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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務務部部矯矯正正署署彰彰化化少少年年輔輔育育院院  
111000333 年年年 999 月月月廉廉廉政政政簡簡簡訊訊訊   

  廉政法令、消費者保護、安全及機密維護專刊 

 

廉廉政政法法規規及及案案例例       
 

資料來源: 2014/07/25 自由時報 

田尾鄉鄉長莊仁舜未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法令，沒有公開

甄審，就僱用女兒擔任鄉立托兒所約聘臨時人員，且每年都續聘，監察院昨天通

過監委錢林慧君所提糾正案，糾正田尾鄉公所；監院廉政委員會已在上週通過裁

罰莊仁舜六十萬元。 

莊仁舜昨晚得知此事後表示，她女兒為私立環球科技大學幼保系畢業，十年

前畢業後即返鄉奉獻專長，女兒並非行政人員，屬於專業老師，便不受一年一聘

之限制，更何況在他還尚未擔任鄉長時女兒即在鄉托任職，今年初女兒嫁到台中

市，便辭去鄉托老師一職。他表示，監委糾舉及裁罰六十萬元，他感到不服，等

收到相關文書後，會再訴願。 

莊仁舜今年一月才因涉嫌在辦理田尾景觀路燈及道路安全設施等多項工程，

向得標廠商索取回扣三十五萬元，遭彰化地檢署依貪汙治罪條例收取回扣罪起

訴，如今又因聘用女兒未避嫌遭監院糾正。 

彰化縣政府政風處前年底接獲民眾檢舉，指控莊仁舜自二○○六年三月擔任

田尾鄉鄉長後，僱用其女兒擔任鄉立托兒所保育員，每年一聘卻都續聘；彰化縣

政府今年一月將全案移送監察院。 

錢林慧君昨天表示，莊仁舜未避嫌任用女兒擔任鄉立托兒所

臨時人員，已經違反法令，但該公所行政、政風及人事等部門，

卻喪失監督及審核機制，淪為維護少數特定人員之特權利益，

形成政治分贓弊端，顯有違失。 

錢林並調查發現，田尾鄉公所歷年臨時人員進用，都是由

出缺單位簽請鄉長遴補，再由鄉長批示遞補人選，並未採公開

甄審方式，背離人事制度公開、公正及公平原則，顯有疏失；

且未辦理年終考核，也與契約規範內容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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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為確保市售中小學制服之品質符合安全及標示要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隨機

