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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已當監考員仍申請加班， 

詐領加班費 

壹、 案情摘要 

某機關約聘人員小孫，明知其已獲聘為公務人員升等考試監

場人員，將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13 日執行監考作業，同日不

可能另至機關加班，惟其竟基於詐取加班費之犯意，於同年

11月 11日於該機關加班請示單上填寫加班時間「2011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 時至同日下午 17 時共計 8 小時」、加班事由

「協助總務科製作 100 年座談會開會相關資料」等不實內

容，使不知情之各級長官逐級核准。嗣於同年月 14日，因遭

人匿名檢舉上開虛報情事，經該機關政風室查獲上情而未及

領取加班費。 

 

貳、偵處情形 

一、小孫對於被檢舉事項坦承不諱，該機關政風室爰策動小孫至

地檢署辦理自首。 

二、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小孫涉犯刑法第 339條第 1 項、第 3

項之詐欺取財未遂罪，惟以緩起訴為適當，乃定 2 年之緩起

訴期間，而為緩起訴處分，並命其向國庫支付新臺幣 5萬元。 

政風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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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孫經該機關考績會決議核予申誡 1次處分。 

 

參、 弊端癥結 

一、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小孫以協助總務課製作會議資料為由申請加班，主管人員因

未能掌控部屬當日之工作狀況，致未能將其申請予以核退。 

二、未落實加班查核作業 

小孫當日擔任公務人員升等考試監場人員，事實上不可能另

至該機關加班，如該機關如能落實加班查核作業，當日即可

發現異常，機先處理。 

 

肆、 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一、落實實質審核機制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之申請加班，須依其每日工作量及實質內

容加以審核，而非流於形式；機關應制定加班查核作業相關

規定，由人事機構不定期（包含假日）辦理抽查。另針對同

仁申請於假日至機關加班，或申請於機關外加班之情形，單

位主管應不定時進行督訪，除瞭解同仁加班狀況，適時予以

協助外，並可收嚇阻之效。 

二、落實平時考核，機先風險控管 

主管人員應注意同仁生活交往狀況，善盡監督考核之責，如

發現屬員有作業違常或生活違常之情事，應即時予以適當輔

導，機先防範違紀情事發生。 

三、加強廉政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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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種公開集會場合，向機關同仁加強宣導相關加班費請

領之相關規定，使同仁瞭解詐取加班費所應負之法律責任，

避免因一時不察或心存僥倖而觸犯法令。 

 

伍、 自行檢視事項 

機關同仁為完成交辦事項而自主加班之情形，頗為普遍，為

求審慎且機先預防類此事件再度發生，宜針對下列事項予以

檢視： 

□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之加班申請，是否依其每日工作量，詳

實審核加班是否確有必要，是否符合該機關加班費管制之

相關規定？ 

□ 是否依加班核准時間至指定處所刷（簽）到（退）？ 

□ 是否建立防制「實際未執行加班業務，仍可事後補簽或由

他人代刷、代簽」之管制措施？ 

□ 主管人員是否不定時至加班場所親自確認加班情況？ 

□ 機關是否制定加班查核之相關規定，並由人事機構辦理不

定期（包含假日）抽查？ 

□ 是否依規定填寫加班費印領清冊，並檢附足資證明加班事

實之證明文件？ 

□ 主管是否確實審查有無顯不符常理之加班申請案件（如當

日已請假卻仍申請加班，或雨天仍申請戶外工程督導等）？ 

□ 主管有無落實平時考核，並適時輔導作業或生活違常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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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請假期間，詐領超勤加班費 

壹、案情摘要 

某市警察局分局員警小王，負責刑事案件偵辦等業務，於 99

年及 100 年間，明知自己休假未上班，亦無超勤加班之事實，

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虛偽填寫員警超勤時數統計表、虛報

不實超勤加班時數，交由不知情之承辦人，使其誤認小王有

如所填寫之員警超勤時數統計表上所示之加班情形，而據以

登載在職務上所掌之超勤加班費申請及印領清冊之公文書

上。 

不知情之承辦人遂繼續送陳該分局人事、會計、行政、督察

單位及機關主管簽核，致該等人員均陷於錯誤，誤信其有超

勤加班之事實，而據以核發超勤加班費 3,000 餘元，足以生

損害於機關對於所屬員工加班費請領、核發之正確性。 

 

