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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月刊 107年 6月   

     

               政風法令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採購廠商或受補助之團體送禮至機關首長或機要人員家中，

應如何處理？ 

答： 

（一） 首長或機要人員如在家中，應當場予以拒絕退還，

如當時不在家或無法立即退還，應於3日內（簽報機關首長）

並送交政風單位處理。公務員透過配偶、直系血親、同財共

居家屬之名義收受財物，或藉由第三人收受後轉交，其受贈

財物「推定」為公務員本人之行為仍應予究責，係在防止公

務員透過白手套行收賄之情事。 

（二） 為避免困擾，應向家人宣導如有民眾或廠商等送禮

至家中，應予拒絕並通知公務員本人依本規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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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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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無法判斷是否有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

權利義務之虞時，該如何處理？ 

答：遇有請託關說，可能因專業不足或業務不熟悉，無法判

斷是否違法或有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於 3日內

簽報其長官，並知會政風單位，俾保護公務員自身之權益。 

 

 

 

         ※替代役廉政宣導※ 
                      

      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案例 

 

ＯＯ技能訓練所役男許○○，涉嫌利用執勤於大門勤務之便，

藉由收容人史○○母親到所辦理接見，私下提出邀約，並於

103年 5月 23日到史○○家中接受招待。該所戒護科警備隊

業依替代役獎懲辦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接受不當之餽贈

或接待)，移請考績委員會審議予以記過一次之處分，役男

許○○業於 103年月日退伍在案。  

 

資料來源： 106 年替代役廉政宣導教材  

 

             廉政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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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愧於屋陋的楊震※ 

    東漢中期以後，朝政腐敗、官吏貪污。但是在安帝時，

享有「關西孔子」美譽的楊震，即是當時的一股清流。某日

他被任命為太守，在赴任途中時，縣令王密突然來訪，因渠

與楊震曾有師生情誼，爰秉燭至深夜；此時王密從懷中取出

十斤黃金，並稱僅是感念楊師之教誨，而別無它意，殊不知

楊震回答說：「你應該把這份心意回報給朝廷、百姓才對…。」

但王密卻答稱：「現在是深夜，不會有別人知道此事的，你

還是收下黃金吧…！」楊震一聽便怒道：「天知、地知、你

知、我知，怎麼說沒有人知道呢…。」王密聽了當場愧得無

地自容，悻悻然的離去了。  

    俗話說的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孟子也曾

強調過所謂的「夜氣」；也就是說在夜闌人靜時，一個人只

要端坐省思，自然就會有一股明是非、別善惡之「氣」，而

這股「氣」，人皆有之，但是要靠不斷的修持，才能永保清

明，不受矇蔽。我想，楊震就是善養其「氣」的最佳典範。  

 

 

 

              消費者保護宣導 
 

※網購境外商品慎選賣家，發生爭議及時處理※ 

 

資料來源：107-03-19    消費者保護處  

為處理消費者以「貨到付款」方式網購境外商品而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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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爭議，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

指派消保官會同公路總局，至國內 4 大業者實地查核

29 件託運單，業者均落實「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18

條規定，正確記載託運人相關資料，並協助消費者處理

相關爭議。 

去(106)年消費者經由社群網站(臉書及 LINE)廣告，以

「貨到付款」方式網購境外商品，因賣家位於境外而無

法有效處理的消費爭議案，計有 986 件。為此，行政院

消保處召開多次會議，要求主管機關公路總局督促國內

運輸業者，落實「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18 條規定，正

確記載託運人相關資料(1.姓名 2.詳細住址 3.電話)，

讓消費者能夠即時向託運人請求暫緩將款項支付境外

業者，以減少損失。 

行政院消保處並指派消保官會同公路總局，至國內 4

大運輸業者(宅配通、統一速達、新竹物流及嘉里大榮)

的境外貨物處理場所進行實地查核，查核內容包括「貨

物託運單有無依規定記載」及「運輸業有無協助處理消

費爭議」。查核結果如下：(詳附表) 

一、貨物商品託運單，共 29 件，記載內容全部合格： 

(一) 宅配通：5 件託運單，託運人同為 1 家(由託運人

彙裝境外同一網站之商品，交運至各地消費者)。 

(二) 統一速達、新竹物流及嘉里大榮：共查核 24 件商

品之託運單，全部符合前揭規定。 

二、  協助消費者處理爭議： 

(一) 統一速達與託運人訂有處理消費爭議之約定。 

(二) 新竹物流及嘉里大榮則以通知託運人方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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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退貨退款。 

