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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12月號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風室編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風室編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風室編印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中區資源回收廠政風室編印    

不送禮不送禮不送禮不送禮，，，，不受賄不受賄不受賄不受賄，，，，    

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    

不貪財不貪財不貪財不貪財，，，，不瀆職不瀆職不瀆職不瀆職，，，，    

則公權伸張則公權伸張則公權伸張則公權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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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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使用智慧連網裝置聰明使用智慧連網裝置聰明使用智慧連網裝置聰明使用智慧連網裝置    

 

根據國外的調查顯示，物聯網(IoT)在近幾年聖誕假期的禮物願望清單中佔據越來

越重要的地位。歲末年終，你是否也正期待獲得能夠智慧聯網的科技禮物呢？ 

近年來因 Wi-Fi 裝置崛起，智慧聯網逐漸成形，隨著 IoT 的快速發展，人們使用

網路的主要模式將從目前主動以智慧型手機或電腦搜尋資訊內容，轉為較被動的

型態，像是由家電、汽車零件、穿戴裝置等日常用品接收及傳送關於使用者的資

料，包括：脈搏數、睡眠時間、每日步行路線、開車路徑、電視觀看歷程與習慣

等，而使用者通常不會意識到資料正在進行傳輸。 

什麼是物聯網什麼是物聯網什麼是物聯網什麼是物聯網(IoT)(IoT)(IoT)(IoT)？？？？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 IoT）簡單來說，就是將生活中許多物品都連上

網路，藉由網路將人、資料、程式以及裝置串連起來，各項裝置可以根據不同的

設定，在遇到狀況當下適時給予正確的回應與動作。 



陽光月刊 109年 12月號 

5 

安全使用智慧聯網裝置小撇步安全使用智慧聯網裝置小撇步安全使用智慧聯網裝置小撇步安全使用智慧聯網裝置小撇步     

因 IoT 帶來倍增的連線裝置，潛在的網路安全性漏洞被利用的機會也大增，一旦

發生，影響層面也更廣。任何一個沒有作好安全防範的 IoT 裝置都可能成為網路

攻擊的入侵點，允許惡意人士重新設定或控制裝置功能，或是取得使用者的個人

資料。以下提供各位同學 6 個安全小撇步，做為選擇及使用智慧聯網裝置的參考。 

• 確認裝置是否有安全認證功能：建議購買需要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才能

存取資料的智慧型裝置，不要只依賴你所使用的 Wi-Fi 提供網路連線的安全

保護，否則任何一個可以連上你家網路的人，都能輕易的攔截、監聽或攻擊

這些裝置。 

• 重新設定帳號密碼：當裝置第一次安裝時，一定要修改預設登入的帳號密

碼，避免駭客使用預設的帳號密碼登入你的裝置，盜取資料或進行破壞。 

• 詳閱隱私權政策：部分智慧型裝置會要求提供個人資訊，像是姓名、生日、

性別以及地址等。 建議先閱讀裝置製造商的隱私權政策，了解裝置如何蒐

集你的個人資料，以及資料會被儲存在哪裡，這些都可以幫助你初步判斷上

傳的資料是否安全。 

• 關閉相機功能：有內建相機功能的智慧型裝置，可讓你輕鬆的將照片或影

片分享給他人，但同樣的也會讓有心人士駭入裝置後監看你的一舉一動或竊

取照片，透過設定，就能讓裝置只在你要使用拍照或錄影功能時才開啟相機。 

• 關閉預設的錄音功能：若智慧型裝置裝有麥克風，建議將它切換到靜音模

式，這樣可防止裝置隨時都在收聽你跟家人、朋友的對話，且記得要定期查

看錄音檔案，刪除不需要的錄音檔。 

• 關閉資料蒐集功能：智慧型裝置中儲存的生物特徵資料，如：指紋、瞳孔、

聲音等，可用來掌握你的生理和行為特徵，每個人的生物特徵都不相同，如

果遭到外洩，你的隱私將受到嚴重威脅，因此建議關閉資料蒐集功能，以保

障你的隱私權。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民資安素養網站 2019/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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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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詐森友會防詐森友會防詐森友會防詐森友會-虎爸驚爆偷辦房貸虎爸驚爆偷辦房貸虎爸驚爆偷辦房貸虎爸驚爆偷辦房貸?!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女士您好女士您好女士您好女士您好，，，，您的您的您的您的ＸＸＸＸＸＸＸＸ銀行帳戶出現異常資金往來紀銀行帳戶出現異常資金往來紀銀行帳戶出現異常資金往來紀銀行帳戶出現異常資金往來紀

錄錄錄錄，，，，如有疑問如有疑問如有疑問如有疑問，，，，請按請按請按請按 9轉接專人服務轉接專人服務轉接專人服務轉接專人服務……」」」」 

 

您肯定有接過這樣的客服電話吧! 

