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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09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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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前係某查緝隊分隊長、許○○係查緝員，渠等對查緝私菸之
檢舉獎金發放規定知之甚詳，竟貪圖查緝績效，分別與甲男、乙男、丙
男、丁男共同基於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及職務上詐取財物之犯意聯絡，
而為下列犯行：

一、林口私菸倉庫案

許○○及甲男均明知乙男並非本案最初實質提供情資之檢舉人，不
符合請領檢舉獎金規定，先由甲男徵詢乙男同意擔任人頭檢舉人，
嗣由許○○於103年6月13日製作不實之乙男檢舉筆錄後，於同年7
月函請新北市政府核發檢舉獎金239萬5,433元，嗣於104年12月
10日頒發檢舉獎金時，經監發主持人察覺有異暫緩發放，致許
○○、甲男及乙男詐領獎金未遂。

二、海福發號及厚美36號漁船走私案

廖○○明知該案係許○○受理他案進而調查發掘，不符合請領檢舉
獎金規定，竟由甲男以高額檢舉獎金誘使丙男擔任人頭檢舉人，嗣
由廖○○於103年10月30日及11月6日分別製作不實之丙男檢舉筆
錄後，於同年11月19日函請基隆市政府核發檢舉獎金，總計詐領
143萬8642元。

三、春金號漁船走私案

廖○○經由不詳管道獲悉春金號漁船涉嫌走私菸品嫌疑重大，明知
本案屬於已發掘情資不符合請領檢舉獎金規定，竟於104年3月20
日前某日，由廖○○製作不實之丁男檢舉筆錄後，於同年3月23日
函請臺中市政府核發檢舉獎金，總計詐領104萬6,400元。

案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佰達指揮本署南部地區調查組於
109年4月7日、4月10日、5月12日執行3波搜索，向法院聲請羈押廖
○○獲准，並約詢相關人等，經檢察官偵結後，認廖○○、許○○、甲
男、乙男、丙男、丁男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
機會詐取財物、刑法第216條、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
罪嫌提起公訴，總計廖○○、甲男、丙男、丁男前揭犯罪所得共248萬
5,042元。

海巡署某查緝隊分隊長、查緝員等人涉嫌利用職務
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嫌，犯罪所得共新臺幣248萬

5042元，業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近期雲端服務的攻擊事件頻傳，攻擊者透過釣魚郵件及受害者
雲端服務之不安全設定進行攻擊，TWCERT/CC分享相關資安防護
與設定手法，以強化雲端服務防護能量。

攻擊手法一：釣魚郵件

透過釣魚郵件之惡意連結，竊取使用者雲端服務帳戶密碼。攻擊者
透過寄送貌似安全的信件，或是提供假冒雲端服務登入之頁面連
結，誘導受害者提供其帳戶密碼，再由竊取之帳戶密碼登入雲端服
務，使用受害者帳戶向機構內其他使用者發送釣魚郵件，進一步擴
大受害範圍。

甚至透過更改受害者電子郵件自動轉發規則，將所有信件或搜尋特
定信件(如金融相關信件)轉發，藉以竊取所有信件與機敏資訊。且
攻擊者為規避釣魚郵件被受害者察覺之狀況，進一步設定轉發規
則，將釣魚郵件、已寄出之釣魚郵件副本及其他受害者之回覆信件
移至受害者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 Feeds或是 RSS
subscription郵件夾。因RSS feeds與RSS subscription資料夾未被
廣泛使用，故可降低被察覺之風險。

攻擊手法二：瀏覽器cookie

攻擊者可能以瀏覽器cookie成功繞過多因子認證(MFA)登入受害者
雲端服務帳戶。此外也有觀察到某些帳戶曾遭受到暴力破解攻擊，
嘗試登入雲端服務，但並未成功。

資安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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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防護措施：

1. 依據公司使用需求，擬定與落實條件式存取政策 conditional
access (CA)。

2. 透過落實CA政策，封鎖舊式驗證機制。

3. 定期審查系統的Active Directory登入紀錄是否有異常登入狀
況。

4. 所有帳戶應啟用多因子認證機制(MFA)。

5. 定期檢視使用者自訂郵件轉發規則，告警等。

6. 進行應變規劃，明定什麼狀況及原因下須重設密碼及取消
session token等。

7. 考慮規範員工不可使用個人移動設備，或是至少採用安全的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軟體，以監管、強化員
工使用移動設備之安全性。

8. 考量限制員工將信件轉至公司外部信箱。

9. 只允准員工使用被管理員允許的APP。

10.透過工具稽核郵件發送規則，如偵測異常，產生告警通知管
理者。

11.啟用登入紀錄機制，並遞送至安全資訊活動管理系統進行監
控與告警。

12.確認所有有公共 IP之雲端虛擬系統無開啟遠端桌面 (RDP)
port。任何有開啟遠端桌面Port之系統需置放於防火牆後，
並要求使用者須透過VPN與防火牆進行存取。

13.進行員工資安教育訓練，了解資安威脅、漏洞與攻擊途徑。

14.建立員工通報不究責之機制及異常通報窗口。

15.針對使用M365的建議措施：

A. 成立安全小組，檢視M365環境 (信箱、 TEAMS、
SharePoint、OneDrive)是否有惡意或是可疑之行為。

B. 停用M365之Exchange Online Powershell功能，降低遭
受入侵之帳戶進一步透過此功能進行設定更改之風險。

C. 限制登入失敗之次數限制。

D. 考慮採用Sparrow或Hawk等工具蒐集M365資訊，進行
調查與稽核異常事件。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TWCERT/CC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



