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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故事

選舉在即
檢察總長親自召開檢警調廉選舉查察會議

因應年底九合一地方選舉，最高檢察署15日召集檢警調廉舉辦選局

查察座談會，檢察總長邢泰釗特別針對後疫情時代、賄選方式進化、不

實訊息流竄、數位違法競選、選舉賭盤和美、日重大槍擊暴力案件等面

向，要求全面性地打擊賄選，以維護乾淨選風。

最高檢15日於警政署大禮堂召開「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檢警調廉

政高層首長選舉查察座談會」，會中邢泰釗除強調行政中立和程序正義

外，也點出後疫情時代，吃喝、旅遊等傳統賄選方式可能減少，改由數

位支付、物流配送暗度陳倉，傳統發放現金也可能從「柱仔腳」變成

「柱仔頭」，改為統包處理。

邢泰釗也點出，數位時代坊間不實訊息勢必更為猖獗，選情緊繃時

甚至可能以類似DEEPFAKE技術違法競選。因此他希望執法單位能鎖定重

點對象部署人力，有效查緝新一代的賄選方法，全國也要同步查緝槍

枝、境外勢力與地下匯兌。

邢泰釗表示，政治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任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如果候選人透過買票等不正方法當選，將嚴重影響政治秩序，而這也將

是貪污的開端，因此檢警調廉要展現打擊賄選的決心，產生嚇阻的效

果，才能營造乾淨的政治環境。

(資料來源:聯合電子報)



廉政案例

北市一殯、二殯爆集體收賄
北檢貪污罪起訴13人

台北市政府殯葬處第一、第二殯儀館2019年爆發集體收賄案，多名

負責處理往生者大體的技工、工友，涉嫌利用經手大體進館、入殮、防

腐、化妝等各個環節，依序向各殯葬業者收取1000至2000元紅包，經查共

藉由7名往生者收取2萬9800元賄款，台北地檢署12日偵結，依不違背職務

型、收賄罪起訴一、二殯員工及業者共13人。

檢方查出，各家殯葬業者為使往生者大體入館過程順利，包括入館

後的淨身、著裝、防腐、化粧、補粧能優先處理，甚至挑選較佳冰櫃位

置、擺放念佛機等，都會選擇打點殯儀館基層員工，依各環節行賄1、

2000員不等。

至於交付賄款的方式，則包括相約在殯儀館公廁或辦公室當面交

付，還有在大體入殮後，業者將賄款直接放在屍袋，讓前來收回屍袋的

殯儀館員工取走。

事實上，一、二殯員工收受紅包陋習行之有年，多年前便曾被檢

舉，有基層技工或工友在喪家送大體入館後，向負責辦理後事的葬儀業

者收取每次數百元至數千元不等賄款，一度遭檢廉查辦。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資安研究人員警告應小心夾帶惡意
Word檔案之PDF檔

資安研究人員近期發現新型態攻擊手法，該攻擊於PDF內放入惡意

Word檔案，並附於電子郵件中傳送。現今大多數攻擊手法為惡意電子郵

件附帶Word或Excel檔案，並於檔案內嵌入惡意之巨集，誘騙使用者點選

執行，但隨著大眾越來越了解Office附加檔案之威脅性，駭客開始找尋其

他方法躲避檢測，PDF檔案即為其中一種。

HP Wolf Security公布之報告中，駭客嘗試寄送內含PDF檔案之釣魚

信件，檔案命名為匯款發票，打開PDF後，Adobe Reader會提示使用者

打開Word檔，因此行為很罕見，易令使用者感到困惑。提示框內說明

「此檔案已被驗證」，此訊息易使受駭者相信Adobe已驗證該檔為合法

檔案，並可安全地打開。使用者打開後將啟用巨集功能，並自遠端下載

RTF(Rich Text Format)檔案，內含特製物件連結與嵌入(Object Linking

and Embedding, OLE)物件。研究人員分析OLE物件後發現，其含有企圖

開採CVE-2017-11882漏洞且加密之Shellcode。

微軟於2017年修補之CVE-2017-11882位於Equation Editor工具中，

為Office預設工具，可於文件中插入與編輯方程式，在微軟修補該漏洞前，

其存在已長達 17年。透過利用 CVE-2017-11882， RTF檔案中之

shellcode可下載並執行Snake Keylogger，其為模組化資訊竊取工具，

具有躲避檢測、資料收集及資料洩露等多種功能。

資安宣導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網站)



