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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110年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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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八里垃圾掩埋場前場長甲，為讓電腦
業者取得標案，將近20萬元的標案拆成2件不到10
萬元的小標，規避「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規
定，台北地院認定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圖利
罪，今（2）判甲5年4月徒刑，褫奪公權2年，可
上訴。

另外，北院判被圖利的電腦業者乙1年4月徒
刑，受甲指示造假驗收單的約僱人員丙，則被依
偽造文書罪判刑1年。

檢方起訴指出，八里垃圾掩埋場2014年間節
能採購案件，要採購新型電腦設備監測廠區用電
量，採購案件總金額近20萬元，超過《政府採購
法》規定的10萬元限制，必須公開招標。甲的妻
子與乙的妻子在同一所高中任教，2人因此相識，
甲為讓乙得標，將採購案拆分成軟、硬體2件，每
件都是9萬多元，以小額採購案件辦理。

乙取得標案後，甲為讓乙盡快請款，指示丙
在工程還沒驗收前，就先在驗收單上簽名蓋章。
由於此採購案在簽辦過程時，會計人員就提出質
疑，有內部人員得知此事，認為甲圖利特定廠
商，向檢廉檢舉，全案因此曝光。

拆單規避政府採購法，沒驗收先核章，
八里掩埋場場長圖利友人遭判刑

廉政案例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一個下載次數超過十億次的熱門 Android app SHAREit，被
資安專家發現存有一個嚴重資安漏洞，可導致駭侵者在用戶手機
上執行惡意軟體；但該漏洞遭發現已超過三個月，未見開發者提
供資安修補或更新。

據台灣資安廠商趨勢科技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這個資安漏
洞的成因，是因為該 app 對於其程式碼的存取限制不當，導致駭
侵者可以對安裝了 SHAREit 的 Android 手機用戶發動「中間人
攻擊」，讓 SHAREit 執行任意程式碼、覆寫 SHAREit 自身 local
環境内的檔案内容，甚至在用戶不知情之下安裝任意應用程式。

報告也指出，這個 app 對於其儲存空間與敏感資源的保護，
也不夠周全，因此可導致其他 app 不當存取這類檔案和資源，包
括刪除、編輯或取代。

SHAREit 是 Google Play Store 上相當受用戶歡迎的應用程
式，可讓 Android 用戶透過其裝置，彼此分享各類檔案；其官網
宣稱其用戶數量高達 18 億人，遍布世界兩百多國。被發現嚴重
漏洞的 Andoird app，其下載安裝次數突破十億次。

趨勢科技在報告中提到，該公司的資安專家發現此漏洞後，
便立即通報開發者，但超過三個月以上，未見開發者針對漏洞回
應修補情形。

正在使用這個 app 的用戶，建議暫停使用，並且先行移除這
個 app，直到開發單位推出修復漏洞的新版後，再恢復使用，以
降低因為這個漏洞而遭駭侵攻擊的風險。

SHAREit 的 iOS 由於採用完全不同的程式碼架構，因此並不
存有這個漏洞；iOS版SHAREit的用戶，可以繼續安心使用。。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資安人

雲端服務安全設定強化措施



影響機關安全之潛在因素

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宜蘭地政事務所

一、因電器設備使用不當，引起火災

針對老舊設施應將電線設備重新拉線更新，惟同仁
使用電器設備仍應謹慎，勿長期使用、勿超過負
荷、以維護電器設備安全；另地下室電機房應保持
通風，嚴禁堆置物品，以免發生危險。

二、下班時間值班人員未管制，造成辦公設備失竊

許多單位機關為開放空間，一樓辦公場所未隔離，
值日人員下班前應做好管制措施，嚴禁民眾於下班
時間後在辦公場所逗留，以免辦公設備失竊或公文
書遺失。

三、保全系統未設定或保全公司未即時派員處理狀況，
造成辦公設備失竊

建議定期加強值班人員責任與定期測試保全公司反
應能力及防護效率。

四、值班人員設定保全系統前未巡查大樓，造成民眾或
同仁被困大樓內

值班人員離所前如未盡巡查責任，易造成民眾或同
仁尚在大樓內而被反鎖在內，所以應責成值班人員
離所前逐層巡查有無人員逗留，也可以防止不明人
士躲藏在大樓角落，等所有職員下班後出現辦公區
行竊。

