不會再理你了，所以交

友聊到錢，很有可能就是詐騙，類似的詐騙的手法在刑事警察局 165 反詐騙官方網站及

165 反詐騙 App 上都有介紹，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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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層把關打破洗錢循環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全球資訊網 

 

↑TOP 

洗錢防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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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為哪樁？ 
 資料來源：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全球資訊網 

 

↑TOP 

洗錢防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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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署教您健康吃火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天氣逐漸轉涼，與親朋好友一同圍爐享用火鍋暖胃又暖心，但相較於一般飯菜搭配

的傳統飲食，吃火鍋容易在歡愉的聚餐氛圍下，不自覺的攝取過多熱量。而火鍋經常使

用的食材、配料及飲料亦處處隱含著陷阱，例如：五花肉片、加工火鍋料及沙茶醬，且

吃火鍋時也常搭配含糖飲料及各式甜點，整體來看，以去吃到飽可能吃到的份量估算來

說，一餐可能會攝取到近 2800 大卡，約相當於 10 碗白飯的熱量，遠超過成年人中餐或

晚餐的建議熱量 600～800 大卡，甚至超過一整天的熱量需求（60 公斤的正常體重靜態

工作者，每天建議熱量攝取約為 1800 大卡），吃一頓約需跑 83 圈操場，才能將 1 餐多

餘的熱量消耗。為了不要經歷一個冬天就讓身材走樣，民眾可善用「我的餐盤」口訣，

透過控制飲食份量及選擇食材，讓自己吃得更健康。 

 均衡飲食有訣竅 活用「我的餐盤」口訣吃火鍋 

為了讓民眾更容易了解均衡飲食的意涵，國民健康署已於今年公布我的餐盤的圖像

及口訣，建議民眾運用「我的餐盤」圖像比例及口訣：「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

頭大、菜比水果多一點、飯跟蔬菜一樣多、豆魚蛋肉一掌心、堅果種子一茶匙」，均衡

攝取 6 大類食物。像是吃火鍋時，可以依據口訣中所提到的比例及份量換算概念，並運

用「拳頭」及「掌心」來估計食物攝取量，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提供 6 原則教民眾活

用「我的餐盤」口訣，讓您安心吃鍋也可以少負擔： 

 原則 1、蔬菜要多吃： 

健康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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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我的餐盤口訣，每餐的蔬菜量建議比您的 1 個拳頭再多一點，由於蔬菜類相較

於其他火鍋食材具有低熱量、高營養價值的特性，建議吃火鍋時可以比平常吃更多蔬菜

以增加飽足感。多攝取當季新鮮蔬菜及各式菇類，其富含的纖維素亦可幫助排便及維持

腸道的健康。 

 原則 2、全穀雜糧吃適量： 

我的餐盤口訣中提到－「飯跟蔬菜一樣多」，每餐的飯量建議比您的 1 個拳頭再多

一點，但吃火鍋時不一定會搭配白飯，而是經常搭配各式各樣的全穀雜糧類食物，像是：

南瓜、芋頭等根莖類及雜糧類食物，以及麵、冬粉及米粉等。相較於飯類，這些常用的

食材因具有體積較大或煮熟後吸水體積膨脹程度較高之特性，故建議每餐總計可以吃到

約為您的 2 個拳頭大。 

 原則 3、肉類選低脂不過量： 

 建議所吃的豆魚蛋肉類食物份量之總和，其大小及厚度大約為您的一個掌心大，

並且選擇的優先順序以豆類及其製品為先，其次為魚類、海鮮類及蛋類，最後才選擇肉

類。若選擇肉類時，建議以白肉（例如雞肉、鴨肉）取代紅肉（例如牛肉、豬肉），並

且選擇脂肪含量較低的部位（例如以里肌肉片取代五花肉片）。 

 原則 4、以水果取代甜點： 

吃火鍋時經常選擇冰淇淋作為飯後的甜點，使得已過量攝取的熱量雪上加霜，建議

依照我的餐盤口訣－「每餐水果拳頭大」，以 1 個拳頭大小的水果取代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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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則 5、少油調味選天然： 

選擇火鍋湯頭時，建議以昆布湯取代高熱量、高脂肪及高鈉含量的麻辣湯；選擇配

料時，建議減少使用高熱量、高脂肪含量及高鈉含量的調味料，如：沙茶醬、豆瓣醬、

胡麻醬等，可多選擇選擇蔥、薑、蒜及香菜等新鮮食材提味，並可以依照我的餐盤口訣，

搭配 1 茶匙的堅果種子，如：花生粉或芝麻粉。 

 原則 6、少糖飲選乳品： 

含糖飲料中含大量添加糖及熱量，過量攝取可能造成肥胖及代謝症候群等疾病發

生，建議飲用白開水或無糖茶水取代含糖飲料，若欲進一步增添風味建議可以搭配乳品。 

若用餐時不小心吃過量，建議您其他餐次須減量攝取或是增加運動量。除了以上的

原則外，用餐後多花點時間與親朋好友逛街散步，搭乘交通工具回家時可以提早幾站下

車多走路，增加身體活動的機會，平時更是要保有多運動的好習慣，讓您在享用大餐的

同時仍保有好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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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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