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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月刊 107年 4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一、機關長官陞遷時，機關同仁基於情誼聯名購買蘭花一盆

表示祝賀，該長官得否收受？ 

答：原則上可以收受，受贈財物屬公務員陞遷異動之例外規

定，且係以每一個人分擔之金額不超過新臺幣 3,000 元

為準，並非該盆蘭花之價值不得超過新臺幣 3,000 元。

惟若參與聯名的人員眾多，致累積金額龐大，可購買高

價紀念品如金條等，雖與規範似乎無違，仍應考慮社會

觀瞻，不宜贈送金額過高之紀念品。 

二、公務員因生日，獲長官致贈蛋糕，可否接受？另若機關

首長生日，部屬合資贈送蛋糕，可否收受？ 

答： 

（一）公務員獲長官致贈蛋糕，屬長官對部屬之慰勞範疇；

雖長官與該名公務員間，有指揮監督關係，惟該等行

為屬長官之慰勞，為本規範所允許。 

（二）部屬合資贈送蛋糕給長官，長官可以接受者限於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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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500元以下。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
察作業要點」問答輯 
 

請託關說登錄資料是否應全部對外公開？ 

答：請託關說登錄資料係屬政府機關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

得之文書，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3條所規範之政府資

訊，惟請託關說事件係為本人或他人針對特定事件所提

出之請求，不屬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條第 1項第 1款

至第 10款所列舉之「應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亦非屬

於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6條所規定，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

政措施而應適時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又人民向政府機

關申請提供請託關說資料，政府機關應依政府資訊公開

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9款規定，個案判斷應限制

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此外，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條第 2

項規定：「政府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依本要點第

12點規定，各機關應公開事項包括請託關說事件登錄之

統計類型、數量及違反本作業要點受懲戒確定之人員姓

名、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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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案例※ 
資料來源: 2013-05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案例彙編第 6 輯 

 

劉甲涉嫌違反銀行法案  

壹、案情概述  

一、案件來源 調查局洗錢防制處收到 A銀行 95年 10月申

報劉 乙等疑似洗錢交易報告，可疑理由陳述：本行客

戶 劉乙、黃郭○○等帳戶常有不特定人匯款入帳，入 

帳後即由劉甲等分批提現，提現後再結購外幣匯至 美

國、南非及法國等地，交易可疑。 

二、涉案人 劉甲、劉郭○○夫婦 三、涉案情形 劉甲夫婦

係高雄市民，明知非銀行不得辦理 國內外匯兌業務，

竟基於牟利之意圖，自 91、92 年 起接受臺灣、大陸兩

地不特定客戶委託，在高雄市 住家內從事新臺幣、人

民幣匯兌之地下通匯業務， 藉機賺取手續費及匯兌差

價；劉甲夫婦為躲避查 緝，先私下與大陸廣州市綽號

「阿○」之女子協議 商定新臺幣與人民幣之匯率換算

方式後，再以事先 申請之多線行動電話為聯絡工具，

招攬臺灣、大陸 兩地有資金往來交易需求之不特定民

眾，在電話中 談定費用及新臺幣、人民幣之匯率換算，

指示客戶 將欲兌換人民幣之等值新臺幣匯入劉甲指定

之 A銀 行某分行劉乙等多個帳戶，款項匯出後，劉甲

再要 求客戶將匯款單及 洗錢案例彙編第六輯 2 至其

事先申請之電話，俟款項確定入帳後，劉甲乃 將前述

臺灣地區客戶提供之大陸受款帳戶資料，傳 真予廣州

市「阿○」，該女子再依約將人民幣匯出 至指定受款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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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完成交易；劉甲夫婦自 91年至 96 年間，非法經