貳、偵處情形 

一、該警察局政風室接獲民眾檢舉，經比對相關資料確認後，函

送司法機關偵辦。 

二、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小王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等罪嫌，爰依法將其提起公訴。 

三、該警察局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29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以

小王涉犯貪污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為由，予以停職。 

 

叁、弊端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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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依「警察機關外勤員警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第 7 點第 1 項

規定，超勤加班費須經行政、督察、人事、會計單位及各級

主官（管）審核「審核勤務分配表」、「員警出入登簿」、「工

作紀錄簿」等資料，然仍發生員警浮報超勤加班費之情事，

顯示相關單位之審查仍流於形式，致小王有機可趁。 

二、員工法紀觀念薄弱 

小王明知並無超勤加班之事實，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虛偽

填寫員警超勤時數統計表，藉以虛報不實超勤加班時數詐領

加班費，實係法紀觀念薄弱所致。 

 

肆、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一、建議加班之差勤管制，改以生理辨識系統辦理 

部份機關之差勤管制，仍以簽到（退）之方式辦理，設同仁

實際上並無加班之事實，仍可能事後補簽，造成管理上之漏

洞，故建議加班之差勤管制，應改採生理辨識系統（如刷指

紋或掌紋）或其他無法由他人代刷或代簽之機制，以杜弊端。 

二、完善加班費之核銷程序 

按各機關學校員工加班，應按核准時間刷（簽）到（退），

於工作完成後填具加班費印領清冊註明加班起、迄時間，連

同原加班請示單，即可依程序請領；惟員工於加班時間內是

否確實從事公務無從查證，故建議規定於請領加班費時，應

檢附足資證明加班事實之證明文件，如簽辦之公文、加班之

工作紀錄等，使加班費之核支程序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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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事單位應不定期抽查加班狀況 

同仁申請加班，加班請示單應簽會人事機構辦理加班時數之

控管；人事機構亦應不定期抽查加班狀況，以確保同仁覈實

加班。 

三、落實審核機制 

警察機關員工應依行政院函頒「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警察機關外勤員警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或該機關依權

責所訂定之管制要點申請加班。核准加班之各權責人員，應

確實依據相關規定核定是否確有加班之必要；單位主管亦應

不定時至加班處所督導業務。 

五、加強廉政法治教育 

機關應加強宣導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之相關規定，強化員工

法紀觀念；另為避免爾後再有類似情事發生，政風機構適時

編纂相關案例提供各單位參考。 

 

伍、自行檢視事項 

□ 單位主管對於屬員之加班申請，是否依其每日工作量，詳

實審核加班是否確有必要，是否符合該機關加班費管制之

相關規定？ 

□ 是否依加班核准時間至指定處所刷（簽）到（退）？ 

□ 是否建立防制「實際未執行加班業務，仍可事後補簽或由

他人代刷、代簽」之管制措施？ 

□ 主管人員是否不定時至加班場所親自確認加班情況？ 



9 

□ 機關是否制定加班查核之相關規定，並由人事機構辦理不

定期（包含假日）抽查？ 

□ 是否依規定填寫加班費印領清冊，並檢附足資證明加班事

實之證明文件？ 

□ 主管是否確實審查顯不符常理之加班申請案件（如當日已

請假卻仍申請加班）？ 

□ 主管有無落實平時考核，並適時輔導作業或生活違常人

員？ 

 

 

反貪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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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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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安全性原則， 

 

 

 

 

 密碼複雜度的設計原來是錯的？當初的發起者已公開坦承錯誤。與其規定英文、數   

 字、特殊符號等組成複雜度，不如追求密碼長度，方便使用又確保安全。 

 

