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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09年9月號



利用出差機會，詐領差旅費用

案情摘要

某機關單位主管甲等11員於100年間至外地出差時，無出差地住宿事實
或支付之住宿費低於可申報之住宿費，卻向出差當地旅館索取或購買不
實發票，以該發票申請出差旅費，填具出差旅費報告表及經費請領核銷
清冊，詐取住宿費、膳雜費等情，經檢方以違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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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訴。

案例分析

一、違反「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涉案人員申請差假期間均跨越兩日（含）以上，提前差畢卻未辦理
銷差手續，致有詐取住宿費、膳雜費空間；足見公差之派遣期間、
行程，未能視公務性質及事實需要詳加審核決定，未符「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第3點規定。

二、單據真偽欠缺實際查核機制

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9點規定，公差之派遣具有住宿事
實者，始得檢據覈實列報住宿費；惟單據真偽欠缺實際查核機制，
致涉案人員僥倖心理，誤蹈法網。

三、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罪及共同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
證罪。

防治措施

一、針對弊端、問題癥結召開修正研商會議後，廢止原有規定，並修正
「經常出差或長期派駐在外人員差旅費報支規定」及「員工出勤管
理注意事項」，強化審核流程規定。

二、主管針對屬員申請公差事由，注意覈實，必要時可責由適當人員
（如幕僚長或核稿人員）協助審查（核），同時適當規範針對特定
業務之公差頻率，以預防其得利用經常公差之機會虛報差旅費。

三、建置小額款項檢核系統，於原薪資資料檢核程式增設小額款項自動
檢核系統（程式），以檢核小額款項轉存明細與薪資系統資料確實
相符。

四、賡續實施廉政宣導、專案法紀教育訓練，宣導內容納入公務員虛
（浮）報差旅費相關案例，強化機關員工法律認知。

五、甲等4員於103年6月27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分別判處11月至1年
10月之有期徒刑，並分別褫奪公權壹年至貳年，104年6月間經公
務員懲戒委員審議議決，撤職並停止任用1年。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內政部政風處



向媒體洩漏病患病歷資料

案情摘要

G醫師是某公立醫院婦產科主任，經常受邀上電視台擔任諮詢專家，因
此病患中有不少演藝人員。某日，G醫師於某週刊任職之記者STACY打
電話詢問某位藝人是否未婚懷孕，STACY再三保證不會洩漏消息來源，
G醫師礙於交情，遂予提供，結果該週刊當期大賣，該藝人成為街頭巷
尾之談論焦點。

案例分析

病歷資料是否屬於個人隱私範圍？透露病歷予第三人是否頇經當事人同
意或對公益有必要？

一、醫師未取得病患藝人同意，洩漏業務上所知悉的病患隱私秘密，可
能已觸犯刑法妨害秘密罪章。

二、G醫師向記者STACY透露病人未婚懷孕的消息，違反了醫療法第72
條不得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之規定，
也違反了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醫師倫理規範中醫師應尊重
病人隱私，不無故洩漏因業務而知悉之病人秘密的規定。

三、若該藝人因而形象大受損害，影響演藝事業收入，G醫師恐要因侵
權行為而遭病患藝人求償損失。一般來說，如果與公益或研究無
關，病患幾乎不可能同意公布自身病歷，所以在未確實得到病患明
示同意的情形下，醫師不洩漏病患病情或提供病歷予他人，避免觸
犯相關法令。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政風處
圖片來源：風傳媒



資安宣導

避免機敏資訊外洩，提高資通安全意識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日前通知，
依外媒報導，抖音（TikTok）與微信（WeChat）
應用程式存在資安疑慮，可能蒐集使用者資訊並回
傳至特定伺服器，請避免於公務手機與電腦中安裝
與使用抖音或微信等應用程式。

 為避免系統及機敏資料遭受惡意攻擊，嚴禁機關公
務設備安裝非公務軟體（如抖音TikTok、微信
WeChat、TeamViewer、Viber…等），請留意慎
用社群軟體，嚴防資安威脅，提高資安意識。

 為提升國內行動應用APP資通安全，經濟部工業局
業於103年起推動相關基本資安檢測制度，並於
107年修訂「行動應用APP基本資安規範」，各機
關於自行或委外開發之APP時應辦理資安檢測，或
優先使用通過資安檢測之APP，以保障使用者安
全。