機關安全

預防電器火災

發生火災的常見原因有電器、易燃物、用火不慎即人為縱火等，生活
物中常見電器火災原因有：

一. 插頭及插座鬆動，因接觸不良產生火花熔解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火。

二. 電線經綑綁後，通電時產生的熱量無法逸散，致使電線溫度升高而熔解

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火。

三. 電風扇、電暖器等因季節性而長時間使用的電器產品，長年未經妥善保

養及未注意其使用壽命，電零組件老舊損壞而易生火災。

四. 延長線因同時裝接功率超過600W之高功率電器，過負載造成大量電流

流通而引起高熱熔解絕緣被覆，造成短路著火。

我們可以藉由下列方法，以預防電器火災的發生：

一. 電器設備電源插頭，不使用時應隨手拔掉。

二. 電器電線或延長線不可遭重物重壓或擠壓、不可綑綁使用、不可置於地

毯下方，以免通電時產生的熱量無法逸散而持續蓄積致起火燃燒。

三. 電器用品周圍不可放置易燃物品。

四. 定期檢查插頭有無焦黑、綠鏽及堆積灰塵等異常現象，並擦拭保持乾淨。

留心周遭電器使用，定時檢查，共同維護機關安全！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財政局網站)



人權宣導

(接續次頁)

密艙裡的秘密眼

勘吉、中川及洋一等人為司法警察機關執法人員，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

偵辦貪瀆案件，執行通訊監察並適時啟動執行動態蒐證。

某日大雨磅礡的深夜時刻，中川在現譯台執行通訊監察，得知受監察對

象—弘經理，正於杭湖重劃區內新開幕之豪華夜櫻賞景船「蘭絮號」艙房包

廂內與友人消費，且弘經理本次聚會係為與現任公務員彥丸討論其主辦的政

府採購案招標規劃內容，彥丸可能在現場，將應屬保密事項的採購資訊與評

審委員名單提供給弘經理。

「蘭絮號」艙房包廂係一密室空間，提供消費顧客進行非公開的活動。

勘吉為急於蒐證弘經理與公務員彥丸面見洽談的實景與談話內容，接獲通訊

監察情資後，立即與洋一討論，以電話向檢察官報告並獲得同意後，不顧已

是下著傾盆大雨的深夜，心頭湧上當時立志成為執法人員的初衷，懷著大雨

澆不息的工作熱忱，攜帶著具錄音、錄影功能之蒐證設備，由洋一喬裝啤酒

促銷人員進入艙房包廂內，向消費顧客推銷有無需要購買啤酒，並藉此機會

啟用設備，蒐錄在場所有人員的影像與談話內容後，才離開艙房。



(接續次頁)

人權公約結構指標

《公政公約》第17 條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

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第1 項)。對於此種侵擾或

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第2項)。

國家義務

1. 《公政公約》第17 條規定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

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委員會認為這種

權利必須加以保障，使之不受任何這類侵擾和破壞，不管是來自政府

機關或自然人或法人。依照本條所規定的義務，政府應採取立法及其

他措施，以禁止這種侵擾和破壞，並保障這種權利（人權事務委員會

第16號一般性意見第1段意旨）。

2. 「非法」一詞的意思是除法律所設想的個案以外不得有干涉情事。國

家授權的干涉必須根據法律，但法律本身必須符合《公政公約》的規

定和目標（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6號一般性意見第3段意旨）。

3. 既然所有人都在社會中生活，對隱私的保障就必然是相對性的。但是，

有關的政府機關只有在知道有關一個人私生活的這種資料為依據《公

政公約》所瞭解的社會利益所必不可少時才可要求提供這種資料。因

此，委員會建議各國在其報告中表明有關干涉私人生活的法律和規章

（人權事務委員會第16號一般性意見第7段意旨）。

人權宣導



*解析

 《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30 萬元以下罰金：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

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者。」有

關「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即「合理的隱私期待（ 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cy）」之概念，係沿自美國最高法院於Katz v.

United States 一案Justice Harlan 於協同意見書提出之判準。最高法院

曾在100 年度台上字第4780 號判決中對《刑法》第315 條之1 第2 款

「非公開之活動」要件做出論述，係指「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進行

其活動而不欲公開之期待或意願（即主觀之隱密性期待），且在客觀

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者（即客

觀之隱密性環境）」而言。上開見解之內容呼應美國最高法院對於

「合理的隱私期待」之詮釋。

 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434 號刑事判決略以，包廂內之活動，從

主、客觀事實觀之，均難謂無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自應屬非公開

活動。至艙房包廂內之人，對未經其等同意而擅自闖入者，縱因其停

留時間極為短暫，而未能即時命其退出，亦不影響上開隱密合理期待

之存在。竊錄行為之目的，既僅在確認接觸之對象，則何以不能在該

賞景船艙房之其他公共區域為之，而須以上開喬裝進入艙房包廂竊錄

他人非公開活動而侵害他人隱私權之手段為之？就此目的之達成而言，

採取侵害他人隱私權手段之必要性何在？且此竊錄行為所欲探知者，

係在上開艙房包廂內之不特定對象為竊錄之侵害行為，如若事前在客

觀上，無任何直接或間接之跡證，足資合理懷疑各該對象與貪瀆犯罪

之間有所關聯，且於該犯罪之偵查存有相當之重要性或急迫性，而僅

憑警察人員主觀上之單純臆測，即對不特定對象之非公開活動進行竊

錄，則無異於射倖性之蒐證行為，其手段與目的間之適當性及必要性

均有可議，而與上開《刑法》規定保障人民隱私權之本旨亦不相合。

(接續次頁)

