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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消息  法令宣導  公務機密維護 表揚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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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臺灣燈會在彰化臺灣燈會在彰化臺灣燈會在彰化臺灣燈會在彰化」」」」除以龍年為主燈造型外，日本迪士尼亦將來臺

參加燈會踩街，盛況可期。此外，為展現燈會的歡樂氣氛，全國二十三個遊

樂區明年首次籌組歡樂燈區，互別苗頭。另一特色就是優人神鼓與雲林第二

監獄受刑人一起表演。往年在幕後製作花燈的受刑人首次邀請上台表演，以

優人神鼓的禪修、教化人心的精神，展現受刑人的重生。詳情可參閱活動官

網：http://www.taiwan.net.tw/2012TaiwanLantern/1/index.aspx。 

 「「「「第第第第 23 屆飢餓三十大會師屆飢餓三十大會師屆飢餓三十大會師屆飢餓三十大會師」」」」將於 2012 年 2 月 11~12 日移師高雄國家體

育館舉辦，期望從「飢餓」的視角引發世人重新思索生命的價值，同時凝聚

更多搶救飢餓的意志，邀請更多飢餓勇士一同熱血滿滿、創造愛心奇蹟！詳

情參閱活動官網：http://www.30hf.org.tw/News_Home.aspx。 

 台灣年度重大的節慶活動－「「「「平溪天燈節平溪天燈節平溪天燈節平溪天燈節」」」」， 

   以「夢想＋1 希望無限」為主軸邀請全民一同共 

   襄盛舉。今年共舉辦 4 場天燈祈福的晚會，分別 

   為 1 月 26 日於菁桐國小、1 月 28 日於平溪國中、 

   2 月 4 日與 2 月 6 日元宵節當天在十分天燈廣場。 

詳情參閱：http://tour.tpc.gov.tw/2012skylan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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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宣導  

公務員涉犯採購法第公務員涉犯採購法第公務員涉犯採購法第公務員涉犯採購法第 87878787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１１１１項之罪案例研析項之罪案例研析項之罪案例研析項之罪案例研析    

◎吳榮修 

壹壹壹壹、、、、案情概述案情概述案情概述案情概述        

  甲男係縣政府農業局水土保持課技士，為依據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於民

國 94 年間，負責「舞○村７鄰駁崁災修工程」、「豐○村中溝農路駁崁災修工程」、

「德○里苓雅下游災修工程」、「水○北坑支線災修工程」等４件災修工程招標

發包之業務。渠獲悉大○土木包工業於 94 年５月 31 日標得上開工程後，為使大

○土木包工業將上開工程轉包予其他廠商，竟於 94 年６月間某日，假借職務上之

權力及機會，私下邀約該土木包工業之實際負責人乙在○○市中○國小附近見

面。雙方對話中，甲男以「大家都是找兄弟跟我講，你知道我的意思嗎？」、「我

受了兄弟的拜託，人家剛出來而已」、「你是不是要跟我『輸贏』？」等語，隱

含黑道介入工程，如不從要一決勝負之意，而對乙施以脅迫，要求該土木包工業

僅就得標之上開工程擇一施作，而將其餘工程交由其他廠商施作。乙雖未予應允，

但有所忌憚，故於錄音蒐證後舉發。  

貳貳貳貳、、、、偵審及懲戒情形偵審及懲戒情形偵審及懲戒情形偵審及懲戒情形        

  案經調查單位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並經一審法院判決「甲

使廠商得標後轉包而施脅迫，未遂，處有期徒刑捌月，減為有期徒刑肆月。緩刑

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參月內向檢察官指定之公庫支

付新臺幣拾萬元，以及於本判決確定後陸月內向檢察官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

治團體或社區提供義務勞務肆拾小時。」被告甲及檢察官均不服，提起上訴；嗣

經二審法院撤銷改判，論以：「甲意圖使廠商得標後轉包而施脅迫，處有期徒刑

壹年，減為有期徒刑陸月。」甲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而告確定。  

  甲除觸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１項之罪外，並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６條

「公務員不得假借權力，以圖本身或他人之利益」之旨；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

公務員懲戒法第２條第１款、第９條第１項第２款、第 12 條及第 24 條前段等規

定，議決甲「休職，期間壹年」。  

參參參參、、、、法條適法條適法條適法條適用與問題研析用與問題研析用與問題研析用與問題研析        

  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１項規定：「意圖使廠商不為投標、違反其本意投標，

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轉包或分包，而施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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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茲就本條項

