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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2015/5/4 

彰化高中承辦 102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校長吳文宗擔任試委會主委，

被查出聘用其妻陳姓退休教師擔任試委會行政組員，領取 3 萬 6000 餘元工

作費，法務部認定他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可罰鍰 100萬至 500萬

元，考量獲利不多，從輕裁罰 34 萬元，吳不服，提行政訴訟抗罰；台北地

院認定裁罰無誤，判吳敗訴，可上訴。 

吳文宗表示，國中基測試務屬於臨時任務，並非拿學校的薪水，他一輩

子服務公職，為國家做事，結果卻是「有功無賞，打破要賠」，他會繼續上

訴，證明自己的清白。 

吳文宗主張，基測試委會是臨時任務編組，派任入闈試務人員並非校長

的法定職權，試委會主委也不是公務員財產申報法和利益迴避法所規範的公

職人員，他不是明知不可而故意聘用老婆。 

他還說，彰中承辦基測後，人力需求殷切，入闈工作人員達 180多位，

校方就動員了 46人入闈，且仍須兼顧日常校務，只好拜託 14位退休老師幫

忙，其妻已退休 10 年，患心律不整仍熱心協助，進入試委會行政組後盡心

盡力，出闈後還將工作費全捐給創世基金會。 

法官認定，基測試務委員絕大多數是高中校長，可證辦理學測等試務是

招生的一環，屬校長的職務範圍；吳文宗既是在執行校長職務，卻直接讓配

偶陳淑芳入闈，進而獲利，聘任有利益衝突，應迴避而未迴避，不能因不知

有此項法律規定或沒故意，就能免除行政處罰。 

法院又指，吳既聲稱妻子患有心律不整，需人隨侍照料，卻空言他是不

得已聘妻入闈，而吳妻負責的只是一般事務，不具專業性，並非不可能覓得

其他合適人選，難以認定吳校長確實有積極招聘，但遭逢徵才困難，才不得

已聘妻，認定他意圖合理化他以國家資源私相授受，不能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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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消費者以信用卡刷卡付款，倘企業經營者未依約交

付商品或履行服務，可依現行「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規定，向發卡銀行

申請疑義帳款，經一定程序後，收單銀行將退還已繳之卡款。 

陳小姐於去(103)年 5月 4日至世貿家具展向富迎門國際家具公司(簡稱

富迎門公司)購買家具，並以信用卡刷卡支付定金新台幣(下同)6 萬元，雙

方約定於今(104)年房屋裝潢完畢後交付家具。今年 1 月 9 日媒體披露富迎

門公司倒閉，陳小姐如果提出信用卡疑義帳款之申請，有索回刷卡定金 6萬

元之機會，故行政院消保處協助消費者向發卡銀行申請疑義帳款。同時，該

處亦呼籲其他受害消費者，儘速向所屬發卡銀行申請疑義帳義，以維護自身

權益。 

依據現行信用卡定型化契約範本第 11條及第 13條規定(如附註)，持卡

人使用信用卡，預定商品或服務未獲提供時，應先向特約商店尋求解決；如

無法解決時，檢具相關證明文件，請求發卡機構就該筆交易，依各信用卡組

織之作業規定，向收單機構(提供刷卡機機構)或特約商店主張扣款，並得就

該筆交易對發卡機構暫停付款。惟消費者應注意各家國際組織對申請疑義帳

款之期限不同，多數國際組織規定，當服務或商品未提供時，申請疑義帳款

需於交易清算日或商品、服務約定提供日起 120日曆日，且追溯時間不得超

過交易清算日之 540日曆日，各家規定詳載於附件。 

行政院消保會呼籲以信用卡購買商品或服務，如店家未能履約，應於第

一時間向發卡銀行詢問，並備齊相關文件，儘速辦理疑義帳款之申請，維護

自身的權益。如發生消費糾紛時，可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方

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或院網站(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以

保障自身權益。 

 
 

 

機密視窗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104 年 5月號 

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是目前相當熱門的資訊技術，現今我們

的日常生活已幾乎離不開「雲端」二字，而其應用之一的雲端儲存（Cloud 

Storage），與我們的關係更是密切，只要能連上網，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存

