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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源技訓所廉政月刊    110年 11月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政風室編撰 

本 期 目 錄 

廉政專區 科技賦能領航未來 誠信法遵躍升國際 

肅貪案例 公務車私用並虛報差旅費及交通費案 

機密維護 Wi-Fi 走到哪連到哪？一不小心就連到地雷啦！ 

安全維護 火場求生常見錯誤觀念 

消費者保護 五倍券詐騙方式提醒 

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一)「現場檢舉」方式：於上班日日間(08:30-17:30)，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

均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 

(二)「電話檢舉」方式：設置「0800」檢舉專線，電話為「0800-286-586」(0800-你

爆料-我爆料)。 

(三)「書面檢舉」方式：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方式：專線為「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方式：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

（https://www.aac.moj.gov.tw/）/檢舉和申請專區/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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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專區 

科技賦能領航未來 誠信法遵躍升國際 

我國 2018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會議公布「臺灣的反貪腐改革」結論性意見 47 點，其中防

制私部門貪腐問題，受到各界的共同關注，法務部持續與公

私部門合作，建立反貪腐的夥伴關係，今(110)年結合科技

部於 10 月 6 日，在新竹科學園區舉辦「110 年外商及企業

誠信論壇」，以當前科技業高度關注的「營業秘密」為核心

議題，邀請產、官、學界提出專題分享及與談。論壇採實體

與同步直播方式舉行，現場參與外商企業及線上觀看人數達

數百人，活動圓滿。本次論壇由法務部蔡清祥部長、科技部

吳政忠部長、廉政署鄭銘謙署長、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

局王永壯局長、台灣美光晶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中華區周

世筑智權訴訟策略長、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方淑

華法務副總經理暨法務長、新竹地方檢察署郭永發檢察長、

陽明交通大學林志潔教授、美國在台協會(AIT)博百戰

(Patrick Boland)經濟官、台灣美國商會蔡而復總監、台灣

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李金恭理事長等貴賓出席，

及數十家企業之法遵代表到場共襄盛舉。 

蔡部長致詞時表示，自 108 年開始，廉政署與各部會

合作舉辦外商與優良企業的誠信論壇，讓產、官、學及各領

域廠商齊聚一堂交換意見。本次論壇核心討論的智慧財產

權、營業秘密及誠信等，都是政府與科技產業長期重視的議

題，尤其高科技為臺灣經濟的命脈，營業秘密的完善保護，

能確保企業永續經營，若營業秘密被竊取，不僅會損害公司

營運，亦會影響國家競爭力，甚而危及國家安全。因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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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部向來都十分重視此議題，除從修法面來努力外，並要求

檢警調等單位嚴厲執法、充分與業者合作，同時也舉辦多場

次的實務座談會進行多向交流，以促進營業秘密保護。另國

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公布之清廉印象

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Index, CPI），我國連續兩

年獲得全球排名第 28 名，為歷年最好的成績，期待未來

公、私部門能賡續一起努力，讓國際看到臺灣良善治理的成

果。 

吳部長致詞表示，於疫情期間，科學園區今年上半年總

產值已經到達新臺幣(下同)1.7 兆，預計年底可達 3.4 兆

以上，代表臺灣的科技產業在國際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尤

其半導體產業鏈佔了科學園區百分之 70 的比例，在國際上

居於前端位置。未來臺灣要持續保持競爭力、走在第一名的

道路上，不僅技術要繼續研發、創新，人才要繼續布局，最

重要的還是公司治理的誠信，以及深植營業秘密的保護觀

念，讓臺灣成為國際社會最可靠的夥伴。 

外商標竿學習由周策略長以「誠信經營-美光商業行為

與道德準則」為題進行分享，特別指出：誠信經營，領導人

的觀念至關重要，此核心價值在美光絕不會因商業結果的期

待而被犧牲，也不會論職位高低而有所例外；而美光之內部

舉報系統在全世界 17 個國家運作，據系統運作結果加強稽

核，提升公司內部法遵之踐行。專題演講由方法務副總經理

演講「從營業秘密管理論企業誠信之實踐」，強調營業秘密

的保護是企業競爭力之源；方法務副總經理並提醒，據國際

透明組織調查，過半數的消費者實際上願意付較高的價格向

清廉的公司購買服務，當企業誠信納入消費者的考量因素

時，企業營運就不能僅以獲利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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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由廉政署鄭署長主持，邀請貴賓針對「落實法