營地下匯兌業務，累計金額達新臺幣 （下同）48 億餘

元，獲利上千萬元。  

貳、洗錢手法 劉甲夫婦為掩飾非法從事地下匯兌犯行，多

利用 親友向銀行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不特定之民眾

匯入 款項，且為免資金遭循線追查，入帳後之款項多

利用 現金方式提領後，再加以運用。  

參、可疑洗錢表徵  

一、同一客戶於同一櫃檯一次辦理多筆現金存、提款交 易，

分別累計達一定金額以上，且該交易與客戶身 分、收

入顯不相當或與本身營業性質無關者。  

二、存款帳戶密集存入多筆小額款項，並立即以大額、 分

散方式提領，僅留下象徵性餘額，其款項與客戶 之身

分、收入顯不相當或本身營業性質無關者。  

肆、起訴、判決情形 本案係由調查局南機站於 97.11.24 移

送高雄地方 法院檢察署依法偵辦，高雄地檢署於

98.7.28以違反銀 行法第 125條及第 29條第 1項提起

公訴。  

伍、經驗參考 3 地下匯兌業者多以他人名義開立帳戶，收

受不特 定民眾匯入款項，帳戶內進出交易頻繁，帳戶

設立者 與匯款人多不相識，且業者為免遭查緝，多利

用現金 方式提領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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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役廉政宣導※ 
                      

          請託關說案例 
1.案情簡述 

替代役役男甲、乙等二人，在 A看守所擔任替代役期間，

在押被告丙的姊姊丁，請託役男甲幫忙攜帶香菸入監給丙

吸用。98年 2 月間，替代役役男甲接受丁的請託後，竟未

依相關規定進行簽報登錄，反而將其交付之 5條香菸轉交

替代役役男乙，私下夾帶入所交付給在押被告丙、戊等二

人吸用。 

2.溫馨叮嚀 

甲對民眾丁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的請託

關說，應委婉堅定予以說明外，並應將丁請託關說之情形，

簽報首長並知會政風機構，以符合相關規定。不料，甲竟

然依丁之請託關說，使在押被告丙因而獲得不法利益，替

代役役男甲、乙等人，因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

第 1項第 4 款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而遭判刑。倘能

堅持依相關規定拒絕，並簽報即可脫免牢獄之災，為此招

罪，甚為可惜。（詳如柒、貪瀆案例解析五） 

3.參考法條 

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第５條

第 1項： 

請託關說事件，應由被請託關說者於３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

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者，應向兼辦政風業務人員或首

長指定之人員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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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1條： 

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時，應於 3日內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

機構。 

資料來源： 106 年替代役廉政宣導教材  

 

               廉政小故事 
 

  ※杜絕「後門」的費宏、高鍇和徐勉※ 
    

明朝正德年間，朝廷規定鑄印局設置正、副使各一名，以及

辦差的文官數名。每當遇缺招考上述人員時，報名人員總是

逾百上千，其中請託關說者逾半，弄得主事官員很難處理。

當時費宏是禮部尚書，便公開決定招考補齊吃官糧的人員，

同時錄取候缺及習字人員各數名，俟將來有出缺時再依序遞

補。這個辦法不但可以維持人事安定外，也杜絕了所有的「後

門」請託關說案件。  

    同樣的例子，唐文宗時吏部侍郎高鍇，首次主持進士考

試，官宦子弟斐思謙，透過當時權傾一時的宦官仇士良關

係，竟被排在第一名。高鍇覺得厭惡，除了將他痛斥一頓外，

還將他除名後攆出去。翌年，高鍇仍任主考官，他即特別警

告家屬及從吏，絕對不可接受任何人的批條和請託關說。另

外，梁武帝時吏部尚書徐勉，不但熟悉各個官員的狀況，在

選用官員時也特別迴避任用親近的人。某次有一好友來拜訪

他，向他提出求官之事，徐勉即嚴肅的道說：「今天只談風

月之事 ，不可談論公事。」所以後來知道他的為人者，都

不敢再向他提出請託關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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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的公開與安定，是機關行政效率與廉潔的關鍵；只

要主事官員不為私利，並且用心解決、處理公事，自然就能

獲致上級長官與民眾的肯定。  

 

 

 

 

           消費者保護宣導 
 

※APP 費用併入電信帳單付款，小心使用免
爆表！※ 
 

資料來源：107-03-14    消費者保護處  

 

    行動裝置為現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新興的電信

帳單付款服務隨之成為經常使用應用程式（APP）購買的消

費者的另一個付款選項，但相關爭議亦與日俱增。行政院消

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已協調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下稱通傳會），要求電信業者將電信帳單付款功能預設

