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廉政采風 

108 年 1 月地政局政風室 編撰 

 



2 
 

目錄 

 

政風法令宣導 

健全防制洗錢體系 接軌國際潮流規範 P.3 

機密維護宣導 

網路沒有距離，也沒有秘密 P.9 

安全維護宣導 

爆竹煙火使用安全宣導 P.12 

  消費者保護專欄 

  透過旅行社訂機票旅宿，睜大眼、多比較

P.13 

健康資訊 

非洲豬瘟預警資訊 P.16 

 

 



3 
 

政風法令宣導 

 

健全防制洗錢體系 接軌國際潮流規範 

 

 

 

 

 

 
■ 法務部檢察司專員 陳炎輝 

我國即將於今（107）年 11 月接受「亞太防制洗錢組織」第 3 輪相

互評鑑，其結果對我國未來整體金融活動之靈活度將有深遠影響。 

一、落實洗錢防制避免財金威脅 

近十年來，跨越地區與國界（以下稱跨境）的犯罪活動及犯罪組織，

快速崛起並日益增加，例如電信詐騙、毒品販運、人口販運、洗錢、

電腦犯罪等案例，不僅犯罪手法複雜，而且趨向集團化、組織化，並

結合無線網路、電信機房、通訊科技等設備，透過 FB 臉書、Line、

Twitter、E-mail、Skype 等社交軟體，串聯集團成員共同實施違法行

為，以致跨境犯罪案件時有所聞。 

另外，隨著國際金融高度自由化，犯罪集團為避免不法所得被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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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繳或沒收，洗錢手法更是不斷推陳翻新，意圖脫免追訴制裁以坐享

犯罪所得，形成被害人求償無門的現象。跨境犯罪不僅衝擊社會治安，

更威脅我國財金秩序及經濟發展。按「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

「任何人不得因為不法而獲得利益」，此乃是普世基本法律原則，落

實查扣並沒收犯罪所得，方能根絕跨境犯罪動機與誘因，徹底執行洗

錢防制措施，更是打擊跨境犯罪主要手段。 

二、我國法規流變 

所謂「洗錢」係指犯罪者將其不法行為活動所獲得的資金或財產，透

過各種交易管道，轉換成為合法來源的資金與財產，以便隱藏其犯罪

行為，規避司法的偵查與制裁。鑒於洗錢犯罪行為，嚴重威脅財金秩

序與政經發展，我國於 85 年 410 月制定《洗錢防制法》，並自公布

日後 6 個月施行，是亞洲地區率先通過洗錢防制專法的國家，更於

次（86）年加入「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 

yLaundering，簡稱 APG），成為 APG 創始會員國，展現我國參與國

際社會健全財金體制及打擊不法之決心。惟我國於 96 年經 APG 第 

2 輪評鑑列為一般追蹤名單，100 年更落入加強追蹤名單，持續至 

103 年第 2 輪相互評鑑結束，仍列為過渡追蹤程序國家，印證我國

努力尚有不足，仍然發生銀行海外分行法令遵循不足，國內部分金融

機構內部稽核及管控不彰等案例，使得財金秩序及經濟發展飽受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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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洗錢防制法》雖歷經幾次修正，但修正內容均以刑事追訴為核

心，未能與國際規範接軌，無法彰顯洗錢防制成效。為健全洗錢防制

體系符合國際規範，法務部於 102 年起即推動修法工作，兆豐銀行

紐約分行遭美國裁罰鉅款後，再度引起各界對於防制洗錢的高度重視，

進而加速《洗錢防制法》修法進程，嗣立法院於 105 年 12 月 9 日

三讀通過《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已自 106 年 6 月正式施行。 

三、資金流程透明因應相互評鑑 

我國即將於今年 11 月間接受 APG 第 3 輪相互評鑑，為提升我國

洗錢防制及打 擊資恐效能，並督導統籌第 3 輪相互評鑑籌備作業，

行政院爰於 106 年 3 月成立 「洗錢防制辦公室」，專責培訓中央相

關部會人員，推動第 3 輪相互評鑑籌備工作，除於同年 6 月舉辦「國

家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程序第 1 次會議」，同年 12 月邀 請國際防

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小組（簡稱 FATF）、APG、及澳洲等國際專家，

舉辦「防制洗錢暨打擊資恐模擬評鑑國際會議」。 上述種種反洗錢及

打擊資恐作為，獲得國 際社會肯定與認同，順利於 106 年 APG 年

會中獲得各會員之支持，成為第 2 階段評鑑不及格名單中，唯一脫

離追蹤的國家。  

檢視我國目前所面臨之洗錢威脅，其中高威脅前置犯罪，分別為毒品、

貪污、詐欺、走私、稅務犯罪、證券犯罪（內線交易及炒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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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及第三方洗錢等 8 大威脅，而具洗錢及資恐高或非常高 弱點之