不管是銀行打來說您帳戶異常 

健保署打來說您健保卡遭盜用 

檢察官打來說您涉及洗錢 

警察打來說您疑似詐騙…… 

 

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 9999，那些「專人」就是「專門在實施詐騙的人」 

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 110110110110，電話「不會轉接到警察局」 

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請不要直接按 165165165165，接通的「絕對不是反詐騙諮詢專線」 

 

當您接到類似這種電話，請記得防詐三步驟防詐三步驟防詐三步驟防詐三步驟：：：：一聽一聽一聽一聽、、、、二掛二掛二掛二掛、、、、三三三三

查證查證查證查證 

無論如何請先掛掉，再重新撥打存摺或提款卡背面顯示的銀行客服

電話、撥打 110，或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向專業人員進行諮

詢及求助，以免因為一時心慌而落入歹徒的詐騙圈套。  

【以上內容轉載自中華民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發稿時間 2020/9/22 上午 11: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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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市售菇蕈類乾貨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超標市售菇蕈類乾貨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超標市售菇蕈類乾貨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超標市售菇蕈類乾貨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含量超標 

   

菇蕈類富含多種人體必需的胺基酸、礦物質及維生素等，除了可供鮮食，其乾燥

後濃郁的香氣更是深受消費者喜愛，是消費者經常食用的食材。 

  目前市面上常見的各式乾燥香菇產地，除了台灣以外，還有進口花菇等。在

種植菇蕈類時，若菇舍四周及入口處未設置防蟲紗網，菇蕈類易受到蕈蚋、癭蚋、

蚤蠅、菇蟎及跳蟲等病蟲危害，有些業者為了解決蟲害的問題，可能會使用農藥

或殺蟲劑等，致使菇蕈類商品殘留化學藥劑。此外，菇蕈類易吸收環境中的鉛與

鎘等重金屬，若生長環境如土壤及水受到汙染，將造成菇蕈類含高量重金屬。 

  除了各式乾燥香菇之外，近年來食補養生風氣盛行，巴西蘑菇是熱門的養生

食材之一。消基會在 2006 年曾進行市售菇蕈類重金屬檢測，當時 7件乾燥的巴

西蘑菇樣品皆檢出超量重金屬鎘（大於 2 ppm），其中 1件購自生機飲食專賣店

的樣品，鎘檢出量甚至超過規定值 8倍以上，若消費者長期食用重金屬含量過高

的菇類，恐對身體造成不良影響。 

  有鑑於市售乾香菇與巴西蘑菇等都是消費者經常食用的農產品，因此接受新

北市政府委託，希望透過本次檢測，了解市售乾香菇與巴西蘑菇是否有農藥殘留

及重金屬超量的情形，並將檢測結果告知消費者，作為消費者選購時的參考，讓

消費者在享受菇類的美味時能更加安心。 

     

採樣採樣採樣採樣 

  本次樣品係於 2020年 8 月間，於台北市及新北市的量販店、雜糧行、傳統

市場、蔘藥行、食品行及網路等地購買，共計購得 25件樣品，其中 13件為乾香

菇，12件為巴西蘑菇。 

  25件中有 12件為包裝食品，13件為散裝樣品。12件包裝樣品中有 9件標示

產地為台灣，其餘各有 1件產地標示中國、巴西及韓國。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7777 件標示不合格件標示不合格件標示不合格件標示不合格、、、、2222 件農藥殘留不合規定件農藥殘留不合規定件農藥殘留不合規定件農藥殘留不合規定、、、、9999 件重金屬含量超標件重金屬含量超標件重金屬含量超標件重金屬含量超標                 

  本次測試的 25件樣品，12件包裝樣品都符合標示規定，但 13件散裝樣品中，

除了 3件購自傳統市場者尚未規範須標示產地外，10件購自有店面的食品行的

樣品中，僅 3件有標示產地，不合格率高達七成，顯示自 2012年推動「散裝食

品標示規定」的成效不佳。有些雜糧行或食品行因販售的產品眾多，僅標示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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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價格，須口頭詢問才告知產地，業者沒有落實該規範，更何況 2021年起新的