為關閉、配合消費者要求提供明細，及落實帳單分列與分繳

等措施，讓消費者權益得以確保。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統計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6

年受理之電信帳單付款相關申訴案計 38件，較 105 年全年

之 7件明顯增加，且 107 年 1月 1日至 2月底亦已累計 14

件，足見類似爭議案件有快速成長之趨勢。經分析主要之申

訴態樣，並據以協調通傳會督促業者改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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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樣一、未成年人誤觸消費（圖 1），致帳單包括電信費用及

Google Play消費帳款 

【案例】某甲老太太手機僅用於撥接電話及 line和

facebook等，未申請手機門號付款功能，卻接獲繳款通知

單，出現數筆總計約新臺幣（下同）16,000元的 Google Play

款項，質疑電信業者擅自開啟其電信帳單付款功能，致家中

孩童誤用。 

【改善】行政院消保處已協調通傳會督促業者將電信帳單付

款功能預設為關閉；其後如相關功能之設定發生變更時，通

知門號申辦人（如：未成年人之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等）。

另，消費者如無 APP 內購買之需求，可將行動設備帳戶設定

為此裝置在 Google Play上購買任何內容時均需要通過驗

證，或開啟 iPhone 與 iPad 的取用限制（圖 2）。 

態樣二、消費者無法從電信帳單中得知未成年子女於 Google 

Play或 App Store/iTunes 的消費明細 

【案例】某乙申辦門號時告知業者係供未成年子女通話使

用，請業者勿開放任何上網或購物功能。卻收到電信業者通

知異常消費 15,600 元，經致電客服說明係 Google Play 費

用，如欲瞭解相關明細，須撥打 Google 客服電話；惟經撥

打該電話，Google 客服以各種理由不提供明細。 

【改善】各電信業者均可依消費者要求提供電信帳單付款之

消費明細，消費者可視自身需求撥打業者客服電話索取。 

態樣三、業者未告知消費者名下門號之信用額度調整情形 

【案例】某丙手機門號之信用額度上限為 5千元，卻收到 App 

Store/iTunes 費用近 2萬元之帳單。經洽詢電信業者客服表

示，因其按時繳費、信用良好，所以增加額度。消費者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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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未通知信用額度已調高，致其過度消費。 

【改善】電信業者均提供消費者透過客服電話查詢名下手機

門號之信用額度，另有部分業者之官網與 APP已提供信用額

度查詢，消費者可善加利用。 

態樣四、電信業者將電信費用與 APP 等費用之帳單分列，但

未落實分繳 

【案例】某丁因為 APP消費款項爭議，僅同意繳交門號月租

費，電信業者以其電信帳單付款尚有欠費為由，暫停其行動

通訊。 

【改善】通傳會嚴格要求各業者落實電信費用及 APP等其他

費用帳單的分列與分繳，並已納入電信管理法（草案）規定。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數位時代下，行動購物與

線上購買的支付工具日益多元，不論使用 Apple Pay、

Samsung Pay、Line Pay 等綁定信用卡，或併入行動電話帳

單付款，手機都是行動錢包，消費者應妥善保護帳戶、密碼

等資料，並隨時注意手機簡訊與電子郵件收到的通知訊息，

以免費用帳單爆表，造成荷包大失血。 

 

 

 

                 

               反詐騙宣導 
 

  ※十種貸款詐騙手段大曝光！※ 
               資料來源: 2016-03-15   101創業大小事 

    近年來，隨著借貸市場的日益活躍，借貸方式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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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多樣，騙子的詐騙手段也是越來越新穎，有的手段

並不高明，但有的著實考驗智商，讓人防不勝防。騙子

們正是利用人們缺乏金融知識、急需周轉資金、銀行和

監管部門防範不力等有利條件，肆無忌憚地實施以發放

貸款為名的詐騙活動。另外，還有一些借款人，在藉貸

的過程中施加手段，逃避債務。 

  

十種貸款詐騙手段，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免造

成經濟損失。 

一、出借人變成借款人 

  

