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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台灣上升至 25 名再創新高 
2022/1/25 中央社記者劉世怡 

    國際透明組織（TI）公布 2021年全球清廉印象指數（CPI），台灣得到 68分，

排名第 25，較 2020 年上升 3 名。廉政署今天(111/1/25)表示，排名成績再創新

高，也是國際間對台灣持續肯定。 

    法務部廉政署發布新聞稿表示，國際透明組織今天(111/1/25)公布 2021 年

清廉印象指數，全球計有 180 個國家及地區納入評比，台灣排名第 25 名，分數

為 68 分（滿分為 100 分），較 2020 年的 65 分增加 3 分，超過全球 86%受評國

家。 

廉政署指出，若以亞太地區觀察，台灣此次排名躍升至與素有「幸福國度」

之稱的不丹同列第 6名，僅次於紐西蘭、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亞、日本。 

    廉政署表示，CPI 主要量測各國公部門貪腐情況及公私部門往來互動情形的

主觀印象，廉政署過去 1年來，透過辦理「透明晶質獎」、推廣「機關採購廉政

平臺」、倡議「企業誠信」、宣導「誠信廉潔」等方式，讓 2021年清廉印象指數

排名，創下歷史

最佳的評比成

績，寫下廉政建

設新頁。 

此外，廉政

署業擬具「揭弊

者保護法」（草

案）並積極推動

立法，對出於善

意及具合理事證

的檢舉人，提供

保護適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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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遭受不公正待遇；此法為反貪腐的重要機制，也為國際間衡量國家廉能的重

要指標。 

廉政署表示，持續以全新的思維及穩健步伐引領廉政政策，也將兢兢業業、

全力以赴與各界攜手合作，持續以宏觀前瞻視野，整合延伸廉政網絡。 

廉政署指出，透過公開透明、公私協力、跨域合作及健全法制等作為，讓廉

政工作豐碩成果承續不斷，清廉程度國際評比排名大幅躍升，回應全民殷切期盼，

實踐「廉能政府、透明台灣、接軌國際」的願景。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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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通訊 

第 3098期 
使用各種公務資訊系統，請留意： 

1. 系統應僅能因公務、業務需求而查詢、使用。 

2. 涉及民眾、團體等資料，應妥善保管，不得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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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逃生這 5 常識全錯！消防署這 6 個字最能保命 

2018/2/8 新聞中心鍾佩錦 

今天(107/2/8)05點 28分左右，台灣東北地區發生有感地震，預計震度 4

級以上，劇烈搖晃全台有感！除了平日將緊急避難包準備好外，更要當心從小

被教導的避難須知可能反而害你喪命！ 

最高原則：先求活命，再談逃出 

勿躲在黃金三角 

  近年不斷流傳地震避難

時要躲在「黃金三角」，

被國內外許多專家打臉。

所謂黃金三角，即是「生

命三角理論」（Triangle 

of Life）是由加拿大人

庫普（Doug Copp）提

出，他認為，當建築物倒

塌時，會在家具周圍留下

一些空間，因此建議地震時要躲在「桌子、床櫃、沙發等大型家具」旁邊。 

但許多專家指出，房屋搖晃時，可能造成大型家具移位，甚至是物品掉落

砸傷人。我們無法判斷家具倒下的方向，因此躲在旁邊反而可能因此被壓住。 

勿躲在冰箱旁邊 

網路謠傳躲在冰箱旁邊，可以確保受困時有食物可維生。然而，大多數家

庭的冰箱並沒有「固定」，地震劇烈搖晃時，反而可能先因為傾倒而傷人。 

勿急著衝出門外 

在一般建築物內仍以就地避難為主，盡可能以堅固的桌子，或其他具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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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力的物品保護自己的身體，而不是貿然衝去開門。若要確認家人安全，也建

議等到地震停止再移動。此外，內政部消防署災害管理組前組長林金宏也指

出，地震時一樓最容易倒塌，千萬不要從樓上往下衝，這是非常危險的舉動，

地震一定要先躲，不要亂跑。 

半夜被震醒，勿急著下床 

睡夢中遇上地震究竟該不該跑？林金宏認為，留在床上最恰當，因為較不

會被移位的家具或床鋪撞到。他強調，地震的應變要領應是針對可防護的狀況

思考，防護重點是「避免被掉落物品、移位翻覆家具打到，並避免搖晃時跑動

跌倒」。 

勿急著跑出浴室 

地震發生當下人若剛好在浴室，切記勿慌張！因為匆忙逃生的當下，反而

可能因為地板濕滑跌倒、發生意外。專家指出，浴室中沒有大型家具或吊掛

物，其實相對是較安全的地方。若在泡澡可將頭部低於浴缸邊緣，用手護住頭

頸部。 

DCH抗震保命 3步驟－趴下、掩護、穩住 

內政部消防署提醒民眾，地震發生時應保持冷靜，切勿大範圍移動或急著

想衝出門。 

立即採取 3步驟：趴下（Drop）、掩護（Cover）、穩住（Holdon）。躲進桌

下，採雙肘雙膝跪姿、頭部壓低，並雙手緊抓桌角，能相對保護自己不讓傾倒

或掉落的物品砸傷、壓傷。若室內沒有堅固桌子，也可躲在較堅固的柱子旁，

遠離可能傷害身體的物品，以低姿勢保護自己，尤其是頭部與頸部。 

而根據《設計發浪 Designsurfing》臉書粉絲專頁翻譯的日本防災網站內容

（由 NHK、插畫家寄藤文平與 NPO法人 PLUS・ART共同製作），其中也列舉了 7

項地震時的錯誤行動。 

 地震發生當下 

1.勿點火、使用打火機，因可能點燃瓦斯導致爆炸。 

    2.勿開關電器、總電源，因可能引發火災或爆炸。若是地震時剛好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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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火，應立即關閉瓦斯，並就近躲進安全位置，例如桌下。但如果人在

