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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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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揚廉能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臺鐵局為了慶祝建國 100 年暨臺灣縱貫鐵路通車 103 周年，訂於 10 月 24

日(星期一)至 12 月 4日(星期日)於臺北車站中庭（多功能展演廳）舉辦「火

車載阮向前行─臺鐵百年文物特展」，展覽期間每日開放供民眾自由參觀，另

自上午 10：00 至下午 18：00 間，安排現場詢問及定時導覽服務。詳情可參

閱台鐵局官網：www.railway.gov.tw。  

 「2011 臺北溫泉季」將於 11 月 4 日熱呼呼登場。在 11 月份有「日本松

山市撞轎活動」、「明華園藝文表演」、「幸福六館」、「女巫音樂會」、「文化體

驗活動」等各項活動，走一趟北投文化之旅，感受到北投人文古都之美。詳

情參閱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官網：http://www.btdo.taipei.gov.tw/MP_124081.html 

 「第十屆草嶺古道芒花季」，將於 2011 年 11 月 12 日至 12 月 11 日在東北

角的草嶺古道沿線粉墨登場。依照往例，除了有「遠望坑親水公園、護管所」

兩處集戳章兌換贈品外，今年更規劃了「草嶺古道拾寶遊戲」，只要在草嶺古

道沿線再集 8 個章戳，即可參加抽獎，讓遊客一邊尋寶一邊賞花。詳情請至

活動官網查詢： ht tp : / /www.necoas t -nsa .gov.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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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宣導  

文旦也有山寨文旦也有山寨文旦也有山寨文旦也有山寨版版版版？？？？────談產地團體商標談產地團體商標談產地團體商標談產地團體商標    

◎ 魯明德 

壹、案情說明  

  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剛剛結束，中秋節的應景食品，除了月餅就是文旦。說到文旦，雖然臺

灣產文旦的地方很多，但大家直覺想到的，還是麻豆文旦。而９月１日的報紙則報導：臺南市

議會購買 1,100 箱文旦，要做為中秋公關送禮之用，但市議員發現，這批文旦沒有正宗麻豆文

旦的「產地團體商標」，包裝卻打著「麻豆文旦」，因而質疑買到了「山寨版」文旦。 

  議員認為議會向「○家農場」購買的文旦，農場地址為佳里區，可見文旦來自佳里，不是

麻豆。而業者則解釋：文旦的確產自麻豆區，來自油車里、磚井里和莊禮里的柚子園，因老家

在佳里的三協里，農場地址才登記在佳里，且由於戶籍設在佳里，無法加入麻豆區文旦產銷班，

才無法取得麻豆農會的「產地團體商標」。 

  本案中的爭點在於議會所買的麻豆文旦，到底產在那裏？如果不是產在麻豆，為什麼不能

用產地團體商標？本文將以本案例說明農產品的商標應如何保護。  

貳、商標的種類  

  商標的目的在於能區隔自己的商品或服務，俾與其他業者有所區別，以避免消費者的混淆

誤認。商標權受到商標法的保護，我國的商標法立法目的是為保障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

標章權、團體商標權及消費者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促進工商企業正常發展。由此可見，

我國商標法所保護的商標可區分為：商標權、證明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商標權等四種。

簡單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商標權商標權商標權商標權 

  商標是指任何具有識別性之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形狀、動態（motion 
marks）、全像圖（hologram marks）、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前述之識別性是指足以使

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 

二二二二、、、、證明標章權證明標章權證明標章權證明標章權 

 證明標章係指證明標章權人用以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定品質、精密度、原料、製造方法、

產地或其他事項，並藉以與未經證明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之標識。用以證明產地的證明標章，

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證明標章之申請人得以含有該地

理名稱或足以指示該地理區域之標識申請註冊為產地證明標章。 

三三三三、、、、團體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標章權團體標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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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標章，指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表彰其會員之會籍，並藉以與非

該團體會員相區別之標識。 

四四四四、、、、團體商標權團體商標權團體商標權團體商標權 

  團體商標係指具有法人資格之公會、協會或其他團體，為指示其會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

務，並藉以與非該團體會員所提供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之標識。而用以指示會員所提供之商品

或服務來自一定產地者，該地理區域之商品或服務應具有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團體商

標之申請人得以含有該地理名稱或足以指示該地理區域之標識申請註冊為產地團體商標。  

參、產地保護的方式  

  由前述可知，對於產品或服務的產地保護，可用的方式有二：一是採用產地證明標章；一

是用團體商標。 

一一一一、、、、證明標章證明標章證明標章證明標章 

  具有產地證明標章證明之產品，其製造過程不一定全部要在該地理區域內完成，只要成就

該產品之品質、聲譽、特性等最關鍵的部分是在該地理區域內完成即可。例如：美濃紙傘以傳

統手工聞名，惟作為紙傘支架之竹子，可能是來自南投竹山，但因它是在美濃生產，故仍可以

美濃申請註冊為產地證明標章。產地證明標章證明之商品或服務可以是農產品、食品、葡萄酒、

烈酒，及工藝品等。產地證明標章界定的區域範圍，若與行政單位所轄區域相符，申請人可以

行政單位表示；如果以行政單位所轄地理區域難以界定其來源地區，申請人亦可以非行政單位

的地理區域表示。 

二二二二、、、、團體商標團體商標團體商標團體商標 

  產地團體商標係指地理區域界定範圍內所成立之團體會員，共同使用該地理名稱為商標，

以表示其商品或服務來源。它與證明標章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它是封閉性的，僅提供予其會員使