 有關我國政府機關限制採購大陸產品部分，現行各
機關可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7年12月20日
工程企字第1070050131號函，機關辦理資訊、電
訊或通訊設備採購，如認廠商所供應之財物或勞務
之原產地為大陸地區，有影響國安（含資安）或機
敏資訊外洩之疑慮者，可於招標文件中明定廠商所
提供之財物或勞務之原產地不得為大陸地區，進而
限制大陸地區之財物或勞務參與。



資安宣導

新型變種勒索病毒WannaCrypt肆虐，
應儘速確認並進行Windows更新

近期(自5/12)加密勒索軟體WannaCry(WanaCrypt0r 2.0) 的
新型變種勒索軟體，正利用 Windows 漏洞(MS17-010漏洞)
肆虐，受感染的電腦將會有大量檔案被加密，並且要求高價
比特幣贖金。並且陸續出現變種軟體情況，包含取消
WannaCry 1.0版內建Kill Switch停止傳播感染之設計，使其
感染能力更強。因此請立即更新作業系統與防毒軟體，並注
意平時資料備份作業。

WannaCry勒索軟體具備主動利用此漏洞感染受害主機之能
力，由別於以往勒索軟體需要受害者主動執行之情況，只要
存在此漏洞之Windows主機，並且無其他阻擋防護機制下，
便將受到嚴重危害。

影響系統版本

Windows XP、Windows Vista、Windows 7、Windows
8.1、Windows RT 8.1、Windows 10、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Server 2008
R2、Windows Server 2012、Windows Server 2012 R2和
Windows Server 2016。

可能風險

若受影響之Windows作業系統未進行此項更新，將造成遠端
攻擊者可以利用蓄意製作的訊息給Microsoft Server
Message Block 1.0 (SMBv1)服務。成功利用弱點的攻擊
者，可獲得在目標伺服器上執行程式碼的能力。此波
WannaCry勒索軟體即利用SMBv1服務所用之TCP445進行攻
擊。

(接續次頁)



資安宣導

1. 進行作業系統更新

由於此次WannaCry勒索軟體利用微軟之重大弱點進行攻擊，因此
建議各機關儘速檢查所用之電腦主機是否已完成此次弱點之相關
更新。另外針對此次重大威脅，微軟也額外替已超過維護週期之
作業系統，例如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Windows 8及
Windows Server 2003等釋出修補程式。

2. 阻擋SMBv1服務

建議檢視機關主要防火牆是否已確實阻擋外界對網路芳鄰之通訊
埠，包含TCP 139與445。以阻擋惡意軟體利用此弱點進行攻擊之
機會。

3. 評估套用GCB設定

建議評估套用技服中心網站公告之GCB設定(目前有Windows 7與
Windows 8.1)，以防範駭客利用此弱點進行攻擊，說明如下：

在原生的Windows環境下，自動更新與防火牆皆會啟用，自動更
新會強制下載更新及排程安裝；而防火牆的部分則會限制回應查
詢，並封鎖輸入連線。因此，在套用原生的Windows GPO項目
下，將可防範本次WannaCry 及針對MS17-010弱點攻擊的發生。
但以下情況則無法保證防護效果。

4. 評估關閉SMBv1服務

因SMBv1服務已為近30年之服務，使用之環境已不多，並且已有
新版之SMB服務，例如SMBv2與SMBv3等。因此若不需要此服
務，可考慮關閉SMBv1。

5. 勒索軟體感染應變

如不幸受到感染，請立即將受害電腦的網路連線及外接儲存裝置
拔除，並關閉受害電腦無線網路。建議在清除惡意軟體前不要開
啟任何檔案，或變更檔案存放位置。並提醒惡意軟體除利用漏洞
主動攻擊外，也會透過欺騙使用者執行方式入侵，還請謹慎留
意，勿點選來路不明之網頁連結或執行不明之可疑程式。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宜蘭地政事務所

事實經過：

臺中市西屯區公所103年6月某日深夜近11時傳出火警，
消防局接獲保全通報立即出動4個分隊，共14輛消防、救
災車以及40多名警消前往灌救。

起火點是在該區公所地下一樓停車場，在已斷電情況
下，消防人員立即破壞通往地下停車場的鐵捲門入內灌
救，只是地下室屬密閉空間，現場濃煙密佈，消防人員
很快撲滅火勢，所幸無人傷亡及受困，但有20部電動機
車焚毀，天花板相關供電線路、電話及網路、排水系統
均受損。

