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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孩欠電腦為由公然索賄 消防小隊長判 6 年 10 月定讞 
2021-11-02 聯合報 / 記者林孟潔 
    台中市消防局第四大隊前小隊長蔡旺財以「小孩欠電腦用」為由，收受賄

絡放水消防安檢，或圖利業者免去裝設消防設備，一、二審依貪汙等罪判刑 6

年 10月，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定讞。 

判決指出，蔡旺財 2011年至 2014年 5月在台中市消防局第四大隊安檢小

組擔任小隊長，之後調任沙鹿消防分隊擔任小隊長，皆負責消防安全檢查業

務。 

蔡旺財 2011年 5、6月聯繫白姓消防設備士，出言「交一張出來」、「局

裡面要開罰單業績」等語，要求交出名單開罰，白擔心遭舉發影響聲譽，又怕

被蔡刁難，只好行賄 2萬元，蔡收下後稱「我會跟下面交代」。 

蔡旺財隔年發現某醫院消防設施不合格，向張姓消防設備師表示要開舉發

單，並稱「不要可以，現在行情是 4萬起跳」、「你就拿 4萬元給我，我家裡

小孩有欠電腦用，4萬元就來買電腦」。 

蔡也放水燒肉店、家具行消防安檢，圖利店家不須支付罰單及改善設備。

再者，蔡接受某宮廟管委會捐款 5萬元購買消防裝備，但他未規定辦理，反直

接交給分隊長處理，被控貪汙治罪條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蔡旺財一、二審皆依貪汙等罪判 6年 10月徒刑，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全案

定讞。另懲戒法院今年也認為蔡有損公務員誠實、清廉的節操形象，嚴重損害

政府信譽，審酌他欠缺守法觀念，危害公共利益，重創機關形象，判決撤職並

停止任用 2年。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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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勤總隊飛行員合規定帶妻留宿 同事卻偷拍健保卡檢舉 
2021-11-07 聯合報 / 記者陳宏睿 
    台中市翁姓男子是空勤總隊飛行員，他在去年間涉嫌在以手機拍攝陳姓同

事配偶的會客單、健保卡，並以手機用不具名的方式，向政風室林姓主任檢舉

「今非星期六，且宿舍是同仁休息地方，為何大隊長同意」，林接獲檢舉後，

發現檢舉內容不實，查出翁涉案，全案依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判翁 2月徒

刑，得易科、緩刑 2年。 

    判決指出，翁姓、陳姓男子都是空勤總隊飛行員，陳在去年 10月 29日周

四晚間 8時許，經單位長官同意，許可配偶到空勤總隊第二大隊台中航空站自

主保安區會客、留宿。陳配偶填寫身分證字號、手機號碼、住址等資料的會客

單，並交付健保卡，由陳陪同進入宿舍內。 

    翁姓男子在當晚發現後，在會客區內以售機拍攝陳配偶提供的會客單、健

保卡，隨後在隔天零時許，將照片以手機傳送給政風室林姓主任，並寫下陳姓

同事的服勤單位、姓名，並指控陳「備勤期間夜歸帶女子回職務宿舍過夜，經

詢問大隊長還同意，今天非星期六、日，況且宿舍是提供同仁休息的地方，為

何大隊長同意」。 

    翁姓男子雖以手機傳出檢舉訊息與照片，但他並無具名，政風室調查後，

發現檢舉內容與事實不符，經調閱通聯紀錄，發現檢舉訊息是翁所為，政風室

也認為，翁擅自拍攝陳配偶的個人資料，已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判刑 2月，

得易科 6萬，緩刑 2年，緩刑期間，接受法治教育 3場，付保護管束，可上

訴。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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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歷半世紀前首次奇萊山難 談登山安全 

法務部調查局清流雙月刊 No.35(2021.9 月號)  

         

更多內容 wait for you 



65No.35 SEP. 2021

登山是國民戶外健康活動的最愛。內政部消防署統計 2002年至 2020年間，
曾發生 3,309件山難事故，罹難累計高達 361人，永久失蹤者亦有 85人。這讓我
憶及半世紀前，5位清華大學核工系的同學於攀登奇萊連峰遭遇娜定強颱侵襲往
生，震驚全國的事件。