之法辦要件及相關問題探析如下：  

一一一一、、、、行為人之意圖行為人之意圖行為人之意圖行為人之意圖     

  依行為人顯示於外之消極或積極行為態樣，佐以相關之事證，進而描繪勾勒

行為人當時之內心真意，以及其意欲圖謀之標的，此即實務上認定犯罪行為人意

圖之判斷模式，於探析本條項行為人意圖時，亦不例外。本條項所稱「使廠商不

為投標」，其意係指某廠商原有意參與某特定政府採購案件投標，不論是否已領

取標單文件，嗣因行為人之不法介入、干涉，致阻礙該廠商之領標權利或影響該

廠商之投標意願，最後不予領標、不予投標或無法參加投標。本條項所稱「使廠

商違反其本意投標」，其意係指某廠商已決定參與某特定政府採購案件投標，且

已完成領標程序，嗣因行為人之不法介入、干涉，致該廠商雖有參與投標，但關

於投標文件之準備或標價等內容，已與該廠商參與投標之本意相違背，或該廠商

原無投標意願，嗣因行為人之不法介入、干涉，致該廠商不得不參與投標，以達

虛增投標廠商家數，湊足法定開標門檻。本條項所稱「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

其意係指某廠商得標政府採購案件後，嗣因行為人之不法介入、干涉，致該廠商

放棄得標，而由次低標（或次序位標）廠商遞補得標，或由招標機關辦理第２次

招標或重新辦理招標。本條項所稱「使得標廠商得標後轉包或分包」，就「轉包」

部分而言，其意係指某廠商得標政府採購案件後，嗣因行為人之不法介入、干涉，

致該廠商將所得標之採購案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廠商自行施作之部分，移轉給其

他廠商承作；就「分包」部分而言，其意係指某廠商得標政府採購案件後，嗣因

行為人之不法介入、干涉，致該廠商將所得標之採購案非屬主要部分或應由得標

廠商自行施作之部分，移轉給其他廠商承作。  

  本案例中，甲於接受偵審訊問時，堅稱係因廠商於同時段標得多項工程，怕

該廠商無法兼顧而影響施工品質或延宕工期，始私約廠商見面，促其加派人手施

作，一時心急口快說出一些不該說的話…；惟對於有無特定廠商關說、有無收受

好處、有無其他公務員涉案等，均予以否認。  

  綜觀本案一、二、三審判決書及公懲會議決書內容，可知承審法官及公懲會

委員均不採認甲之辯詞，咸認甲脅迫乙廠商同意轉包工程予他人之行為，已構成

犯罪；其中二審法院更採認檢察官之上訴理由，認定甲犯罪後仍不知悔悟，未能

據實陳述還原真相，故撤銷一審緩刑之宣告，改判處有期徒刑１年（符合減刑條

例，減為有期徒刑６個月）；三審法院駁回甲之上訴。  

二二二二、、、、行為人之犯罪手法行為人之犯罪手法行為人之犯罪手法行為人之犯罪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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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條項行為人之犯罪手法有四，即「強暴」、「脅迫」、「藥劑」或「催眠

術」。所稱之「強暴」，泛指暴力相向，實務上之態樣有毆打、傷害、控制行動

自由等；所稱之「脅迫」，即威脅、逼迫之意，實務上之態樣有言行威脅、騷擾

等；所稱之「藥劑」，包括迷幻藥、毒品、安眠藥等，無論是以注射、吸食或飲

用等方式均可；至於灌酒使其酒醉或設局使其飲酒過量，而陷於無意識或減低其

意識能力，則視個案情節分別適用「強暴」、「脅迫」，而非屬本處之「藥劑」

範籌；所稱之「催眠術」，實務上較為少見，其作法亦係使受害人陷於無意識或

減低其意識能力。近年來，經由檢警調機關加強查緝，以及主管機關（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參酌具體案例與機關辦理採購人員之建議，已分別採行不具名現

場領標、開放電子領標、郵遞投標、強化開標現場危安維護等積極作為，已有效

防範「投標」、「領標」階段不法案件之發生（如：於領標地點附近圍奪或價購

非屬集團內之已領標其他廠商標封文件後撕毀丟棄、不讓其他廠商於規定時間內

前往領標或投標等）；至於「決標後」對於得標廠商所為之暴力犯行，則需透過

受害廠商勇敢提出舉發，進而協助（或配合）司法警察機關蒐證，始能克竟其功。  

  本案例中，甲對得標廠商乙所為隱含黑道介入工程、如不從要一決勝負之談

話內容，確有脅迫乙同意轉包工程之意。若行為人所為「強暴」犯行，造成被害

人死亡、重傷害者，同法條第２項有較重之處罰規定，但仍應視個案情節，檢視

有無刑法第 271 條殺人罪、第 278 條重傷罪之適用；至於「強暴」、「脅迫」可

能另涉刑法妨害自由、恐嚇等罪責部分，因觸犯本條項之罪，即已概括該等刑度

較低之犯罪態樣，故從重論以本條項之罪責即可。  

三三三三、、、、未遂既遂之認定未遂既遂之認定未遂既遂之認定未遂既遂之認定 

  本條項之犯罪，是否需以產生一定之犯罪結果為要件，攸關未遂與既遂之認

定，以及行為人之罪責輕重。本案例中，一審法院認為，甲雖已著手脅迫乙同意

將得標工程轉包予其他廠商，但乙未予應允，故未發生將得標工程轉由其他廠商

承作之結果，僅處於未遂階段；依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６項及刑法第 25 條第２