                                             ■ 資訊工業策進會工程師 陳彥銘 

資安事件層出不窮 

網路E 世代的來臨，使用網路雲端服務已經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分，舉凡社群網站（例如臉書）、Google服務（例如信箱、雲端

硬碟），或是購物網站、網路銀行等；這些雲端服務提供了使用

者便利性，卻也帶來了資安上的風險。 

近年來重大資安事件接連爆發，連大型的企業組織也不能倖免，

例如yahoo就曾於2013年爆發10億筆帳號資料外洩，而Apple也曾

公務機密

宣導 



11 

因為iCloud身分驗證機制的安全缺陷造成多位好萊塢女星私密照

外洩，而這些資安事件皆是帳戶身分驗證的環節出了問題。 

密碼複雜度高就是安全？發明人卻後悔了！ 

身分驗證是存取網路服務的第一步，也是保護個人資訊安全的最

基本機制。據統計，民眾最常用的密碼包含：123456、123456789

、password、qwerty（鍵盤上的橫排）等，而為了強化帳戶的安

全性，防止帳戶被有心人士盜用，許多單位會訂定密碼安全性規

範，避免密碼被輕易破解。以微軟伺服器作業系統所設定的密碼

複雜度原則為例，其要求為不包含使用者的帳戶名稱或全名的重

要資訊，且必須包含下列4 種字元中的3種：英文大寫字元（A 到

Z）、英文小寫字元（a到z）、10個基本數字（0到9），以及非英

文字母字元（例如!、$、#、%）。照此設定方式，再加上最小密

碼長度設定為8個字元的話，確保至少218,340,105,584,896 不同

單一密碼的可能性，目的是避免密碼被惡意人士用暴力窮舉法輕

易破解。這種密碼設定方式開始流行，起因於2003年美國國家標

準技術研究所（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Tec

hnology）所制定的一份文件附錄，有趣的是，撰寫該安全密碼最

佳實踐原則的作者Bill Burr 近日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卻直言

當初所制定的方式並不十分恰當，並為此造成使用者的不便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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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Much ofwhat I did I now regret.＂）。他並不是在鼓

勵使用容易被破解的密碼，而是因為當初撰寫時沒有考量到人類

的惰性問題，太複雜的密碼組成要求不僅徒增困擾且可能還有反

效果。 

與其追求字符複雜度，不如擁抱字串長度 

其實早在Bill Burr 接受訪問之前，NIST已變成強調密碼長度而

非組成複雜度，只要密碼長度足夠，即使是一串簡單的英文字元

所組成的密碼，其排列組合的可能性數量就已足夠。且考慮到一

般民眾為了使用方便好記又符合複雜度要求的密碼，常常會利用

鍵盤排列（例如!@#$QWERasdf）、象形文字（例如將s取代成5，

或是將a取代成@）等手法來設計密碼，這也是為什麼P@55w0rd 也

會登上密碼使用排行榜上的前段班。而對駭客而言，為了節省破

解時間，一開始會先利用「慣用密碼紀錄表」來進行密碼破解，

故其實“P@5 5w0 r d ＂比“ilovemycompany＂這類簡單規則組

成的字串更能輕易被破解。但要特別注意的是，使用簡單組成規

則的前提是字串長度要夠長（建議至少12個字元），可能性數目

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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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系統或平台的密碼原則皆因安全性考量而建議複雜的設定。（資料來源：www.apple.com/

tw, www.microsoft.com/zh-tw,https://zh-tw.facebook.com） 

 

改變使用密碼的壞習慣 

理論上，密碼組成字符愈複雜確實會提升破解的難度，但因為使

用的對象是人而非機器，人類的創造力可以無限，但記憶力卻是

有限，無法記憶過於複雜的密碼，為了配合複雜度要求反而容易

產生其他不安全的使用行為，導致變得更不安全。例如，好不容

易創造了一組好記又複雜的密碼，所以在各種網路服務都使用同

一組帳號密碼，一招打天下的概念，卻也讓駭客相對省事，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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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淘寶網就曾於2015年被駭客利用從他處取得的9,900萬筆帳

