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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殺死癌細胞？ 食安謠言你仍被騙？ 
    坊間流傳「檸檬可以殺死癌細胞」的訊息，內容提及可調節血壓過高，

破壞了 12 種惡性細胞腫瘤，包括結腸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胰腺等

療效…….（繼續閱讀 p.14） 

清廉是國際語言 我國今年提出國家報告 
    法務部廉政署、台灣透明組織與臺南市政府共同舉辦「亞太地區廉政國際

會議暨透明組織年會」，本次會議共有亞太地區 18 個國家分會，共 40 名代

表共同與會……(繼續閱讀 p.2) 

無人機惡意運用之應處防護作為 
    全球進入無人遙控機或無人機時代，無論軍事、商業、農業、探勘

拍攝、旅遊休閒等用途，都呈爆炸式成長，可能對航空安全造成的威脅

大增。……（繼續閱讀 p.9） 

行動消費世代來臨！行動支付暗藏風險 
    隨著民眾對手機黏著度提升，越來越多消費者選擇在手機裝置中下載

行動銀行 APP，以行動銀行執行重要的企業及個人活動，但這樣行為藏了

相當嚴重的風險......（繼續閱讀 p.12） 

盜領學生存款 社工師合併判刑四年 
花蓮縣縣立南平中學社會工作師許采臻，被控先後盜領學生存款二次

共一萬元，二審時一罪一罰依貪污罪，各判三年八月，合併判刑四年，

褫奪公權二年。……..(繼續閱讀 p.7) 

司改第二次半年報告 蔡清祥提 6 大工作 
    行政院、司法院、法務部近日舉行司法改革第二次半年進度報告記者

會，讓各界了解司法院與行政院（法務部及其他相關部會）推動改革的情

形。…...(繼續閱讀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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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公私部門廉政交流活動開跑 

各國代表蒞臨交流反貪經驗 

 

法務部廉政署、台灣透明

組織與臺南市政府共同舉辦

「亞太地區廉政國際會議暨

透明組織年會」，本次會議

共有亞太地區 18 個國家分

會，共 40 名代表共同與會。會中針對亞太地區各國廉政創新措

施進行分享與討論，更透過此一會議凝聚區域反貪共識。 
 

    台灣透明組織指出，臺灣多年來在廉政建設方面的努力，已

獲得國際肯定，因此這次獲授權舉辦停辦 3 年之久的亞太地區透

明組織年會，且與會代表們皆是在當地國致力於反貪腐多年的民

間有力人士；本次年會的目的，是希望凝聚亞太地區各國反貪腐

共識，以及建立未來的合作平台。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出席本次年會

開幕式時表示，清廉是政府最基本責

任，拒絕貪污是政府人員對民眾的承

諾。清廉、反貪腐不是道德勸說，一

定要有具體作為，行政院今（2018）

年將提出國家報告，說明臺灣整體的

廉政工作推動情況，向國人報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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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際社會報告，讓國際社會了解臺灣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除了重視

自由、人權以外，也非常重視法治，也希望國際的觀念、做法可以到

臺灣來，讓整體國家的廉政工作越做越好。 

 

 

賴揆更強調，行政院推動廉政或反貪腐的工作，出發點是基於愛

心、愛護政府同仁的心，避免他們犯錯；其次是意在防杜外部不當力

量進到政府；第三個目標則是要保護社會、政府和國家，盼能持續用

最好的效力來服務國家、服務人民，讓臺灣能夠持續進步。 

 

 

本次會議由國際透明組織會長盧比歐博士、廉政署朱家祺署長與

臺北市工務局彭振聲局長提出專題演講，並召開醫療市場透明誠信論

壇，邀請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等人與談，接著則是為期兩天的透明組

織內部年會，會中將有六個討論場次與三個創意座談，所有與會者將

分享各國經驗，並研議出可以促使各國政府共同採行的反貪腐新作法

與政策。 

 

（資料來源：行政院、法務部廉政署、台灣透明組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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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第二次半年進度報告記者會 

揭櫫司法改革執行進度及落實情形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總結會議於 106 年 8 月 12 日召開，迄今

屆滿一年。行政院、司法院、法務部近日舉行司法改革第二次半年

進度報告記者會，讓各界了解司法院與行政院（法務部及其他相關

部會）推動改革的情形。 

 

記者會首先由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說明一般性司改推動情

形，提到司法院、行政院各自設有推動小組，進行跨院、跨部會的

協力合作，除協調完成 87 大點次、303 個子點次的主、協辦機關

外，為推動落實各點次決議，建置了「司法改革進度追蹤資訊平台」，

民眾可於該平台瀏覽各機關提出的回應表，了解各項已回應部分決

議的執行進度與落實情形。另司法院與法務部已完成的部分初步回

應表，也已上傳至各自的司法改革專頁，供各界瀏覽查閱。此外，

行政院、司法院及法務部在台北分別邀請勞工、工商、醫界團體及

「民間監督落實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決議聯盟」等團體進行深度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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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度於台中與高雄進行 2 場「司改向前走：司法改革地方意見