用；而證明標章則是開放性的，只要符合證明標章權人所訂定使用規範及標示條件者，皆可要

求使用該證明標章，證明標章權人應允許符合條件的人申請使用。 

  以本案的商標來看，筆者至智慧財產局的商標資訊系統中檢索，得知麻豆鎮農會申請的是

產地團體商標（註冊號：01462430），而團體商標必須是會員才能使用，若本案中的○家農場

未加入麻豆農會成為會員，則不能使用該商標。  

肆、結論  

  在產業競爭日趨激烈之時，很多業者喜歡搭名牌的便車，希望藉此提高獲利；而知名業者

為了讓自己的產品或服務與他人有所區隔，紛紛以商標來彰顯自己。至於農產品則相對屬於弱

勢，故本文藉由麻豆農會的案例，說明農產品的商標保護方式，希望能提供相關業者、團體一

個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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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  

政府資訊公開法對政府機關處理資訊之因應作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對政府機關處理資訊之因應作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對政府機關處理資訊之因應作為政府資訊公開法對政府機關處理資訊之因應作為    

◎紀佳妮 

壹、前言  

  立法院三讀通過「個人資料保護法」，法務部因應成立個人資料保護法與政府資訊公開法

小組，充分宣示政府重視「資訊公開」與「資訊隱私」的信念，積極推動政府資訊公開透明與

保護隱私。 

  政府資訊公開法為便利人民共享與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而個人資

料保護法其保護「個人資料」係屬隱私權的一部分，係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促進個人資料之合

理利用。而這兩法主張一則以公開為原則，一則以保護為原則，但皆不失資訊安全之機密性保

護原則，以確保只有經過授權的人才能使用資訊，因此政府機關人員在處理公務資料時，如何

掌握該二法的基本精神，將考驗各機關之法規施行與資訊安全規劃及管理能力。然而關於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施行細則，目前各機關正積極研擬中，在此暫不討論；本文著重於政府資訊公開

法對政府機關處理資訊之作為進行探討。  

貳、政府資料公開之原則  

  政府資訊公開法（以下簡稱本法）於 94 年 12 月 28 日公布施行，其架構經整理詳見圖１。 

  

  本法適用範圍泛指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圖畫、照片、磁碟、

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

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而適用單位為政府機關，舉凡中央、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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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試）驗、研究、文教、醫療與特種基金管理等機構，另外還包括受政府機關委託行使公權

力之個人、法人或團體。 

  關於政府資訊大致分為３種，其處理方式亦不同，分別說明如下： 

一一一一、、、、政府資訊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主動公開 

  政府資訊原則上採主動公開，包括：法規命令、解釋性規定與裁量基準、政府機關之連絡

資訊、行政指導文書、施政計畫、業務統計與研究報告、預算與決算書、請願之處理結果與訴

願之決定、書面之公共工程與採購契約、支付或接受之補助、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等，詳見

圖２。以上資訊透明且公開，而公開的方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斟酌公開技術之可行性，選

擇適當的管道，包括：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公眾線上查詢、公開閱覽、抄錄、

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舉行記者會、說明會等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二二二二、、、、限制公開資訊限制公開資訊限制公開資訊限制公開資訊 

  上述主動公開的政府資訊之範圍，其中若涉及下列情事，在政府資料公開法上採限制性公

開或不予提供的資訊，詳見圖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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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安資訊或依法應保密事項 

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公開者。  

（二）執法資訊 

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或有危

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或者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

締等業務，而取得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三）其他公務資訊 

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影

響其公正效率之執行者；或者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

損其價值之虞者；或者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另

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當利益者，但對公益

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 

（四）私密資訊 

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

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參、機關處理資訊安全作為  

一一一一、、、、判定資料機密等級判定資料機密等級判定資料機密等級判定資料機密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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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地判定資料機密等級在資訊安全保護環節上非常重要，務必要清楚劃分資訊類別並分

等級，再規範資訊的存取、處理及利用作為。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針對國家機密

分成三種等級：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該三種等級在保存期限、傳遞程序、保護規範及核

