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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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風小品  

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不能跨行轉帳，女大生照樣被騙 3萬！警方呼籲接到類似電話不要輕易相

信，尤其是對方要求到 ATM 操作或購買遊戲點數卡。如有任何疑慮，最好立即

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行政院新聞局自本(5)月 10 日起辦理民國 100 年「清廉政府，全民串廉」

網路有獎徵答活動，活動期間從 100 年 5月 10 日中午 12 時起至 6月 7日中午

12 時止，活動獎項包含液晶電視等 64 個獎項；試題內容涉及公務員廉政倫理

規範，請有興趣同仁參考網址 http://info.gio.gov.tw/mp.asp?mp=51。 

 臺鐵局為疏運端午節旅客，加開 100 年 6月 4日至 6月 6日車次（第 3328、

3329、3330 及 3331 車次），樹林－花蓮間 EMU700 型半直達區間快車（阿福

號）計 12 列次，各車次開行採對號入座。台鐵表示前述各車次列車臺北－花

蓮原價 283 元，優惠票價 200 元，臺北－宜蘭原價 140 元，優惠票價 100 元，

宜蘭－花蓮原價 143 元優惠票價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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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宣導  

禁奢條款啟動了禁奢條款啟動了禁奢條款啟動了禁奢條款啟動了！！！！ 

◎ 葉雪鵬  

  近幾年來，我國經濟受到國外大環境不佳、金融海嘯與天然災害頻傳的影響，跌落的景氣

一直難以回升；在國人多方努力下，目前已逐漸自谷底上翻，但政府稅收仍然無法大幅增加，

加以石油價格有如脫韁之馬，引領民生物價普遍上揚。政府為了照顧民眾，又不得不對大宗物

資的進口，減稅因應，導致財政收支差距越拉越大，預算赤字居高不下。卻有不少欠稅大戶，

無視於政府財政困難，竟用盡各種方法拖繳欠稅，日常生活則照常吃香喝辣，過著奢侈日子。

這對奉公守法，用血汗錢納稅支持政府的升斗小民來說，豈是公平！  

  法務部為了使這種不公平現象有所改善，除由所屬行政執行署暨各地行政執行處，加強對

滯欠大額公法上金錢給付的義務人為強制執行外，並向行政院提出被稱為「禁奢條款」的〈行

政執行法〉增訂第 17 條之１的草案，由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獲得三讀通過。總統已於 99

年２月３日公布增訂法條，並由行政院在同年６月３日依〈行政執行法〉第 44 條第２項規定，

以命令公布施行。  

  新增的〈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之１的第１項規定：「義務人為自然人，其滯欠合計達一定

金額，已發現之財產不足清償其所負義務，且生活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者，行政執行處得依職

權或利害關係人之申請對其核發下列各款之禁止命令，並通知應予配合之第三人： 

一、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一定金額以上之商品或服務。 

二、禁止搭乘特定之交通工具。 

三、禁止為特定之投資。 

四、禁止進入特定之高消費場所消費。 

五、禁止贈與或借貸他人一定金額以上之財物。 

六、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 

七、其他必要之禁止命令。」  

  這法條所稱得對之發禁止命令的義務人，既明白指出是「自然人」，則民法總則所稱的「法

人」，雖然與自然人一樣是具有權利能力的主體，但那只是法律賦予的人格權，究竟不是有血

有肉的自然人，在解釋上就不應包括在內。  

  同條第２項條文為：「前項所定一定金額，由法務部定之。」法務部已對此作出規定，全

文分為四點，為了配合增訂法條的施行，也在 99 年６月３日公布。其中第一點規定如下：「行

政執行法第十七條之一（下稱本條）第一項本文所稱滯欠合計達『一定金額』，係指義務人滯

欠各類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之金額合計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依此規定，欠繳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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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或其他公法上給付，單筆或合併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義務人縱有奢侈的行為，也不能為

禁止的處分。  

  第二點是針對第 17 條之１第１項第１款所稱禁止購買、租賃或使用「一定金額」以上之商

品或服務，規定為「單筆新臺幣二千元之消費。」文中所稱的「消費」，是包括有形的買賣行

為與無對待給付的服務行為。但補充規定之文字不夠嚴謹，解釋上尚有爭議空間，如屬日常生

活所必須者，應不在禁止之列，例如重病需購買健保不給付而價格超過二千元的救命藥品；住

院中不能行動的病患請看護工照料，照顧費用超出二千元，都是不應禁止的消費行為。實務上

應有某些除外的共識，才不致被譏為酷刻。  

  第三點是第 17 條之１第１項第５款所稱禁止贈與或借貸他人「一定金額」以上的財物數額，

是指「單筆價值新臺幣二千元之贈與或借貸。」這裡所規定的數額，既為「單筆」，容易被刁

頑之徒鑽漏洞，在禁令數額以下分批將財物移轉他人，不去繳納積欠款項，禁令豈非失其效果？

也應檢討加以堵塞。  

  第四點是對第 17 條第１項第６款所稱禁止每月生活費用超過「一定金額」是為規定：法務

部是以義務人的住居所或戶籍所在地，分成北、中、南、東與離島五個區域，規定不同的數額：

北區（含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為新臺幣２萬４千元；中區

（含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新臺幣１萬８千５百元；南區（含嘉義市、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新臺幣１萬８千元；東區（含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新臺幣１萬６千元；離（外）島區（含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新臺幣１萬４千元。  