西屯區區長表示，保全公司晚間發現異常狀況立即到場
並通知她，經瞭解起火點是在地下一樓的員工停車區，
因電動機車電池充電自燃引發火勢，此次火災連帶損及
合署辦公之西屯戶政事務所，損失金額達420萬。在設備
及電路修復期間，該二行政機關斷電、斷話，各項業務
及為民服務品質均受到嚴重影響。

另北屯區公所104年2月亦發生下班時間電動機車起火延
燒案，幸及早發現並通報，消防人員得以迅速控制火
勢，災損並未擴大。

案例研析：

由上述案例研判，係該區公所電動機車電池品質疑慮、
煙霧偵測器未妥善檢測、消防警報器某些開關未開啟、
滅火之消防設備使用弱電系統作為緊急用電備載等，致
該機關之防火安全產生漏洞。

為避免類似情事，各級機關及學校平時應加強防災教育
及演練，另各機關並應建立完善之火警通報系統及監視
管理機制，關心電器設備、線路有無異常，落實平日安
全維護宣導，確實維護機關安全。

重創機關服務品質的暗夜惡火



一、宴飲應酬時：

每逢飯局時，當在座者等候菜餚時，總是慮及避免冷場，不致怠慢
了客人或致使場面氣氛尷尬，會儘可能找話題引發在場人的談話興
趣，其中以具有機密之業務最具吸引力，當時間越長，談話越多
時，談及機密業務可能性越高，將會有「言多必失」之洩密可能。
又當酒酣耳熱之際，既容易喪失理智，將機密資料隨口談論，也容
易藉酒壯膽，將平時機密資料全都脫口而出。

二、談天閒聊時：

當我們在和親朋好友閒聊時，難免互相表達關懷與問候之意，在聽
到對方的關懷問候時，總會以自己現在的工作情況來說明自己的生
活狀況。再以工作情況說明時，尤其容易涉及工作內容，因此，我
們會很不經意地洩漏職務上的機密。

三、同儕討論業務時：

公務員當遇到辦理與自己相同業務或與自己有業務聯繫時，總會交
換工作心得，討論業務精進之方法，無意間很容易將實際機密業務
提出來討論，因而造成洩密事件。

四、過於信任他人時：

處理機密業務時，認為平日的工作伙伴表現優異，沒有任何不良傾
向，因而將應依保密程序作業的機密業務，未依保密作業規定，交
由工作伙伴傳遞或協助，而遭其他人員獲悉。

五、受功利誘惑時：

承辦機密業務人員，有時容易受到上級長官或民意代表之壓力，迫
於現實壓力透露機密資料，以換取長官照顧或民意代表的支持，更
有部分人員得到他人財物誘惑而做出洩密行為。

六、好大喜功，凸顯自己的重要：

有些人基於自大心理作祟，總是喜歡彰顯自己的重要與偉大，刻意
將職務上所知悉的機密資料透露些訊息，以炫耀自己，覺得自己在
別人面前是很有辦法的。

七、面臨決擇時：

當機密業務承辦人在執行職務時，難免會與他人執行業務發生衝
突，當事人為表明立場或澄清事實時、或舉例說明，以爭取他人認
同時，可能會將職務上之機密事項拿來做說明，造成洩密。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政風處

七大易洩密之場所時機



廉政小百科

(接續次頁)

遇到機關有不合法的事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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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小百科