於全省中小學附近百貨商行、書局及學校消費合作社購樣檢驗，共購買 35款中小

學制服(含 35 件上衣、30 件褲子或裙子)進行「游離甲醛」品質檢測，檢測結果

全數符合國家標準要求，並依「服飾標示基準」規定初步檢查「中文標示」，結果

65件有 58件未依規定標示。 

標準檢驗局說明，學生制服已自 101年 10月 1日起列為應施檢驗成衣範圍，

檢驗方式為市場購樣之隨時查驗，有關品質檢測係依據 CNS 15290「紡織品安全

規範(一般要求)」國家標準辦理。有關成衣「中文標示」部分係依據「服飾標示

基準」檢查，初步結果，其中 58件未依「服飾標示基準」規定標示之情形分別為：

未標示製造廠商(或進口廠商)名稱、電話、地址、生產國別、纖維成分、洗燙處

理方法，生產國別及纖維成分未以正體中文標示等。有關中文標示未依「服飾標

示基準」規定標示部分，將移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依商品標示法處理。 

標準檢驗局呼籲，製造廠商應落實商品品質管理及「中文標示」之正確性，

以維護消費者權益。該局並提醒消費者選購學生制服時，注意下列事項： 

一、對於商品標示不明之產品建議不要購買，除注意品質、

價格外，請選購中文標示資訊清楚、詳細的產品，標示

內容須包含： 

1.國內產製者，應標示製造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其為

進口者，應標示進口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2.尺寸或尺碼。 

3.生產國別（產品主要製程地之生產國別）。 

4.纖維成分。 

5.洗燙處理方法：應包括水洗、乾洗、漂白、乾燥、熨燙

之圖案。 

二、建議挑選時，以嗅覺查看有無刺鼻異味，及使用前最好先以清水洗滌過，

以減少化學物質殘留。 

標準檢驗局強調，學生制服除於市面販售者外，亦有部分屬學校逕行採購送

交學生，該局呼籲各校自行採購制服時，應注意符合 CNS 15290「紡織品安全規

範(一般要求)」規定。 

標準檢驗局提醒，消費者對於購買相關商品多一些暸解，商品使用時就有多

一分安全保障，消費者可至該局網站「商品安全資訊網」項下查閱或撥打免付費

電話 0800-007123洽詢。 

 



第 3頁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案例摘要 

 駐○○代表處○○組所屬電腦於 101年 2月 1日非上班時間，發生大量資訊

封包傳送至外部特定電腦情事，經查係該組乙類雇員林○○使用之外網電腦

及實體隔離電腦。據瞭解林員以更新電腦病毒碼為由，私自將內網連接外網

電腦，傳送大量資訊封包至外部特定電腦，有洩密之虞。林員所使用之 2

臺電腦硬碟，經查共計 26 件機敏資料外洩，違反資訊安全規定情節嚴重。

案經○○委員會召開專案小組會議，決議將林員解聘。 

 問題分析 

 系統遭入侵：未經授權之使用人（駭客）入侵資訊

系統進行攻擊、竊取或竄改資料等非法破壞情事。

例如，「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郵件設

計愈來愈精巧可信，不知情的收儲，一旦開啟郵件

附件，或點擊郵件內的惡意網站連結，任何一個動

作都會讓電腦感染病毒。 

 未落實資訊安全規定： 

 隔離電腦未落實隔絕於網際網路之外，專用於公務  作業。 

 個人電腦之使用者識別碼及密碼，未妥善保存或交付他人使用，及未定

期更換。 

 機敏資料存放在對外開放的資訊系統中。 

 隔離電腦未以人工更新防毒程式病毒碼。 

 非經權責主管核准，個人電腦擅自下載軟體或變更硬體規格。 

 遇有資安異常事件發生，未即時向資訊單位反映處理。 

 維護措施不足： 

 可攜式設備或媒體（如筆記型電腦、行動硬碟、隨身碟等）應妥為保管

，非因公務需要並經主管核准，不得攜出辦公處所，攜回時應進行掃毒或

系統還原。 

 對於電腦發生異常情事，未有警示系統，俾及時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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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機敏檔案之備份媒體，未嚴密管制或由專人管制。 