  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地行政執行處核發禁止命令，依增訂的第 17 條之１第３項與第４項規

定，程序非常謹慎，要先經過一定的審核程序，並應以書面通知義務人到場陳述意見，義務人

經通知故意不到場，調查與審核程序不受影響。在審核過程中，行政執行處要審酌義務人的生

活有無逾越一般人通常程度，並且要考量義務人的滯欠原因、滯欠金額、清償狀況、移送機關

的意見、利害關係人申請事由及其他情事，作出適當的決定。  

  義務人接受禁止命令後，沒有正當理由違反禁止命令所載的事由，依第 17 條之１的第６項

的規定，行政執行處「得限期命其清償適當之金額，或命其報告一定期間之財產狀況、收入及

資金運用情形；義務人不為清償、不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視為其顯有履行義務之可能而

故不履行。」行政執行處就可以依新修正的〈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進行一連串的強制處分的執

行程序！  

  日前新聞報導：行政執行署自今（100）年的１月開始，已兩度公布「禁奢大戶」的名單，

這些榜上有名的大戶，未來都有可能受到禁止命令的拘束。該署並呼籲社會大眾，共同注意這

些大戶的平日生活，如果有奢侈情形，即可向該署檢舉，檢舉成功視情節發給獎金，務必使積

欠國家的款項，早日繳交國庫！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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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   

數位時代的員工管理數位時代的員工管理數位時代的員工管理數位時代的員工管理 

◎魯明德 / 魯晏汝 

壹、前言 

  「你今天偷菜了嗎？」這是近來人們見面常問候的一句招呼語。隨著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

人們見面從原本的「你好嗎？」「最近過得怎樣？」逐漸轉變成和網路社群有關的招呼語。  

  電子商務和網路社群的發展，提升了人們生活上的便利性，也拉近了朋友之間的距離，但

是相對地也提高了公司經營上的風險性。員工在上班時間可能會花費過多的時間在經營網路社

群或是網路購物，從而降低了工作效率；通訊軟體及存取裝置的使用，也可能導致公司內部資

料的外流。身為公司的管理者，應如何透過管理的方式來約束這些員工的行為呢？ 

貳、電子商務與網路社群 

  一般電子商務依往來的型態可分為 B2B（Business to Business）、B2C（Business to Customer）、

C2C（Customer to Customer）三大類。B2B 指的是企業對企業的電子商務型態，例如某電腦公

司向其供應商購買零件生產，再將成品銷售給下游廠商等，這種公司對公司間的交易都屬於

B2B；B2C 則是指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型態，像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com）、Yahoo

奇摩購物中心等，這種企業透過網路將產品賣給消費者的方式都可稱為 B2C 電子商務型態；而

C2C 則是指消費者直接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型態，常見的有 eBay 拍賣網站等等。 

  至於網路社群也幾乎可說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想找八卦消息、尋求網

友的意見與評價，就會想到 PTT、Mobile01 等論壇，或是網路部落格（例如無名小站、yam 天空

部落格）等；若是想找休閒娛樂、和朋友聯絡感情，直覺起就會想到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

等平台；想要團購的話就會想到愛合購(ihergo)、地圖日記等知名團購網站。網路社群幾乎可滿

足現代人生活上的各種需求。 

參、如何進行員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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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及網路社群的發展，除了帶來生活上的樂趣及便利外，也會讓公司與公司間的營業