密資料進行比對測試，發現有近兩成的帳戶真實存在，部分帳號

因此被用來進行詐騙。用戶可以將重要服務（例如網路銀行）的

帳密跟一般服務（例如會員電子報）所使用的帳密有所區隔，至

少可以減少帳密外洩的危害程度。另一種常見的密碼安全性政策

是要求更換密碼的頻率，例如90天內強迫更換密碼，且限制密碼

不可重複使用；這些規定立意良善，出發點是為了避免用戶仍重

複使用那幾個愛用的密碼，但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例如用戶

就會在密碼尾數加上字元1，下次變更時尾數則變成2，依此類推，

如此一來就喪失了變更密碼的本意。頻繁變更密碼的要求也是在

考驗用戶的記憶力，於是有些用戶就將密碼抄錄於紙本或存在電

腦桌面的檔案裡，甚至整理成一個Excel檔記錄各個密碼，心存僥

倖的心理使然，反而變成更不安全。為了應付現今各種網路服務

制定的各種帳號密碼要求，目前市面上已有業者開發出密碼代管

服務，用戶只要記憶一個「超級密碼」，登入該服務後就能存取

及管理所有的密碼紀錄。筆者認為一般民眾可能不需要那麼專業

的密碼管理服務，但最低限度也不能將密碼寫下來放到抽屜裡藏

著，可以自製陽春版的密碼雲端儲存機制，把密碼紀錄檔案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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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雲端信箱（例如Gmail）以隨時查詢，至少存取前還有一

層身分驗證的保護，且是免費並能兼顧易用性。 

結語 

臺北捷運初期宣導搭乘手扶梯應「右側站立，左側通行」的政策，

即使十年前就已經改為「緊握扶手，站穩踏階」，但一般民眾養

成的習慣已經改不過來。目前密碼複雜度要求已成為「顯學」，

即使當初的作者坦承錯誤，但現實風向已經「回不去了」，用戶

也必須自我學習，改變使用密碼的壞習慣。資訊安全與使用便利

性常常是背道而馳的設計理念，系統開發人員必須找到一個平衡

點，並依機密程度、業務影響層級及法規要求等面向評估系統安

全等級，以訂出適切的密碼安全政策。   (載自106年11月清流月刊) 

 

 

 

 

 

 

 

   人類的創造力可以無限，但記憶力卻是有限，密碼設定與其追求字符複雜度，不如擁抱字串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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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防火對策 

依據全國火災統計，96至 105 年火災，其中建築物類火災最

多，占 69.34%；又獨立住宅火災為建築物類第 1位，占 42.38％

；集合住宅火災第 2位，占 19.03％，合計占建築物類火災 61.42 

%，可見全國建築物火災案件以住宅火災為主。從以上分析可以看

出，居家防火是火災防範的重點任務，提醒您以下的居家消防常

識。 

住宅火災基本認識 

住宅火災中大多數的人都是吸入濃煙及有毒氣體、或缺

氧而死亡。 

煙霧所含微粒子會阻絕光線並刺激眼睛，影響視線阻礙

逃生，或造成恐慌而影響正常之判斷力。 

居家生活應注意事項 

揮發性之油類【汽油、酒精、香蕉油、溶劑油等】，最

易引起火災，切勿放在家中。 

住宅四周巷道，違章建築或擅自設攤販，均會影響消防

救災，應隨時向有關單位檢舉取締，以維護公共安全。 

安全維護宣導 

https://social-plugins.line.me/lineit/share?url=http://www.nfa.gov.tw%2Fcht%2Findex.php%3Fcode%3Dlist%26ids%3D265&text=http://www.nfa.gov.tw%2Fcht%2Findex.php%3Fcode%3Dlist%26ids%3D265&from=line_scheme&http://www.nfa.gov.tw%2Fcht%2Findex.php%3Fcode%3Dlist%26ids%3D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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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應自備滅火器，並熟悉使用方法以備不時之需；切

