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故事
假訊息與情報分析

 廉政案例
前空軍第六混合聯隊周姓補給
士等人涉嫌購辦公用物品浮報
價額、數量等罪嫌，業經地檢
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海巡署上士謝○○涉嫌利用職
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案，業經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
起公訴

屏東市某國小校長及廠商負責
人涉嫌共犯貪污治罪條例利用
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嫌，
業經屏東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

 公務機密
文書保密規定

有關駭客入侵竊取公務信箱帳密
一事

 好書推薦
OKR做最重要的事

 資安宣導
行動裝置簡訊攻擊防範宣導

「快遞包裹已發，請您查收」一
封簡訊也是詐騙 !

使用個人電腦、隨身碟及無線網
路應注意事項

 消費宣導
請與疫情有關之詐騙保持距離

 廉政小百科
加班費怎麼領才安心



(接續次頁)

封面故事



(接續次頁)

封面故事



(接續次頁)

封面故事



封面故事

(接續次頁)



(接續次頁)

封面故事



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09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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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前空軍第六混合
聯隊周姓補給士等人涉嫌購辦公用物品浮報價額、
數量等罪嫌，業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
公訴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派駐檢察官范家振偵辦前
空軍第六混合聯隊基地勤務大隊設施中隊(下稱第六基勤大隊
設施中隊)周姓補給士等人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業
經偵查終結。檢廉調查發現，周姓補給士於民國105年至107
年間擔任第六基勤大隊設施中隊上士補給士，承辦大賣場採
購、小額採購等補給業務，因而與鑫○企業行業務聯繫窗口
楊姓員工熟識。鑫○企業行對於國軍各部隊採購商品須退、
換貨的情形，採AB單登帳方式，A單即退貨，B單即換貨且
不重新開立發票，退、換貨如有價差，則計入各部隊結餘款
(按：鑫○企業行稱為「icash」，意指具有儲值功能)，可供
各部隊購買其他軍用商品。詎周姓補給士及楊姓員工明知上
述登帳方式，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之不法所有，共謀以「低價
空用大賣場商品取代高價通用大賣場商品出貨」、「訂購油
料類商品但實際未出貨或出貨驗收後再全部退貨」及「小額
採購浮報價格或數量」等3種手法，虛增第六基勤大隊設施中
隊於鑫○企業行帳目上之結餘款，用以換購渠等私人所需商
品。

本案於108年12月10日、25日由南調組執行2波搜索、經
范家振檢察官聲請羈押周姓補給士獲准，並陸續約詢相關被
告及證人計33人次，涉案被告周姓補給士等4人均坦承犯
行，且已全數繳回不法所得計新臺幣37萬餘元。檢察官認定
周姓補給士除涉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文署押罪嫌、
第216條、第211條之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嫌外，另與鑫○企業
行楊姓員工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購辦公用
物品浮報價額、數量罪嫌、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
機會詐取財物罪嫌及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不實填載會
計憑證罪嫌，均提起公訴。而鑫○企業行及其關係企業之葉
姓、羅姓負責人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之不實填載會
計憑證罪嫌部分，則另為緩起訴處分。

廉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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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海巡署上士謝○○
涉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案，業經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謝○○於民國105年1月至107年11月擔任海巡署東南沙分署上士
兼後勤科辦事員期間，負責東南沙分署商船運補等業務，詎謝○○因
熟諳業務經費支用程序，明知其他單位透過該分署委託商船載運人
員、物資所需費用，均應由需求單位逕匯款至該分署國庫帳戶，惟謝
○○竟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犯意，利用其職務上之
機會，以佯稱須先支付新臺幣(下同)4萬元訂金並要求匯款至其個人郵
局帳戶為由，使國立○○大學○○系系主任陷於錯誤而詐得4萬元；
另再以東南沙分署於年底即將會計關帳，其船運費用必須以現金支
付，及委託載運超量需再支付現金為由，使○○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
夫婦均陷於錯誤，而詐得20萬元。綜上，謝○○上列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詐取財物等犯行，獲取之不法所得共計24萬元。