項後段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二、三審法院認為

只要行為人意圖使得標廠商得標後轉包，在客觀上施以脅迫之行為，使受脅迫人

因此感到畏怖，即已屬既遂，並不以行為產生一定之犯罪結果為要件。  

肆肆肆肆、、、、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案例中，甲身為系爭採購案招標之承辦人員，竟不知端正言行，維護政府

採購公開招標之公平性與公益性，反而利用職權機會，私下約見廠商，欲迫使該

廠商同意轉由其他廠商承作，不僅破壞政府採購之正常程序，亦有危及後續工程

品質之虞；犯後卻仍矯詞卸責，故遭判刑，且無易科罰金或緩刑宣告，亦即甲於

判決確定後，應即入監服刑。甲若能於接受調查或偵審時坦承犯行，並供出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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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者或還原真相，應可獲得較輕之處遇。又本案雖已極盡調查能事，仍無法查

明甲之真正動機及其有無獲利等情形，更凸顯偵辦肅貪案件之困難度高。辦案人

員必須精益求精，才能突破偵證瓶頸，將不法者繩之以法。 

（（（（摘自摘自摘自摘自「「「「清流月刊清流月刊清流月刊清流月刊 2012 年年年年 1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吳榮修吳榮修吳榮修吳榮修編編編編）））） 

公務機密維護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談資訊系統的權限管理與稽核談資訊系統的權限管理與稽核談資訊系統的權限管理與稽核談資訊系統的權限管理與稽核？？？？    

◎魯晏汝 

去（100）年９月時，某法院的法官被爆出利用職務之便違規查詢非辦案資料，

該法官以其帳號登入法官查詢系統，對相親的對象進行身家調查，兩年來查詢筆

數竟達八十幾筆；此外，也透過檢察官的辦案系統不當查詢將近五十筆的資料，

其中還包括對院內有好感的女法官、女職員，她們的身家背景也一手掌握。  

  除了上述案例，在其他單位亦或是企業當中，也會有某些職務之性質是擁有

查詢他人個人資料的權限，例如銀行行員因職務之需可查詢客戶的個資、信用紀

錄，或與銀行往來的相關紀錄；企業單位部門主管可以查詢所屬員工的薪資及其

他人事資料等等。因此，該如何因職務性質設定相對應的權限並進行及時的控管，

便是件重要的事。  

  先從系統的權限談起。在設定系統權限時，常見的有依照使用者來做權限的

區分，以及依職務/職位來做權限的區分兩種方式：  

一一一一、、、、使用者區分使用者區分使用者區分使用者區分：：：：  

  舉醫院為例，如依使用者做區分，可概略將使用權限分成病人、掛號櫃台、

醫生、後勤部門等。病人用自己的識別帳號（身分證字號或病歷號碼）登入系統

後，僅能查詢到和自己有關的看診紀錄，並不能看到其他人的看診紀錄或是病歷

資料；掛號櫃台人員使用自己的帳號登入後，也僅能看到掛號需要用到的基本資

料，並不會因為他是醫院裡的人員就能隨意查詢病歷資料或醫院的人事及採購資

料。  

二二二二、、、、依職務依職務依職務依職務/職位區分職位區分職位區分職位區分：：：：  

  以醫生來說，可以依職務做區分，例如主治醫生、住院醫生及各科醫生，應

該都僅能就自己負責的範圍內開放相關的系統權限；後勤部門的部分，例如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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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人事部門的權限，也應依職務做區分，只能開放自己業務範圍內的使用權

