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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7 月政風小品集廉政宣導篇 

涉侵占口罩牟利 三總醫務行政員 30 萬交保 
2021-04-20 10:19 中央社 / 台北 20 日電 
     

    檢調獲報，三軍總醫院黃姓醫務行政員等人，涉嫌勾結業者侵吞原本無償發

放給照服員的口罩5萬餘片，再販售給照服員牟利。北檢昨天約談黃女等人到案，

今天諭令 30萬元交保。 

    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去年爆發後，台北市衛生局依防

疫物資及資源建置實施辦法規定，定期「無償」發放一般醫用及外科口罩給三軍

總醫院，由三總提供給院內工作的各類人員使用，發放對象包含護佐及照服員。 

    檢調獲報，負責發放口罩的三總醫勤室醫務行政員黃姓女子，涉嫌勾結承包

護理佐理員、照顧服務員的楊姓業者，自去年 3月至 12月間，由楊女以公司名

義領用 5萬多片醫療口罩，再指示派駐在三總的領班等人，以一片新台幣 5元價

格，賣給公司的照服員，牟取不法利益。 

    檢調另查出，楊姓業者為了減少經營成本，未依規定為聘僱的護佐投保勞工

保險或中斷未續保，並指示員工以影印方式變造報表，顯示護佐在契約履行期間

均有投保的不實內容，按月提交給三總，總計 106年至 108年變造共計 600餘筆，

違約派遣護佐當班 7000餘班，不法獲利 350餘萬元。 

    台北地檢署昨天指揮廉政署兵分 11路搜索，並約談黃女、楊女等人說明。

檢察官漏夜複訊後，認定黃女、楊女等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侵占公有財物罪等罪，

諭令黃女 30萬元交保、楊女 100萬元交保，其餘被告分別以 10萬至 30萬元不

等金額交保。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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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防疫物資之採購、發放及使用應謹

慎，避免有挪用或侵占等不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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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法律處罰的假訊息？檢察官指出 3 大要件 
2019/12/06 23:28〔記者吳政峰／台北報導〕 

    總統暨立委二合一選舉明(2020)年 1月 11日投票，隨著日期逼近，假訊息越

來越多，司法機關還特地把打擊假消息列入查緝重點，以期能建立公平選舉、保

障民主法治，但究竟什麼是假訊息，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徐弘儒解釋，要達到

3大要件，才符合法律所處罰的定義。 

    何謂假消息？徐弘儒指出，其實就是指「出於惡意、虛偽假造、造成危害」

的不實訊息，亦即需具備「基於惡意欺騙公眾或創造不當經濟利益之目的」、「創

造散布可驗證的錯誤事實，或誤導性訊息」、「有危害民主政治健全運作，或公共

安全之可能」三要件，才會達到由法律規範介入處罰的必要性。 

    散布假消息有何法律效果？徐弘儒指出，

除可能構成「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第 1項

第 5款「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

而「處 3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3萬元以下罰鍰」

行政罰外，視假消息的具體內容另可能涉嫌「刑

法」妨害名譽罪章各罪。 

    若涉及災害防救、食品安全、傳染病防治

或其他層面，徐弘儒強調，亦有「災害防救法」

第 41條第 3、4項散布災害謠言罪、散布災害

謠言致死或重傷罪；「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6條之 1散布食安謠言罪；「傳染病防治法」第

63條散布傳染病謠言罪；「陸海空軍刑法」第

72條散布軍事謠言罪；「證券交易法」第 171

條第 1項第 1款散布謠言影響證券價格罪等相

關刑罰的處罰。 

    而假訊息若與選舉有關，當候選人向選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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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完成登記參選，徐弘儒指出，可能會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90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4條意圖使人當選或不當選罪。不過，徐弘儒強調，

假消息的個案認定，仍應遵守言論自由的權利保障，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徐弘儒透過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提醒，散布假消息的目的主要希望誤導大

眾、混淆視聽，藉以從中獲取政治或經濟利益，民眾一定要善盡過濾查證的責任，

對於未具名或來源不明的訊息更要謹慎小心，不要隨意轉發、傳播或隨之起舞，

以免觸法又危害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及民主選舉。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1 2 

3 4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假訊息防制與處理》 

林襄閱主任檢察官秀敏 1081001 取自基隆市政府政風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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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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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7 月政風小品集安全維護篇 

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 
安防國家隊—由「劫機」及「偷渡」談機場安全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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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警察局保安警察大隊巡官 ─ 王婕瑜

「劫機」 「偷渡」由 及

談機場安全防護

《天空屬於我們：劫機黃金時代的愛與恐怖》（The Sikes Belong To Us：Love 
and Terror in the Golden Age of Hijacking）一書提到：1961至 1972年期間，總共有
162架美國民航飛機被劫持。據美聯社報導，當時劫機事件如同家常便飯的原因之一，
便是機場安檢鬆懈。

安防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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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檢若鬆懈　

