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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罰可能會比行政罰來得輕嗎？ 

■資料來源：一起讀判決 

一個違法行為，可能同時有刑罰跟行政罰兩種責任。 

以酒駕為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的行政罰標準是「吐氣所

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刑罰則是0.25以上。當酒測值超過

0.25時，一次的酒駕行為，就會同時構成行政罰跟刑罰兩種責任。 

為了避免一次的行為遭受兩次處罰，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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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

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 

換言之，同時觸犯刑罰跟行政罰時，原則上以刑罰優先，除非行政罰和刑罰的種類

並不相同，而可以併罰。比如都是錢的處罰，刑法的罰金就會優先於行政罰的罰鍰，當

法院判刑之後，行政罰的罰緩就會被刑罰蓋掉。 

但如果是檢察官給緩起訴或法院給緩刑，因為刑罰暫緩執行，並沒有上面規定的適

用，行政罰鍰還是要罰。但是，當法官或檢察官要求被告繳交一定的金額給公庫，作為

獲得緩刑、緩起訴的附條件，如果行政罰又罰一次，一隻羊就被剝了兩次皮。 

相關圖片行政罰法第26條第3項因而規定，在緩起訴或緩刑時，被告因緩起訴或緩刑

而繳交的金額或義務勞務，可以用來扣抵行政罰鍰。舉例來說，緩起訴的條件是繳交3萬

元，但行政罰鍰是5萬元，當被告就緩起訴繳交3萬元後，行政罰鍰只要再繳2萬。 

法律常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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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那有沒有可能，法院判刑沒給緩刑。但刑法規定的罰金比行政罰來得低，或

法院判得比行政罰少？這又該怎麼辦？ 

有可能。像是稅法就有這樣的問題，尤其在高額的逃漏稅情形。 

稅捐稽徵法第4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六萬元以下罰金。」除了徒刑之外，罰金最多

只能併科6萬元。對照屬於行政罰的所得稅法規定，除了補稅之外，還有二到三倍以下的

罰鍰。 

如果法院判決構成稅捐稽徵法的刑罰確定，刑罰優先於行政罰的結果，即便法院在

罰鍰部份裁罰到最高的6萬元，所得稅法的二到三倍的罰鍰還是不用罰了。 

有沒有什麼防止的方法？ 

大概有兩個可能。 

其一，提高稅捐稽徵法的併罰罰金規定，讓法官在判決時可以衡量刑罰跟行政罰的

處罰標準，避免刑事處罰低於行政罰的情況。 

其二，當刑罰低於行政罰的行情時，讓稅捐機關可以透過行政罰來補滿當中的差額。

舉例來說，修法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8項規定，當酒駕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

（102年修法前的酒駕公共危險罪，還可單處罰金）「低於」最低罰鍰基準時，應繳納不

足最低罰鍰。 

也就是說，萬一法院判的刑罰罰金比行政罰鍰的最低行情來得低，受處罰人要把差

額補滿。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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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什麼是認罪協商？ 
■資料來源：一起讀判決 

在刑事審判程序中，原則上是以通常程序來審理，法院要經過直接審理、進行證據

調查，保障被告對證人的對質詰問權後，來判決被告有罪或無罪。不過，通常程序需要

耗費的時間及人力成本，實在是很龐大的。在「疑案慎斷、明案速斷」的基本理念下，

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幾種簡便的程序，包括：簡式審判、簡易判決處刑，以及協商程序。 

這些程序有幾個特色，第一：非重罪才有適用。第二，法官獨任，不見得要透過合

議庭的方式來審理；第三，證據法的要求程度較低，不適用傳聞法則。第四，判決結果

都是有罪，無罪要走通常程序。第五，判決刑度有一定的上限。 

我們先來講協商程序，也就是所謂的「認罪協商」。 

美國絕大多數的案件都是由檢察官跟被告以認罪協商的方式結案，進到法院的案件

其實是很少的。前首席大法官Burger曾經說，如果認罪協商的案件從百分之九十降到百

分之八十，這百分之十的差距，法院大概要多一倍的人力跟設備，才能夠處理。 

現在，美國州法院跟聯邦法院的非輕罪案件（felony）中，分別有百分94、97的比例

是以認罪協商的方式來結案。當然，美國有他們的問題，被告選擇認罪協商，不見得真

的認為自己有罪，也可能是無法等待漫長的訴訟程序。 

至於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原本是沒有認罪協商程序。是在2004年的時候，增訂「第

七編之一 協商程序」，總共有11個條文。 

雖然增訂協商程序至今也15年了，但實際上使用協商程序結案的比例，可以說是很

法律常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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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至於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過幾篇再來分析。 

以下，我們先簡單列出協商程序的幾個基本原則。 

一、非重罪的一審案件。 

 二、檢察官經法院同意後開始協商。 

 三、檢察官和被告在審判外協商。 

 四、如果就科刑及其他條件達成合意，且被告認罪，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協商判決」。 

