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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2019年3月



資料來源：替代役廉政宣導參考教材

廉政案例

替代役違規幫忙帶香菸，不拿不取也入監

（一）案情簡述：

替代役役男甲、乙等二人，在A看守所戒護科服替代役期間，對

於在押被告丙負有管理、戒護之責。98年2月間，替代役役男甲接受

被告丙之姊姊丁請託後，將所交付之5條香菸轉交替代役役男乙，替代

役役男乙明知違背法令，仍從中抽取一條供自己吸用，其餘未經檢查、

保管、退回，即私下夾帶入所交付在押被告丙、戊等二人吸用，因而

共同圖得不法利益香菸一條，及被告丙、戊二等人，持有前開違禁物

品免遭沒入之不法利益。

案經B地方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

罪，判處替代役役男甲有期徒刑1年4月，褫奪公權1年。替代役役男

乙免刑，所得財物七星牌香菸1條之價額新臺幣600元沒收。

全案嗣經C地檢署檢察官及替代役役男甲分別提起上訴，D高等法

院判決，對替代役役男甲所提上訴予以駁回，另替代役役男乙共同犯

對主管事務圖利罪，免刑，所得財物七星牌香菸1條之價額新臺幣600

元沒收。

（二）溫馨叮嚀：

替代役役男對於各項職務規定，有其遵守的義務（法務部矯正署

及所屬矯正機關替代役役男服勤管理要點第9點役男之專業輔助性工

作），矯正機關替代役役男應遵守各類違禁物品管制規定，切莫以為

僅是單純幫忙傳遞或轉達物品，並未獲得任何利益，就不算是違反相

關規定。

縱然合乎矯正機關相關規定下，替代役役男得施用及攜帶香菸進

入看守所，惟幫助在押被告丙私自攜帶香菸進入看守所，違背不得私

帶未經檢查菸品之管制規定，此種行為仍係違背主管職務上之義務，

而使被告受有利益，具備刑事不法性，不可不慎。

（三）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

金：…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

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

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



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 165反詐騙網站

1分鐘學會預防勒索軟體
警製懶人包讓你電腦不被綁架

勒索軟體在全球各地皆造成災情，1名國小老師為了帶學生遊東京迪
士尼，竟然也中了勒索軟體，所有檔案都被加密上鎖，最後只好乾脆買
新硬碟，但多年心血累積的教材全都付之一「鎖」。刑事警察局為了教
導民眾如何預防電腦被綁架，特製作宣導懶人包，讓民眾秒懂預防之道。

被害人陳老師表示，今年趁著暑假規劃帶學生到東京迪士尼寓教於
樂，於是用自己的英文名字在網路上訂房，過沒多久，就收到看起來像
是回信的電子郵件，標題還寫了自己的英文名字，一時不查就點開郵件，
郵件裡卻空空如也，此時電腦的防毒軟體發出異常訊息的警告，接著桌
面檔案圖示突然一個個變成空白，並且跑出幾行字，大意就是已經綁架
了這部電腦，必須以4元比特幣的代價才予以解密。陳老師不願意付贖金
助長歹徒的氣燄，乾脆買新硬碟，只是教學多年認真備課的資料和珍貴
的照片，也就此被鎖在舊硬碟中。

刑事警察局運用這個案例，製作了活潑的影音懶人包，置於該局全
球資訊網（www.cib.gov.tw）供民眾參考，提醒民眾若收到不認識的人
寄來標題怪怪的電子郵件，像是「小模清涼照」、「交通違規催繳通
知」、「恭喜您抽中iPhone7」，或是瀏覽網路廣告時有連結，都要立
刻產生危機意識，不要隨便點開讀取甚至下載；此外，養成備份的好習
慣，才不會讓珍貴檔案資料再也「回不去了」。

萬一真的不幸中了勒索軟體，警方根據「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
務中心」的宣導資料，提出「一關二解三重灌」：第一步先趕快關機以
及網路，避免災情擴大，並且建議不要支付贖款，因為「支付贖金後並
不保證一定能取回資料或系統，反而助長勒索軟體更加猖獗」；第二步
就是尋求電腦高手協助解毒，可以撥打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
心的免付費電話0800-885066，但由於勒索軟體的解密技術有其限制，
因此若真的無解，最後一招就是重灌電腦，這時備份資料就發揮了作用。

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無論
使用手機或電腦，務必加強資訊
安全觀念，不要隨便點選不明連
結或開啟不明郵件，以免遭勒索
軟體攻擊，甚至被植入木馬程式，
竊取重要資料或攔截簡訊收發，
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新竹市監理所政風室網站