在普通的民間借貸中，借貸雙方往往忽視了借條的重要

性，在內容書寫上，極不規範。有的借條只草草寫上“今

收到 XX 人 XX 元……”，但到了還款的時候，借款人就

會聲稱收到的是對方還給自己的欠款，之前的借條已經

丟失。騙子將藉款變為收回欠款，讓出借人在解決糾紛

時百口莫辯。 

  

基於此，小編提醒大家，借條是出借人日後主張權利的

書面憑證，必須真實記載當事雙方的真實身份及具體事

項（如應具體清晰地寫明出借人、借款人、借款金額、

用途、利息、借款時間和還款時間等）。內容表述要清

晰，不要有歧義。 

  

二、還款金額與原借款金額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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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問題還是藉條內容書寫上的不規範問題。主要手段為

騙子在發放貸款時，往往會在藉款條填寫金額處留有一

定的空隙，在藉款人簽字後，騙子收回借條並擅自添加

數額。比如甲方向乙方借款 10 萬元，到了還款的時候，

乙方拿出的借款條上居然寫著還款為 100 萬元。 

  

三、故意寫錯借款人姓名 

在書寫借條的過程中，借款人與出借人的姓名是必填的

項目。有些騙子就在姓名上面做文章，例如借款人故意

將出借人姓名用相近的其它字代替，當出借人催款時，

才發現借條的中自己的名字是錯誤的；或者藉款人故意

將自己的名字簽錯，當出借人催款時，才發現借條的中

藉款人的名字是錯誤的，借款人也是事後不認賬。這時，

出借人就會處於很被動的狀態，不利於債務的追償。 

  

四、由人代寫借條或簽名，事後不認賬 

有些騙子假扮成借款人向金融機構或個人借款，在藉款

需要簽字的時候，想辦法離開簽字現場，然後請第三方

代自己簽名完成借條。事後，出借人在要求歸還貸款之

的時候，騙子就會以不是自己簽字為由，拒絕還款。 

  

五、玩文字遊戲 

有些騙子深諳文字遊戲之術，擅於利用語言邏輯漏洞騙

取他人錢財。比如甲某借了 10 萬元給乙某，但乙某卻

在藉條中寫成“於今日借乙某 10 萬元整”或“乙某於

今日向甲某借 10 萬元”，一旦出現糾紛，乙某則會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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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說是甲某向自己借款 10 萬元，甲某才是還款人。 

  

六、低息或無息貸款詐騙手續費 

我們經常能在新聞中聽到這樣的案件：借款人先行付款

後，騙子不見踪影。這是一種十分常見的詐騙手段，騙

子打著“放款前，先收費”的幌子，許下了空頭支票，

等到借款人先行付款，騙子要么見好就收，捲款而逃，

要么胃口大開，繼續索要錢款。 

  

主要方式主要有兩種：第一，騙子通過發布信息稱可為

資金短缺者提供貸款，利息低、無需擔保，以提前支付

預付利息、保證金等為由要求其匯款，實施詐騙；第二，

騙子發送虛假低息甚至無息貸款信息，事主與其聯繫後，

被要求向指定賬戶匯驗資款，以證明還貸能力，造成事

主經濟損失。 

  

七、辦銀行卡關聯，無需確認就扣錢 

騙子首先發布無抵押貸款等誘人貸款信息，待到事主與

其聯繫後，便要求事主辦理一張新銀行卡，然後再以方

便將貸款打到銀行卡上為幌子，要求事主去銀行辦理關

聯操作。按照這種“關聯”業務規定，一方的錢，在不

用確認的情況下，可被另外一方直接扣走。 

  

之後，騙子偽裝成銀行審核部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事主

說，按照無抵押貸款程序，需要查看貸款人的經濟能力，

而這個證明也不難實現，只要將一定金額的錢財存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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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再取出來，多次存取操作後，銀行就可看到卡上大額

的交易流水記錄，則可證明經濟能力。這是一種新型的

貸款詐騙手段，凡是涉及銀行卡操作的，提醒大家一定

要加倍小心。 

 八、將自己的銀行卡與事主的支付寶綁定 

這是一種手法十分隱蔽的詐騙手段，易讓人在渾然不覺

中就上當，資金不動聲色的被轉走。騙子首先以無抵押

無擔保等低門檻貸款信息引事主上鉤，然後聲稱貸款前

需要交保證金若干，要求事主重新開一張銀行卡，將保

證金存在新開的銀行卡上。騙子以業務績效有辦卡任務

等藉口為名，要求事主銀行卡的信息上要登記騙子的手

機號碼。 

  