秘密、客戶資料、訂單等，藉此透過各種管道洩漏出去；以先前某人力銀行為例，曾有員工被

該公司以用 MSN 洩漏會員資料而解僱。  

  存取裝置的使用也是造成公司營業資料外流的一大因素，因此有些公司會禁止存取裝置的

使用，像是主機不提供ＵＳＢ連結埠，或者是附有ＵＳＢ連結埠，但是會控管這些外部儲存裝

置只能被讀取而不能被寫入，這是公司用來避免員工將公司資料放進隨身碟攜出的一種作法；

但在這種不能使用存取裝置的情況下，相對地通訊軟體的管制就更顯重要了。上班時間幾乎每

個上班族都會使用通訊軟體，而通訊軟體造成的問題及損害也時有耳聞，除了我們常聽到的帳

號被盜造成網路詐騙事件外，更常見的是透過這些通訊軟體，直接將公司內部的資料傳送出去。  

 為了避免這些問題，公司可以在聘僱合約上訂定公司可以隨時監控網路通訊軟體的使用，此

舉也是保障公司可以合理地監控員工；除此之外也可以設置查核點，當員工啟動通訊軟體傳輸

檔案時，會自動封鎖檔案傳輸的功能，禁止員工將檔案用此方式傳送出去；另外有些公司會直

接限制通訊軟體的使用，目的除了讓員工可以專心工作外，也是為了避免通訊軟體所造成的資

料外洩。  

  此外，由於電子商務及社群網站的風行，也使員工常常在上班時間不自覺地花費太多時間

在經營社群網站或是瀏覽購物、拍賣網站，所以有條件地禁止員工在上班時間瀏覽這些網站是

有必要的。  

  何謂有條件的禁止？雖然員工來公司的本份就是認真上班，並且對公司有所貢獻，但如果

限制上班時間只能瀏覽公司內部的網站而不能連結外面的網站，或是即使可以連結外面的網

路，但能使用的只有 Yahoo 或是 Goole 等知名搜尋網站，恐怕會讓員工覺得公司限制太多，在

朋友之間討論比較時，也會給其他人不好的印象，進而影響公司的聲譽。所以要用有條件的方

式來管理員工網路的使用，例如設定在上班時間不能逛網拍、買賣股票、看 YouTube、關心臉

書上朋友的動態、趁人家不注意時跑去「偷菜」，或是瀏覽一些網路論壇，中午休息時間及下

班後的時段才能開放這些網頁的瀏覽，如此一來不止可以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也不會讓員工

覺得公司限制太嚴格，降低員工對公司的滿意度。 

肆、結論 

  俗話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論管理層面如何地防堵，一定都還有被破解的時候，

所以對於公司的管理來說，除了限制外，更需有相對應的措施及被破解後的因應辦法，一旦造

成損害時才不會損失慘重，並且也才有依據請求損害賠償，不致白白損失吃悶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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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益宣導  

購買農地的注意事項購買農地的注意事項購買農地的注意事項購買農地的注意事項 

                撰文者 / 窩雜誌編輯室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確認購地的確認購地的確認購地的確認購地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不論作為農用、興建農舍，或經營民宿、甚至投資增值，近年來，農地的交易量越

來越頻繁，地主因而致富甚至惜售者也大有人在。尤其在民國 89 年 1 月 28 日農業發展

條例修正過後，只要是從事農業使用，任何自然人都能承購買賣農地，不再限制身分，

更讓很多人能夠自由購買農地，相對的，也衍生出更多需要注意的交易問題，因此，在

選購農地之前，一定要多加留意。 

 

   不同於一般房產交易，農地所在位置多半在郊區，面積較大、交通條件與生活機能

各方面的考量也不像住家，還有其他特殊的選地條件，都是消費者要事前留意的。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掌握銷售資訊來源掌握銷售資訊來源掌握銷售資訊來源掌握銷售資訊來源：：：： 

   作為農業使用的農地，要注意周邊有無充裕的水源、水利地、灌溉溝渠等，以及基

地所屬之地質、氣候條件、周邊產業道路的便利性，以及農產運銷合作等管道。 

    若作為民宿等經營用途，甚至邀興建自用農舍，則更要注意基地面積的限制。依照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3 條」規定，興建農舍的基本條件是該筆農地面積不能小於

0.25 公頃，在最大面積、樓高等規範上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有所不同，但最大興建範

圍面積都規定只能占農地總面積的 1/10 以下（非都市土地最大基層建築面積尚不得超

過 330 平方公尺），也就是至少需有 9/10 以上的農地面積得維持農業使用。民宿則有更

多的規範，並且要注意住宿需求的市場規模與各項自然人文等觀光環境條件。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留意周邊各項嫌惡設施留意周邊各項嫌惡設施留意周邊各項嫌惡設施留意周邊各項嫌惡設施：：：： 

   透過當地不動產經紀業者提供各項專業協助。惟需注意其經營之合法性，確認其是

否符合「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等各項規定，為合法從事土地及房屋仲介服務的公司。 

   地毯式搜尋。可在中意的地區內四處遊逛找尋合適的農地，留意路旁廣告看板，或

詢問當地居民，同時也可透過與鄰居實地訪談，了解土地的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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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人生  

人生的探索與選擇人生的探索與選擇人生的探索與選擇人生的探索與選擇 

◎夏美華 

  時光匆匆，轉眼到了該寫這本書的讀後感之時。  

  作者孫震先生最令人敬佩的是他任事專注的態度。他提到當下的教育、社會、道德，甚至

是當下的政治；他勤讀、勤寫，非常認真，一點都不馬虎的態度，值得現在的我們互相學習。  

  孫震先生的國學素養也令人敬佩。他所用的資料總是旁徵博引，中外古今無所不包，而且

令人讀來覺得饒有趣味；他是我所少見的飽學之士。因為他的著作所引用的資料精確有趣；不

僅引人入勝而且毫無傲氣，字裡行間處處表露他對先聖先賢的敬意，其間感恩懷德的話語俯拾

皆是。譬如他寫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故事及其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就令我深深佩服；我認為真正

