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光月刊 110年 11月號 

1 

 

    

    

    

    

    

    

    

    

    

    

    

    

    

    

    

    

    

    

中華民國110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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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送禮不送禮不送禮不送禮，，，，不受不受不受不受賄賄賄賄，，，，    

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則政風清廉；；；；    

不貪不貪不貪不貪財財財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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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月刊 110年 11月號 

2 

陽光月刊陽光月刊陽光月刊陽光月刊 111110101010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號月號月號月號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1. 封面………………………………………………1 

2. 目錄………………………………………………2 

3. 法律小常識………………………………………3 

4. 資訊安全宣導……………………………………5 

5. 安全維護宣導……………………………………7 

6. 消費者訊息………………………………………9 

7. 有獎徵答 

 

 

 

 

 

 

 

 

 

 

 

 



陽光月刊 110年 11月號 

3 

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法律小常識 

契約當事人要受約定的拘束契約當事人要受約定的拘束契約當事人要受約定的拘束契約當事人要受約定的拘束    葉雪鵬 

 

老王在台北市東區一條小巷內開設一家賣燒餅油條的豆漿店，由於他製作的餐點

很合顧客的胃口，生意相當好，老王與他僱用的一位員工，每天總是從清晨忙到

下午，休息片刻，緊接著又要準備隔天的食材。就這樣日復一日地如此忙碌著，

但幾個月前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惡化，政府禁止餐飲業者的內用服務，生意大受影

響，只剩下一些零散外帶的生意來撐門面。 

 

 這天下午，老王店裡的電話突然響起，原來是要電話訂購隔天的餐點，而且一

口氣就訂了五十份，老王的店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大主顧上門了，突然接到一筆

這麼大的訂單，生怕出錯，還特別將電話錄音重聽一次，這才放心地去準備明天

的食材。 

  

第二天老王在約定交貨的十點以前就將製作好的五十份餐點擺放在桌上，等侯客

人來取。不料，過了十一點，還不見客人的身影，照留下的電話號碼打電話過去，

竟然是個空號，老王這才意識到自己被騙了！只好將這些辛苦趕出來的餐點，分

送四鄰請他們幫忙消化掉！ 

  

事情雖然過了好幾天，老王心中一直為此感到不平，自己開店多年，從來沒有與

人爭吵過，也沒有得罪過任何顧客，為什麼會有人對自己開這麼大的玩笑？因此

他決心不惜代價也要揪出事實真相。於是他將當時的電話錄音仔細地再聼一遍，

結果發現撥來的電話號碼與所留的空號電話並不相同，再經過查證，撥來的電話

號碼，竟是隔壁條巷胡姓同業的家中電話，老王就憤怒地直衝胡姓店主的店中理

論，胡姓店主否認他有打過那通無聊的電話，老王也提不出更有力的證據，只好

帶著一肚子悶氣返回店中。 

  

第二天，老王又去找認識多年的老顧客金律師，問他在法律上有沒有可以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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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回公道的方法？金律師聼了老王的陳述以後說：「照你說來連本帶利一共損失

三千元，很少有人會打這種小額標的的民事官司。就算官司打贏了你又能拿到什

麼？因此我勸你不要花太多錢去打官司。 

  

不過你能證明訂餐點的電話的確是由何姓店主家中打來的，這通電詰在民法上是

契約的要約行為，接電語的你就是契約的承諾人，契約要約人的要約，經過契約

承諾人的承諾，你們又都是成年人，只要雙方的意思表示內容一致，買賣契約就

可以成立，你就根據買賣契約向下訂單的人要錢。由於你們爭執的標的只有新台

幣三千元，在民事訴訟法上屬於簡易訴訟程序，你可以先依民法的督促程序繳納

五百元的裁判費，聲請法院發給支付命令，法院准許時，會在命令中要求債務人

應向債權人清償其請求，並賠償程序費用，否則應於支付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

變期間內，向發支付命令的法院提出異議。債務人不在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

債權人可以用法院核發的支付命令連同確定證明書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查封拍賣

債務人的財產來清償債務。債務人如果在法定期內提出異議，支付命令在異議的

範圍內失去效力，這就進入調解或訴訟的程序。調解必須雙方當事人都同意才能

成立，你們各有不同的主張，把不同的主張合在一處，那是多麼不容易的事！ 

  

所以我對調解並不看好。最後只有訴訟一途，訴訟是要靠證據的，不是口說說法

官就會聴你的，如果被告還是否認電話是他打的，你可以聲請法院將錄音帶送出

鑑定，不過鑑定費用你得先付，等到官司打嬴了，被告就要將債務連同打官司的

費用一併還給你，我就只能說到這，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努力了！」  

 

