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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2019年11月

封面故事



 案情簡述

替代役役男甲於92年9月5日起，至Ａ地檢署

任職替代役，期間於該署總務科及紀錄科擔任公文

送達之工作，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93年4

月中旬，某日甲搭乘公務車送達公文欲至執行科，

竟一時興起貪念，利用執行送達公文職務之機會，

竊取置放於該公務車內供公務使用之行動電話內

SIM卡，得手後並基於意圖為自己得免支付盜用電

話費用之概括犯意，於同月13日起至5月21日止，

連續盜用該行動電話門號撥號通話，甲因而獲得免

繳電話通信費4月份，共計新臺幣4,550元，5月份

共計4,556元之不法利益。

 溫馨叮嚀

公務電話私撥吃到飽，牢獄災難終究無法逃

替代役役男甲依法履行兵役義務，擔任司法行政替代役，為依據法令從

事公務之人員，竟藉機竊取公務通訊用之SIM卡，據以撥打私用，全案所得

犯罪利益雖不足新臺幣１萬元，卻導致自身受到嚴厲刑事責任之追究。

替代役役男於接受基礎訓練及服勤時，對於供公務使用之財物，應有僅

得為公共事務使用之認知，切不可因一時貪念或認為屬價值輕微財物，而用

於謀取或滿足個人私利，此即屬貪污行為，不可不慎。

 參考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

以下罰金：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者。

資料來源：替代役廉政宣導參考教材

廉政案例

案經Ｂ地方法院判決，替役役男甲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依貪

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竊取公用財物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未經

上訴而確定。



 案情概述

本署人員某甲向失聯移工及雇主謊稱渠等需繳納逾期居留罰鍰及

遣送旅費等金錢，並可由某甲收執，使失聯移工及雇主陷於錯誤，交

付金錢予某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

會詐取財物罪，經判處有期徒刑3年6月並褫奪公權4年。

 案件進度

詐欺失聯移工及雇主，藉此取得財物

本案經最高法院105年刑事判決：上訴駁回，全案定讞。

 防控措施

一. 對外加強社會宣導，使民眾知悉相關法規：

透過社會宣導，使民眾知悉相關法規，除能防止民眾不慎觸法

外，更能保障民眾權益，進而減少類似案情再發生機率，並增

加民眾對政府之信任感。

二. 對內增進廉能價值，使降低同仁逾矩或涉貪企圖：

應確實辦理法紀教育訓練，建立機關同仁之廉能觀念，機關同

仁若普遍存有廉能意識，即能發揮相互制衡遏阻之功效。

 風險評估

一. 國人及失聯移工不諳本國查緝非法移工之相關法令：

部分國人及失聯移工不諳本國查緝非法移工之相關法令，若相

關內控機制不足，恐使本署部分人員認為有機可趁，鋌而走險，

進而發生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情形。

二. 無法全面掌握查緝現場狀況：

依據本署「查處外來人口違法(規)案件標準作業流程」規定，執

行查處應以2人以上為之，惟考量查緝外來人口違法(規)案件時，

本署基於人力、物力，不可能完全掌握查緝現場狀況，出勤人

員皆為同轄區隊員，仍有可能發生相互包庇之情事，有再次發

生類似情形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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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案件查核機制，降低同仁違失風險：