取網路上的檔案，省去攜帶隨身碟、筆電的困擾；也不像傳統硬碟，若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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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毀損或遺失，所有資料將付之闕如。對企業來說，雲端儲存服務能讓公

司不必在自己的資料中心或辦公室內安裝實體的儲存裝置，而日常的維護工

作可交給服務供應商；對一般使用者來說，雲端儲存大幅減少了舟車勞頓及

運輸的成本。  

搭著這股熱潮，業者紛紛推出雲端儲存服務來搶雲端市場這塊大餅，包

括 Dropbox、Google Drive、AppleiCloud、MEGA以及國內的中華電信 Hami

＋個人雲和 Asus WebStorage等，這代表我們所能選擇的雲端儲存服務非常

多樣化。惟一般人在選擇或使用雲端儲存服務時，優先考慮的往往是它的儲

存空間有多大、使用介面是否便利，卻忽略了雲端儲存服務潛在的安全隱憂。

使用者也許認為雲端技術相當成熟，所以放心地把一些重要或私密的檔案和

資料放在雲端上，但這可能還是防不住有心入侵的駭客。舉例來說：2014

年 8月 31日晚間在美國的 Reddit、４chan網站流出大量好萊塢女星的私密

照片，造成網路上一片恐慌，雲端技術安全備受質疑；其實這些照片是駭客

經由 Apple iCloud的漏洞入侵所盜取，即便是運行多年的 Apple iCloud服

務也存在漏洞。根據趨勢科技的分析，上述事件的發生有以下幾種可能原

因：  

一、使用不安全、易遭駭客破解的密碼：使用與個人資訊高度相關的密碼，

相當容易遭到破解，駭客只需找尋相關資訊即可盜取資訊。  

二、受害者未啟用 iCloud的雙向認證：當攻擊者知道受害者的 iCloud電

子郵件地址，攻擊者就可能透過「忘記密碼」功能進行密碼重置。因

明星多數的個人資料可從網路上取得，包括寵物名稱等等，大幅提升

帳號被入侵的可能性。  

三、攻擊者侵入另一個安全性較弱的帳號，以接收 iCloud 的密碼重置郵

件。  

四、重複使用相同密碼：許多人常在多個服務使用相同的密碼，若其他網

路服務的帳號已被入侵，則 iCloud的帳號也可能遭受攻擊。  

五、網路釣魚：攻擊者發送針對性的釣魚郵件給明星，引誘她們輸入自己

的 iCloud認證資訊到假的登入畫面，藉此蒐集帳號與密碼。  

除此之外，當我們在選擇各種業者所提供的雲端服務時，必須在使用前

看清楚其服務條款，否則這些服務也很有可能造成隱私上的隱憂；例如：

Google Drive 在推出時，其中一項服務條款便惹來爭議，內容為「當你將

資料上傳或用其他方式提交到 Google Drive後，你就給予 Google（以及我

們的合作夥伴）全球授權，可以使用、代管、儲存、再製、修改、建立衍生

內容、溝通、出版、公開呈現，和遞送這些內容。」雖然 Google 表示使用

條款中已載明內容的所有權歸用戶所有，但是並沒有保證只有在「為維持服

務運作相關」的情況下，才可以使用部分的資料，這表示 Google 有更大的

權利來操控我們所上傳的資料，這些內容甚至可能淪為廣告用途，因此，平

時我們便需要做好個人資料的保護。以下列出幾種保護方式提供參考：  

一、請使用強度高的密碼：千萬不要圖方便記憶而設置過於簡單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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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密碼應至少使用八個字元以上、英文大小寫與數字混合使用、盡

可能包含一些特殊字元等；即使設置強度高的密碼，也不應重複使用

此密碼，應定期更新密碼。  

二、重要資料加密備份：資料需多次備份並加密，除儲存於雲端之外，應

再儲存於本機端或私人的硬碟和隨身碟中，重要資料切勿只存在雲端

中。  

三、避免使用公用電腦存取個人資訊：使用完公用電腦時，記得在關閉網

頁前先登出並刪除瀏覽紀錄。  

四、慎防網路釣魚：網路釣魚是一種誘騙電腦使用者透過手機、電子郵件、

網站或通訊軟體，竊取個人資料或財務資訊的手段。所以在收到任何

簡訊、電子郵件時，需再三確認其內容，切勿輕易回覆。  

雲端儲存服務固然方便，但卻無法保證其安全性。個人私密或重要的資

料應盡可能避免儲存在雲端上，若要儲存，也必須做好加密保護的動作。科

技發展是一體兩面的，以雲端儲存服務而言，在運用其方便性之餘，我們也

應正視它所帶來的安全議題，才能享用科技而不淪為駭客的目標。 

 

