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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07 月 09 日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集」 

             〜行為規範內容〜 

問：行政機關（構）間之互動，是否應受本規範拘束？ 

答：（一）本規範目的：係為使所屬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自

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並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

（本規範第 1點參照）。 

（二）重點在於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條文內容皆以公務員

面對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兼職、出席

演講等涉及公務倫理行為為中心，明定各類標準及

處理方式。 

（三）政府機關（構）間之互動，非本規範之對象：政府機

關（構）間之參訪、拜會及聯誼等活動因皆係公開

為之，且為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並無利益衝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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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故非本規範之對象。至與政府機關（構）以外

之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互動時，則需考量

有無本規範第 2 點第 2 款所稱之與其職務有利害關

係之情形，依本規範相關規定處理。 

                                 

 

  

有資訊的業者必須做好保密措施，才不致個資外洩，影響消

費者權益。 

        智慧時代中的資訊安全 

  不知從那一天起，我們開始生活在智慧的世界，早上起來要用家

裏的智慧家電，出門要用智慧型手機，在智慧型的公車站等車，走

進智慧型大樓上班……。當我們身處這樣的智慧世界中，資料不斷

被蒐集，會不會有資訊外洩的風險呢？科技新貴小潘看到科技的進

步，也想到這些問題，於是在過年後的師生下午茶約會中提出來和

司馬特老師討論。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娓娓道來：在這個充滿「智慧」的世界中，

不管你是否自願，其實你整天的一舉一動都被記錄著；你可能只在

乎國家機器有沒有監聽你，卻不知在網路世界中，還有更多的人注

視著你的一舉一動，而且你還自告奮勇、無怨無悔地提供資料讓對

方監控。小潘聽完大吃一驚，表示：從媒體的報導中，大家只知道

警調單位會執行監聽，但是這些行為都要經過核准，還有那些人可

以非法監控我們？  

  司馬特老師聽了小潘的問題，點點頭笑著繼續說：當你陪女朋

友逛 101 順便去鼎泰豐吃晚餐時，會不會也順便拍個照、在 FB 上

貼照片、打個卡？這不就是把你的消費行為心甘情願地提供給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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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也把你的行蹤曝露給大家；當你跟女朋友走到 SOGO 附近，

你的 Line 又收到廣告訊息，顯示今晚９點到９點半有買一送一的

促銷活動，你心中竊喜，因為你一直想買給女朋友的化妝品由於太

貴始終沒買，今晚趁機買下送給女朋友當情人節禮物。這些行為看

起來似乎理所當然，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以前沒有智慧型手機的

年代，我們還是會收到簡訊的廣告，同樣是 SOGO 的折價券，你同

樣想買給女朋友，為什麼你不會去？  

  小潘想了一下，回答說：不想去的原因可能是折價券的促銷期

間，我正好不在臺北，或者不在附近。司馬特點頭同意小潘的想法，

接著指出：如果你走到 SOGO 附近才收到這個折價券，而你又有購

買的需求，你會不會想去買？很明顯地，答案是肯定的。  

  小潘聽完後又提出疑問：為什麼智慧型手機會知道你的位置並

發送適合的折價券給你？司馬特老師看到小潘能舉一反三，非常高

興地繼續說：現在的智慧型手機都有 GPS 定位和數據通訊的功能，

因此業者很容易知道你現在的位置，再配合促銷發送折價券，這間

接表示，其實你現在在那裏，業者都會知道，而且你非常願意把你

的行蹤告訴別人；如果你要保密你的行蹤，就不要用智慧型手機。 

  聽完司馬特老師詳細的說明，小潘立刻又想到另一個問題：這

些業者每天蒐集我們那麼多的資訊，如果被有心人竊取，豈不是一

個災害？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繼續說：我們不能阻止別人對科技的

濫用，只能消極地防止。依據 Gemalto 所發表最新的外洩水平指數

（BLI）顯示，2014 年期間，全球超過一千五百件資料外洩事故，

較 2013 年增加了 49％，資料被竊約有十億件，較 2013 年增加 78

％；報告中也顯示，除了資料外洩事件不斷攀升，以外洩方式的竊

取手法也變得更嚴重，資料外洩事故因其時間與手法的不確定因

素，使得防範資料外洩和監視威脅成為短暫的防護方法，並不能抵

擋網路犯罪。  

  小潘聽完又想到：我們不能拒絕生活在智慧世界中，也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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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的資訊曝露在外界，但是，擁有資料的業者應該要負起資訊

