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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2019年1月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新聞公告

廉政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偵辦雲林縣西螺鎮公所清潔隊隊員陳○○，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案

陳○○係雲林縣西螺鎮公所清潔隊隊員職掌包含捕捉野犬，為依法令

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許○○係

○○五金行之負責人，為從事業務之人。陳○○於民國105年至106年間，

利用辦理狗飼料採購之職務上機會，與許○○謀議，以請購狗飼料卻無實

際出貨方式詐取款項並朋分之，由陳○○虛報狗飼料需求，許○○開立不

實收據，再由陳○○逐層報由不知情的單位主管及審核人員，使其等陷於

錯誤而核准，並擅自於黏貼憑證驗收欄蓋用不知情之同仁職章，並行使不

實黏貼憑證詐領款項，此手法總計運作7次，不法所得共計新臺幣13萬

1,000元。

全案經廉政署移送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偵辦。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檢察官偵查終結，認陳○○及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項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等罪嫌提起公訴。

法務部廉政署偵辦前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保育
巡查員鄞○○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前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下稱墾管處）保育巡查員鄞○○涉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案，經臺
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偵結起訴，並經臺灣屏東地
方法院審理後，依貪污罪判處鄞○○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

緣民眾陳○○未經申請許可，擅自於其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內一般管制
區鄉村建築用地上之土地新建房屋，嗣經墾管處於民國98年12月1日勘查
後函知該建築物屬違章建築。鄞○○雖時任墾管處約僱保育巡查員，然其
違建查報業務已於98年8月交接，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協助辦
理違建查報業務之職務上機會，向陳○○誆稱墾管處部分伊會幫忙處理使
其可以繼續施工等語，致陳○○誤以為鄞○○有審核違建應否拆除之權限，
遂依鄞○○指示，透過友人轉交新臺幣（下同）7萬元現金予鄞○○，鄞
○○因而詐得7萬元。全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嗣經
屏東地方法院於106年12月28日判處鄞○○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應執行有
期徒刑8年，褫奪公權5年，並追繳不法所得7萬元。



機關安全

★ 案情概述

先前發生於某縣市政府的竊盜

案，竊賊在數月內先後光顧高雄、

臺南、臺中、新竹、桃園及彰化等6

個縣市政府，作案手法如出一轍，

趁上班時間洽公民眾進出頻繁之際

混入大樓內，先躲在樓梯間等隱蔽

角落，待員工下班後，伺機至各樓

層，發現若沒有員工在內加班，就

逕行闖入，隨機打開或撬開抽屜搜

刮財物。蒙受損失的縣市政府員工

大多求償無門，只能自認倒楣。

資料來源：桃園地檢署網站

★ 預防方式

各機關仍應於必要範圍內，制訂「人員進出管制辦法」，對於機敏資

料存放區、財產存放庫房、中央控制室、電腦機房、網路交換中心等，不

分上下班時間，皆應全面監控。除了由保全人員確實巡邏外，還要定期檢

視監視錄影系統運作狀況，並維修保養及檢討拍攝角度及位置，強化設施

安全功能，建立滴水不漏的維護措施。維護機關安全絕非少數人責任，必

頇全體同仁齊心努力。

★ 小叮嚀

維護機關安全乃全體員工共同責任，除應時時提高警覺，留意身邊可

疑人、事、物並確實通報處理外，並應定期檢查各項安全維護設備，共同

發揮整體力量，以期達到「防患於未然，弭禍於無形」的目標。

『竊』中要害小心為上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國防部政風室網站

公務機密維護之具體做法

文書機密
1. 機密文件之會簽、陳判等公文處理流程，應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否則應

