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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彭男對林姓女鄰居意有所屬，彭男向

在彰化縣社會處任職的女兒透露，他與林

女常一起喝酒，但她多次酒醉失控，彭女

為幫爸爸追女友，以辦公室電腦登入社會

津貼給付資料系統，查到林女的婚姻紀錄

及親屬戶籍等資料，並截圖給爸爸，沒想到，彭男竟轉傳給林女，

林女驚覺個資洩漏，報警查獲。台中地檢署將彭姓父女兩人依瀆

職等罪嫌起訴。 

彭女聽父親提及林女曾多次酒醉情緒失控，她為幫爸爸了解

林女背景個資，在 2020 年 8 月 4 日近午在縣府社會處辦公室內，

以自己公務電腦的查詢「衛生福利部全國社會福利津貼給付資料

比對資訊系統」，但因故障無法登入而向鄰座不知情同事借用電

腦，，連續3次登入系統，並輸入林女的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查

到林女的戶籍地遷出入紀錄、婚姻紀錄、一等親屬及戶籍記事等

資料。 

        彭女將林女個資列印，並以手機拍攝，在 2020 年 8 月 4 日上

午 11 時 10 分將應屬秘密資料的截圖傳給父親，並請彭男確認是

否林女的資料。 

沒想到，彭男在 10 分鐘內居然就將截圖直接傳給林女，林女

收到截圖嚇一大跳，沒想到個資竟外洩而怒向戶政機關查詢來源，

並報警處理。 

幫老爸追女登公務系統查

個資 父女都吃上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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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以彭女涉及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機密、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等罪嫌

將她起訴，並請求法官加重其刑；彭男將截圖傳給林女至對方心

生恐懼，但他並無恫嚇的言詞，在恐嚇部分證據不足；而依違反

個資起訴。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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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反賄選 戴資穎、殭屍也

入列 

  反賄選宣導 

 
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即將

於 11 月 26 日舉辦，為了杜絕不法行

為干預選舉，法務部除了責請檢調查

賄制暴，審定公布 28 種觸法與 6 種不

會觸法的類型，並鋪天蓋地進行宣

導，保護司副司長陳佳秀 19 日表示，

至今已結合 6383 個單位，連羽球一姊戴資穎、台南市美術館僵屍

特展也加入反賄行列，盼能端正選風，為國舉才。 

        陳佳秀指出， 截至 10 月 18 日止，各檢察機關結合地方資源

與網絡，並借重民間的力量，總計結合 6383 個公私立單位，辦理

1125 場創新反賄宣導，並前進原住民部落進行 194 場宣講。 

      另外，羽球一姊戴資穎無償代言高雄、橋頭地檢署反賄選宣

導，增添運動偶像參與公益話題；台中、新竹、苗栗及屏東等地

檢署更是不畏路途遙遠，深入偏鄉，前進部落進行反賄選宣導。 

陳佳秀強調， 過去勞師動眾舉辦大規模動員或辦理嘉年華式

的反賄活動，本次已不再舉辦，而是改以公私接力、資源共享的

創新整合模式替代，輔以動態文宣，如：拍攝反賄選影片，透過

公益託播、網路、便利商店電視牆、戶外 LED 及平面媒體等強力

播放，並由獲得金鐘獎的主持人蔡尚樺小姐擔綱反賄選大使，號

召網友進行反賄選問答活動，亦透過發送反賄選宣導口罩等實用

文宣品，無形之中潛移默化反賄意識。 

法務部長蔡清祥則身體力行參加職棒「富邦悍將」和「中信

兄弟」的賽事擔任開球嘉賓，號召球迷用應援的熱忱支持反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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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前往全聯福利中心板橋國慶店參與反賄活動，並感謝全聯提供

新北市 128 間門市播放反賄選影片。 

蔡清祥呼籲社會各界齊心反賄，勇於檢舉賄選，檢舉獎金最

高 1000 萬元，比中樂透容易，請大家告訴大家，法務部也支持檢

察機關積極查賄，因為「全力查賄就是最好的反賄選宣導！」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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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廉政倫理規範案例   廉政倫理宣導 

  (一)案例事實 

某陳姓職員(下稱陳員)承辦機關內○○公司申請工廠登記辦理

開工檢查及勞動檢查業務，於兩次辦理檢查期間，陳員因與

該公司某職員乃係朋友關係，該職員於檢查後均邀請陳員一

起用餐，並邀請公司主管及其他職員一同參與，經陳員接受。

事後陳員雖稱其乃係與朋友餐敘，費用亦各自分攤，但確實

有兩次餐敘之事實，事後亦未為廉政倫理規範登錄，因違反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而遭申誡處分。 

(二)違反法規 

1、依據規範第 7 點相關規定，除公務禮儀、民俗節慶等情形外，

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所謂

「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依據同規範第 2 點，係指個人、

法人或團體與本機關間有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因本機關業

務之決定，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等情形。 

 2、同規範第 8 點亦規定公務員不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相關

人員為不當接觸。蓋「不當接觸」，係指依據社會通念認為

其互動行為未維持雙方應有之份際、有損民眾對於公務員應

廉潔自持之信賴。公務員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人員，舉凡

教育局人員與補教業者、機關採購承辦人員與廠商，以及公

立醫院主治醫師與藥商、醫療器材廠商，各類監理稽核機關

如金融管理、通訊傳播、衛生食品、建築管理等公務員與受

其監理對象，除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47 條不得為程序外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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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亦禁止雙方為不當接觸，而個別行為是否已構成「不