◆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 鍾　堅

從經歷半世紀前
首次

談登山安全
奇萊山難

重返民國 60年

1971年大三暑假甫開始，同班的奇萊

連峰縱走隊長柏盛亨派我申請甲種入山公

函，隊長為避免指揮幅度過大，限定 12人

入隊。在遞交入山申請前勉強湊到 11人，

包括我的室友錢迪；登山社長邱瑞昌再拉

他的臺大朋友入伙，兜齊 12人滿額。

我從入山計畫得知：宿營四夜的奇萊

連峰縱走，直逼鐵人團。首日由松雪樓入

山，奔往奇萊主陵線草坡紮營，第 2天起

（Photo Credit: Devon Chang, https://www.flickr.com/photos/devoncwc/3942580311）

山林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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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連攻奇萊主北峰、奇萊主山、奇萊池山、

卡羅樓山、奇萊裡山與奇萊主南峰，再經

屯原山、廬山溫泉出山，預劃 7月 19日週
一啟程，週日返校解隊。

奇萊連峰縱走全程僅 30餘公里，但連
峰上下坡加總超過五千米，加諸當年就算

有路，羊腸山徑岔路多且處處崩塌路標不

明，通過凹地鐵杉林與攀岩攻頂，也沒標

向用的拉繩，偶爾起霧能見度歸零，迷途

風險極高。

學校遲於週二始核准入山公函，儘管

該年第 16號露西颱風警報尚未解除，坐鎮
校園的隊長決定週三自校園啟程。唯登山

行程因公函申辦延宕多日，包括我在內有

5位同學都另有要事，先後退出。

啟程那天，我收聽到遠海有個熱帶氣

旋已形成該年第 18號輕颱娜定，是否會

直撲臺灣實在說不準。強颱露西已掠過，7
位隊友看著萬里無雲的藍天，照表定行程

離校夜宿臺中，隔天搭車經中橫公路大禹

嶺，步行十公里抵松雪樓過夜。

從合歡山拍攝的奇萊連峰，左側為屏風山，右側為奇萊連峰，最右為合歡山松雪樓。（Photo Credit: gibbyli, https://www.
flickr.com/photos/gibbyli/10398533844）

奇萊連峰上下坡加總超過五千米，且當年羊腸山徑岔路

多，處處崩塌、路標不明，也沒標向用的拉繩，起霧

能見度歸零，迷途風險極高。（Photo Credit: billlushana1,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undam-wei/24145415745）

M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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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7位隊友自松雪樓入山，應挺
進至奇萊連峰主陵線，在背風處宿營。然

而隊友們拂曉離開松雪樓後，卻在雲霧中

迷途找不到路徑只得退避，在距離松雪樓

步程不到 3小時的谷底乾溪紮營，延宕整
整一天的行程。

週六清晨，登山隊友拔營後攀爬碎石

坡，邁向奇萊主陵線。10：20氣象局首次
發布該年第 3個襲臺的強颱娜定海上颱風
警報，惜隊友們在晴朗的山中未能收聽到。

兩位隊友在爬坡時罹患高山症，16：00大
夥在主陵線草坡紮營休整，準備週日拂曉

開始縱走連峰。

週日凌晨 3時刮強風挾陣雨，帳篷傾
倒，隊長於清晨始收聽到電臺播報強颱娜

定海上陸上颱風警報；大家商議後，選擇

在狂風暴雨中奔返 8公里外的松雪樓避難。
風雨下大夥用完早餐，由隊長帶頭攀爬下

山，碎石坡、斷崖都變瀑布。11：30大夥
奔返谷底乾溪，溪谷洪流暴漲，涉水過溪

全身濕透、發冷哆嗦腿部抽筋，大家吃掉

早餐餘糧補充耗盡的體力。

隨後風雨愈發強勁，在黑雲罩頂風雨

交加的低視界下，隊友進入凹地內的鐵杉

林避風，巨木被狂風連根拔起斷裂傾倒，

大夥又奔向黑水塘，窪地變湖泊。14：00

黑色奇萊清華登山隊山難前一日邁向奇萊主北

峰留下的光影。（圖片來源：作者提供，錢迪遺

留膠捲沖印）

1971年 7月 23日登山隊員在乾溪用餐身影。（圖片
來源：清華大學，錢迪遺留膠捲沖印）

山林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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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盛亨、錢迪與邱瑞昌在黑水塘往小奇萊

