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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法令專欄 

洗錢防制相關正確觀念及認知 

行政院業於 106年 11月 22日舉辦「金流透明世界好評+」宣誓

記者會，邀請部會及產業代表出席；行政院賴院長清德並於致詞時

表示，金流透明度跟國際接軌，將可提升台灣國際聲譽，洗錢防制

工作需政府與民間的合作及參與，希望全民共同支持。 

為加強宣導洗錢防制相關正確觀念及認知，行政院洗錢防制辦

公室拍攝 3支宣導影片，廉政署請各政風機構利用機關網站、官方

臉書、電視牆、會議場合等行政通路資源，積極協助宣導周知。 

旨開影片可於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官網之影音專區

（http://www.amlo.moj.gov.tw/lp.asp?ctNode=45713&CtUnit=18488&BaseDSD=7&mp=80

04），或於廉政署官網之下載專區/宣導資料/影音下載處瀏覽觀看。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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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案例宣導 

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技工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案 

黃○○、王○○均為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技工，辦理

該處採購案之公文簽辦、驗收查驗及委外監造管理等業務，竟多次

接受思○公司副總經理李○○招待至有女陪侍之酒店，以包庇該公

司承攬水利處「文山區興隆路 3段 185巷等涵管改善工程委託監造

工作」、「全市河濱公園疏散門及相關設備整件工程(第 2標)」、

「全市堤防美化工程(第 4標)委託監造工作」等 3件標案，未確實

派員執行監造工作，使思○公司違背契約僅以「人頭報核」卻仍得

請領款項。又王○○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與李○○，妨害偵

查機關調查。 

另黃○○於辦理景美溪(萬芳交流道至萬芳路段)右岸堤

防新建及河道整治工程-萬芳交流道至捷運橋段」採購案期

間，明知本標案變更設計、工期檢討、結算等事項均為其職務，不

得藉此收受廠商賄賂，竟於收取得標廠商東○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員

工王○○及下游廠商茂○工程有限公司員工李○○交付之新臺幣 25

萬元賄款後，即於職務行使範圍內，踐履收受賄賂之職務上對價行

為等業務。 

全案經本署北部地區調查組調查後，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起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黃○○、王○○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等罪，分別處以並執行有期

徒刑 8年 4月及應執行有期徒刑 8月。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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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分析 

教誨師假藉職務得陳報假釋之機會索賄案 

【案情概述】 

一、○○監獄第二教區教誨師張○○，負責監獄收容人教誨及教化分

數之評分。因認其教化區之收容人焦○○急欲假釋出獄，且若順

利取得較高之教化分數，將於95年12月晉級，於96年1月間應符合

假釋之條件，乃於95年10月下旬某日，在其辦公室內，以其提報

假釋之權限，向焦○○要求新臺幣10萬元，並指示焦○○匯款至

其長女之郵局帳戶內，焦○○為求能順利獲得假釋，即於95年10 

月26日接見渠妻林○○時，告知此事，並請林○○與張○○電話

聯絡後，匯款至張○○指定之上開帳戶內。 

二、為使焦○○即早由三級晉升二級，張員在未獲前教區教誨師曾○

○之允許下，擅自塗改其於95年3至5月評定之操行及教化分數，

總計提高0.8分，俾使焦○○可提前於96年1月晉升至二級，達到

得報請假釋的條件。 

三、嗣該監於複聽接見錄音紀錄時，發覺其談話內容有異，乃進行調

查，而張員在得知機關已發覺有異時，竟仍以電話與林○○聯絡， 

告知匯款後將提報焦○○假釋，並要求林○○改匯款至另一女之

郵局帳戶，林○○為圖其夫能順利提報假釋，即依張員指示，匯

款10萬元至前述帳戶。 

【偵審情形與行政處理結果】 

一、刑事責任： 

該案於96年4月27日經○○地檢署提起公訴，於96年11月26 日

經高等法院○○分院二審判決，處有期徒刑八年，褫奪公權三年， 

所得財物新臺幣10萬元追繳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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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責任： 

