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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倫理宣導 

       桃園警分局前

大樹派出所林姓所

長與盧姓警員，與

中壢警分局前內壢

派出所黃姓所長、

前刑事警察大隊吳

姓警務員，4 日在

桃園區 1 處酒店喝

花酒，因有人打

110 檢舉員警涉足

不良場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調查後，予以 2 前所長記過、

吳姓警務員記 2 小過、盧姓警員記小過等處分，全都已調離現職。 

        據查，當天晚間林姓前所長等人在桃園區中平路一處餐廳，

與友人餐敘，席間有人提議餐後到桃園區一處酒店「續攤」，林

姓前所長等人也跟著前往。 

        豈料當晚 110 隨後接獲檢舉指員警涉足不良場所，警方派員

前往了解時，林姓前所長等人都已離開酒店，市警局督察室調查，

認為林姓前所長等 4 人確實曾出入酒店，18 日予以 2 前所長記過、

吳姓警務員記 2 小過、盧姓警員記小過等處分，4 人全都調離現

職，其中 2 前所長還改調非主管職務，都已於 19 日報到。 
 
 
 
 
 

桃園市 4 官警相揪爽喝花酒，
全部記過調離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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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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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彰化縣和美警分局 27 歲邱姓員警剛被爆出暗槓民眾拾獲的 7 萬

元被分局調職，並依侵占、偽造文書、貪污等罪嫌移送法辦，沒想到

又被爆出去年疑在路上見到騎士正妹，就用車牌濫查 100 多筆個資，

被督察系統查獲記 1 大過，讓主管也連帶處分，還被警界封為 「所長

殺手」。 

       經和美警分局長金秋

華證實，邱姓員警去年就

因私查個資數量爆增 100

多筆，被警政督察系統定

期稽核發現不尋常而主動

調查，其中幾十件資料為

何要調閱，邱姓員警始終

交代不清，違反個資調閱

規定，記 1 大過處分，還

成為警局的教育輔導對象，所幸個資沒有外洩，未移送法辦。金秋華

說，邱員無法交代的調閱個資中有男有女，並非全都是女的，對於外

傳濫查個資是為了「選妃」之說，他不知道傳聞從何而來。 

     其實邱姓員警從小成績不錯，就讀第一志願的高中，但擔任警察後

常因服務態度被投訴，去年濫查個資被記過，如今因受理拾得金 7 萬

元未登錄公告，自行用文書檔案列印收據而被移送偵辦，而必須面對

司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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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彰化警員暗槓 7 萬拾金，再

傳為正妹騎士濫查百筆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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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採購弊案，花縣教育處長
李裕仁百萬交保 

 

  反貪案例宣導 

    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長李裕仁及花蓮縣體育會理事長汪錦德等人涉

採購弊案，花蓮地檢署去年 8 月依涉犯刑法洩漏國家以外秘密罪嫌與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提起公訴，在羈押超過 8 個月後，第 4 度聲請終獲

法院同意 100 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限制住居。 

花蓮地檢署起訴書指出，李裕

仁於 2018 年間時任花蓮縣政

府教育處副處長，向教育部體

育署爭取補助經費後，指示所

屬的花蓮縣立體育場辦理「花

蓮縣立棒球場設計案」、「花

蓮縣立棒球場整建案」採購，

另指示花蓮縣立體育高中辦理

「花蓮鯉魚潭水上運動訓練基地興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

採購，其明知政府採購法規範，竟夥同汪錦德等人，洩漏「花蓮縣立

棒球場整建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需求規範書」電子檔，以

及含平面配置圖、執行步驟、工程數量、單價等資料的「花蓮鯉魚潭

水上運動訓練基地修正版」電子檔給有意投標廠商，並就鯉魚潭設計

案，事後收受廠商交付賄款 8 萬 1500 元，並圖利廠商 30 萬元。 

        李裕仁歷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專員、教育部體育署科長、花蓮縣

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長、副處長、代理處長、花蓮縣議會秘書等；

2018 年 12 月起代理花蓮縣教育處長，2019 年 8 月真除，是縣府教

育處首位從事務官拔擢直升的處長。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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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所鐵櫃回收，掉出 35
年前手榴彈 

 