 五、除有法定不能協商事由而駁回外，法院應在合意的範圍內作出「協商判決」。 

 六、「協商判決」可以不用寫判決、原則上不能上訴，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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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長髮考績案終審判決 

■資料來源：一起讀判決 

葉先生是保二總隊員警，因為留著長髮，在 103 年間被以儀容不整違反規定，申誡

36 次。依照考績法施行細則規定，每一申誡扣 1 分，後來葉先生的綜合評擬只有 69 分，

年終考績被列為丙等。 

 依照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年終考績列為甲等、乙等都會晉本俸一級，並給予獎金。

丙等則是留原俸級，也沒有獎金。葉先生對保二總隊考績評定的處分不服，復審失敗後，

提起行政訴訟。 

2017 年 12 月 7 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葉先生敗訴；2019 年 1 月 17 日，最高行

政法院駁回葉先生上訴而判決確定。 

葉先生的主張 

葉先生認為保二總隊的考績處分違反憲法保障平等權、非列舉基本權、行政自我拘

束及誠實信用原則，此外也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7 條，該條規定雇主對受僱者的考績，

不得因性別而有所差異。葉先生主張應該審查蓄髮申誡 17 次的原因事實，撤銷申誡處分

後，把扣分的部分加回來。 

最高行政法院的理由 

最高行政法院駁回葉先生上訴主要的理由包括： 

法律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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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葉先生對 103 年考績年度內的資料跟考核流程都沒有爭議，法院就以這個事實來

做判斷。 

2.考核涉及葉先生的學識、能力、操守及工作態度，需要主管依照平日的表現長期

觀察，不是單憑書面資料就可以知道。公務人員的考核具有高度的屬人性，保二

總隊的決定具有判斷餘地。因此，法院對行政機關這方面的決定，原則上尊重，

只有在判斷有恣意濫用或其他違法情形的時候，才由法院撤銷或變更。 

3.葉先生認為之前受到 36 次申誡，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但是，因儀容不整違反規

定而申誡，屬於對管理措施的處置，葉先生可以依照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在 30

日內提起申訴、再申訴，但葉先生沒有提起救濟，申誡處分已經確定。因此，考

績處分只去審酌有沒有 36 次申誡的事實，至於申誡是否合法，並不是要審查考績

處分的本件訴訟所可以探究的。 

總結來說 

法院認為因為考績的評定應該尊重機關的決定，除非有判斷恣意或其他違反，才可

以撤銷或變更。因為蓄髮遭到申誡的處分，因為葉先生沒有提出申訴，都已經確定，本案

無法審究。 就原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指出警政署對儀容的要求屬於機關管理權的範圍，

對男女不同要求，並沒有違反性平法這部分的論述，最高行政法院則認為因為申誡已經確

定而無法審究，所以警察儀容要求事項是否違反性平法及平等原則這個爭執，也無庸審究。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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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隊員執行消防安全設備缺失複檢， 

不實登載紀錄表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一、案情概要 

甲、乙為某市消防局消防隊員，辦理消防安全設備缺失事項複檢工作時，甲、乙 2

員明知初檢缺失項目尚未全數改善完成，竟仍於消防安全檢查紀錄表為「限改複檢

合格」之不實登載，致該社區管理委員會因而免受裁罰。經政風室陪同 2 員前往廉

政署自首，案經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定渠等 2 員涉犯刑法第 213 條、216 條

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事證明確，惟考量渠等犯後態度良好，爰參酌刑法

第 57 條所列事項，予以緩起訴處分在案。 

二、懲處情形 

(一)懲處原因及結果：甲、乙未依規定執行消防法令案件裁處工作，致觸犯刑法公務

員登載不實文書罪，經檢察官處以緩起訴處分，經該局考績會決議核予甲、乙 2

員各記過 1 次之處分。 

(二)相關法條：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第 5 點第 1 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對

違反消防法令案件裁處工作未依規定執行，產生不良影響。」陳○○所犯共 7

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廉政小叮嚀 

廉政案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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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為稽核人員，除對各項法規均應充分瞭解外，不論執行初檢或複檢工作均應依

法行政，與業者接觸時更應嚴守應有的分界，始得建立為民眾消防安全把關的專

業形象。 

(二)全案雖無不法所得，但圖小眾業者民眾之利，賠上的卻是全民公共安全，實不可

取。因此，公務人員在行使公權力時更應嚴守法令依法行政，以免觸犯刑責，追

悔莫及。 

四、參考法條 

(一)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刑法第 216 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

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三)刑法第 57 條：「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

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十、犯罪後之態度」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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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變賣機關之公有財物（報廢鐵材）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行政責任案例彙編 

