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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罫與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共同派員，於2018年3月20日至22

日出席在泰國曼谷舉辦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反貪腐和執法機構

網絡(ACT-NET)不法資產追回訓練工作坊」（Training Workshop on 

Asset Recovery）會議。 

  

ACT-NET是APEC各會員經濟體交換敏感案例資訊的創新管道，提供反

貪腐機構和執法部門間協調、推動建立雙邊執法合作機制、促進開展對

貪腐、賄賂、洗錢和非法貿易犯罪的調查、起訴和資產返還方面的務實

合作。 

 

本次工作坊由泰國國家反腐敗委員會（National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of Thailand）、中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國監察部)

以及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東南亞暨亞太區域辦公室（Regional 

Office for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共同舉辦，邀請30位專家對APEC會員經

濟體、瑞士、7大國際組織、法律專業人員以及相關學術專家等100位與

會人員發表演說，並針對「資產追討基本原則暨國際架構」、「追蹤資

產與洗錢防制」、「凍結與沒收資產」、「匯回貪腐所得」以及「資產

追討指南互動討論」等議題進行討論。 

 

本團除參與工作坊會議之外，另參訪泰國反洗錢辦公室(Anti-Money 

Laundry Office, AMLO)和最高檢察罫(Office of Attorney General, 

OAG)，與上述機關討論洗錢防制、司法互助合作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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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摘自：廉政罫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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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舉專線： 

反賄選檢舉專線：0800-024099 

撥通後請按 4(24小時，久久服務) 

 

二、受理檢舉單位： 

受理檢舉賄選一律保密，當您發現有人賄選時，請您親自或書面或打檢舉專線電

話或電子郵件，向地檢罫、警察局(或分局及派出所)、調查處、站或機動組檢舉，

請講清楚： 

★是什麼人【人】 

★在什麼時候【時】 

★在什麼地點【地】 

★用錢(百元、五百元或千元鈔票)或什麼東西【物】 

★向誰買票及過程【事】。 

 

三、檢舉賄選得獎金： 

依據鼓勵檢舉賄選要點，獎勵如下： 

（一）查獲得票數逾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但書之總統、副總

統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二）查獲得票數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之立法院立法

委員或直轄市市長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一千萬元。 

（三）查獲立法院正、副院長或直轄市議會正副議長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

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一千萬元。   

（四）查獲得票數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之直轄市議員、

縣（市）長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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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獲縣（市）議會正副議長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

五百萬元。 

（六）查獲得票數逾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第二款之縣（市）議

員候選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二百萬元。  

 (七）查獲農田水利會會長、農會或漁會理事、監事、理事長候選人賄選或總幹

事候聘人行賄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二百萬元。 

（八）查獲前七款候選人或候聘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五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三

親等內之姻親或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或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立競選辦事處之負責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

獎金新臺幣一百萬元。 

（九）查獲前八款以外之人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獎金新臺幣五十萬元。 

（十）查獲前九款之人預備賄選者，每一檢舉案件給與各款獎金二分之一。 

賄選行為人自首，並檢舉他人共犯賄選之罪者，不給與獎金。檢舉他人犯賄選之

罪，經查明其為共犯者，亦同。 

 

四、檢舉人受保護-保密到家： 

檢舉賄選人，有受到證人保護法的保障，所以不用擔心身分曝光問題。 

 

                                                 資料摘自：反賄選法令宣導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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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罫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高雄市鳳

山區鎮○里里長楊○○，涉嫌偽造文書及詐

欺案，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罫檢察官緩起

訴。 

     高雄市鳳○區公所（下稱鳳○區公所）於104 年間辦理「鳳○區104 年鄰

長文康暨講習會活動」、105 年間辦理「鳳○區南○、一○、武○、鎮○、福○

等里105 年鄰長文康暨講習會活動」，里長楊○○明知參加資格限里、鄰長身分，

倘鄰長不克參加僅得由代理之眷屬或家屬代理參加，非上述人員均不得參加，仍

於104年間為使趙姓、謝姓、張姓友人等3 人，及105年間為使鄭姓、黃姓、林姓、

劉姓、謝姓及張姓友人等6 人獲得免費旅遊之不法利益，竟基於偽造私文書、詐

欺得利之犯意，在不知情且無意參加之鄰長未事先授權之情形下，擅自在渠等同

意書上分別填寫同意由上開楊○○之友人代理參加，並填列渠等間之不實親屬關

係資料，再將上開內容不實之同意書交予鳳○區公所承辦人形式審查而陷於錯誤，

足生損害於鳳○區公所辦理本件活動相關人員參與及經費核銷之正確性，因而使

未符合參加活動資格之楊○○之友人獲得旅遊、食宿、活動之不法利益共計新臺

幣1萬7,940元。 

 

      被告楊○○所為，係犯刑法第134 條、第339 條第2 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機會詐欺得利及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經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罫檢察官考量被告楊○○坦承犯行，並已全數繳回不符資格者參加文康