定機關方面都有詳細的規定；若不屬於國家機密而為一般的文書時，依照文書處理手冊規定辦

理，必須注意要法律有明文規定或者是簽定的契約有保密義務的情況下，始可視為機密文書。

此外，政府一般資訊必須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來區分主動公開或受理公開之方式。 

二二二二、、、、確實遵守保密義務確實遵守保密義務確實遵守保密義務確實遵守保密義務 

  政府資訊基於法律上的規定，或者來自於合約上的協定，必須依據文書處理手冊進行保護

措施，包括明確標示密等、保密的期限或解密的條件，且謹慎保管機密資料，若為實體資料應

存放於安全的保護場所，例如上鎖的保管箱；而電磁紀錄儲存應設定密碼或以金鑰加密，另應

注意接觸人員的存取資格控管，並建立身分認證機制，例如電子簽章機制等，以落實機密保護

作業；在傳遞傳輸方面，考量資訊可能被中途竊取或遺失，宜採親送或保密等方式進行，以避

免資料外洩。 

三三三三、、、、確保個人隱私與營業秘密確保個人隱私與營業秘密確保個人隱私與營業秘密確保個人隱私與營業秘密 

  政府處理的資料中若有關於個人資料，在資訊公開時必須考量「個人資料保護法」各項的

要求；另外關於營業秘密或尚未公開發表之著作，是屬於限制公開的範圍，若政府處理的資料

中涉及公司行號之營業秘密，或者是經營事業有關的資訊，例如該等資訊揭露可能產生競爭地

位的影響，則均須妥善保護，惟該等機密若是為了公益的目的或當國家面臨重大災變（如 921

地震），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身體、健康情況下，則可揭露原本必須保密的範圍。這些都是

在處理政府資訊公開業務時必須小心注意的。 

四四四四、、、、加強民眾與公務人員的認知加強民眾與公務人員的認知加強民眾與公務人員的認知加強民眾與公務人員的認知 

  加強民眾與公務人員對於法規與合約要求的認知，尤其是關於自身業務或者自身權利的規

定，公務人員應體認政府資訊係屬全民之「公共財」，原則上均應公開，僅例外不公開，因此

機關內必須落實規劃並執行各項資訊申請業務之作業流程，明確了解各項資訊的屬性與處理方

式；而民眾應依法提出資訊需求，並尊重政府機關的規範，以達到資訊公開的精神。  

肆、結語  

  政府資訊公開法係政府機關一般性資訊公開之依據，為達到政府資訊公開法所要求的「資

訊共享」，政府應主動公開或受理申請政府資訊，其中可運用 e 化機制，提供便捷、友善的服

務介面；而妥善落實內部的資訊安全管理機制尤其最重，才不失資訊共享與資訊安全之宗旨。  

（（（（作者現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與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工作者現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與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工作者現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與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工作者現為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與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工程師程師程師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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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益宣導  

刷卡加價刷卡加價刷卡加價刷卡加價？？？？開發票加稅開發票加稅開發票加稅開發票加稅？？？？商人欺負消費者商人欺負消費者商人欺負消費者商人欺負消費者 

◎黃育杉 

   有一位小姐已為買到了較便宜的東西，結果要結帳時，店員問她「小姐，妳要刷卡還是付

現？」；什麼話！「姑娘我卡片很多，要那一張，自己挑」；「小姐，對不起，刷卡要加五ㄆ

ㄚ５％的稅，以及手續費３ㄆㄚ３％」，各位網友，這時候你是付？還是不付？付現嗎？後面

還有很多人在排隊喲，別丟臉喲……。  

 

    你沒碰過這種事嗎？才怪！沒碰或也聽說過吧，沒常識也要記得看電視嘛！很多商人就是

利用消費者這種無所謂的心態，所以才會大膽違約，甚至於大膽違法，怎麼說呢？  

 

    根據「有收入就應該課稅的最高指導原則」，所以開立發票是稅捐機關認定商家營收多少，

而課予應納稅額的依據，如果商家刻意不開發票，就是違法稅法上的「漏開」行為。依據稅捐

稽徵法第四十一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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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也有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

予他人憑證而未給與者……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之罰鍰」。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

所定納稅義務人以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適用標準也有規定「其他逃漏稅行為，對社會納稅風氣

有重大影響者」。上面的案例，該商家就已經違反了以上稅法的規定，消費者可以向稅捐機關

檢舉，而且消費者也可以選擇拒絕購買該商品，不要讓商家認為消費者都是那麼好騙的。  

 

    為什麼刷卡還要付手續費呢？其實這也是沒有道理的，根據目前各家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約

定，持卡人可以到發卡銀行簽約之特約商店，持卡消費，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但是根據作者

的經驗，發卡銀行與特約商店之間，通常都有約定「除非非本人持卡，或所持信用卡為偽造或

變造，或持卡人經連線確認已超過信用額度使用等，特約商店是不得任意拒絕持卡人以信用卡

消費」，至於手續部分，各家銀行作法不同「通常都是約定手續費由商家自行負擔者，只是自

行負擔的比率，依契約自由約定原則，各行協議」，但是，作者的看法，絕對沒有由消費者負

擔的作法或約定，因此商家向持卡的消費者要求負擔手續費，雖然不能算是違法，但是確實是

違反了「特約商店與發卡銀行間的協議」，消費者以向發卡銀行提出申訴，然後再由發卡銀行

向商家，依違約條款解除契約，只要這家不誠實的商家沒有刷卡業務，來消費的人就會減少，

讓這種不肖商家，淘汰出這個市場。  

 