遵及風險管理對企業經營之影響」、「企業社會責任 CSR 對

企業永續經營的重要性」及「營業秘密與企業誠信交互影響

觀點」等議題進行交流，透過舉辦論壇建立對話平臺，促進

公私部門成為誠信經營的策略聯盟。王局長表示，在社會責

任面向，科學管理局除了輔導廠商節水、節電及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外，園區有超過一半之企業係自願性提出企業社會責

任報告書，獲得社會大眾認同；方法務副總經理提到台積電

開創之營業秘密註冊系統，可進行內外部管理與監控，並設

有金質營業秘密獎(Golden Trade Secret Awards)，鼓勵員

工將創新的營業秘密進行註冊，每年並遴選有助於公司競爭

優勢的營業秘密，以鼓勵同仁的貢獻；周策略長補充私部門

對於營業秘密外洩案件先行調查，奠定日後追訴之基礎，期

待未來實務運作上公部門科技鑑識之接軌；郭檢察長提醒發

生營業秘密外洩案件時，內部調查應注意之要領及公權力介

入時點，俾完善證據保全；林教授則提醒企業不要成為營業

秘密犯罪的被害人，須盤點自身營業秘密，確認其經濟價

值，做好合理的保密措施，也不要成為營業秘密犯罪的行為

人，對於員工、供應商、客戶合作及產品製造過程等，建立

具體保護政策並予以落實。 

貪腐問題已無國界之分，廉政工作的推動，已不再侷限

公部門，亟需民間社會力量的共同參與，本署會持續與私部

門攜手推動並落實「法令遵循」及「企業誠信」，共同營造

優質的經營環境。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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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貪案例 

 公務車私用並虛報差旅費及交通費案  

水利署第三河川局（下稱三河局）副工程司李○○意圖

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自民國103年12月29日起至104年12月28

日止，利用主辦河川疏濬工程得使用租賃公務車輛及申請差

旅費之職務上機會，違反公務車不得私用之規定，並虛偽填

載使用紀錄，使不知情之會計人員按租賃契約結算金額，因

而圖得使用該車之利益新臺幣 (下同 )1,414.8元及油料費用

1,188元，共計2,602.8元。另李○○基於上述意圖及職務機

會，以不實之日期、事由等項申請出差，每次申請400元之出

差費及一次交通費248元，使不知情之審核人員先後陷於錯

誤，誤認李○○確有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疏濬公務，計5次，

共核撥 2,248元出差費予李○○，致生損害於三河局差旅費

核發之正確性。 

案經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

署偵辦；該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認李○○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第6條第1項第5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物圖利罪、第5條第1

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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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維護 

Wi-Fi 走到哪連到哪？一不小心就連到地雷啦！ 

現代人絕對不可以缺的生命要素，就是「Wi-Fi」，每天

「出門在外、尋找 Wi-Fi」也成了一種日常。不過，Wi-Fi

可不能隨便連，否則一不小心洩漏了資料，甚至讓手機故

障，可就得不償失啦！ 

用了 Wi-Fi，秘密全都看光光？ 

公共場所的 Wi-Fi開放網域，是駭客竊取我們資料的最

佳管道，一定要謹慎小心，不然很容易讓個人資料外洩。 

如果真的需要使用時，一定要記得在加密的狀態下使

用，比如說：連到有「https」的網站，或是透過 VPN（虛

擬私人網路）來建立安全連線。 

還有，有些駭客會假意提供免費熱點，讓我們在不知情

的情況下使用，藉此蒐集我們的網路足跡和密碼等資料，所

以，可別因為貪小便宜而隨意連接不知名的 Wi-Fi 喔！ 

這種 Wi-Fi 竟然會直接癱瘓手機！？ 

除了上面說的資安風險，2021 年還出現了一種全新的

陷阱，那就是：含有「%」的 Wi-Fi！ 

有國外資安研究員發現：只要用 iOS裝置連上名為

「%p%s%s%s%s%n」的 Wi-Fi，就會強制關閉 iPhone 的 Wi-

Fi功能，如果想要重新開啟，就只能重置手機網路的設定。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主要是因為 iOS裝置的手機系統有