產業，分別為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本國銀行、外國銀行在臺

分行、 郵政機構、證券商、會計師、律師及不動 產經紀業等 14 項；

國際學者專家並指出我 國法人公司及財團法人透明度不足，政府 機

關難以清楚掌握。此外，我國執法機關並未併行金流調查，導致查扣

犯罪所得遇到瓶頸無從沒收。 

財團法人係以獨立財產為基礎，由法律創設人格之權利義務主體，而

我國對於 財團法人之設立及管理，過去僅在民法總則編法人章節設

有原則性規範，採自主管 理精神。 近年來，包括財團法人在內之各

種非政府組織及非營利組織，在整合多元價值、參與社會服務等面向，

雖已發揮具體可觀之效果，但就財團法人法令規範觀之，除前述民法

簡約規定外，主要是依據各該主管機關所訂定之職權命令或行政規則，

其規範內容不僅無法因應社會變遷，且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虞。再

者，「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與「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其二者屬性

不同卻未適當區別管理，亦久為社會各界所詬病。鑒於財團法人之資

訊公開及財務管理機制為防制洗錢及資恐之 重要一環，訂定《財團

法人法》亦為因應 第 3 輪評鑑重要配套法案之一，法務部積極制定

《財團法人法》，經立法院於今年 6 月 27 日三讀通過，8 月 1 日

公布，惟本法 因涉諸多制度變革，尚須訂定多種授權法規及行政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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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主管機關預留準備期間，故明定本法自公布後 6 個月施行。 

四、重視金流秩序穩健財金環境 

今年 11 月 APG 第 3 輪評鑑，分成技術遵循評鑑、效能遵循評鑑

兩類，分別檢視法制面和執行面成效，評鑑結果分為一般追蹤、加強

追蹤及加強加速追蹤等級，再據以決定追蹤或輔導作為的強度。倘若

我國不能有效建構防制洗錢與打擊資恐環境並落實執行，就經濟層面

而言，一旦受制裁或成為制裁觀察名單，金融活動範圍受到侷限，甚

至排除於國際之外，在金融活動國際化的時代，金融體系若不能跟國

際接軌合作，境內外資金難以流動，許多社會問題將會接連發生，包

括通貨膨脹、進出口貿易受影響、國家建設停滯、海外商業重挫等。

此也是世界各國都願遵守金流 秩序國際規範之主因，畢竟沒有任何

國家能孤立於國際金融體系之外。 

五、錢的秩序 

我國財政、經濟及金融等相關政策思維，向來都是以人的秩序為主，

相關登記制度設計、犯罪偵防等重點都在於人，例如在犯罪查緝階段

中，犯罪集團成員是否 緝捕到案，是否判刑入獄都是執法者關心 重

點，但對於「錢的秩序」相關規範，如法人的股東透明、實質受益人

之登記與公 開、財團法人之金流透明等，與歐美先進國家相較顯然

不足，造成空殼或殭屍公司比例偏高，以致人頭公司被利用於犯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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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之情形嚴重。有鑑於洗錢防制是針對「錢的遊戲規則」做控管，

洗錢防制做得好，代表著金融環境健全，為此相關部會已調整政策思

維，轉向「人的秩序」與「錢的秩序」併重，並與社會各界努力提升

防制洗錢及資恐能量，塑造金流透明、金融穩健的永續環境，爭取「金

流透明 世界好評」的國際信譽。 

(本文載自 107 年 11 月號清流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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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密維護宣導 

 
 

 

 

 

 

 

 

 

 

 

 

 

網路沒有距離，也沒有秘密 
 

■ 陳鈺津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短短幾年內大幅改變你我的日常生活，以前如同

科幻電影中天馬行空的想像─智慧化的手機及家電，已逐漸成為我們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本文載自 107 年 11 月號清流月刊) 