「散裝食品標示規定」，規定無論是否有營業登記的業者，都須標示乾香菇的產

地來源。 

  還有，本次測試的 12件巴西蘑菇中就有 9件樣品重金屬鉛及鎘的含量超過

衛福部訂定的限量標準，不合格率高達 75％，其中更有 1件樣品鉛及鎘都不符

合規定，4件鎘含量更超過標準 5倍以上。本會曾於 2006 年抽驗 7件巴西蘑菇，

7件樣品重金屬鎘都超過現今法規規定的 2毫克/公斤以上。參考世界衞生組織

（WHO）建議鎘每週可容忍攝入量，按每公斤體重計算是 7微克（μg），歐盟

食品安全局（EFSA）更建議每週限量為 2.5 微克/公斤體重，才算安全。若以本

次測得含量最高樣品（15 毫克/公斤）來估算，50公斤的人依世衛的限量，該樣

品每週只能食用約 23 公克，若參考歐盟的規範，該樣品每週只能攝取約 8公克

（約 3～4朵），還不包含其他食物。 

  菇類特別容易吸收生長環境中的重金屬，即使培養土裡的重金屬濃度為合

格，還是有可能被菇蕈類吸收後，而有濃度濃縮的結果。此外，比起其他菇類，

巴西蘑菇更容易從土壤和水源中吸附所有的微量元素，包含重金屬。雖然菇類多

數富含多醣體，研究指出可活化免疫細胞，延遲癌的增殖速度，並預防轉移，巴

西蘑菇的多醣體含量又特別多，但有鑑於巴西蘑菇多次檢驗都有重金屬鎘超量的

問題，建議消費者應避免長期大量食用，以免傷害身體。 

  本次有 8件樣品檢出農藥殘留，分別各有 1件香菇及巴西蘑菇檢出不能殘留

於蕈菇類的農藥，該香菇樣品還標榜原產地為台灣，理論上蕈菇類種植過程中，

若農藥藥劑使用不當，就有殘留風險，加上菇寮周圍農田噴灑藥劑都可能讓農藥

進入產品中，因此建議消費者香菇食用前宜先沖洗泡水，泡過香菇的水切記要倒

掉。 

            

給消費者的建議給消費者的建議給消費者的建議給消費者的建議 

    

1.建議消費者應選購有標示的產品。此外，國內生產的乾香菇業者已建立「產銷

履歷」，藉由完整的追溯機制，選購較安心的農產品。 

    

2.農糧署官網有辨別國產乾香菇性狀及加工方式資訊，「國產菇傘表面都呈褐色

至深褐色皺縮狀，菌褶色澤黃，菇腳有修剪，香氣濃郁，僅有菇體大小之差異」，

消費者可作為選購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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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菇類中的重金屬主要來自栽培介質，一般用覆土栽培的野生菇，其重金屬含量

因此要比人工（段木、木屑太空包）栽培的含量要高，消費者可作為選購的參考。 

 

4.菇類食用前宜先沖洗泡水，因為大部分的農藥都屬於水溶性，泡過菇的水切記

要倒掉，才能降低攝取的風險。此外，菇類含有豐富的鉀及普林，需要控制飲食

的慢性病患，食用前最好能先諮詢專業營養師的意見。 

    

給政府的建議給政府的建議給政府的建議給政府的建議 

    

1.在行政院下設立在行政院下設立在行政院下設立在行政院下設立「「「「食安緊急處理平台食安緊急處理平台食安緊急處理平台食安緊急處理平台」」」」：本會自 8 月開始規劃、採樣，9月完

成檢驗報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立即展開查察、下架工作。至 10月上旬，發現

許多商品的上游商家位於其他縣市，須跨縣查察，然，這樣的處理流程，實在是

緩不濟急，畢竟問題食品可能已吃進消費者的肚裡；因此，本會呼籲，在行政院

下應設「食安緊急處理平台」，可以跨縣市、部門積極處理問題食品，保障消費

者食的安全。 

    

2....「「「「食品雲食品雲食品雲食品雲」」」」似無落實偵測風險目標似無落實偵測風險目標似無落實偵測風險目標似無落實偵測風險目標：蔡總統剛上任時，提出食安五環的政策，