 機關安全防護宣導 

        台中市第二分局文正派出

所去年底整建完成，近期陸續清

理廢棄物，前天委由資源回收場

業者回收廢棄鐵櫃，未料業者撬

開上鎖鐵櫃時，竟掉出 6 顆圓筒

手榴彈與 1 把信號槍，嚇得趕緊

報警，經鑑定是年代久遠的紅色

練習煙幕彈等訓練械彈，並無殺

傷力，雖是虛驚一場，仍會依規

定追究相關疏失人員責任。 

       第二分局表示，文正派出所於去年 12 月完成耐震補強工程，近期

正逐步清理汰除廢棄物，當天下午該所員警將所內廢棄無財產登記鐵

櫃，委業者載運至資源回收場整理時，才發現信號槍 1 支及紅色練習

煙幕彈 6 顆，經查該批訓練煙幕彈標示為民國 75 年製，距今已達 35

年，經鑑識人員確認並無殺傷力，也不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管制品。 

        第二分局強調，據查早期軍警有共用裝備的過程，但該批早期訓

練裝備年代久遠，早已超過使用年限，且目前台中市警局等相關單位

都沒有配發類似的練習用槍砲彈藥，為何未進一步清理原因尚待釐清，

有關該批裝備保管處理流程有無缺失，警方目前正積極調查中，將於

查明後依規定追究相關疏失人員責任。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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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防護宣導 

        全球因新冠病毒影響，遠距視訊軟體開始廣泛使用，其中 Zoom 

視訊軟體資安疑慮遭連環踢爆，先是該視訊軟體將加密金鑰存放位於

中國大陸的伺服器，有遭駭客竊聽之虞。隨後爆發英國金融時報記者

藉由竊聽其他報社運用 Zoom 視訊軟體召開的會議，刺探其他報社之

新聞訊息。不僅如此，香港中文大學使用 Zoom 視訊軟體進行遠距考

試，系統被不明人士駭入，考試時透過該軟體分享個人電腦螢幕，播

放色情成人片、舞曲 MV 等，Zoom 的各種資安事件接踵而來地發生。

因此，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美國國家航太總署及英國國防部等機構陸

續宣布禁用 Zoom 軟體。 

        為免因資安破口遭受鉅大損害，無論公、私部門或個人，都應強

化資安風險管理，管理步驟有四：首先識別風險，審酌不同業務屬性，

做出可識別的資安風險因子。其次，進行風險評估，分析要項包含評

估曝險係數、發生可能性、發生時之影響程度、損失預期範圍及處理

之優先順序等。三，深入檢視風險成因，瞭解可能之外在威脅與本身

潛存之弱點，進行相應安全管控或對策，避免損害發生或擴大。四，

提出最適切之風險因應計畫，處理方式按順序分為避免風險、轉移風

險、降低風險及接受風險。。 

        以遠距軟體為例，選購較無資安疑慮之產品，了解產品是否符合

《資通安全管理法》等相關規定。二，進行遠端視訊會議或教學前，

應修改密碼，並落實人員管控。三，做好教育訓練，遇有狀況時方得

迅速處置。四，凡機密、敏感議題或資料，均不宜使用遠端視訊會議，

避免不慎洩漏，造成重大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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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資安風險管理：

以遠距視訊為例 

資料來源：清流雙月刊，金門縣政府政風處專員陳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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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天啊！我怎麼可能會

訂這個東西」，高雄 1 名江姓

男子近期收到手機簡訊，通知

有包裹待領，前往超商付款領

回，竟是中國寄來的情趣用品

潤滑液，想退款退貨卻不知如

何聯繫。 

        刑事局表示，「幽靈包裹」詐騙手法，往往是境外詐騙集團取得

民眾個資後，寄出五花八門的商品給民眾，部分收到領取包裹簡訊的

民眾，雖不記得有網購商品，仍在半信半疑的狀況下，前往指定超商

付款領貨，包裹領回家後始知受騙，想要退款退貨，卻不知如何聯繫

廠商，而這類案件每月大約接獲 10 多件報案，應有不少民眾因損失金

額不高自認倒楣。          

         為遏止這類詐騙案件發生，經刑事局多次協調後，去年底國內 2

大超商決定善盡企業責任，協助民眾居中協調超商貨到付款的跨境包

裹退款事宜，且為便利消費者，毋須再跑回取貨門市，僅利用電話聯

繫客服，說明狀況後即可申請立案。全家便利商店部分，可撥打全家

物流客服中心服務專線（03-2550119），通知廠商主動聯繫消費者後

進行處理，服務時間為 24 小時，全年無休。7-ELEVEN 部分，可撥打

7-ELEVEN 聯合客服中心電話（0800-008711），由專人確認狀況後，

通知廠商主動與消費者聯繫，進行後續退款事宜，服務時間為週一至

週五 09:30-18:00。 

        刑事局表示，透過 2 大超商居中介入，主動協助消費者與廠商聯

繫，將可大幅降低廠商聯繫不易、電話無人接聽，甚至是被客服封鎖

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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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詐騙包裹」，全家 7-11

現可協助退貨退款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