的讀書人一定要細讀有用之書，不但要細讀，而且要活用。  

  孫震先生把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從他的敘述上不難看出他的用心；

能讓這些枯燥的理論靈活、運用，而不只是紙上談兵說說而已。他一有機會就向經國先生及重

要的經濟界大老陳述有力的建言，即使有時惹得高層大官不悅也不在乎。這種忠於國家和同胞、

言行一致的學者，是非常值得現在的年輕人反省學習的，更足以讓那些馬屁文化中的勢利小人

汗顏；後來他回母校－臺灣大學擔任校長。他在臺灣大學校長任內設法收回軍方借用的校地，

不惜與國防部和其他難纏的高階軍官辯論、解釋，可謂吃盡苦頭。這位外表文雅、意志堅強的

大學校長，表現了讀書人的剛強與骨氣。  

  詎料他當了八年多的臺大校長之後，又被徵召出任國防部長，真是出人意表；其後又接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的董事長。自認為「學習甚多」、誠懇、實話實說，是他最可愛又可敬的性格，

對必爭取的事務所表現的是柔中帶剛。  

  作者寫到醫師倫理，其中對蕭醫師之言及對當時醫界醫德的描述，真是感人匪淺，此與我

最近求醫的經驗幾乎完全一樣，真是與我心有戚戚焉；所謂的「第一誠實 」、「第二盡心」、

「第三關懷」、「第四健康」，是他對醫師們的期許，很有道理，我認為這才是令人感受良深

的德性。作者筆下的李瞻兄，他所述的特點正是我想說而說不出口的；又如他筆下的黃啟方教

授對他的描繪更是栩栩如生，讓我忍不住笑出聲來。  

  無論讀他的那一章那一節，都會覺得趣味盎然，收穫很大。作者不畏艱苦，每能說到做到、

心想事成。在讀到他細數自己的學思歷程中的一切成就，讀者並不覺得自誇自捧、自逞其能，

反而感到深切實際，一步一腳印地走了過來。他的諸多成就無論是在學界或政界或經濟、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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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甚至是工業界等等，他都只在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盡自己的本分而已。因為他認為只

是盡責、沒啥了不起，所以他有時也會自我解嘲、糗糗自己。  

  還有一點值得大家共同學習的，就是他的人生態度－「凡事都要感恩」。別小看這一點，

說穿了也只不過是一點點心意而已，但從這一小點就可看出他具有了不起的胸懷；看看世界名

著與聖典，就能知道這是非常重要的德性。至於現時流行的經濟發展理論的優、缺點，更是我

們學習者所需特別關注的；雖是很無趣的經濟理論，但被作者以《三國演義》來比喻，就變得

尤饒興味，令我讀來趣味多多。  

  老實說，作者的文章有真性情、真道理、真感受，卻沒有誇張，而他那種溫文、敦厚、剛

柔並濟的性格，卻不是一年半載看得出來的。他從不自吹自擂、妄言自己的偉大；反之，每句

話都出於謙卑的胸懷。雖然我根本不在意什麼經濟、社會、倫理、價值等體系，但當我看過他

的闡述後，反令我覺得有趣極了；他真是一位有意思的學術專家，更讓我服氣的一點就是他愛

讀古書、愛講古語，無論孔、孟、莊子等，經他一說出來，都是活生生的英雄好漢，相信孟子

眼中的亂世景象，宅心仁厚的作者心裡一定也萬分厭惡。作者說理敘事，每每能還古人公道，

毫不偏袒，因此對夏禹、顓頊等明君聖主他定力挺；對於暴虐無道、貪婪無度的暴君獨夫，則

不吝表其憎惡之情。凡此種種可在其相關文章中看得清清楚楚。他研讀古典，是非分明，不屑

於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他常以古人的智慧，燭照我們的心靈；若說他是當代的大學者、大思想家也絕不為過。  

  看完他的人生探索，那麼我自己的呢？  

  昔日拜讀《老人與海》這本名著，海明威所強調的就是命運－只要不斷地向它索取，你就

會得到。因為你不知魚兒什麼時候會上鉤，也不知魚兒會有多大。在水的上面屬於老人的意志

力，在水裡的魚兒就屬魚兒自己的命運了。  

  到中年後，忽然發現自己向來所追求的目標即將實現時，才明白限制在何處；而今靠貸款

購屋，生活正常又平凡，人生到此就須停滯不前？難道我從小到大所渴望的就僅僅是這樣嗎？

我就是這樣過了我的一生？想起多年前曾看過的老電影－城市鄉巴佬：劇中有幾位中年的半老

男人，他們想體驗鄉村生活，便利用假期到鄉下學當牛仔，想模擬老祖先們在拓荒期的心境，

並能從中獲取些啟示。劇中有一位真正的老牛仔，他一直以來都是住在鄉下、荒野、草原、沙

漠中自在而安詳，這些上班族對老牛仔心生畏懼、敬佩。他們的共同任務就是趕一大群牛過界

到德州。我們可以想像片中出現的各種好笑情節；在片中談的不是誰的學問高、技術好，它是

在告訴我們誰能在此環境中更能掌握人生的奧秘而活得更踏實、愉快，就是要選定個目標，專

門對它努力。這老牛仔一生都在此地無怨無悔地生活，甚至是樂此不疲，認為是此生的幸福。

我的人生規劃概分為三個階段：25 歲到 45 歲階段－為錢做事，容易累；45 歲到 65 歲階段－為

理想做事，能夠比耐力；65 歲退休以後階段－希望能為興趣做事，則不易倦怠，讓工作本身成

為一種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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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中或許有很多讓人煩心的事，但不管如何，都是會過去的。因為世間的一切都是無常，

