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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廉政志工園地廉政志工園地廉政志工園地廉政志工園地  法令宣導  公務機密維護   

          消費者權益宣導  健康小常識  常見詐騙案例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於 7 月 7 日開幕至 8 月 19 日止。今年以「音樂風」為整體

設計，呈現「展覽」、「演出」、「遊戲」、「交流」四大活動主軸。此外，展覽有首次打造單

一主題的情境體驗式展館「鋼彈傳奇」展館，以及由 51 隻原尺寸的恐龍所組成的恐龍藝

術村。民眾不妨在炎暑中暢遊一「夏」！相關訊息請至：https://www.yicfff.tw/查詢。 

 2012年暑假南投縣最熱鬧的年度大型活動「「「「南投火車好多節南投火車好多節南投火車好多節南投火車好多節」」」」將於 7 月 15 日開幕舉

辦至 8/12，今年特別邀請英美日等國的人氣卡通明星家族為活動代言並策劃一系列的展演

活動，主辦單位更與旅行社合作推出超值套裝行程，除了可搭蒸汽火車遊集集線以外，也

可體驗集集線沿線周邊鄉鎮特色 DIY 活動，相關活動資訊可上「樂旅南投」臉書粉絲團。 

廉政志工園地                                  

 

    本署政風室於本(101)年 5 月 22、23 日假國立臺北 

大學及銘傳大學舉辦「廉政志工招募說明會」，活動當 

天人潮絡繹不絕，現場幾乎座無虛席。說明會除了介 

紹本署重要業務辦理情形及廉政志工業務實施計畫外， 

也針對同學所提出的問題一一解惑，現場互動熱絡，反 

「廉政志工廉政志工廉政志工廉政志工召召召召募說明會募說明會募說明會募說明會」」」」校園徵才活動校園徵才活動校園徵才活動校園徵才活動    現場反應熱烈現場反應熱烈現場反應熱烈現場反應熱烈！！！！ 

▲國立臺北大學說明會現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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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相當熱烈。 

 

 

 

 

▲銘傳大學說明會，全體大合照 

            廉政志工培訓營廉政志工培訓營廉政志工培訓營廉政志工培訓營    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 

    「廉政志工」係法務部廉政署積極推動的政策，在政風室羅仕郎主任及該室同仁的悉心規

劃與努力催生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廉政志工團」終於得以成團。為扎根志工之訓練，

本署政風室於本(101)年 6 月 26、27 日舉辦「廉政志工培訓營」志工教育訓練系列活動。 

    活動開幕式，特別邀請本署胡景富主任秘書、法務部廉政署防貪組劉廣基副組長、內政部

政風處潘允文處長以及國立臺北大學學務處張永森秘書蒞臨現場致詞，除了肯定參與廉政志工

的同學們，也期勉同學藉奉獻一己之力，從學習中增加人生歷練，並持續發揮樂於助人的精神。 

    為期 2 天密集且充實的「廉政志工培訓營」，課程包含認識新移民團體、廉政工作簡介及

實地參訪臺北市服務站、萬華區新移民會館及警察廣播電台等，團員們受益良多。培訓活動在

政風室羅仕郎主任頒發特殊訓練證書並帶領團員宣誓志工精神後畫下圓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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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宣導  

貪念不貪念不貪念不貪念不可有可有可有可有    

◎張惠蓉  

    阿強任職某縣政府消防局某分隊消防隊員，負責轄區內救災、滅火等工作。是依法認

定從事公務的人員。阿強平日急公好義，古道熱腸，得知義消公基金短缺，就想幫公基金

增加一些收入。於是利用職務上的方便和保管義消隊員印章的機會，製作義勇消防人員出

動救災工作費清冊，連續將多名沒有實際出勤義消的姓名不實登載於請領清冊，並盜蓋印

章在清冊上。虛報義消出勤共 20 人次、救災時數 66 小時，並連續以此名冊向縣政府消防

局詐領每人次每小時新臺幣 150元的義消救災費，合計共 9 千 9 百元。阿強自以為錢不是

落入自己的口袋，而是為了大家的福利，不會有問題的。卻不知他這種行為是犯了貪污治

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及刑法第二百十六條、第二百

十三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公文書罪。結果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判決處以有期徒