(三) 宅配通僅送貨未經手貨款(去年申訴案件，並無宅

配通) 。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在網路上購買境外商品時，

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慎選賣家，選擇有信譽的賣家，跨境爭議案件實務

上處理不易。 

二、注意廣告內容，商品售價異常低廉，無法確認賣家

身分，商品品質與規格不明確，均應特別留意。 

三、考慮選擇以第三方支付方式付款之賣家。 

四、發生爭議時，應立即向託運人(國內清關行)及運輸

業者反映及申訴，讓業者掌握時效，協助處理或暫緩付

款給境外公司。 

 

 

                 

               反詐騙宣導 

       ※防範老人受騙小叮嚀※ 

資料來源: 2018-04-17   內政部刑事警察局 165 全民防騙

超連結 

防範老人受騙小叮嚀 

年紀較長的詐騙受害人，常係因接獲詐騙電話而受害，若家

中有年長者，家人又不能時常陪伴在側時，即容易成為被害

高風險族群。 為避免上述情形發生，可參考以下防詐騙小

叮嚀： 

https://www.165.gov.tw/News/Details/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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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便條紙或貼紙至於家中電話旁，寫上「小心詐騙」等

反詐騙標語。 

二、提供家屬聯絡電話(如於其手機或家中設置聯絡簿)，於

緊急情況時可使他人協助聯繫家屬。 

三、時常保持聯繫，瞭解目前生活與財務狀況。 

四、蒐集有關假檢警(如監管帳戶)、假投資等老人易受騙之

手法資訊，提醒家中長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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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 社群網站的 女巫攻擊 ※     
                               法務部調查局資通安全處 雷喻翔 

資料來源：法務部調查局 107年 5月號清流月刊 

    等紅綠燈時回覆 FB 上的留言，或給友人按個讚； 在

通勤路上滑手機，瞧瞧動態時報裡頭的最新消息， 這些情

景於日常生活中再熟悉不過，其中卻隱藏著信 賴風險？ 

社群網路的生態系統  

近幾年由於臉書（Facebook）、推特 （Twitter）及 Youtube 

等社群網路的興起， 影響了人際之間的交流，並產生了史

無前 例的大量網路資料。大量的資料流帶來大 量的使用人

潮，而且藉由社群網路提供 的 應 用 程 式 介 面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第三方應用軟體

可以輕易地與社群軟體互動，例如使用者在行動裝置下 載

了新的餐廳推薦軟體，無須重新申請新 帳號，而是直接使

用原本已經擁有的社群 網路帳號登入，如此，便可享用便

捷的服 務並與社群網路的親朋好友分享資訊。透 過上述簡

便的方式，社群網路逐步結合金 融、餐飲、交通等原本獨

立的服務，建構 出一套完整的使用者「生態系統」。 

隨著社群網路的風行，攻擊這套生態 系統的意圖也隨之增

加。一個惡意的使用 者可以在社群網路上註冊多組帳號，

並從 中製造錯誤的訊息、刻意張貼不實的評論誤導風向、

影響網路的投票結果，用以破 壞社群網路建構出的信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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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此類型的 攻擊手法就是典型的「女巫攻擊」。 

