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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社 2015/3/24 

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作戰訓練官彭姓少校為規避上級單位督檢，竟將

250件公文書打包放進後車廂，今天遭判刑 5月，緩刑 3年。 

台中地方法院判決書指出，國防部於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至聯勤五支

部督導並驗證個人保管機密資訊存管情形，彭姓少校為規避受檢，竟將「機

密」、「軍事機密」、「未具機密形式、屬實質應保密」及「一般公務資訊」等

公文，綑紮打包後搬運至後車廂。 

判決指出，彭姓少校 101年 7月調任聯勤馬支部，原承辦業務交接給廖

姓少校，同年 8月 5日，聯勤司令部至聯勤五支部進行彈藥檢查，要求廖姓

少校提出裝備表受檢，廖姓少校才發現裝備表未存放於辦公室。 

廖姓少校電洽前業務承辦人彭姓少校，彭姓少校表示公文書放置在自己

後車廂，並承諾休假返台後歸還。但彭男回台後，竟未依約歸還，且將公文

書搬到父親家中藏放。 

法官認為，彭姓少校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務員，

依隱匿公文罪判刑 5月，緩刑 3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台幣 9萬元，全案可

上訴。 

 
 

消費者保護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由於民眾慣於室內空間，如汽車或浴廁內使用芳香劑等除臭產品，以消

除臭味。惟於高温空間，倘芳香劑產品使用不當，恐有爆炸之虞；另芳香劑

由多種化學物質成分組合而成，其成分是否對人體有害，均有進一步管理之

必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簡稱行政院消保處）為加強芳香劑等消費性化

學商品之管理，業促請經濟部研訂「消費性化學商品標示基準」；並針對芳

香劑產品之成分（如有機溶劑釋出）、使用方法、警語及閃火點等，研議強

化標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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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台中發生一起標示噴灑於汽車內冷

氣出風口之殺菌除臭劑而引發車輛起火爭議案，

本處經召開多次會議釐清該類產品之安全性、

使用方法、警語標示以及相關機關之權責後，

於本（104）年 3 月 11 日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第 34次會議報告，並決議如下： 

一、指定經濟部為市售芳香劑產品之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並研議辦理下列事項： 

（一）研訂「消費性化學商品標示基準」，以強化化學性商品之管理。 

（二）針對芳香劑之成分（如有機溶劑釋出）、使用方法、警語及閃火點等，

研議強化標示之管理。 

二、至辦理上開措施，倘對成分有疑慮時，請移行政院環保署判定化學成分

是否含有公告之毒性化學物質；倘該商品有影響消費者健康安全疑慮者，

則移請該成分之主管機關釐清。 

上開個案已請業者改正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如附件一），但因有機溶

劑係屬燃點低之化學物質，有鑑於化學物質種類繁多且複雜，消費者不易瞭

解含有化學物質之相關產品，其使用方式及注意事項。因此，行政院消保處

要求經濟部應加強化學商品（包括空氣芳香類、防潮除溼類、小型瓦斯罐頭

類等）之標示管理，例如危害警告訊息及危害防範措施等（如附件二），以

保障消費者安全。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消費者，夏季汽車內高温動輒超過 60 度，很多標示

「勿存放於高溫之處」化學產品，尤其是「加壓製程的罐類商品」，均不應

置於車內，以免意外發生。 

 
 

機密視窗      
 ◎魯明德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104年 3月號   

網際網路的出現，不但改變人與人的溝通模式，也改變了以往的商業模

式。雖然有這麼大的改變，然而，在這個時期，人與人、人與資訊間的互動，

大多還是以人為主體。而今資訊內容已無法滿足快速多變的環境，我們開始

把網際網路應用到日常生活中，一旦生活周遭的物品可以上網，使用者就能

利用行動裝置對它們進行遠端遙控。 

當人與物之間的互動少了人為的操控，變成物體間可以自行溝通、運算、

執行，而能達成我們要求的結果，則是一個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的形成，也是智慧生活的概念。當溫度感測器偵測到室溫到達 28℃時，自

動通知窗戶關閉、冷氣打開，這樣的生活豈不善哉？ 

科技新貴小潘也看到這個商機，基於對資訊的專業，他想到另一個問題，

當所有的物品都可以透過有線或無線網路相連時，如果在資料的傳輸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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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竊取或竄改，豈不是天下大亂？於是，

