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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檢警偵辦「金合發博弈平

台」一案，查出以男子鄭俊庭為

首的賭博集團，以 5 萬元月租金

租下北市中山區一戶豪宅，對外

以行銷公司為掩護，實則經營線

上賭博機房，台北地檢署今依賭

博罪起訴鄭男等 8 名成員，另發

現該集團陳姓女成員的男友竟是北市警察，疑似利用「戶役政系

統」偷查女友的前姊夫個資，全案擴大追查中。 

 公務員濫查個資可能成立之犯罪 

一、 公文書登載不實罪 

公務員濫查個人資料，於資料查詢系統、資料查詢簿冊中

登載不實之查詢事由，足生損害於相關公文書或準文書紀

錄之正確性，將成立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法

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 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 

公務員若將濫權查詢之個資洩漏或交付，因個人資料屬國

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將成立刑法第

132 條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法定刑為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北市警捲入線上賭博
案，還涉利用戶役政系
統查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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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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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鄉長還不夠，千萬獎金嚴

打綠能貪汙 

 

  反貪案例宣導 

    雲林地檢署日前偵辦口湖鄉長林哲凌涉貪向綠能業者索賄案，

繼上月底偵結起訴外，今(13 日)更進一步邀集縣政府與相關能源、

經濟、環保主管機關，以及檢警調等單位，共同成立「雲林地區

打擊妨害綠能產業發展犯罪協調聯繫平臺」並公開檢舉價目表，

依法院判決輕重分 7 級，檢舉獎金最少 30 萬、最高可達 1 千萬元。 

        主任檢察官吳文城表示，發展綠能

是我國能源重要政策和目標，相關案件

增多且影響性大，雲檢成立平台，由主

任檢察官陳淑蓉任執行秘書，與相關單

位建立聯繫窗口，深入瞭解雲林綠能發

展相關問題，蒐集情資，如有發現犯罪

嫌疑，將即針對各類不法蒐證調查偵

辦。 

       雲林地檢署呼籲鄉親勇於檢舉，對檢

舉人個資絕對保密，案經法院判決確定，

將依情節輕重分 7 等級頒發檢舉獎金，最

少 30萬元，最高達 1000萬元獎金。請民

眾踴躍檢舉不法，共同支持國家發展綠能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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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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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使用小撇步，避免

積汙導電、電量過載釀

成火災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一、 電源關閉也會短路？什麼是「積汙導電」？ 

       當電器插頭長期未清理，插頭的兩支腳間堆積灰塵、毛

髮，再接觸到水氣，就有可能成為導體，使插座的兩極間形

成通電狀態，這種通電現象被稱做「積污導電」，如果一直

沒注意，使電流逐漸破壞插頭的絕緣樹脂，最後就會造成短

路而引發火災，所以即便未開啟電源，長期使用之插頭最好

定期拔出以乾布擦拭，避免灰塵及毛髮堆積，若插頭有出現

焦黑或絕緣體劣化，應立即更換。插座如鬆脫也應汰舊換新。 

二、 延長線插好插滿？使用高功率電器？小心電量過載！ 

       市面上許多延長線已有「自動斷電」、「獨立開關」等

安全設計 ，惟仍應注意一些 NG 行為： 

 延長線再加延長線  

雖然可使用的插孔變多，但延長線的總電量不會因此增加，

將延長線再接上延長線來使用，很可能超過電力負荷，引

發電線短路危險。 

 延長線全部插滿  

延長線的電都有額定電流，例如15A，則無論插座是4個、

6 個，總共可用的電流都是 15A。超過此安全容量可能讓電

線的絕緣膠皮燃燒，引起火災。 

 延長線使用高功率電器  

延長線除了額定電流，還有額定功率，因此高功率電器(如

開飲機、吹風機、電鍋、電磁爐)，應避免與其他電器同時

使用，最好使用專用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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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遠見雜誌、台灣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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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根據英國官方資料統

計印度 Delta 毒株案例...接種

疫苗無助於降低染疫時的死

亡率，相反地還提升了死亡

率」為錯誤訊息 

 
 