所以要換個角度來看世間，好讓自己寬心；否則，當不能改變事實時，只會徒增苦惱，進而傷

害身心，若如此，是非常不值得！  

  要深知，相逢即是有緣，所以應該要有珍惜的心才對；雖然緣有好有壞，但一切還是操之

在己。其實善緣有時也會變惡緣，惡緣也可能變成善緣，就繫於自己用何心態來面對。猶如種

花，好的花種，如果不懂得栽培，一樣顯現不出它的可貴；換言之，懂得栽培的人，任何花種，

都能展放出可愛的一面。所以只能說，沒有不能栽培的花，只有不會栽培花的人！人也是如此，

只要有心，再如何如何，都能發掘好的一面！  

  每一次與人、事因緣相聚的時刻，用歡喜心來完成、結緣與布施。人的相處，要有一種觀

念，不是修福就是修慧，換言之，就是幫忙與學習。人生必須學習感恩與惜福，並致力於提升

人文素質。 

科技新聞  

自由軟體下的資訊教育自由軟體下的資訊教育自由軟體下的資訊教育自由軟體下的資訊教育 

◎孫振凱 

前 言  

  現代人由於對資訊與通訊的高度依賴，每個家庭幾乎都有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這類的產

品。根據 NICI（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針對國內 ICT（信息和通訊技術）統計顯

示，家中有電腦設備的占 85.7%；家中可以連上網路的占 78.7%。根據教育部中小學資訊教育白

皮書中規畫，可看出利用資訊科技來輔助教學已經是既定的趨勢，且在許多數據上顯示資訊教

育在學校教育中，著實占了相當重要的份量。而在實際執行面上是否有哪些問題和現有的工具

可以解決？另外，是否能在這過程中蘊含著教育的意義？這些都是本文探討的方向。  

現有之問題與挑戰  

  回頭來看國內的資訊教學環境，在中小學學校中平均配置２至３間電腦教室，每間約 35 至

40 台電腦。依據資訊教育白皮書規畫，至民國 100 年時需達到學生數與教學用電腦數比例５：

１；但中小學的資訊管理人員通常由教師兼任資訊組長，且人數通常與資訊設備數量不成正比，

可想而知這些資訊設備的管理對管理人是一項不小的負擔。另外，資訊設備本身在使用上，也

會有資訊資產的風險，就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國際資源觀察報告〉中為例，其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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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產可能因為儲存媒體老化、硬體損毀、檔案格式過時，以及作業系統或硬體不相容等問

題，導致數位資產面臨遺失的危險。當然，硬體的折舊與更新本來就是需要的成本；下面則就

學校在資訊設備管理、資訊資產管理，來探討相關的問題與挑戰。  

  資訊設備管理：先來探討作業系統管理層面。管理者往往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來維護與

