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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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役盜用帳號密碼，面臨行政懲處

 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第11條第７款：替代役役男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予記過；必要時，得併予罰勤或禁足：…七、處事不當，

致生事故，情節較重。

 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

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

關設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

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61條：對於公務機關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犯前

三條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中華民國刑法第363條：第358條至第360條之罪，須告訴乃論。

 案情簡述

A鄉公所臨時人員甲與替代役役男乙等二人，係依據法令從事

公務之人員，負責協辦該鄉公所某課業務；臨時人員甲自94年8月

間起，連續利用協助該課業務之便，取得數位替代役役男身分證字

號，並將取得身分證字號登錄B網站試玩「暗棋」遊戲。另外，替

代役役男乙利用協辦業務之便，取得該課同仁某系統權限，進入查

詢同仁及朋友之個人資料，並利用所得資料破解承辦人員電腦密碼，

藉以使用其電腦。

雖經查證未發現渠等非法從事盜賣資料，或提供業者索取不當

利益，及申請信用卡等行為，但因已違反洩密等相關規定，仍予以

行政懲處。

 溫馨叮嚀

案例中役男破解他人帳號密碼，入侵他人電腦，即如同未經所

有人或管理權人同意即進入他人住宅，具備不法性，相關部門應訂

定機關系統存取政策及授權規定或其他使用管理規定，透過有系統

的宣導作為，使機關員工及使用者明確知悉其使用電腦之權限及責

任，並應加強使用者紀錄檔（Log File）建置之資訊內部稽核，先

期發現員工違規使用、越權查閱、下載資訊等異常情事，清查其動

機、用途及去向，以有效防止公務機密資訊（尤其個人資料）之外

洩。

 參考法條



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澎湖縣政府稅務局政風室

長期插著電的電器用品，就算都不用，如果沒有定期清

潔插頭，一樣會引起電線短路。

當電器插頭接在電源上，開關不開，從插頭到電線是無

法形成迴路，不會產生電流，這個觀念絕對正確！但是當插

頭部分長期未清理時，就會在插頭的兩隻腳（兩極）間逐漸

堆積一些灰塵、毛髮，而這些灰塵、毛髮，如果碰到水氣，

就有可能成為導體，造成插座的兩極間會出現一個迴路，形

成通電狀態（本來插座是用絕緣的樹脂來製造，兩極之間應

該不會通電），這種通電現象叫做「積污導電」。

由於電流會發熱，會破壞插座的絕緣樹脂，而且這種現

象不會迫使保險絲跳開，有一天就會產生短路，進而引起火

災！

這也是很多人過年期間，家中的電器都沒有用，最多也

只是插頭沒拔掉，卻忽然發生電線短路火警的原因。所以，

電線插頭不用時要拔掉，要常常清潔，特別是水氣較高的處

所，如浴室、廁所、廚房、魚缸（魚缸的水常會濺到插座）

等處，尤其家中有養貓狗之類寵物，更應特別注意這種積污

導電的現象。

插頭長期不用，一定要拔掉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政署南投看守所

國家社要更好，
公務守密不可少！1. 影印分發重要機密文件時，應分別編號；依編號不同，分別在各件

適當位置處註記，以明確持有人保密責任。影印中，若影印機夾紙

故障，應即時取出，以避免遭人截取洩密。

2. 傳真重要文件前，傳送方式應先以電話通知收件人，否則，在接收

方傳真機未設定輸出密碼情況下，傳送完成的文件，恐發生遭人截

收之慮。傳送資料完成後，雙方應以電話核對傳送張 數是否相符；

遇有不清晰處，應要求再傳送一次，不宜逕以電話宣讀填註，以免

洩密。

辦公室機密業務作業保密

3. 廢棄機密文件不應逕棄於垃圾

桶內；或雖做銷燬處理，但是，

碎紙機銷燬能力不足，僅能碎

成三釐米左右紙條；此時，若

遭 有心人士蒐集並予處理重組，

機密文件旋即曝光，就保密性

而 言，焚燬優於銷燬，銷燬優

於棄置。

4. 主管機構密發給個人的權責代碼及密碼，係用於操作電腦以存取重

要機密資料；依個人權限不同，作業範圍受嚴格限制。密碼應妥慎

保管，嚴防外洩。上機作業時，遇有離座需要，應即關機或離線跳

出作業系統，使電腦螢幕空白，防止他人窺視機密；必要時，應加

裝錄影監視系統，俾增加作業安全及追究使用責任。

5. 重要秘密資料（如標單、底價單）作業時，遇有離座需要，應即妥

收密件入櫃，俾防遭人抄錄或翻閱，造成洩密。

6. 機密文件在傳遞郵寄過程，常見缺失情形及預防作為：

 使用雙封套郵寄密件時，外封套上不宜書明函內，封存密件

內容，避免引人覬覦；內、外封套寫受文地址、受文單位及

受文對象，應注意是否相符，防止傳遞過程遺失。

 內封套上應明確書寫收文對象或密件名稱（或代號、文號），

俾收 文人員正確轉交有權拆閱人員，避免困擾；封口應加蓋

密戳並予封實，以防止遭人拆封或竊讀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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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防宣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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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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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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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農委會農糧署提供