    至於你如果已經付出了手續費，有些發卡銀行會先行吸收，然後在從商家應得的費用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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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發卡銀行的作法就不是很明確了，拖拖拉拉說什麼要幫你處理，結果呢？你可能還是

那個自認倒霉的人（不用擔心多數人是如此，只是會惡性循環而已，而且政府短收稅捐，那一

天還是會增稅的，結果還是那些老老實實自認倒霉的老百姓，在默默的承受這些惡性循環）。  

 

(結論)  

一、購買商品前問清楚，如果商家有刷卡加稅或加手續費的情形，勸您最好不要在那一商家購   

買商品，如果您有閒，可以上網到稅捐機關或發卡銀行投訴。  

二、稅捐機關曾經表示過，商品的標示應該是含稅價，如果分別標示不含稅價及含稅價，基本

上該商家應該有企圖漏開發票之嫌，消費者可以依法向稅捐機關檢舉。  

三、消費者辦理信用卡時，應該問清楚發卡銀行是如何處理申訴案件的，可以作為選擇發卡銀

行的事項之一。千萬不要做沒有聲音或自認倒霉的消費者。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為國家賠償部落格為國家賠償部落格為國家賠償部落格為國家賠償部落格版版版版主主主主））））    

 

藝術人生  

漫談打油詩漫談打油詩漫談打油詩漫談打油詩    

◎吳天仁 

  「打油詩」的來源，相傳是唐代有張打油者（有傳為宋代人），喜做通俗詩歌，流傳坊間，

由於能琅琅上口，頗受歡迎。其作品中有一首〈雪景〉詩：「天地一籠統，古井黑窟窿；黃狗

身上白，白狗身上腫。」對雪景的描述，用語通俗不失風雅，不但知識分子、略通文墨者一目

了然，就是不識字的販夫走卒，亦能聽聲而知其意。其就事寫景、真實活潑的風格，在詩歌中

另成一體。 

  打油詩的用字造句，多用大眾能了解的俗字俚語，不講究格律，對社會百態、真情實事，

嘲弄譏諷。避免使用跩文深奧的語句，以及高深冷僻的典故，免致難懂而為大眾所排斥，惟其

受文人學士鄙視的原因亦即在此。有一次也是天下大雪，張打油居住的南陽縣遭逢叛軍包圍，

他老兄路過縣衙，在牆壁上題了一首詩：「六齣飄飄降九霄，街前街後盡瓊瑤，有朝一日天晴

了，使掃帚的使掃帚，使鍬的使鍬。」縣官大怒，要張打油以叛軍包圍南陽的情景作詩，否則

要論罪；張打油隨即吟道：「天兵百萬下南陽」，縣官點頭道：「有氣勢。」張打油接著吟道：

「也無求援也無糧，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哭娘的哭娘。」縣官被逗得啼笑皆非，就

將張打油放了。打油詩妙就妙在前兩句一本正經，但變化之突兀，令人猝不及防，造成出乎意

料的幽默效果。打油詩與典雅的文人詩歌作品不同，作為俗文學樣式的詩歌，在文學史上雖然

沒有地位，但在民間卻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因為它源自於生活，不作無病呻吟，風格幽默風趣，

語言直白，通俗易懂，千百年來也受到社會大眾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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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特選錄若干俗而感人的打油詩，供讀者參考。 

一、有個喜宴，眾賓客酒足飯飽之後，開始大鬧洞房直至深夜，還逼新娘吟詩一首，表達新婚

之夜感受。新娘無可奈何，終於吟了一首：「謝天謝地謝諸君，我本無才那會吟，曾記唐人詩

一句，春宵一刻值千金。」眾賓客聽了樂不可支，一哄而散。 

二、宋蘇洵 26 歲時，其妻生第二個女兒，滿月時邀請朋友赴宴。一個叫劉驥的朋友，乘著酒

興吟了一首：「去歲相邀因弄瓦，今年弄瓦又相邀，弄去弄來又弄瓦，令正（對人妻之尊稱）

莫非一瓦窯」。 

三、清鄭板橋，江蘇興化人，是一位詩書畫皆工的才子。某年赴京趕考搭一曹姓船隻，曹某以

其文弱可欺，逼其坐船尾，鄭十分氣憤乃作打油詩一首洩恨：「惱恨青龍偃月刀，華容道上未

誅曹，至今留得奸雄種，逼使詩人坐後梢。」另自作一首自勉詩：「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