張○○行為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涉

及貪污案件，其行政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經專案考績一次

記二大過處分，陳報核予免職。 

【研析】 

一、收容人有可能藉接觸管教人員之機會設局利用，使管教人員受其

控制，而管教人員掌握收容人之教化及操行、作業分數，若一時

受金錢利誘，極可能利用平時接觸收容人之機會，以提報假釋為

由索賄。 

二、本案教誨師未向原教誨師徵詢及獲得其同意，而將收容人操行及

教化分數擅自更改，未依正常程序提報累進處遇會議議決。 

三、本案涉及員工風紀及貪瀆不法情形，該監業務科同仁基於同事情

誼及為釐清事實，未經報備給予涉案當事人當面對質，使張員有

所警覺，事先通知將匯款對象更改，致影響後續偵查作為。 

【策進作為】 

一、提列特殊收容人為考核對象，平時即掌握其動態，對其不法行為

掌握狀況並迅速反映處理，偵查過程中，持續與檢調單位密切配

合，掌握後續狀況，加速偵辦時程及提高偵辦案件效率。 

二、管教人員對每月收容人之教化及操行、作業分數應核實給分， 若

有變更累進處遇分數各類成績分數時，應建立審查控管機制，以

避免弊端發生。 

三、查處案件經研判涉有刑事責任者，不得逕行訪談涉案對象，如有

必要，須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准，以避免涉案對象有所警覺，事

先湮滅相關事證，徒增調查之困難，惟如奉機關首長指示，應訪

談涉案對象以釐清事實者，應於保密原則下配合辦理，並即報請

上級政風機構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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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強員工風紀教育， 強化員工法紀教育及案例宣導，並請各科室

主管嚴加督導所屬，加強內部員工查核，培養榮譽與守法之觀念，

使能知法守法，勿誤觸法網，誤人害己。 

五、針對個案實施政風訪查及問卷調查，以瞭解收容人或家屬在監執

行時，有無遭受欺凌或詐騙情事，並加強實施收容人接見、電話

接見抽聽、複聽等工作，從中發現問題、發掘不法，以利即時處

理及阻絕弊端發生。 

 

資料來源：矯正機關員工觸犯刑責及重大行政責任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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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叮嚀 

不設防 換你當
「出門在外，想關心一下家中的長輩，於是登入居家安全系統

來查看家中的情況」；「炎炎夏日，在外勤奮地跑了一天的業務，

為了回家時能有一個舒服的環境，於是遠端啟動家中的冷氣機」；

「出門旅遊，看見難得的美景，為了讓親朋好友也能立刻欣賞到相

同的景色，所以拍照留念並立刻打卡上傳雲端」；這些在現代看似

理所當然的服務，皆拜現今網路發達及科技進步所賜，讓我們平淡

無奇的生活處處充滿了便利，但是，在這便利科技的黑暗面中，隱

藏了什麼樣的危機呢？  

許多人都知道，現在居家防護系統非常多樣化，除了租用保全

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外，熟悉電腦及網路架構的用戶也可以 購買相關

設備，自行架設一套自己的防護系統，但這些保護居家安全的雲端

設備，該由誰來保護它的安全？近年來，網路攝影機遭駭事件層出

不窮，國外號稱擁有最多線上攝影機的網站《Insecam》，光是監看

臺灣的攝影機就有四百多部（其中二百多部是落於臺北市區），而

這個網站甚至依據攝影機的廠牌、架設地區、城市，以及時區等項

目進行分類，讓有特殊興趣的人士可以隨時選擇他們想觀看的鏡

頭。那麼，當我們使用這些設備時，為避免隱私外露，該採取哪些

保護措施？建議各位最基本一定要做到的，就是將登入系統的密碼

更換為高強度密碼，另外亦需不定時地更新系統軟體，以及檢查連

線紀錄，以避免遭人監看而不自知的情況發生。 

其次聊聊雲端家電的便利與風險，可連接雲端的家電，除了最

常見的冷氣之外，現在亦有廠商開發電動門、智慧電表、空氣清淨

機、電鍋等智慧型連網裝置。這類家電的確可以為我們的生活帶來

相當程度的便利，達到節電、省時並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但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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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系統設計有缺陷，難保駭客不會運用這些設備來進行惡意攻擊。