小潘趁著新春期間的師生下午茶約會中，跟

司馬特老師討論這個議題。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後，就回應小潘提

的物聯網議題，在維基百科中的定義，物聯

網就是像家電一樣的物體網路，所以它是機

器之間（Machine to Machine, M2M）的網

路；而機器可以是廣義的機器，也可以是一

個小感測器。惟不論是機器或感測器，面臨

的資安問題都是一樣的，如果資安問題沒有

處理好，物聯網要普及是不容易的。 

物聯網所連接的機器，可以是電冰箱、冷氣機等大型家電，也可能小到

是窗戶或門上的入侵感測器，所以在安全機制上，首先要有一個安全的啟動

制，從電源接上的那一刻起，就要先透過數位簽章進行驗證，以確認該裝置

上的軟硬體是否為真、沒有被竄改；設備上的軟體經由數位簽章與設備進行

驗證，確保是原來授權的軟體，以免不法軟體入侵。其次則是要做存取控制，

裝置在安全啟動之後，作業系統會根據既定的權限規則，對網路上的機器進

行存取控制，讓它們只能依預設的權限被驅動，並使用完成工作所需的資源。

任一個元件如果被惡意竄改後，想要做出超出權限的工作，存取控制就是一

種損害控管的機制，讓入侵者即使能成功侵入，但對系統的存取權限只能達

到最小程度，受損的資訊也會被限制在那些認證資訊授權的網路中。 

小潘聽到司馬特老師的說明，也有了頓悟；接著問：前面談的都是機器

本身的安全機制，至於整個網路是否需要什麼安全機制來配合呢？司馬特老

師喝口咖啡繼續說，物聯網是在現有的行動網路上，整合感測網路與應用平

臺所合成的，所以行動網路上的認證、加密機制，都適用於物聯網上。在傳

統的網際網路上，網路層的認證是負責網路層的身分認證，應用層的認證就

負責應用層的認證，各自負責自己的工作。但是，物聯網上所使用的裝置，

應用系統與網路通訊通常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網路層的認證是必要的，應用

層的認證則可視需要決定是否認證。 

當物聯網上的應用服務由電信業者提供

時，資訊的傳送已在網路層經過認證，應用服

務即可利用這個認證，不需再進行應用層的認

證。當物聯網的應用服務由第三方業者提供時，

因為無法從第三方業者獲得金鑰等安全參數，

這時就可採取獨立的應用層認證，不用考慮網

路層認證。如果應用服務是對安全需求更高的

產業，如金融業，則網路層的安全認證可能無

法完全滿足業者的安全需求，這時將會採取更

高等級的應用層認證。除了認證之外，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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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輸的過程中還是需要有加密的機制；在網際網路上，網路層的加密方式是

在每個傳輸節點上不斷進行加、解密，應用層的加密方式則是點對點的。業

者可針對傳輸資料的重要性，考量營運成本，選擇採用那一種加密機制確保

安全性。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一番說明，對物聯網的安全機制有了深一層的了

解，資訊安全不是物聯網的附加功能，而是物聯網裝置能否可靠運作的一個

重要因素，必須從裝置本身及網路兩方面都做到安全、可靠，物聯網才會有

明天。華燈初上，這個月的師生下午茶又接近尾聲，小潘帶著滿滿的收穫，

踏上回家之路。 

 
 

安全天地      
資料來源：2015/03/21 蘋果日報 

每天超過 10 萬人次進出的板橋車站，竟從去年 4 月起至今，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及總機面板故障，萬一發生火警，安控中心無法得到資訊恐延誤救

災，陷旅客於公安危機之中，經新北市消防局多次安檢及展延，台鐵卻遲未

改善，日前對板橋車站開出第二張罰單，罰款 2 萬 4000 元。對此，台鐵表

示因籌措經費、辦理採購規範，才會不及改善，預估需明年下半年才能完成

更新。 

看新聞不加蘋果粉絲團對嗎?!板橋車站位於板橋市中心，除三鐵共構外，

25 樓高的建築裡還有百貨商場、金管會等公務機關，車站營運範圍包括 1

樓和地下 1樓，屬台鐵管轄，2樓以上歸該鐵工局、高鐵局、金管會、台鐵

等 4個業主共組的管委會管轄，今年管委會由金管會負責。 

新北市消防局表示，去年 4月底對板橋車站進行消防安檢，發現站內 1

樓、地下 1樓的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故障，火警時部分警報器不會作響，受信

總機也收不到起火位置資訊，要求板橋車站限期改善，但台鐵卻以籌措不到

經費、受限採購規定為由，多次要求展延改善期限。  

消防局說，今年 1月初再次複檢，台鐵仍無任何改善計畫，遂依《消防

法》開出 1萬 2000元罰單，至上周四第 3度安檢未過，再開 2萬 4000元罰

單。 

新北市消防局火災預防科科長黃弟勝表示，若台鐵仍不改善，下次將開

出 3萬元罰金，持繼開罰直到改善為止。  

台鐵表示，經廠商檢修判定是系統老舊問題須全面更新，經費約 340萬

元，已籌到經費並辦理採購，將在下月底前完成委外採購發包程序，明年下

半年可完成，因考量消防安全，也會先找專業廠商評估是否可先修復故障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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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小心貨到付款也可能遇詐！一名王姓空服員在拍賣網站上購買名牌懷

