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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訊息防制宣導假訊息防制宣導假訊息防制宣導假訊息防制宣導    

別讓正義蒙上陰影—辨別網路不實資訊小撇步 

日前花蓮一家知名鋼管紅茶店，被網友踢爆強調「手工煮」的花生湯，竟是用「電

腦選」的花生湯罐頭充數，價格還不便宜。許多網友忿忿的在店家評論下給出負

評。但後來發現網友們「罵錯家」了，原來花蓮有好幾家「鋼管紅茶」，無辜受

波及的店家老闆娘對於意外遭到抹黑感到擔心，怕影響生意狀況。 

網路上訊息那麼多，我們分辨真偽呢？ 

以下整理了日常我們可用在網路上辨別不實資訊的小撇步，當面對網路大量資訊

的湧入，請務必要保持懷疑與獨立思考的態度，三思後再分享。千萬不要讓「伸

張正義」變成「網路霸凌」，甚至讓自己吃上官司。 

• 過於令人震驚的文章標題，請保持高度質疑！假訊息最愛用聳動標題來吸

引民眾目光。 

• 確認該資訊的來源，理解是誰或哪一個組織發布的資訊，必要時可進一步

查詢該作者或發布組織的背景。 

• 若覺得訊息中包含的圖片很可疑，可以利用 Google 以圖搜圖的功能（上

傳圖片至 Google 圖片搜尋），來搜尋與該圖片有關的資訊，例如該圖片是

否在事件發生之前就已經存在，或者該圖片在網路上有多個版本等，這些資

訊都可以協助你對事件的判斷。 

• 利用關鍵字或相同標題搜尋，倘若許多具備公信力的來源都有相同的報導

或內容，那麼該訊息的可信度會比較高。 

• 文章中若大量引用無具名的研究數據，或只是含糊以歐美專家、日本專家

描述，可對該文章保持高度懷疑。 

• 善用政府或其他具公信力單位設置的謠言追蹤查證網站或闢謠工具，例如

食藥闢謠專區、台灣事實查核中心、Cofacts 真的假的、LINE 聊天機器人「美

玉姨」等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最後更新日期：20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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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資訊安全宣導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最後更新日期：2020/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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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安全維護宣導    

三倍券詐騙梗三倍券詐騙梗三倍券詐騙梗三倍券詐騙梗    

165 提醒您，歹徒可能利用「三倍券」作為詐騙梗的相關話術，請勿上當! 

一、假網拍：臉書(最大宗)或其他網購賣場、平臺販賣便宜「三倍券」，加 LINE

聯繫後，要求先付款，惟一旦匯款就被封鎖，或收到與預訂品項不符的商品。(沒

那麼好康啦!) 

二、假冒檢警(公務機關) 

誆騙健保卡遭人冒用盜領三倍券，需監管銀行帳戶，要求提領現金、交付銀行存

摺、印鑑等等。(談錢就有問題!) 

三、假投資 

假冒疫苗公司、振興產業或是在網路上、交友平台認識之網友傳來不明之投資(博

奕)平臺，慫恿投資，誆稱「保證獲利」、「穩賺不賠」且「利潤豐厚」。(非親

非故幹嘛幫你賺錢?有鬼!) 

四、釣魚簡訊 

簡訊內容如(寄送的三倍券已送達、○○優惠訊息等)，並且夾帶網址，點了連結

網址手機就中毒，遭電信小額付款或盜刷信用卡。(不明連結請勿點

擊!)  