 稽核功能不彰：未依機關資訊安全環境，實施資訊稽核，致未能即時發現缺

失。 

 使用人違規使用：經授權之使用人明知違規而使用，致系統資料外洩等情事。 

 策進作為 

 網路流量監控、分析及管制： 

為防範系統遭駭客入侵，防火牆建置後，網管人員應隨時對資訊網路進行流

量監控、分析及管制，俾利及時因應處理。 

 加強教育宣導： 

辦理駐外人員資訊安全教育訓練，建立正確的資安共識，以避免發生違規使

用電腦及公務資訊之情事，其宣導重點如下： 

 隔離電腦應隔絕網際網路並專用於公務作業，禁止私接；上網電腦連接

網際網路並專用於上網瀏覽資訊或收發一般電子郵件。兩者不得混用，

並於電腦設備明顯處張貼區別用途之識別標籤。 

 隔離電腦變更用途為上網電腦或上網電腦變更用途為隔離電腦時，須先

將電腦硬碟格式化、重新安裝作業系統。 

 資料之加解密須在隔離電腦進行。 

 嚴禁安裝使用 P2P點對點分享軟體。 

 禁止下載安裝或使用未經授權來路不明之軟體。 

 避免開啟來路不明的電子郵件及檔案，以避免駭

客病毒入侵。 

 上網電腦禁止瀏覽非法或機關所限制之網站。 

 電腦應避免 24小時開機，不使用時即關機或離線。 

 機密性或敏感性資料須以主管機關認可之加密機制加密後儲存於光碟、

磁片、外接式硬碟等可攜性媒體或隔離電腦硬碟中，並予以妥善保存。 

 禁止使用上網電腦處理機密性或敏感性公務。 

 落實機關資訊安全稽核： 

為機先發掘資安漏洞，同時檢視駐外機構人員實際執行保密情形，各駐外館

處應定期、不定期或遇有重大洩密案件之虞時，執行資安稽核或保密檢查，

除改善缺失漏洞並提高防火牆功能以防駭客入侵外，同時據以檢討策進，以

建立同仁機密資訊維護的正確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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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2014/08/09 自由時報 

台東縣政府昨天清晨驚傳小偷光顧，位於三樓的農業處辦公室抽屜被打開亂

翻、由於七時即有員工上班，小偷驚慌之餘把原本到手的近七萬元單眼相機直接

丟在垃圾桶裡，無財務損失，縣府行政處也將加強二、三樓的數位監視系統。 

農業處副處長蔡勝雄指出，他七時廿分左右到辦公室，發現門已被打開、抽

屜也開了一半，直覺有問題，問了最早到的員工，七時許有看到一個約一百七十

公分高的男性民眾身影，應該就是竊賊，許多員工的抽屜也被打開亂翻，但沒有

丟掉什麼東西。 

蔡勝雄說，原本以為拍攝工程照片的單眼公務相機及測距儀不翼而飛，還好

在水保科的垃圾桶找回來，除此之外，通往處長室的大門也有被撬過的痕跡，因

為保全設定在早上六時解除、六時十九分保全人員開啟通往樓上的一樓鐵捲門，

研判竊賊在短短四十分鐘內犯案，可能是農業處大門沒有鎖好，才被趁虛而入。 

行政處長王邦賢說，台東縣府是開放式建

築，出入口超過十個，實在不容易防範，因為其

他縣市陸續傳出遭竊，縣府去年才在一樓建置五

十五個最新的數位監視系統，這次清楚拍到竊賊

身影，未來除會加強宣導，請各局處同仁注意門

戶安全，今年也會在二、三樓加裝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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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婆婆媽媽注意了！在購物台血拼，小心變成詐騙集團的肥羊！某知名電視購

物業者 7 月中疑似交易資料外洩，導致消費者遭詐騙集團詐財案件突然大幅增

加，刑事警察局統計今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9 日接獲相關案件就有 33 件，調查後