勿任意裝潢、裝修或隔間，以免火警時產生濃煙阻礙逃生。 

廚房之塵垢油污應隨時清除、煙囟及油煙通風管等，必

須加裝鐵絲紗罩，以減少油脂進入通風管道內。如設有煙囟

，距離屋頂須有適當高度，以免火屑飛散，引起火災。 

廚房之牆壁、天花板與灶台等，均應使用不燃性防火材

料建造，廚房內並應設置具有多種效能之乾粉滅火器。 

房屋內部隔間、地板、天花板、窗廉等裝潢，宜使用不

燃性材料或經防火處理之耐燃材料。 

不可在住家替爆竹工廠做廠外加工。 

樓房窗戶裝置防竊鐵柵或廣告招牌等，容易妨礙逃生，

如已裝有鐵柵者，應開設一活動門並隨時注意打開，以免在

火警發生時無法開啟阻礙逃生。 

汽車應自備多效能乾粉滅火器，以備滅火。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亂丟煙蒂是縱火的行為，床上吸煙更易失火燒身，吸煙

人士務必養成隨手熄滅煙蒂的習慣。 

睡前和外出，確記消防安全檢查，關閉電器、熄滅火源

。 

生火取暖或以蚊香薰趕蚊蟲，易引起火災，務必小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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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放爆竹，最易引起火災，應儘量避免這種習俗，如必

須燃放時，應遠離易燃物品，切勿讓孩童任意玩放。 

火箭炮、衝天炮、雙響炮、瓦斯炮及砂炮等爆竹，均已

列為最具危險之禁放爆竹，切勿玩放。 

作飯、燒菜時儘量避免離開現場；當油鍋起火時，應立

即將鍋蓋蓋上或用濕之棉被覆蓋，切勿用水去撲救。 

防止電線短路，定期維護保護。 

注意菸蒂處理，勿於床上吸煙。 

爐火烹調審慎小心，排油煙機隨時清洗。 

嚴禁兒童玩火，打火機等勿放置於小孩伸手可得之位置

。 

使用瓦斯養成隨手關閉之習慣。 

神桌燈燭長期使用，注意防範電線破損或過熱。 

祭祖焚燒紙錢，使用容器裝盛，避免被風吹散造成意外

。 

注意住宅附近可疑人物，居家四週不要堆積易燃物，機

車避免置放於騎樓，避免遭人縱火。 

注意用電安全 

裝置電器時應注意事項： 

1.家庭電源插座多使用雙插頭設計，但使用電熱器

具時（如咖啡爐、電熨斗及烤麵包機等），不可同時使

用同一插座，以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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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耗電量較大之電器，如冷氣機、大型電熱水器等

，應使用獨立高負載專用迴路，並請電氣專業人員裝配

。 

3.保險絲或無熔絲開關乃針對過負載用電來切斷

電路而設計，熔斷或跳開時，應請電氣專業人員了解過

負載原因及可能問題，並予修護。 

4.勿將延長線置於地毯下方或壓在重物下面，致電

線內部銅線斷裂產生半斷線，造成過負載而產生高熱發

生危險。 

5.神桌燈具因長時間使用，應經常檢視配線絕緣是

否有損壞，並清理插頭及插座間之塵埃，避免結合水份

產生積污導電現象，致插頭分開之兩極會產生電流結合

，發生火花導致火災危險。 

6.住家重新裝潢時，一定要依用電狀況重新配置總

用電容量、迴路、插座等，並更新所有電線。 

平時使用應注意事項： 

1.使用電器時，千萬不可因事分心突然離開忘了關

閉。 

2.使用電熱爐時，切勿靠近衣物或易燃物品，尤其

在烘烤衣服時，更不可隨意離開，以免烤燃衣物引起火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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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過久的電視機，如內部塵埃厚積，則很容易