人權宣導



(資料來源:法部務廉政署網站)

 本案例中所蒐證者為他人間之對話( 乃通訊方式之一) 內容，且屬現在

進行或未來發生者，原應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通訊監察之方式為之

( 外國立法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00c 條《住宅聲音監察》、第100d

條《住宅聲音監察之程序》等規定)，惟因我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第13 條第1 項但書明文禁止住宅聲音監察而無從聲請法院核准，故無

立法保留之授權依據而難以依法執行。

 為維護人民隱私權，執行跟蒐範圍限於不特定多數人得自由出入之公

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場所，僅能就對象之無隱私或秘密合理期待之活

動、言論或談話之蒐證，且須符合比例原則，兼顧公共利益與人民權

益之維護，不得逾越執行目的之範圍。

 本案例中，檢察官指示洋一進入艙房包廂以秘錄方式蒐證，取得弘經

理等人非公開之活動，依前開標準判斷，因艙房包廂與艙房外之空間

有相當之區隔，其內之活動影像、聲音，在外之人不易見聞，而有相

當之隱密性。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生活經驗法則，除使用者外，其他人

未經同意，自不得任意進入。而使用艙房包廂消費之人，在主觀上亦

期待該空間具隱密性，不輕易受外界干擾。弘經理等人於艙房內之活

動係具隱私或秘密之合理期待，自應屬非公開活動。

人權宣導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消費宣導

消基會啟動LINE帳號消費權益通
強化新知避糾紛

消基會今天宣布LINE官方帳號「消費權益通」啟動，可掌握消費新

知、修法動態、申訴資訊、同步參與記者會與論壇，透過強化新知避免

糾紛，已逾5000人加入。

消基會今天召開「消基會LINE官方帳號－『消費權益通』服務開通

了」記者會，至消基會官方臉書掃描記者會直播畫面的QR code，就能

加入。

消基會董事長黃怡騰表示，消基會累積41年來的工作經驗，多方面

累積豐富資訊，統計2021年至今年5月，就累計接聽2萬1127通諮詢電

話、收到1852件申訴案件、召開74場記者會、所出版的消費者報導雜誌

提供243篇消費文章，並執行19次產品試驗。他指出，同期間，消基會

也指派所屬20個委員會的學者與專家，出席793場次與政府消保決策擬

定、消保法令修訂有關的會議，為消費者發聲並提供建言。

他強調，消費者只要加入消基會LINE官方帳號「消費權益通」，就

可即時掌握6大類資訊，首先是「消保資訊即時通」，可掌握國際、國內

最新消費知識；其次是「修法動態一把抓」，即時更新保障權益資訊。

再者是「雜誌文章推薦您」，提供消費者報導雜誌最新一期期刊報導議

題資訊；第四是「即時關注記者會」，可透過網路科技同步參與記者會，

了解最新消費事件、議題。第五是「申訴管道報您知」，可同步獲悉消

基會彙整的消費申訴事件資訊，例如掌握不友善業者名單等訊息；第六

是「論壇活動零時差」，可即時獲得活動訊息、聆聽直播，深入了解各

種消費議題，最新一次活動是7月5日上午10時，將邀請中醫師解說如何

因應長新冠。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處長劉清芳、台北市政府消保官龔千雅、新北

市政府主任消保官王治宇等人都到場祝賀，肯定此舉將推升消基會在消

費者權益保護工作上的影響性，因為最好的消費者保護不是解決爭議，

而是教育，透過強化消費者對於消費者權益新知的即時掌握，將可防止

爭議發生。



廉政小劇場



本署中區事務大隊新竹縣專勤隊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本(111)年5月18日下午2時許，本署中區事務大隊

新竹縣專勤隊屬員接獲由余小姐轉交國人許先生

之陳情書及越南籍陳小姐之申訴書，並贈送蛋糕

禮盒3盒，屬員隨即報告該隊隊長，通報政風室

後，將蛋糕禮盒轉送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新竹仁

愛兒童之家。

本署北區事務大隊臺北市專勤隊屬員

拒收餽贈，廉潔表現，特予表揚

本(111)年5月30日上午10時許，本署北區事務大

隊臺北市專勤隊屬員接獲由憲兵指揮部臺北憲兵

隊范調查官贈送之鳳凰捲禮盒1盒，屬員隨即報告

該隊隊長，並通報政風室，基於公務禮儀不便退

還，將該禮盒分送臺北專同仁。



鴨鴨廉政學堂營繕工程五部曲

動畫短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Sv7k93WOw

繪本電子書
https://online.fliphtml5.com/hjnzt/lodx/#p=1

其他宣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Sv7k93WOw
https://online.fliphtml5.com/hjnzt/lodx/#p=1


幼兒廉潔教育-廉潔寶寶遊戲派對

其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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