消費宣導

為使優質農產品可以對接市場及消費者需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別

成立「公私協力農產品促銷平台」，鏈結優質產區農民，並廣邀百大企業、

八大行庫等金融機構、國營企業、空廚、五星級飯店、食品加工業者、超

市量販通路等採購國產優質農產品。

配合番石榴產期，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整合番石榴產地阿蓮區農會、

大社區農會、燕巢區農會及燕巢青隆運銷合作社推出宅配到府大訂單行銷

活動，鮮脆可口的好品質廣受各界熱烈好評。為使更多的消費者能鮮享在

地最優質的番石榴，該署並媒合八大行庫等金融機構透過農糧署接單，直

接向產地農民團體訂購番石榴，並鼓勵企業或團體購買番石榴贈送員工或

員工自行團購，該署籲請各機關團體、企業及消費者多多選購。

公私協力農產品促銷平台 番石榴銷售暢旺

公私協力齊鼓勵優質農產品銷售無虞

番石榴營養價值高具抗氧化力

農糧署說明，爽脆清甜的番石榴除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與高抗氧化力

外，對於清除亞硝酸鹽的能力也相當優異，根據中興大學及農委會農業試

驗所營養分析，顯示其營養成分實在是不容小覷，番石榴維他命C含量為

進口蘋果的50倍、奇異果的4倍，抗氧化力為蘋果的7倍、奇異果的2倍，

現在已邁入盛產期，價格經濟實惠，建議常吃肉類加工品或是喜歡烤肉的

消費者，務必要多吃番石榴，以去油解膩，減輕食用大魚大肉後的身體負

擔，請消費者多加選用。

農糧署表示，為穩定產銷，該署

於108年4月1日即啟動多元行銷措施，

透過輔導外銷、收購加工、展售促銷、

通路行銷(全聯、家樂福)、國軍副食

供應中心與監所團膳採購及企業團購

等，截至4/16日已協助農民銷售番石

榴總計達2,152公噸，含外銷1,649公

噸，加工329公噸，多元行銷174噸
(企業團購41.6公噸)。在「公私協力農產品促銷平台」更廣獲各大熱心企

業如全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家樂福)、華南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兆豐銀行、中國石油、中華電信、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

司、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中華航空公司等

響應大訂單訂購支持，不僅銷售暢旺，也讓更多人可以鮮甜優質的番石

榴。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108年度公務人員推薦每月一書書目

作者 / 孫震
出版社 / 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 / 2018.04.30

《論語》是儒家思想的經典，是至聖先師孔子與其弟子的答問錄，

記載了關於「仁」與「倫理」的各種智慧。宋朝開國宰相趙普各以半部

《論語》，助宋太祖及宋太宗平定、治理天下，故有「半部論語治天下」

之說。

古代中國社會處於停滯經濟時代，政府依靠禮制安定社會秩序，倫

理在此時發揮重要作用；現代社會的成長經濟型態帶來便利生活，卻也

因個人欲望過度擴張，造成傷害他人利益的事件層出不窮。利己與利他

的界線失去平衡，大同社會的理想愈來愈難實現，令現代社會發展陷入

不安。

《半部論語治天下》是中國文化精髓的集結，是儒家思想在現代的

重新詮釋。前台大校長孫震以經濟學者的角度，利用古人的智慧解決當

前社會各種難題，找出未來世界的運行法則––在物欲與自我利益高漲的

當代世界，仁慈和倫理並非陳舊的觀念，只要回歸孔子指引的方向，地

球就能永續發展。

半部論語治天下：論語選譯今釋

好書推薦

科技不斷進步，解除大自然給
我們的限制；經濟不斷成長，解除
物質給我們的限制；管制不斷放寬，
解除制度給我們的限制。我們不思
節制，為所欲為，一步一步將世界
推向懸崖邊緣。

歷史的發展雖然屢次背離孔子
的思想，然而終須回到孔子指引我
們的道路，世界才有永續發展的可
能。—孫震



廉政線上看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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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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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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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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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論文章
 敬邀法界人士、法務部及其所屬機關同仁就新公布法律、法律問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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