本署「查處外來人口違法(規)案件標準作業流程」明確規定應編

排2人以上共同執行查處勤務，惟出勤人員皆為同轄區隊員，仍

有可能發生相互包庇之情事，各大隊應定期針對出勤狀況進行

查核或抽檢，從中瞭解案件執行情形及有無作業違常情事，機

先防範可能衍生之風險事件。

四. 結合案件查核機制，適時訪談相關人員，機先防處：

本署「辦理外國人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收容處遇標準作業流

程」及「辦理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收容處遇標準作業

流程」規定，專勤隊需於120小時內將受收容人移送大型收容

所收容，得結合現行之各類案件抽核機制，針對臨時收容期間

內，有訪視失聯移工並送錢之案件，適時訪談來訪人員，以瞭

解有無同仁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等情。

五. 遵守標準作業程序，避免私下不當接觸：

執行查處失聯移工勤務，應遵守本署「查處外來人口違法(規)案

件標準作業流程」，並嚴禁同仁與非法雇用及非法仲介私下接

觸，避免衍生不法情事或造成外解誤解。

六. 代購機(船)票由三方人員共同見證，避免單獨經手款項：

代訂返國機（船）票，就受收容人自行負擔案件，應確實依本

署「協助受收容人代購機（船）票標準作業流程」辦理，通知

旅行社到隊(所)取款，旅行社到場後，由業務或值日幹部會同承

辦人及受收容人，在三方人員共同見證下，開啟及封緘財物袋，

交付旅行社款項，並由旅行社製發收據予受收容人，避免單獨

經手機（船）票款項之情形。

七. 落實風險顧慮人員管考：

對於機關已列風險或未達標準而應加強注意人員，除做好風險

管理工作外，各單位主管尤應落實平時考核，對於同仁言行舉

止多加留意關心。另主管亦要以身作則，做好反貪榜樣，並適

時對所屬同仁予以輔導、關懷，風行草偃，俾建立機關廉能風

氣。

資料來源：本署防貪指引案例



公務機密

壹、前言

隨著智慧型手持裝置日益普及，資通網絡升級與即時通訊軟體大行

其道，資訊運用除了更加便利外，更伴隨著令人擔憂之資安事件及機密

外洩等問題。熱門通訊軟體中，不論是LINE、Facebook Messenger、

WeChat 等，其通訊安全性都備受質疑，甚有媒體報導警政署表示即時

通訊應用軟體有其便利性，但都是民間研發的商業軟體，政府機關不能

管控，難防洩密。加以邇來媒體報導使用該等軟體諸多被駭、詐騙、洩

密及誤傳事件，讓其安全性備受爭議。此等資訊安全情事屢見不鮮，值

得機關加以防範與管制。

LINE 不當轉傳致洩密

貳、案例摘要

刑事局某外勤隊日前與多個縣市警方共同偵辦一起詐騙集團犯罪案，

行動前所有專案成員都在智慧型手機上開立一個LINE 的群組，用LINE

傳送嫌犯照片、即時資訊、並下達攻堅指令。惟至現場攻堅時，發現空

無一人，原來嫌疑犯等人早已獲知消息，提早一步逃離。經調查發現，

該次搜索行動採用時下流行的LINE傳送訊息，因使用群組發送，群組中

某些負責情報蒐集成員在轉傳訊息時「手滑誤觸」其他友人頭像，致搜

索行動訊息被轉傳，輾轉流連最後傳到詐騙集團手中，導致整個搜索行

動提前曝光，致該不法集團成員先行逃匿，功敗垂成。

參、問題分析

 機關缺乏對於新型設備、軟體之洩密評估風險及預警，LINE、

Facebook Messenger、WeChat等即時通訊軟體帳號被盜、洩密、

誤傳訊息之新聞時有所聞，機關未建立相關預警機制。

 未停用LINE等即時通訊軟體利用行動電話號碼自動加入陌生人為好友

的功能，亦未定期刪除或封鎖LINE等即時通訊通訊錄之陌生人。

 機關對智慧型手持裝置防制洩密之宣導不足，機關同仁對於智慧型手

持裝置洩密方式不甚清楚。

 貪圖傳訊快速便利，忽略即時通訊軟體無法加密或刪除所發訊息，低

估該等軟體洩密風險。

 公、私務器材物品混用不分，智慧型手持裝置通訊錄之聯絡人亦公私

不分。

(接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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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改善及策進作為