備註：  

一、本文登載日期為 110 年 10 月 20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 請

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二、本刊言論為作者之法律見解，僅供參考，不代表本部立場 

 

【以上內容轉載自法務部網站，發布日期： 1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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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維護宣導 

Wi-Fi ⾛到哪連到哪？⼀不⼩⼼就連到地雷啦！ 

 

現代人絕對不可以缺的生命要素，就是「Wi-Fi」，每天「出門在外、尋找 Wi-Fi」

也成了⼀種⽇常。 

不過，Wi-Fi可不能隨便連，否則⼀不⼩⼼洩漏了資料，甚⾄讓⼿機故障，可就

得不償失啦！ 

用了 Wi-Fi，秘密全都看光光？ 

公共場所的 Wi-Fi開放網域，是駭客竊取我們資料的最佳管道，⼀定要謹慎⼩

心，不然很容易讓個人資料外洩。 

如果真的需要使⽤時，⼀定要記得在加密的狀態下使⽤，比如說：連到有「https」

的網站，或是透過 VPN（虛擬私人網路）來建立安全連線。 

還有，有些駭客會假意提供免費熱點，讓我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藉此蒐集

我們的網路足跡和密碼等資料，所以，可別因為貪小便宜而隨意連接不知名的 

Wi-Fi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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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 Wi-Fi 竟然會直接癱瘓手機！？ 

除了上面說的資安風險，2021 年還出現了⼀種全新的陷阱，那就是：含有「%」

的 Wi-Fi！ 

有國外資安研究員發現：只要用 iOS 裝置連上名為「%p%s%s%s%s%n」的 

Wi-Fi，就會強制關閉 iPhone 的 Wi-Fi 功能，如果想要重新開啟，就只能重置

手機網路的設定。 

為什麼會這樣呢？這主要是因為 iOS 裝置的手機系統有字串格式化漏洞（Format 

String Bug）的問題，當 iOS 裝置連上名稱中含有 %s 或是 %p 的 Wi-Fi 時， 

會觸發漏洞導致裝置無法正確地處理這些 Wi-Fi 名稱。當我們沒有為程式設定

好防護機制時，攻擊者就可以用這些特殊字串來欺騙程式，藉此取得手機中的資

訊和控制權。 

記得下面這 3 點，Wi-Fi 也能輕鬆連！ 

沒想到 Wi-Fi 的陷阱這麼多！但我如果真的需要用到的話，又該怎麼辦呢？別擔

心，只要記得下列 3 項原則，就可以避開陷阱喔！ 

1. 關閉手機「自動加入熱點」的功能：要連 Wi-Fi 前， ⼀定要先確認它的

安全性，所以，盡量手動篩選，不要讓手機自己連，就可以避免連上惡意 

Wi-Fi 

2. 不使用公開、安全性未知的 Wi-Fi：隨便搜到的公開 Wi-Fi 雖然方便，但

卻不⼀定安全，應該要盡量避開。可以選擇使⽤縣市政府所設置 Wi-Fi，

並且在使用前注意相關隱私條款，才能用得安心喔！ 

3. 即時更新手機作業系統軟體版本：手機軟體版本要定期進行更新，讓系統

為你修復安全性漏洞，才能用最好的狀態防範資安陷阱！ 

  

【以上內容轉載自教育部全⺠資安素養網站最後更新日期：202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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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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煮壺方便好用快煮壺方便好用快煮壺方便好用快煮壺方便好用！！！！台電曝台電曝台電曝台電曝 7事別忽略事別忽略事別忽略事別忽略 

© 由 NOWnews 提供 ▲台電在臉書分享使用快煮壺的注意事項，呼籲民眾注意用電安

全。（圖／翻攝自《電力粉絲團》臉書） 

快煮壺使用方便且易於攜帶，是許多租屋族用來代替飲水機的實用電器。但其實

快煮壺也有些必須注意的事項，台電就提醒民眾，列出快煮壺的 7 點注意事項，

呼籲大家小心用電安全。 

台電於臉書粉專《電力粉絲團》上表示，「夏天熱水用得比較少，需要時用快煮

壺煮水快速又方便。雖然快煮壺壺身貌似一般煮水壺，但底部可是大不同，因為

是放在底座上面插電來煮水」。 

台電進一步指出，「所以將快煮壺壺身放在底座上前，記得留意壺底與底座是否

乾燥，更不可直接用水沖洗壺身外部及底座，以免進水導致短路故障」。 

接著台電再列出 7項注意提醒： 

1.快煮壺只能煮水，不可煮牛奶、酒、咖啡、茶葉、藥草等。 

2.要先裝水再通電，不可先通電後才加水。 

3.高功率要避免與其他電器共用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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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使用時壺內勿殘留熱水，可倒入保溫瓶中保溫。 

