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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 W S L E T T E R 

各國貪腐排名？2018 清廉印象指數出爐！ 
    國際透明組織於 2019 年 1 月 29 日公佈 2018 年清廉印象指數，同 2017 年

全球計有 180 個國家及地區（包含我國）納入評比，在超過全球 82%受評國家

中，臺灣分數為 63 分與 2017 年相同……(繼續閱讀 p.2) 

洗錢防制啟動便民措施，50 萬以下免查 
    為配合國際對洗錢防制作業要求，國內金融機構從今年起實施多項措
施，但隨即也引來「擾民」之批評。為化解民怨，政府隨即要求銀行業者採

取風險比例原則，之後也鬆綁相關措施……..(繼續閱讀 P.5) 

墓政管理大清查！廉政署挖出涉貪 7 案 
    殯業務經過多年的行政透明化措施，收紅包陋習已經收歛許多，但仍
偶發弊案，墓政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權利機會，於喪家或風水地理師申

請辦理喪葬案件時違法行事，並藉此向民眾收賄獲取不法利益……..(繼續閱
讀 P.7) 

春節開工要安全，防護檢查不可少！ 
    新春開市後，勞工朋友上班難免因長假而有「收假症候群」，再加
上過年歡樂氣氛還在，稍有疏忽，就可能發生工安事故……..(繼續閱讀
P.9) 

Google 公布 2019 年資安趨勢！ 
    Google 在 2019 年的開端，公布了幾項需要注意的資安趨勢，
除了攻擊者將對較弱的雙因素驗證進行攻擊外，零信任架構與自我管
理的雲端加密金鑰服務將會逐漸受歡迎……..(繼續閱讀 P.12) 

五福臨門覓良「圓」，聰明健康慶團圓 
    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之際，闔家團聚吃湯圓是我國傳統習俗，但應
景的湯圓除了熱量高之外，民眾容易忽略包餡湯圓還額外添加油脂及糖。

國民健康署提醒民眾，選擇甜或鹹的湯圓要注意「看標示、減調味、巧替
換」三原則適量的食用，才能歡樂過元宵，健康慶團圓……..(繼續閱讀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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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自己的國家多貪腐？ 

2018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結果出爐！ 
 

     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簡稱 TI）於

今（2019）年 1 月 29 日公佈 2018 年清廉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簡稱 CPI），同 2017 年全球計有 180 個國家

及地區（包含我國）納入評比，在超過全球 82%受評國家中，臺灣

分數為 63 分與 2017 年相同（滿分為 100 分），然在全球排名第

31 名，較 2017 年下降 2 名，與 2016 年排名相同；惟若以亞太地

區觀察，我國名次僅次於紐西蘭（第 2 名，87 分）、新加坡（第 3

名，85 分）、澳大利亞（第 13 名，77 分）、香港（第 14 名，76

分）、日本（第 18 名，73 分）及不丹（第 25 名，68 分），居亞

太第 7 名，與 2017 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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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CPI 對我國的評估，援例從全球 13 個知名的國際機構

調查引用 8 個機構的調查資料。其中以政治風險服務組織（PRS）

調查結果給分，進步 6 分為最高，這項調查係專家評估國家政治體

制內有無任命權濫用、裙帶關係、保留特定職缺、偏袒利害關係人、

秘密政黨基金及商政關係過度密切等情，我國在這項調查分數進步，

顯示政府在前述項目的反貪腐防制措施獲得肯定。 

 

然而在世界經濟論壇（WEF）調查結果的分數，退步 6 分之多，

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107年10月17日本項調查公布時新聞稿指出，

該項調查在 2018 年採用全新的「全球競爭力指數 4.0」（GCI 4.0）

進行評比，我國在此項調查相對落後的項目為解決爭端的法律效率、

教學重視創意與啟發的程度、關稅複雜度指數、開辦新事業需要的

天數等，如何精進相關作為以提升排名，爾後可作為相關部會政策

持續規劃參考改進。另我國政府近年持續推動行政透明化措施電子

化，使民眾能夠在線上完成資訊查詢、業務申辦，乃至與政府能有

所對話，除增加民眾對於政府行政作業流程「透明」感受外，也有

助於提升對政府清廉程度的正面評價。行政院亦指示各機關針對國

家重要公共建設推動成立廉政平台，鼓勵全程作業公開透明以排除

不當勢力干預，降低政府重大工程建設廉政不法風險之疑慮，此等

措施將可增進爾後 WEF 對我國評價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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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 2018 年 CPI 調查資料，評分落後項目均係以跨國企業經