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韌，任爾東西南北風。」 

四、清袁枚，名士也，曾做詠錢打油詩一首：「萬物皆可愛，惟錢最無趣，生前招不來，死後

帶不去。」 

五、清朝紀曉嵐受邀參加某官母親大壽，臨場寫壽聯，當眾提筆即寫「這個婆娘不是人」，某

官面色鐵青；紀不慌不忙續寫「九天玄女下凡塵」，該官轉怒為喜，連嘆精妙；不料紀大筆一

揮「養個兒子去為賊」，該官一看昏倒在地；弄醒他時，紀又獻上一句「偷來蟠桃獻母親」。

該官吐一口大氣，連連稱謝。 

六、民初黃廉叔，喜作打油詩，有題〈北道客店〉一首，殊令人倒絕也。「騾子卸鞍忙打滾（懶

驢打滾），女兒賣俏亂塗脂，兩般心事皆堪憫，一怕人騎一要騎。」 

七、有人以「一」字作打油詩：「一花一柳一魚磯，一抹斜陽一鳥飛，一山一水中一寺，一林

黃葉一僧歸。」清新可誦。 

八、吳稚暉（1865 年－1953 年）又名敬恆，為人率性，詼諧狂狷，黨國元老，積極反共，為

經國先生老師，在臺灣病逝後海葬於金門外海。某一留法抽象主義派畫家，開畫展恭請吳老題

詩以增光彩，稚老對某幅畫凝視良久莫名其妙，提筆急書：「遠看一朵花，近看像烏鴉，唉呀

我的媽，原來是風景。」 

九、有一種特殊打油詩，整首詩 17 字，民間俗稱（三句半）。有一書生在野外碰到一個村姑，

詩興大發，出口吟道：「夕陽照山莊，走來一姑娘，金蓮只三寸，橫量。」村姑告官，以調戲

民女，發配邊疆，臨行時舅父前來送行，書生觸景生情，悲從中來，開口吟道：「充軍到邊疆，

見舅如見娘，兩人齊下淚，三行。」兩人齊下淚怎麼會是三行呢？原來書生的舅父是個獨眼龍。 

十、民初某官，八面玲瓏，不吐真言，常以不著邊際的言語虛應故事，久成習慣竟不知覺。某

日主持會議以「打油詩」做以下結論： 



 11 

兄弟在下敝人我，兄台閣下老大哥； 

聽你之言?頗有理，可是我們不敢說。  

雖然可能沒問題，難保絕對不會錯； 

既是如此想必對，的確好像差不多。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恐怕不見得； 

所以個人總以為，到底還是沒把握。 

希望各位再研究，最好大家多斟酌； 

總之等以後討論，請問你意下如何？ 

  打油詩雖以淺顯俚俗為特色，但其寫作並不容易。一首能傳誦不輟的打油詩，既不能缺少

才情，更需有滑稽有趣的面目，若非學養豐富，兼具有高度成熟的技巧，實難舉重若輕；而著

筆成趣，所謂「看似容易卻艱辛」，應是打油詩獨到的境界。 

（（（（摘自摘自摘自摘自「「「「清流月刊清流月刊清流月刊清流月刊 2020202011111111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吳天仁編吳天仁編吳天仁編吳天仁編））））    

科技新聞  

核能與輻射核能與輻射核能與輻射核能與輻射－－－－日本福島事故後的省思日本福島事故後的省思日本福島事故後的省思日本福島事故後的省思－－－－    

◎黃景鐘 

  今（2011）年３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由於地震、海嘯，引發了福島核電廠意外事故，

震驚了全世界。此一事故不但重創日本，也深深影響世界各具備核能發電的國家，紛紛檢討其

核能發電政策。德國首先宣布將以 10 年時間，停止其全部的核能發電廠；日本首相直接要求

鄰近東京的濱岡核電廠停機、檢查；我國核一廠撤回原本提出延役 20 年的申請，而核四廠是

否應該繼續興建完成，又重登各界討論的焦點。 

  核電廠意外事故會讓大眾產生恐慌，主要是因為它會排出輻射，而一般人將輻射視為「毒

物」。由於輻射無色、無臭、無味，無法以感官察覺，因此更加深大眾之疑慮。以此次日本福

島事故為例，臺灣遠在事故現場 2,500 公里外，仍然有許多人擔心輻射塵是否會飄落到臺灣。 

  此次福島事故，日本民眾的堅忍、紀律、守法精神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一幕更讓世人感

動，即是所謂的「五十死士」。當時，由於現場輻射量極高，他們以五十人為一組，輪流進行

搶救，世人皆以「敢死隊」視之。這些搶救人員總數估計應有三百人以上。據了解，迄今並未

有任何人因輻射而死亡或檢驗出重大傷害，此與世人想法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輻射的來源並非只來自核電廠，事實上，自然界中即普遍存在：太陽光含有紫外線是眾所

皆知；隨便抓一把地面上的泥土都能分析出輻射物質。我們生活環境中接觸到的空氣、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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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甚至在自己的身體內都有輻射物質。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資料，全世界人口所受的輻射劑