刑 1 年 10 個月，並褫奪公權 1 年。 
    常見貪污犯罪類型大致上可分為侵占公用財物、收受賄賂或要求期約、浮報採購品項

價格數量而收取回扣、擅自提領公款或物品、圖利行為等，案情有大有小，從小貪到巨貪

都有案例。除了依據法令從事公務的人員外，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的人員及與前述

人員共同犯該條例之罪者，都可成為貪污罪處罰的對象，不是只有公務員才會觸犯貪污

罪。因此，里長、民意代表、受公務機關委託執行公務的農會或團體，甚至一般民眾，都

包括在內，又如承包廠商勾結不肖公務員，藉行賄要求其違背職務的行為，為貪污罪之共

犯，也全部適用貪污治罪條例。 
    阿強身為消防隊員，同時負責該隊義消之協勤、救災費的申報發放，藉職務上的機會，

貪污瀆職，詐領取得的不法所得雖不多，也不是圖利自己，卻要面對法律制裁。不僅斷送

了個人的美好前程，讓家庭蒙上一層陰影，更留下一個難以抹滅的污點。貪小失大的代價

太大了，值得大家警惕和引以為戒，貪念不可有啊! 

（（（（作者為作者為作者為作者為法務部統計處科長法務部統計處科長法務部統計處科長法務部統計處科長）））） 

公務機密維護  

從盜版軟體談軟體使用的安全性從盜版軟體談軟體使用的安全性從盜版軟體談軟體使用的安全性從盜版軟體談軟體使用的安全性    

◎魯晏汝 

   某堂課的下課休息時間，一群學生和老師正聚在一起聊天。小文突然問起小華：「上次跟

你借電腦寫報告，發現你的電腦裡裝了好多不錯的軟體，應該花了不少錢吧！」小華一臉自豪

地說：「當然沒有啦，現在網路資訊這麼發達，想要什麼軟體上網找就有了，而且還應有盡有，

根本不用付費。」小文驚訝地說：「不用付費！這怎麼可能？安裝軟體不是都應該購買使用版

權嗎？」小華看了看四周，小聲地說：「網路上有很多地方都有提供破解版的軟體，可以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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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安裝，完全不需要花半毛錢喔！」此時一直在旁邊聽著兩人對話的老師，終於出聲說：

「小華，你知道這樣的行為涉及侵權嗎？而且非法盜版的軟體往往隱藏著很多的風險喔！」  
  老師趁著這次難得的機會，順便給大家一個機會教育，教導同學如何正確地使用軟體。首

先，將常見的軟體使用方法分成幾大類：  
  一一一一、、、、合法授權軟體合法授權軟體合法授權軟體合法授權軟體：使用者向軟體開發廠商購買產品使用權限後，開發廠商會提供產品使

用序號，使用者在安裝軟體時輸入產品金鑰（Key）並通過驗證後，可以得到完整的原廠技術

支援，並且定期進行軟體更新或升級。  
  二二二二、、、、共享軟體共享軟體共享軟體共享軟體：共享軟體是一種電腦軟體的銷售模式，它提供使用者在一定的期限內免費

試用，藉以評估適用與否，繼而決定是否要購買。一般來說，共享軟體一旦過了試用期限如不

付費購買，即自動停止授權使用；有些軟體仍提供試用，但有較多的限制。  
    三三三三、、、、綠色軟體綠色軟體綠色軟體綠色軟體：也稱為可攜式軟體，多數為免費軟體，其優點是檔案小，無需安裝便可使

用，可直接存放於可移除式儲存裝置（例如隨身碟）中隨身攜帶；這類軟體只占少量系統資源，

使用後不需刪除或解除安裝，也不會留存登錄檔紀錄在電腦裡。  
  四四四四、、、、免費軟體免費軟體免費軟體免費軟體：可自由免費使用，不需支付任何費用給程式開發者，使用上也不會有期間