一、案情概要 

甲係○○局助理工程員，負責該局相關設施維護工程整建後之廢鐵標售業務，明知

其職務上持有之廢鐵材與報廢工程車輛等公有財物，未經機關同意不得任意變賣或

搬動，竟於 100 年間擅自委託不知情之友人乙，僱工將前開公有財物載運至污水處

理廠存放。俟因乙向甲一再催討僱工搬運之費用，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

其職務上持有之廢鐵材約 4 噸，交由乙載運至民間之資源回收場變賣，所得新臺幣

47,000 元侵占入己（其中 32,000 元支付給乙）。嗣後，該局於 100 年底辦理廢鐵

材公開標售案，發現存放於各廠站之廢鐵材有遭人搬動之情形，乃將該標售案撤銷。

甲得知上情，自動前往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 20，並將上開變賣所得款

項 47,000 元繳還該局。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侵占公有財物罪 21 並提起公訴，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10 月，褫奪公權

1 年，緩刑 3 年，並應向公庫支付 30,000 元。 

二、懲處情形 

（一）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未經機關許可，私自變賣公有財物，遭刑事判決有

罪定讞，違反紀律且損害公務人員聲譽，經該局召開考績委員會，依公務人員

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規定，核予記一大過之處分。 

廉政案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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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法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有下列情

形之一，一次記一大過：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或誣陷

侮辱同事，有確實證據者。」 

三、廉政小叮嚀 

（一）公務人員對於本身業務職掌與相關各項法令規定，均應充分瞭解並依法行政，

切不可便宜行事甚至混淆公私分際，始得建立人民對於政府的信賴。 

（二）本案例中，甲擔任公職多年，明知報廢之鐵材與工程車仍屬機關公有財物，竟

擅自委託友人予以搬動，並為支付其價金而私自變賣職務上保管之部分廢鐵

材。雖然甲不法所得金額並不高，但仍然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公有財物罪，

使其公務生涯留下難以抹滅之污點，全體公務人員實應引以為鑑，未來從事各

項行政行為都應該嚴守法令，謹慎勤勉，以免涉及刑事責任而後悔莫及。 

四、參考法條 

（一）依刑法第 62 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惟若

於犯罪後，僅向被害人或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而

無受裁判之表示，即與自首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 50 年台上字第 65 號判例參

照）。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1 億元以下罰金：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

財物者。」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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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電子郵件詐騙手法 Top5（上篇）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電子郵件的便利性，使其成為駭客攻擊的最佳管道，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的統計，從 2016 年起，臺灣商務電郵詐騙已逾百起，企業損失超

過 1 億新臺幣，近年來此類詐騙數量仍在急遽成長，在 2018 年因商務電郵詐騙引起的

損失金額更高達 2 億元。以下列出 2018 年主要的五大電子郵件詐騙手法，提供各界參

考。 

一、偽造系統通知信 

舉凡密碼過期、授權不足或郵件空間已滿等相關的通知信類型都可能成為詐騙攻擊

的前奏。這類偽造信與真正的系統通知信相似度極高，且信中帶有 URL 連結，當使

用者點擊信中連結，會導到偽造的釣魚網站騙取使用者的帳號密碼，此外信件中的

回覆地址（Reply-To）與寄件地址（From）往往不同。 

正確處理方式： 

 確認信件中連結是否為官方網站。 

 勿輸入任何帳密資訊。 

資通安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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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透過官方電話與客服人員確認相關服務。 

 

圖一、偽造系統通知信範例 

二、跨國貿易詐騙信 

國際貿易的詐騙信大部分以英文語系為主，有時也會自動翻譯成簡體中文，主要攻

擊對象鎖定在跨國貿易公司，其詐騙情境為運送之貨櫃被國外海關扣留，必須支付

一筆為數可觀的關稅。信件會附上完整的匯款資訊、物流編號與國際物流公司網站

連結。使用者點擊後會導到製作精美的網站，且有完整機制可供查詢，目的在於取

信收件者，實際上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詐騙攻擊，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網站通常沒有安

全憑證，且網域建立的日期很新。 

正確處理方式： 

 確認該網站是否有安全連線憑證，若無憑證很有可能就是釣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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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查證之前，絕不輕易匯款。 

  

圖二、無安全憑證的假物流網站 

 

圖三、經查詢可發現網域是近期建立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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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電子郵件詐騙手法 Top5（下篇）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在上篇文章中，我們已為您介紹「偽造系統通知信」和「跨國貿易詐騙信」兩種常見的電

子郵件詐騙手法，接下來還有哪三種手法需要注意呢？ 

三、勒索信件 

此類信件中多會提供被害人曾使用過的帳號密碼或聯絡方式，攻擊者宣稱「透過惡

意程式側錄了你的密碼」，並利用網路攝影機錄製了隱私畫面，被害人需於 48 小時

內透過比特幣支付贖金。若未支付贖金，就會向受害者的家人、朋友、同事或社群

網站的聯絡人散布隱私照片或影片。 

正確處理方式 ： 

 遮蔽網路攝影機鏡頭，避免遭到有心人士側錄。 

 電腦軟體應安裝修補程式，避免產生漏洞。 

資通安全-２ 

https://isafe.moe.edu.tw/article/2240?user_type=4&topic=9


 