理人為調查對象，故提高評比分數首重著力於降低貪腐對企業活動

的不利影響，防杜官商不當互動。因此，中央廉政委員會第 21 次會

議決議由行政院邀集經濟部、金管會、法務部等相關單位，參考國

際標準組織 ISO 37001 企業反賄賂管理機制作法，強化公司治理，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另為了防堵重複類型的貪瀆犯罪一再發生，

廉政署亦要求各政風單位透過「廉政細工」方式，整理機關貪瀆不

法犯罪態樣，會同業務單位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防範措施，並將

弊端型態與防制方法公開於機關網站或社群媒體，使社會大眾明白

機關的改善作為，共同監督避免再犯。 

 

我們認為廉政的本質

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一

種綜合性的策略，非單一

部門可以達成，有賴公、

私部門相互合作。CPI 係國

際透明組織所公布之各國

清廉程度的國際指標，對

於 2018 年的評鑑結果，我們會再持續努力，加強各方面廉政措施及

精進相關作為，使評鑑組織能瞭解我國廉政工作及改進作為，讓潛

在評鑑人也能更加了解我國對反貪腐工作的決心，提升我國清廉印

象指數分數及國際形象。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中央社、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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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揆解民怨，洗錢防制啟動便民措施 

50萬元以下交易，熟客免查 

 

    為配合國際對洗錢防制作業要求，國內金融機構從今年起實

施多項措施，但隨即也引來「擾民」之批評。為化解民怨，政府隨

即要求銀行業者採取風險比例原則，之後也鬆綁相關措施；「洗錢

防制」與「民眾便利」，猶如天秤的兩端，政策如何拿捏得當，考

驗政府之智慧與銀行執行面的細緻度。 

 

金管會主委顧立雄陪同行政院長蘇貞昌視察合作金庫，以了解

銀行相關作業情況；顧立雄表示，將進行多項簡政便民新措施，包

括無摺存款 50 萬元以下交易，若銀行已有資料且認識客戶，不需要

請存款人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核對等。 

 

蘇貞昌表示，我國金融機

構洗錢防制、防詐騙做得很

好、很努力，但「過猶不及」，

應該給予絕大多數客戶最大

的尊重；他當場宣布，未來

民眾赴銀行提、存 50 萬元以

下，應由銀行行員自行判斷，程序從簡，不要再增加民眾麻煩與行

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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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立雄表示，銀行櫃台實施的措施主要有兩項，除了洗錢防制，

還有防詐騙關懷措施；對於洗錢防制，銀行必須區分高低風險不同，

超過 9 成的客戶屬於低風險，應該給予便民措施。 

 無摺熟客 轉帳免留存資料 

金管會也將持續推動四項簡政便民的措施，首先，無摺存款 50

萬元以下的存匯款，若金融機構已有資料並認識客戶，就不用出示

文件資料。銀行局官員舉例，若是一家小吃店老闆每天固定拿 1、

20 萬元進行無摺存款，但銀行行員既然已有該客戶個人資料，也認

識這位客戶，無須再查驗其身分證明文件。 

 

 繳稅、規費不適用洗錢防制 

其次，自行客戶若以轉帳方式進行無摺存款者，因金融機構已

經有客戶資料，就不須向客戶留存資料。再者，繳納稅款、規費者，

不適用洗錢防制規定。此外，多數金融交易都是正常活動，洗錢防

制應便民並且符合比例原則。 

 

顧立雄表示，為了方便銀行行員

實務操作，將與銀行公會討論出「問

答集」，把各種可能發生的案例類型

化，並逐一列舉出來。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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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公務員收紅包陋習，廉政署大清查 