全案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認謝○○涉犯陸海
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2、4款、第2項、貪污治罪條例第5條第1項
第2款之利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嫌，予以提起公訴。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屏東市瑞○國小校
長王○○及廠商負責人洪○○，涉嫌共犯貪污治罪條
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嫌，業經臺灣屏東地
方檢察署提起公訴

屏東市瑞○國小校長王○○於民國106、107年間利用督辦體育教學
器材採購案之機會，自行向夜市業者購得2台舊夾娃娃機後，指示承
攬廠商即大○將運動廣場負責人洪○○以上開2台舊夾娃娃機貼皮整
新，代替新品出貨予瑞○國小，並由洪○○填製不實之會計憑證據以
核銷，以此方式共同詐取舊機與新機之價差新臺幣2萬7000元，經屏
東縣審計室到校抽查後發覺夾娃娃機老舊，採購疑有異常情事而函知
本署，始悉上情。

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雷金書指揮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
偵辦此案，於108年12月17日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
搜索，並約詢相關人等，經檢察官偵結後，認瑞○國小校長王○○及
大○將運動廣場負責人洪○○涉嫌共犯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
詐取財物及商業會計法製作不實會計憑證等罪嫌而提起公訴。



一、近期手機簡訊關於口罩網購的詐騙案件，頻繁發生，造成使
用者受駭、中毒、機密資料遭竊取，請注意下列事項：

資安宣導

行動裝置簡訊攻擊防範宣導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二、為加強行動裝置資安防護，降低可能的風險與危害，請注
意：

1. 不點擊簡訊網址：無法確認來源的簡訊網址，不要點
擊，而緊急或必要連結，應回撥確認後再點。口罩網
購訊息，只提示日期、貨號以及貨品到門市，領取期
限，不會有網址。

2. 不輸入帳號資訊：需要輸入帳號密碼，請再三確認，
其正當性。

3. 勿下載不明檔案：手機軟體安裝，請到正確憑證網站
下載。

4. 誤點擊後的處置：關閉手機小額付費功能，信用卡紀
錄查詢，異常交易需停卡，向交易平台反映，查詢有
無異常交易，尋求客服協助。

5. 若有可疑簡訊或相關問題，請洽單位資訊(安)人員。

1. 正當軟體的下載與使用，定期軟體更新或補丁修補，
連線功能適時關閉，手機自動密碼鎖定功能使用，安
裝資安防護軟體。

2. 注意不使用有資安疑慮產品，請依行政院「各機關對
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避免重要資
訊外洩。



近期許多民眾接獲一則「快遞包裹已發，請您查收」的簡訊，經查
這是「釣魚簡訊」，如果您有收到，切勿點擊連結，亦不要下載任何程
式或輸入任何資料！

「快遞包裹已發，請您查收」一封簡訊也是詐騙!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新竹市政府警察局

1. 關閉手機小額付費功能
您可電話聯繫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告知有點擊不明簡訊連
結，要求關閉「小額付費」功能；若您未收過簡訊，也建
議申請關閉，避免遭盜用或誤用。

2. 聯繫信用卡公司
若您有輸入信用卡卡號，並遭盜刷，請立即連絡信用卡公
司，告知有點擊不明簡訊連結，要求查詢近期刷卡紀錄，
如發現非本人刷卡紀錄，提供刷卡或消費平臺頁面，儘速
向信用卡公司反映，並建議辦理停卡，以防被盜刷。

3. 請交易平臺取消交易
可立即查詢iTunes等網路交易平臺是否有異常交易紀錄，
如有應立即向交易平台客服反映，尋求相關協助。

4. 手機回復原廠設定
因點擊該假網址，恐有遭植入惡意程式的可能性，為確保
個人資料完備，應將手機內重要資料備份後，進行系統重
置或回復原廠設定，以清除惡意程式。

