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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資料來源：2014/12/17 中時電子報 

法務部廉政署長賴哲雄指出，近來食安事件頻傳，「公司治理、誠信清

廉」是當前大家最關切的重要課題。「公司治理」不僅是公司經營管理的方

法，同時也是一種社會責任，只有企業主與經理人能秉持誠信以身作則、廉

潔治理，才能為公司帶來結構與收入的穩固。 

廉政署今天下午在交通部集思國際會議中心主辦「躍進國際．企業治理

競爭力論壇」，賴哲雄署長於會中表示，在全球化及所有經濟體已連為一脈

的情況下，只有企業與政府共同努力，才能確保經濟、環境與社會的永續發

展。 

聯合國於 1999年提出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讓企業與聯合國機

構、勞工和民間社會聯合起來，共同支持「人權」、「勞工」和「環境」等三

項議題，作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國際共通標準，到 2004年更納入

「反貪腐」議題，主張企業界應努力反對任何形式的貪腐，並應扮演積極的

企業公民，以營造更加誠信公平的經營環境。 

目前許多國際組織，如國際透明組織（ TI）、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已

分別針對國家治理與企業治理建構系統性的評比機制，作為跨國企業投資的

參考指標。 

國際透明組織主席胡吉特．拉貝德（Huguette Labelle）曾指出「民主

國家最大危機是在人民對公部門與私部門的不信任。」過去金融風暴顯示，

政府與私部門資訊透明度不夠，或者就是缺乏誠信，使得許多民主國家光靠

法律制度仍顯不足，因為許多行為準則與法制觀念並未落實，讓有心人有上

下其手的操作空間。 

因此，強化公司治理及推動企業誠信已成為一項基本功夫，需要更紮實

的行動與努力。 

廉政署為推動「民主多元」、「法治」、「廉能政府」的廉能核心價值，持

續結合政府機關、企業、非政府組織及一般民眾，以跨域整合治理、建立夥

伴關係的理念，以及「透明」、「有感」與「走向國際」為施政主軸，採取多

元反貪腐措施，踐行廉政倫理，推動行政透明，與大家合力建立廉能政府與

誠信社會，營造優質的投資環境，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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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   電子發票上雲端 消費憑證永久存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購物索取發票已成為消費習慣，但是發票種類不同，大小不一，您是否

為如何整理保存發票而覺得困擾呢？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簡稱行政院消保

處)提醒消費者，購物時改採出示載具（如手機條碼）索取無實體電子發票，

不但減少紙張列印，符合環保概念，不影響捐發票做公益，發票中獎也會主

動通知、自動匯入指定帳戶。但最重要的是消費憑證與記錄永久保存，一旦

遇到消費爭議，也可以輕而易舉的找出消費紀錄，不擔心會有找不到發票，

無法退費的困擾。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為協助消費者在消費爭議發生時，能順利取得發票

明細，已協調財政部加速簡化電子發票的查詢功能與範圍。如消費者消費時

以載具索取無實體的電子發票，如有需要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

台」（下稱電子發票服務平台）網站查詢過去 6 個月內所有的交易明細；至

6個月以前之消費明細，也可以檢具（身份證、載具影本及申請書）向該服

務平台專案申請，並在財政部審核後 3個工作天內即可取得，所以，消費者

就不用擔心因發票遺失而無法退費的困擾。 

至於什麼是「電子發票」？其實就是將傳統的紙本發票電子化；而電子

發票「載具」，則是索取及記錄電子發票的工具，如手機條碼、悠遊卡、iCash、

會員卡等。以一般最普遍方便的手機條碼載具為例，消費者申請後，到已加

入電子發票系統的商家消費時，所有發票資訊即可上傳至財政部電子發票雲，

無需再索取紙本發票，此即所謂的「無實體電子發票」；至尚未申請電子發

票載具的消費者，到開立電子發票之商家消費，商家會列印紙本證明聯作為

消費憑證，這就是「電子發票證明聯」，與消費明細合併，就等同傳統的紙

本發票。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自電子發票推動以來，目前全國開立電子發票之店

家共有超商（市）、百貨、量販大賣場等 13 類等共 1 萬 9 千多家(如統一、

全家、萊爾富、台灣中油及全聯超市等），且開立張數占整體發票比例也已

超過 50％，頗具成效；惟為利消費者普遍使用，行政院消保處再請財政部

積極輔導及鼓勵業者加入開立電子發票的行列，以擴大商家範圍，尤其是申

訴案件較多之 3C資訊產品業及與消費者食品安全相關之業者。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特別籲請消費者，加入