安全的責任，要怎麼做才能確保資料的安全呢？司馬特老師喝口咖

啡接著話題：業者面對種類眾多而且數量龐大的數位資料，在資訊

安全的管理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科技面、一是管理面的。

在科技面上，我們要做的是運用各種資訊工具來防止外在的不當入

侵，例如設置防火牆以防止非法破壞、安裝防毒軟體防止病毒入

侵……等；科技面是比較容易處理的，只要業者願意投資就可以達

成，比較難處理的，其實是管理面上的議題，業者應建立一套全方

位的資訊安全管理規定，這個規定在系統上包含軟體、硬體及系統

的管理，在制度上包含人員、場地……的管理。在系統上一定要建

置身分認證、權限管理，以防止沒有權限的人登入，同時也要防止

有權限的人濫用權利做非法的事；在制度上，要運用各種管理制

度，防止人員從事非系統面的破壞。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說明，才了解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都

與資訊安全密不可分；擁有資訊的業者必須做好保密措施，才不致

影響消費者的權益。 

               （◎魯明德作者為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多動腦、多運動、多互動、維持健康體重與健康飲食、戒菸等，都是

預防失智症的重要生活方式。 

          傾聽、陪伴、關懷─失智症 

    隨著社會環境之變遷，帶來人口結構老化與疾病型態的轉變，而

使臺灣老年人口比率在民國 82 年超過７％，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HO）

消費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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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定高齡化社會的標準，且至 102 年年底老人人口比率更高達 11.5

％，老化速度持續增長中。依據衛生福利部委託臺灣失智症協會進行

的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以及內政部之人口統計資料估算，臺灣失智

症與輕度認知障礙的人口將近二十二萬人，占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８

％，此與 WHO 資料比較，臺灣不到二十年失智人口即倍增。  

      失智症是一種因腦部傷害或疾病所導致的漸進性認知功能退

化，且此退化的幅度遠高於正常老化的進展，除了認知功能退化影響

生活功能外，精神心理的行為問題更嚴重影響患者生活品質。而年齡

是失智症最主要的危險因子，根據流行病學研究，65 歲以上的人有５

％有失智症，85 歲以上則增加到 20％。因此，如何了解、照護失智症

患者很值得國人重視。  

     在失智症的分類上，大致分為兩類：退化性、血管性。患者有

時會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病因，常見的有阿茲海默症與血管性失智

症並存（又稱為混合型）。而最普遍的失智症典型症狀為記憶障礙，

失智症會影響短期記憶、語言能力、理解力、運動能力、辨認日常用

品的能力、反應時間、個性、執行能力、解題能力；就算沒有智力衰

退的跡象，也常有妄想，人格或行為改變。  

     失智症是一種進行式的退化性疾病，從輕度症狀影響個人短期

記憶，逐漸進入中度症狀如生活能力繼續下降，對日常生活事物的處

理上變得更為困難，演變成重度症狀完全無法獨立生活，失去自我照

顧能力；而其疾病退化的時間有個別差異。了解疾病的病程與症狀，

可幫助患者、家屬預做準備，因應疾病帶來的生活變化。  

     由於目前尚無有效藥物可以治癒失智症，因此預防顯得特別重

要；方式包括：  

  一、多動腦：保持好奇心、接觸新事物、參加課程、學習新知，

從事可刺激大腦功能的心智活動或創造性活動，都可降低罹患失智症

之風險，其相對風險下降近五成。民眾應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以增

強腦細胞的神經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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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多運動：每週規律地從事兩次以上的運動，對失智症與阿茲