限，就像醫生使用自己的帳號登入後並不能查閱人事部門的院內人事資料，採購

部門登入後也不能查閱病人的病歷及看診資料等等。  

  除了前面提到的依據使用者或職務/職位的權限做系統設定外，如果是像上述

案例中提到的法官，因為本身職務性質的關係，其擁有的權限可用範圍就是可以

查詢每個人的個資及其他相關資料，那該如何區別及控管查詢是否為工作中的正

當使用，還是為非公務之濫用呢？  

  最重要的還是要有內部稽核的機制來做控管。當我們在系統做任何操作動作

時，系統裡都會留有存取紀錄（log），內部稽核單位應定期查核這些 log 紀錄，

確認是否有異常之登入、查詢、讀取、新增、修改、刪除等存取操作。如同上述

案例，一般來說一個法官正常範圍內平均一個月會查詢兩三筆，但是案例裡這位

法官登入的頻率是其他人的三倍之多，兩年下來重覆查詢了十多人，查詢筆數也

高達八十多筆，像這種系統的登入及存取操作紀錄都應該定期被檢核，如有異常

的問題也可及時被發現。  

  當然，我們都知道使用權限的控管和定期稽核的重要性，但是卻往往忽略很

多小細節，例如：怕忘記密碼而隨手寫下自己的帳號密碼、將帳號密碼借給他人

使用、共用密碼等等，這些都要盡量避免，因為這些行為都足以讓有心人士透過

我們的帳號密碼從事不法的行為。此外，密碼也應該定期更改，且新的密碼不宜

與前幾次的密碼相同或有高度的重覆性，例如前一次的密碼為 Mary1234，新的密

碼就應避免再次使用 Mary 或是 1234 等。另外，不要使用自動登入及記住密碼的

功能，因為這些功能都會將使用者的帳號密碼紀錄下來，很容易被有心人士利用。

關於密碼的選擇也應該避免使用全部數字、連續的字母或連號的數字、懶人密碼、

出生日期、手機號碼、英文名字、字典裡的單字等容易被人猜出來的密碼，以及

要盡量避免使用１開頭的數字或是ａ開頭的字母為密碼，因為在常見的暴力攻擊

手法（Brute-force Attack）裡，都是從１開頭的數字或是ａ開頭的字母開始排列組

合的。  

  最適合的密碼組合建議最少選用８個字以上，且含英文單字大小寫、數字或

符號的穿插組合，例如「Happy+5372」可以變成「H5a3p7p2y」，或是在鍵盤上

的連續位置按鍵「Vfr$%tgB」；另外也可以中文輸入法的按鍵作為密碼，例如「我

的電腦」可以變成「ji3 2k7 2u04 sl3」或是「ji# 2k& 2u0$ sl#」（注音輸入法）等；

還可以使用單字或是句子的第一個字縮寫做為密碼，例如「Never put off till 
tomorrow what you can do today」可以縮寫成「Npottwycdt」。這些組合都可避免

密碼輕易地被測試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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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在系統裡每一位使用者都應該擁有一組個人的使用者帳

號做為唯一的識別碼，此使用者帳號即代表使用者在系統上的身分。每位使用者

透過此帳號登入後在系統上的操作行為也應被存取紀錄下來，除了做定期的內部

稽核外，如發生資安事件也可以依此紀錄來追究相關責任。 

（（（（作者任職特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作者任職特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作者任職特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作者任職特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                                             

消費者權益宣導  

契約明載契約明載契約明載契約明載「「「「貨物出門貨物出門貨物出門貨物出門，，，，概不退換概不退換概不退換概不退換」，」，」，」，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行！    

◎楊春吉 

【【【【新聞新聞新聞新聞】】】】    

一些瘦身美容業誇大食品療效…契約明載「貨物出門，概不退換」、希望你當天

就決定是否簽約等作法，都違反規定（聯合報 100 年 12 月 16 日報導：違規瘦身

美容契約 知名業者上榜）。 

 

【【【【疑義疑義疑義疑義】】】】    

按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

公告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之事項，違反前開公告之定型化契約，

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力，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6 條：「定型

化契約中之定型化契約條款，全部或一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者，除去

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人之一方顯

失公平者，該契約全部無效。」定之。 

又 瘦 身 美 容 定 型 化 契 約 應 記 載 及 不 得 記 載 事 項

（http://www.cpc.gov.tw/KnowledgeBase_Query/Showfaq.asp?ID=5288），在不

得記載事項中，第 4 條中載明「不得約定「貨物出門，概不退換」等概括免責條

款。」，而且也在第 17 條規定「本定型化契約之審閱期間不得少於七日」，是瘦

身美容（瘦身美容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2 條第 1 項規定，瘦身美

容，係指藉手藝、機器、用具、用材、化妝品、食品等方式，為保持、改善身體、

感觀之健美，所實施之綜合指導、措施之非醫療行為）定型化契約，不得約定「貨

物出門，概不退換」等概括免責條款，審閱期間也不得少於七日，違反者，其定

型化契約條款，就是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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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誇大食品療效、標示不全，如為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 條：「本法所稱健

康食品，指具有保健功效，並標示或廣告其具該功效之食品。本法所稱之保健功

效，係指增進民眾健康、減少疾病危害風險，且具有實質科學證據之功效，非屬

治療、矯正人類疾病之醫療效能，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所稱健康食品，

其標示或廣告自不得有標示不全、虛偽不實、誇張之內容，宣稱之保健效能也不

得超過許可範圍，也不得涉及醫療效能之內容（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13 條、第 14

條參照），違反者，將會被分以健康食品管理法第 23 條、第 24 條之規定處罰，

所以自不得誇大食品療效或標示不全。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為為為為台灣法律網專欄作者台灣法律網專欄作者台灣法律網專欄作者台灣法律網專欄作者））））    

    

藝術人生  

字字字字    說說說說    

◎林彥佑 

對於我國文字，你掌握多少？每個文字，都有專屬的秘密檔案，信手拈來，

甲乙丙丁區區幾個筆劃，便和龜鱉龍獸的古代動物，公平正義地占了一個方格，

默默地橫臥其間；它蘊藏著文化的精髓與時代的印記，每個故事，都隱身在或疏

或密的線條中，每個線索，都蟄居在或濃或淡的筆劃裡。  

 

