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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09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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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國營事業考試槍
手代考集團，查獲考生槍手達43人，犯罪金額超過
5,000萬元，刻正持續擴大偵辦中

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派駐檢察官范家振、蔡

杰承偵辦黃○○、陳○○、陳○○、吳○○、簡○○、黃
○○等人從事國營事業考試舞弊，涉嫌詐欺、偽造文書等
案件，業經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接獲經濟部政風處通報，有代考
舞弊集團計畫於民國109年1月18、19日舉辦之「台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108年僱用人員甄試」時安插「槍手」替

實際報名之考生代考，意圖操弄影響考試結果之正確性。
案經廉政官著手調查後發現情資可信，遂立即報請高雄地
檢署派駐本署檢察官范家振指揮，組成專案小組多方蒐
證，並於109年1月18日考試當天執行第1波搜索，先於

主嫌黃○○住處搜獲大量變造證件之工具及眾多考生、槍
手之證件，南調組並同步派出二十多位廉政官同步在高雄
考場（高雄市海青工商）、台北考場（台北市南港高工）
於現場監控異常可疑情況，經確認槍手前往代考事實，於
筆試結束後同步帶回多名槍手繼續深入調查，循線再發現
另名舞弊集團首腦陳○○亦涉入其中。

檢廉追查發現，該集團主嫌黃○○（65年次）、陳
○○（72年次）自107年開始，積極在家教網上，以高額

價碼勸誘具有高學歷，理工名校出身的高材生老師直接當
槍手代替學生前往應試。部分考生由黃○○負責變造應考
所需證件，其他考生則依黃○○及陳○○指示，先以遺失
為由向健保署申請換領健保卡，再以槍手之照片作為新領
健保卡之人頭像，供槍手攜往考場應付查驗。黃○○、陳
○○並向有代考需求之考生依其想考取之國營單位，定出
不同價碼，收取100至120萬元不等之高額費用，作為渠

等成功媒合代考犯行之酬勞；因需求代考考生較多時，黃
○○、陳○○另尋求以陳○○、簡○○等為首之「槍手集
團」協助支援槍手，並提供相當之酬勞以為擔任槍手之對
價。

廉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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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109年1月18日由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執行
第1波搜索後，經范家振檢察官向高雄地方法院聲請羈

押主嫌黃○○、陳○○獲准，再依據搜扣資料往回擴大
清查，陸續於2月3日、2月11日、2月19日、2月20
日、2月24日及2月26日多次執行搜索，累積共發動七

波搜索，已找出多名槍手、代考成功已進入國營事業任
職之考生，所涉單位包含中油、台糖、中華電信、台灣
菸酒、中鋼，台電等公司及警專考試。檢察官及廉政官
陸續約詢相關被告及證人計57人次，涉案考生、槍手均
坦承犯行，合計交保43人，目前清查帳冊所收取之犯罪
所得即高達5,358萬元以上，專案小組仍持續清查有無

其他考生以同一手法順利進入各國營事業，將擴大偵
辦。

范家振，蔡杰承檢察官認定黃○○、陳○○、陳

○○、吳○○、簡○○、黃○○與眾多考生及槍手共犯
戶籍法第75條第3項之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

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之國民身分證、戶
籍法第75條第1、2項變造國民身分證、刑法第212條變
造特種文書、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同法
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得利、第339之4條
第2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得利未遂等罪嫌，對其6
人均提起公訴；而涉案考生、家屬及槍手等46人部分，
則另為緩起訴處分。

有關國營事業招考遭到代考集團以高學歷槍手冒名

考試，涉及國營事業人事進用之公平性。且本次查獲考
試均屬理工技術員工項目，倘招考之技術人員因專業素
養不足以操作及維護煉製事業等機械恐有影響公共安
全，法務部廉政署已責成經濟部政風處、財政部政風處
配合各國營事業就考招程序通盤檢討改進，務必儘速改
善，併此敘明。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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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案例

（一）事實概述

甲係○○局助理工程員，負責該局相關設施維護工程整建後
之廢鐵標售業務，明知其職務上持有之廢鐵材與報廢工程車
輛等公有財物，未經機關同意不得任意變賣或搬動，竟於
100年間擅自委託不知情之友人乙，僱工將前開公有財物載