詐騙集團先架設一個假網站，並將網址連結透過手機簡訊方式發送
至民眾手機，民眾恐因一時不査，或為確認簡訊內容真偽，就點入該短
網址，並依據網址內容輸入個人資料，甚至帳號密碼(包含Google帳號
或Apple ID、信用卡帳號密碼)等，詐騙集團再向電信公司申請驗證碼
並傳送到民眾手機，民眾收到驗證碼填入後，個人手機預設的「小額付
費」功能隨即遭詐騙集團使用，若有輸入信用卡資料，也可能被盜刷。

有關傳訊息認證號碼詐騙手法可參考以下4個處置方式：



近期部分機關及國內關鍵基礎設施(如石化業等)，
陸續傳出電腦主機遭駭，惡意程式或勒索病毒肆虐，致
使應用服務中斷、影響業務，甚或有損害民眾權益情
事。

為加強資通訊安全防護，各公司行號、機關團體人
員依下列注意事項辦理：

資安宣導

使用個人電腦、隨身碟及無線網路應注意事項

電腦使用明顯異常時，請即拔除網路線，
並立刻通知電腦維護廠商人員處理，經確
認遭駭或中毒時，應關閉電腦並通知資訊
專業廠商處理。

嚴禁使用網路芳鄰分享檔案資料。
不瀏覽及點擊可疑網站或廣告連結，非經
許可，不得下載任何軟體。

為免受社交工程郵件攻擊，切勿開啟來源
不明信件連結或附件檔案，如有可疑來源
郵件，應先與寄件人以其他管道確認後再
行開啟。

檢查電腦防毒軟體OfficeScan使用之本機
雲端病毒碼，應隨時更新至最新版本，若
未自動更新者，應自行手動更新。

備份個人檔案資料，與職務代理人相互備
份，或將重要資料檔案備份至雲端儲存
區；伺服器主機及資料庫承辦人應進行異
地或離線備份。

非經許可嚴禁於各項電腦設備（含具網路
連線功能之多功能事務機）連接隨身碟
（USB）；如需傳遞資料，應使用隨身碟專
用個人電腦並確實登記。

因公奉派出差參與重要會議時，勿使用飯
店或來路不明之無線網路處理公務。



公務機密

有關駭客入侵竊取公務信箱帳密一事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新聞稿

有關媒體報導疾病管制署電子郵件帳密遭國際駭客
入侵一事，疾管署上(4)月29日表示，於今(2020)年4月
23日接獲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通報發生公務
電子郵件帳密資料外洩事件計68筆，隨即進行清查，結
果發現其中65筆資料為2018年、2019年曾經通報之歷史
資料(2018年56筆、2019年9筆)，3筆為今年首次出現；
目前已針對這些外洩的電子郵件帳號予以停用。

疾管署於2018年首次接獲資安情資時即完成清查，
除確認沒有跟使用中的帳密相符外，亦請同仁應定期更
換密碼，並勿使用公務帳號註冊外部服務，以維護自身
權益。其中今年新增資料部分，帳號所屬人員最晚亦於
2001年7月離職，非屬現在的有效帳號。該批在外流傳之
密碼規則多與疾管署制定的密碼規則不符，疑為公務帳
號遭人註冊外部服務，而該服務被駭客入侵竊取帳密所
致，並非直接從疾管署系統中外洩，因此本次資安通報
事件，並不影響疫情防治工作。

公務電子信箱應注意事項

為避免類似情事發生，降低資安風險並避免單位各
項系統遭受惡意入侵甚或機敏資料遭竊取，可依下列事
項辦理：

1. 公務電子郵件信箱嚴禁非公務使用。

2. 應依規定定期更換密碼。

3. 嚴禁使用弱密碼，且避免使用易猜測資訊(個人姓
名、出生日期及身分證字號⋯⋯等)。



公務機密

文書保密規定

1. 收受機密文書時，應先詳細檢查封口有無異狀後，並
依內封套記載情形完成登錄，受文者為機關或機關首
長者，應送機關首長或其指定人員啟封；受文者為其
他人員者，逕送各該人員本人啟封；另啟封人員，應
核對其內容及附件。