海默症都有保護作用，其相對風險下降近六成。  

  三、多互動：研究顯示，多參與社交活動可降低罹患失智症之風

險，其相對風險下降四成；孤單的人，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增加兩

倍以上，孤單的生活方式其認知功能的退步速度比較快。  

  四、維持健康體重：中年時期肥胖者（BMI≧30），其阿茲海默症

發生的相對風險上升三倍；過重者（BMI 介於 25 至 30 之間）升高兩

倍。老年過瘦（BMI＜18）失智風險亦提高，所以應該避免肥胖、過重

或過瘦，維持健康體位（18.5≦BMI＜24）最佳。  

  五、維持健康飲食：攝取適量的蔬果、豆類、堅果、未精製穀類

（含有維生素 C、E及 B群），使用橄欖油等未飽和油脂來烹調或調拌

沙拉；少食用飽和性脂肪，多攝取魚類（富含 omega-3 脂肪酸之魚類）

以達均衡飲食。  

  六、戒菸：抽菸是阿茲海默症的危險因子，相對風險上升近兩倍，

而戒菸可降低風險，持續抽菸的人每年認知功能退化的速度較快。  

   人口結構老化是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過程，高齡化社會與慢性病已

成為國人必須重視之議題。一旦發現老年人患有失智症，如何「傾聽、

陪伴、關懷」，對他們日常生活的照護非常重要；照顧者需維護個案

的自尊，使其生活功能免於退化，維持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功能。照護

特色多以生活照顧為主，醫療照護為輔，因此政府方面應建立完善的

老人福利制度，結合衛政與社政單位、衛生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

甚至是民間各慈善機構，共同研擬相關的服務合作模式，為我們的未

來，提升高品質照護，營造一個得以終老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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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小心查證，預防新北市八仙樂園粉塵燃燒事故假募款詐騙！ 

        自本(104)年 6 月 27 日八仙樂園發生粉塵燃燒事故迄今，全臺各地紛有

民眾主動發動捐款行動，考量以往重大災害事故發生後曾發生假慈善機關

(急難救助)詐騙手法案例，警政署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呼籲民眾在熱心投

入賑災之餘，應慎防有心人士借機敲詐，並深入瞭解公益勸募相關規範，

目前 165 專線尚未接獲此事件假募款案件，但仍提醒民眾避免受騙。 

  為提供民眾瞭解可能發生之詐騙情境，165 專線提供假慈善機關(急難救

助)詐騙手法幾項判斷依據，重點如下： 

1.近期發生粉塵燃燒事故募款活動，民間團體必須依現有公益勸募條例規

定，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募款，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勸募許可後並取得

勸募字號才能對外募款。另外，如募款單位係政府機關，遇有重大災害或

國際救援時，則不需向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申請勸募許可，即可募款。

惟為求謹慎，仍建議民眾募款前可上網至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成

立 之 【 公 益 勸 募 管 理 系 統 】

(http://sasw.mohw.gov.tw/app39/disasterView/index)查詢勸募公告

或撥打 1957 福利諮詢專線，如遇疑似詐騙情事亦可撥打警政署 165 專線

查證。 

2.若收到募款簡訊或網路訊息，雖署名為合法登記之募款單位，仍應查明

募款帳號是否為募款專戶，而非個人帳號。 

3.若在公共場所如菜市場、百貨公司、公園、馬路邊，遇有募款團體手拿

捐款箱進行勸募，請其出示有無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或地方政府機關)勸

募許可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同時於捐款後要求開立收據(必須有衛生福利

部許可字號)，以避免歹徒假冒慈善團體名義沿街詐騙。     

  有關募款可能發生之詐騙，警政署已加強預防因應作為。同時藉此呼籲

各公益慈善團體應依規定先行向主管機關申請，並公開對外界說明募款目

的及用途，避免遭歹徒冒用進行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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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專線近年來蒐集民眾藉由網路及電話舉報之詐騙訊息，為能有效提

高資訊發布及強化全民反詐騙意識，歡迎民眾善加運用 165 官方網站(網

址：www.165.gov.tw)、165 防騙宣導 LINE 群組(官方帳號名稱：165 防騙

宣導，或 ID：@tw165)及 165 反詐騙宣導臉書(Facebook)粉絲團(網址：

www.facebook.com/165bear)等網路管道獲取相關反詐騙資訊。  

 

 

 廉政署檢舉專線：「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廉政專線：089-672297  

 

           E-mail：gipn@mail.moj.gov.tw 

 

 

 

「守望相助保家園，厝邊相顧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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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義以為上，能勇無義為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