公務員過失洩密罪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宜蘭地政事務所

甲係○○公所工務課約僱人員，負責違建
查報處理業務。民眾乙於民國99年4月向○○
市政府陳情：「位於○○街之丙○○所有房屋
前斜坡佔用道路，妨礙交通安全」。○○市政
府函令○○公所通知屋主限期改善，副本另函
發陳情人乙，案件分由甲辦理。

甲簽辦公文，通知屋主丙於文到10日內清
除前揭違建，惟於發函時疏未注意，將前開
○○市政府所發，內載明副本收受者為乙公文
影印，作為○○公所通知屋主丙限期改善函之
附件，一併寄發予丙，致丙收文後，得知違建
舉發人為乙，而找乙理論，乙遂向○○市政府
及地檢署檢舉○○公所涉嫌洩密。

本案經檢察官偵辦後認承辦人甲本應注
意、能注意檢舉人身分之保密，惟疏未注意，
誤將內載明副本收受者為乙之公文作為附件寄
發屋主丙通知限期改善，其行為涉犯刑法第
132條第2項公務員過失洩密罪嫌，因甲所犯之
罪，屬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然犯後坦承錯誤
且態度良好，經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及公
共利益維護，予以緩起訴處分。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TI)於
今 (2021) 年 1 月 28 日 公 布 2020 年 清 廉 印 象 指 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CPI），全球計有
180個國家及地區(包含我國)納入評比，臺灣排名第28名，
分數為65分（滿分為100分），與2019年相同，超過全球
84%受評國家，維持近年最佳成績，也是國際間對我國的
持續肯定。

若以亞太地區觀察，我國名次僅次於紐西蘭、新加
坡、澳大利亞、香港、日本及不丹，居亞太第7名，與2019
年相同，顯示政府整體廉政建設穩定推展。

CPI主要量測各國公部門貪腐情況及公私部門往來互動
情形主觀印象，故為提高評比分數，首重降低貪腐對企業
活動的不利影響，防杜官商不當互動。我國政府近年致力
完善反貪腐法制，推動揭弊者保護法草案立法，強化利益
衝突迴避機制；又針對國家重大建設成立機關採購廉政平
臺，促進行政透明化措施，鼓勵全程作業公開透明，降低
政府重大採購及公共事務推動過程的風險疑慮，均有助於
提升外界對政府清廉程度的正面評價。

廉政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綜合性的策略，非單一部
門可以達成，有賴公、私部門及全民共同合作。我們會繼
續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的各項要求，接軌國際，致力公
私部門交流，推廣企業誠信，與私部門建立反貪腐夥伴關
係，精進各方面廉政措施，以降低貪瀆案件犯罪率，提高
貪瀆案件定罪率，落實人權保障為目標，強化防貪網絡，
推動國際合作交流，讓世界看見我國廉能的決心。

2020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180個受評國家我國排名第28，維持佳績

廉政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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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20年清廉印象指數計有180個國家，本表摘錄得分60分以上的39個國家。

2020年清廉印象指數國家排名及分數比較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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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為提供民眾更多元便捷的網購取貨管道，並擴大i郵箱服務範疇，
中華郵政公司自110年1月27日起，與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omo購物網)合作，民眾於momo購物網站上訂購商品，皆可選擇配
送至全國任一i郵箱，享受快速到貨及智慧取件的便利。

中華郵政公司表示，在momo購物網訂購的商品，皆以最快速的
郵路送達i郵箱，收件區域如屬快捷郵件服務範圍內，大都可在出貨隔
日收取到貨通知簡訊；收件人憑簡訊取件碼，於3天內至指定i郵箱，在
螢幕上輸入手機末3碼及取件碼即可領取，不僅免排隊等候，亦免出示
身分證明文件或印章，取件不用30秒。

i郵箱新型態購物配送服務，具24小時全年無休、零接觸及尊重隱
私等特點，廣受各界認同，已有部分民眾及雙薪上班家庭將i郵箱視為
隨身地址，主動要求寄件人將包裹寄至鄰近i郵箱取件，在i郵箱加入
momo購物網取件通路後，勢必造福更多網購族群。

中華郵政公司已於全國各地郵局、學校、社區、捷運等人潮密集處
及偏遠地區布建超過2,400座i郵箱，透過一次性簡訊密碼開鎖及獨立式
儲格設計，確保收件人隱私與取件安全。i郵箱是物流的ATM，也是先
進國家發展智慧城市與提升郵政普及服務的指標配備，經持續研發精
進，除提供逆物流等多面向服務外，亦具備代收貨款及智慧郵筒等附加
功能，歡迎物流及電商業者善加利用，共創全新物流模式。

消費宣導



《幸福．勻勻仔行》片中以中小企業老闆(由金鐘雙料影
帝游安順主演)與女兒特助，在職場理念與家庭生活的互動為
故事主軸。透過父女間的對話，以及一段深藏已久的往事，點
出企業誠信經營的背後，所肩負的社會責任與正向價值，源自
於簡單的一句臺灣話「勻勻仔行，腳踏實地」。女兒特助依循
著相同做人做事的道理，承襲父親的堅持，最後究竟能否度過
難關，讓我們在微電影裡尋找答案。

法務部廉政署為增進社會對誠信
經營的關注，倡議企業重視商譽、善
盡社會責任，109年推出「企業誠
信」微電影《幸福．勻勻仔行》，透
過柔性的故事鋪陳，讓大眾都能認同
而引起共鳴，進而達成取之於社會、
回饋於社會的正向循環，同時也讓企
業體認到「誠信，是最踏實的路」。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f7SD17o8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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