以文件密封方式為之，收受機密文書時，應先檢查封口後始可拆封。

2. 重要應秘密事項，應避免書寫於便條紙或桌曆上，否則易因疏忽未收妥而

遭窺視或翻閱，造成洩密。

3. 具機密性之廢棄文稿應隨手以碎紙機銷毀，並避免做為資源回收用紙，機

密文件影印如遇夾紙應隨手取出，印壞部分亦須帶走，以免被有心人取走

做不當利用。

4. 傳真機密文件前，應先確認傳送號碼，並連絡受件人等候於傳真機旁，以

避免誤傳洩密;傳送完成前應全程在場不可離開，避免資料遭他人取走。

通訊機密
1. 談論機密前，先確認對方身分，對於自稱長官而欲查詢機密文件資料者，

應請對方留下連絡電話，先做身分查證工作。

2. 使用具有「自動重複撥號」功能之話機，做其他有輸入密碼之線上轉帳

或交易時，應注意清除紀錄，避免遭人試撥盜打。

3. 個人行動電話語音信箱及電話答錄機密碼，應妥慎保管，以免遭人竊聽。

4. 經常檢視大樓電信配線箱，查看有無遭人掛線竊聽。

資訊機密
1. 個人電腦應設定密碼保護，並設置螢幕保護畫面，且定期變更密碼，以防

範暫離電腦時遭人窺探畫面內容。

2. 透過機關內部網路做檔案資源分享時，應謹慎審核資訊內容是否涉及公務

機密，並應加設密碼管制。

3. 電腦各種使用密碼，切勿將之另紙書寫或黏貼於電腦上：並避免利用各種

作業系統內建「自動記憶密碼」功能，否則即喪失密碼保護之機制。

4. 在無法確定網站的保密安全下，勿任意上網登錄個人重要應秘密資料，以

免資料遭截取移作他用。

會議機密
1. 會議議事範圍，涉及公務機密需保密者，應以秘密方式舉行。

2. 秘密會議之會場須選擇單純或有隔音設備場所舉行，以防止竊聽。

3. 參加秘密會議之人員，應經調查合格，並以與會議討論事項有直接關係者

為限；凡與議題無關者，主席得令退出會場。

4. 秘密會議之資料附件，應於會議結束時當場收回，避免機密外洩。



保防宣導

近年「假新聞」、「假消息」充斥全球網路與社群軟體，引起政府高度
重視，並研擬各項措施闢謠、宣導。法務部調查局近日上架《假消息五
四三》、《內容農場五四三》等2支宣導影片，用媒體製播美食專訪、內
容農場網站出版造謠文章的手法，宣導查證假消息的重要性。

【宣導資料】影音連結：保防宣
導影片-假消息，歡迎多加利用!
https://www.youtube.com/wa
tch?v=5E_y8iWJ8TA

【宣導資料】影音連結：保防
宣導影片-內容農場，歡迎多
加利用!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WiNc32xmnxg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面對假消息先查證勿亂傳起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E_y8iWJ8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Nc32xmnxg


廉政線上看

案情概述

某監獄統計室發覺衛生科電腦有異常登入情形，經調查為病舍服務

員乙於收封後，利用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訊管理系統（下

稱獄政系統），而該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即寫於便條紙並置於電腦螢

幕上，使得該服務員乙得以登入獄政系統查看收容人病歷資料並加以纂

改。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服務員利用職員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訊管理系統案

案情研析

一.職員欠缺保密觀念及便宜行事：衛生科護理師甲為貪圖處理業務之便

利，未遵守資安保密規定，將個人應保守秘密之電腦帳號及密碼置放

於容易取得之電腦螢幕位置，致他人得以輕易窺見及開啟電腦查看機

密資料。

二.未確實避免服務員不當接觸機敏資料：服務員僅協助一般性、非敏感

性事務，不應涉入主要核心業務，如機密公文書處理、收容人教誨資

料、衛生醫療器材、收容人病歷管理等；戒護區內設置電腦之調用單

位，亦不得使服務員接觸電腦，以免收容人藉機竄改各類型機敏資料，

導致公務機密外洩等機關風險情事肇生。

建議作法

一.落實電腦資訊安全措施：平時應注意個人電腦密碼不可隨意置放可輕

易窺視之處、勿任意下載不明軟體或開啟不明電子郵件、離開座位時

鎖定螢幕顯示畫面等，居安思危方能做好保密措施。

二.收容人敏感個資避免由服務員處理：矯正機關遴選收容人擔任服務員，

應注意渠等因執行作業而有較高之行動自由度，且場舍及職員辦公室

亦有配置遴用服務員協助文書業務處理，使服務員有經手收容人個資、

書信、刑案等機敏資料之機會。因此，收容人個人資料或其他機密公

文書均應責由機關職員親自處理，以免服務員基於不良意圖有機可趁。

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e等
公務員+學習平臺」(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tex.php)