交流座談會」，向地方各界說明司改國是會議的決議與落實，聽取

各界意見並進行交流。目前已經完成相當數量的法律、命令修正與

行政措施，未來相關司改法案陸續送到立法院，希望下個會期可以

審議通過。 

 

接下來由法務部長蔡清祥報告法務部各項司改作為，強調持續

依循人權保障、追求公義及維護社會安全的理念推動司改，具體項

目包括：1.為彰顯檢察機關執行職務的中立、獨立與客觀，推動各

級檢察署更名，自今年 5 月 25 日起檢察機關的名稱已全數去法院

化；2.為落實公開透明與無罪推定的原則，「法院組織法」第 83

條修正案已三讀通過，未來一審判決書公開後，起訴書也將隨之公

開；3.為強化人權保障，提出「羈押法」與「監獄行刑法」修正草

案，賦予羈押被告對看守所處分的救濟管道，建立受刑人對假釋審

查以及矯正機關處遇或措施的司法救濟途徑；4.為保護被害人，完

成「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方案｣修正草案，新增了 35 項具體措施；

5.為有效打擊犯罪，建構完善的反貪腐法制，完成「國際司法互助」

與「財團法人法」的立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修正。

此外，並積極推動檢察人事制度改革，致力提升檢察體系之效能等。 

 

隨後由羅政務委員提出行政院其他部會的改革成果，包括：1.

內政部持續改革指認程序、警詢制度及設置教育訓練課程諮詢會；

2.衛福部針對高風險族群建立關懷及追蹤介入機制，並調整觸法少

年處遇方式為福利服務與教育輔導；3.環保署持續打擊環境（林務）

犯罪、納入吹哨者條款；4. 教育部鼓勵各大學法律學院系所增設原

住民族研究之相關課程，並維護安置機構觸法兒少接受國民教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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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5.勞動部提供更生受保護人就業協助；6.教育部、勞動部、

內政部跨部強化司法通譯，辦理東南亞語言之語言檢定具體方案。 

 

最後，由司法院秘書長呂太郎

說明司法院這半年來司改進度重

點，包括：1.建構大法官審理案件

新制，期能實踐憲法保障人權之意

旨，使人民基本權獲得完整無缺漏

的憲法保障，並能妥適回應社會各

界對於釋憲業務公開透明的期待；

2.完成終審法院大法庭制度之修正

草案，確保終審法院法律適用一

致，使裁判具有安定性及可預測性，並發揮促進法律續造之功能；

3.完成「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制定案，送請立法院審議；4.完成

「勞動事件法」草案，經會銜行政院後，業於 107 年 7 月 16 日函

請立法院審議；5.推動「金字塔型」訴訟及法院組織，使事實於第

一審正確、快速確定，終審法院發揮統一法律見解功能；6.完成「法

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完善法官個案評鑑制度，讓職務法庭審

理更加公開、透明、有效率；7.強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建立多

元化爭議解決管道有效疏減訟源；8.完成「犯罪被害人訴訟參與制

度」草案，提升被害人於訴訟上的主體性；9.完成刑事訴訟有關「防

範刑事被告逃匿」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10.完成「少年事件

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資料來源：法務部網站、中央社、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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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領學生存款二次  

社會工作師合併判刑四年 
 

    花蓮縣縣立南平中學社會工作師許采臻，被控先後盜領學生

存款二次共一萬元，二審時一罪一罰依貪污罪，各判三年八月，合併

判刑四年，褫奪公權二年，她不服，上訴後被最高法院駁回，判刑確

定，即將發監執行。 

    許采臻自民國九十八年三月卅一日起擔任花蓮縣立南平學社會

工作師，負責辦理學生處遇計畫之擬定與實施、個案安置前置工作及

家庭訪視與個案管理、學生回歸後之追蹤輔導、學生偶發事件之處理

等業務。她為安置於中學之學生李姓學生主責社工，竟二次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以下列方法盜領被害人之存款，而有下列犯行： 

九十九年十二間，因許采臻所服務之南平中學，編列預算設置學生零

用金制度，必須收取受安置學生之存摺、印章，以憑辦理學生零用金

發放。許采臻為李姓女學生之主責社工，負責收取。 

   在此之前，許采臻曾與李姓學生於九九年九月廿九日一同前往花

蓮林榮郵局辦理李某郵局帳戶密碼變更事宜，並申請提款卡，得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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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密碼。許采臻再趁著收取存摺印章之便，並已得知因李某考取美容