電影「偷渡」情節恐成真

由寇特‧羅素與荷莉‧貝瑞主演的

電影《747絕地悍將》中，一架載著 4百

名乘客自希臘飛往美國華盛頓的波音 747

客機，起飛後不久，有乘客帶著隨身行李

前往廁所，沒想到行李袋內放置多把槍枝

和炸彈零件，機上其他空間也被偷偷藏匿

著各式武器，歹徒使用炸藥將駕駛室炸開，

控制並脅迫機長，整架飛機頓時被一群恐

怖分子挾持，甚至還裝設毒氣炸彈！一旦

降落將摧毀美國東岸千萬條人命，考驗美

國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電影情節緊

湊逼真，令人看得血脈賁張。

電影中恐怖分子竟然能將武器及炸藥

等危險物品輕易地帶上飛機，若同樣情形

發生在現實生活中，不僅將造成一發不可

收拾的大災難，也會使國家付出難以估計

的社會成本。尤其在美國 911恐怖攻擊事

件發生後，更凸顯「航空保安」的重要與

迫切性。由此可見，航空運輸之安全課題

最為重要，飛航安全影響國際情勢、國家

安全及人民權益至深且鉅，保障航空器安

全飛航對守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離譜的「偷渡」實例

2019年 11月 2日，一名外籍男子非

法侵入桃園機場管制區，甚至意圖攀爬上

美國 911襲擊事件為恐怖分子挾持多架民航客機的自殺攻擊，事發後更凸顯「航空保安」的重要與迫切性。

M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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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機輪艙，幸而被後方航機機師及時發現，

立即通知航警逮捕該名外籍男子。當時後

方機師目擊指稱，前方班機正在跑道停等

準備起飛時，突然有人從草叢中衝出，跑

了 20多公尺後，一溜煙就跳上飛機起落

架，整個過程僅 10多秒。

事實上，國外曾發生多起此種「偷

渡」事件，但因在高空低溫下相當容易凍

死，因此，此類偷渡之成功機率極低。依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統計，自 1947 至 2015

年 6月間，共發現有 113名偷渡客躲在輪

艙，其中 86名死亡，死亡率高達 76%，

致死原因除凍死外，大多數是因為在高空

中，人體血氧濃度降低，導致昏迷，又在

航程末段準備降落時，因為輪艙門打開而

被摔死。

機場公部門分工　

協力守護臺灣大門

桃園國際機場是臺灣最大的國際機

場，每日進出人流絡繹不絕，2019年旅客

外籍男子闖入桃園機場跑道，爬上正準備起

飛飛機的輪艙，導致航班延誤起飛，航警獲

報，立即趕赴現場逮補，之後將人帶回航

警局訊問。（圖片來源：截自公視新聞，

https://youtu.be/1LG0zATixLk）

安防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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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高達 4,800萬人

次，已是國際重要

的航空樞紐。在旅

客量穩定攀升的趨

勢下，保障飛航安

全絕對是機場的首

要任務。

機場各部門就

像個大家庭，由執行

「CIQS」業務的各

單位互相協助支援：

財政部關務署負責

海關檢查（Customs）、內政部移民署負

責證照查驗（Immigration）、農委會動植

物防檢局負責動植物檢疫（Quarantine）

及內政部警政署航警局負責航空保安

（Security），除上述外，尚有交通部民航

局、飛航服務總臺、衛福部疾管署及桃機

公司等機關認真盡職，全力以赴地做好機

場安全防護業務。大家庭藉由縝密分工、

人員兢兢業業，時時刻刻守護著國家大門，

才讓你我能擁有安居樂業的生活。

國外曾發生多起「偷渡」事件，

偷渡客大多躲在航機輪艙。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航警局與各單位執行包機勤務。（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M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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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安全亦為機場安全之重要一環

航警局為維護機場秩序，確保飛航安

全，針對機場安全防護之重點任務如下：

人身及行李安全檢查、空運貨物檢查、出

入境班機清艙安全檢查、維護飛航秩序與

陸側安全、落實機場崗哨警衛管制、野生

動物防制、機場界圍巡邏及脆弱點清查等。

機場區域遼闊、腹地廣大，為避免有

心人士藉由脆弱點入侵機場管制區，對飛

航安全產生危害，每日均由航警局及機場

保全編排專責人員進行管制區環場安全維

護及巡邏。透過高密度巡邏，以發現脆弱

點、掌握界圍安全，並隨時處理各項突發

狀況。桃機公司與保全人員配合航警局定

期檢視，加強移除障礙物，強化刺絲網、

圍籬等防護設施，並由桃機公司建置完整

CCTV監控與電子感應系統，形成數層防護

網，以確保環場界圍安全。

為防止地面干擾事件發生，依《民用

航空法》規定，為確保航空運輸安全，人

員、車輛及其所攜帶、載運之物品進出管

制區，應接受航警局檢查，如有拒絕接受

檢查或擅自進出管制區者，處新臺幣 5千

元以上 2萬 5千元以下罰鍰。

機場崗哨同仁執行金屬感應門人身檢查。（圖片來源：作

者提供）

機場崗哨針對進出車輛執行安全檢查，防止夾帶

危安（險）物品。（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安防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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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記瑞士乳酪理論　