下方避風躲雨，隨後缺氧窒息。其餘 4位
隊友分別攀爬上坡朝松雪樓奔逃，個個呼

吸窘迫，同系的龔士武與吳建昌不幸半途

罹難，僅有清華女同學及臺大男同學獲救。

兩天後我隨同師長、同學抵達松雪樓，

救援變成認屍。同學合力將 5具遺體抬上
軍車，護送大體下山抵埔里榮家檢整入棺。

隨後與家屬會合，再租 3輛皮卡分送隊友
們歸鄉發喪。

在此謹對松雪樓內的同仁致敬，他們

於週日不顧自身安危，捨身衝出救援小奇

萊下方的登山隊員，他們是松雪樓廚師黃

萬伙、林務局大甲林管區管理員巫喜陽、

臺中體專工讀生陳蓬生、東勢高工工讀生

曾營成，還有不願具名的 4位荷蘭飛利浦
公司外籍技師，他們 8人合力救回臺大男
同學與清華女同學。

也感謝國軍寒訓中心守值的陸軍工兵

少尉排長趙廣滿（義務役預官 20期），親
率 10名士官兵冒風雨入山搜救，耗費 40
小時方將 5具遺體與沿途拋棄的裝備帶回
松雪樓。

我一輩子都記得隊長柏盛亨在出發

前，和我提過古希臘軍團的隊訓「Never 
leave your buddies behind」，隊長背袱其
他隊友的背包，守護患高山症虛弱的同窗

直到最後一刻，柏盛亨負責盡職的精神，

深深烙印在我心底。

清華大學 1972級畢冊，核工所奇萊山難紀念頁面。
（圖片來源：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登山社遭遇山難之新聞報導。（圖片

來源：黑色酒吧，中國時報 1971年 7月 29日，
https://blackstory.tw/archives/2267）

MJ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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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蔬果抽查，3 成驗出有農藥殘留！ 

4 標章、3 步驟安心選購食用 

YAHOO！新聞中心洪辰竺 2021年 11月 5日 (早安健康) 

    自五月疫情爆發以來，

國人的消費習慣改變，為了

降低感染風險，許多人不敢

外出前往賣場、市場採買食

物，因此網購蔬果已成消費

趨勢；不過，近期經消保官

隨機抽查 40件蔬果中，竟

高達 12件不合格，相當於

3成！許多知名網購蔬果通路，例如家樂福、熊媽媽買菜網、李大娘買菜網等都

驗出有農藥殘留，民眾需多加留意。 

李大娘買菜網驗出 21 項農藥，其中一農藥超過標準 36 倍！ 

    其被抽查的蔬菜類別包含小葉菜類、果菜類、豆菜類、包菜葉類、草木本

植物類，以及根莖菜類。其中，小葉菜類在 24項中，有高達 7件不合格。 

    在所有通路中，屬李大娘買菜網中的青蔥最嚴重，不但驗出 21項農藥，且

當中有 3項超標，伊普座的濃度更是高達容許量 0.01PPM的 36倍，另外還被驗

出含有賽氟滅、芬佈賜 2種不得被檢出的農藥。 

    由於菜霸子、蔬鄉買菜網買 4件有 3件不合格，而李大娘買菜網 4件有 2

件不合格，被消保官特別點名，這樣的採檢結果會有食安疑慮。 

系統性農藥無法靠流動水去除，選購看清 4 標章避免吃進農藥 

    雖然被特別點名的業者表示未來會加強抽驗把關；不過事實上，殘留的農

藥防不勝防。農藥大致粗分為接觸型以及系統性兩種，接觸型農藥噴灑於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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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通常用流動水就能夠去除；但是系統性農藥則會經由根進入植物體，導