【以上內容轉載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 

發佈日期：2020-07-01 09:43 更新日期：2020-08-11 0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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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摔傷摔傷摔傷摔傷、、、、夾傷案件頻傳夾傷案件頻傳夾傷案件頻傳夾傷案件頻傳    消基會呼籲正視公車意外正戕害消費者安全消基會呼籲正視公車意外正戕害消費者安全消基會呼籲正視公車意外正戕害消費者安全消基會呼籲正視公車意外正戕害消費者安全    

8 月 2日晚間，台中一名女大生搭乘 304 號公車，在刷卡下車時，突遭關起的車

門夾住脖子無法動彈，約 10多秒後車門才打開，讓女大生飽受驚嚇。 

     

6 月 11日晚間，台大物理系闕教授欲搭乘台北市公車 907路回家，剛踏上車，司

機就關門將車子開走，闕教授右腳被車門夾住，一路從台大體育館站被拖行至新

生南、和平東路口，後因轉彎車速變慢，闕教授才掙脫被送進台大醫院救治。 

  

台北市近年推出 1280 月票補貼、敬老卡鼓勵長者搭乘，公車使用率逐步提升，

但乘客摔傷事件卻也年年成長，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3333 天摔天摔天摔天摔 2222 人人人人，，，，4444 年半更累積達年半更累積達年半更累積達年半更累積達 926926926926 名乘客受名乘客受名乘客受名乘客受

傷傷傷傷。據公運處統計，高達 4成傷者為 65歲以上的高齡長者，而肇事主因為乘客

在車輛行駛中移動和駕駛急踩煞車造成。 

    

消基會指出，短短未滿 2個月的時間，國內即發生 2 起重大公車夾傷人事件，而

台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於今（2020）7 月 15日統計出，台北市 4年半累積達 926

名乘客搭公車受傷。公運處表示，高達 4成傷者為 65歲以上的高齡長者，而肇

事主因為乘客在車輛行駛中移動和駕駛急踩煞車造成。讓人不禁懷疑消費者（尤

其是銀髮族消費者）所倚賴的公車是否足夠安全？！ 

近年來，公車意外事件屢見不鮮。檢視官方所公布的公車肇事紀錄和傷亡統計數

據（自台北、新北、台中和高雄交通局網站蒐集，統整時間為 104～108年），

以及從媒體耙梳近 5年搭公車傷亡事件（為全國性資訊），消基會發現搭乘公車

致傷案件數委實不低，顯見其問題之嚴重性和普遍性。 

首先，根據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所公布官方公車肇事與台中市和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所公布官方公車肇事與台中市和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所公布官方公車肇事與台中市和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所公布官方公車肇事與

傷亡人數傷亡人數傷亡人數傷亡人數，，，，統計起來有統計起來有統計起來有統計起來有 3612361236123612 人次的死亡和受傷事件人次的死亡和受傷事件人次的死亡和受傷事件人次的死亡和受傷事件。。。。以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公布

司機肇事的原因包括超速失控、酒後駕車、未保持行車安全間距、未依規定讓車、

行駛疏忽、違反號誌管制、違反標誌標線、逆向行駛、轉彎不當、搶越行人穿越

道、機件故障等因素。 

再者，統整過往公車致傷事件的媒體報導，消基會發現 103103103103 至至至至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 6666 年間年間年間年間，，，，消消消消

費者因為搭乘公車受傷費者因為搭乘公車受傷費者因為搭乘公車受傷費者因為搭乘公車受傷，，，，且上新聞者且上新聞者且上新聞者且上新聞者，，，，共計有共計有共計有共計有 44444444 件件件件，，，，受傷人數為受傷人數為受傷人數為受傷人數為 998998998998 人人人人；這份

資料涵蓋範圍為全國，也包括市政府所發佈的新聞。 

   此外，據 107年間消基會進行北中南高等都會區的公車服務品質調查可知：台

北市的駕駛有車速過快的問題，台中地區的司機有猛踩煞車和未注意上下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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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台南地區的駕駛與乘客間的溝通親切度，以及高雄地區的駕駛對長輩或