字串格式化漏洞（Format String Bug）的問題，當 iOS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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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連上名稱中含有 %s 或是 %p 的 Wi-Fi 時， 會觸發漏洞

導致裝置無法正確地處理這些 Wi-Fi 名稱。當我們沒有為

程式設定好防護機制時，攻擊者就可以用這些特殊字串來欺

騙程式，藉此取得手機中的資訊和控制權。 

記得下面這 3 點，Wi-Fi 也能輕鬆連！ 

沒想到 Wi-Fi 的陷阱這麼多！但我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的

話，又該怎麼辦呢？別擔心，只要記得下列 3 項原則，就

可以避開陷阱喔！ 

 關閉手機「自動加入熱點」的功能：要連 Wi-Fi前， 

一定要先確認它的安全性，所以，盡量手動篩選，不

要讓手機自己連，就可以避免連上惡意 Wi-Fi 

 不使用公開、安全性未知的 Wi-Fi：隨便搜到的公開 

Wi-Fi雖然方便，但卻不一定安全，應該要盡量避

開。可以選擇使用縣市政府所設置 Wi-Fi，並且在使

用前注意相關隱私條款，才能用得安心喔！ 

 即時更新手機作業系統軟體版本：手機軟體版本要定

期進行更新，讓系統為你修復安全性漏洞，才能用最

好的狀態防範資安陷阱！ 

資料來源：全民資安素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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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 

火場求生常見錯誤觀念 

一、火場逃生原則應往上或往下？ 

很多人認為往下跑會遭遇火煙侵襲，往上跑最起碼

離火煙越來越遠，安全上應該更有保障，事實上這是一

個非常錯誤的想法，如果往下跑會遇到煙，代表梯間已

受到汙染，往上跑也會碰到濃煙，而煙每秒上升速度

3-5公尺，如果往上跑將使自己暴露在濃煙中，而往下

跑最起碼跟煙做的是相對運動，只要能跑到起火層以下

的樓層，我們就安全了，所以火場逃生原則上往下，如

果不能往下避難，則應該選擇回到原本居室「關門」求

生。 

二、房門外有高溫或濃煙時該怎麼辦？  

當今天摸門後，發現門的溫度非常高，或門外有濃

煙(濃煙通常會伴隨著高溫)，有一個非常簡單卻非常實

用的保命方法-關門。根據美國 NFPA 實際燃燒實驗發

現，當房門外的溫度高達 150℃時，如果房門一直是關

起來的，房內之溫度則僅有 25℃，足證關門可以有效

阻隔火煙，如果起火點在屋內，逃離家門時將門關起

來，可以將火勢侷限於屋內，減緩火勢的延燒速度，方

便其他房間或樓層的人逃生，這個基本的火場逃生觀念

『關門』，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 

三、發生火災時，適不適合使用塑膠袋逃生？ 

如果塑膠袋是遭遇濃煙時使用，那麼在濃煙密布的

環境中塑膠袋只有裝滿著大量濃煙的機會，此時我們將

裝滿濃煙的袋子套在頭上，說要協助自己逃離火場這種

方法是不對的，另外塑膠袋的耐熱溫度不高，如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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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袋於火場高溫逃生，可能會受熱而像保鮮膜包覆自