挖出涉貪 7案，防堵殯葬業務弊端！ 
 

    殯葬業務經過多年的行政透明化措施，收紅包陋習已經收歛

許多，但仍偶發弊案，墓政管理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權利機會，於喪

家或風水地理師申請辦理喪葬案件時違法行事，並藉此向民眾收賄

獲取不法利益。為檢視殯葬業務管理情形，法務部廉政署從公益、

民怨角度切入做廉政，107 年度針對部分縣市政府辦理廉政革新實

施計畫之殯葬業

務專案清查，除發

現疑涉貪瀆不法

案件7案進行司法

調查外，另已追究

行政責任 14 人，

及追繳規費約新

臺 幣 575 餘 萬

元。 

 

 廉政署本次殯葬業務專案清查發現，主要行政管理缺失包括公墓

的起掘、埋葬或修繕，未經過合法申請程序；公墓管理員未落實公

墓巡查盤點，未即時糾正防堵墓地遭占用、濫葬情事；納骨塔管理

員於審核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時，發生不應減免而減免或漏未減免之

情事；殯葬業者巧立名目向喪家額外收費，例如收取司法相驗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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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屍助手費及遺體解剖助手費等等，另尚有其他承辦公務員疑似利

用承辦公務機會，謀取自身利益之案型，待司法機關調查中。 

  

 有鑑於殯葬業務的特殊性，國人有所忌諱，常由鄉鎮公所基層

約僱或臨時人員 1 人長期承辦，其等法治觀念較為薄弱。廉政署先

前曾多次責由各縣市政府辦理清查，仍偶有發現貪瀆之情事。此外，

本次係首次針對公墓

管理進行大規模之清

查，經由政風人員會

同現地稽核，發現諸

多公墓巡查及違規取

締未落實之缺失，甚

有公墓管理員立即辭

職之情事。另有發現

民眾不知殯葬管理條例規定且承辦人公務人員未盡其責，因有造成

公墓墓基過大、高度過高或違反不得原地撿骨再葬等情，遭陸續追

繳規費及罰款。基於避免民眾及公務員誤觸法網，法務部廉政署仍

將持續清查，健全機關內控機制，並推動殯葬業務行政透明，透過

民眾雙重監督，檢核殯葬業務管理情形，提升殯葬業務清廉度。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自由時報、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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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開工要安全，人員設備愛注意 

機器操作需小心，安全檢查不可少 

 

新春開市後，勞工朋友上班難免因長假而有「收假症候群」，

再加上過年歡樂氣氛還在，稍有疏忽，就可能發生工安事故。開工

上機前的安全防護檢點檢查，例如機器動火、送電運轉前，必須再

三確認機器安全防護功能是否正常、作業程序是否正確，同時個人

服裝儀容、防護具等正常無誤等，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發生職災事

故。 

 

107 年大年初四

就曾發生年假後開

工，勞工在操作塑膠

真空成型機器時，不

慎被機台壓住上半

身死亡事故；106 年

也是在年假過完之

後，勞工在造紙業工廠操作機器，不慎被輸送帶捲入致死事故。統

計近年（105 年~107 年）春節過後一星期內重大職災案例，計有

105 年 8 件、106 年 10 件、107 年 8 件，顯示事業單位、勞工朋友

在過年長假後，返回工作崗位，開始操作機器時，一定要落實安全

防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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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春節後開工，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特別提醒

雇主及勞工應注意下列事項： 

 

 雇主注意事項 

一、開工標準作業程序，應要求勞工確認再確認，並對勞工加強安

全觀察，避免一時疏忽發生災害。 

二、開工前應進行全面安全檢查，確認現場環境是否仍屬安全，尤

其工廠製程中殘留之有害氣體及可燃性氣體的滯留、蓄積，如

處理不當，即可能會在開工、點火時造成火災、爆炸及中毒等

災害。 

三、加強勞工勤前教育，並注意部門及勞工彼此間的垂直及橫向連

繫，務必遵照安全作業標準開工。 

四、水、電、燃料及動力能源開動負載前，應要求實施自動檢查，

確認安全裝置效能，並依程序開、試俥。 

五、確認機械及設備安全設施之性能是否正常，例如化學設備之安

全閥、緊急遮斷裝置及自動警報裝置、起重機之過捲預防裝置、

衝剪機械之安全裝置及其他有關安全裝置之性能等。 

 