女巫攻擊 

女巫攻擊乍看之下讓人摸不著頭緒， 它是源自於 1970 年

代出版的一本美國小 說，小說書名便是女巫（Sybil）。書

中的 女主角人格混亂，一個人同時擁有 16 種不 同的角色，

於是電腦科學家便以此命名， 將「意圖以多組不同帳號來

顛覆社群網路 的使用者行為」定名為女巫攻擊。圖 1 描 述

女巫攻擊概觀：惡意使用者先藉由申請 大量的帳號創造出

看似毫無關聯的獨立實 體，接著再向社群網路伺服器發動

不實攻 訐以達成駭客的目的。 

在理想情形下，一個使用者應當只 有唯一的一個帳號，此

虛擬帳號雖然隱匿 了部分的個人隱私，但是實際上就是這

位 使用者於社群網路上真實身分的投射。然 而現實的情況

卻非如此，諸如臉書、推特 的帳號申請管道僅依賴簡單的

電子郵件認 證，雖然初衷是為了減少使用者申請帳號 的繁

瑣手續，但同時也提供有心人士操作 的管道。  

女巫攻擊 

    不似傳統以病毒、木馬為武 器的資安攻擊手法，對於

家庭或辦公室電 腦的破壞沒有立即的侵略性，但對社群網

路來說，就「安全」及「信任」方面將產 生巨大的影響。

常見的例子如下：在網路 電子投票中，惡意的使用者可以

利用多個 IP 位址作假，用以取得想要的支持目標； 又例

如以詐騙消費者為目的之虛設公司會 利用女巫攻擊獲得 

Google 搜索排名，以提 升該公司的信譽及公信力。  

因應之道 

    有鑑於此，資訊安全研究者相繼提 出可能的解決方式，



9 
 

一種最簡單的方法是 採用可信賴的第三方代理機構來驗證

每一個使用者提出的申請。這個機構必須擁有 毫無疑問的

公信力，對於使用者的申請進 行嚴格審核，降低偽裝身分

的機率。審核 方式可以分成直接或是間接審核：直接方 式

是由公正機關直接對使用者進行身分查 核，確定不是重複

申請且該身分與使用者 實體是「一對一」對應後，始能發

出認證 書；間接審核的對象不是個人，而是機構， 當該機

構從公正機關獲得認證書後，它可 以扮演公正機關的角色，

對個人申請進行 驗證。 兩種方式各有其優缺點，直接審核

的 優點，是可以更加嚴密地掌握申請者的身 分，一旦有可

疑事件發生，可以提供完整 的反向查詢，申請人的真實身

分無從隱蔽。 相反地，間接審核無法第一時間提供申請 人

的詳細身分，必須經過一層層遞迴地查 找後才得以掌握目

標。直接審核的缺點， 則是單一可受信賴的公正機關將面

臨資源 管理和網路通訊的瓶頸，當所有申請都集 中於單一

機構時，整體的服務品質受限於 網路頻寬及伺服器處理速

度，有可能遭到 阻斷服務攻擊（Denial-of-Service attack），

進 而耗盡系統網路資源。如同面對社交工程或其他資安攻

擊手法，很難有一種完美的 架構可以百分之百抵擋變化多

端的駭客入 侵，女巫攻擊也無法單靠一種解決方案便 可一

勞永逸，這也是專家學者們仍然持續 投入研究的原因。  

物聯網及車聯網的衝擊  

    女巫攻擊除了危害社群網路以外，對 於新興的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或是車 聯網（Vehicular Networks）

也同樣帶來危害。 兩者都是由多部機器或汽車經由彼此之

間 共同認定的通訊協定所架構出的網路，一 旦有多個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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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混入其中，企圖夾雜錯 誤的訊息，這種行為無疑就是

典型的女巫 攻擊。 科技大廠及各國際車廠競相加入研 發

無人車，在可預見的未來，無人車將在 各大城市滿街跑，

車與車之間的通訊便是 車聯網的應用。想像一下以下狀況：

車輛 之間依靠彼此的車流量回報來判斷最佳路 徑，如果有

一群被操控的車輛故意回報錯 誤的車流量資訊，整個交通

網路將大受影 響，其嚴重性不言可喻。 

結語  

    社群網路帶來了便利，同時也帶來了 更多不確定性，

如果原本被認為是正確的 資訊一夕之間反被判定是錯誤資

訊，輕則 影響社群網路的公證力，更甚者錯誤訊息 的傳遞

會造成實體社會的惶恐不安。然而， 女巫攻擊目前尚無完

美的解決方案，除了依靠公正機關的把關外，最重要的是網

路 使用者的判斷力，當遇到可疑訊息時，需 要有縝密的思

考跟多方求證，切勿「眼見 為憑」全盤接收。就如面對社

交工程的釣 魚手法，根本解決之道仍是使用者的使用 習慣，

這是再多的網路防火牆跟防毒軟體 都比不上的。 

 

                    

           

安全維護宣導 
 

         ※火場求生常見之錯誤觀念※ 

      資料時間：107/03/06 來源：臺灣桃園檢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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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火場逃生原則應往上或往下？ 