 16 

 

圖一、勒索信件範例 

 

四、中獎通知信或一頁式購物詐騙 

這類詐騙主要透過電子郵件 EDM、facebook 及 LINE 等方式傳播，其特徵是銷售網站

為一頁式網站、免運費、七天鑑賞期、價格遠低於市場行情，為了取信消費者也會

標榜「貨到付款」，但下單後實際收到的商品卻與網站上有極大落差，若打電話給

客服要求退貨通常求助無門。 

正確處理方式： 

 可參照官方網站查證是否有促銷活動。 

 可向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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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一頁式購物詐騙網站範例 

  

五、以匯款為標題的惡意程式攻擊 

屬於典型的病毒信，其內容多是請收件者確認匯款收據等相關資訊，附檔為 ZIP 或 

RAR 壓縮檔，若為 Office 檔案類型格式，通常帶有惡意巨集程式，若為 PDF 檔其中

可能含有 JavaScript 攻擊腳本，有些附檔內則含有病毒或木馬程式等執行檔。 

正確處理方式： 

 對來路不明的信件提高警覺。 

 勿輕易開啟未知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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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以匯款資訊為題的病毒信 

結論：防護機制只是工具，資安觀念才是解決方案有鑒於病毒演變速度越來越快，加上商

務電郵詐騙頻傳，許多資訊安全廠商都已推出相關的防護機制，然而無論導入何種

機制，最重要的還是要靠你我平時建立完整的資安觀念，才能保護自己免於威脅，

因為防護機制只是治標的工具，資安觀念才是真正能治本的解決方案。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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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要透明，名實相符最可靠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全球資訊網 

 
 

↑TOP 

 

消費保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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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誠信經營，契約合理公平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全球資訊網 

 

 

↑TOP 

消費保護－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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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P 

染毒四徵兆 請關心您的家人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反毒資源館 

 

↑TOP 

反毒反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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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團最愛假扮「姪子」「姪女」  

詐取舅舅舅媽的退休老本 

 資料來源：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 

常見詐騙集團假冒同學、親友身分來電裝熟攀談再借錢的詐騙手法，你知道詐騙集

團最愛假冒哪個身分嗎?「姪子」、「姪女」紛紛上榜，假借此名義向舅舅、舅媽詐取金

錢!親朋好友們，抽空聯絡一下感情吧，遇上親戚名義來電借錢，務必先確認對方真實身

分! 

一名退休陳先生從家用市話接到一通未顯示來電的問候電話，乍聽聲音很像渠姪

女，便未留心查證，待噓寒問暖後，該名「假姪女」向陳先生表示想借新臺幣(下同)25

萬元週轉資金，先還清她欠別人的款項，因陳先生疼姪女心切，未進一步確認身分便立

刻至郵局匯款 25 萬元至對方指定的湯姓帳戶，復翌日早上「假姪女」又來電表示還缺 35

萬元，欲向陳先生借款，陳先生只同意再借款 5 萬元給她，立刻又按指示匯款到對方指

定的陳姓帳戶，共計遭詐騙新臺幣 30 萬元，待中午時分陳先生終於撥打電話向其妹妹提

到姪女借款一事，經其妹妹向女兒確認並無借款此事，再撥打「假姪女」電話也無人回

應，才驚覺遭到詐騙。 

還有一名退休李先生，上週接到一通陌生號碼來電，一接起來對方直喊「舅舅」，

李先生一聽聲音跟姪子一模一樣，立刻認為是姪子在喊他，「假姪子」表示更換電話號

碼了，請李先生加入電話簿，因彼此從未以電話連絡過，所以李先生相信並加入「假姪

子」的 LINE；隔天又接到「假姪子」來電，表示身上的錢不夠支付在網路購物的費用，

反毒反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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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跟舅舅借 30 萬元週轉，惟李先生身上未有大筆金額，「假姪子」便商議借 15 萬元就

好，最後李先生同意借 8 萬元，立刻將現金領出存入對方指定的帳戶中，「假姪子」食

髓知味後又來電打算向李先生借款 15 萬元，但李先生堅定表示身上已沒錢了，「假姪子」

立刻封鎖李先生的 LINE，待李先生的電話連絡不上對方了，才驚覺遭詐趕緊至派出所報

案。 

詐騙集團假冒許久不見的同學、親友借錢時有所聞，最常見的是打著「姪子」、「姪

女」名號，假冒身分向舅舅、舅媽借錢，濫用親友的愛心，詐取金錢；根據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統計，近一週(108 年 3 月 4起至 108 年 3 月 10 日止)猜猜我是誰詐騙手法中，