 
 

安全天地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2015/04/27 

竟敢在太歲爺上動土！北市 1名洪姓男子昨晚因涉犯妨害公務罪嫌，遭

移送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訊後諭令請回、限制住居後，洪男竟在今天凌晨 4

時許，又騎車返回北檢大門口，怒砸地檢署外的銜牌洩憤，卻錯砸到台北地

院「招牌」，隨後他又推倒北檢門口及北檢對面的機車 10多輛，並將停在地

檢署對面的座車玻璃砸破，遭警方逮捕，稍晚將再被移送台北地檢署。 

據了解，洪男昨因在北市市立圖書館與館內保全發生爭執，保全報警後，

洪男與到場解決的警員發生爭執，遭依妨害公務罪嫌逮捕。洪男昨移送地檢

署後，昨晚約 10時許，獲檢方諭令請回、限制住居。 

沒想到洪男疑不滿遭逮捕，返家後又再凌晨 4時許，騎著機車返回台北

地檢署洩憤，他竟拿起地檢署車道上鐵製禁止停車告示牌，砸向掛在地檢署

門口、刻著「台北地方法院」的銜牌，導致銜牌上出現 2條凹痕，另推倒停

在北檢門口的地檢署員工機車數台，導致有的機車油箱漏油、有的機車後照

鏡歪掉。 

洪男犯案後，疑似怒氣未消，還衝到地檢署對面，將停在對面的整排機

車推倒，還砸破停在路邊的汽車車窗，另跑到囚車道破壞燈泡，大鬧地檢署，

遭附近目擊憲兵報案，再遭警方逮捕，粗估受害車主達 1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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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隨著網路科技快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消費行為，有愈來愈多人透過網

路購物，因此，網拍也成為詐騙集團覬覦的目標，盜用賣家帳密是詐騙集團

最新的手法。網路賣家若手機收到拍賣網站寄來的簡訊，小心是詐騙集團的

釣魚技倆，賣家恐成為詐騙集團！歹徒騙取賣家帳密後，刊登假交易資訊詐

財，獲取買家購物資訊，進行解除分期付款詐騙。今(104)年第 1 季詐騙案

件中，以假賣家詐騙案 2,496件，為數量最高的詐騙手法，網路賣家不可不

慎!  