資安宣導

只要能實體存取，多數ATM不到20分鐘就被攻陷

俄羅斯的漏洞安全解決方案供應商Positive Technologies於

1 1 / 14公布一研究報告，該公司檢驗了市場上前三大A TM品牌—

NCR、Diebold Nixdorf與GRGBanking，發現絕大多數的自動櫃員

機(Automated Teller Machine, ATM)都能在20分鐘內利用各種安

全漏洞加以攻陷。Positive測試了上述三大品牌的10款ATM在不同

配置下的安全性，總計測試了26台ATM，發現有85%的ATM禁不起

網路攻擊，69%的ATM可能遭受

黑盒子(Black Box)攻擊，76%可

被操縱以退出自助終端模式(kiosk)

以便於作業系統上執行攻擊命令，

還有92%的ATM允許駭客直接存

取硬碟，另有42%可竄改開機模式，

且所有的ATM都能被用來竊取金融

卡資訊，而上述種種的攻擊所花費

的時間都不會超過20分鐘。ATM

主要由機體及保險箱組成，機體內

含一個ATM電腦，可用來連結網路設備、讀卡機、鍵盤及吐鈔機，但

它通常只利用塑膠門及簡單的鎖加以保護，而且同款ATM經常使用一

樣的鎖；至於保險箱的架構則相對安全，由鋼材及混凝土建置，只包

含吐鈔機及現金點收模組。

Positive的安全研究人員指出，駭客可針對85%的ATM展開網路

攻擊，他們可以開啟ATM，拔掉乙太網路並換上一個惡意裝置，直接

或間接攻擊網路服務，以存取ATM管理權限並植入惡意程式，通常在

20分鐘內就能完成攻擊，若有內賊的幫忙或ATM的數據機置放於機

體之外，更可縮短攻擊時間。在執行網路攻擊的當中，如果ATM與銀

行處理中心的資料傳遞不夠安全，駭客就能詐騙處理中心；或是選擇

開採網路服務的安全漏洞；也能攻擊與ATM連結的網路裝置。至於所

謂的黑盒子攻擊則是鎖定吐鈔機，雖然吐鈔機處於非常堅固的保險箱

中，但吐鈔機與ATM電腦間的連結則是相對脆弱，因此，駭客可在

ATM上鑽孔以連接吐鈔機的纜線，並將它接上自己的裝置，也許只是

在Raspberry Pi上執行變更過的ATM診斷工具，以避免觸發各式警

報，並執行吐鈔命令。黑盒子攻擊則在10分鐘內就能完成。

(接續次頁)



資安宣導

退出終端模式的攻擊則是企圖存取應用程式介面底下的ATM

OS，駭客可利用Raspberry Pi等裝置來模擬使用者的鍵盤輸入，並

將它連結到ATM上的USB或PS/2介面，在獲得存取OS的權限之後，

必須再繞過應用程式控制以對吐鈔機發出指令，大約需要15分鐘來

完成相關攻擊。另一項攻擊則是企圖存取ATM硬碟，如果硬碟未加

密，駭客就能輕而易舉地植入惡意程式並嵌入吐鈔命令，或是從硬

碟中拷貝機密資訊；駭客也能讓ATM自隨身碟啟動，雖然此一啟動

功能需要輸入BIOS密碼，但研究人員發現有8%的ATM對此完全不

要求密碼，還有23%ATM的BIOS密碼很容易猜到。這類攻擊需時

20分鐘。而竄改開機模式的用意則是為了避開系統的安全機制，以

方便駭客下手，有42%的測試機種允許研究人員變更開機模式，且

只需要15分鐘。此外，所有的ATM都允許駭客盜走用戶的磁條金融

卡資訊，包括攔截ATM與處理中心之間的通訊，或是OS與讀卡機之

間的通訊，再用以製作偽卡。

此一研究顯示出大多數的ATM都未能阻止未知裝置的連結，以

致於讓駭客能夠接上鍵盤或其它裝置，且絕大部份的ATM也都未限

制用來存取OS功能的常用金鑰組合，再加上終端的許多安全政策經

常配置錯誤或完全未部署。不過上述所有的攻擊都必須實際接觸

ATM，該報告建議業者應優先強化ATM實體的安全性，並認真監控

ATM上的安全與意外紀錄，且應定期展開ATM的安全分析。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網站