假冒「姪子」、「姪女」名義的就有 22件，這類詐騙手法常用說詞會先裝熟表示對對方

的關心及更換電話號碼或 LINE ID，讓你陷入誤解，若發現對方說話的方式和以往不同，

或提出特殊的要求，建議多問個兩句以驗證對方的身分，且不要僅以 LINE 文字或貼圖對

話就認定借錢的是你所認識的朋友，而詐騙的最終目的多半是借錢、匯款的要求，若是

牽涉到借錢的要求，建議可以直接電話求證，順道考詢與親友建立的─防詐專屬約定密

語，確認身分。 

刑事警察局呼籲，接到不明來電或 LINE 訊息問候，先作確認!如果接到親朋好友傳

訊息要求借錢或幫忙匯款，一定要提高警覺並再透過其他管道（如打電話）向本人査證，

平時也應該做好帳號保護，避免多個帳號設定同組密碼，亦不要點選不明網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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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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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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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葉○○等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全球資訊網「洗錢案例彙編第七輯」 

一、案件來源 

法務部調查局於105年11月間受理金融情資分析後發現：該局破獲某毒品走私不法

案，主嫌葉○○設於A銀行帳戶平常無大額資金進出，突於105年11月底，連續由乙

公司共匯入1,400萬元，旋由葉○○之母親及胞弟提領、轉匯一空，交易似有異常。 

二、涉案人 

甲公司負責人葉○○、王○○、楊○○及廖○○等人。 

三、涉案情形 

葉○○、楊○○及廖○○共同基於運輸第二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出口之犯意聯

絡，於105年9月間將所取得之甲基安非他命配裝於11顆鉛酸電池，續由葉○○擔任

負責人之甲公司名義，將上開11顆藏毒電池報關出口至澳洲，經調查局會同財政部

關務署（下稱關務署）等單位，開櫃查驗起獲安非他命50包（純質淨重為4萬7,741.07

公克）。另葉○○、王○○等人又由巴西取得第一級毒品古柯鹼共200塊，置入30

顆大型車船用鉛酸電池，復於105年11月底運抵高雄港，又經調查局會同關務署等

單位查獲古柯鹼共200塊（純質淨重共17萬7,485.86公克）。 

潛伏海外主嫌葉○○見犯行遭揭露，惟恐渠存放所掌控之乙公司帳戶內款項遭查

扣，遂將該帳戶內1,400萬元連續匯至葉○○Ａ銀行金融帳戶，旋由葉○○之母親

及胞弟提領、轉匯一空，意圖規避查緝。本局得悉後迅將上開資金異常情形陳報偵

洗錢防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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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檢察官，並經葉○○之母親與胞弟同意後，順利查扣前開葉○○犯罪所得款項共

1,383萬元。 

四、可疑洗錢表徵 

客戶帳戶平常無大額資金進出，突於特定媒體報導事件前後匯入大額款項，旋即由

他人提領、轉匯一空。 

五、起訴情形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於106年3月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懲治走私條例等罪，將

葉○○、楊○○等人提起公訴，並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六、經驗參考 

A銀行對既有客戶之違常大額匯款與現金提領保持警覺，且於新聞披露後迅速申

報，有助於犯罪所得之查扣。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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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銀行 ATM 遭盜領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全球資訊網「洗錢案例彙編第七輯」 

一、案件來源 

105年7月間，乙銀行向權責監理機關通報該銀行發生數十臺ATM疑似遭駭事件，已無

故短少7,000餘萬元現金，同時向新北市調查處提出檢舉，該處隨即主動協助展開調

查。 

二、涉案人 

外籍人士安○○等共22名。 

三、涉案情形 

安○○等22人及其餘具駭客專長之不知名人士，係境外犯罪集團成員，渠等基於意

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所有之共同犯意，於105年5月31日由犯罪集團成員使用位於瑞

士不明位址之主機與乙銀行倫敦分行主機建立異常連線，竊取管理者帳號密碼後，

入侵該銀行伺服器取得伺服器權限，嗣於105年6月至7月間，分批將預先製作之犯案

工具程式偽裝為更新檔，以乙銀行伺服器派送至部分乙銀行ATM。105年7月上旬，由

集團成員貝○○等14人，分至各該負責之乙銀行ATM（至少22家分行、41臺ATM），

聯繫犯罪集團成員以倫敦分行伺服器為跳板，遠端操控受駭ATM，執行預先植入之犯

案程式進行吐鈔，詐領總計8,327萬7,600元款項後，即植入並執行加密刪除程式，

以湮滅入侵紀錄及犯罪證據。前述犯罪集團成員安○○於105年7月中旬至B市某公園

登山步道置放贓款，旋遭警方逮捕，蒐獲不法所得計1,717萬900餘元；另潘○○及

米○○至某火車站地下一樓置物櫃取得寄藏之贓款，旋於105年7月17日遭警方逮

洗錢防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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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共起獲贓款6,024萬8,000萬元，臺北地方檢察署總計查扣7,741萬8,900餘元。 