例如，在寒冷的冬天啟動冷氣並將其溫度調降至 19度，進行無意義

的惡搞；或是竊賊趁家中無人時透過遠端搖控開啟電動門，趁機入

侵住宅搜括財物，相信無人願 意上述情況發生。  

那麼，我們該如何善用這些設備，而又不用擔心它可能隱藏的

危害呢？商品生產者當然需要背負最大的防護責任，定時檢測並更

新相關系統軟體，而使用者務必保護控制裝置的安全。舉例來說，

若透過 手機使用雲端 APP 來控制家中的冷氣，那麼，這部手機就不

要安裝太多應用程式；再者，家中的智慧型裝置若是透過 Wi-Fi 進

行連線，則 Wi-Fi 密碼也不應該設定的太過簡單，以上兩點防護作

為無需高超的電腦功力，一般人應該都可以做到。 

至於即時分享旅遊美景這類的行為，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危機

呢？首先我們該考慮到，有哪些人可以看到我們上傳的照片，如果

隨意一個路人都可以存取我們的照片，那我們就不該上傳較隱私或

者是背景為機敏地區的照片。此外，亦應留心提 供服務的供應商背

景，還有使用前應詳讀 使用合約，因為某些公司在合約條款中提 

到，客戶上傳照片後，版權就屬於該公司所有，他們可以任意使用，

這類型的合約非常不合理，但多數使用者均未查覺，致損害了自身

的權益。另外，若決定使用這類型服務時，仍應注意登入服務的密

碼設定是否安全，照片中是否夾帶 GPS 資訊等等，才能達到較佳的

保護效果。 

整體而言，智慧型裝置已為現代生活帶來了相當程度的便利，

只是身為使用者的我們，除了懂得如何「用」以外，更該 瞭解安全

防護做法；好好保護自身隱私，就不會成為最佳男（女）主角而不

自知！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9 

安全維護看板 

你還在加陌生人的 LINE ID私訊購物嗎？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告

訴你，千萬別和哪些 LINE ID做朋友或買東西！ 

根據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自今（106）年 10月到上週（12

月 10日）已經有 956位民眾遭 65組 LINE ID 詐騙，每件財損金額

介於新臺幣 5千元至 3萬元不等，究竟這些歹徒是如何透過 LINE進

行詐騙的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歹徒首先透過盜用民眾的臉書帳號，然後透過盜用的臉書帳號

張貼「朋友的通訊行新開幕，熱門 iPhone手機活動價限量優惠中，

詳情請加 LINE：a09XXX」，許多民眾看見是從朋友的臉書張貼出來

的訊息，都不疑有他，馬上加入那位「陌生人（歹徒）」的 LINE，

互加好友後歹徒就會告訴民眾手機是限時優惠，如果不先匯款，就

要將機會讓給下一位幸運兒，許多民眾深怕跟千載難逢的機會擦身

而過，都會立即匯款，而民眾將匯款明細拍給歹徒後，歹徒還會很

好心的告知將立即出貨，然而，滿心期待的民眾過了幾天後卻仍然

苦等不到商品，再次透過 LINE回撥或詢問，才發現歹徒不讀不回，

早已將這位「好友」給封鎖了。 

刑事警察局自 10月初發現這種詐騙手法後，已持續彙整相關的

LINE ID函文給 LINE 公司，期和 LINE 公司朝共同防制詐騙犯罪的方

向一起努力，而 LINE公司也十分重視此類詐騙案件，希望提供使用

者更安心的聊天空間。 

為避免更多民眾上當受騙，刑事警察局自即日起將於 165 官網、

165反詐騙 APP、165 臉書粉絲專頁及 165LINE反詐騙宣導群組公布

65組「千萬別加好友」的詐騙 LINE ID，並每日進行更新，讓民眾

能夠即時掌握哪些 LINE ID就是詐騙販賣手機帳號，如民眾發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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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販賣手機手法的詐騙 LINE ID，亦請儘速向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反

映。 

刑事警察局在此呼籲各位民眾，看見臉書好友張貼熱門手機活動

優惠價，千萬別急著加入上面的 LINE ID，務必提高警覺進行查證，

同時查看該帳號是不是就在所公布的詐騙帳號之中。再次提醒，網

路購物應避免在通訊軟體上進行交易，應選擇有完整客服機制的店

家，才能保障民眾購物的權益。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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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宣導 

有毒，勿近！ 

四叔的話如醍醐灌頂，令我羞愧到無地自容。我的智慧竟然不如那些鳥

雀。吸毒使我整天恍神，終日沉迷，沉迷在戕害自己以為樂，愚昧無知到如此

地步，又豈是汗顏二字可以形容？如果沒有堅定戒毒的決心，那我不是比禽獸

還不如？ 

似箭般衝回家躲進浴室，顫抖著手拿出針筒，倒些剛買回來的

海洛因，和著水注射入體內。剎那間，有如釋重負的解脫。緩緩吸

了口氣，準備進入飄飄 欲仙的境界。然而，左等右等始終沒有任何

感覺，喉間倒是有些甜甜的味道，這意味著買到的是糖粉，並非海

洛因。「受騙」令我怒不可抑，母親交代繳電費的錢，我竟買一包「糖

粉」，解不了毒癮不說，該如何向母親解釋也是一個問題。火冒三丈

地跑去找藥頭理論，至少把錢要回來。對方誣指我已將毒品掉 包，

氣得我推他一把，結果…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是寡不敵眾的我。  

踉踉蹌蹌回到家，母親在洗菜，看到鼻青臉腫一付狼狽樣的我，

嚇了一跳， 趕緊跑來扶我坐下，急得眼淚都掉下來地問「怎麼傷成

這樣？」拿了條溫熱毛巾，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小心擦拭我身上的

污垢和血漬，並哽咽地問我，還有哪裡痛，要不要去看醫生？母親

細心的呵護和自然流露的親情，使我良心倍受煎熬，內咎不已的情

況下，遂將詳情告知母親，並下定決心要戒毒，因為不想在毒品的

陰影下，苟且偷生。母親雖然震驚我沉淪毒海，但也寬容我的迷失。

於是，特地請假在家中照顧我。 

第一天，真正領受到毒品戒斷的威力。渾身酸痛到不行，骨頭

幾乎被拆散，不停地嘔吐，連膽汁都吐出來了，呵欠連連，眼淚鼻

涕齊流，神情恍惚，目光呆滯，真的是痛不欲生。母親緊握著我的

手，給我安慰和打氣。從她的淚水中，我看到心酸和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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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陷入昏迷狀態，時昏時醒，全身乏力，大、小便失