於是衛福部等相關部會建置核心的「食品雲」、「農業雲」、「化學雲」等資訊

系統，透過應用程式介面介接跨部會資料，以巨量資料分析探勘技術，偵測風險

目標以建立監測模型，協助推動落實「食安五環」源頭控管、重建生產管理、十

倍市場查驗十倍安全、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全民監督食安等各項改革工作目

標。然，從本次工作發現，政府的各類蕈菇的監測數據並未能預警和把關安全，

從食藥署的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網站（https://consumer.fda.gov.tw/）查詢的菇類（邊

境）檢驗不合格數據，發現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0月 8日間共檢驗到 14

件不合格菇類，包括 3件冷凍牛肝菌菇、2件竹笙（乾品）、2件乾香菇以及乾

燥黑喇叭菇、洋菇、黃耳、波特菇、冷凍羊肚菌、乾猴頭菇、乾茶樹菇各 1件。

未有巴西蘑菇檢驗不合格的報告。後市場檢驗僅有消基會於 2006 年時抽驗巴西

蘑菇，100％檢出超量鎘，今（2020）年又檢出 75％的巴西蘑菇重金屬鎘超標，

這麼多年過去，為何這個問題沒有被追蹤、解決？！食品雲的功能何在呢？！ 

    

3.建立半開放的溯源機制建立半開放的溯源機制建立半開放的溯源機制建立半開放的溯源機制：由本次工作經驗，發現食安資訊斷層嚴重，不僅政府

難以查察後續，有心的企業也不容易溯源，尤其是供應鏈最下游的少量多樣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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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商家，不容易掌握品質資訊，提前知道新的政策因應，而民間公益組織若

要加入食安監督，亦無資訊可茲運用，整體來說，溯源路斷，食安難安。  

4.仿效歐盟執委會拿出仿效歐盟執委會拿出仿效歐盟執委會拿出仿效歐盟執委會拿出「「「「正義轉型基金正義轉型基金正義轉型基金正義轉型基金」，」，」，」，作為風險管控基金作為風險管控基金作為風險管控基金作為風險管控基金：歐盟執委會主席

馮德萊恩曾經發布《歐洲綠色政綱》，宣誓帶領全歐在 2050年實現碳中和，且

「一個人都不能少」。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執委會提出「要動員 1,000億歐元，

專門用於最脆弱的地區和產業」。這筆基金來源包括：從歐盟的區域政策預算中

調動資源，組成一筆公正轉型基金；「投資歐盟」計畫，來自歐洲投資銀行；EIB

資金，來自歐盟銀行的自有資金。因此，消基會呼籲，政府應籌措「食安正義基

金」，讓有能力、有意願的機關團體「有糧草為食安服務」，否則以目前政府在

食安把關的能效，顯見漏洞，應讓有能力的 NGO公益組織和民間商家合作查驗

高風險食品，為政府、消費者把關為工作重點，這樣的食安願景才具可見性。 

    

5.檢驗方法修訂檢驗方法修訂檢驗方法修訂檢驗方法修訂，，，，應有配套措施應有配套措施應有配套措施應有配套措施：本報告之重金屬（鉛及鎘）測試乃參照食品藥

物管理署部授食字第 1021950329 號公告「食用菇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鉛及鎘

之檢驗」進行，將檢體經乾式灰化後，以石墨爐式原子吸收光譜儀分析，定量極

限為 0.1 ppm（以乾重計），方法於 2020年 7月 1日依衛授食字第 1091901142 號

廢止。食品藥物管理署同日訂定「菇蕈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將檢體經微波輔

助酸消化後，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儀分析，定量極限，鉛及鎘均為 0.1 mg/kg（以

乾重計），同日生效。國內 7家認證實驗室，沒有足夠緩衝時間（3～6 個月）

取得「菇蕈類中重金屬檢驗方法」認證，造成法令空窗期無法可檢的食安漏洞。 

     

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 

    

1.目前國內有新鮮的 CAS菇蕈產品，乾香菇也有產銷履歷，業者都可以考慮申

請，除了提高產品的辨識性外，也是對生產品質把關的另一種方法。 

    

2.中國大陸香菇目前仍為禁止輸入品項，切勿以混充方式進行販售，因為現在已

有方法可以鑑定菇類的產地，2020年初消保處抽驗市售香菇中就有 5件樣品涉及

原產地標示不實。 

    

3.販售業者要落實產地標示，明年起實施「散裝食品標示規定」更規定無論店家

或攤商都須標示香菇產地，以免違法，也是提供消費者知的權利。 

【【【【以上內容摘自以上內容摘自以上內容摘自以上內容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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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20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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