運至污水處理廠存放。俟因乙向甲一再催討僱工搬運之費
用，甲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其職務上持有之廢鐵材
約4噸，交由乙載運至民間之資源回收場變賣，所得新臺幣
47,000元侵占入己（其中32,000元支付給乙）。嗣後，該
局於100年底辦理廢鐵材公開標售案，發現存放於各廠站之

廢鐵材有遭人搬動之情形，乃將該標售案撤銷。甲得知上
情，自動前往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自首1，並將上
開變賣所得款項47,000元繳還該局。案經檢察官偵查終
結，認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侵占公有財物
罪2並提起公訴，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褫奪公權1
年，緩刑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30,000元。

1依刑法第62條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

惟若於犯罪後，僅向被害人或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陳述自己犯罪之
事實，而無受裁判之表示，即與自首之要件不符（最高法院50年台上字第
65號判例參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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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併科新台幣1億元以下罰金：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
有器材、財物者。」

違法變賣機關之公有財物（報廢鐵材）案

(接續次頁)



廉政案例

（二）懲處（戒）情形

1. 懲處（戒）原因及結果：甲未經機關許可，私自變賣
公有財物，遭刑事判決有罪定讞，違反紀律且損害公
務人員聲譽，經該局召開考績委員會，依公務人員考
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2款第2目規定，核予記
一大過之處分。

2. 相關法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第2
款第2目：「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次記一大過：違反紀

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或誣陷侮辱同
事，有確實證據者。」

（三）廉政小叮嚀

1. 公務人員對於本身業務職掌與相關各項法令規定，均
應充分瞭解並依法行政，切不可便宜行事甚至混淆公
私分際，始得建立人民對於政府的信賴。

2. 本案例中，甲擔任公職多年，明知報廢之鐵材與工程
車仍屬機關公有財物，竟擅自委託友人予以搬動，並
為支付其價金而私自變賣職務上保管之部分廢鐵材。
雖然甲不法所得金額並不高，但仍然觸犯貪污治罪條
例之侵占公有財物罪，使其公務生涯留下難以抹滅之
污點，全體公務人員實應引以為鑑，未來從事各項行
政行為都應該嚴守法令，謹慎勤勉，以免涉及刑事責
任而後悔莫及。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想像一下，當你儲存在電腦/手機裡的照片、影片、資料和文件

等等，被駭客加密無法開啟，當駭客向你勒索，要求付錢解鎖贖回所
有檔案，你願意支付多少錢把資料全部拿回來？

為降低電腦被惡意軟體入侵的機率，除了安裝並定期更新防毒軟

體外，平日對於電子郵件或通訊軟體上的附件及不知名連結都要特別
小心，不要任意點選或開啟，除此之外，定期做好備份也可讓你在受
到勒索軟體攻擊時，輕鬆的從備份中恢復所有資料，不用花錢消災。

最簡單的備份方式就是把電腦或手機中的檔案複製出來，然後存

在另一個地方，像是隨身碟、光碟片或其他硬碟；近期相當流行的雲
端硬碟或網路儲存空間，只要安全性足夠，也都是存放備份資料的不
錯選擇。

無論使用何種備份資料儲存媒體，有幾個重要觀念一定要注意：

1. 不要將備份資料存放在同一個硬碟的不同資料夾中，電腦硬碟受
損或者遭入侵時可能會不分資料夾，全部的資料都毀損；部分智
慧型手機可額外裝記憶卡，則可以考慮將資料存在記憶卡中。

2. 妥善保管備份資料的儲存媒體，例如：不要隨身攜帶以免遺失；
若存放私密資料，則可考慮檔案加密，或至少將儲存媒體放置於
安全儲存櫃中。

3. 定期進行檔案備份，若家中電腦或手機內的重要檔案每天都會變
動或增加，則可以考慮更頻繁的備份頻率，例如：至少每個星期
備份一次。如果怕自己忘記，也可以定期備份，像是每個月最後
一個週日，或提高頻率為每個月的15日跟30日進行備份。

行動定期且正確備份避免駭客勒索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



藍牙配對功能不僅可以在兩部手機、電腦之間傳送照片檔案，還
能連接耳機聽音樂，然而近日卻有傳出藍牙無線通訊協定藏有安全漏
洞，駭客偽裝成通過身份驗證的藍牙裝置與使用者的藍牙進行配對，
進而存取使用者裝置的資料，受影響的裝置包括 Apple 蘋
果 iPhone、iPad、MacBook以及 Android手機等。