錶，當她收到宅急便包裹並交付 5000 元貨款之後，竟發現裡面是一支廉價

假錶，但宅急便卻表示要王女和對口的香港物流公司確認才能停止匯款，而

該香港物流公司的電話則根本打不通。刑事警察局統計，這類賣家的特徵是

往往竊取他人的拍賣帳號，並使用手機通訊軟體私下交易，再透過難以聯繫

的香港物流公司配送，呼籲民眾提高警覺。 

王姓空服員（女，73 年次）長期飛國際航線，一月初在雜誌上看中一

支懷錶，但機上免稅商品並未販售該產品，乃上拍賣網站詢問碰碰運氣，恰

好有賣家回復有現貨，要王女用 LINE 私下討論交易事宜。王女見價格合理

還可以貨到付款，爽快同意。詎料當收到包裹並付款後，拆開才發現裡面是

ㄧ支看起來在夜市 100元有找的假錶，還附上中國大陸的品質保證書。王女

趕緊致電宅急便公司要求暫停付款，宅急便卻表示貨款會在 7天內匯給香港

物流公司，要她先和香港物流公司聯絡，結果香港物流公司的電話不是ㄧ接

通就掛斷，就是直接轉入語音信箱；和賣家聯繫，賣家則要她先把產品寄回

才會退款，王女擔心再度上當，只好自認倒楣，氣得大呼再也不使用網拍購

物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鍾姓高中生身上。今年 3 月間，鍾男（87 年次）

在拍賣網站上看中一雙名牌球鞋，和賣家用 LINE私下交易，談妥 2530元貨

到付款，結果打開竟然是ㄧ雙舊的藍白拖，和賣家聯絡，賣家給了鍾男ㄧ個

地址要他先把貨寄回去，莫名其妙的是，這個收件人陳○○根本也是被害人，

他說自己自從和這個賣家買過東西還大吵ㄧ架之後，就常常收到其它被害人

的退貨，讓他不勝其擾。 

刑事警察局表示，近來這類遊走在「詐欺」與「交易糾紛」之間灰色地

帶的案件越來越多，賣家往往盜用他人的拍賣帳號或使用假身分申請拍賣帳

號，販售手錶、球鞋、背包、手機等商品，但卻寄送明顯與貨款價值不符的

山寨或破舊物品，只要被害人要求退貨，就推說要先收到寄回的商品才能退

款，等被害人依言將商品寄回卻發現苦等不到退款時，早已超過宅急便限定

7天的時限，將貨款匯給國外物流公司了，而國外物流公司的申訴電話更是

難以聯繫。刑事警察局再度呼籲，使用網拍務必謹慎，除公開下標避免私下

交易外，並儘量以面交方式取貨付款，若採貨到付款，可事先和賣家約定拆

封驗貨後才付款，如遇貨品是由國外物流公司寄出則應心生警惕。有任何疑

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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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摘要 

小趙為某機關主管，負責該機關業務之進行及督導等職務，為依法令服

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小趙自 101 年 9 月 19 日

起，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利用出差督導、辦理業務之職務上機會，未依申

報出差日期實際前往出差地點執行公務，而係留在辦公室或至其他地區演講

、參加餐敘及處理個人之事務，並分 4次填寫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申請差旅

費新臺幣 9,233元，致不知情之主管、主辦人事、會計人員均陷於錯誤，誤

認小趙有實際至出差地點執行公務，將上述申請金額如數匯入其銀行帳戶。 

 偵處情形 

1. 本案經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報請地檢署偵辦。 

2. 案經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

財物罪，提起公訴。 

3. 小趙降調他機關非主管職務，並先行停止職務，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懲戒。 

 弊端癥結 

1. 審核作業未臻嚴謹：小趙未實際前往出差地點執行公務，卻仍請領差旅

費，並成功詐得款項，顯係機關對出差審核作業未臻嚴謹所致。由於單

位主管及人事機構對於差假申請案件之審核流於形式，終使小趙有機可

趁。 

2. 員工法紀觀念薄弱：小趙身為主管，竟假藉職務之便，利用平時得經常

申請出差之機會，虛立出差名目，實係法紀觀念薄弱使然。 

 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1. 訂定或檢討修正機關出差行程核給規定：政風機構應適時協調主計、人

事機構，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頒「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相關規

定，訂定或檢討修正機關出差人員行程核給原則等作業規定，針對轄內

出差地點之實際交通便捷情況，妥適訂定出差日數及可報支之費用，促

使員工出差相關事宜法制化。 

2. 落實審核機制：單位主管應以身作則，據實前往處理公務，事後依規定

報支差旅費，另針對所屬人員申請公差假之事由，應嚴格審核是否確與

公務有關，並覈實核給期間。 

3. 落實平時考核，機先風險控管：單位主管平時應留意部屬之生活及交友

動態，有無存在不正當男女關係、違法經營商業或兼職、喜好飲宴應酬

或賭博等情形，藉以防範部屬利用申請公差假之機會，從事不法或不當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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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廉政法治教育：機關應將公務員虛報差旅費案例、自首效力等納入

宣導重點，以提昇員工自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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