    很多人認為往下跑會遭遇火煙侵襲，往上跑最起碼離火

煙越來越遠，安全上應該更有保障，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錯

誤的想法，如果往下跑會遇到煙，代表梯間已受到汙染，往

上跑也會碰到濃煙，而煙每秒上升速度 3-5公尺，如果往上

跑將使自己暴露在濃煙中，而往下跑最起碼跟煙做的是相對

運動，只要能跑到起火層以下的樓層，我們就安全了，所以

火場逃生原則上往下，如果不能往下避難，則應該選擇回到

原本居室『關門』求生。 

二、房門外有高溫及濃煙時該怎麼辦？ 

    當今天摸門後，發現門的溫度非常高，或門外有濃煙(濃

煙通常會伴隨著高溫)，有一個非常簡單卻非常實用的保命

方法-關門。根據美國 NFPA實際燃燒實驗發現，當房門外的

溫度高達 150℃時，如果房門一直是關起來的，房內之溫度

則僅有 25℃，足證關門可以有效阻隔火煙，如果起火點在屋

內，逃離家門時將門關起來，可以將火勢侷限於屋內，減緩

火勢的延燒速度，方便其他房間或樓層的人逃生，這個基本

的火場逃生觀念『關門』，可以自救也可以救人。 

三、發生火災時，適不適合使用塑膠袋逃生？ 

    如果塑膠袋是遭遇濃煙時使用，那麼在濃煙密布的環境

中塑膠袋只有裝滿著大量濃煙的機會，此時我們將裝滿濃煙

的袋子套在頭上，說要協助自己逃離火場這種方法是不對的，

另外塑膠袋的耐熱溫度不高，如果使用塑膠袋於火場高溫逃

生，可能會受熱而像保鮮膜包覆自己，致使呼吸困難，未受

熱前，也會因自己呼氣造成塑膠袋視線受阻，影響逃生的速

度。火場初期溫度不高，煙層也不會太低，周邊還有許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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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空氣，其實也不需要利用塑膠袋來裝空氣呼吸。近來時常

看到的逃生防煙袋，其效果亦同，經研究該產品國內目前沒

有檢驗標準、沒有合格產品、火場變素很大，逃生防煙袋並

無法驗證運用在火場逃生可以安全無虞，且逃生需要多少時

間？防煙袋可以使用多久？尚無明確證明，同時，如果只有

防煙逃生袋，身體其他部分仍會暴露在火場高溫高熱情形下，

故建議不可以使用。 

四、火場中可不可以用乾毛巾幪住口鼻？ 

    過去傳統的觀念，是火場中可以利用溼毛巾來協助自己

逃離火場，因此大家就推出乾毛巾不可用導致很多人面臨火

災時，因一時之間找不到水，無法將毛巾弄溼，就放棄了利

用毛巾幪住口鼻的逃生技巧。利用毛巾幪住口鼻最主要是防

止高溫的碳粒子進入肺部，溼毛巾既然能將碳粒子隔離，乾

毛巾也有同樣的功能，只是溼毛巾多了一個降溫及更佳之吸

附碳粒子的效果，當然，毛巾弄濕了一定得擰乾，否則掩住

口鼻後的呼吸過程一定會吸到水，大家可以做個實際的體驗

試試看，對於這一點的爭議應當不大。但火災現場瞬息萬變，

在把握時間逃生的前提下，基本上皆建議直接逃生(低姿勢)，

別再浪費時間找毛巾及沾水弄濕等動作。 

五、火災時浴室可不可以避難？ 

    浴室門下沿有氣窗不易填塞防阻濃煙竄入，浴室門大部

分不是木造就是塑膠製，容易軟化或著火；浴室天花板大多

也是塑膠材質，容易軟化或著火；軟化或著火後，相對安全

區防火防煙區劃就被破壞了；躲在浴室則已無其他逃生出口，

形成死胡同，影響逃生；所以浴室並不是待救時第一選擇場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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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否利用排水孔呼吸新鮮的空氣？ 

    這是在網路一直流傳及時常報載的火場逃生技巧，其實

這是錯誤的觀念。因為平時為了不讓排水管內的臭氣和昆蟲

進入室內，近年來浴室設計都在排水孔加上存水彎的設計，

這樣一來，因為水封深度的關係，排水孔其實是不會有空氣

流通的。同樣的，這樣亦不能選擇馬桶來呼吸新鮮空氣。 

七、家中最重要的消防設備是什麼？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根據消防署的統計，住宅火災人員

罹難的主要因素為火災發現太慢及自力避難困難。由於太慢

發現火災和初期反應失敗，導致錯失逃生之第一時機或避難

行為。住宅火災中，有無裝設火災警報設備與死亡之間有絕

對之關聯性。高齡者行動不便避難若能於住宅裝設火災警報

器， 利用其所探測煙或熱時產生的警報聲，早期提醒正在

熟睡或不知火災發生的民眾，及早發現並開始逃生，除可抑

制火災擴大，亦可減少人命傷亡。因此，住宅場所有必要設

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提高該場所自我保護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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