身障人士的耐心有加油空間。 

由上述資料來看，公車作為日常生活中普遍的大眾運輸工具，卻頻繁導致消費者

危害甚至傷亡，造成消費者生活中的痛苦與擔憂。再加上，現代社會逐漸高齡化現代社會逐漸高齡化現代社會逐漸高齡化現代社會逐漸高齡化，，，，

搭乘公車以年長者居多搭乘公車以年長者居多搭乘公車以年長者居多搭乘公車以年長者居多，公車環境及公車司機的不當舉措與行為，致使長者在車

廂內陷於危險，無法站穩而致摔跤。消基會認為，這些數據和案例都一再證明中

央主管機關必須正視公車肇事的原因，及應積極設法降低公車肇事率，提供消費

者安全搭車的消費環境。 

此外，到站時駕駛員應確定乘客已經上、下車完畢，才能關車門，並等候乘客確

實坐好才起駛。目前許多乘客會在車快到站時離開座位，提前到車門前等候下

車，完全是因為以往駕駛員到站都急急忙忙的駛離，未給乘客足夠的上、下車時

間所致；也常因駕駛到站，未停在車牌位置附近，甚至在快車道即讓乘客上下車，

讓搭乘消費者陷於險境，因此，發生了非常多的乘客受傷事件。 

另，乘客快到站時離開座位，當發生緊急路況，公車駕駛急踩煞車造成乘客摔傷

時，常常將相關意外賠償責任轉嫁到其他車輛駕駛身上，事實上，消基會認為，

應訂定更能保護消費的乘客乘載規約，若乘客未抓牢或坐穩，即行駛車輛造成傷

亡，公車業者應負完全的賠償責任。 

 

消基會指出，以首善之區的台北市交通局每年均會針對公車運輸公司進行評鑑。

觀察評鑑指標（以 108年第二期為例）：共分成五大類二十六項指標： 

1.1.1.1.「「「「場站設施與服務指標場站設施與服務指標場站設施與服務指標場站設施與服務指標」」」」(包括A1 場站檢查指標、A2行車前確實開啟公車動態

車機設備及設定正確路線指標、A3 站牌資訊正確性)； 

2.2.2.2.「「「「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指標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指標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指標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指標」」」」(包括 B1舒適與噪音指標、B2 公車資訊服務設施

指標、B3車輛環保品質指標、B4行車肇事率指標、B5車輛安全設施檢查指標、

B6裝置監視錄影器妥善率) ； 

3.3.3.3.「「「「旅客服務品質與駕駛員管理指標旅客服務品質與駕駛員管理指標旅客服務品質與駕駛員管理指標旅客服務品質與駕駛員管理指標」」」」(包括 C1發車準點性指標、C2過站不停比

率指標、C3駕駛平穩性指標、C4駕駛員遵循路線指標、C5駕駛員行車中吸菸、

吃檳榔指標、C6 駕駛員服務態度與儀容指標、C7駕駛員健康管理指標) ； 

4.4.4.4.「「「「無障礙之場站設施無障礙之場站設施無障礙之場站設施無障礙之場站設施、、、、服務服務服務服務、、、、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運輸工具設備與安全」」」」(包括D1低地板公車比例、

D2拒載老人及身心障礙者指標； 

5.5.5.5.「「「「公司經營與管理指標公司經營與管理指標公司經營與管理指標公司經營與管理指標」」」」(包括 E1查核回覆指標、E2重大違規指標、E3違反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指標、E4行車安全業務檢查指標、E5自主創新與發展指

標、E6配合政府政策指標、E7改善行動指標、E8行人穿越道碰撞行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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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消費者角度檢視，跟安全和消費者權益相關的指標僅有 3 項，比例相當低，