 落實資訊安全稽核檢查作為：

為使資訊安全保密工作更臻完善，除了加強教育宣導之預防工

作外，定期或不定期對所屬機關（單位）同仁之資訊安全保密工作

執行情況，辦理督導考核亦是重要的一環；務期透過稽核、檢查過

程中發掘優、缺點，對於執行良好者，從優獎勵，對於執行不利者，

則依照相關規定懲處，以落實資訊安全保密執行工作，並提高機關

同仁對於落實資訊安全之警覺性。

 定期清查或檢測智慧型行動裝置防駭防毒效能：

智慧型行動裝置之功能已趨近於電腦，由於其攜帶方便之特性，

使用者對於LINE、Facebook Messenger、WeChat等通訊軟體使

用頻率及依賴性增加，遭受資安威脅之機率亦更高，故對於智慧型

行動裝置應比照電腦定期辦理資訊稽核，並加裝及定時更新防毒防

駭軟體，以及審慎維護管理LINE等通訊軟體之帳號，避免機密資料

外洩或遭受惡意程式攻擊的危機。

 確實落實公務機密宣導事宜，深植資訊安全觀念：

目前智慧型行動裝置使用率極高，但是使用者對於智慧型行動

裝置潛在之資安危機普遍缺乏警覺，尤其以LINE等即時通訊軟體傳

送公務訊息或資料時，如能提供同仁瞭解智慧型行動裝置可能存在

之資安漏洞，方能明瞭弱點進行強化與修補。是以，各機關得彙整

相關公務機密法令規定、洩密違規案例，以及可能導致洩密管道與

因素，並結合機關各項會議及活動，有計畫有系統的利用各種時機

向同仁宣導，使每一同仁均能瞭解相關法令規定，以培養時時保密、

處處保密之良好習性，提高同仁保密警覺，藉以降低洩密風險。

 使用安全性更高之即時通訊軟體：

LINE、Facebook Messenger、WeChat等通訊軟體屬於國外

公司研發之軟體，其電腦主機與管理權限皆不屬我國管轄，且上述

軟體使用人數破億，商機極為龐大已成為駭客覬覦的目標，洩密風

險日益升高。若機關有即時通訊需求，建議使用安全性更高，使用

者較少之即時通訊軟體，如我國工業技術研究院研發的開發之揪科

（Juiker）APP作為替代，惟在未轉換更安全之相關軟體前，建議

各機關妥善維護管理LINE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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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以公務用或私用之用途區隔智慧型手持裝置：