致整株植物皆會有農藥，須過了安全採收期，待農藥分解後才能採收。 

    過去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臨床毒物中心護理師譚敦慈曾指出，「連續性採

收」的蔬果，如小黃瓜、四季豆、茄子、豌豆及番茄等，會比「一次性採收」

的蔬果還殘留更多的農藥。另外，由於夏秋之際多颱風，農民經常在颱風前搶

收作物，加上民眾也會搶著購買食材，此時容易買到農藥未分解完全的蔬果。

若能自己在購買或烹煮蔬菜前選擇有安全標章的蔬菜，加上用有效清洗法去除

農藥，將能增加不少保障。 

    根據衛福部食藥署資料，除了透過清洗降低農藥殘留風險，也應建立「預

防勝於治療」觀念，選購具有「TAS產銷履歷」、「吉園圃」、「CAS」、「有

機農產品」標章的農產品；其中前 3個標章皆是使用合法農藥，並在正確的方

式下使用，並且定期檢測農藥殘留，不過在機制、流程或者嚴格程度有差異；

若希望完全沒有農藥，則可以選擇有「有機農產品」標章的農產品。 

食藥署建議 3 步驟去除農藥：先浸泡、後沖洗，再切除 

    對於農產品上殘留的農藥，該如何清洗才能有效去除？衛福部食藥署建議

大家依 3步驟處理： 

浸泡：將蔬果浸泡在水中約 3分鐘，使表面農藥溶解 

沖洗：打開水龍頭，以流動水沖洗蔬果，帶走蔬果表面殘留農藥 

切除：用刀具切除蔬果的蒂頭、根部等不易清洗的凹陷部位 

另外提醒，用器具切除蔬果部位須放在最後一個動作，如此一來才不會讓農藥

污染工具，再進一步污染其他蔬果。 

資料來源：早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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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團耍花招！假冒人壽分行經理警告婦人「小心詐騙」 

2021/11/06 記者陳鳳麗／南投報導 

    詐騙集團手法更多元！南投中興新村有林姓民眾接獲詐騙電話，自稱是國

泰人壽北市襄陽分行經理，稱有人拿林婦身分證、委託書要辦理防疫理賠，懷

疑是詐騙，要林女跟警方報案拿三聯單，還幫她「轉接」電話給北市刑大請警

員說明，由於刑警說法漏洞很多，林婦最後決定親奔中興派出所口頭詢問，警

員熱心幫忙打電話到國泰人壽襄陽分行，確認林婦遇到詐騙。 

  年近 70歲的林婦，上週接到自稱國泰襄陽分行經理「楊志偉」電話，指稱有

人拿林婦的身分證、委託書要辦防疫理賠，感覺對方怪怪的，擔心是詐騙要她

當心，林婦回應「我的證件都在身邊啊！」「楊姓經理」即提醒最好跟警方報

案拿三聯單確保權益，還幫忙「轉接」電話給北市刑大張姓刑警。 

  張姓刑警跟林姓婦女電話對談，頻頻出現漏洞，前後矛盾，林婦感覺不對

勁，決定自己親自去問警察，於是掛掉電話，直接到附近的中興派出所詢問。 

    派出所值班警員莊雅萍幫她查詢國泰人壽分行名稱，確定有襄陽分行，直

接打過去找經理，而該分行經理姓蔡，分行沒有叫「楊志偉」的員工，而該分

行已經接獲多通電話告知有「楊經理打電話提醒有人冒用身分，應該是遇到詐

騙…」。林姓婦人經女警幫忙確認後，知道是詐騙電話，疑惑解除後才安心返

家。 

    中興警分局指出，詐騙手法一再翻新，還都要結合時事，並且假好心關心

提醒「可能遇到詐騙」，提供的訊息混雜真的，讓半信半疑民眾相信，而林姓

婦人繼續與對方通話，可能就會被騙走個資。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