的限制。一般都是開發者出於興趣或分享的性質而提供使用，有些則是替現存軟體開發新程式

或是其優化程式。  
  五五五五、、、、自由軟體自由軟體自由軟體自由軟體：根據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的定義，自由軟體

是一種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複製、研究、修改和散布的軟體。「不受限制」正是自由軟

體最重要的本質，其軟體的原始碼全部開放。使用者可以自由地以不付費或是支付合理散布費

用的方式，在任何時間、地點，再散布該軟體的原版或改寫版給任何人使用。  
  而所謂「盜版軟體」通常有幾種型態，最常見的是將正版軟體複製給未經授權的使用者使

用，也有將正版軟體複製在網路上散布或是透過網路非法使用的情形；還有一些使用者雖已購

買軟體版權，但超過授權數使用，例如只購買了５位使用者的授權，但實際上卻安裝在 10 部

電腦使用，這類情形也屬於非法使用軟體。  
  使用非合法授權的軟體，其實隱藏著很多風險，尤其是網路上來路不明的軟體，可能內含

電腦病毒、間諜軟體等惡意程式，一旦下載並經安裝，等於將這些惡意程式安裝在電腦裡。這

些惡意程式可自動或被動地竊取電腦裡的資料，傳送到另一端，造成資料外洩；也能用來監控

該部遭入侵的電腦，掌握使用者的一舉一動；亦可盜取使用者輸入的帳號密碼，用於其他非法

用途。此外，使用盜版軟體的缺點，當然也包含不能獲得產品升級及技術的相關支援，也就是

說，當軟體廠商推出產品的修補程式或更新程式時，安裝盜版軟體的使用者是不能做更新的。  
  以國內的企業來說，許多公司常基於營業成本的考量，在購買軟體時未足額購買授權，例

如公司有 30 位員工，卻只購買了 15 個授權，並將 15 個授權安裝在 30 部電腦裡，或直接使用

破解的盜版軟體。這樣的做法，除了會產生資訊安全防護上的漏洞外，更涉及軟體的侵權行為，

嚴重者甚至會影響公司企業整體的營運，因此，經營者都應引以為戒。  
  那麼，企業主該如何杜絕使用盜版軟體的問題發生呢？首先，應設置專門人員或部門，統

一負責資訊的安全管理，並訂出稽核機制來做控管。其次，應清查內部資產及軟體數量，加以

造冊列管；接著再依據資產清單，定期檢核是否有未列管的資產及軟體。如有必要購買新軟體

時，不宜交由各部門自行購買，應由資訊部門統一申購，此舉除方便控管外，更可選擇較適合

公司的方案，為企業省下不必要的支出。至於員工部分，應於新任人員到職簽訂僱用合約時即

一併簽署聲明，日後在公司任職期間，不得下載或使用任何非法盜版軟體；再則，公司亦須定

期舉辦員工教育訓練，提升員工的資訊安全觀念。藉由稽核制度、資安宣導及人員訓練，方能

有效地降低企業資安漏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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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完老師的說明，同學們個個恍然大悟地猛點頭，原來使用盜版軟體有這麼多的缺點，不

僅對個人及企業的資安造成危害，更涉及侵權的問題。所以大家心裡一致決定，回家後馬上將

電腦裡的盜版軟體移除，千萬別因貪圖小利而因小失大！  

（（（（作者服務於特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作者服務於特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作者服務於特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作者服務於特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                                                                

消費者權益宣導  

出國旅費刷卡出國旅費刷卡出國旅費刷卡出國旅費刷卡    旅遊平安險五大限制旅遊平安險五大限制旅遊平安險五大限制旅遊平安險五大限制？？？？    

◎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現今社會中有不少消費者會選擇出國渡假；其中，有消費者選擇刷信用卡來繳團費（旅