資 料 來 源 ：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165 全 民 防 騙 網
https://www.165.gov.tw/RiskMarkets/Details/99

消費宣導

你還在加陌生人的LINE ID私訊購物嗎？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告訴你，千

萬別和哪些LINE ID做朋友或買東西！

究竟這些歹徒是如何透過LINE進行詐騙的呢？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歹徒首先透過盜用民眾的臉書帳號，然後透過

盜用的臉書帳號張貼「朋友的通訊行新開幕，熱門

iPhone手機活動價限量優惠中，詳情請加「LINE：

a09XXX」，許多民眾看見是從朋友的臉書張貼出來

的訊息，都不疑有他，馬上加入那位「陌生人（歹

徒）」的LINE，互加好友後歹徒就會告訴民眾手機

是限時優惠，如果不先匯款，就要將機會讓給下一

位幸運兒，許多民眾深怕跟千載難逢的機會擦身而

過，都會立即匯款，而民眾將匯款明細拍給歹徒後

，歹徒還會很好心的告知將立即出貨，然而，滿心

期待的民眾過了幾天後卻仍然苦等不到商品，再次透過LINE回撥或詢問，才發

現歹徒不讀不回，早已將這位「好友」給封鎖了。

刑事警察局自10月初發現這種詐騙手法後，已持續彙整相關的LINE ID函

文給LINE公司，期和LINE公司朝共同防制詐騙犯罪的方向一起努力，而LINE

公司也十分重視此類詐騙案件，希望提供使用者更安心的聊天空間。

千萬別和這些LINE ID做朋友！

刑事警察局在此呼籲各位民眾，看見臉書好友張貼熱門手機活動優惠價，

千萬別急著加入上面的LINE ID，務必提高警覺進行查證，同時查看該帳號

是不是就在所公布的詐騙帳號之中。再次提醒，網路購物應避免在通訊軟體

上進行交易，應選擇有完整客服機制的店家，才能保障民眾購物的權益。

為避免更多民眾上當受騙，

刑事警察局自即日起將於165官

網、165反詐騙APP、165臉書粉

絲專頁及165LINE反詐騙宣導群

組公布「千萬別加好友」的詐騙

LINE ID，並每日進行更新，讓民

眾能夠即時掌握哪些LINE ID就是

詐騙販賣手機帳號，如民眾發現

假藉販賣手機手法的詐騙LINE ID，

亦請儘速向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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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孤獨
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

好書推薦

我們天天透過各種方式聯絡感情，

真正在一起時卻各自滑著手機相對無

語。資訊科技帶來溝通便利，但也使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弱化。

人們每天傳簡訊、上社群網站、

以打字的方式說了比以前更多的事情，

但當需要講通電話、甚至面對面交談

時，卻好像失去了相處的勇氣。當科

技能透過網路讓朋友圈一下子拉近時，

人們彷彿同時成為社交達人與孤獨患

者。

要如何享受資訊科技帶來的便利，

又能擺脫資訊剝奪的親密感？相信能

在閱讀本書後，你能找到屬於自己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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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彰顯我國公、私部門齊心協力反貪腐、反洗錢之決心，提升我國於107年亞

太洗錢防制組織(APG)第三輪相互評鑑成效，結合法務部、財政部、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調查局、廉政署及臺灣銀行等首長，共同拍攝宣導短片，呼籲社

會各界一起加入反貪腐及反洗錢行列，讓世界看見臺灣的努力。

短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10_-rDaro

長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c9oblcWi98

洗錢防制宣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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