發現藍牙資安漏洞的是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
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據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這次的
藍牙協定漏洞名稱是「 Bluetooth Impersonation Attacks 偽裝藍
牙攻擊」，簡稱 BIAS。它藏在藍牙 6 個核心配置的其中 2 個，包括
Basic Rate 基本傳輸速率和 Enhanced Data Rate增強資料速率。

藏著漏洞的 2 個藍牙協定核心配置主要用在低耗電的短距通訊

上，漏洞允許駭客的裝置偽裝成先前曾經和使用者配過的藍牙裝置，
進而繞過安全連接必須進行的密鑰認證程序。如此一來，使用者在無
預警下與駭客偽裝的裝置配對，而駭客也就得以控制使用者裝置進而
竊取資料。

根據研究報告內容，研究人員找來 iPhone 8、iPhone 7 Plus、
iPhone 6、iPhone 5S、iPad 2018、Macbook Pro 2017，以及 A
ndroid 系統的 Google Pixel 2、Pixel 3 等共 30 款主流消費電子產
品進行測試，其中有 28 款電子產品藍牙功能都會受到 BIAS 偽裝藍
牙攻擊。

報告進一步指出，受影響的藍牙晶片來自 Intel 英特爾、Qualco
mm 高通、Samsung 三星、CSR（Cambridge Silicon Radio）…

等多家公司，而且波及市場上的數十億藍牙裝置，影響範圍非常廣
泛。

針對這項漏洞，SIG 藍牙技術聯盟公布暫時補救措施，建議藍牙
晶片供應商應禁止降級至長度低於 7 Octet 的加密金鑰，並指出主機
在執行認證時應啟用交互認證、最好是支援 Secure Connections O
nly 唯一安全連線模式。同時，SIG 也更新了藍牙核心規範，防止強
制降級至經典藍牙協議的偽裝攻擊。

藍牙協定含有金鑰配對漏洞，可讓駭客繞過金鑰認證程序，發動
藍牙假冒攻擊，包括蘋果、英特爾、三星等主流藍牙晶片均受此一漏
洞威脅。注意持有之手機或其他藍牙設備，不使用時應即關閉或手動
解除過去與其配對之設備，俾降低受攻擊機率。

藍牙傳資安漏洞？駭客偽裝藍牙裝置讓iPhone、
Android、Mac用戶全遭殃！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資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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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刑事雙月刊109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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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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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65反詐騙網站

歹徒可能利用「三倍券」作為詐騙梗的相關話術，請勿上當 !

一、假網拍

臉書(最大宗)或其他網購賣場、平臺販賣便宜「三倍券」，加
LINE聯繫後，要求先付款，惟一旦匯款就被封鎖，或收到與
預訂品項不符的商品。(沒那麼好康啦!)

二、假冒檢警(公務機關)

誆騙健保卡遭人冒用盜領三倍券，需監管銀行帳戶，要求提
領現金、交付銀行存摺、印鑑等等。(談錢就有問題!)

三、假投資

假冒疫苗公司、振興產業或是在網路上、交友平台認識之網
友傳來不明之投資(博奕)平臺，慫恿投資，誆稱「保證獲
利」、「穩賺不賠」且「利潤豐厚」。(非親非故幹嘛幫你賺
錢?有鬼!)

四、釣魚簡訊

簡訊內容如(寄送的三倍券已送達、○○優惠訊息等)，並且夾

帶網址，點了連結網址手機就中毒，遭電信小額付款或盜刷
信用卡。(不明連結請勿點擊!)

消費宣導



 每房每日獎助 1000 元
 平日、假日均適用
 台灣本島與離島皆適用：本島與離島

都可各使用一次或離島使用兩次

消費宣導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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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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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駭客、災變與多變動時代的韌性管理學

由全球重要的公安、工安、資安事件出發，深度剖析風
險管理與災後復原能力的相關議題，為高階經營管理層級必
讀的風控書目！

面對當前不確定性高、技術與數位跨國連結而引致的惡
意攻擊層出不窮的時代，作者從最新知識與災難企業案例的
結合，說明「韌性管理」的新觀念與新作法。本書全面性地
由「防災─減損─災後復原」，一步步帶領讀者認識天然災害、
安全意外、電腦系統被駭等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本質，及當災
禍降臨時，缺乏演練與漠視「危機中如何領導」的企業將會
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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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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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