  字，毫不起眼，像被灑落的星子一樣，隨時被埋沒在繁複的篇章裡，遺忘…

失落。 微觀地看，每個蛛絲馬跡，都恰如其份地謹守在專屬的座標位置，不容許

有斷頭殘尾抑或畫蛇添足；宏觀地看，字不只是字，它像一位四海皆兄弟的朋友，

隨時隨地都連結著不同的手足，繁衍、串接，形成比文字勢力更雄壯威武的語詞、

句子、篇章。  

 

  字，靜靜地躺在九宮格裡，考驗著人們的視覺意象與肢體平衡；它被禁錮在

朱紅的方格裡，一如調皮的孩子，被母親禁錮在桌前，平心靜氣地磨著墨，書寫

一字又一字的黑色沉默。字在偶然間成熟了，它不再枯躁保守，不再氣定神閒地

安坐在既定的方位中；一夕之間，它長大了，優雅地馳騁出柔美的姿態，它的裙

襬連接著髮梢，婆娑地在慘白的宣紙上，如行雲流水般，以龍飛鳳舞之貌，輕盈

地譜出一曲雲門的「行草」；那位掌字的靈魂，懸著手腕，俯著身，恣意又洋灑

地如烹飪達人，快炒著，快炒出一盤又一盤字句的味覺饗宴。  

 

  字逐漸衍生，它以自詡時尚的軀體，立在時代的洪流裡；它有了忠實的粉絲，

在鍵盤上敲出一個又一個令長輩憂心的符號。那些所謂的「『粉』漂亮」、「『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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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嗎？」、「好『冏』」、「好『夯』」、「高雄『縣市』」…，倉頡也一頭霧

水地表示「莫宰羊」；許慎《說文解字》裡，也翻閱不到這些「不知所云」的文

字現象，他們知道文字瘋狂達到顛峰的下場嗎？  

 

  那文字的浩瀚，無邊無際，繁雜如牛毛，紛亂如蔓草，如嚮海，如蒼穹，打

撈得到的，永遠都是單純的思想。如「節」，豈是只有元宵節、中秋節的節日意

涵，它還有著「節約、節儉、節制」的克已復禮之意，以及竹節橫生枝椏之意。

那是生命的延續，也是追求古禮的記憶回溯。文字，傳承著遠古，卻永遠肩負著

新潮，那形、音、義共構的文字符碼，永恒覆蓋在文字的表面現象，披覆著一層

又一層的神秘面紗。  

 

  文字會死嗎？一如人的靈魂總在苦難中悄然竄出，文字也正在荊棘中尋找各

種繁衍嫁接的可能，那「船堅『?』利」早已被「砲」所取代；那「『祇』有」也

被「只」所興替；「束『脩』」的「脩」不再有其他意義；那「魯味」與「滷味」

也正在談判，誰才該保住一命。  

 

  文字，在應對進退中，顯露著八面玲瓏。每個文字都戰戰兢兢，如履深淵，

誰會在時代的洪流中繁華落盡？每個文字都曾朝氣蓬勃，誰能創造生命的新契

機，留傳千古？文字如人，自生自滅，字生字滅，永遠有著語言上的共同話題。 

（（（（摘自摘自摘自摘自「「「「清流月刊清流月刊清流月刊清流月刊 2012 年年年年 1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林彥佑林彥佑林彥佑林彥佑編編編編））））    

科技新聞  

衛星電腦的自主研發衛星電腦的自主研發衛星電腦的自主研發衛星電腦的自主研發    

◎ 李湘楠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在地球的上空有許多繞著軌道運行的衛星，它們執行著被賦予的任務，例如

收集太空科學或氣象資料，對地面拍照或是提供通訊服務。大多數衛星仰賴太陽

能的電力，由於日照時間受限，所以很多衛星也必須偵測日光來源並調整太陽能

板面向日光的角度，以較有效率地獲取電力。太空中衛星有沒有受到日照，對溫

度的影響相當大，所以必須持續監控衛星的溫度。由於每顆衛星均具被指定的軌

道高度，所以當衛星偏離軌道時，也需要校正回來。這些瑣碎但又必須的工作，

全都依賴衛星電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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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研發能力自我研發能力自我研發能力自我研發能力        