費）、機票費，以增加旅途中的保障；但消基會表示，其實信用卡的旅遊平安險，說穿了只是

保障交通運輸期間的輸送安全。消基會檢視目前 40 家發卡機構所免費贈送的旅遊平安險，現

有五大限制必須提醒消費者注意：  
     一一一一、、、、 支付團費支付團費支付團費支付團費 80%以下或非機票全額以下或非機票全額以下或非機票全額以下或非機票全額，，，，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  

    欲獲得信用卡公司附加的旅遊平安險，40 家刷卡機構都規定，必須刷八成以上團費或機票

全額，才享有保障。另外，近年來風行「自由行」、「代訂機票」…等旅遊型態，亦必須支付

旅程中，公共運輸交通工具的全額費用（例如機票全額），才能享有保障。換言之，若是以信

用卡的紅利積點、兌換免費機票，或是參加抽獎獲得的贈品（機票或團費），都不在保險保障

範圍。  
     二二二二、、、、 幫父母或幫父母或幫父母或幫父母或 25 歲以上子女代刷歲以上子女代刷歲以上子女代刷歲以上子女代刷，，，，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  

    目前 40 家發卡機構，有 38 家限定被保險人為「持卡人本人，以及其配偶和未滿 25 歲之

未婚子女。」；友邦信用卡在持卡人及其配偶兩者，還限定年齡不得逾 80 歲；而美國運通則

是限制「持卡人本人，以及其配偶和未滿 23 歲之未婚子女。」，因此，若消費者全家一起出

國時，持卡人幫父母親代刷團費，並不在承保範圍；而若是幫自己的子女刷團費，必須是未滿

25 歲（美國運通限制為 23 歲）的未婚子女才能享有。另外，消費者也必須注意，自民國 92
年 10 月起，未滿 14 歲的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時，其訂立的人壽保險契約、傷害保險契約，或

簡易人壽保險契約，僅支付喪葬費用保險金，總和以 200萬元為限。  
     三三三三、、、、 非大眾運輸工具非大眾運輸工具非大眾運輸工具非大眾運輸工具，，，，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  

    消基會指出，除了刷卡買機票或支付團費，可享用信用卡公司附加的旅遊平安險外，其實

國內的短程旅遊，也可善加利用，但限制必須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其意思是指：經政府

登記許可，行駛於固定航班、路線之商用客機或水、陸上大眾交通工具、開放式包機（旅行社

向航空公司承租，用以招攬不特定團員報名參加，並經當地政府許可行駛於兩地間固定航班、

路線之商用客機的定期包機），以及兩地間既有航線定期商用客機的加班機。  
換言之，就是固定航班、固定路線、固定時間、固定費率等，才符合發卡銀行規定。  
而（1.）以遊覽觀光景點為目的者，如遊覽車；（2.）限於特定人士或團體搭乘者，如私人、

政府或公民營企業之包機或專車等，則不在理賠範圍。  
     四四四四、、、、 非保障期間非保障期間非保障期間非保障期間，，，，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  

    另外，消費者如果刷卡買機票，其保障範圍還擴大至往返機場期間所搭乘的公私交通運輸

工具，但以（1.）搭機前五個小時搭乘汽車前往機場期間、（2.）在機場內、（3.）降落後五個

小時搭乘汽車離開機場期間（友邦信用卡則限制為三小時）；若不是在這段期間內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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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法獲得賠償。  
消基會也提醒消費者，該保障期間的前提是：「往返機場的路上！」，換言之，消費者在保障

期間內，往返其他目的地而發生意外，是無法獲得賠償的，而該往返的交通工具也有限制，比

如說，如果是使用機踏車、腳踏車或其他類似交通工具，並不在承保範圍之內。  
     五五五五、、、、 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收據不全收據不全收據不全收據不全，，，，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不理賠！！！！  

    消費者若在業者承保的範圍內遭遇事故，於事後申領保險金時，必須檢具的文件有：（1.）
保險金申請書；（2.）證明文件；（3.）持卡人之刷卡記錄、旅行社所開立之收據，但須證明