 勞工注意事項 

一、勤前務必預習作業程序與安全注意事項，並遵照安全作業標準

開工。 

二、檢點個人防護具如安全帶、安全帽、手套、安全鞋、工作服、

口罩、耳塞(罩)等，是否功能完整、衛生清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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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高處作業，應確認護欄、護蓋、安全網、樓(爬)梯、安全母索

等安全上下設備是否妥當穩固，使用安全帶、配戴安全帽、安

全掛勾等墜落防止設施。 

四、從事操作或靠近機械設備工作時，應注意個人儀容，視工作環

境配戴適當工作帽或安全帽，長髮應確實紮妥、盤起，瀏海及

短髮亦應以髮夾或髮束箍固定，避免頭髮飛散致使被捲入的危

害。 

五、開始操作機械設備前，應先

檢查所有作業點及捲入點的

安全裝置，確認是否正常運作，

切不可將安全裝置破壞或移

除。 

六、使用機械設備前，應先檢查線路絕緣狀況，不可有破損情形，

並事先測試漏電斷路器功能是否正常，及檢查機械設備外殼是

否確實接地。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特別提醒勞工，年節歡樂氣氛容易

使人鬆懈。新的一年開始，機械設備經過年假停機後重新啟動，先

要確保所使用的工具、設備、機械和物料等，在安全及妥當的狀態

中。同時，事業單位更應積極檢查安全設施，實施安全管理，避免

事故的發生。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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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公布 2019年資安趨勢！ 

無密碼登入成主流、原生雲端恐被駭 
 

Google 在 2019 年

的開端，公布了幾項需要

注意的資安趨勢，除了攻

擊者將對較弱的雙因素驗

證 (Two-Factor Authentication) 進行攻擊外，零信任架構

（ Zero-Trust Architectures ）與自我管理的雲端加密金鑰

（Self-Managed Cloud Encryption）服務將會逐漸受歡迎，另外，

Google 也提醒，接下來駭客的攻擊能量會瞄準容器等原生雲端環

境，針對架構漏洞進行更複雜的攻擊。不少應用程式已經部署雙因

素驗證保護使用者帳戶，但是並非所有的雙因素驗證的保護力都足

夠強健，Google 表示，現在攻擊者正在尋找能夠繞過較弱的雙因

素驗證方法，像是透過網路釣魚攻擊或是接管電話號碼以攔截 SMS

一次性驗證碼等，而這些攻擊瞄準的對象通常是具高價值的用戶，

如高階主管、政治人物或是雲端管理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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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Google 預測，更多的服務應該會陸續採用更能對抗釣魚

攻擊的雙因素驗證，並採用 FIDO（Fast IDentity Online）標準，透

過安全金鑰進行身份驗證，讓使用者獲得更強大防範網路釣魚攻擊

和帳戶接管的保護。Google 進一步預測，在 2019 年，無密碼登入

將會成為主流。由於作業系統與瀏覽器平臺對 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和 FIDO API 的支援，網站也將開始提供重新登

入的功能，使用者只需要使用指紋

等生物識別就能執行登入動作。儘

管無密碼首次登入需要比較多的手

續，但是在之後，便能獲得簡單且

高度安全的登入體驗。 

 

另外，2019 年零信任架構將會從創意階段進人實際應用階段。

隨著不少企業逐漸將系統移往雲端，為了滿足員工隨時隨地存取業

務資源的需求，零信任架構成了熱門的話題，Google 自己的

BeyondCorp 模型就是這個概念的原始企業實作，Google 預計，會

有越來越多供應商，在 2019 年將提供套裝商業解決方案。接下來，

攻擊者會將攻擊能量轉向容器等原生雲端環境，進行更複雜的攻

擊，Google 提到，他們已經看到了針對容器部署的公開攻擊，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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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攻擊都比較低階，僅是利用虛擬機器的公開程式碼洩漏錯誤

配置、憑證或是機密資訊，但隨著容器採用率上升，Google 認為，

將會看到針對容器架構和容器漏洞更高階的攻擊。 

 