  我國太空中心成功發射福爾摩沙衛星一號、二號、三號之後，我們在與國外

衛星研發團隊以及國內廠商合作的計畫中，累積的技術與經驗，讓我們有自行研

發福衛五號衛星電腦的技術能量與企圖。我們深知，只有學習掌握關鍵技術，才

能永續發展衛星科技，其中衛星電腦的自主研發，正是衛星自主發展中相當重要

的一環。於是我們在福爾摩沙衛星五號的發展中，選擇自主研發衛星電腦。 

  雖然已有衛星發展的經驗，但畢竟是第一次自主發展衛星電腦，而衛星任務

成本極高，所以在風險管理上也特別注重，依時程展開規格分析、設計審查和各

種測試，務必降低風險到可控制的範圍。  

衛星電腦研製衛星電腦研製衛星電腦研製衛星電腦研製        

  衛星電腦又稱指令與資料處理單元（CDMU），主要功能是控制衛星運作，包

括指令解讀與執行、下傳衛星資料至地面，及控制衛星各次系統。簡單來說，它

如同人類的大腦，負責接收感知，並做出調整讓衛星處於健康狀態，並能順利執

行任務。如同個人電腦般，衛星電腦上有如同主機板的電路模組，搭載微處理器

晶片與記憶體，並由飛行軟體控制，採用 SpaceWire（SPW）高速資料匯流，與其

他資料儲存、姿態控制、健康狀況監視、指令與遙傳通訊等模組作資料通訊，其

構造示意圖如圖一。 

 

電路設計電路設計電路設計電路設計        

  以福衛五號的衛星電腦來說，健康狀況監視（HK）電路板的架構如圖二，由

一顆場效可程式邏輯陣列晶片（FPGA）搭配周邊電路組成，其中類比模組負責量

測並收集衛星各處的溫度、電壓、電流…等健康狀況的資訊，藉由非同步序列傳

輸（UART）模組與全球定位接收器 （GPS Receiver）、陀螺儀以及科學酬載等元

件通訊。數位輸出／輸入模組則控制及監視次系統的開關狀況，再經由 SpaceWire

通訊介面傳回給飛行軟體處置。此電路板的電路經過精進改良，使得電路所需面

積大幅減少，且類比輸入的精準度提高。此板上的 SPW 高速資料匯流排是與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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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設計廠商合作，依照 SPW RMAP protocol 所設計，再加上配合次系統所設計的

輸入輸出控制介面，以及所需掃描溫度、電壓的控制規格，燒錄至 FPGA 中，使用

FPGA 可保有因次系統界面變動的彈性修改。 

 

料件採購料件採購料件採購料件採購        

  由於衛星運行於太空軌道中，其環境極寒、極熱，又有輻射粒子干擾，所以

衛星電腦上的零件必須是耐輻射、操作溫度範圍大的料件，如果衛星電腦所使用

的物料全部選擇符合太空規格的，那不僅十分昂貴，並且多受到先進國家的出口

管制，在採購上困難重重。所以在採購零件或是選擇替代料件上，都得仔細拿捏，

以在有限經費內，選用適當的料件。  

最差狀況的分析與模擬最差狀況的分析與模擬最差狀況的分析與模擬最差狀況的分析與模擬        

  因衛星在發射之後便難以維修，所以在設計上要確保穩定可靠、容忍範圍足

夠，設計時也要依照衛星任務的時間長度、環境，做最差狀況的分析模擬、零件

應力分析與測試驗證，確保衛星在極劣的環境下、任務期限內，都能夠正確運行。

在最差狀況的分析中，舉 HK 電路板的溫度感測電路來說，電路內提供電流源到外

部的熱敏電阻，再由量測點量測電壓，所以誤差的計算包含路徑上的各種可能誤

差，例如：電流源輸出及電壓輸入之後的放大器與 ADC 轉換的精確度，亦需考慮

元件在高低溫度的誤差及任務壽命結束時的電壓偏移。  

各階段的驗證與測試各階段的驗證與測試各階段的驗證與測試各階段的驗證與測試        

  以 HK 電路板的發展為例，由於是初次的自主研發，所以我們首先設計一個發

展板，使用的是商業規格的料件與可重複燒錄的 FPGA，主要目的是做電路及 FPGA 

CORE 的功能驗證，並與模擬周邊輸出入介面的測試裝備連線測試，其測試環境如

圖三所示。待功能驗證無誤之後，則會邁入工程體的發展階段，此階段使用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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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以上料件及只能燒錄一次的 Anti-fuse FPGA 測試，此 FPGA 型式較接近最後

的飛行體版本。在此階段，HK 電路板與其他模組會組成完整的衛星電腦工程體，

並安裝測試軟體及使用自動化測試設備，進行詳細的功能測試與驗證。  

 

現況與展望現況與展望現況與展望現況與展望        

  目前我們已完成衛星電腦及各電路板的規格制定審查、電路設計、零件採購、

電路板布線、製造及組裝，正進行工程體的整合測試，如圖四。工程體之後為製

作、組裝工程驗證體，預計明年完成工程驗證體，並進行環境測試，包含熱真空、

振動、電磁干擾(EMI/EMC)等。從外購到自主發展衛星電腦，是截然不同的經驗，

相信我們在這次自主研發衛星電腦所建立的設計能力與累積的經驗，將可繼續運

用在後續衛星計畫中；所建立的傳承設計，可做為其他衛星電子元件的參考，如

酬載電子單元及衛星本體電子元件，將可加速提高未來國內自主發展衛星元件的

比率，擴大本中心自主發展衛星的目標。  

 