量中，有三分之二是來自天然的輻射，另一項主要的來源是醫療輻射，例如 X 光檢查等，此項

來源約占三分之一。核能電廠在正常運轉時，輻射的影響其實尚不及百分之一。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蘇二大陣營進入冷戰，為了嚇阻對方，競相發展核子武器，大

氣層核爆頻繁。核爆所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散布在大氣中，隨著氣流擴散、飄落，即是所謂的放

射性落塵；北半球國家影響尤甚，美、蘇等國遂發起「核子禁試條約」，禁止在大氣層中舉行

核子試爆，但地下核爆仍然持續進行，歷經數十年，大氣中的放射性落塵才逐漸減少。此次福

島事故時，在日本的一些外僑、富商，由於害怕輻射，有暫時避居其他地方的情形。而據實際

估算，以東京為例，冷戰最高峰時期的輻射，高出今日許多，幾達萬倍！只是當時民眾的認知

不及現在。此外，媒體的放大、渲染，也造成許多過度的反應。 

  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個現象是食鹽的搶購，食鹽與輻射怎會有關連呢？核電廠事故時，所釋

放出的放射性物質最主要是放射性碘，人體吸收後會集中在甲狀腺，對甲狀腺造成傷害。一般

防治的方法是先吸收充分的非放射性碘，即是服用碘片，則甲狀腺內碘的含量已經飽和，就不

會再多吸收含放射性的碘了。然而有些人對於碘片有過敏反應，任意服用也有危險性，因此碘

片是醫師處方，一般人是無法購得的。福島事故時，由於民眾的心理效應，含碘的食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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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帶等，皆成了搶手貨。食鹽的包裝上通常會註明添加了碘，在謠傳、恐慌、心理等多種因素

的激盪下，竟會造成搶購，實在令人始料未及，亦可做為探討民眾心理的良好教材。 

  福島事故，大量的放射性物質排放到大氣中，除局部地區嚴重污染外，由於大氣的擴散，

當然也會飄到臺灣來，有些甚至是環繞地球一周後抵達的，其含量非常微小，可以想見。然而

透過精密的儀器及科學的鑑識，我們仍然可以證實這是來自福島事故的產物，但是若引申為會

造成傷害，就過度反應了！舉例而言，放射性落塵可能沾附在露天種植的蔬菜上，就像一般的

灰塵，吾人只要用水清洗，就可將之清除，其實大可不必擔心。此外，也有許多放射性物質排

放到海洋中，隨著洋流的擴散、稀釋，預估活度也會迅速地降下來。 

  核能是極為專業的技術，輻射又無法查覺，一般民眾不易了解，在趨吉避凶的心理下，很

容易會選擇避開核能，此為人性，可以理解。然而國家的能源政策攸關長遠的未來，便不能只

憑感覺決定，應該要綜合考量一國的資源、限制、國家發展策略等多方面因素才是。 

  以德國廢核為例，其發電勢必轉由風力、太陽能等；但德國是工業大國，其再生能源產業

居於領導地位，世界各國若陸續跟進，再生能源用於發電的比例增加後，德國仍可從中獲得巨

大的利益。 

  目前世界各國皆在檢討其能源政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中東地區的產油國反而是提倡

使用核能發電的國家！中東國家富產石油，但是缺水，目前其用水主要靠海水淡化而來，惟海

水淡化必須用大量的電，比較石油發電及核能發電的成本，他們發現石油可帶來巨大財富，用

來發電太可惜了！ 

  地球上石油的蘊藏量是有限的，依據統計，現有的石油，以目前的使用率，僅足以再使用

60 年左右。可以想見，未來石油價格必定飛漲，石油的搶奪會是許多國際爭端的原因。 

  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快速起飛，其用電量亦快速成長。大陸目前在沿海地區已有３個核能

電廠，計有 13 座反應器運轉中，但發電量僅占全大陸總發電量的２％。福島事故後，中國大

陸並未改變「核能是安全的清潔能源」這個基本論點，認為沒有必要輕易改變核能發電的發展

目標。目前大陸興建中的核能發電機組計有 28 座。 

  臺灣是個小島，能源必須完全自給自足，而目前臺灣的能源 99％依賴進口。電力方面，水

力可以開發的，幾乎已全部開發完畢；風力及太陽能發電都需要廣大的土地，這又是我們最缺

乏的。近來有人提倡在離岸的海面上設置風力發電，如果技術上可行，倒是不錯的想法。目前

核能發電在臺灣發電的比例中約占 18 %，做為基載電力。在能源多元化的原則下，此一比例是

合適的；尤其核能燃料體積小，一次飛機的運載就可以使用經年，因此可視為半自主能源，就

國家安全而言，更有其重要性。 

  煤、石油及天然氣目前仍然是世界各國最依賴的發電原料，如前所述，它們是極有限的，

並不能做為永續的能源。另一方面，這些石化原料燃燒，放出二氣化碳所導致的地球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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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於地球環境及全人類的危害可能更為嚴重。核能因為不會排放二氣化碳，曾被認