自我管理的加密金鑰除了可以提供對資料存取的控制，也提供額

外的審計透明度、滿足政策和法規的要求或是控制供應商存取能

力，不過由於管理金鑰不易，可能導致資料丟失的問題，Google 認

為，自我管理的雲端加密金鑰

服務將逐漸受歡迎。而在 2018

年實施的歐盟最嚴格個資法

GDPR，要求組織企業應主動

報告資料洩漏事件，光在英

國，與 2017 年相比，2018 年上半年自主報告的資料洩露率增加了

30％。Google 預測，第一筆 GDPR 的罰款應該會落在 2019 年。

而開源軟體蓬勃發展的現在，從開放原始碼資料庫下手植入漏洞，

成為了一種有效的攻擊方法，Google 也提醒，使用者應該對開源軟

體進行更嚴格的測試。 

 

（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IDC、I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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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三原則「看標示、減調味、巧替換」 

五福臨門覓良「圓」，聰明健康慶團圓 
 

 

     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節之際，闔家團聚吃湯圓是我國傳統習

俗，但應景的湯圓除了熱量高之外，民眾容易忽略包餡湯圓還額外

添加油脂及糖，建議酌量

食用。國民健康署提醒民

眾，無論將湯圓當作正餐

或點心食用，選擇甜或鹹

的湯圓要注意「看標示、

減調味、巧替換」三原則

適量的食用，才能歡樂過

元宵，健康慶團圓。 

 

 看標示：聰明換算熱量，避免隱藏健康危機 

選購湯圓時，建議民眾看清楚食品包裝上的營養標示，「每

份」、「本包裝含幾份」及「每 100 公克」等，聰明換算並詳細

比較，建議選購熱量、脂肪、飽和脂肪、糖與鈉含量低的湯圓。 

 

正常體重 60 公斤之靜態工作者，每日所需熱量約 1800 大

卡；脂肪不超過總熱量的 30%，即 540 大卡計算，脂肪不超過

60 公克，其中飽和脂肪不超過 20 公克；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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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過社會各界討論有共識下，游離糖攝取量不超過總熱量

5%，即 90 大卡計算，糖不超過 22.5 公克，約 4 至 5 顆方糖。 

 

以花生甜湯圓為例，4 顆就相當於 1 碗白飯的熱量，且含脂

肪約 12.9 公克，已超過一天脂肪攝取上限的五分之一，其中飽

和脂肪約 5.8 公克，已超過一天飽和脂肪攝取上限的四分之一；

含糖量約為 8 公克，已超過一天游離糖攝取上限的三分之一。 

 

 減調味：天然取代甜膩，降低額外糖油攝取 

無餡紅白小湯圓建議湯頭避開如紅豆湯或花生湯等濃糖水，

改搭配天然的桂圓、枸杞、紅棗或薑汁來提味，保留食物原本的

風味，也可減少甜湯的糖

分及熱量；另外無餡紅白

小湯圓亦可加入豆腐、少

許肉絲和當季蔬菜熬煮食

用，營養均衡又美味。 

 

包餡甜湯圓因芝麻、花生內餡已含高糖分，建議直接以滾水

煮熟食用，不要再額外添加糖或配料，保留食物原本的風味，也

可減少甜湯的糖分及熱量。 

 

包餡鹹湯圓內餡則含油脂及絞肉，並且已經調味，建議湯頭

配料不要再以熱油爆香油蔥酥，並避免用過多調味料烹調，只要

加入昆布、紅白蘿蔔、番茄、大白菜、茼蒿、菇類等蔬菜熬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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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青蔥提味，減少鈉、油脂及熱量，營養均衡又美味，還可

補充膳食纖維，增加飽足感及促進腸道蠕動。 

 

 巧替換：佳節飲食平衡，防止熱量攝取過多 

很多人經常把湯圓當點心食用，但 4 顆包餡湯圓，或約 59

顆無餡紅白小湯圓，熱量就有 280 大卡，相當於 1 碗飯的熱量；

若是小湯圓經過油炸，再沾上煉乳

及花生粉食用的熱量就更高。國民

健康署提醒，除了減量食用外，民

眾亦可掌握替換主食的訣竅，將當

天的飯量減少 1 碗，避免熱量攝取

過多。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中時電子報、指傳媒、康健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