證照，花蓮縣政府即將撥發五千元之獎勵金，乃於九十九年十二月某

日，前往李某位在花蓮縣萬榮鄉住處，向李某之二伯母取鳳林郵局帳

戶之存摺及印章。許采臻取得存摺印章後，竟於一○○年一月十四日，

盜蓋李某之印章，偽造成李某名義之提款單，盜領五千元存款得逞。 

    一○○年二月廿一日，許采臻因職務之便，得知世界展望會即將

撥入李某補助費共計五千元，許采臻向李某佯稱代為保管提款卡， 許

采臻未經李某之同意在花蓮港務郵局自動櫃員機盜領五千元得逞。 

   本案一審時法官依侵占公用財物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詐取財

物罪、非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財等四罪判處較輕之罪（二罪合併處三

年二月），二審認定所犯係貪污治罪條例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罪，改判二罪合併四年。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網站、更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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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新寵 — 無人機掀起熱潮 

商機下之風險挑戰不容輕忽 

全全球進入無人遙控機

（Drone）或無人機（UAV）

時代，無論軍事、商業、農

業、探勘拍攝、旅遊休閒等

用途，都呈爆炸式成長。由

於無人機正式用途與飛行遙控玩具之間的界限漸趨模糊，且人人皆

可擁有，對航空安全造成的威脅大增。資料顯示，僅 2015 年下半

年，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ederalAviationAdministration，下簡

稱 FAA）接獲航空公司、私人飛機駕駛員和航管人員報告，無人機

逼近飛行航道即達 175 次，小型無人機與大型飛機僅隔幾秒或差

幾呎就可能相撞也有多起。全美最繁忙機場起降階段案例最多，它

對大眾生命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因應運用無人機空拍風景盛行或滿足個人使用需求，受操作與

環境影響意外頻傳，我國行政院強調，無人機議題需拉高到國土安

全層次思考，並在確保國家安全與公眾安全的前提下，同時保障個

人權益及合法活動，提出管理原則與修法方向。已於 2015 年 9 月

召集交通部、內政部、國防部、法務部、教育部、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等相關部會，進行通盤性討論，完成第一波相關法規修正；另

交通部民航局研議 15 公斤以上無人機由民航局管理，15 公斤以

下授權由地方縣市政府因地制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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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人機是新興科技，雖有其便利性，但也可能因為使用不當或

有心人士惡意運用，影響公共安全，甚至對國家安全造成威脅。近

期發生多起無人機墜落，衍生飛安問題，因此，此議題需提高至國

土安全層次，思考其各種使用情境或惡意運用所衍生的安全議題。

國家安全與公眾安全是一切的前提，政府必須同時兼顧個人權益與

合法活動的保障。 
 

針對法律規範，行政院指出，民航局將分析參考各國法規管制

強度，以「擴大規範、明確權責、符合現況，為未來發展預留彈性」

為原則，對於私人使用、公務使用、商業用途等考慮不同的規範強

度。 

    無人機最大隱憂，首先在於有心人士或恐怖分子可能改造作為

新式武器。試想，恐怖組織既能研製鞋底炸彈、內衣炸彈和暗藏人

體的體內炸彈，改裝無人機攜帶炸彈或載具本身成為攻擊炸彈並不

難。如果裝上威力強大的 C4 塑膠炸藥，或使用簡易爆炸裝置、土

製炸彈（ImprovisedExplosiveDevice,IED），目標以人群聚集、

政治領袖出現地點上空、機敏或關鍵基礎設施，再以遙控引爆，如

此將成反恐的噩夢，後果不堪設想。1995 年至 2015 年，全球有 

13 起疑似無人機攜載炸藥、化學或生化武器的恐怖襲擊遭破獲；

近期法國核子反應爐上空頻見無人機，讓法國當局亦十分緊張。 
 

其次這些現象，說明無人機的科學新運用，伴隨飛安威脅和恐

怖攻擊，如何管理和維安日益迫切。但 FAA 迄今規定粗略，且未

臻周延。FAA 規定，無人機可在 400 呎以下、距機場 5 哩外合

法操控；拍電影和其他行業須逐項申請特別許可，商業用途迄今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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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故亞馬遜公司須移至英國實驗無人機送貨業務）。另外，坊

間購買無人機之管制鬆弛，部分無人機能飛到二、三千呎高度，如

不巧撞上民航機螺旋槳或被吸入噴射機引擎，將可能造成嚴重事

故，導致重大飛安事故與人員傷亡。 

 