使絕緣劣化，發生漏電，或因蟲咬鼠嚙，將配線破壞，

發生火花引起燃燒或爆炸，故應特別注意維護及檢查。 

4.電器插頭務必插牢，不使鬆動，以免發生火花引

燃近鄰旁物品。 

5.電熱水器應隨時注意檢查其自動調節裝置是否

損壞， 以免發生高熱引起爆炸。 

6.電器在使用時切勿讓小孩接近玩弄，以免觸電或

引起火災；離家外出，應將室內電器關閉，以免發生火

警。 

7.電氣房及電源開關附近，應置備乾粉滅火器。 

故障排除時應注意事項： 

電器發生故障，有異狀首先應切斷電源開關，即時修理

，以免發生短路，引起電線著火。 

屋內配線陳舊、外部絕緣體破損或插座損壞，都必須立

即更換修理。 

保險絲熔斷，通常是用電過量的警告，切勿誤以為保險

絲太細而換用較粗或以銅絲、鐵絲替代。 

切勿用潮濕的手碰電器設備，以防觸電。 

電線走火時，應立即切斷電源，電源未切斷前，切勿用

水潑覆其上，以防導電。 

設置簡易居家防災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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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發揮早期預警，俾利儘早採取應

變措施，減少危害。 

緩降機：當建築物內部之逃生避難設施，無法順利提供

逃生時，藉由緩降機，由設置處所抵達地面時所使用之逃生

避難輔助工具。因此，其設置應考慮與安全梯之相關位置，

俾符合二方向逃生之原則。 

備而不用的家庭逃生計畫 

基本原則： 

1.考量家中可能之起火場所，選定二方向逃生路線

，俾主要出入口無法逃生，能經由其它方向之門窗，至

室外安全集合地點集結，並確保每個家庭成員都能知道

屋外集合地點。 

2.假如窗戶有裝置鐵窗，應預留可開啟之逃生口，

並教導家中每一個人都能快速開啟。 

3.平時準備妥適之簡易居家消防安全設備及應急

用品，如滅火器、手電筒、醫藥箱、繩索、緊急聯絡電

話卡，並瞭解其相關位置，做好維護保養，確保相關設

備及器具能發揮應有功能。 

4.製作緊急聯絡電話卡，保持常新，讓家中成員隨

身攜帶乙張或擺放於固定位置，俾便緊急時容易取得。 

內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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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繪出家中傢俱及隔間等相關位置之平面圖，並將逃

生路線（明確畫出二條逃生路線）、滅火器（或其它簡易滅

火器具）、逃生避難器具、窗戶或逃生通道、醫藥箱、緊急

聯絡電話卡位置暨其它必要物品標示於平面圖中。 

定期召開家庭會議之時間，俾便教育家人緊急時如何處

理事故、如何自救及互相協助，同時教導小孩正確的逃生方

法。 

家庭逃生計畫之演練日期（宜每六個月進行乙次），俾

利火災一旦發生時，能依平時之分工進行相關行動。 

冷靜處理火災緊急事故 

及早通報： 

1.以電話通報 119發生火災時，通常是情況緊急，

精神狀態緊繃的時候，因此須俟電話鈴響後方可通話，

切忌心急誤認無人接聽即掛斷再撥，更應特別注意通報

語調之清晰。 

2.當火災發生時，應高喊“失火了﹗＂或敲門向左

鄰右舍通報。如大樓內部有火警警報設備時，首先發現

者應立即按下火警報鈴，俾通知值班人員、總機或內部

居民，運用電話通報一一九火警台。而為使通報內容迅

速、正確傳達，最好有「通報範例」，供緊急時參考。 

3.通報消防機關時，應說明下列內容： 

事故之種類（火災或救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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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警詳細地點（建築物名稱）及起火處所。 