管理作業系統，例如：常態性系統更新、不定時因操作所引起的異常行為〈例如病毒感染、軟

體惡意移除等〉；另一方面：硬體的損壞與更新，如硬碟的折損也是管理人員最常遇到的問題。  

  資訊資產管理：最常見的問題發生在教師選用的教學軟體，因為所使用的是封閉或獨家的

檔案格式，而造成接受者必須使用相同的工具軟體才能進行學習行為。其實，這會面臨相容性

的問題，也會導致這些數位資產受到特定軟體或軟體供應商的隱性鉗制。  

  管理人員為了解決設備管理的問題，往往需要花費部分預算來採購集中式管理的整合工具

或平台；而對資訊資產格式的使用上，則可能衍生另一層教育意義上的隱憂：如果教師是使用

需付費的特定軟體，但其檔案又是封閉格式，學生若要在家中進行學習行為，是否會造成強迫

受教者需要付費購買？不然就是被迫使用未取得合法授權的版本（或稱盜版軟體）？這不僅影

響學生的合理受教權，而且也可能讓學生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有所偏差。 

開放、標準與自由  

  很明顯地，資訊資產的問題其實就是需要建立一個「開放」、「標準」的資訊環境；而在資

訊設備管理上，則是否可以提供一個全方位部署與管理工具的取代方案，俾能有效減輕管理者

的負擔。然而，這些都可以在自由軟體下尋求解決，不僅如此，由於自由的邊際效應，不但可

以有效節省教育單位的軟體授權費用，更可以將智慧財產權的正面意義藉由教育的行為實際展

現出來。  

  何謂自由軟體？簡而言之，就是將互惠的精神透過「軟體」這樣的智慧資產來具體實踐。  

  自由軟體之父 Richard Stallman，由於對在封閉系統下使用印表機的不便有所發想，他提出軟

體應該以 Free（自由）為道德標準，並付予使用者「使用」、「複製」、「修改」、「再散播」

四大精神的自由。因此，1983 GNU（完全自由的作業系統）計畫乃孕育而生，許多元老級的自

由軟體也在這之後陸續問世。為了讓自由軟體的精神能夠在現實社會中持續存在，勢必要依附

在實際法律的保障，而真正的實踐就必須付諸於軟體授權規範；因此，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於 1985 年 10 月成立，之後也訂定許多自由軟體的授權條款（如：GPL），

讓 Free as in Freedom 能夠具體地被延續，同時也釐清了「自由軟體」是有版權的資產，使用權益

亦受到授權條款的保護。從教育的意義上看，這不僅讓教育流程更公開、合理，長遠來說，讓

尊重智慧財產的觀念從小深根培養，更是基礎教育應該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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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軟體用於資訊教育  

  然而，自由軟體多如天上繁星，能實際作為資訊教育的工具又有哪些呢？根據 OSSACC（教

育部校園自由軟體數位資源推廣服務中心）統計整理，目前分六大類，共超過一百種以上軟體

提供基礎、中等教育使用，領域包含數理、語言、音樂、自然科學等。學校有這些教學軟體運

用，而在系統管理部分，自由軟體是否能提供合適的電腦教室管理方案呢？  

  提供國內產、學與研究單位高效能計算資源環境，一直是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

計算中心（簡稱國網中心）的主要任務之一，除建構優質的超級電腦或叢集計算主機之外，開

發管理大規模電腦主機系統，也是國網中心的核心任務。國網中心的自由軟體實驗室（Free 

Software Lab）即是以自由軟體為基礎，進行高速計算技術與管理系統的開發；結合過去叢集計

算主機的管理經驗，開發出的企鵝龍 DRBL 與再生龍 Clonezilla 等軟體，不僅能有效管理國網中

心的叢集計算主機，還能提供大規模計算系統的部署，以快速提供高速計算資源或雲端服務。

透過這兩套軟體，若將其應用在資訊教育用途之電腦教室的作業系統部署與開放式系統無碟環

境的建置上，即馬上變身成為能有效協助管理者在資訊教室的維護與建置的智慧型管理工具。

另外，Tux2live 計畫則是提供一個將自由軟體教學環境可攜化的客制化工具，讓教學環境可以

從學校到家中無縫接軌。  

  企鵝龍（DRBL，Diskless Remote Boot in Linux，後文皆稱 DRBL），顧名思義，就是在無碟

的環境下透過遠端開機的 Linux （是以 GNU 為基礎的開放式作業系統）環境。其主要功能即是

提供教學環境中一個方便集中管理的開放系統平台，學生機不需要任何安裝程序，教學者只需

要在伺服器上安裝所需教學軟體，部署後透過網路開機，學生機就能擁有相同的教學環境。因

為用戶端電腦可以不需要有硬碟，故可省去管理者對硬體的維護與經費。  

  很多電腦教室還是會由本地硬碟提供教學環境；再生龍（Clonezilla）就是一個提供管理人

員能夠快速且同時大量部署教室電腦的自由軟體。許多管理者或許有使用過「Ghost」這套硬碟

複製工具，而再生龍則提供更多的檔案系統（Filesystem）支援，透過群播（Mulitcast）機制讓大

量部署時更有效率。當然，基於自由軟體的特性，這對有製作客制化還原系統的單位也提供一

個相當合適的解決方案，如：教育部國民電腦計畫。  

  Tux2live（讀為“Tux to Live”）其喻意就是將 Linux 環境封裝成可攜式的 Live System。過

去因為特定軟體版權的限制，要讓軟體環境得以延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自由軟體則提供

這樣的可能性。透過 Linux 下的封裝程式與整合的工具，讓客制化可攜開放系統化不再是專業

程式人員才能做到的工程，也是一般資訊教育人員能夠上手的業務，如：花蓮縣網中心

OTG-Linux、桃園縣網 TYC-Live 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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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需要長時間的養成與訓練，而資訊系統只是輔助工具，如果讓工

具變成教育的絆腳石，那可得不償失。自由軟體在教學上能夠符合中小學教學領域多數的需要，

在經費上也能省下不少非必要的支出；透過適當的管理工具與輔助系統，對管理開放式系統的

教學、行政平台也絕非難事。自由軟體不僅提供了資訊教育環境的自主權，其實更提供了決策

者在必要時的談判籌碼。使用封閉式軟體的習慣並無不可，但若因為這樣而抹殺教育應該給予

學生應有的合理受教權和道德認知，實屬可惜；其自由、分享、尊重的精神，教育了學生也更

提醒了教師，這才是教育過程無可取代的價值。 

（（（（作者現任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副研究員作者現任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副研究員作者現任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副研究員作者現任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副研究員，，，，為自由軟體實驗室成員之一為自由軟體實驗室成員之一為自由軟體實驗室成員之一為自由軟體實驗室成員之一）））） 