5.壺身不可與其他電源底座混用以免發生危險。 

6.不使用時記得拔下插頭。 

7.定期清洗壺底水垢。（編輯：倪浩軒） 

© 由 

NOWnews 提供 ▲台電在臉書分享使用快煮壺的注意事項，呼籲民眾注意用電安全。（圖

／翻攝自《電力粉絲團》臉書） 

以上內容轉載自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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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消費者訊息    

雙北地區雙北地區雙北地區雙北地區「「「「魚漿煉製品魚漿煉製品魚漿煉製品魚漿煉製品」」」」採樣檢測採樣檢測採樣檢測採樣檢測 

 

台灣四面環海，占地利之便，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加上養殖技術發達，隨時都

有新鮮的魚類可以食用，魚類除了提供重要優質的蛋白質，還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D和鈣、磷、鐵等礦物質。魚類除了可直接食用魚肉，水產加工也為漁業帶來更

多的產業價值，很多魚類可以全尾利用，常見的魚鬆、魚漿煉製品、魚罐頭及魚

油等，都是魚類產品物盡其用的例子。 

  其中，魚漿為魚肉去刺再擂潰為泥狀，與鹽、糖、太白粉、地瓜粉、胡椒粉

等調味料攪拌均勻之製品，魚漿可再進而加工製成消費者經常購買的魚丸、甜不

辣、魚板、魚冊、魚餃、魚麵、魚酥、魚排等食物，是經常在餐桌上可以看到的

菜品，不論單獨食用或當作配菜，都可以變化出美味的料理。這些產品雖美味且

隨處可見，卻可能是「看不出食物原型」的最佳代表，現代消費者講究健康，且

許多訊息推廣儘量食用原型食物，因此面對加工食品時，對於其製造過程，難免

會心存疑慮。 

  在 2016 年間台中市衛生局抽驗的魚丸製品中，發現有部分樣品檢出過氧化

氫（陽性，標準為不得殘留檢出），過氧化氫依規定作為殺菌劑可以使用在魚肉

煉製品，但不得殘留檢出；另外消費者一定接受過的「魚丸很 Q彈是因為加了

硼砂」的說法。魚丸與甜不辣這 2項魚肉煉製品，除了是火鍋的必備商品外，也

是鹽酥雞攤上的明星商品，更是烤肉活動的不敗食品，可見受歡迎的程度。市面

上不論包裝或零售的產品，部分吃起來非常 Q彈，尤其烤過的魚丸和甜不辣，

刷上些許醬油，香味四溢，大人小孩都喜愛。 

  有鑑於國內消費者在中秋佳節喜愛舉行烤肉活動，魚丸與甜不辣會有較多的

食用機會，為維護消費者健康，本會特在台北市與新北市兩個人口眾多的都會地

區，再度進行市售魚漿煉製品調查測試，以提供消費者選購時參考。 

 

採樣採樣採樣採樣 

  於 2021 年 6～7 月間，至台北市及新北市傳統市場、超市及量販店購買魚

漿煉製品，其中 10件為魚丸、花枝丸及 6件為甜不辣，共計購得 16件樣品。

（調查（測試）項目、方法與標準請見表 1）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次樣品標示調查結果，有 1件包裝食品的標示未依《食品過敏原標示規定》

標示醒語，業者應儘速改善。此外，測試 16件魚漿煉製品中過氧化氫殘留及硼

酸及其鹽類含量，均未檢出，然而應提醒消費者注意的是，加工製品在製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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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成品較美味，可能會經過較多的調味，食用時一定要注意食用量，避免食