發票電子化、改變消費習慣，在消費時即可優先

選擇開立電子發票的商家，出示載具索取無實體

電子發票，聰明運用財政部電子發票雲端提供的

各項便利措施及儲存的消費紀錄，在網路新時代

中做一個與時俱進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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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視窗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103年 11月號 

◎魯明德 

隨著資訊科技的匯流，企業在談資訊安全時，不能再只偏重資訊科技；

在網網相連的環境中，通訊已是不可或缺的資訊傳遞載具，因此，通訊設備

的安全也要一併納入考量與規劃，資訊安全才不會有死角。  

繼蘋果的雲端造成隱私外洩事件後，蘋果的 iPhone 及小米的手機都陸

續傳出手機在使用時，會自動把使用者放在手機上的資料，回傳到自己連結

的伺服器上，造成使用者人人自危。無獨有偶，立法委員也在立法院點起

Line資安疑慮之火，行政院並發出公文，要求各公務機關禁止用 Line連絡

公務。  

科技新貴小潘看到最近的這些新聞，不禁懷疑：科技的運用，不就是要

用來提升工作效率的嗎？有資安疑慮就停用，這不是因噎廢食嗎？自己的公

司自從推動電子化，所有的設計資料、庫存資料、客戶資料等都放在網路上，

要怎麼做才能確保安全呢？  

在這個月的師生下午茶約會中，小潘就迫不及待地把問題提出來。司馬

特老師喝口咖啡，隨口問了小潘幾個問題：你們公司放在網路上的資料都是

什麼資料？有沒有做什麼安全管制？你們在 Line 群組上談的是什麼？傳送

的資料又是什麼？  

對於司馬特老師所提的問題，小潘想了一下表示：公司放在網路上的資

料包羅萬象，從研發、財務、人事、行銷等，甚至於福委會的特約商店資料，

全都放在網路上，這要怎麼管理？  

司馬特老師聽完，笑著說道：這麼多的資料放在網路上，是不是應該分

類管理呢？把網路和資料都分為兩部分，網路分為內部網路與外部網路兩個

獨立的部分，將需要提供員工透過網際網路存取的資料，置於外部網路，不

提供員工從網際網路存取的資料，放在內部網路。除了內部網路要做資安管

理外，外部網路更要進行資安管理，可以設置虛擬私有網路的方式提供員工

存取，當然，權限管理、防火牆等都是不可或

缺的。在內容上，也要做篩選，不是所有的資

料都可放在外部網路上供人存取，因此，第一

步要做的就是內容分級，公司要先定義機密等

級，再依機密等級的定義，對文件進行分類。

第二步就是對人員進行機密等級的分類，員工

只能依照所賦予的機密等級，存取符合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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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潘聽到這裏，又有一個疑問，員工的機密等級應該怎麼訂呢？司馬特

老師喝口咖啡，緩緩地說：員工機密等級的訂定，只要符合 need to know

的原則就可以，也就是員工只要知道他該知道的就可以了。機密等級分類完

成後，就要檢討哪些資料是工作上需要，必須放在外部網路讓員工透過網路

存取；這些資料獨立以鏡射（mirror site）的方式，置於獨立的外部網路

上，這樣做的好處是即使外部網站遭到攻擊，也不會影響內部的資料安全，

攻擊後的修復程序也比較單純。置於外部網路上的資料，因為已做過機密等

級的分類，對於具有機密性的資料，則以加密方式處理，員工有權限者才能

打開讀取，所以即使被攻擊，攻擊者也無法輕易知道內容，可以增加資料的

安全性。  

對於加密的工具，一般企業不需要花錢自行開發，坊間有很多文件管理

的套裝軟體，都能提供相關功能，只要花時間去評估一個適用的即可。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說明，對於資料的安全管理有了新的認識；接著

又問到：Line是目前國內最常使用的一種社群 APP，任何的通訊軟體它們會

在背後做些什麼事，使用者是不易得知的；社群 APP要傳送訊息時，本來就

要透過伺服器，而伺服器端會做什麼事，則不是我們使用者可以控制的，難

道我們只有禁用一途嗎？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以悠閒的語氣回答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難