之後，騙子讓事主將新辦的卡號以及身份證號碼等信息

發到自己的手機上，然後打開自己的支付寶的賬戶，輸

入自己手機上收到的驗證碼、事主的身份證號碼、銀行

卡號等信息，將事主的銀行卡綁定在自己的支付寶的賬

號上。然後，利用支付寶的轉賬功能，將被欺騙的對象

卡內的所有財產轉入到自己的銀行卡內，完成詐騙。這

也是個貸款詐騙新手段，利用了貸款、支付寶等渠道。

大家注意，貸款時讓你先給保證金或者利息的，一般都

是騙子。 

  

九、假稱貸款需打點，詐騙錢財 

一些騙子稱自己在銀行有熟人，吹噓能幫忙拿到貸款，

在得到信任後，以需要“打點”為由向事主要錢。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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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後，並未幫助事主辦理貸款，而是全部用於個人揮霍。

不僅是民間借貸詐騙多，大家要注意，在向銀行借款的

過程中也要按照正規渠道辦理貸款手續，切不可因小失

大。 

  

十、釣魚網站 

隨著科技水平的進步，騙子的詐騙手段也是日益向“高

科技”發展。釣魚網站的應用可謂無處不在，在貸款領

域也同樣有著它的踪影。當你在一個網站上看到集“門

檻低、利率低、放款快”三大優勢於一體的貸款條件，

你可要當心了，這很可能是迷惑你的糖衣砲彈。騙子會

想盡辦法越過“面簽合同”這一個環節，不露面便告訴

你貸款資金已發放的喜訊，隨後還附上一個和銀行官網

類似的釣魚網站鏈接。之後若你進入釣魚網站，且不假

思索地輸入了銀行卡賬號和密碼登錄個人賬號，那麼這

些信息都將被洩露，等待你的則是賬戶內資金被洗劫一

空的窘境。 

  

附： 

1、哪些人易成為騙子的詐騙對象？ 

在實踐中，一些人認為從銀行貸款手續複雜、時間較長，

又急需資金周轉，圖省事、怕麻煩，於是就想到從非正

規渠道快捷籌集資金。騙子們正是瞄準了這一點心理動

態，抓住某些人對資金的需求慾望，肆無忌憚地實施以

發放貸款為名的詐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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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往往選擇缺乏電腦知識、對網上銀行的操作

流程不熟悉以及對資金需求量相對較小的小額投資者、

個體商戶，急需周轉資金的市民，負債在身走投無路人

員和其他急需資金的人員作為作案對象。 

  

2、防詐騙小技巧 

一、在藉條上要註明雙方職責、姓名、身份證號，並註

明還款日期和利息數額，借款條應當一式兩份，借、貸

雙方各執一份。 

二、借條內容表述要清晰，千萬不要有歧義。 

三、借款時，應盡可能要求對方提供有效抵押物，並依

法辦理抵押登記，以保障債權實現。 

四、要充分了解借款人的借款用途，保證借款不被非法

使用。因為法律上對“明知借款用於非法活動，仍舊讓

對方借款”的行為不予保護。 

五、如還款期已過，催要後，借款人因各種理由不予還

款，按照法律規定，應當在還款期屆滿後兩年內向法院

提出起訴。 

六、凡是放款前先收取費用的行為均屬騙局，先放款、

後收費這才是正規機構恆古不變的操作流程。 

七、不要輕易把錢借給不熟悉的人。 

八、不要輕易將自己的銀行卡賬號和密碼洩露給他人。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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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局偵破 2 萬筆個資外洩案 
 

   資料來源：107-03-30 18:00  公共事務室 

 

調查局為保障民眾資訊安全，於今（30）日由新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不肖保險人員藉人頭公司向人力銀行刊

登徵才職缺取得求職者基資案。 

調查局為保障民眾資訊安全，於今（30）日由新北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不肖保險人員藉人頭公司向人力銀行刊