己，致使呼吸困難，未受熱前，也會因自己呼氣造成塑

膠袋視線受阻，影響逃生的速度。火場初期溫度不高，

煙層也不會太低，周邊還有許多新鮮空氣，其實也不需

要利用塑膠袋來裝空氣呼吸。近來時常看到的逃生防煙

袋，其效果亦同，經研究該產品國內目前沒有檢驗標

準、沒有合格產品、火場變素很大，逃生防煙袋並無法

驗證運用在火場逃生可以安全無虞，且逃生需要多少時

間？防煙袋可以使用多久？尚無明確證明，同時，如果

只有防煙逃生袋，身體其他部分仍會暴露在火場高溫高

熱情形下，故建議不可以使用。 

四、火災時如何採低姿勢下樓梯？ 

火場逃生有許多技巧及要領，在水平面上要記住讓

自己維持在煙層底下，呼吸煙層下面較為新鮮之空氣，

但是如果面臨下樓梯時，應採取『頭上腳下』的姿勢，

採倒退之方式往下爬，避免重心不穩而跌倒。 

五、火場可不可以用乾毛巾矇住口鼻？ 

過去傳統的觀念，是火場中可以利用溼毛巾來協助

自己逃離火場，因此大家就推出乾毛巾不可用導致很多

人面臨火災時，因一時之間找不到水，無法將毛巾弄

溼，就放棄了利用毛巾蒙住口鼻的逃生技巧。利用毛巾

蒙住口鼻最主要是防止高溫的碳粒子進入肺部，溼毛巾

既然能將碳粒子隔離，乾毛巾也有同樣的功能，只是溼

毛巾多了一個降溫及更佳之吸附碳粒子的效果，當然，

毛巾弄濕了一定得擰乾，否則掩住口鼻後的呼吸過程一

定會吸到水，大家可以做個實際的體驗試試看，對於這

一點的爭議應當不大。但火災現場瞬息萬變，在把握時

間逃生的前提下，基本上皆建議直接逃生(低姿勢)，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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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浪費時間找毛巾及沾水弄濕等動作。 

六、如果房間外都是煙和火逃不出去的話，可否躲在浴室

裡？ 

或者利用排水孔呼吸新鮮空氣？這是在網路一直流

傳及時常報載的火場逃生技巧，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首先，請大家一起檢視自己家中的浴室，浴室大門的材

質是否為耐火材質，還是只是一般的塑膠材質、木質或

是連有通氣百葉口或玻璃等的大門，相信大部分家中浴

室大門為塑膠材質居多。這時我們必須面對的是，火災

發生後，不僅需遭受濃煙的侵襲，千萬不要忽略火場高

溫的威脅。因此，即使大家躲在浴室中，做到關門、用

濕毛巾塞門縫的動作，因為火場所產生的高溫，仍然會

使非耐燃材質的浴室大門因高溫而產生熱熔，進而導致

大門毀壞，而導致濃煙與高溫進入浴室造成人命威脅，

更別說是還想利用浴室內馬桶及排水孔中的空氣存活。

因為平時為了不讓排水管內的臭氣和昆蟲進入室內，近

年來浴室設計都在排水孔加上存水彎的設計，這樣一

來，因為水封深度的關係，排水孔其實是不會有空氣流

通的。同樣的，這樣亦不能選擇馬桶來呼吸新鮮空氣。

另外，如果家裡的浴室大門設計就是耐燃材質，這樣就

能躲嗎？這時候就需要考量另外的問題，就是浴室內是

否有通往戶外的出口，這裡所指的出口，並非專只有門

的才叫出口，窗戶亦包含在內，而且還須考量浴室的隔

間材質，如果浴室並非木質隔間，且亦有耐燃大門，浴

室內並有通往戶外之出口，那麼，在無法逃生退而避難

的情形下，這樣條件的浴室似乎是一個好的相對安全

區，您可以在此透過窗外逃生，亦可以依著窗邊呼吸新

鮮空氣等待救援。 



 11 

七、火災時浴室可不可以避難？ 

浴室門下沿有氣窗不易填塞防阻濃煙竄入，浴室門

大部分不是木造就是塑膠製，容易軟化或著火；浴室天

花板大多也是塑膠材質，容易軟化或著火；軟化或著火

後，相對安全區防火防煙區劃就被破壞了；躲在浴室則

已無其他逃生出口，形成死胡同，影響逃生；所以浴室

並不是待救時第一選擇場所。 

八、火場有濃煙可不可以逃生？ 

不可以，當逃生方向有煙霧時，應朝煙霧反方向逃

生，當所有逃生方向均受阻時，不可強制逃生，更不可

低姿勢沿牆壁找出口，而應退回相對安全區、塞門縫、

設法告知外人受困位置、等待救援。 

九、家中最重要的消防設備是什麼？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根據消防署的統計，住宅火災

人員罹難的主要因素為火災發現太慢及自力避難困難。

由於太慢發現火災和初期反應失敗，導致錯失逃生之第

一時機或避難行為。住宅火災中，有無裝設火災警報設

備與死亡之間有絕對之關聯性。高齡者行動不便避難若

能於住宅裝設火災警報器，利用其所探測煙或熱時產生

的警報聲，早期提醒正在熟睡或不知火災發生的民眾，

及早發現並開始逃生，除可抑制火災擴大，亦可減少人

命傷亡。因此，住宅場所有必要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以提高該場所自我保護之水平。 

 

資料來源：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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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區 

 資料來源：警政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