為是再生能源發展成熟前，過渡期間適當的電力來源，然而日本福島事故後，恐將改變此一情

勢。 

  總之，能源是全人類面臨的重要課題，能源政策更是國家面對未來激烈競爭，所必須依賴

的基礎。節能減碳已經是普世共識，應盡力落實；再生能源是未來重要的產業，也是各國競相

發展的目標，若能有突破性的進展，確實能造福全人類。除此之外，核能安全應再加強，但亦

不宜輕言廢止，畢竟臺灣的資源極為有限，我們必須從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維繫此一幸福、

富裕的社會。  

（（（（作者現任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主任作者現任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主任作者現任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主任作者現任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主任）））） 

 

健康小常識  

適當的壓力有益身心健康適當的壓力有益身心健康適當的壓力有益身心健康適當的壓力有益身心健康 
◎蔡尚穎 

  精神醫學上對於「壓力（stress）」的定義可以分為：「生理層面」包括冷、熱、餓、痛等；

「心理層面」則指自身的能力無法解決眼前的生活事件，又稱為心理社會困擾（psychosocial 
problem）。每年夏季由於時處國內學校升學考試與畢業季節，很多人都面臨新學校或新學期，

或者新踏入社會，或者轉調新部門有新同事與主管，想必也有很多人要面臨新的壓力，接受自

己不滿意的環境與工作，加上氣候酷熱令人不適，這種種令人無力獨自克服的事都是壓力的來

源。  

壓力與挫折忍受度  

  大多數人認為壓力是不好的，且普遍存在「減輕壓力」是必然的需要。大部分父母傾向於

給孩子最好的東西，竭盡能力減少小孩的壓力，久而久之，新一代漸漸沒有機會去提升承受壓

力的能耐，也降低了所謂的「挫折忍受度」。所以成長過程中面臨適度壓力的經驗越多，就好

的方面而言，挫折忍受度也會相對提高。  

如何自覺有生理上的壓力反應？  

  生理上與面對壓力最主要的機制為內分泌、自律神經與免疫三大系統。 

  精神上承受壓力後，透過腦部的變化會改變內分泌、自律神經與免疫系統的協調，所以「心

理會影響生理」便肇因於此。長期無法紓解的壓力反應，往往造成所謂「自律神經失調」，包

含：生理上出現心悸、胸悶、腸胃不適、手抖、頻尿、肌肉痠痛、月經不規則；精神上出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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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不集中、易怒、多夢、入睡困難及食慾下降等；對於中年以上已有慢性疾病者，自律神經、

免疫或內分泌的失調，甚至會進一步惡化原先的生理疾病。  

適度壓力提升生理機能與應變能力  

  反之，就醫學的角度而言，適當的生理或心理層面的壓力，可以促進自律神經系統及內分

泌的機能，反而有助於提升身心狀態。一般而言，壓力初期，生理機能會亢奮以應付外在的改

變，例如：突發災變時，常有人展現比平常更驚人的體力、勇氣或毅力；或普遍存於動物界的

是飢餓狀態反而促進狩獵能力，都是顯著的例子。就心理學的觀點而言，俗話說「不經一事，

不長一智」，亦即面臨新的變局，會讓人學會新的防禦機制以及應變能力。其實壓力事件或挫

折本身可以說是累積人生智慧的絕佳機會，因此遭逢壓力時，最重要的是要想出因應之道，而

非逃離或完全結束壓力源。  

如何面對壓力：提升自己的能力與發掘社會的支持系統  

  對於有些人會擔心承受不了壓力或覺得近乎崩潰，當然生活事件的嚴重度對每個人的影響

不一，但通常而言「個人的能力」與「社會支持系統」可「中和」壓力；以社會新鮮人而言，

當有經濟壓力時，若個人更努力賺錢或存錢（提升個人能力），或者有親友願意紓困（找到社

會支持系統），則可排解此經濟壓力。另舉學生為例：有學業考試壓力，增加讀書時間（提升

個人能力）與有人可以協助解答困難題目（發掘社會支持系統），都可以適度解決壓力。因此

在成長過程產生挫折或遭遇困境，應視為一種身心健康的苦口良藥，只要不去逃避或輕易放

棄，其實痛苦的過程往往成為以後面對更大挑戰的本錢。 

  因此，正確地面對壓力，是從自己的能力，以及環境可提供之社會資源，想出新的應對策

略去適應。真正需要前往精神科就醫的時機，只是當這種經歷壓力的過程太長或者太強烈，以

致於明顯導致睡眠障礙、心智能力下降、身體不適、明顯無法維持既有社會功能與人際關係時，

才有必要藉助短期藥物或接受精神醫學的自我放鬆訓練來克服。然而即使如此，不論壓力大

小，我們身為心理衛生的工作者都希望面臨挫折壓力的人，不要「白白的痛苦」，務必想想這

樣的痛苦可以得到何種的代價；我想至少你熬過痛苦的經驗，可以讓下一個和你一樣的人，知

道這個壓力是可以克服的。  

（（（（作者現任臺北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作者現任臺北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作者現任臺北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作者現任臺北醫學大學暨附設醫院精神科主任／／／／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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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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年年年 1 0 月月月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一一一））））    操作自動提操作自動提操作自動提操作自動提((((存存存存))))款機解除分期付款款機解除分期付款款機解除分期付款款機解除分期付款    必為歹徒詐必為歹徒詐必為歹徒詐必為歹徒詐