經由國際合作，該集團主嫌已於西班牙落網，其餘款項透過艾格蒙組織向各國金融

情報中心瞭解前開22名外籍人士相關外國帳戶及交易情資，持續追查中。 

四、可疑洗錢表徵 

每筆存、提金額相當且時間相距不久。 

五、起訴情形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於105年9月間，以詐欺罪及妨害電腦使用等罪起訴安○○、潘

○○及米○○等人。臺北地方法院審理後於106年1月以無故變更、刪除他人電腦電

磁紀錄罪，判處安○○等人有期徒刑5年、併科新臺幣60萬元罰金，沒收贓款7,700

餘萬元。經上訴，二審臺灣高等法院分別判處安○○有期徒刑4年10月併科50萬元罰

金、潘○○有期徒刑4年6月併科30萬元罰金、米○○有期徒刑4年8月併科40萬元罰

金，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後雙方上訴，最高法院於106年8月間

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六、經驗參考 

繼乙銀行ATM遭入侵盜領現金後， 106年10月份中秋假日期間，復發生丙銀行網路系

統遭駭，丙銀行之某外幣帳戶遭轉帳美元6,010萬餘元至斯里蘭卡、柬埔寨及美國等

地人頭帳戶，研判駭客集團往往選擇假日或深夜，金融機構較難即時稽查自動化設

備異常交易之時段植入並執行惡意程式，透過該等惡意程式竊取相關管理權限之帳

號密碼，進而駭入ATM或其他主機。近來社會大眾頻繁使用金融機構自動化設備或網

路銀行功能，該等交易難以完成客戶實質審查，易淪為洗錢管道，金融機構宜隨時 



 

 29 

審視、稽核相關自動化設備資安防護升級、交易紀錄保存及限額管制等措施，強化

員工資安訓練，同時落實電腦使用之管理權限分級與網路實體隔離等資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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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健康我在乎！善用成人健康檢查 

 費用政府幫您付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健康是家庭與工作事業的基石，如果因忙於工作家庭，忽略定期檢視自身健康狀況，

等到身體出現警訊，可能就有為何沒有提早發現的遺憾，再多的財富也買不回健康！國民

健康署提供 40 歲至 64 歲民眾每 3 年 1 次，55 歲以上原住民及 65 歲以上民眾每年 1 次成

人預防保健服務，目的是在民眾沒有臨床症狀前，能早期發現罹病的風險因子，及早讓民

眾了解並減少有害健康的生活型態；對於確定罹病者，則協助其接受治療，延緩疾病進展。

這是政府為民眾健康把關的前哨站，國民健康署呼籲符合資格者，不應讓自己的權利睡著

了。 

0-44歲男性不到 1/4使用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根據國民健康署 106 年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資料顯示，全國有超過 188 萬人接受服務，

利用率最高者為 60-64 歲族群(38.5%)，其中女性利用率(43.7%)大於男性(32.9%)，利用

率最低者為 40-44 歲族群(23.7%)，其中女性利用率(26.7%)大於男性(20.6%)。40-44 歲

是男性在職場拼事業與家庭經營的重要階段，但只有不到 1/4 的男性使用成人預防保健服

務，顯示男性較容易輕忽健康檢查的重要。 

今年 50 歲的吳先生，因自覺容易疲倦及視力模糊就醫，並告訴醫生最近食量上升但

體重卻下降，常跑廁所尿尿，後經檢查發現竟罹患糖尿病；因過去無健康檢查的習慣，在

醫院檢查時才得知政府針對 40 歲以上民眾有定期補助健檢，飯前血糖檢測和衛教是重點

健康叮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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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之一，吳先生非常懊悔，若能早點利用服務，就能在血糖偏高但還沒有臨床症狀

時，甚至更早在體重過重時，就調整自己飲食大魚大肉又缺乏運動的壞習慣。 

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表示，40 歲起即應每 3 年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越晚發現