交通違規及違反
強制險罰鍰新增
「行動支付」即
時查詢繳費服務

為提供民眾更便利、多元之交通違規及違反強制險罰鍰繳納服

務，交通部公路總局與台灣票據交換所合作，透過金融業代收即時服

務平台(eFCS)整合LINE Pay Money及嗶嗶繳等行動支付，自109年9

月3日起，提供即時繳納交通違規及違反強制險罰鍰服務，違規人透過

手機APP輸入相關資料查詢，並自行負擔13元手續費，即可完成繳

費。只要一機在手，除了不用再持紙本罰單繳款或擔心罰單遺失，亦

可免除出門提領現金或繳納罰鍰的不便，隨時隨地皆能輕鬆完成繳

費。

交通部公路總局指出，除現有之郵局、超商、網路、電話語音信

用卡繳納等多元繳費方式外， LINE Pay Money及嗶嗶繳為首批上線

行動支付代收交通違規及違反強制險罰鍰服務之管道，未來將持續導

入其他支付業者如橘子支付等，便利民眾使用行動裝置繳費。

另台灣票據交換所指出「嗶嗶繳」自即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

止，推出「嗶粉淘金」三重送的優惠，註冊金：新註冊會員於活動期

間，完成所有註冊流程，即可獲得新臺幣66元獎勵金；繳費金：當月

每成功繳費2筆帳單即可獲得新臺幣30元獎勵金，每位會員每月回饋

上限為300元；加碼金：只要成功繳費交通罰鍰、汽燃費、學雜費、

地方稅等帳單，即可獲得每筆新臺幣10元獎勵金，每位會員每月回饋

上限為100元，繳費越多，回饋越多！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消費宣導



資料來源：內政部政風處

不合格產品資訊也有山寨版 網路流言勿輕信！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行政院消保會）接獲網路不實流
言，包括「市售將軍、統一、統一瑞穗及台糖鮮奶含有磺胺劑？」及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正式公布可能遭受戴奧辛汙染的二十二項乳
製品」等流言，該則郵件還鼓勵民眾轉寄與好友分享。案經行政院消保
會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正式公布」為關鍵字，上網搜尋之結
果，竟有多則上述流言。行政院消保會表示，不合格產品訊息屬於重要
消費資訊，均已及時公布於相關主管機關建置之產品資訊專區；行政院
消保會也會定期彙整並公布，民眾可隨時上網查詢正確資訊。該會並特
別呼籲社會大眾，收到不明資訊來源信件，如未能查證消息真實性，即
不宜再轉寄，否則雖係出於一片好意，輕則以訛傳訛，重則恐有詆譭他
人或企業名譽之嫌而惹來麻煩，不可不慎。

有關「鮮奶含有磺胺劑」之流言，號稱國家衛生研究院環境與職業
病研究組之研究報告，係民眾接獲電腦網路上來源不明之鮮奶檢驗報
告，私下加以傳送。該院已於其網站澄清，且該消息之轉寄者洪女士亦
已於民國90年4月21日於自由時報全國版刊登道歉啟事。而其中提及之
磺胺劑亦非禁藥，酪農通常使用磺胺劑治療乳牛乳房炎，惟必須遵照用
藥規定使用。至於「消保會公布受戴奧辛汙染的乳製品」，據查係88年
間爆發比利時乳製品感染戴奧辛事件，行政院消保會為恐受感染之產品
流入國內，被消費者購買食用，該會為提醒消費者注意，經比對經濟部
所提供之進口產品資料及相關單位所發佈之新聞資料。歷經十多年間輾
轉流傳，此一資訊復遭加油添醋，早已與現實脫節，行政院消保會再次
說明並釐清始末，籲請民眾勿再轉寄。

行政院消保會表示，消費者如需瞭解不合格產品資訊，可至主管機
關網站查詢，瞭解正確消息及觀念的真實性，相關網站如下：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商品安全資訊網：

http://safety.bsmi.gov.tw/

2. 交通部委託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建置之車輛安全資訊網：

http://www.car-safety.org.tw

3. 行政院衛生署：

食品資訊網之不合格食品資訊：

http://food.doh.gov.tw/foodnew/Unqualified.aspx

食品藥物管理局之消費紅綠燈：

http://consumer.doh.gov.tw/fda/safeLight.do?c1Sn=53

消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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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此時此地，思考如何面對世界的挑戰

本書是洞悉世局變幻、洞察社會趨向、洞燭心靈深處，
是現代智人的必修課！

在《人類大歷史》，哈拉瑞以「後見之明」闡述了人類
簡史；在《人類大命運》，哈拉瑞以「先見之明」預示了未
來簡史；而在這本「人類三部曲」的第三部《21世紀的21堂
課》，他則聚焦於此時此地，關注資訊科技和生物科技攜手
之後，科技為社會帶來的巨大顛覆與重塑，以及川普粉墨登
場、難民湧入歐洲、恐怖攻擊迭起、假新聞到處流竄……世事
紛紛擾擾之際，我們應該思索、也應該教導孩子的21項核心
課題。

好書推薦

21世紀的21堂課

書名 / 21世紀的21堂課

作者 / Yuval Noah Harari

出版社 / 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 / 2018



不吃不該吃的飯
不去不該去的地方
不收不該收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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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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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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