當接觸」，則需依個案認定。 

 (三) 廉政小叮嚀 

1、陳員負責之業務，與該公司有職務上利害關係，在準備開工檢查

與實施勞動檢查期間，與該公司人員外出餐敘，雖指稱餐敘由

其在該公司任職之朋友邀約，公司其他人員併同參與，仍有所

不宜。蓋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規定除有例外情形，禁止屬員參

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與餐敘是否利用非上班

時間或各自分攤費用無涉。 

2、為確保員工誠實清廉、依法行政，對於員工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

者之受贈財物、飲宴應酬等，除屬公務禮儀或基於婚慶陞遷等原

因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外，應予退還或拒絕，並依規定填

寫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簽報機關並知會本處政風室協助處理。

節慶期間易遇有贈送禮物或飲宴應酬之情事，提醒各位同仁如遇

逢與職務上具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饋贈財物或邀宴應酬

時，應依前揭廉政倫理規範規定辦理，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另

提醒同仁如遇請託關說事件時，亦請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或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相關規定，

落實辦理登錄程序，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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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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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防護宣導 

 

行政院經與數位發展部跨部會研商，由數位部修訂「各機關對

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除了擴大公務機關禁用中

國資通產品的範圍，明定台鐵等機關出租的廠商在公共場所使用的

廣告螢幕看板也禁用外，因業務需求且無其他替代方案等特殊理由

必須使用中國資通產品，新增兩道加嚴把關規定，即必須經該機關

資安長及上級機關資安長共兩個資安長核可，具體敘明理由呈報，

再經數位部核定後，專案購置並列冊管理。  

知情官員指出，目前我國部分外館因當地只有中國電信服務

商，連上網路要透過中國電信商，因此有特殊情況須使用到中國資

通產品，這部分不僅專案管理並將有上述新把關措施，未來也將透

過外交部提醒駐外單位多加注意可能的資安風險。 

官員進一步說明，對於上述特殊理由必須採購或使用中國資通

產品的機關，這次新修訂原則，新增須經該機關資安長及上級機關

資安長核可的程序，這等於是兩道加嚴把關的新規定，要求資安長

必須注意此事，以免引發公機關的資安漏洞。至於國內部分公務機

關因研究或測試之用，例如購置中國製手機僅做測試之用，將不會

有公機關資安外洩的風險。 

今年八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台鐵出租給廠商的

螢幕看板出現反裴洛西文字，後來發現螢幕看板系統因使用中國軟

體導致被駭，政院經檢討，原有禁用中國資通產品的規定有漏洞，

決定進行補救，後來由負責督導資安的數位部預告修訂政院原本發

布的「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 

機關例外使用中國資通產品 須資

安長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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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部就這項行政命令的修正已完成預告，正由政院法規會等

機關提供意見，進入最後階段的綜合評估中，若順利，將儘速公告

實施。 

新修正的原則明定，機關自行或委外營運，提供公眾活動或使

用之場地，不得使用中國資通產品，機關並且應將相關規定事項納

入委外契約或場地使用規定中。 

官員表示，已要求各機關盤點包括委外營運等出租契約，這項

行政命令的修正未來發布實施後，若再簽訂新出租契約，就要全面

遵守禁用中國資通產品的規定；若是原有的契約仍在執行中，部分

使用到中國資通產品，將要求機關要特別注意，以防止新的資安風

險。 

內政部指出，就因故無法完成整體結構補強作業，且經評估有

弱層之虞的建築物，可採排除弱層破壞補強方式辦理，將可大幅降

低建築物在地震下因軟弱層集中式破壞而崩塌的風險。 

內政部表示，未來將持續透過完善法令及經費挹注等多元手

段，加強輔導公私有建築物改善耐震能力，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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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消息防治宣導  

     
 LINE 由於已是大家常用的社交通訊軟體，所以也成為詐騙集團鎖

定的目標，隨著 LINE 不斷新增移動帳號設定等功能，更方便使用的同

時也成為新的詐騙手法，LINE 官方因此就針對了「移動帳號設定」、

「輔助認證」機制等詐騙手法做出說明。 

      有在用兩步驟驗證的，應該都很熟悉要收取並輸入驗證碼才能登入

帳號的資安設定，而 LINE 就強調他們從未在非官方的管道提供任何

「帳號驗證」或「輔助認證」的機制，更不會要求您在非官方平台上

填入「LINE 帳號密碼」、或是「認證碼」等資訊。 

6 

LINE 提醒「移動帳號設

定」、「輔助認證」機制等

詐騙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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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E的官方說明也有提到，如果於 LINE忘記密碼，可根據「目

前在手機上還是可以登入 LINE，但想不起來 LINE密碼」、「買了新手

機，換機到一半，發現想不起來密碼了」、「登入 LINE 電腦版時，忘

記密碼了」等三種情況來選擇找回或重設密碼的方式，不要輕易點選

非官方的連結填寫各種個資。 

而針對「移動帳號設定」的詐騙手法，LINE 強調只要打開移動帳

號設定，將會導致帳號可以移動到詐騙人士手中，帳號將遭盜用且無

法繼續使用，並被用來詐騙其他親朋好友，因此設定就有警示「非必

要時請勿變更設定」，當然更別說聽從陌生人來開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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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針對舊手機仍能使用的換機需求，LINE 也推出了「以行動條

碼移動帳號」，只要夠過此一功能就不須開啟「移動帳號設定」而改

以「以行動條碼移動帳號」，但還是要留意不要把條碼資訊提供給陌

生人以免帳號被盜用。 

 

若是還有相關問題，也可透過「造訪常見問題」、「來信聯絡」

與「LINE 小幫手」等方式尋求幫助。 

資料來源：雅虎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