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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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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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8/11 中央日報 

苗栗縣某公所技士 3年前未依規定申請赴大陸旅遊，被調查單位查核屬實遭記

申誡處分，苗栗縣政風處 11日提醒公務員注意。  

 

中央社 11日報導，苗栗縣政府政風處指出，任職於苗栗縣內某公所的建設課技

士民國 100年 7月間前往大陸廈門、武夷山旅遊一週，因未依規定申請，遭調查單

位查核，今年 6月經政風單位查證屬實，提報公所考績會審議，決定予以申誡乙次

處分。  

 

苗栗縣政府政風處說，以往類似案件多數機關多以口頭告誡

或書面警告要求當事人警惕，無法發揮嚇阻作用，導致違規案

件層出不窮，這次該名技士所受懲處，是苗栗縣府及鄉鎮市公

所公務員違規赴陸遭申誡以上處分首例。  

 

政風處提醒，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公務員赴大陸應依身分別詳填申請表，經核可

後始得赴大陸地區；苗栗縣對於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及臨時

人員等非正式公務員，因同樣行使公權力，亦要求比照公務員

事前提出申請。 

參考法規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四、申請人應於赴大陸地區七日前填具申請表，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

注意事項後簽章，向所屬機關（構）申請，機關首長應向直屬上級機關申請。但有急迫

情形者，不受應於七日前申請之限制。 

前項人員於返臺上班後一星期內，應填具返臺意見反映表，送交所屬機關備查。有具體

情事涉及其他主管機關業務者，移請各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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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為因應新興第三方發行禮券之商業經營模式與消費型態，行政院消費者保護

會討論通過經濟部研擬之「零售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修正草案」，規範發行人以第三方為實際商品(服務)之提供者時，實收資本

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其履約保障機制，應以金融機構足額履約保證或將

預收款存入金融機構開立信託專戶之方式為之；此外，不得於禮券記載較現金消

費不利之情形或當消費者要求退回禮券返還價金時，加收任何費用，亦不得記載

發生消費爭議時，免除自身責任之文字或類似意思之表示等，提供消費者更完善

之保障。本次修正之重要內容如下：  

一、開放無實際提供商品（服務）者得為禮券發行人：依現行規定，非實際提供

商品（服務）者不得發行禮券，然因商業經營模式日新月異，市場上有第三

方發行禮券之商業行為，爰將此商業行為納入規範，以保護消費者權益。 

二、非實際商品（服務）提供者發行禮券之要件及履約保證：發行人以第三方為

實際商品(服務)之提供者時，應記載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

及實際商品(服務)提供者之名稱、地址及聯絡電話，其履約保證方式應依金

融機構足額履約保證或存入金融機構開立信託專戶專款專用之方式為之，以

降低違約風險。 

三、以電子方式發行禮券之消費資訊提供方式：禮券因以磁條卡、晶片卡或其他

電子方式發行，而難以完整呈現應記載事項者，發行人應以書面或其他合理

方式告知消費者應記載事項及得隨時查詢交易明細之方法。 

四、發行人以第三方為實際商品(服務)之提供者時，不得記載下列事項： 

1、較現金消費不利之情形。(不得記載事項第 9點)  

2、當消費者要求退回禮券返還價金時，加收任何費用。(不得記載事項第 10點) 

3、與實際商品(服務)提供者發生消費爭議時，免除自身責任之文字或類似意思

之表示。(不得記載事項第 11點)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表示：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其目的在於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合理，企業經營者使用定型化契約條款

違反公告事項，依照消費者保護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

此外，企業經營者如漏未記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應記載事項者，依照消費者保

護法施行細則第 15條第 2項規定，該公告應記載事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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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03/09/24 蘋果日報 

