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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103年 5月廉政簡訊 

廉政法令、消費者保護、安全及機密維護專刊 

 

廉政法規及案例  

公務員詐差旅費 判緩刑 5年  
任職台北關稅局新竹科學園區支局的古姓

辦事員，業務常需到竹南的保稅倉庫出差，執

行稽查只要 2、3小時，卻報支全日差旅費，曾

有 3 次溜到大陸會女友，被廉政署盯上。古男

繳回不法所得，新竹地院昨天依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判他 2 年徒刑，緩刑 5 年，褫奪公權 2 年。  

古男 40歲、未婚，平日交友廣闊，飲宴多，

辦案人員一度懷疑他與販毒集團有接觸，但未

查獲不法，只查到他涉嫌詐領差旅費，甚至周

五填出差，接著周休二日機會，溜到大陸會女

友。  

判決書指出，古男因業務需要，需到竹南

的保稅倉庫處理稽核等業務，執行稽查只需 2

至 3 小時，應報支半日差旅費 250 元，他卻報

全日差旅費 500元，自 98年 8月起到 101年 11

月間，詐領每次 250元差旅費，共 4500元。  

辦案人員還查出，古曾有3次報周五出差，

接著周休連假，赴大陸會女友。  

古男涉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他坦

承犯行，並繳回 4500元。法官認為，古領國家

公帑，未按實報支差旅費，利用差假處理私人

事務，有違公務員身分，考量他坦承犯行，且

詐取金額不高，同意給緩刑，讓他有自新機會。  

古男因詐領差旅費，遭公懲會決議休職 1

年，貪小便宜讓他付出慘痛代價。 

資料來源: 2014.04.08聯合報

http://udn.com/NEWS/SOCIETY/SOC4/8598434.shtml 

<消費者保護法令宣導> 
營養不均，小心初老提早上身  

「你開始初老了嗎？」初老一詞因偶像劇

「我可能不會愛你」成為許多青年男女的熱門

話題，意思是才 30出頭就開始有變老的現象，

像是常覺得全身疲累、變得不太能熬夜、頭腦

空白等，因為加班、熬夜、久坐、抽菸、飲食

不正常、缺乏規律運動等生活型態，都會使初

老提早上身！  

 營養不完整 易未老先衰  

「現代人吃得這麼好，哪會營養不足？」

假如你這麼想，那可就大錯特錯！因為現在人

的營養不足，主要是攝取的營養不完整所致，

尤其是維生素與礦物質，再加上台灣的外食人

口比例極高，據去年全國營養師公會的統計顯

示，台灣每天外食一餐以上的人口高達 2 千萬

人次，其中兩餐以上「老是在外」的人數就占

八成，實際能做到天天五蔬果的人少之又少。  

 每天補充綜合維他命，避免初老上身  

此外，就算蔬果吃得多，維生素與礦物質

的攝取量還是不夠，1992年地球高峰會發表的

全球地質研究便指出，過度耕種及濫用化學肥

料導致全球各地土壤貧瘠，現今蔬果的營養含

量早已不比當年，因此光靠天然食材要攝取足

夠的維生素與礦物質，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然而維生素與礦物質是維持人體正常生理機能

不可缺少的營養素，且大都無法由人體自行合

成，因此需額外補充才行。  

怎麼補充呢？營養專家建議，最好選擇同

時含有維生素與礦物質等綜合營養素的「綜合

維他命」，因為維生素和礦物質是相互依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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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同時攝取才能產生營養綜效協同作用、發