使用公務用智慧型行動裝置，應避免私人用途及連結不明網站

或下載不明之程式或軟體；傳送訊息時，應再三確認收件者對象及

內容是否正確，避免誤傳，內容涉及隱私、機敏資料，應盡量避免

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傳送。

 其他注意事項

公用智慧型手持裝置（含新型警用M-Police裝置）不可任意破

解，如iPhone或iOS裝置不可提權越獄（Jailbreak）、Andriod系

統不可取得最高權限（Root）、刷機。

肆、結語

公務機密維護方案已進入E化轉換時期，方能提升維護策略，且須由

多方陎著手，方能立見其效。然公用智慧型手持裝置已成為公務機關相

關提升工作效率必要設備，而是否有良好管理介陎輔助，並能對同仁同

步專業資訊訓練，以提供正確使用方式，且研討其可能發生洩密及違失

態樣，俾免資料外露與洩密疑慮，均為研析核心。

是以，如何善用公用智慧型手持裝置，以提升行政之效能，同時保

護公務機密與個人資料不致外洩，實有賴公務同仁的努力，並持續透過

宣導與教育加強保密觀念，使其養成專業的保密素養與習慣，防制違反

保密規定或洩密情事發生，俾使公務機密維護作為更臻完善，確實保護

民眾與機關權益。



機關安全

火場求生常見之錯誤觀念

★ 火場逃生原則應往上或往下？

很多人認為往下跑會遭遇火煙侵襲，往上跑最起碼離火煙越來越遠，

安全上應該更有保障，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想法，如果往下

跑會遇到煙，代表梯間已受到汙染，往上跑也會碰到濃煙，而煙每

秒上升速度3-5公尺，如果往上跑將使自己暴露在濃煙中，而往下跑

最起碼跟煙做的是相對運動，只要能跑到起火層以下的樓層，我們

就安全了，所以火場逃生原則上往下，如果不能往下避難，則應該

選擇回到原本居室『關門』求生。

★ 房門外有高溫及濃煙時該怎麼辦？

當今天摸門後，發現門的溫度非常高，或門外有濃煙(濃煙通常會伴

隨著高溫)，有一個非常簡單卻非常實用的保命方法-關門。根據美國

NFPA實際燃燒實驗發現，當房門外的溫度高達150℃時，如果房門

一直是關起來的，房內之溫度則僅有25℃，足證關門可以有效阻隔

火煙，如果起火點在屋內，逃離家門時將門關起來，可以將火勢侷

限於屋內，減緩火勢的延燒速度，方便其他房間或樓層的人逃生，

這個基本的火場逃生觀念『關門』，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

★ 發生火災時，適不適合使用塑膠袋逃生？

如果塑膠袋是遭遇濃煙時使用，那麼在濃煙密布的環境中塑膠袋只

有裝滿著大量濃煙的機會，此時我們將裝滿濃煙的袋子套在頭上，

說要協助自己逃離火場這種方法是不對的，另外塑膠袋的耐熱溫度

不高，如果使用塑膠袋於火場高溫逃生，可能會受熱而像保鮮膜包

覆自己，致使呼吸困難，未受熱前，也會因自己呼氣造成塑膠袋視

線受阻，影響逃生的速度。火場初期溫度不高，煙層也不會太低，

周邊還有許多新鮮空氣，其實也不需要利用塑膠袋來裝空氣呼吸。

近來時常看到的逃生防煙袋，其效果亦同，經研究該產品國內目前

沒有檢驗標準、沒有合格產品、火場變素很大，逃生防煙袋並無法

驗證運用在火場逃生可以安全無虞，且逃生需要多少時間？防煙袋

可以使用多久？尚無明確證明，同時，如果只有防煙逃生袋，身體

其他部分仍會暴露在火場高溫高熱情形下，故建議不可以使用。

(接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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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場中可不可以用乾毛巾幪住口鼻？

過去傳統的觀念，是火場中可以利用溼毛

巾來協助自己逃離火場，因此大家就推出乾毛

巾不可用導致很多人面臨火災時，因一時之間

找不到水，無法將毛巾弄溼，就放棄了利用毛

巾幪住口鼻的逃生技巧。利用毛巾幪住口鼻最

主要是防止高溫的碳粒子進入肺部，溼毛巾既

然能將碳粒子隔離，乾毛巾也有同樣的功能，

只是溼毛巾多了一個降溫及更佳之吸附碳粒子

資料來源：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網站

★ 火災時浴室可不可以避難？

浴室門下沿有氣窗不易填塞防阻濃煙竄入，浴室門大部分不是木造

就是塑膠製，容易軟化或著火；浴室天花板大多也是塑膠材質，容

易軟化或著火；軟化或著火後，相對安全區防火防煙區劃就被破壞

了；躲在浴室則已無其他逃生出口，形成死胡同，影響逃生；所以

浴室並不是待救時第一選擇場所。

★ 可否利用排水孔呼吸新鮮的空氣？

這是在網路一直流傳及時常報載的火場逃生技巧，其實這是錯誤的

觀念。因為平時為了不讓排水管內的臭氣和昆蟲進入室內，近年來

浴室設計都在排水孔加上存水彎的設計，這樣一來，因為水封深度

的關係，排水孔其實是不會有空氣流通的。同樣的，這樣亦不能選

擇馬桶來呼吸新鮮空氣。

★ 家中最重要的消防設備是什麼？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根據消防署的統計，住宅火災人員罹難的主要

因素為火災發現太慢及自力避難困難。由於太慢發現火災和初期反

應失敗，導致錯失逃生之第一時機或避難行為。住宅火災中，有無

裝設火災警報設備與死亡之間有絕對之關聯性。高齡者行動不便避

難若能於住宅裝設火災警報器， 利用其所探測煙或熱時產生的警報

聲，早期提醒正在熟睡或不知火災發生的民眾，及早發現並開始逃

生，除可抑制火災擴大，亦可減少人命傷亡。因此，住宅場所有必

要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提高該場所自我保護之水平。

的效果，當然，毛巾弄濕了一定得擰乾，否則掩住口鼻後的呼吸過

程一定會吸到水，大家可以做個實際的體驗試試看，對於這一點的

爭議應當不大。但火災現場瞬息萬變，在把握時間逃生的前提下，

基本上皆建議直接逃生(低姿勢)，別再浪費時間找毛巾及沾水弄濕等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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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意取之於生活，用之於生活。創造力，是改善世界所有

問題的關鍵，少了創造力，人生就少掉一半的可能性！

作者吳靜吉博士，累積十多年的心血，以創意、創新、創

業這「三創」為主軸，結合「心理、領導、眼界」這三大要素，

組成本書的骨架與血肉。以深入淺出的行文風格，搭配鮮活的

實例，小自生活點滴、個人生涯，大到產業現況、國家政府、

國際競爭，苦口婆心的提醒產、官、學、研各界，如何「大家

一起來」，用創意、創新、創業成就一個更美好的台灣。

好書推薦

創造力是性感的

作者 / 吳靜吉

出版社 / 遠流

出版日期 / 2017



反賄選宣導



行政中立宣導



法務部國際扶輪地區3521地區「無毒有我青少年反毒微電影競
賽」影片共計8部，影片連結請至法務部「反毒大本營」網站
( 民 眾 版 )/ 反 毒 知 識 宣 導 / 文 宣 品 / 多 媒 體 影 音 項 下
(https://antidrug.moj.gov.tw/lp-29-1.html)，歡迎上線觀看！

反毒宣導

資料來源：法務部「反毒大本營」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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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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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