2. 機密文書之收發處理，以專設文簿或電子檔登記為原
則，並加註機密等級。如採混合方式，登註資料不得
顯示機密之名稱或內容。

3. 機密文書用印時，屬國家機密者，由承辦人員持往辦
理。監印人員僅憑主管簽署用印，不得閱覽其內容。
屬一般公務機密者，得由繕校人員持往辦理。

4. 「絕對機密」、「極機密」文書之封發，由承辦人員
監督辦理。「機密」、「密」則由指定之繕校、收發
人員辦理。

5. 使用電腦設備處理機密文書時，對於簽入資訊系統所
需之帳號及密碼，應建立安全管理機制，並不得使其
暴露於他人可見之狀態，有關公文交換所需之簽章加
密等相關電子憑證亦須妥善保存。

處理機密文書應注意事項

機密文書保管應注意事項

1. 機密文書應保存於辦公處所；其有攜離必要者，須經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主管人員核准。

2. 機密文書應存放於保險箱或其他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
屬箱櫃。

3. 保管機密文書人員調離職務時，應將所保管之機密文
書，逐項列冊點交機關首長指定之人員或檔案管理單
位主管。

4. 各機關對於機密文書之處理，應指定專人會同檔案、
資訊、通信、政風等業務承辦人員，實施查核。

5. 承辦人員發現承辦或保管之機密文書已洩漏、遺失或
判斷可能洩漏、遺失時，應即報告所屬主管查明處
理。

(接續次頁)



公務機密

1. 原核定機關承辦人員應依據檔案管理單位定期清查機
密檔案之通知或依其他機關來文建議，將原案卷調出
審查。

2. 原核定機關經檢討機密文書需變更機密等級或已無繼
續保密必要時，應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
銷處理意見表」及「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通
知單」，陳奉核定後，通知前曾受領該機密文件之受
文機關依規定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程序。

3. 原受文機關經主動檢討機密文書需變更機密等級或已
無繼續保密必要時，應填具「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更
或註銷建議單」，陳奉核定後，建議原核定機關依規
定辦理機密等級變更或註銷程序。

4. 原核定機關經核定或依原核定機關通知機密等級變更
或註銷者，應將原案卷封面及文件上原有機密等級之
標示以雙線劃去，並檢附已列明資料經登記人簽章之
紀錄單（戳）。機密文書符合前點第5款情形者，比
照辦理。

5. 機密文書已標示保密期限或解密條件者，其保密期限
已屆或條件成就時，應依標示辦理變更或解密，由檔
案管理單位會商業務承辦單位依前款規定辦理。

機密文書機密等級之
變更及解密程序規定

一般保密事項規定

1. 各機關員工對於本機關文書，除經允許公開者外，應
保守機密，不得洩漏。

2. 文書之處理，不得隨意散置或出示他人。

3. 各級人員經辦案件，無論何時，不得以職務上之秘密
作私人談話資料。非經辦人員不得查詢業務範圍以外
之公務事件。

4. 文書之核判、會簽、會稿時，不得假手本機關以外之
人員，更不得交與本案有關之當事人。

5. 文書放置時，應置於公文夾內，以防止被他人窺視。

6. 下班或臨時離開辦公室時，應將公文收藏於辦公桌抽
屜或公文櫃內並即加鎖。

7. 職務上不應知悉或不應持有之公文資料，不得探悉或
持有。

資料來源：文書處理手冊之文書保密部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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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請與疫情有關之詐騙保持距離

COVID-19疫情盛行，以防疫為名的詐騙案件也在各國爆發災情。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民眾，防疫和防詐騙同
樣重要。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詐騙一貫伎倆就是利用人性的弱點，通常是貪
婪或恐懼。疫情期間，許多民眾因為擔心染病而恐慌，想要搶購口罩、
消毒液、酒精與額(耳)溫槍等，但這些物資不易買到時，消費者遂利用
關鍵字搜尋，發現常去的入口網站、論壇或社群媒體上，突然出現好多
防疫產品廣告，這些廣告究竟是出自精明的商人，或是狡猾的詐騙犯？
啟人疑竇。