守護飛航及國境安全

瑞士 乳 酪 理 論（Swiss Cheese Mod-

el），巧妙地比喻意外事故發生原因，是因

為每一道防護措施的漏洞同時產生，正有如

層層乳酪中的各個孔洞湊巧集合，能讓一束

光線直接穿過，導致破損，也就是風險的發

生。其實，只要當時的任何一個環節做對，

意外就不會發生；換而言之，增加防護的層

數（乳酪層數）及減少疏忽（乳酪孔洞），

都能提高意外被阻擋的機會。

此理論與航空保安事件有著異曲同工

之妙，預防工作往往不如偵破案件績效來

得立竿見影且容易獲得掌聲，航空保安工

作亦是如此。

飛航安全是航空站運作的基石，任何

違法行為往往與機場安全設施息息相關，

有賴機場各單位齊心協力守護飛安，期許

達成「飛航安全，你我把關；航警相伴，

出入平安」的目標。

Hazards

Loss not 
prevented

Losses prevented

瑞士乳酪理論（Swiss Cheese Model）巧妙地比喻事故發生是因為防護措施的漏洞同時產生，進而連成一線產生意外。

M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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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宅家玩遊戲 消保處：去年線上遊戲消費爭議逾 3600 件 

2021/06/09 中時 林良齊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許多民眾在此段時間減少出門，紛紛宅家玩手遊，

據消保處統計，去年一整年線上遊戲類的消費爭議逾 3600件、僅次於交通運輸

類排行第 2，其中以帳號密碼被盜用最多達 1177件，其次為解約退款的 1102件。 

    消保處簡任消保官王德明表示，去年疫情雖然未如現在嚴峻，但發現線上遊

戲類消費糾紛也增加，推測是很多民眾在家裡玩起線上遊戲，消保處憂心如果疫

情再持續，線上遊戲類消費糾紛可能會越來越多，因此呼籲民眾應小心防範。 

    如「帳號、密碼被盜用時」，消費者應於第一時間通知遊戲公司，經遊戲公

司查證後，可以暫停該帳號之使用權限，並更換新帳號或密碼給玩家；虛擬寶物

被盜時，則應立即通知遊戲公司查證，業者經查證後，將暫時限制相關線上遊戲

使用人使用權利，但如玩家不使用遊戲公司提供免費安全裝置，如防盜卡、電話

鎖者，遊戲公司可以不負回復或補償責任。 

    消費者可以於開始遊戲的 7日內，以書面告知企業經營者解除本契約，消費

者無需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消費者得就未使用付費購買點數向企業經營者

請求退費；消費者也可以隨時告知遊戲公司終止契約，遊戲公司在扣除必要成本

後，應於 30日以內將剩餘未使用儲值金或遊戲費用，退還給玩家，但是虛擬金

幣及虛擬寶物是無法申請退還。 

    消保處提醒，消費者可以藉由國際平台下載使用各種遊戲，如消費者不慎使

用境外遊戲或未在我國有代理營運商之遊戲，當發生消費爭議時，將難以受到我

國法令保障，可能面臨求助無門情況。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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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騙！簡訊實聯制傳送前注意這數字 

防不肖人士偷換 QR Code 

2021/06/06 17:19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 

    疫情期間全民共同抗疫，政府推出「1922簡訊實聯制」大大減少民眾操作時

間，登記更方便，然而近日卻傳有不肖人士擅自更改置於店外的 QR Code，讓人

掃完連結到奇怪頁面，現有網友在臉書社團發文提醒，傳送實聯制簡訊前應確認

收件對象為「1922」，避免誤連結到高額付費號碼，對此，警政署 165防騙網也

於日前發公告提醒民眾多加注意。 

    一名網友在臉書社團《爆怨 2公社》貼文，寫道「店家將 QR Code張貼於店

門外，遭不肖人士更換，連結到高額付費號碼，讓荷包大失血」，隨後附上警政

署官網公告截圖，她表示看完覺得「太可怕了」，趕緊發文提醒大家多多留意，

掃完 QR Code後、按下簡訊傳送前應再次確認收件號碼是不是 1922。 

    消息一出不少網友驚呼「台灣真是無處不詐騙耶，氣死人了，趁火打劫，災

難已經夠可憐了」、「賺這種錢不怕染疫暴斃嗎」、「如果是真的真是太可惡，

都什麼時候了還出來詐騙」、「這種詐騙都做的出來，真可惡」，另外也有人表

示「我都不會去注意，現在要開始注意看」。 

    實際查證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詐騙網」，可見官

方於 4日發出公告，呼籲疫情

期間店家將 QR Code張貼於店

門外，務必不定期檢查，以防

遭不肖人士更換，此外，警政

署提醒民眾掃描完按下簡訊

傳送前應確定螢幕上方傳送

的對象是否為「1922」，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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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到高額付費號碼，讓荷包大失血。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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