 

健康小常識  

2010 新版新版新版新版 CPR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蔣家正 

  美國心臟協會公布新版的心肺復甦術（CPR），其中最重大的變革為把急救步驟的順序，從

「叫叫 A-B-C」（A-打開呼吸道 Airway、B-檢查呼吸 Breathing、C-胸部按壓 Chest compressions）

變更為「叫叫 C-A-B」（C-胸部按壓 Chest compressions、A-打開呼吸道 Airway、B-檢查呼吸

Breathing），若是未經 CPR 訓練的一般民眾，則可更簡化為「3C」：Check → Call → CPR、也

可以簡稱為「叫叫壓」（如圖所示）。  

  雖然心肺復甦術「CPR」已成為眾所周知的急救步驟，然而許多民眾卻因不熟悉操作步驟或

者怕被傳染疾病，因而不敢對旁人施作 CPR。據統計指出，由旁人施行 CPR 的比例約僅 27%至

33%，有鑑於此，美國心臟協會在 2010 年底編撰了最新的急救準則，其中修訂了新的民眾版心

肺復甦術（CPR）急救流程。新版「成人 CPR」較往昔的技巧更簡易，其中建議未經 CPR 訓練

的一般民眾或對人口呼吸有疑慮者，應實施 Hands-Only CPR（單純壓胸的 CPR），意即可省略

暢通呼吸道，以及人口呼吸兩道步驟，在叫喚患者發現無意識，亦沒有呼吸或無正常呼吸（即

僅有喘息）時，立即打 119 電話啟動緊急醫療網後就直接進行胸部按壓，直到自動電擊器已拿

至現場且已準備就緒，或者緊急救護員或有經驗者接手為止；其中特別強調高品質 CPR 的重要

性，亦即「用力壓，快速壓」，按壓深度必須超過 5 公分，速率必須快於每分鐘 100 次。每次

按壓完成後，必須讓病患胸部完全回彈後，再進行下一次的按壓，並儘量減少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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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過 CPR 訓練的民眾及醫護人員，則仍建議在叫喚患者發現無意識，亦沒有呼吸或僅有

喘息時，於 10 秒內檢查無脈搏後，直接進行 30 次胸部按壓，再執行打開呼吸道，以及人口呼

吸兩道步驟，並以 30：２的按壓吹氣比持續進行 CPR，每分鐘需進行胸部按壓至少 100 次以上；

做完５次胸部循環按壓與吹氣流程後（約２分鐘），再檢查心律或脈搏，其間若電擊器或自動

電擊器已到達，則立即接上並檢視是否需要即刻電擊。  

  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心臟停止是因為缺氧窒息引起的，CPR 的過程就必須要吹氣才會有

效，例如溺水、外傷、藥物中毒、對象為小孩，以及心臟停止過久等情形，單純胸部按壓的效

果則較為有限。  

  CPR 是救人的重要技巧，我們希望運用這種簡易的 CPR 方式能夠吸引更多民眾勇於參與救

人的 CPR 行列，更進而願意參加 CPR 的訓練課程，以期在緊急的時刻，及時運用這項技術來救

人一命。2010 年版的 CPR 非常好記、易學，未來如果遇到需施救者，就不必擔心是否要對陌生

人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只需持續對胸部按壓，直至專業的醫護人員接手即可救人一命。 

（（（（作者現任衛生署竹東醫院急診部醫師作者現任衛生署竹東醫院急診部醫師作者現任衛生署竹東醫院急診部醫師作者現任衛生署竹東醫院急診部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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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我爆料」專線 

0000000022222222--------22222222333333331111111166666666--------77777777555555558888888866666666        

（惡習依舊欺我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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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00000000 萬萬萬萬的獎金喔的獎金喔的獎金喔的獎金喔！！！！    

    

 

 

 

 

 

 

 



 15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一一一））））    外拍型錄要求提供商品外拍型錄要求提供商品外拍型錄要求提供商品外拍型錄要求提供商品？？？？    店家請小心防騙店家請小心防騙店家請小心防騙店家請小心防騙！！！！    

丁同學於臺北地區一家專賣背包皮件連鎖店當工讀

生，晚上 18 時接到自稱公司總經理來電，詢問店內最近業

績狀況，然後表示正在附近外拍型錄，要丁同學把店裡幾

款特定商品送過去拍攝，另以臨時須購買高價底片為由，

要求丁同學攜帶現金 7,000 元一併交付。丁同學不疑有

他，按照指示換穿公司制服，打包了 10 個包包及現金，火

速送至鄰近路口。丁同學下班返家後，愈想愈奇怪，打電

話向店長查證，才知遭到詐騙。  

 

 