公務機關洩密案例

案例摘要

某公司陳○○曾從事護理工作，聊解嬰兒奶粉、彌月蛋糕、油飯等廠
商亟需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作為寄送型錄及試用品之用，乃藉由過去從
事護理工作之人脈，認識縣市衛生局負責或能接觸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
之公務員，以公司業務需要為由，希望該衛生局公務員，以越權查詢出生
通報系統等方法提供產婦及新生兒個人資料，再由其公司員工將資料上所
列產婦及新生兒等個人資料輸入電腦建檔處理。並將資料販售給食品公司
等多家廠商。

處理經過

本案公務機關相關承辦人員欠缺保密觀念，致其成為陳○○取得產婦
及新生兒個人資料之捷徑，不但該公司侵害各產婦及新生兒之隱私權而觸
法；且前述公務員亦因洩密以致違法失職。

檢討分析

由本案例我們可知應加強公務人員法令觀念，並非只有公文上標明
「機密」或「密」等級之文書需依法保密，其他因職務或身分機會而持有
或知悉，但未清楚記載機密文字訊息之資料，也需遵守保密規定；依刑法
第132條：「公務員洩密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消息或物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因過
失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非公務
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1項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
交付之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百元以下罰金。 」因此，除加
強宣導法令觀念，更要建立資訊系統線上監控及核對機制，以防止有心人
士擅用相關資料。

國家社會要更好，
公務守密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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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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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2019年3月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消費宣導

預售屋契約再進化，爐碴屋再見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處)為配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修正，讓
附屬建物面積登記法制化，並杜絕「爐碴屋」危害消費者居住安全，保障消費
者購買預售屋權益，業將內政部提報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
記載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審查完竣，並經提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審議
通過，俟內政部公告施行後，即可上路。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次：

一、附屬建物面積登記
107年1月1日以後申請建造執照者，其附屬建物面積僅限「陽台」得

辦理測繪登記。
二、共有部分項目

將所有不具獨立權狀之停車位 (可能為法定停車位、自行增設停車位
或獎勵增設停車位)均納入共有部分項目。

三、修正履約擔保機制
（一）將「履約保證機制」名稱修正為「履約擔保機制」，以符合消費者保

護法第17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
（二）刪除「內政部同意之履約保證方式」及「其他替代性履約保證方式」

之分類方式，同時併列「不動產開發信託」、「價金返還之保證」、
「價金信託」、「同業連帶擔保」及「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等五
項履約擔保機制。

（三）將「公會連帶保證」名稱修正為「公會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四、增訂禁止爐碴再利用於預售屋之規定
（一）賣方應保證建造本預售屋不含有損結構安全或人體安全健康之爐碴。
（二）預售屋若有使用有損建築結構安全或有害人體安全健康之爐碴，買方

得通知金融機構終止撥付貸款予賣方。
五、增訂接通「自來水」、「電力」與「天然瓦斯」費用之負擔方式
（一）內管或外管之定義係以「預售屋基地範圍」做區分。
（二）「自來水」及「電力」部分：不論內管或外管費用，均由「賣方」負

擔。
（三）「天然瓦斯」部分：

1. 內管費用，由「賣方」負擔。
2. 外管費用，由「買賣雙方議定」，但未議定者，由「賣方」負擔。

六、增訂結構保固項目
增列基礎、承重牆壁、樓地板、屋頂等為預售屋結構保固項目，並由

賣方保固15年。

消保處提醒消費者，預售屋交易金額甚高，簽約前應逐條詳閱契約內容，
以避免發生消費爭議，侵害自身權益。若遇有契約內容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未合部分，可請求建商及代銷公司修改或拒
絕簽約，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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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薦

科技日新月異已經是我們生活的

「日常」，人工智慧與嶄新服務固然好

處多多，卻也讓無數人心碎！我們應該

如何自處？抗拒或迅速擁抱這些變化？

置身浪頭的KK（30年來影響最廣

的科技趨勢思想家）將趨勢變化精確篩

選出12個大趨力，你我的購物、學習、

工作、生活，甚至彼此的溝通方式必然

完全籠罩其間，完全轉變！

一旦能夠了解並掌握這12個趨力，

我們就能享用科技帶來的最大利益，同

時對於未來有所準備。這12個科技趨力

都是軌道，不是定數，不預測我們未來

會在哪裡，卻告訴我們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必然」會往哪幾個方向去。

必然：掌握形塑未來30年的12科技大趨力



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

移民署檢舉專線：02-23701710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關心您





02-2381-1234 10099 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gechief-p@mail.moj.gov.tw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 務 員 應 堅 持 廉 潔

拒 絕 貪 腐

法務部廉政署

提供多元檢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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