即時通訊軟體 LINE已成重要溝通工具，但行政院長江宜樺昨在立院備詢時說

，政院評估認為 LINE有資安疑慮，已通函要求公務人員不要使用，尤其是涉及密

件傳遞時。行政院發言人孫立群解釋，是禁止公務電腦使用 LINE，公務員私人手

機或私人電腦屬私領域，不在此限。LINE遭公務電腦禁用，LINE台灣分公司昨不

表示意見。 

藍委賴士葆昨在立院質詢說，中國平價手機「小米機」會把用戶個資主動傳

回北京，引發資安疑慮，問江揆是否禁止公務員使用？江揆說，小米機是否涉及

資安問題，責成科技部進行評估。江揆接著說，政院日前針對 LINE進行安全性評

估，因有資安疑慮，已通函要求公務員不要使用。 

LINE分手機版與電腦版，公務員電腦、手機也分

公務及私人，江揆禁用的範圍為何？昨第一時間，江

揆、孫立群、科技部長張善政說法不一。江揆沒說禁

用範圍；孫說私人手機、電腦不禁，但沒說公務手機

可否使用；張善政則說公務電腦、公務手機都不能用

。稍晚才由孫統一口徑。  

孫立群說，科技部、資安單位評估 LINE安全性有問題，已通令政府各機關不

要使用，意指公務電腦不能使用，同時也在管理端禁止在公務電腦下載 LINE；公

務手機可安裝、使用，但不要討論重要及敏感公務；私人手機、電腦屬於私領域

，不在此限。張善政說，因為 LINE 電腦版的帳號、密碼容易被盜，加上 LINE 主

機在韓國，政府不易蒐集相關資料，所以有資安疑慮。張說，正在測試工研院研

發的通訊平台 Juiker（揪科），若評估可行，年底就會全面轉換使用。 

政院官員私下說，LINE使用方便，很難禁止。據悉，內政部發言人室就有針

對媒體成立 LINE 群組，用來通知活動，官員說：「記者都用 LINE，這是工作需

要，且內容都是公開的東西，會繼續使用。」  

科技部、教育部昨都說未使用 LINE聯絡公務；衛生福利部也說公務資料不會

透過 LINE傳遞，僅用於輿情傳遞或媒體採訪。勞動部說已照政院指示，要求公務

電腦不得安裝 LINE，公務員私人手機有裝也不能用來談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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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前言 

甲君平時在工作上完全投入，對上級交辦專案任務或份內工作皆能如期如

質完成，且精通英文、西班牙文等語言，因此深受長官賞識，於 99 年 12 月再

度奉派中南美洲大使館，原本高齡近 80歲的母親反對再次外派，甲君因此允諾

返臺後將辦理退休，陪母親度過晚年，惟 101 年 4 月在中南美洲住處被發現遭

人刺殺身亡。 

 

 案情因果 

甲君在駐外期間仍秉持勤奮的工作精神，經常加班至深夜，務將當日工作

辦完，才返回獨居之租屋處所。101年○月○日甲君並未準時到辦公室，同事以

為可能前晚加班到將近 10點而睡過頭，但以手機聯絡卻沒有回覆，報警後才發

現甲君於獨居處所不幸遇害身亡。 

甲君派駐中南美洲因政局動盪，加上毒品、治安等問題，曾發生我國大使

遭恐嚇，還商請當地軍方派武裝人員擔任護衛，甚至有駐館以駐地治安惡化，

而要求外交部同意替駐館人員配槍等情形；且因甲君單身租屋在外，加以經常

夜晚加班工作，人身安全風險相對較高。 

 

 問題分析 

自 96 年至今，我駐外人員遭遇人身和財產危害事件共有 50 多起，以遭歹

徒行竊、行搶居多，其中暴力攻擊的案件高達 19起，其中「大使遭恐嚇」和「不

幸遇害」各 1起。   

而行政院所屬部會如外交部、國防部、經濟部、教育部、僑委會等部會，

因業務上皆有派駐工作人員赴國外服務之需要，惟因各駐地國之民情及政經狀

況不同，駐外人員必須面對各種不同類型的治安風險問題如下： 

 社會治安欠佳地區，毒品猖獗、槍枝氾濫。 

 武裝衝突地區，恐怖活動及反叛軍隊無預期之武力攻擊。 

 社會貧富差距大之地區，被搶劫及綁架之機率高。 

 民族意識高漲，經常發生排華風潮事件。 

 

 策進作為 

一、對於駐外治安風險較高的地區如中南美洲、東南亞及南非地區之人員，尤

其針對初次駐外人員講習，應加強其瞭解當地之民情及治安狀況，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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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意識，並由曾長期派駐當地之資深人員傳授經驗，降低因應不良治安

之適應期。 

二、各駐外館處對居住於無警衛、保全設施之人員，應建立緊急通報及橫向聯

繫網路、保護並減少獨居同仁危險之狀況，加強犯罪預防之知識及技能訓

練，以增進人身安全保障。 

三、針對治安風險高低不同之駐外地區加以評估，就安全性考量，適度提高風

險較高層級之安全津貼補助，以維護駐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 

四、在住處安裝保全系統、加高刺網圍牆、飼養「狼犬」等嚇阻措施，或選擇

有 24小時警衛的社區住宅。 

五、研議專案購建（租賃）駐外人員宿舍之可行性，以適度保障駐外人員之人

身基本安全。 

六、外交部政風處編印「駐外人員安全維護與自衛要點手冊」提供駐外人員安

全防護參考，在預防措施部分，針對個人、家人、小孩、旅行、汽車、住

家、辦公室、郵包炸彈等詳列相關應注意事項，強調駐外人員應提高警覺，

留意周遭人事物等周邊環境，並針對遭歹徒恐嚇、攻擊之求生及應變訂有

處置措施，提醒與歹徒周旋應對之技巧與注意事項，另要求應建立緊急通

報及橫向聯繫網路，將警方、館舍及同仁聯繫電話編列成冊，供緊急聯繫

之用。 

 