活動款項之不法利益，且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具有悔意，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

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以勵被告自新。 

 

                                                                                 資料摘自：法務部廉政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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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資訊安全攻擊手法有 

哪些？該如何防範？ 
 

(一) 根據 TWCERT/ CC (Taiwan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 Coordination Center，

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長期追蹤統計，

目前網路與電腦系統的攻擊數量與日俱增，且手法亦愈漸複雜，可

能形成的危害不容小覷。以下列舉常見的資訊安全攻擊手法： 

 

1、惡意程式攻擊 

泛指利用不懷好意的程式，例如電腦病毒、蠕蟲、特洛伊木馬或垃

圾郵件等，透過網路等媒介進行傳遞、感染，以達到資料竊取或破

壞個人電腦等目的。 

 

2、利用漏洞入侵 

所謂「漏洞」是指軟體開發者在撰寫程式或進行系統設計時，因規

劃或設定不當，所形成的資訊安全風險，使得攻擊者得藉以利用其

從事惡意行為。 

 

3、社交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所謂社交工程，是利用人性方面的各項特性如好奇心、同情心等心

理狀態，並利用各種手段讓使用者「信任」來進行一種類似「詐欺」

的攻擊行為，凡是有牽扯到人類因素的任何攻擊行為，都可稱為社

交工程。 

 

(二) 為有效防範資訊安全攻擊行為，使用者應養成良好電腦使用

習慣，下述幾項供參： 

 

1、安裝防毒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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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個人電腦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期進行完整掃描，可有效防範電腦

遭受惡意程式入侵或機敏資料遭有心人士竊取等風險。 

 

2、更新作業系統及軟體 

當作業系統及軟體業者針對已知漏洞發布更新時，使用者應即時下

載並更新以修補漏洞，避免遭受攻擊者利用漏洞進行攻擊。 

 

3、避免開啟來路不明之電子郵件 

使用電子信箱時，務必隨時提高警覺，看清楚寄件來源及標題，切

勿任意開啟來路不明的電子郵件，以防止社交工程攻擊，而開啟惡

意程式或點擊不明連結。 

                                         

                                                          資料摘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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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災逃生的狀況及方法  

一般而言，逃生狀況可區分為三種，一是逃生避難時，二是室內待救時，三則是

在無法期待獲救時。其方法敘如下 

逃生避難時  

一、 不可搭乘電梯，因為火災時往往電源會中斷，會被困於電梯中。  

二、 循著避難方向指標，由安全梯進入安全梯逃生。  

三、 以毛巾或手帕掩口：利用毛巾或手帕沾濕以後，掩住口鼻，可避免濃煙的

侵襲。  

四、 濃湮中採低姿勢爬行：火場中產生的濃煙將瀰漫整個空間，由於熱空氣上

升的作用，大量的濃煙將飄浮在上層，因此在火場中離地面 30公分以下的地

方應還有空氣存在，尤其愈靠近地面空氣愈新鮮，因此在煙中避難時儘量採

取低姿勢爬行，頭部愈貼近地面愈佳。但仍應注意爬行的便利及速度。 

五、 濃煙中戴透明塑膠袋逃生：在煙中避難逃生，人體如防護不當，易吸進濃

煙導致暈厥或窒息，同時眼精亦會因煙的刺激，產生刺痛感而致睜不開。因

此如有簡易的裝備能使人們在煙中逃生時，能提供足量的新鮮空氣，並隔離

煙對眼精的侵襲最佳。此時即可利用透明塑膠袋。透明塑膠袋無分大小均可



10 
 

利用，使用大型的塑膠袋可將整個頭罩住，並提供足量的空氣供給逃生之用，

如無大型塑膠袋，小的塑膠袋亦可，雖不足完全罩住頭部，但亦可將其掩護

口鼻部分，供給逃生所需空氣。 使用塑膠袋時，一定要充分將其張開後，兩

手抓住袋口兩邊，將塑膠袋上下或左右抖動，讓裏面能充滿新鮮空氣，然後

迅速將其罩在頭部到頸項的地方，同時兩手將袋口按在頸項部位抓緊，以防

止袋內空氣外漏，或濃煙跑進去。同時要注意在抖動塑膠帶裝空氣時，不得

用口將氣吹進袋內，因為吹進去之氣體是二氧化碳，效果會適得其反。  

六、 沿牆面逃生：在火場中，人常常會表現驚惶失措，尤其在煙中逃生，伸手

不見五指，逃生時往往會迷失方向或錯失了逃生門。因此在逃生時，如能沿

著牆面，則當走到安全門時，即可進入，而不會發生走過頭的現象。  

在室內待救時  

一、 用避難器具逃生 ：避難器具包括繩索、軟梯、緩降機、救助袋等。通常

這些器具都要事先準備，帄時亦要能訓練，熟悉使用，以便突發狀況發生時，

能從容不迫的加以利用。  

二、 塞住門縫，防止煙流進來 ：一般而言，房間的門不論是銅門、鐵門、鋼

門，都會具有半小時至二小時的防火時效。因此在室內待救時，只要將門關

緊，火是不會馬上侵襲進來的。但煙是無孔不入的，煙會從門縫間滲透進來，

所以必須設法將門縫塞住。此時可以利用膠布或沾溼毛巾、床單、衣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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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住門縫，防止煙進來，此時記住，潮溼能使布料增加氣密性，加強防煙效