衛生主管機關已清楚告訴民眾口罩怎麼買，警政和消保機關也不斷
宣導常見詐騙手法，若有人還非要去一頁式網頁賭一下人品，萬一受
害，恐怕自己也難辭其咎。行政院消保處提醒，當點開網站或社群廣
告，見到「提供貨到付款」、「7天無條件退貨」、「權威機構檢測合
格」、「好評如潮」、「24小時線上客服」，甚至「即將斷貨」，請先
別見獵心喜，若找不到該業者市內電話和實際地址，即可能是網頁詐
騙。不幸的話會買到劣質產品，更倒楣的是什麼也收不到，因為這些網
址IP往往在國外，只能自認倒楣了。

參考內政部警政署提供的防詐懶人包，因為疫情關係，不僅一頁式
網頁，其他許多詐騙手法，也都結合了防疫主題。例如捐助政府成立防
疫基金、防疫指揮中心直接指示前往ATM操作、口罩2.0設定錯誤須前
往ATM解除鎖定、收到口罩到貨簡訊(內含網路釣魚的連結)等。

行政院消保處強調，疫情當前，但不實廣告、詐騙和謠言滿天飛。
請民眾提高警覺，小心求證，才能遠離詐騙。近期已不只一次發生衛生
紙將缺貨的網路謠言，導致搶購風潮，呼籲民眾不要輕信網路訊息，仔
細查證訊息真偽，切勿隨手轉傳其他群組，引發社會不安或危害，成了
covidiot(防疫豬隊友)。用心維護自己、家人和朋友的健康，相信祖先
也會保佑大家平安度過疫情難關。

呼
籲

!!

消費宣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5月8日表示，國內COVID-19(武漢
肺炎)疫情穩定控制中，為使民生及產業逐步恢復正常運作，指
揮中心宣布，目前仍暫停營業之業者，經各縣市政府評估符合
防疫及安全條件後，可開放營業；此外，指揮中心也鼓勵民眾
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除落實個人衛生防護措施外，可多
前往配合防疫措施之店家消費。

✏符合條件之業者，不受室內100人、室外500人的限制，期望
大家一同落實「防疫新生活運動」，提升生活品質，促進經濟
發展。相關資訊，可參閱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武漢肺炎專
區」之「保持社交距離相關指引」

>>>http://at.cdc.tw/JUL59S

防疫新生活運動

防疫宣導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關心您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109年度公務人員推薦每月一書書目

Google、U2波諾、蓋茲基金會,都採用的團隊激勵與管理法

OKR帶領Google從40人的新創公司，成長為超過7萬員
工的科技巨擘，市值高達7000億美元！

什麼是OKR？目標與關鍵結果（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前者代表你想達成「什麼」，後者則是你該
「如何」達成。OKR有4大超能力：1專注投入優先要務；2
契合與連結，造就團隊合作；3追蹤當責；4激發潛能，成就
突破。如今，數百家類型不同、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採用
OKR ： 從 Google 到 Dropbox 、 LinkedIn 和 推 特 與
YouTube，再到迪士尼與三星。這套方法能幫所有人、家
庭、組織、甚至政府，為真正重要的事物而戰！

好書推薦

OKR做最重要的事

書名 / OKR做最重要的事

作者 / John Doerr

出版社 / 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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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抱陽光 輪轉幸福」透明陽光微電影
法務部廉政署為提升民眾瞭解該署致力推動行政透明之努力，製作片長5分鐘行

銷微電影，該短片電子檔已放置於廉政署網站「影音專區」項下，請參考運用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NJs330aSyg)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NJs330aSyg


刊名 / 政風電子報

出版機關 /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地址 / 10066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7F

出版年時間 / 中華民國109年5月

頻率 / 月刊

編輯總召 / 陳宗強

主編 / 黎世亷

本室編輯小組 / 翁志賢、林宜蓁、陳安莉、陳怡安、

彭詩婷、蘇承玉、黃嵙鼎

法務部調查局
國安宣導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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