潛藏的危險因子及調整生活習慣，預防發病的效果就越有限，治療成本也相對提高。 

全國 6千多家院所提供服務 年滿 40歲民眾可多善用 

符合成人預防保健服務資格的民眾可至全國 6 千多家醫療院所接受服務，醫療院所

名單可上國民健康署官網查詢【連結路徑：首頁＞健康主題＞預防保健項下之公費健檢＞

成人預防保健＞提供服務院所查詢，查詢方式：請於項目 8 預防保健點選成人預防保健，

並於項目 3 區域別點選欲查詢之縣市及鄉鎮市區。】，並請事先向院所洽詢服務時間及掛

號費用。 

本項服務是參考國際醫學實證及專業組織的建議，選擇造成慢性病(含心血管疾病及

肝、腎臟病)最關鍵的風險因子，為國人量身打造最具有健康效益的檢查項目，包括健康

行為(吸菸、喝酒、嚼檳榔及規律運動習慣)及家族疾病史調查、身體檢查(含血壓、腰圍

量測及 BMI 計算等)、血液生化及尿蛋白檢查，以及健康諮詢(含衛教戒菸、節酒、戒檳榔、

規律運動及健康飲食等)，可有效針對國人常見六項健康問題(血壓、血糖、血脂、腎功能、

肝功能及健康體重)進行評估，以及早發現問題與治療。而根據 106 年服務資料顯示，新

發現高血壓的比率為 21.3%、高血糖 8.8%、高血脂 25.8%；腹部肥胖(男性腰圍≧90 公分、

女性腰圍≧80 公分)者比率 47.4%、BMI (≧27)者比率 25%、腎功能異常者比率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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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署為國人健康把關，請年滿 40 歲的民眾，務必及早定期接受成人預防保健

服務！如果工作單位沒有提供定期健康檢查，請多利用政府的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可以節

省自費健康檢查的支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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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與闢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全球資訊網 

 孕婦容易腳抽筋是缺鈣嗎?  

多數的孕婦在孕期都有腳抽筋的經驗，最常發生在夜間睡眠時，但也會發生在其他時

間，足部的伸展而造成腿部痙攣，對準媽媽來說是很不舒服的事情，並且影響睡眠質

量。 

一講到腳抽筋，立即想到的是「缺鈣」！事實上，鈣質缺乏只是造成腳抽筋的其中一

個原因。 

抽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種： 

1.隨著孕期體重逐漸增加，孕婦腿部負擔加重，若走太多路、站得太久，都會令小腿

肌肉的活動增多，使腿部肌肉處於疲勞狀態，因而引起腿部痙攣。 

2.孕期胎兒、子宮增大，壓迫下腔靜脈造成血液循環不良，使得小腿肌肉細胞缺氧而

導致小腿抽筋及疼痛。 

3.姿勢也是原因之一，不管是側睡、或者是平躺正睡的姿勢，腳尖呈現微微的下垂時，

小腿肌肉是處於縮短的狀態，當血液循環不良或周遭溫度較低時(如寒流或吹冷

氣)，往往都在這樣的姿勢發生抽筋。 

4.孕期隨著胎兒的成長發育，對鈣的需求量增加，若準媽媽體內鈣不足且飲食中缺少

鈣及維生素攝取，容易引起抽筋。 

抽筋時，肌肉是持續收縮的狀態，若可以儘快讓肌肉放鬆，以減輕疼痛不適。 

健康叮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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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避免抽筋及抽筋時的應對方法： 

1.避免過於急促的走動或走太多路，也勿長時間久坐或久站，適當休息或變換姿勢，

以促進血液循環。 

2.當孕媽咪是站著時發生腳抽筋，先讓腳跟著地將腳掌平貼在地面，如果是睡覺時發

生抽筋，則將腳掌平貼在牆壁上，或將膝蓋打直，將腳尖上翹讓腳板與小腿呈直角，

使小腿肌肉伸展，即能有效、立即地緩解肌肉痙攣。 

3.按摩、熱敷：輕輕按摩抽筋的部位可減緩不適。若抽筋造成局部肌肉的酸痛，可以

選擇溫敷或是泡熱水。提醒孕媽咪平時可以按摩小腿和適當熱敷，促進腳部血液循

環暢順，做好腿部保暖，以降低抽筋的發生。 

4 建議飲食中多增加鈣質的攝取，例如：乳製品、芝麻、黑豆、黃豆等等，木耳、深

綠色葉菜、或蝦米、吻仔魚、鮭魚都含有很豐富的鈣質。 

但如果抽筋情況嚴重、疼痛仍然一直持續，或腿部有紅、腫、觸痛時，恐有併發靜脈

血栓的可能，此時孕媽咪應立刻找醫師診治。多數的孕婦在孕期都有腳抽筋的經驗，

最常發生在夜間睡眠時，對準媽媽來說是很不舒服的事情，並且影響睡眠質量。一講

到腳抽筋，立即想到的是「缺鈣」！事實上，鈣質缺乏只是造成腳抽筋的其中一個原

因。隨著孕期體重逐漸增加，孕婦腿部負擔加重，若走太多路、站得太久，都會令小

腿肌肉的活動增多，使腿部肌肉處於疲勞狀態，因而引起腿部痙攣。另外，睡姿也會

造成影響。  

為避免抽筋，不要過於急促的走動或走太多路。當孕媽咪是站著時發生腳抽筋，先讓

腳跟著地將腳掌平貼在地面，如果是睡覺時發生抽筋，則將腳掌平貼在牆壁上，或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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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蓋打直，將腳尖上翹讓腳板與小腿呈直角，使小腿肌肉伸展，即能有效緩解肌肉痙