禁，不住呻吟、全身顫抖不已，酷熱的七月，身似凍在冰櫃中，母

親幫我蓋了二床棉被，依 然止不住寒意。望著因戒斷症狀而痛苦不

堪的我，母親忍不住輕聲啜泣，但仍是緊緊擁抱著我，傳導給我無

以言喻的溫暖。 

第三天是最關鍵的一天，挨過這天身癮就差不多戒除了。然而

這天我卻高 燒不退，又不停拉肚子，腸子都快拉出來，頭脹欲裂。

最慘的是毒癮在心裏，有如萬蟻鑽動般難受。我哭著求母親讓我出

去找「朋友」，她聲淚俱下地鼓 勵我一定要撐下去。父親則是嚴氣

正性地對我說「你要一輩子都沒尊嚴的過 嗎？」、「看這幾天，把你

母親折騰成什麼樣！」羞愧地看著母親，才赫然發現 皺紋和白髮都

增加了，形同枯槁，失去了往日的雍容華貴。但是，她依然笑容可

掬地擦拭我的身體，讓我保持舒爽。想到因個人沉迷，害得家人受

累，我還有什麼權力再懦弱？握著父母的手，我堅定地告訴他們，「我

一定要成功！」。  

推開房門走出戶外，已是第六天清晨。空氣中瀰漫著契機，鳥

語花香，和風 暖陽，這些吸毒時忽略的美，如今重現在我眼前。雖

然還有心癮待克服，但戒除身癮，讓我有「大死一回，再活一次。」

重生的喜悅。 

晚上，父親帶久未見面的四叔來看我。四叔說他在半山腰買了

塊山坡地，種了一大片楊桃。為了使楊桃長得漂亮，賣得好價錢，

必須常噴農藥，但這些楊桃自己人是不吃的。如同一般果農，在果

園角落邊，四叔種了幾棵楊桃，是從不噴灑農藥的，長出的楊桃雖

醜，卻是給自己吃的。  

他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楊桃成熟時，鳥雀成群飛來，牠們也只

吃沒農藥的楊桃，有毒的絕對不吃。諷刺的是，早上在果園四周豎

立告示牌，寫著「剛噴農 藥有毒，請勿偷摘！」半夜楊桃還是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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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片。 

四叔感慨地說：「鳥雀比人還聰明，更愛惜生命，知道有毒絕不

會去吃！」四叔的話如醍醐灌頂，令我羞愧到無地自容。我的智慧

竟然不如那些鳥雀。吸毒使我整天恍神，終日沉迷，沉迷在戕害自

己為樂，愚昧無知到如此地步，又豈是汗顏二字可以形容？如果沒

有堅定戒毒的決心，那我不是比禽獸還不如？  

朋友！你還在吸毒嗎？從現在起，必須下定決心了，為了暗地

裡傷心落淚的親人，更為了你自己，一定要徹底戒除毒品。俗語說

「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又說「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

不下定決心，永遠擺脫不了毒品的枷鎖。不要躲在陰暗的角落，勇

敢地飛出來，飛向藍天，飛向無垠的沃野。你將發現天空無限寬廣，

空氣是那麼清新，到處洋溢著盎然生機，只要勇敢地向毒品說「不！」

你將看見和煦的陽光，正微笑向你招手。 

資料來源：反毒徵文第一名 / 黃河（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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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聽說吃香蕉會傷骨頭，這是真的嗎？ 

一、人體主要影響鈣質吸收的因素是維他命 D和適當運動，體

內的鈣離子與磷酸根會依比例形成骨鹽後，沉積在骨質的

缺口處來修復癒合，並不會因為香蕉含有大量的礦物質鉀和磷

而有所影響，此外香蕉亦含有豐富的鈣質，可協助補充鈣質。 

二、食藥署提醒有腎臟疾病的民眾，由於腎臟無法有效地將鉀排出

體外，可能容易有高血鉀(5.5mmol/L，正常值為 3.5-5.5mmol/L)

的情況，必須減少高鉀食物的攝取量，如：低鈉鹽、海帶紫菜、

咖啡、茶、奶粉、小魚乾、蝦米，以及棗子、柿子、香蕉、奇

異果等水果。 

參考資料：  

台灣食品科學技術學會食品張老師 http://www.food.org.tw/TW/Domain1.aspx 

資料來源：食品藥物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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