五、公所大樓遭民眾放置危險物品或爆裂物

辦公大樓周遭通常停放機車數量頗多，如遭縱火或
意外可能發生嚴重後果，應加強巡查並透過全體員
工共同防護；另同仁應避免與民眾發生糾紛，造成
民眾心生怨恨而放置危險物品或爆裂物，導致危安
事件，或大型抗議活動應請求警察單位支援警力，
避免發生抗議民眾情緒失控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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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小百科



本署秘書室事務科專員張世宏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案因辦理契約簽約事宜，得標廠商將待用印之契

約書以包裹郵寄至本署秘書室事務科，該科專員

張世宏(下稱張員)於110年2月1日上午10時許拆封

時，發現包裹內夾帶超商(7-11)咖啡提貨卡2張(價

值1張約新臺幣30元)，張員旋即依規定簽報長

官，並知會政風室(下稱本室)辦理拒收餽贈登錄作

業。案經本室訪詢該公司夾帶咖啡提貨卡之用

意，得知係為公司行銷政策之一貫性作法，本案

應為偶發性事件且無特定餽贈之意圖。



本署北區事務大隊機動隊科員李蕙蘭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北區事務大隊機動隊科員李蕙蘭(下稱李員)於110

年2月2日下午5時許，執行自行送達到案通知書簽

收勤務，處理過程順遂，欲離去時，移工之雇主

突贈蘿蔔糕1條表達謝意，李員當下嚴正拒絕收

受，惟該雇主表示因年節禮俗一番好意，堅持留

下該物後離去，李員返回辦公處所，即通報政風

室並依規定辦理拒收餽贈登錄作業。本案李員已

明確表達拒絕收受，惟民眾仍執意餽贈，事屬偶

發且無特定餽贈之意圖，因該物品為具易腐性之

食品，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5點第2項規定，

捐贈至創世基金會(萬華平安站)。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去(109)

年度6大電商平台被申訴量合計4,243件，較108年增加1,321

件，增加45.2%。該處已邀集各電商平台開會，要求其降低消

費爭議案件，並定期追蹤改善情形。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由於受到疫情影響，民眾大量透過電

商平台購物，促使消費糾紛案件數大增。被申訴量的排序如

下：

1、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下稱蝦皮) 2,029件(歷

年統計，第一個突破2000件之電商平台)，較108年增

加802件(成長幅度65%)。

2、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momo) 1,049

件，較108年增加424件(成長幅度67.8%)。

3、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372件。

4、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351件，較108年減少

19件(唯一下降的業者)。

5、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278件。

6、東森得意購股份有限公司164件。

另依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前揭被申訴案件之類型及商品類

別的前3名分別如下:

1、爭議類型前3名

(1)瑕疵品(約1035件)

(2)出貨爭議(約505件)，主要為商品數量、顏色、形狀

等錯誤及出貨延遲。

(3)不遵守7天猶豫期(約246件)。

消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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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品類別前3名

(1)服飾、皮件及鞋類(約606件)。

(2)家電及周邊商品(約530件)。

(3)通訊及周邊商品(約467件)。

如前所述，109年電商平台業者被申訴量大增，雖然疫情

是因素之一，但業者的管理及服務品質仍有相當改善空間，故

行政院消保處日前開會決議略述如下:

1、請電商平台要求賣家須遵守消費者保護法第18條規

定，向消費者提供賣家名稱、電話等有效連絡之通訊

資訊,並請經濟部輔導電商平台業者要求賣家應符合法

規。

2、請經濟部輔導督促電商平台業者建立相關之管理機

制，有效降低消費糾紛案件，並過濾平台出現違法或

違反公序良俗之商品或服務。尤其是蝦皮及富邦

momo 的被申訴量成長過於快速，特別要求兩家業者

針對其被申訴最多的爭議類型，提出有效的解決方

法，並於下次會議回報其改善情形。

3、請各電商平台負起管理賣家及教育買家遵守消保法等

法規的責任，以減少消費糾紛不斷發生。

春節將屆，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網購商品或服務時

應注意:

1、瞭解賣家及電商平台的信譽，並善用第三方支付或平

台業者提供之「價金保管機制」，如不幸發生糾紛，

有較為妥適處理的機制。

2、除非有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合理例外情事」，買家

可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7天內向企業經營者(包括反

覆從事銷售行為的個人賣家)主張無條件解除契約，且

不需負擔任何費用。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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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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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