警方呼籲商家應加強

教育員工，接獲類似

電話，務必先與公司

聯繫確認，如有任何

疑問，最好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

證，以防受騙上當！ 

 

 

 



 16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二二二二））））    春吶春吶春吶春吶音樂祭音樂祭音樂祭音樂祭民宿一位難求民宿一位難求民宿一位難求民宿一位難求，，，，詐騙集團藉機行騙詐騙集團藉機行騙詐騙集團藉機行騙詐騙集團藉機行騙！！！！        

臺中市鄭小姐(73 年次，服務業)為了春吶音樂祭訂房

已經打了 10 通電話，向多家民宿及旅館聯繫皆碰壁，因此

當搜尋到「四季庭園民宿、日租 990（春吶尚有房間）」網

頁時喜出望外，馬上依上面的手機號碼聯繫，得知尚有空

房後，不但疏於查證就下訂，且立即外出將訂金 4,580 元

匯入對方提供之帳戶。直到 3 日後，鄭小姐欲詢問民宿設

施、地點、機車租賃等細節，再致電民宿業者，對方卻稱

該手機門號已換新用戶，鄭小姐才知遭到詐騙。  

 

警方呼籲網路預訂民

宿，最好利用交通部

觀光局或各縣市政府

觀光局網站來搜尋經

註冊認證的合法業

者，才有保障，另在

下訂匯款前，務必詢

問交通位址、服務設

施等細節內容，並透

過其他管道查證，避

免受騙。如有任何疑

問，最好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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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三三三三））））    歹徒歹徒歹徒歹徒佯稱以自動提款機佯稱以自動提款機佯稱以自動提款機佯稱以自動提款機解除分期付款解除分期付款解除分期付款解除分期付款方式方式方式方式，，，，進行詐進行詐進行詐進行詐        

騙案例騙案例騙案例騙案例！！！！        

臺中市謝小姐於今年 1 月間，於直銷公司網站訂購營

養食品，使用信用卡線上付費，並順利收受貨物後，於 3

月底接獲自稱該公司人員來電表示當初匯款誤設分期付

款，為保障其權益，將代為聯絡銀行協助取消分期付款約

定，謝小姐隨即接到銀行客服人員來電，請其前往 ATM 按

指示重新設定，最後發現被騙 59,956 元。 

新北市蔡小姐則於某公司直營分店購買化妝品，當場

刷卡付款完成交易，於 2個月後接獲自稱該公司人員來電，

謊稱作業人員疏失記帳錯誤，導致誤設分期扣款轉帳約

定，將造成蔡小姐連續按月扣款的損失，並請蔡小姐至 ATM

操作，以取消分期付款設定，實際上卻是詐騙蔡小姐將

29,978 元轉入詐騙人頭帳戶。 

 

警方呼籲自動提(存)

款機只有提(存)款或

匯錢轉出的功能，無

法設定或解除分期付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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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疑

問，最好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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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0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四四四四））））    即時通訊軟體詐騙手法簡介及防制即時通訊軟體詐騙手法簡介及防制即時通訊軟體詐騙手法簡介及防制即時通訊軟體詐騙手法簡介及防制！！！！        

網路通訊發達，即時通訊及社群網站已融入日常生活

中，人們已習慣以文字交談，對網路另一端帳號使用者是

否為本人通常毫無警覺，詐欺集團看重此一特性，結合駭

客盜取 MSN、Yahoo 即時通、Skype 及 Facebook 等網路通訊

服務之帳號密碼，冒充該帳號身分針對通訊錄名單進行詐

騙，從早期以借錢為由要求匯款之手法，隨著現今網路遊

戲發展迅速，遊戲幣及遊戲寶物交易日趨方便，開始轉變

成要求好友代買遊戲點數，騙取交易序號及密碼，再透過

遊戲寶物交易平台快速洗錢獲取大量不法所得。  

    綜觀此等詐騙手法，大多經由駭客散佈木馬程式及架

設釣魚網站等不法手段，搜集大量帳號密碼賣給詐騙集

團，經詐騙集團逐一檢視該帳號所申填相關資料及好友名

單多寡，進行網路資料拼圖，過濾出詐騙成功可能性高之

帳號，再進行修改相關認證資料及登入密碼，致使該帳號

使用人無法登入，詐騙集團便利用這段期間偽冒該帳號者

使用者身分進行詐騙。 

警方呼籲使用電腦應

有資安觀念，駭客常

藉網路論壇、P2P 等管

道散佈盜版軟體、文

書檔案、PDF 檔案、影

音檔等誘騙使用者下

載讀取，藉此植入木

馬程式，並透過電腦

蠕蟲以電子郵件、即

時通訊軟體散佈假登

入頁面之釣魚網站或

已遭入侵植入惡意程

式碼之網頁連結，誘

騙使用者點擊連結，

因此使用者勿任意下

載讀取來源不明之電

腦檔案及開啟不明網

頁連結，以減少帳號

密碼遭盜取之風險。

有任何疑問，最好立

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

線查證。 

~~本案例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65 反詐騙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