火災之狀況（起火位置、燃燒物、燃燒程度

、有無待救人員）。 

其它必要資訊。 

初期滅火： 

1.手提滅火器可以在火災初期迅速將火勢撲滅或

局限火勢以待消防人員搶救。 

2.手提滅火器在家庭中多用於短距離（5公尺以內

）及短時間可撲滅（10秒左右）之燃燒，如初期爐火或

垃圾桶之燃燒，但已擴大延燒則無效果。 

3.撲救初期火災注意屋內人員已離開現場，並且通

知消防單位。 

4.初期滅火失敗時，應撤離至安全地點，並儘可能

清除周邊可燃物，或以不燃物品阻隔或覆蓋火源。 

5.如同時有二處起火，如本身安全無虞時，應先行

撲滅火勢較小之處所。 

6.撲救初期火災必須是火勢尚未蔓延，並且侷限於

小的區域，當火苗已上升至天花板時，應即逃生避難。 

逃生避難： 

1.在火災初期，消防人員尚未到達火場之前，起火

場所內人員，如平時已建立有組織的自救行為。尚火災

發生時，應充分利用建築物內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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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緊急應變之訓練，進行初期滅火、通報聯絡及避難引

導。 

2.前往安全地點撤離時，開門之前，應以手背碰觸

門，如覺燙手，應留在屋內待救。離開房間前，應關閉

門窗，以控制火勢發展，沿牆邊前進。如果無法利逃離

現場，儘可能選擇靠馬路之居室，緊閉房門以濕毛巾等

塞住門縫，以防濃煙蔓延，並於窗口揮動明顯衣物等待

救援。 

3.利用建築物本身及附近的自然條件逃生，藉由建

築物的陽臺、窗口、樓頂等逃生。逃生時，除了充份利

用這些自然條件外，更重要的是還要根據個人自身的能

力，在本身能力沒有一定把握的情況下，千萬不要冒然

行事。 

4.利用現有救生器材逃生，當建築內設有避難梯、

救助袋、緩降機等避難輔助器具時，在無法利用安全梯

逃生的情況下，可以利用它們進行逃生。 

做好防火安全 

大人外出切勿將小孩反鎖在家，火柴、打火機等須放在

安全處所，以免小孩玩火，引起火災。(載自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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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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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暖包─凜冬時節， 

 意料之外的毒物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 湖口鄉仁慈醫院藥師 謝政軒 

 

冷風凜冽的寒冬，人們總會本能地尋求溫暖，廉價且使用方便的

拋棄式暖暖包自然成為優先選擇之一。體溫調控能力退化的年長

者使用此類隨身發熱物品的比例也較高，但由於思覺能力不若年

輕時敏銳、暖暖包外型相當普通，再加上就在隨手可取得的範圍

內，中毒事件也時有所聞。每年冬季，臺灣醫療單位總會處理數

起暖暖包中毒病例，曾經有年長者將暖暖包內的鐵粉誤認為芝麻

糊加水飲用、當成五穀粉直接吞服或視為調味料添加入麵食後食

用的情形。 

健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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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式暖暖包的成分主要為鐵粉、蛭石、活性碳和食鹽。拆封後，

包裝裡的多孔蛭石和活性碳會快速吸收空氣中的水份，溶解的食

鹽就成為電解液，加速鐵粉的氧化反應而釋放熱能。而鐵對胃腸

道極具腐蝕性，會直接對胃腸黏膜產生劇烈的氧化反應造成傷

害，導致噁心、嘔吐、腹痛、嘔血和腹瀉，隨後鐵從黏膜傷口進

入循環系統，隨著血液流往重要臟器，造成器官充血、出血、壞

疽和鐵沉積。鐵也會中斷粒線體的氧化磷酸化使細胞死亡，而未

反應的 H+ 則會大量堆積而引發代謝性酸中毒。 

以50公斤體重的女性為例，攝食超過15公克鐵就可能致命，而坊

間暖暖包的鐵含量約30～60公克，一包就足以達到致死量。若不

慎誤食，意識清醒的患者可立即喝下120～240cc的水，降低鐵對

胃黏膜的刺激性後再盡速送醫。          (載自106年11月清流月刊) 

 

暖暖包包裝和市售沖泡飲品相似，曾發生年長者把暖暖包當芝麻糊沖泡飲用，造成胃部嚴重腐蝕的案例。（圖片來

源：截自民視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