騙說詞騙說詞騙說詞騙說詞！！！！    

臺北縣林姓女子於拍賣網站購買價值 300 元小物，於自動提

款機完成轉帳付款並收到貨物後數日，接到自稱轉帳銀行行員去

電核對個人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相關事證無誤後，即告知林女於

轉帳付款程序中因操作不當，誤設分期付款功能，日後將按月扣

款 300 元，為避免林女權益受損，請林女速至鄰近自動提款機依

指示操作，以解除分期付款設定。 

林女當下即依歹徒指示至辦公處所鄰近自動提款機，在「轉帳」

功能介面，於「轉入帳號」欄內，輸入身分證字號，另於「轉入

金額」欄內，輸入歹徒所稱解除分期付款設定密碼「29999」，之

後歹徒告知已完成解除設定，並請林女檢視存款餘額應無減少，

隨即掛斷電話。但過幾分鐘後，歹徒再度致電表示銀行系統突然

顯示前次解除設定尚未成功，須請林女再至自動提款機操作第 2

次。林女因前次操作經驗已深信歹徒為銀行人員，爰不疑有他並

再次聽信歹徒詐騙說詞，於「轉入帳號」輸入另一組林女個人代

碼（實際上是歹徒人頭帳戶號碼），另於「轉入金額」輸入解除設

定密碼「29999」，惟後林女發現存款餘額減少。歹徒即表示此為

銀行系統卡住造成，指示林女須將帳戶內餘款 10 萬元領出，改至

附近自動存款機操作，將錢先行存入銀行系統帳戶內，再經由系

統自動歸還至林女戶頭，才能排除系統異常問題，並完成解除設

定。林女依照歹徒指示操作完畢回家，告知先生發生經過，始知

遭詐騙十二萬餘元，還好即時向 165 報案，由 165 專線人員成功

協助攔阻被害金額近九萬元。 

 假應徵真詐財假應徵真詐財假應徵真詐財假應徵真詐財 警方呼籲，自動提(存)款

機只有提（存）款或匯錢

轉出的功能，只要聽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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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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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海苔瘋海苔瘋海苔瘋海苔瘋，，，，網路團購停看聽網路團購停看聽網路團購停看聽網路團購停看聽！！！！    

林姓女子與姊妹淘集資在 1 家拍賣網站購買人氣商品○○海

苔，發現歹徒入侵帳號的網路賣家，海苔 1 箱 1,900 元，折算後 1

包海苔約 42 元，實體店鋪販賣的海苔 1 包 60 元，相比之下便宜

很多。 

林姓女子查詢其他網路賣家販售價格同樣約 42 元，她認為沒有過

分便宜應不是詐騙集團，因此集資匯出 7,600 元購買 4 箱海苔，

匯款後未收到商品，又收到網路賣家聲稱帳號遭盜用的通知信，

才知道被騙。刑事局發現類似林姓女子案例，1 週就有 7 人受害。 

警方呼籲，人氣商品常成

為假拍賣真詐財標的物，

民眾最好挑選網拍業者推

出的「安心賣家」認證機

制，除對賣家進行身分認

證，安心賣家的帳號密碼

也會有網拍業者的防盜保

護，民眾也可利用 165 反

詐騙專線，查證匯款帳號

是否已遭通報警示。 
~~本案例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65 反詐騙網站~~ 

 

 
    

本(100)年 9月 6日上午 10時婚姻媒合業者楊先生攜帶5箱水梨(市價約新臺

幣 7500 元)贈予桃園縣服務站同仁，經該站楊榮原主任婉拒後，楊先生又將 5 盒

水梨留在該站前方大樓警衛室，請警衛人員轉交該站同仁。該站隨即於當(6)日上

午 10 時 15 分起撥打 3 次行動電話請楊先生取回該水梨，惟其電話遲無人接聽亦

無法留言，且因無贈送人楊先生個人資料，無法退還贈送物。本案該站張玲芬助

理員即於當(6)日上午通知本署政風室，因受贈水梨禮盒 5 箱不易運送且易於腐

敗，經研議並簽奉核准後轉贈桃園縣政府社會局救助科，協助轉贈立案社福慈善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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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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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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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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電子郵件檢舉信箱檢舉信箱檢舉信箱檢舉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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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