入過多的調味品及添加物。 

  魚漿煉製品的基本製作步驟為採肉、漂洗、擂潰、成型，以及最後的加熱，

本次測試的部分樣品，觸感非常 Q彈，而造成 Q彈的關鍵一般來說應該與製程

中「擂潰」的步驟息息相關。魚漿加工製品應是以純魚肉為主要原料，通過製程，

添加必要的鹽分、糖分、調味料等材料，充分攪拌後再經過成型與加熱。另外，

添加澱粉類與水加熱後會有糊化作用，可以增加成品的含水性及改善成品在冷凍

狀態下的安定性，但若添加太多，可能影響彈性及口感。 

  現行《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中的「卡德蘭熱凝膠

（curdlan）」，曾有報導被拿來取代魚漿製作魚丸，卡德蘭膠是一種萃取自菌

類的多醣類，是法規上允許添加的，且為使用上可於各類食品中視實際需要適量

使用，沒有使用量上面的限制，但添加過量會使產品變脆，反而影響口感，所以

無法完全取代魚漿。 

  另外，《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中作為結著劑的磷酸鹽類，

也是可以合法使用在魚肉煉製品中，用量以磷酸鹽（phosphate）計為 3 公克

∕公斤（g/kg）以下。魚丸中添加磷酸鹽可以確保成型及口感，雖然加了磷酸鹽

的魚丸吃起來較為彈牙，許多消費者也已經習慣彈牙的魚丸產品，但市面上也有

無添加磷酸鹽的魚丸，用提高澱粉或添加修飾澱粉來取代使用磷酸鹽，但若是經

過較長的冷凍期，口感會變得比較差。少量磷酸鹽存在於各類食物中，因磷酸鹽

有穩定蛋白質與酸鹼值的功能，食物中以乳品、肉品、水產品、堅果及豆類作物

的含量較高。另外，加工食品為增加其保水性，使產品表面緊實、乾燥，避免蛋

白質變性、鮮度降低與油脂氧化等問題，使用磷酸鹽作為結著劑極為普遍，雖然

磷是人體必需營養素，但攝取過多仍可能造成鈣磷平衡失調，引起腎結石或心血

管疾病等風險，消費者在食用時應該注意飲食均衡，避免過量攝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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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魚漿產品時，建議挑選有清楚標示的產品，優先選擇有標示產地及成分者。 

2.挑選時，可以留意若觸感非常 Q彈或產品久煮不爛，可能是加入較多食品添加

物。 

3.魚肉煉製品製程中會經過調味，依「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2019 年版，市售

魚丸，無論是花枝丸、虱目魚丸或是旗魚丸，每百公克（約 2〜3顆）鈉含量就

高達 450〜700毫克之間，依據衛生福利部建議，成人每日鈉總攝取量不宜超過

2,400毫克（即鹽 6公克），食用 100克魚丸的鈉含量，約占每日鈉建議攝取量

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間，建議需要控制鹽分攝取的消費者留意淺嚐，此外也

要注意磷酸鹽，特別是腎功能不佳者，若長期攝入過量磷酸鹽恐致高血磷症、腎

性骨病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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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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定期抽驗市售魚漿煉製品其中魚肉含量及添加物。 

2.市面散裝加工製品種類眾多，《散裝食品標示規定》並未規定魚漿煉製品須標

示成分，建議應研議對此類消費者經常食用的加工產品，至少應標示主成分比

例，讓消費者在選購及食用時，斟酌購買及食用份量。 

 

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給業者的建議 

  目前具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食品販賣業者販售散裝食品應標示品名及原

產地（國），國家已制定《散裝食品標示規定》並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建

議業者若非具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食品販賣業者，仍應自主進行標示品名、成

分原產地（國），提供消費者更多選購資訊。同時，目前法規尚未要求散裝食品

標示過敏原，然而部分食品不易從外觀分辨是否含有過敏原，加上未來全球

COVID-19 疫情緩和，國際旅遊解禁，會有更多國際觀光客來台灣品嘗美食，沒

有人希望會發生食品過敏的遺憾，因此可以考量散裝食品自行標示過敏原。 

※※※※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本檢驗報告僅對消基會採樣的樣品負責採樣的樣品負責採樣的樣品負責採樣的樣品負責。。。。 

  

表 1、調查（測試）項目、方法與標準 

調查、測試項

目 
調查、測試方法 調查、測試標準 

檢驗單

位 

價格調查 
比較樣品每百公克的購買

價格 
－ 

消基會 

標示調查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食品過敏原標示

規定》、《散裝食品標示

規定》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2 條及 25 條 

過氧化氫 
食品中過氧化氫之檢驗方

法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

量暨規格標準》第（二）類

殺菌劑規定，過氧化氫：本

品可使用於魚肉煉製品、除

麵粉及其製品以外之其他食

品；用量以 H2O2殘留量計：

食品中不得殘留。 

硼酸及其鹽類：禁止使用於

食品中，不得檢出。 

硼酸及其鹽類 
食品中硼酸及其鹽類之檢

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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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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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貪腐足以摧毀政府貪腐足以摧毀政府貪腐足以摧毀政府

的形象的形象的形象的形象，，，，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公務員應堅持廉潔，，，，拒絕貪腐拒絕貪腐拒絕貪腐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中區資源回收廠廉政服務專線：：：：07-3909400轉轉轉轉 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