道擔心船會翻，就不坐船了嗎？回到前面所說的，如果公司已經把文件、人

員都做了機密等級的分類，就要嚴格落實人員的資訊安全管理與教育，對於

具有機密等級的資訊，不可以透過 Line 來傳送，這個傳送包括檔案的傳送

及群組訊息的廣播。檔案的傳送必須要與公司的資安作為配合，因為內部網

路是一個獨立的網路，它的資料匯出就要管制，不能隨便匯出到行動裝置，

這樣檔案才不會經由 Line 傳送出去，而且機密資料的儲存，一定要經過加

密處理，即使第一線失守，取得資料的人也不會這麼容易就開啟。  

經過一下午與司馬特老師的討論，小潘心中有了領悟，資訊科技是用來

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資訊匯流是一個不能回頭的潮流，企業不能自絕其外；

而資訊安全就像大禹治水一樣，一味地害怕、防堵是沒有用的。在這股資訊

匯流的趨勢裡，我們要學著運用管理及科技來確保公司裏的資訊安全，才是

正確的路。  

這個月的師生約會，就在華燈初上伴著焦糖瑪奇朵的香味中進入尾聲，

小潘經過一下午的充電，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到工作崗位上，也期待著下一次

的下午茶約會。  

 

 
當今手機通訊與電腦資訊在資安維護上同樣重要，與

其防堵，不如學習運用管理及科技來確保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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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天地        淺談機關安全 
 

「機關」是國家行政體系中具有獨立地位與職權範圍的組織體，是

代表國家行使行政權的部門，亦是國家推行政務、政令，維持國家生存與發

展的單位。因此，機關的安全直接影響到國家安全，兩者是息息相關的。「機

關」的組成分子是公務員，而公務員代表政府執行公務、行使公權力，使國

家事務均能正常運作；公務員又從服務機關中賺取微薄薪俸養家，因此「機

關」亦是公務員賴以養家活口的地方。為了避免機關及員工遭受危害及破壞

之虞，而影響國家安全，身為公務員的我們，必須瞭解並重視機關的安全維

護工作。 

所謂「機關安全維護」係指維

護機關人員與重要物資、器材、設

施等之安全，以防制外來的危害或

破壞，所採取的各種防範措施。而

影響機關安全的因素包括有天災

人禍及人為外力因素等二類，簡述

如后： 

一、天災人禍：天災包括了風災、水災、火災、旱災、震災、蟲災等天然

災害，如嘉南大地震、八七水災、賀伯颱風、溫妮颱風等。天災人禍

雖是不可抗力之因素，然若平時提高警覺，事前做好防範及因應措施，

自能減低傷亡及損失。 

二、人為外力因素：人為外力因素又區分為政治因素及非政治因素等二類，

分述如后： 

（一）政治因素：包括有敵人、國外野心人士及國際恐怖組織等之陰謀危

害或破壞活動等。 

 1、 敵人： 

敵人是依據國策決定的，是危害或破壞國家安全、國家利益的只主要

對象，亦是影響政府機關安全的最大因素。 

2、國外野心政客及國際恐怖組織： 

國外野心政客暗中操縱或影響他國政治、軍事、經濟，進行諜報活動，

以達滿足個人政治野心或獲取不當利益等。國際恐怖組織包括了宗教

或政治狂熱分子、如回教基本教義派分子，日本赤軍旅等，以進行如

暗殺、汽車炸彈案等，製造恐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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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政治因素：包括有社會治安、工安或勞安事故、群眾活動及個人

因素等。 

 1、 社會治安： 

從最近層出不窮的槍擊事件、恐嚇取財、擄人勒索、縱火、搶劫竊盜、

毒品氾濫、走私槍械彈藥及青少年的飆車事件等犯罪案件發生，顯見

社會治安已亮起紅燈。而公務員依法執行公權力，亦因黑道勢力及黑

槍泛濫而遭受空前衝擊，如法官張良華遭歹徒潑灑硫酸、檢察官張金

塗遭槍擊受傷、金融機構首長遭民意代表挾持強制索賠及打耳光事件

等等。在在顯示台灣治安的惡化及黑道的猖獗，這些都對機關安全工

作造成潛在危機及威脅。 

 2、 工安事故： 

國營生產事業機構因機器故障或設

備老舊、操作不當或人為的疏失，所

造成的工安事故及勞工安全事故，致

機關設施及人員的傷亡，如高雄前鎮

瓦斯管線氣爆案等。 

 3、 群眾活動： 

係指民眾為其權益或公益，聚集眾人向政府機關陳述、請求，因常有

不法分子介入鼓煽，或滲入群眾中藉機破壞、騷擾等，致群眾情緒失

控，導致事件擴大變質，引發破壞、流血或暴力之傷亡事故，而影響

機關設施及人員安全。 

 4、 個人因素： 

公務員個人因精神異常或情緒失控、感情糾紛、在外結仇及人為疏失

等因素，如中油公司辦公大樓縱火案、破壞郵局自動提款機案等，亦

是危害機關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是一項「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工作，也是一