 

（（（（作者服務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電機組作者服務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電機組作者服務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電機組作者服務於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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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常識  

核子醫學安全嗎核子醫學安全嗎核子醫學安全嗎核子醫學安全嗎？？？？ 

◎蔡世傳 

    因為日本 311 大地震造成福島核能發電廠輻射外洩的事故，大家談「核」色

變，引發民眾關心輻射安全的相關議題。在輻射傷害的恐懼心理下，民眾對於是

否接受「核」子醫學檢查也產生了疑慮。「核」子醫學檢查安全嗎？以下簡單地

介紹將有助於您對核子醫學檢查輻射安全的了解。  
 
  讓我們先來回答「核」子醫學與「核」子炸彈、「核」能電廠的不同之處：

雖然核子醫學與核子炸彈、核能電廠都是利用放射性核種，會有輻射線的產生，

但半衰期及能量卻大不相同。核子醫學是利用極少量能量低、半衰期短的放射性

核種，當患者接受檢查時，因為所接受的輻射幾天就消失了，不會長期在體內滯

留，對人體的影響很小。  
 
  至於什麼是核子醫學？是一般人不太能了解的一個問題。所謂「核子醫學」

是在合理及安全的範圍內，利用極少量的短半衰期放射性藥品，以作診斷及治療

的一門醫學專科。這些具有放射性的藥品，會分布在人體不同的組織器官內，例

如：有些會聚集在腫瘤或癌症組織內，有些則會積聚在甲狀腺、腎臟、肝臟、骨

頭等器官中。因此身體某部分有腫瘤或某器官有病灶，就可用掃描檢查法診斷出

來，如此才能積極治療。  
 
  在核子醫學檢查的過程中，使用的放射性藥品確實會使受檢者及周邊的人接

受到額外的輻射，但輻射劑量並不高。而且實際上，人自出生後就一直在接受輻

射。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很多物質也都具有放射性，例如岩石、土壤、食物，

及來自外太空的宇宙射線等等。甚至於人體內的許多組成元素也具有微量的放射

性物質。因為以上這些物質對人體所造成的輻射都來自自然的環境中，所以我們

稱它為背景輻射。自然背景輻射可認為是無傷害的，在臺灣這種背景輻射劑量每

年約為 1.6 毫西弗；地球上某些地區的背景輻射可達 10 毫侖目。（註：毫西弗是

測量人體吸收輻射劑量的單位）  
 
  一般而言，接受核子醫學檢查受檢者所接受的劑量，要比某些 X 光檢查（如

血管攝影，電腦斷層掃描等）還少許多，以核子醫學最常做的全身骨頭掃描為例，

做一次人體所吸收的輻射劑量約為 4.4 毫西弗（一次胸部 X 光攝影劑量約為 0.02
毫西弗，一次胸部電腦斷層掃描劑量約為 7 毫西弗），而且在同一次檢查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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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您進行多少次造影，皆不會再增加額外的輻射曝露（核子醫學攝影機並不會放

出放射線）。輻射對人體的健康效應，從發生傷害的可能性來區分有「確定效應」

及「機率效應」兩種。就輻射的確定效應來說，一次接受劑量 250 毫西弗以下，

對人體無可察覺症狀；至於機率效應則可能隨著輻射劑量的增加而上升。核子醫

學檢查的輻射劑量遠遠低於會發生確定效應的劑量，而相較於受檢者獲得疾病診

斷的幫助，核子醫學檢查所可能造成輕微增加的機率效應則可以不予考量（利大

於弊）。  
  至於周邊的人，輻射劑量就更低了。拿個比方，核醫醫師或技師與接受檢查

的人是比較接近的，而他們在一般的檢查中，每年可能接受的輻射劑量通常平均

不超過一張胸部 X 光的輻射劑量。其他的護理人員與家屬所受到的輻射劑量就更

少了。  
 

 
   

由於放射性藥品的放射性是隨著距離與時間成級數減少的，而且減少得很

快。以核醫最常用的放射性核種－鎝-99m（約占八成以上）而言，每６小時之後

就減少一半，再加上病患生理性的排泄（如大、小便），通常１天之後就可能低

於背景輻射了。因此對周邊的一般人而言，所受到的輻射劑量低於核醫醫師的十

分之一以下，這個劑量可能比你出國觀光搭飛機時接受的宇宙射線劑量還少（一

次臺北到美國西海岸的來回飛行接受約 0.01 毫西弗的輻射劑量）。但對於周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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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和孕婦，基於「合理抑低」的原則，在檢查後幾個小時內，應該避免擁抱太

久。一兩天之後，便等於無劑量了。少數檢查項目，我們會告知特殊的注意事項

請病患遵守。  
 
  「水能覆舟、亦能載舟」。接受核子醫學檢查雖然會有輻射，但對於提升醫

療水準、延長壽命，及維護健康卻有極大的幫助。因此，對於需要接受核子醫學

檢查的受檢者而言，切記不要因噎廢食，放棄對自身疾病診斷有助益的檢查，以

免延誤病情的處理。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現任臺中榮總核醫科主治醫師現任臺中榮總核醫科主治醫師現任臺中榮總核醫科主治醫師現任臺中榮總核醫科主治醫師）））） 