所支付費用，達團費 80%以上，或證明其刷卡費用，為旅程中大眾運輸工具之全額；（4.）搭

乘大眾運輸工具之票證，如登機證；（5.）證明持卡人之配偶、子女關係之文件，如戶籍謄本

等。  
曾有消費者向消基會反應，某次向信用卡公司申請理賠時，對方以：「旅行社開立之收據，無

法判別是否已刷滿團費的 80％以上。」，為此消費者還特地返回旅行社，要求旅行社協助證明

後，才順利獲得理賠；因此針對搭乘票證、醫療收據等文件資料，消費者必須備齊，以便求償。  
總結  
1. 出國前了解自身權益出國前了解自身權益出國前了解自身權益出國前了解自身權益  
   為了讓出國旅程更有保障，消費者在刷卡前，一定要了解發卡機構所提供 的保險內容，必要

時，事先請發卡銀行提供其保險條款，以清楚了解自己可享有哪些保障；而若覺得業者所提供

的保障項目不足，可以再幫自己添購其他項目的保險；例如海外旅遊全程意外險等。  
2. 無需重覆投保多家旅遊平安險無需重覆投保多家旅遊平安險無需重覆投保多家旅遊平安險無需重覆投保多家旅遊平安險  
   消基會提醒消費者，產險理賠以「損害填補為原則（意即實質理賠）」，因此若消費者已有

信用卡公司提供之旅遊平安險，則無需重複投保旅遊平安險。  
消基會舉例，今消費者於承保範圍內，因意外傷害需求償，其申請理賠的保險金，僅為實際受

到損害之金額。就算消費者投保多家保險公司的旅遊平安險，其獲得賠償的保險金，也是由這

多家保險公司，依承保比例分擔消費者實際損害金額賠償而已。  
3. 出國刷卡出國刷卡出國刷卡出國刷卡，，，，不得加收手續費不得加收手續費不得加收手續費不得加收手續費  
   財政部金融局已於 90 年函令規定：「旅行社不得向消費者收取刷卡手續費。」；因此消基

會提醒消費者，若遇旅行社以「現金優惠價」、「刷卡收服務費」等名目，變相向消費者收取

刷卡手續費，可立即向該收單銀行檢舉，或向消基會反應。 
 

                                     （（（（文摘自文摘自文摘自文摘自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健康小常識  

切勿聽信及購買來路不明藥物切勿聽信及購買來路不明藥物切勿聽信及購買來路不明藥物切勿聽信及購買來路不明藥物    

◎丁冠玉 

  國人旅遊，無論到國內、國外，總不忘帶些紀念品回家餽贈親友。可是若遇到導遊或遊覽

公司安排到特殊景點，介紹當地特產，宣稱有治病療效或強健體質的藥品或食品時，則要當心，

可別陷入業者三寸不爛之舌的攻勢，購買不知名的產品，既花錢又傷身。  
  張先生自公務員退休後，當然要偕妻出國放鬆情緒，享受美好生活。選擇東南亞為首航站，

導遊帶領遊客到一處造型宏偉優雅的建築；進入室內，穿過一些野生動物養殖處，據聞是政府

扶植的藥品研究機構，由臺灣的博士主持，專門研究蛇藥、蛇丸，可治療疑難雜症，價格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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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人間有此神奇藥品，同行人紛紛出錢搶購，唯恐失去千載難逢的機會。張先生當下也不落