第三：美國國會要求 FAA 制定一套安全法規，草案傾向無人

機營運商須持有機師執照，且只能白天在 400 呎低空飛行，航程

須在操作員目視範圍內。業者認為限制太多，無法推廣，正在遊說

國會施壓放寬。但聯邦和地方執法機關認為即使有法源依據，誰來

執行管控無人機不惡意運用或恐怖攻擊，後續執行與管控才是真正

問題所在，立法僅是開端。白宮遭無人機入侵是個警訊，提醒類似

案例之維安罅隙須盡快彌補，否則在尚未享受無人機帶來的便利

前，反而面臨新的人為災難和恐怖威脅，得不償失且後悔莫及。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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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消費世代來臨！小心暗藏風險 

善用 4大步驟，為行動資安把關 
 

根據國發會最新調查顯

示，台灣民眾 12 歲以上的

上網率突破八成，手機已成

為民眾日常生活主要的上

網工具。隨著民眾對手機黏

著度提升，越來越多消費者

選擇在手機裝置中下載行動銀行 APP，以行動銀行執行重要的企業

及個人活動，但這樣行為藏了相當嚴重的風險，網路科技公司表示，

行動交易的普及也暗示著網路犯罪的觸角逐漸從桌上型電腦移轉到

行動裝置上。 

 

    國發會指出，數位機會調查結果中，除國人上網率持續提升外，

手機上網比率與一般上網率幾無差異，皆達八成，後續應關注使用

手機可能帶來的衝擊。此外，新住民上網率已達九成，顯示新住民

融入社會後，數位教育平權已達水準，數位發展除帶來生活便利外，

亦應重視其負面影響，如網路沉迷問題。民眾長時間使用手機可能

影響自身安全，並注意身體姿勢不良導致醫療需求，及早關注網路

沉迷可能帶來的影響，透過跨部會合作共同努力防制，降低數位風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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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樣的調查結果，資安廠商趨勢表示，許多 Bankbot 惡

意程式，會偽裝成正常應用程式到處散布，駭客也可能利用假網頁

覆蓋在正常的行動銀行 APP，藉此要求用戶輸入帳號密碼，以竊取

登入資訊進行盜刷。因此，擁抱金融科技帶來便利之餘，也要善用

4 大步驟，為行動資安把關：盡速套用安全更新、只從官方應用程

式商店下載程式、針對可疑的連結應提高警覺，防範網路釣魚、採

用適當的防護軟體。 
 

資安公司指出，行動支付應用程式和裝置的漏洞都是駭客經常

鎖定下手的目標，駭客可以在遭感染的行動裝置螢幕上繪製或蓋上

一層假的畫面來誘騙使用者點選按鈕或執行其他應用程式，來執行

惡意活動。即使面對是已經修補的漏洞，只要用戶尚未執行更新，

裝置仍舊是曝露在危險當中，另外駭客經常利用安全檢查較為寬鬆

的第三方應用程式商店來散布手機惡意程式，包含過去曾出現的銀

行木馬程式，藉著誘騙用戶下載惡意應用程式，歹徒可能竊取使用

者的登入憑證，或者再藉由蒐集來的資料進行後續攻擊。 

 

而儘管網路釣魚是最古老的網路詐騙手法之一，其數量仍在不

斷成長。消費者經常使用行動裝置瀏覽的購物網站、社群網站、電

子信箱及支付平台，都可能是網路犯罪集團覬覦的重要目標，另外

隨著行動裝置出現的勒索病毒越來越多，安裝值得信賴且高品質的

防毒軟體，可保護消費者免於各種形式的威脅。 

 

（資料來源：新頭殼 new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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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可以殺死癌細胞？ 

錯誤的食安資訊 讓長輩怕癌亂投藥！ 
 

號稱可以抗癌的食物謠言滿天飛，近期又開始流傳「檸檬可

以殺死癌細胞」的訊息，提到檸檬可以破壞 12 種惡性腫瘤細胞；

食品藥物管理署在官方網站闢謠，指出目前沒有任何科學研究支持

這論述。 

坊間流傳「檸檬可以殺死癌細胞」

的訊息，內容提及可調節血壓過高，破

壞了 12 種惡性細胞腫瘤，包括結腸

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胰腺等

療效。之前也有類似謠言，例如「熱檸

檬水可抗癌抗老」，號稱只要切幾片檸

檬片放進杯子並加熱水，就會變成「鹼

性水」，喝下去可抗癌、治療高血壓，

還能預防深靜脈栓塞、降低膽固醇。 
 

不過這項謠言也被國民健康署打臉，並在闢謠專區專文指出，

檸檬的營養素一旦遇到熱水就容易受到破壞，且食物不論是酸、是

鹼，只要進入人體以後就會被體內酸鹼平衡系統中和，因此即便是

「鹼性水」也無法改變體質。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