攣。此外，建議飲食中多增加鈣質的攝取。但如果抽筋情況嚴重、疼痛仍然一直持續，

建議孕媽咪應立刻找醫師診治。 

 寶寶太早學會站會影響骨骼發育？  

一般而言，寶寶 9 個月大時就能扶著牆壁或物品站立，但也有 6、7 個月大的嬰兒就能

扶著東西稍微站立，嬰兒站立的問題牽涉到寶寶的體重及腿部肌肉的發展，個體之間

差異大，如果是寶寶自己學會站立，則不需要特別加以限制。 

兒童發展的時程可以參考兒童健康手冊內的兒童發展連續圖，若寶寶超過警訊時程仍

無法完成該能力，請諮詢醫生，尋求專業幫助。 

 控制高血壓、糖尿病跟高血脂的藥加起來好多種，吃久了會傷腎？  

1. 高血壓、糖尿病跟高血脂(三高)容易損害腎臟，所以維持血壓、血糖、血脂在正常範

圍才能做好腎臟保健。要是因為怕吃治療三高的藥會傷腎，就自己停止吃藥或減藥，

會使三高控制不好，反而可能加速腎功能持續惡化喔。可以跟醫師討論要怎樣保護自

己的腎臟，依照醫師指示調整或選擇合適的三高控制藥物，並檢查腎功能，才是比較

保險的作法。 

2. 要是腎臟功能已經不好的人，建議先詢問醫師以下藥物使用： 

(1)止痛藥物：例如非類固醇類消炎藥。 

(2)抗生素：例如胺基糖苷類。 

(3)口服降血糖藥物：例如雙胍類。 

(4)影像檢查所使用的顯影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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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如肌肉鬆弛劑。若是來路不明的中草藥偏方，尤其含馬兜鈴酸或鉛、汞等

重金屬食品，千萬不要使用，才能保護您的腎喔。 

 健走只要走得很快就好？  

注意正確的健走方式，以免未蒙其利而先受其害： 

1.選對一雙好鞋：健走雖然是低衝擊運動，但鞋子的避震功能仍然很重要，健走時應

穿著包覆性好、鞋墊軟硬適中的運動鞋，慢跑和健走的運動方式很接近，慢跑鞋能

承受更高的衝擊，因此用來健走也很合適。 

2.注意姿勢：正確的姿勢可以確保肌肉達到最佳運動量，也可以避免運動傷害。此外，

專家也提醒勿用跑步方式來健走，因為慢跑時腳尖先著地，會增加關節的碰撞衝擊；

健走則是腳跟先著地，腳掌-腳趾後著地，能讓腳踝和膝蓋均勻承受身體重量，較不

會傷害膝蓋及關節，既省力、又能減輕對關節的衝擊。遇到下坡時，為了避免膝蓋

可能受到的傷害，步伐要盡量變小。 

3.調整速度：健走剛開始的 5 分鐘內，以緩慢的步伐幫助自己暖身。接下來，稍快的

小步伐可以燃燒更多卡路里，試著維持這種速度走個 20~30 分鐘。骨鬆學會專家表

示，根據研究，健走速度達每小時 4.8~6.3 公里，相當於每分鐘 90~120 步，持續

15 周就能有效提升總骨密度 0.4。 

4.記得伸展運動：健走結束後請記得伸展，可幫助放鬆肌肉，並加速代謝廢物。 

 現在很夯的生機飲食能讓腫瘤縮小嗎?  

目前『並沒有』足夠的科學實證生機飲食可以讓腫瘤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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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流行生機飲食，主要是以有機食品為號召，雖有研究中指出有機飲食有助於降

低死亡與慢性病的發生率，但更進一步研究分析發現，食用有機食品者通常為蔬果攝

取量較高、攝取較少肉類且較無不良習慣的民眾，而這三種生活及飲食習慣是早已經

被證實有助於身體健康。 

此外要特別提醒，採用生機飲食需要重視安全及衛生，隨便從野地摘取野花野草就直

接打汁飲用是非常危險的行為。另外若是未經過充分清洗，容易誤食寄生蟲卵或其他

有害菌，臨床上有不少案例是食用受到細菌污染的生機飲食而發生急性腸胃炎，特別

是癌症病人因化學治療或放射線治療等造成免疫力降低，並不適合採用生食。 

另由於富含豐富的纖維質及水分，大量食用對於腸胃功能不佳或是剛進行腸胃道手術

的人會引起腸胃不適，腹瀉的患者則可能引起更嚴重的下痢，水分代謝不良或是有腹

水的患者更是需要對水份攝取更加留心。 

因此，對於腫瘤的治療，建議尋求正規醫療才是上策，呼籲癌症請找癌症診療品質認

證醫院(名單：https://www.hpa.gov.tw/Cms/File/Attach/1093/File_80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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