而評鑑出來的結果與消費者感受差異相當大，難怪學者專家和民意代表認為，這

些評鑑結果均未直指公車安全的問題核心，有粉飾太平之虞。因此，消基會強烈

呼籲，應重新檢視各縣市政府所執行公車服務品質的評鑑項目，並落實加大對於

各路公車之客運公司及從業人員（駕駛）的管理力度和罰則，落實「以安全為上」

的行車文化和應有的交通秩序；並應在行車獎金制度的設計中，加入服務水準的

評估項目（例如無肇事獎金或獲得消費者表揚件數給予獎金），避免全以營運績

效為評估項目，忽略了提供消費者應有的乘客安全及服務水準。 

另，從本次調查中顯示，六都中，以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所公開公車安全相關資料

最為完整，自「公車評鑑成果報告」、「申訴公車服務品質優缺失成案數統計」，

到「公車肇事率和傷亡統計資料」完整公開；而桃園、台南政府對於肇事/傷亡

資料付之闕如；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則是需要在「道路交通事故分析及交通安全策

進作為」報告中翻找，資料不易檢視。建議各縣市交通局應完整公開與品質、安

全相關的公車服務品質，讓消費者擁有完整的「知道真相」的權益。 

消基會指出，交通運輸服務業應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從事設計、生產、

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

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

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

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 

因此，倘若消費者因搭乘公車而受害，建議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7條主張合

理合法權益。 

大眾運輸成功的契機，其實就在「人」，駕駛精湛的駕駛技術和親切、熱誠的服

務態度，是吸引乘客喜歡搭乘公車的重要因素，也是台灣運輸環境裡最美好的風

景，因此，消基會提出以下呼籲： 

    

對政府單位的建議對政府單位的建議對政府單位的建議對政府單位的建議 

• 督促公車業者設立專屬申訴、陳情的 APP平台，讓乘客可以隨時拍照、

上傳有時間、地點、車號的行車狀況或於公車內「前、中、後段」廣設服務品質

反應單，讓乘客方便表揚表現好或舉發表現不好的駕駛員，並將該等資訊公開透

明化，政府應督導建立安全可靠的公車搭乘環境。 

• 強制落實執行行車限速制度強制落實執行行車限速制度強制落實執行行車限速制度強制落實執行行車限速制度，，，，並加強稽核與處罰並加強稽核與處罰並加強稽核與處罰並加強稽核與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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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資訊公開，建議各縣市交通局完整公開各公車公司與品質和安全相關

的資訊，讓消費者可以擁有「知」與「選擇」的權益。 

 

對業者的建議對業者的建議對業者的建議對業者的建議 

• 駕駛員應確定乘客已上、下車完畢才能關閉車門；等候乘客確實坐好才能

起駛。 

• 應訂定更能保護消費的乘客乘載規約，若乘客未抓牢或坐穩即行駛車輛造

成傷亡，公車業者應負完全的賠償責任。 

• 對駕駛員進行專業的在職訓練。公車司機的服務態度、服務儀容，以及駕

駛的安全度（有無急踩煞車、平穩停車、停妥車牌位置才開門放下乘客、乘客坐

穩才起駛、乘客上下車後檢查再關門…等行為），都是消費者搭乘公車舒適度以

及滿意度的指標來源，業者如能提昇司機的服務品質，多多賦予司機乘客導向的

服務觀念，才能給予乘客賓至如歸的感受。 

• 定期針對車窗、車廂、座椅、扶手、吊環等進行維修、清潔及評鑑獎懲，

確保乘客可使用乾淨舒適的交通工具。 

• 對駕駛員進行行車安全的自我管理與榮譽表揚，增加消費者搭乘公車的意

願及安全保障。 

 

對消費者的建議對消費者的建議對消費者的建議對消費者的建議 

• 搭車時要有風險意識，上下車時要特別小心，甚至出聲提醒司機；在車上

要隨時站穩抓牢，以防司機突然減速、煞車。 

• 切莫在車輛未靠站停妥時離開坐位，並提前到車門前等候下車；上車後要

求駕駛員在自身坐好或扶好時，始得起駛。 

• 搭乘公車玩手機，還是需要注意車行狀況，切勿急忙趕下車，突生意外。 

• 如有任何有關搭車不愉快的經驗，可記下車號、司機號碼、班車路線，以

及所搭乘公車的時間，將事實及經過具體陳述給該公司的乘客服務中心，也可向

縣市政府的交通主管單位投訴。如果無法獲得滿意的處理結果，也可透過消基會

申訴處理。 

    

【【【【以上內容以上內容以上內容以上內容摘摘摘摘自自自自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2020.08.142020.08.142020.08.142020.0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