懷疑消費者的個資有可能是從與電視購物業者合作的宅配業者處外流。 

高雄市的廖小姐（70年次，百貨業）今年 7月中在電視購物頻道購買一套機

能型內衣，採貨到付款方式順利完成交易，沒想到過沒幾天就接到詐騙集團冒充

這家購物頻道來電表示，公司把簽收單貼錯了，導致會多購買其他商品，他們會

將取消購買商品的文件傳真給銀行。隔 5 分鐘，另一名自稱銀行專員的人來電，

說取消手續正在辦理中，要廖小姐將戶頭的錢全部領出，存入其指定的銀行帳戶

來確定沒有被扣款。廖小姐不疑有他，前後兩次共匯了 120 萬元給對方，直到最

後一次對方食髓知味，竟要求廖小姐領 100萬元到指定地點交給「銀行專員」，廖

小姐起疑報警，員警陪同前往，當場逮捕兩名年輕車手。 

刑事警察局統計今年 7月 21日至 8月 9日（共 20日），接獲全國通報電視購

物個資外洩詐財案件就有 33件，等於每天都有人被騙，而且被害人清一色幾乎全

部都是女性。之前這類案件一個月不到 5件，如今卻突然增加，且其中有 31件都

集中在某老字號的知名購物台，引起警方重視，但被點名的某知名購物台也喊冤

報案。經調查發現，該購物台合作的兩家宅配業者，只有由其中一家配送貨品的

交易資料外洩，懷疑交易資料就是從這家宅配業者流出去的，正循線追查。 

刑事警察局呼籲，網路交易資料容易從

各種管道外洩，詐騙集團掌握這些資料

後，假冒購物和銀行業者打電話詐財案件

頻傳，民眾千萬不要聽信陌生來電指示匯

款、操作自動提款機或購買遊戲點數，更

不要隨便將現金交給自稱銀行專員、檢察

官、書記官的陌生人，牢記 1 聽 2 掛 3 查

證的步驟，有任何疑問也歡迎撥打 165 反

詐騙諮詢專線查詢。 

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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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覈實報支出差旅費刑事責任案件 

 ○○市政府○工程處工務所○技工及○工程員，負責○抽水站新建工程機電

部分監工及主驗，以辦理該工程舌閥及蝶閥材質取樣送驗為由，赴他縣市出

差 3日；卻當日來回。又以辦理抽水機試車為由，申請赴他縣市出差 5日，

卻延後 1日出差。事後填寫出差旅費報告表，○技工支領浮報 2,100元、○

工程員支領浮報 2,900元。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利

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罪，案經檢察官偵查，2 人於偵查中自白，犯罪所

得均未滿五萬元，偵查中繳回全部所得財物，向法院請求予緩刑之宣告。行

政責任部分該處核定 2人，各記過 1次。 

 ○○縣政府○○局會計室○主任，會

同政風室主任、總務室主任、技士、

課員等 5人，搭乘公務車赴他縣緊急

採購防 SARS清潔消毒用品，當日夜間

返回。會計室○主任明知出差 1天未

住宿；卻填寫出差旅費報告表支領當

日膳雜費 500元、旅館費 700元及次

日膳雜費 500元，浮報 1,200出差旅

費。於調查時自動繳還國庫，案經管轄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 款規定，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判決處有期徒刑 1 年 8 月，褫奪公

權 2年，緩刑 2年。 

 ○○署○組長、○編審，於週六、週日赴花蓮參加教育訓練及臺南地區督導

業務，均未住宿於當日返回臺北；惟 2人均分別報支 1天住宿費及半天膳雜

費，○組長浮報差旅費 4,239元，○編審浮報差旅費 2,238元。案經檢察官

偵查，2 人假日出差，事後均未報領加班費或補休，分別以偽造文書罪向法

院聲請簡易判決及緩起訴處分。 

廉政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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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警察局長○前局長連續 3年分別前往奧地利、約旦及美國等國考察，

先與旅行社協議要求乘坐經濟艙，事後由旅行社提供商務艙機票作為申報出

差旅費之用，利用商務艙與經濟艙之間的差價「掩護」家人隨行出遊，案經

管轄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

判決處有期徒刑 8年 10月，合併追繳犯罪所得四十萬元。 

 內政部○○署○○服務站○前主任奉派出差實際住宿費是 680元，卻向旅館

索取空白收據，自行在收據上填寫住宿費 1,400 元申請差旅費，4 次浮報計

2,880 元。案經檢察官依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 2 款利用職務上機會

詐取財物罪提起公訴。 

 ○高工○老師兩度帶隊參加校外比賽，實際參加學生僅 10人，比賽結束後浮

報為 31人，向學校逾領 32，592元及 35,280元之交通、膳雜及旅館費等的

補助款。案經檢察官偵查，逾領款項均供學生使用，事後又繳回前揭款項，

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法官宣告緩刑。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政風室 關心您 

 電話：(04) 8742111 分機 208 

 專線：(04) 875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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