揮最佳效益。事實上，補充綜合維他命不僅可

遠離初老上身，有助長期健康，因此哈佛大學

早於 2002 年《JAMA》（美國醫學會期刊）的研

究中建議，現代人最好每天補充綜合維他命。

當然，市售補充品良莠不齊，選購前一定要仔

細比較，建議選擇由受肯定的國際大廠製造、

有 30年的營養科學經驗、並有最多臨床研究與

最多美國醫生與藥師推薦的商品，才有品質保

障。 

資料來源: 2014/04/07聯合報

http://mag.udn.com/mag/life/storypage.jsp?f_ART_

ID=507328 

機密視窗  

資訊系統外包的安全管理 

資訊系統外包廠商承做時，相關

的安全風險，應從軟體委外

開發程度與基礎建設上加以

考量。 

◎魯明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在新的全國戶政系統上線後，由於系統測

試不完全而影響作業的速度，造成媒體與民眾

一片撻伐；旋即又有議員爆料，該系統得標商

為節省人力，將部分系統包給大陸的軟體公司

撰寫程式，因而產生水土不服，且易形成資訊

安全的漏洞。 

科技新貴小潘在看到這則報導後，想起公

司很多系統的開發，也都是委外作業，會不會

因而造成資安問題？如果為了安全的考量，全

部收回自行開發，人力又無法負荷，有沒有辦

法兩全其美呢？一連串的問題，小潘在這個月

的師生下午茶約會中，提出跟司馬特老師討

論。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緩緩道來。專業分工

是產業發展的趨勢，軟體的委外開發，其實也

是代工的一環，像微軟的作業系統開發，也是

外包給印度的公司撰寫程式，難道使用者會擔

心 windows 拿到臺灣會水土不服嗎？會讓公司

洩密嗎？資訊系統的安全應該在一開始規劃時，

就要從軟體開發及基礎建設上加以考慮。首先

要考慮的是整個系統要委外開發，還是只有程

式撰寫的部分要委外，這二者的資安風險並不

相同。如果要把整個系統委外開發，公司就是

系統的使用者，他要提出系統的需求，讓資訊

廠商依需求去開發系統。如果只是把程式撰寫

的部分委外，公司就要自行做好需求調查、系

統分析與設計、測試驗收計畫等，委外的廠商

只負責依規格寫程式，不用管系統規劃是否正

確。 

小潘聽到這裡豁然開朗，企業的資訊系統

開發，如果採取整個系統委外的策略，就要在

系統的需求規格中，完整要求各項資訊安全作

為。如果只把程式的部分委外，因為廠商不清

楚撰寫的程式在系統中的位置，而且未來還要

跟其他程式整合測試，洩密的機率相對較低。 

司馬特老師又丟出另一個問題：資料庫的

資料安全要如何確保呢？小潘受到老師的鼓勵，

接著回答：資料庫的資料安全可以分為二個階

段考慮，在系統開發初期及單元測試階段，可

以用虛擬資料做測試，因為資料非真實資料，

因此沒有資料安全的問題。在系統整合測試階

段，因為使用實際資料上線測試時，應該有嚴

格的資訊安全規範，而且業主要有承辦人員在

場參與測試，一方面查看系統符不符合規範，

另一方面做資訊安全的監控。凡是涉及資料庫

的資料，委外廠商都只能在指定的場所存取不

能帶走，並做人員隨身物品的管制，以免資料

外洩。 

小潘又想到另一個問題：一套系統這麼龐

大，開發的程式又這麼多，怎麼知道有沒有被

人寫入後門程式？系統在測試時都沒有問題，

如果在執行期間發生問題怎麼辦？司馬特老師

答道：前面所談的都是在系統開發階段要如何

防止資料洩漏，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用逐行檢視

程式的方式，來確保系統中有無後門程式，所

以另一個防止洩密的方法，就是從基礎建設上

著手。稍具規模的企業，工廠、辦公室可能都

不會集中在一處，所以資訊系統建置後，勢必

要靠網路連結，面臨的挑戰並非只有軟體開發，

硬體的規劃與建置，也是影響系統良窳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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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系統間的連結是透過網際網路，被入