 

 

 

 

 

 

本(101)年 1 月 4 日上午 11 時原印度國籍民眾辛先生攜帶洋酒及茶葉各 1 份

贈予臺中市第一服務站同仁，經該站林澤謙主任再三婉拒，辛先生仍堅持不收回。

本案該站施姿婉科員即於次(5)日中午通知本署政風室，經查該受贈洋酒、茶葉禮

盒總計約市價新臺幣 1300 元，本案業委由該站協辦政風人員楊孟青專員退還洋酒

與茶葉禮盒，並完成登錄建檔。 

    為樹立同仁優良典範，保障本身權益，進而維護本署廉能、清新形象。各同

仁如遇類似上述情事時，請確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落實登錄報備及

知會制度，以保障本署同仁應有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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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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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月月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國內超人氣偶像樂團將自聖誕節前夕開唱至101年元

旦，連唱7場，許多歌迷因未能購得門票而轉往網拍平台，

卻掉入詐騙陷阱。  

 嘉義李小姐於11月12日晚間11點欲上網購票，遇暱

稱○文%20的賣家，雙方透過即時通互相聯絡，李小姐一

口氣買了7張共計新臺幣2萬3,000元整，對方要求李小姐

立刻轉帳，但卻因為渠帳號未開通跨行轉帳功能，歹徒轉

請被害人至便利商店購買等值的遊戲點數卡，再一一將序

號及密碼透過即時通提供給歹徒，原本約定凌晨1點15分

就會提供演唱會門票和宅配收據的照片電子檔，卻苦等至

2點仍音訊全無，李小姐撥電話過去時發現對方關機，即

時通也已下線不見蹤影，始知遭到詐騙。 

(一一一一) 又見演唱會門票詐騙潮又見演唱會門票詐騙潮又見演唱會門票詐騙潮又見演唱會門票詐騙潮，，，，請五月天粉絲別上當請五月天粉絲別上當請五月天粉絲別上當請五月天粉絲別上當！！！！ 警方呼籲民眾網拍假

賣家多利用高單價、

熱門及話題商品吸引

被害人下單，民眾欲

於網拍平臺購買此類

型商品應提高警覺，

下標前除查看賣家評

價，應進一步觀察該

賣家之賣場商品種類

是否相似、帳號是否

已數月未使用又開始

營運等，以辨別賣家

帳號是否遭盜用。網

購應儘量選擇貨到付

款，以保障交易安

全。 

 

（（（（二二二二）））） 一晚取消分期付款一晚取消分期付款一晚取消分期付款一晚取消分期付款13131313次次次次，，，，6666小時內被騙小時內被騙小時內被騙小時內被騙50505050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萬餘元！！！！

     高雄市鄭先生（30歲、工程師）今年10月份於奇摩拍

賣網站購買一個羽球袋，貨到付款完成交易後事隔約一個

月，於11月底某日晚間7點多，接到自稱是網路賣家的女

子來電，告知因某些購物程序出錯，導致其郵局帳戶被設

定為分期付款，將按月扣繳該筆款項。該女子並熱心表示

將代為聯繫郵局辦理取消分期付款事宜，隨後鄭先生即接

獲自稱是郵局服務人員的女子來電，指示其至鄰近自動提

款機操作，以解除分期付款。  

警方呼籲民眾接獲網

購交易問題電話，一

定要先循正確管道或

撥打165專線查詢，另

自動提(存)款機只有

提（存）款或匯錢轉

出的功能，無法解除

或取消分期付款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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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先生立刻外出按照指示辦理，操作完成後沒多久，

該女子卻打電話來說郵局的提款卡有問題，無法取消分期

付款設定，請他拿出其他銀行金融卡來操作，誰知一筆筆

的存款就這樣匯入了歹徒的帳戶。後來歹徒以銀行系統卡

住，無法以ATM機台操作為由，改稱可利用網路系統辦理

解除事宜，詢問鄭先生有無申請網路銀行。在得知鄭先生

早有申請後，歹徒使用同樣伎倆教他上網進行取消設定操

作，結果一共轉出了6筆存款匯入詐騙集團帳戶。於當日

夜間24時過後，再度以網路系統出現異常為由，要求他外

出改以操作ATM辦理，最後鄭先生來到住家附近派出所對

面的郵局，手持電話按照指示操作，被眼尖的值班員警發

現，才揭穿了這一場騙局。 

 

定，凡聽到任何人指

稱「至自動提(存)款機

操作，以解除分期付

款」說詞，必屬詐騙，

千萬不可聽信操作，

以防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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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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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萬萬萬的獎金喔的獎金喔的獎金喔的獎金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