項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的工作，因為一旦發生事故造成傷亡或損失時，

大家才來重視，事後再來檢討加強或追究責任，均已無法改變事故發生所造

成的損害事實。總之，「平時多一分防護準備，遇到事故時就少一分安全威

脅」、「安全防護做得好，生命財產皆可保」。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不僅是機關首長的責任，亦是機關內每一位員工的

責任。安全維護工作的良窳，固然需要縝密的維護計畫，完善的維護設備及

嚴密的維護措施來配合，但更重要的是，需要全體員工高度的防護警覺及全

力的配合，始能事竟全功。唯有在機關安全、安定的前提下，才能使公務員

有一個安全的辦公環境，使公務員均能安心致力於國家各項政策、政令的精

研策劃及推動，落實行政革新，提高行政效率及加強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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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見面會門票遭詐萬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見偶像一面，代價是一個月的生

活費！韓國超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預計明年來臺舉行見面會，入場券

開賣 2小時內全被搶購一空，兩名小資女

乃集資在拍賣網站購買黃牛票，不料卻遇

上詐騙集團，兩人把每天吃泡麵省下來的

1萬元轉帳給賣家後，還沒收到票就被對

方封鎖斷絕聯繫。刑事警察局統計，

「Running Man」見面會門票開賣才 3 天

就有 12名粉絲遭假賣家詐騙報案，呼籲民眾務必注意網路購物安全。 

家住新北市，月入 22K 的賴姓被害人（女，74 年次，服務業）和閨密

都是哈韓族，兩人得知「Running Man」來臺的消息後即開始節衣縮食，天

天吃泡麵度日，好不容易省下 1萬元買票，豈料門票才一開賣立馬被秒殺還

造成售票系統當機，兩人只好轉而上露天拍賣網站碰碰運氣，並向一名暱稱

sweetgirl26的賣家談妥以每張含代購費 5千元，兩張共1萬元的價格交易。

對方將門票照片以 LINE 傳給賴女取信於她，並再三保證只要一匯款就立刻

寄出門票，然而 1萬元轉帳至對方指定的帳戶後，對方就再也不回應，等了

半小時都沒下文，兩女始知遭詐報警。 

刑事警察局發現，從今年 12月 14至 16日短短 3天，就有 12件因網購

「Running Man」見面會門票遭詐案件，許多歹徒除慣於要求用 LINE等通訊

軟體私下交易，以規避拍賣網站的交易保障機制，更往往使用女性抱著小孩

的 LINE大頭貼來降低被害人戒心，十分狡猾。 

刑事警察局表示，歹徒看準民眾亟欲購買時下最夯的演唱會、見面會入

場券，或其他熱門商品的渴望心理，盜用他人網拍帳號後刊登販售這些熱門

商品的訊息，有時甚至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吸引網友上門，許多網友為求見偶

像一面，未多加考慮即先付款，結果錢都落入詐騙集團的口袋。警方呼籲，

民眾使用網路購物應避免私下交易，並仔細觀察賣家評價和所賣商品內容與

價格是否合理，此外亦應儘量以面交或貨到付款方式，檢查過貨品相符再行

付款，才不致衍生糾紛甚至遭詐騙。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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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處遭人檢舉虛報出差費，檢方偵辦發現從會計室主

任賴慧容到司機、工友及委外人員都有虛報費用情況，總共有 11 人涉案，

但因總款項只有 3萬多元，被告皆已認罪並繳回公款，台中地院審理之後，

依貪污等罪判處賴慧容等人有期徒刑 3月到 2年不等，都得以緩刑。 

判決書指出，前年 2月間檢方接獲民眾檢舉，指稱內政部土地重劃工程

處的官員涉嫌以購買發票方式，做為報銷出差住宿費及膳食費，而檢方偵辦

時，會計室主任賴慧容等人到地檢署自首，並在檢方偵辦時自動繳回財物。 

檢方發現，在 101年 1月到 9月間，會計室主任賴慧容等人藉由出差進

行驗收工程等機會，透過管道以總金額 10%到 15%不等的價格，購買飯店的

發票以做為報帳使用，而從會計室主任到司機、工友及委外人員都有虛報費

用及侵吞公款情況，甚至連政風室人員也在內，總共有 11人涉案。 

部份公務人員到案之後，辯稱此一情況行之有年，是機關內的「文化」，

而且委外人員薪資較低，透過此方式來「補貼」他們，後來得知檢方偵辦，

才坦承犯行。法官審理之後，認為每人侵吞金額都不高，總金額才 3萬多元，

而且他們都已認罪並繳回公款，因而依貪污等罪判處賴女等人有期徒刑 3月

到 2年不等，都得以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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