 本署叮嚀事項 

各主管機關應依各駐外館處安全狀

況，研訂個別安全注意事項，加強保障其在

國外人身、生活、居住及工作環境之安全，

使駐外人員專心工作，無後顧之憂。 

另駐外人員之居家安全維護應選擇有

警衛管理的住宅公寓，且適度加裝錄影監視

等保全設備；女性人員晚上加班留意夜歸安

全，才可降低不幸事件發生之機率。 

 

 結語 

外交工作是相當繁重的，尤其是駐外人

員除了要面對工作的壓力外，還要注意人身

安全，因為身處異國，膚色、人種與當地不

同，容易成為歹徒覬覦的目標，且因工作定

期或不定期輪調不同國家，因此針對治安高

風險外派地區，訂定相關危安預防及管控措

施，同時加強自衛防護教育宣導，以有效降

低駐外人員不可預測之危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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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每年的 9、10 月份一直都是手機迷最期待

的時刻，各家手機大廠相繼推出新產品搶攻民

眾荷包，從蘋果的 iPhone 6 及 Apple Watch

到索尼的 Xperia Z3，每支都是高階規格手機，

要價不菲，而根據以往經驗，只要每次有新的

手機推出，也是網路購買手機的詐騙高峰期，

請大家務必提高警覺。 

臺中的李小姐於今年年初紅米機風靡全臺

時，想要購買跟隨流行，但廠商出貨速度不及，

造成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的狀況下，偶然在網

路購物平台看到有賣家在兜售現貨，雖然較市

價貴，但在能夠立刻拿到的誘惑下，仍與同事

一人訂購了一支，並依賣家簡訊通知的帳號匯款，並於匯款後收到賣家確認通知

及出貨日期，沒想到從此之後賣家就失聯了，一直等了許久都沒有收到手機才知

受騙。 

另家住屏東的陳小姐，本月初趁著新手機即將推出、舊手機降價的時機，於

網路購物平台上購買一支 iPhone 5S，賣家保證全新、未使用過且價格硬是比別

人便宜新臺幣貳仟元，因為賣家網頁一直強調只有一支，讓陳小姐不疑有他，立

刻下訂了一支，並將款項立即付清，期間並與賣家持續使用通訊軟體聯絡，確認

出貨進度，等到 2 個禮拜後收到貨，卻發現是收到 iPhone 5C，而且螢幕出現碎

裂，外觀殘破不堪，與當初商品敘述及照片差異極大，使用通訊軟體聯絡賣家卻

都無法獲得回應，撥打包裹上的電話也都是空號，才發現被騙。 

日前，iPhone 6的預購在短短一小時內就搶購一空，網路上亦開始出現兜售

預購號碼或空機的資訊，由於目前仍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況下，預期詐騙集團將利

用此機會對民眾實施詐騙，警方在此呼籲民眾切勿相信網路上不實資訊，且網路

購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風險，除了無法了解賣家的背景，亦無法保證可以如實拿

到商品，建議民眾選擇各大電信業者或具有審核機制的購物網站平臺購買手機會

較有保障，而低於市價是假賣家吸引被害人的常見手段，切勿貪圖便宜反而損失

慘重，如有任何詐騙相關的問題，歡迎利用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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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公所工務課○課長填寫出差報告單，於 89年 13、14日出差赴臺北參加

內政部○○署專案會議，後因故未及參加會議；惟仍填具出差旅費報告表支

領 2日差旅費，計 2,096元，於偵查期間自動繳還國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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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褫奪公權 1年。 

 ○○縣政府環保局○稽查員，奉派出差參加研討會未參與及會同稽查未全程

參與；卻填寫出差旅費報告表支領 3,170元出差旅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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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褫奪公權 1年，減為有期徒刑 1年，

褫奪公權 1年，緩刑 1年。 

 林務局○○林區管理處○技術士，以林野巡視名義出差，卻載同事送公文和

送修電腦 2次，填具出差旅費報告單支領出差旅費 45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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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1年 10月，2次共 2年 8個月，應

執行 2年，褫奪公權 2年，緩刑 5年。 

 ○○學校○幹事期間利用參加研習會出差之機會，赴國外旅遊；惟事後仍填

具出差旅費報告單支領出差旅費 4,382元，於偵查期間自動繳還國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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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褫奪公權 2年、緩刑 3年。 

 國 立 ○○ 大 學副教 授

○○○，受教育部學測中

心委託研究命題改善計

畫，未確實前赴出差計 7

次，涉嫌詐領出差旅費 3

萬 2千多元，案經高雄地

檢署依詐欺等罪提起公

訴，求處徒刑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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