內政部表示，警政署統計分析今年第 1季（1-3月）的詐騙案件，發現

案件數最高的詐騙手法分別為假網拍交易（又稱假賣家）及 ATM解除分期付

款設定，計有 4,659 件，占前 5 名的 78.85％，較去年同季增加 1,388 件，

另色情應召詐財計有 582 件，較去年同季減少 35 件。此外，本季財損數最

高的詐騙手法仍為假健保、假檢警等假冒公務機構情形，許多退休人員因此

被騙光積蓄，財損達新臺幣 3.99億元，占前 5名的 47.8％，較去年同季減

少 2,300萬元；另假投資亦呈現減少趨勢，較去年同季減少 516萬元，顯見

今年詐騙手法有轉變的趨勢。 

盜用賣家帳密是詐騙集團最新的手法，例如，今年 3月間，在拍賣網站

專售 cosplay線上遊戲角色飾品的賣家莊小姐，收到拍賣客服寄送的帳號異

常登入通知簡訊，正當她擔心帳號是否遭盜用時，又收到一封假冒該拍賣客

服的簡訊，內容為：「剛發到您手機的認證碼，請重新登入」，莊小姐點選簡

訊提供的連結後，進入賣場的登入網頁，想說變更密碼比較保險，正打算依

照指示直接用手機變更密碼，忽然轉念向資訊高手朋友詢問，才知道這是詐

騙集團專門騙取帳號密碼的釣魚網頁，嚇得她冷汗直流，大呼好險，「差點

變成詐騙集團了！」 

詐騙集團騙取賣家帳密，除了趁機從事假交易，收取貨款不出貨，更可

獲取全部買家的購物資料，再假冒賣家向買家謊稱「交易誤設為分期付款」，

要求買家操作 ATM「解除分期付款設定」，透過轉帳詐財。警方再次呼籲，

切勿點選任何不明連結，若真的擔心帳號遭盜用，應直接自行輸入該拍賣網

站網址登入，以免落入釣魚圈套。 

內政部也指出，「假健保」、「假檢警」等假冒公務機構詐騙手法由來已

久，延續去年同季，仍是本季財損數最高的詐騙手法，詐騙集團常鎖定家中

較少接收新資訊的長輩行騙，財損數也較各種詐騙手法來的高。例如，臺灣

俞姓藝人去年底在中國大陸遭詐，即栽在此手法。另外，今年 1月底，一名

反詐騙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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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姓退休老師，接獲詐騙集團假冒健保局來電，稱其健保卡遭盜用並已報案；

接著再由自稱「高雄市王警官」來電，指周老師因個資外洩才會導致健保卡

遭盜用，必須立刻在電話中製作「電話錄音筆錄」，否則將會列為被告，趁

機套取其帳戶資料行騙。周老師驚慌之餘致電友人詢問，才知遇到詐騙，於

是挺身而出，揭發詐騙集團的精密圈套。 

內政部提醒，民眾應時常留意可疑的簡訊或電話，家中有長輩的民眾，

務必經常關心長輩的動態，並時時給予如何辨識詐騙陷阱相關資訊，有任何

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另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也會不定期將

最 新 財 損 及 詐 騙 手 法 放 置 於 165 全 民 防 騙 超 連 結 網

(https://www.165.gov.tw/)供民眾查詢。 

 

 
 

廉政園地 貪瀆案例宣導

壹、案情摘要 

某機關約聘人員小孫，明知其已獲聘為公務人員升等考試監場人員，將

於民國 100年 11月 13日執行監考作業，同日不可能另至機關加班，惟其竟

基於詐取加班費之犯意，於同年 11月 11日於該機關加班請示單上填寫加班

時間「2011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 時至同日下午 17 時共計 8 小時」、加班事

由「協助總務科製作 100年座談會開會相關資料」等不實內容，使不知情之

各級長官逐級核准。嗣於同年月 14 日，因遭人匿名檢舉上開虛報情事，經

該機關政風室查獲上情而未及領取加班費。 

貳、偵處情形 

一、小孫對於被檢舉事項坦承不諱，該機關政風室爰策動小孫至地檢署

辦理自首。 

二、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小孫涉犯刑法第 339條第 1項、第 3項之

詐欺取財未遂罪，惟以緩起訴為適當，乃定 2年之緩起訴期間，而

為緩起訴處分，並命其向國庫支付新臺幣 5萬元。 

三、小孫經該機關考績會決議核予申誡 1次處分。 

參、弊端癥結 

一、審核作業未臻嚴謹：小孫以協助總務課製作會議資料為由申請加班，

主管人員因未能掌控部屬當日之工作狀況，致未能將其申請予以核

退。 

二、未落實加班查核作業：小孫當日擔任公務人員升等考試監場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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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可能另至該機關加班，如該機關如能落實加班查核作業，

當日即可發現異常，機先處理。 

肆、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一、落實實質審核機制：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之申請加班，須依其每日工

作量及實質內容加以審核，而非流於形式；機關應制定加班查核作

業相關規定，由人事機構不定期（包含假日）辦理抽查。另針對同

仁申請於假日至機關加班，或申請於機關外加班之情形，單位主管

應不定時進行督訪，除瞭解同仁加班狀況，適時予以協助外，並可

收嚇阻之效。 

二、落實平時考核，機先風險控管：主管人員應注意同仁生活交往狀況，

善盡監督考核之責，如發現屬員有作業違常或生活違常之情事，應

即時予以適當輔導，機先防範違紀情事發生。 

三、加強廉政法治教育：利用各種公開集會場合，向機關同仁加強宣導

相關加班費請領之相關規定，使同仁瞭解詐取加班費所應負之法律

責任，避免因一時不察或心存僥倖而觸犯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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