登徵才職缺取得求職者基資案。 

    本案經調查局透過 1111 人力銀行協助，發現臺○○經

濟商務公司與○○人壽人員共謀，以臺○○經濟商務公司名

義向 1111人力銀行登載徵人廣告，再將人才查詢系統之專

屬帳號、密碼轉供○○人壽人員使用，藉機取得「封鎖保險、

直銷廠商之求職者履歷」之電磁紀錄；1111 人力銀行為充分

保護「封鎖保險、直銷廠商之求職者履歷」，與所有徵才公

司均簽訂契約載明「刊登人不得假借他人名義或接受他人請

託為虛偽不實之刊登，亦不得將人才查詢系統之專屬帳號、

密碼轉供關係企業或其他第三人使用」，○○人壽人員與臺

○○經濟商務公司共謀取得求職者基資已觸法。調查局為保

障民眾資訊安全，於今日搜索臺○○經濟商務公司，並約談

負責人許○○到案，以查明○○人壽人員取得民眾資料過程

及是否有將民眾資料轉售給其他保險、直銷業，詢問後將移

送新北地檢署曾開源檢察官複訊。 

    調查局呼籲民眾，若於求職履歷已封鎖保險、直銷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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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仍接獲保險、直銷業者電話及簡訊，請儘速向該人力銀行

資料庫反映，調查局將會全力協助偵辦，以維護民眾資訊安

全。 

                    

           

安全維護宣導 
 

觸電立刻要做的事 
資料時間：106033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斷絕電源，確保施救者的安全後，再視狀況急救。 

觸電會有哪些狀況？ 

定義： 

觸電是指被交流電給電到。 

臨床表現： 

觸電所造成的傷害包括 

1.電流直接的傷害，導致心室纖維顫動；抑制延腦呼吸中樞，

造成呼吸停止。 

2.電流使橫隔膜及胸壁肌肉產生收縮，造成呼吸肌麻痺。 

3.肌肉、血管、神經是人體內電阻較低的器官，因此電流極

易由這些器官通過，而較易引起受損。 

4.骨骼、皮膚是電阻較大的器官，但皮膚容易因為水分而使

阻力降低，造成電流由皮膚經過引起皮膚灼傷。 

造成原因： 

家中小朋友不小心去玩電源插座，或大人在室內修理電器相

關物品時碰觸到電源；工作時不小心誤觸活動範圍內的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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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 

結果： 

1.心室纖維顫性及呼吸停止，若沒有立即施予心肺復甦術，

則死亡率極高。 

2.橫紋肌溶解症，造成尿液量減少，甚至引起急性腎衰竭。 

3.電流所經過的皮膚和深部組織的灼傷。 

要怎麼預防才好？ 

1.不要隨意去玩弄電插座及電源開關。 

2.接觸電插座及電源開關應有安全絕緣的防護措施。 

3.在戶外不要任意觸摸垂落在半空中或掉落在地面上的電

線。 

我該怎樣照護自己？ 

一般在家裡所引起的觸電，若為 110 伏特，情況不嚴重者，

只要依灼傷的嚴重度，注意處理外傷即可（請參考第 52頁

燒灼傷處理）。若沒有引起下列嚴重症狀：意識不清、心跳

停止、呼吸停止，多半可以觀察，不需緊急就醫。若為 220

伏特者，仍有可能造成死亡，應儘速就醫。  

什麼時候需要找醫師？ 

1.觸電後，若有胸悶、心律不整、呼吸不順、冒冷汗、小便

量減少或意識不清等情形時。 

2.觸電後，施救者務必先切斷電源，用乾的木棒（或其他絕

緣體）將觸電者與電源分開，然後立即求救；並試著叫醒患

者，檢查呼吸；若無呼吸，則依照急救原則施予急救（請參

考第 48頁心肺復甦術），直到救護人員到達。 

3.電壓過高，產生燒灼傷，需要送醫觀察與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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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關心您 

檢舉電子信箱：ttpn@mail.moj.gov.tw 

檢舉信箱：臺東郵局 82號 

檢舉專線：（089）333-458 

FAX：（089）311-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