侵或者後門程式洩密的風險自然很高，這種設

計應盡量避免。企業如果有足夠的資源，最安

全的方式是跟電信業者租用專線，做為資料傳

輸的管道，因為只有一家公司在使用，沒有對

外的連結點，即使系統被植入後門程式，也沒

有出口可以把資料送出，像全國戶政這麼重要

的系統，就可以採用這種方式。 

由於大部分的公司沒有足夠的資源可以拉

專線，也有很多公司的據點遍布全世界各地，

無法逐一拉專線，為確保資料的安全，可以把

重要的資料集中管理，做好系統的存取管理，

防止資料不正常存取，並要求使用者透過虛擬

私有網路（VPN）登入，以確保資料的安全。 

這次的師生下午茶約會已進入尾聲。小潘

心想：原來資訊系統的安全，應該是「軟硬兼

施」才對，不能只考慮軟體而已，硬體的防護

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在軟體的委外開發上，不

同的委外策略應有不同的安全議題。以後面臨

這些問題時，更應面面俱到，才能確保系統的

安全。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103年 4月號 

安全天地  

踹開士院法警 上銬人犯跳樓脫逃 

士林地院昨發生30年來第一起人犯脫逃事

件！因竊盜案在台北看守所執行的慣竊張文忠，

昨因另起竊盜案被借提至士林地院 2 樓開庭，

結束後由 1 名法警上銬走安全走道，準備押解

回候審室還押看守所，途中身形瘦小的張男突

然偷襲法警，並很靈活地從僅 30公分寬的欄杆

穿越窗戶，縱身跳到 1樓，沿士東路向東逃跑，

檢警正追查下落。 

33歲張文忠因竊案遭判刑 1 年 8個月，本

月初入監；他還另涉 10多件竊案與毒品案審理

中，脫逃動機，正由檢警追查。 

張文忠去年因與另 2 人行竊遭逮，士林地

檢署去年將 3 人起訴，張男棄保潛逃，日前被

逮，士林地院昨借提審理這起竊案。 

昨上午 10 點 50 分，張男在地院 2 樓刑二

庭開庭，張男承認犯行，僅在最後詢問可否合

併應執行刑，省去出獄再報到的麻煩，庭訊半

小時結束後，盧姓法警替張男上銬，押解張男

走上安全走道，經過刑四庭外時，張男突然推

開法警狂奔，法警追上將他撲倒，張男伸腳踹

法警，並跑至前方轉角處，跳窗逃逸，儘管腳

受傷，仍硬撐逃離現場。 

士東路 200 巷 1 支監視器畫面顯示，張男

逃跑時雙手擺動，疑似已掙脫手銬，事後士林

地院出動 10多名法警追人，卻一無所獲。有目

擊民眾表示，看到張男在士東路逃跑一段後，

攔計程車朝東山路方向離去，但院方認為，張

男身著囚服且身無分文，可能性不高；士院並

表示，承審法官臨時決定加開審查庭，連庭表

上也沒有，張男應是前一天才收到通知，預謀

可能性較低。 

目擊者︰張男攔計程車逃 

張文忠目前在台北看守所愛舍服刑，原無

特殊異狀，近日疑因另案被判刑，回所後情緒

波動，於舍房內發出「啊！」的嘶吼叫聲，嚇

壞舍友，他向管理員自稱心情鬱卒，以吼叫宣

洩情緒，獄方將他移往違規房看守。 

士院將對失職人員究責 

盧姓法警扭打時手腕遭踹傷，腿部扭傷，

士林地院預計 16日召開考績會，針對人犯押解

過程進行檢討，對失職人員追究刑責。 

士院表示，依規定押解人犯時須由 2 名法

警執行，由於轄下有 3 個院區，加上張男非涉

及重大刑案，才由 1 人押解；另押解人犯時戒

具以手銬為原則，經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及有

逃脫疑慮的人犯得使用腳鐐。 

資料來源：2014/04/16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so

ciety/paper/77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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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詐騙宣導> 

思想太單純-被詐排行榜「公務員最

好騙」 
詐騙手法推陳出新，不過即使是最簡單的

騙術，也是有人輕易上當。高雄市警方昨破獲

一個詐騙集團，使用的手法是常見的假冒醫療

機構詐財，共34名被害者中，有半數是公務員，

也有執業醫師受騙，警方表示，「一半的被害人

都有大學學歷，還有 2 人是研究所畢業！有些

公務員思想太單純，才這麼好騙！」 

蘋果日報報導，此詐騙集團從去年 12月開

始，假冒長庚等大型醫院人員，亂槍打鳥撥電

話，指民眾申請的健保給付已核撥，但現在有

人持你的證件盜領，他們正在追捕並已報案。

接著對方說檢察官已調查，發現一件擄人勒贖

案贖金轉入你的帳戶，不來開庭就會拘提，不

過也可提供擔保金，要求把錢提領監管，再由

車手假冒法務部人員出面，收取被害人現金或

存摺，4個月來至少 34人被騙，總金額達 2500

萬元。 

警方分析受害者資料，發現竟有 17名公教

人員，其中 7 人是退休公務員，連國中主任和

執業醫師都被騙；受騙者學歷以大學畢業居多，

研究所畢業的有 2 人。被騙最多錢的是新北市

一名女退休公務員，連續被騙 3次共 450萬元，

老本慘遭騙光。 

警方表示，詐騙案件最常受害的民眾以退

休公務員、老師、軍人及家庭主婦最多，原因

是這些人都生活在封閉的職場和環境內，鮮少

接觸外界新的資訊。警方提醒，民眾只要記得

不要轉帳，不要交付存摺與現金，就可守住最

後一道防線，確保錢財不失。 
 

資料來源：2014/04/20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

/991543 
 

 

 

 

 

廉政櫥窗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

政府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

貪腐，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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