人後，購買了幾瓶。等回到臺灣，冷靜思考後，想不透也看不出買了什麼東西，說明書也不清

不楚，不知自己當時為何如此衝動。買了不知成分的藥品，想送驗，卻發現這是未經核准私自

攜帶回國的藥品，原本已不合法，風險得由自己承擔。最後夫妻二人自嘲身為高知識分子，竟

然也會有如此糊塗之時，因此多方提醒大家，切勿購買來路不明的藥品。  
  所謂神奇療效的產品，雖然看似合格，且有藥品許可證，最後卻被查獲是仿冒藥品者，比

比皆是。或者，經由友人介紹購買特效藥品，結果服用後，重則送醫急救，輕者造成腎臟傷害，

這類情形不在少數，只是未經媒體披露而已。  
  國人愛用藥品是公認的事實，惟不論中藥、西藥，用於保健治療各有其利弊。尤其是中醫

草藥，正是藥界、學界努力鑽研的對象。大家都期待醫學上能有突破性的新發現，但在成果發

表前，請大家注意並謹記三原則，健康才有保障。  
  原則一：唯有「藥品」才能宣稱治療效果，以「食品」宣稱療效者，多是誇大廣告。原則

二：藥品需經過醫師指示，或有合格藥商、藥師提供用藥指導才有保障。原則三：國際間如有

特殊療效或新研發的藥品，以國內的醫療水準，相關醫療機構必能迅速獲得訊息，即時引進新

技術或新藥品生產販售，不須國人透過神秘或特殊的管道才能取得這些所謂的「神奇靈丹」。  
  總之，請勿聽信及購買來路不明的藥物，以免傷身又傷財。  

(作者現任新竹市衛生局作者現任新竹市衛生局作者現任新竹市衛生局作者現任新竹市衛生局藥政科科長藥政科科長藥政科科長藥政科科長)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   1 0 1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MSNMSNMSNMSN 釣魚網站詐騙釣魚網站詐騙釣魚網站詐騙釣魚網站詐騙    請大家提高警覺請大家提高警覺請大家提高警覺請大家提高警覺！！！！  

近來發現多起歹徒為盜用 MSN 帳號，傳送釣魚網站網址

（如:www.1oginlive.com），誘使 MSN 使用者誤認為微軟官方網

站，而輸入帳號、密碼後，歹徒再盜用其登入帳號，並向該帳號

內所有之連絡人佯稱急用遊戲點卡不能離開電腦位置，要求對方

至便利超商購買遊戲點卡，於刮出密碼後線上提供予帳號盜用

者，所欠款項再於隔日以 ATM 匯還等語塘塞，受騙者因誤認為熟

識好友，連續被騙少則數千，多則數萬元，詐騙成功後再傳送釣

魚網站「www.1oginlive.com我的部落格登入看看幫我增增人氣」

之文，誘使登入，續行詐取帳號、密碼，犯罪模式一直重覆循環。 

警方呼籲要預防網路帳號

遭盜用，平時應定期執行

電腦掃毒，不開啟不明網

頁連結或下載來路不明的

軟體與郵件，避免歹徒有

機可乘。 

~~本案例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65反詐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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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 
             0800-286-586 

      二二二二、檢舉專用信箱檢舉專用信箱檢舉專用信箱檢舉專用信箱 
     臺北郵政臺北郵政臺北郵政臺北郵政 14-153 號號號號信箱信箱信箱信箱 

       三三三三、、、、傳真檢舉專線傳真檢舉專線傳真檢舉專線傳真檢舉專線 
                        02-2562-1156 

       四四四四、、、、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 
        gechief-p@mail.moj.gov.tw 

       五五五五、、、、親至檢舉中心舉報親至檢舉中心舉報親至檢舉中心舉報親至檢舉中心舉報 
        臺臺臺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北市中山區松江路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318 號號號號 2 樓樓樓樓 

 

    
 

檢舉公務人員貪污瀆職只要一通電話就能搞定檢舉公務人員貪污瀆職只要一通電話就能搞定檢舉公務人員貪污瀆職只要一通電話就能搞定檢舉公務人員貪污瀆職只要一通電話就能搞定，，，， 
不但全程保密不但全程保密不但全程保密不但全程保密，，，， 

只要正確署名並且查證屬實經法院判決有只要正確署名並且查證屬實經法院判決有只要正確署名並且查證屬實經法院判決有只要正確署名並且查證屬實經法院判決有罪者罪者罪者罪者，，，， 

               最高還有最高還有最高還有最高還有新臺新臺新臺新臺幣幣幣幣 1000 萬萬萬萬元元元元的獎金喔的獎金喔的獎金喔的獎金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