 
 
 

假消息防治宣導 

 

一、 背景 

     通訊群組與社群平台近期流傳一則訊息： 

「根據英國官方資料統計印度 Delta 毒株案例於 2021 年

2/1~6/14 之染疫死亡人數分析： 

沒打疫苗的 35561 人死亡率：0.0957% 

有打疫苗的 17642 人死亡率：0.2097% 

打一劑的人總死亡率：0.0812% 

打一劑的 4094 人在 21 天內死亡率：0.0244% 

打一劑的 9461 人在 21 天後死亡率：0.1056% 

打完兩劑的 4087 人在 14 天後死亡率：0.6361% 

…… 由數據可知，接種疫苗無助於降低染疫時的死亡率，相反地

還提升了死亡率，而這也是英國每日郵報說這波疫情過三成死亡

者為接種了兩劑疫苗者的原因」 

二、 查核結果 

(一) 經查核中心檢索，查核中心比對此報告統計的 Delta 病毒株

染疫人數，與傳言敘述大致相符，但文件摘要指出，報告是

新興變異株的早期數據和分析，這些發現仍具有高度不確定

性。 

(二) 查核中心採訪專家表示，此傳言在流行病學上是十分典型的

錯誤，由於施打疫苗與未施打疫苗的族群結構不同，不能將

兩者的死亡率互相比較，如在英國，新冠疫苗是由老人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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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族群優先施打，後來剩下沒打的多半是年輕人，尤其是

這份報告統計到六月，當時，30 歲以下的年輕族群才剛開

始施打，而老人染疫的死亡率與重症率較高，該報告沒有揭

露年齡、只看有無施打疫苗，才會顯示有打疫苗的死亡率及

重症率較高。此外，該報告以 Delta 變異株感染者為樣本，

Delta 變異株感染者接種疫苗僅有 33%，但全英國已有約

80%的人口接種兩劑疫苗，因此Delta感染者之數據不適合

推論至一般族群。 

(三) 經查核中心檢索，根據英國衛生部 2021 年 9 月 17 日公布

的 Delta 染疫人數的統計資料，已將年齡資訊顯示於文件，

根據這份資料，50 歲以上族群與 50 歲以下族群，均是未施

打疫苗群體的死亡率較高，50 歲以下族群，接種疫苗染疫

者死亡率為 0.033%，未接種疫苗者死亡率為 0.053%；50

歲以上族群，接種疫苗染疫者死亡率為 2.2%。未接種疫苗

者，死亡率為 6.9%。 

 

 
 
 
 
 
 
 
 
 
 
 
 
 
 
 
 
 
 
 
 
 
 
 
 
 
 
 
 
 
 
 

資料來源：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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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振興五倍券自 110 年 9 月 22 日開始線上登記，明年 4 月 30

日以前出生的民眾都可領取，隨著五倍券發行在即，已有商家在

網路、臉書，宣傳搭配五倍券促銷方案，也有電器電腦商品業者

宣傳，即日起可先用五倍券消費購物。 

        去年三倍券上路，傳出偽造及詐騙案，為此，刑事局提前加

強五倍券防詐宣導，日前發布新聞指出，已有歹徒著手詐騙，在 8

月初發現有臉書粉絲專頁提到五倍券兌換方式，研判為詐騙。 

        刑事局表示，分析各社群平台，有歹徒已搭上五倍券熱度，

準備著手詐騙，以臉書居多，若民眾聽從指示加入陌生人通訊帳

號等，可能個資遭盜、被騙匯款。 

        統計歹徒使用 3 種詐

騙手法，包含假網路拍

賣、釣魚簡訊、解除分期

付款，若在網路社群平台

發現有人貼文提及可協助

預購五倍券，只要付少許

金錢，就能賺更多費用，

但要先匯款，就是假網拍

真詐騙；若接獲來電宣稱

五倍券申請流程出現錯誤，要求透過網路銀行或 ATM 解除分期付

款等程序，也是詐騙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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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五倍券才公布登記，網路就傳

疑似詐騙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