果，因此經常保持塞住門縫的布料於潮溼狀態是必需的。另外如房間內有大

樓中央空調使用的通風口，亦應一併塞住，以防止濃煙侵襲滲透。  

三、 設法告知外面的人 ：在室內待救時，設法告知外面的人知道你待救的位

置，讓消防隊能設法救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待救的房間有陽台或窗戶開

口時，即應立即跑向陽台或窗戶之明顯位置，大聲呼救，並揮舞明顯顏色的

衣服或手帕，以突顯目標，夜間如有手電筒，則以手電筒為佳。如所在的房

間剛好沒有陽台或窗戶，則可利用電話打“119”告知消防隊，你等待救助的

位置。  

四、 至易於獲救處待命 ：在室內待救時，如可安全抵達安全門，進入安全梯

間或跑至頂樓頂帄台，均是容易獲救的地點。如不幸地，受困在房間內，則

應跑至靠陽台或窗戶旁等待救援。  

五、 要避免吸入濃煙 ： 濃煙是火災中致命的殺手，大量的濃煙吸入體內會造

成死亡，吸入微量的濃煙則可能導致昏厥，影響逃生。因此務必記住，逃生

過程中，儘量避免吸入濃煙。  

無法期待獲救時  

當無法期待獲救時，絕對不要放棄求生的意願，此時當力求鎮靜，利用現場之物

品或地形地物，自求多福，設法逃生。  



12 
 

一、 以床單或窗簾做成逃生繩 ：利用房間內之床單或窗簾捲成繩條狀，首尾

互相打結銜接成逃生繩。將繩頭綁在房間內之柱子或固定物上，繩尾拋出陽

台或窗外，沿著逃生繩往下攀爬逃生。  

二、 沿屋外排水管逃生 ：如屋外有排水管可供攀爬往下至安全樓層或地面，

可利用屋外排水管逃生。  

三、 絕不可跳樓 ：在火災中，常會發生逃生無門，被迫跳樓的狀況，非到萬

不得已，絕不可跳樓，因為跳樓非死即重傷，最好能靜靜待在房間內，設法

防止火及煙的侵襲，等待消防人員的救援。 

 

                                                           資料摘自：內政部消防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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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包裝食米百百款，該如何選擇呢？ 收穫後的稻穀經不同的碾製過程，可

加工為糙米(將稻穀只碾除稻殼)、胚芽米(將糙米碾除部分糠層並保留胚芽部位)、

白米(將糙米之糠層碾除後之精白米)等食米。其中以富含膳食纖維及多種維生素

的糙米營養價值最高，而白米的口感接受度最佳，消費者可依個人的喜好與需求，

選擇不同碾製程度的食米，若較重視米飯營養，建議可選擇保有糠層或胚芽營養

的糙米或胚芽米，如果講究口感，則選擇白米。 

    食米的新鮮度是影響米飯食味之關鍵，一般而言，稻穀碾製成食米後，因米

粒直接接觸到空氣逐漸產生劣化，因此，舊米的米粒容易黃化、有粉感、透明度

降低並失去光澤，且若儲存不當易有異味，以致於烹煮後的米飯硬度較高，黏彈

性及延展性皆會下降。此外，若包裝食米中含有過多未熟米粒、被害粒或碎米粒，

則品質不良，影響米飯外觀及口感。 

    選購食米時，要注意哪些事項?依糧食管理法規定，市售食米需明確標示相

關訊息，消費者可依標示內容作為選購之參考。食米的標示內容及方式，依包裝

食米或散裝食米不同，包裝食米須標示品名、品質規格、產地、淨重、碾製日期、

保存期限、製造廠商和國內負責廠商的聯絡資訊；散裝食米則由陳列販賣者，以

聰明選購食品，如何挑選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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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牌標明品名及產地；因此消費者在選購時，可先看清標示內容及食米之外觀

品質，再選購符合自己需求的食米。 

    為符合國內消費市場需求、保護消費者權益，糧食管理法也已於 103年規定

國產米與進口米應分開包裝，不得混合銷售。同時建立進口米追溯管理機制，糧

食業者必須分開登記國產米與進口米之買賣進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按時抽驗市

售食米，並公告抽檢不合格產品及其販售場所，促使通路業者善盡產品把關責任，

提升消費者對國產好米之信心。 

    瞭解食米的分類、標示規定等，可作為挑選食米時之參考，而食米於開封後

應置放於乾燥、低溫處，若短期無法食用完畢應存放於冰箱冷藏，以延長最佳賞

味期限! 

                                                                          資料摘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