別處，務必先就地避難，不要在仍搖晃時，貿然衝去關火或電源。可在

地震停止後再關閉總電源，避免發生危險。 

 避難移動時 

1.減少撥打非緊急電話，因地震發生後電話線路可能異常。 

2.勿搭電梯，因為有被困住的危險。 

3.勿赤腳行動，避免被物品碎片割傷。 

4.勿開車，避免阻礙軍警消、救護車等救災。 

5.勿單獨從事救援行動，避免救人不成，反而造成自身受傷。 

資料來源：早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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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電商消費糾紛案大增 50％ 消保處：蝦皮占 2/3 

2022/03/30 記者羅綺／台北報導 

    疫情下，宅經濟發威，民眾大量透過電商平台購物，再加上先前發生平台

業者標價錯誤的事件，導致消費糾紛案件大增。行政院消保處指出，去年 6大

電商平台被申訴 6362件，較前年增加 2119件，成長 49.9%。 

消保處統計，去年電商平台被申訴案件最多的是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

限公司，共有 4069件申訴案，較前年增加 2040件，更占全年度 6大知名電商

平台被申訴案件的 3分之 2，其中蛋塔標價錯誤約有 1500件。 

其次是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有 1065件申訴案，較前年增加 16

件。第三名則是網路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有 465件，較前年增加 93

件。 

再者是露天市集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有 366件，較前年增加 15件。第

五名是香港商雅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的 233件，較前年減少 45件，也是唯一下

降的業者。第六名則是東森得易購股份有限公司的 164件，與前年件數相同。 

此外，據消保處統計，被申訴案件類型中，「標價錯誤爭議」約占 23.6%，

主要是發生蛋塔標錯價案件，消費者不滿業者處理方案造成大量申訴案件。第

二多的是「瑕疵品爭議」，約占 22.3%，主要是 3C、通訊及家電產品的品質有

問題，而無法正常使用。 

另外，「退費爭議」也約占 20%，主要是扣款數額及退款爭議，如賣家索取

整新費及無法按約定的期間退還款項。而「延遲出貨爭議」也約占 6.6%，消保

處指出，主要是疫情期間，交易量大增，但平台及物流業者考量疫情風險進行

人力控管，影響交貨效率。 

消保處表示，雖然疫情影響是去年電商平台被申訴量大增的因素之一，但

平台的管理及服務品質仍有相當改善空間，因此消保處已要求各家平台業者建

立防範錯誤機制、推動賣家實名制、延遲付款機制等風險管控措施，以保障消

費者權益。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政風室 111年 5 月政風小品集消費者保護篇 

消保處也呼籲消費者，網購商品或服務有一定風險，應瞭解賣家及電商平

台的信譽，並善用第三方支付或平台業者提供的「價金保管機制」，若發生消

費糾紛時，較能維護自身權益。 

消保處也提醒，除非有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合理例外情事」，消費者可

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 7天內向企業經營者（包括反覆從事銷售行為的個人

賣家），主張無條件解除權，且不需負擔任何費用，以維護自身權益。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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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公益團體 1 周騙走 500 餘萬 刑事局籲慎防詐騙 

2022/03/13 17:43 聯合報 / 記者李隆揆 

    刑事警察局統計發現，3月初短短 1周，全台已有 24件詐欺報案有關「假公

益團體」，總財損逾 500萬元，呼籲民眾提高警覺、慎防詐騙。 

警方表示，詐騙集團以往常攻擊電商平台資料庫，近日轉攻公益團體，竊取

民眾捐款資料，以此詐騙善心民眾；165反詐騙專線 2月 28日至 3月 6日間受理

詐騙報案中，全台有 24 件是詐騙集團假冒公益團體行騙，總財損逾 500 萬元，

民眾不可不慎。 

警方調查，詐騙集團派駭客攻入公

益團體資料庫，掌握捐款人姓名、電話、

捐款金額等資料，致電捐款者稱「工作

人員操作錯誤，網路匯款變成分期付款

或定期扣款」，誘騙民眾依指示操作 ATM，

將存款轉匯至詐騙集團的金融帳戶。 

刑事局表示，針對相關詐騙案件，

已通知疑似個資外洩的公益團體，提供

防治詐欺作為自評表、官網加註反詐警

語、要求標明客服專線及客服時間、針

對捐款人發送反詐提醒簡訊等作為，強

化公益團體資安防護，呼籲善心捐款者

提高警覺，慎防詐騙。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