依據研究資料預測，到 2020 年全球將會有五百億筆資料在網際網路

中流通，並透過網路空間交換、取得及蒐集等。也就是說，眾多機敏

資訊在轉瞬間，便流傳於網路空間，無形中增大被滲透破壞與情蒐空

間，不但極易肇生資訊安全危機，更將損及國家安全與利益。科技帶

來生活上的便利，也同時伴隨潛在的問題，這些設備功能越是強大，

我們對科技的依賴性越重，一旦遭到有心人士惡意破壞，所造成的傷



10 
 

害也越大。美國 2013 年《華盛頓郵報》曾報導，大批駭客企圖入侵

美國國防部、國務院、能源部、國土安全部，甚至武器承造商的網路，

並成功入侵眾多民間公司企業的網路；當時駭客隨意進出電腦系統，

既沒有犯下鍵盤輸入上的錯誤，也沒有留下入侵途徑，過程僅僅不到 

30 分鐘。美國國防部事後即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於 2016 年實

施「駭入五角大廈」（Hack the Pentagon）計畫（之後陸續舉辦「駭入

軍隊 Hack the Army」及「駭入空軍 Hack the Air Force」等計畫），自

實行迄今（2018）年，已藉由外部人員找出美國國防部等網站超過三

千個以上的漏洞，美國因此頒發了逾廿七萬美元的漏洞獎金。此種僱

用大批駭客，邀請他們測試及入侵官方電腦的方式，有助於美國國防

部對症下藥，防患資安危機於未然。 

市面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科技產品及五花八門的 APP，但其中隱藏許

多資安漏洞與後門程式，往往在一時疏忽下，輕易將個人資料外流，

因此，在使用產品或軟體時，應更加謹慎小心。現今由中國大陸設計、

研製的部分行動裝置，因價格低廉、功能完善，吸引不少民眾青睞。

但早在 2012 年美國眾議院提出的調查報告中，即指出部分中共廠商

背後所隱藏的軍方背景，並已引起國安及商業機密遭竊疑慮。 

美國國防部更於今年 5 月初下令禁止全球的美軍軍事基地內零售商

店銷售由華為和中興通訊製造的智慧型手機。美 國 前 資 安 長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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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 斯 基（LanceDubsky）於 2016 臺灣資訊安全大會上公開表示「臺

灣是全球被網路攻擊最多的地區」；另依據微軟 2018 年亞太資安研

究報告指出「臺灣 2017 年總計因資安威脅造成 270 億美金的經濟

損失，將近臺灣 GDP 的 5%」。面對資安威脅所造成之經濟巨大損失

及國安風險，各機關除應持續落實「實體隔離」，建置嚴密的資安防

護機制外，更應加強教育所屬建立正確保密觀念。使用各項科技產品

時，應體認「網路上沒有距離，也沒有秘密」，公務機關更應避免透

過社群媒體、通訊軟體談論機敏公務或傳輸資料，以免國家機密資料

遭竊取。全民若能有健全的保密認知，慎選資訊產品，便能在享受便

利的同時，大幅降低資安威脅的風險。唯有每個人具備高度警覺的資

安意識，個人隱私、企業利益及國家安全方能永保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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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維護宣導        (節錄自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 

爆竹煙火使用安全—五要與五不 
 

 

 

 

 

 

1.要重安全環保少施放 

2.要有合格標示再施放 

3.要依使用說明來施放 

4.要選適當地點才施放 

5.要有大人陪兒童施放 
 

 

 

 

 

 

 

 

 

 

 

 

 

 

 

1. 不可朝人、車、建築物、易燃物丟擲或發射。 

2. 不可串接、堆疊或同時大量燃放。 

3. 不可將頭靠近煙火出口處點火或觀望。 

4. 不可讓兒童施放飛行類、升空類及摔炮類產品。 

5. 不可遺留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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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專欄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發出新聞稿，提醒民眾應多留意網站條款，以防

發生爭議。 (下文引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新聞稿) 

靈活自主的自助旅遊，深受消費者歡迎，不少消費者會選擇向旅行社

訂機票、飯店、地鐵票、門票、租車等，減少自己逐一洽訂的麻煩。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透過旅

行社訂購旅宿、票券或相關服務時，可多方比較，並注意手續費如何

收取、可否退訂改期、客票使用方法或服務說明等資訊，以免發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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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爭議、影響旅遊興致。 

 

據統計，去(106)年國人出國旅次高達 1,565 萬人次，其中向旅行社購

買「機加酒」等自由行或是委託旅行社代辦部分出國事項之個人旅遊

者約佔 4 成，其比例高於團體旅遊之 3 成，顯見消費者透過旅行社處

理交通旅宿相關服務，已是相當盛行之消費模式。行政院消保處查察

近兩年消費者與旅行社因此衍生之消費爭議每年約 60 件上下，其中

以代訂機票、飯店為大宗，爭議原因多為： 

 

一、無法退訂或改期：例如，因故取消行程，機票無法退票；代訂的

飯店為「保證住房」房型，事後無法取消退費及改期，或須收取第一

晚房費等。 

 

二、退訂後未依約退款：例如，退訂後旅行社遲不退費；只退代金券，

甚至扣留款項，要求日後抵用。 

 

三、收費問題：例如，認旅行社手續費過高、巧立名目收費、預訂後

額外加收費用。 

 

四、其他：如代訂資料有誤、未留充分轉機時間、未成功預定等。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該處已函請交通部觀光局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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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各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轉知所屬旅行社，於銷售國內外相關客票或服

務時，應合理收費，並確保消費資訊之充分揭露，俾減少消費爭議之

發生。也提醒消費者： 

 

一、訂購時務必睜大眼睛，注意旅行社之銷售內容、退/改訂限制、

手續費收取、服務條款等規定，並多方比較。 

 

二、票券類之產品，尤其是短期票券、即訂即出之電子票，旅行社於

售出後多不接受取消退票，在購買前要考慮清楚；另在購買當地展覽

館、景點或主題樂園門票前，可先瀏覽其官方網站，瞭解開放時間、

門票及交通等最新資訊。 

 

三、若只是透過旅行社訂購「機加酒」、票券等產品，未由旅行社安

排旅遊行程者，尚非旅行業責任保險之保障範圍，消費者可斟酌自身

需要投保旅遊平安保險及海外醫療保險，以增加旅遊安全保障。 

 

四、妥善保留與旅行社間之交易及溝通往來紀錄，若發生消費爭議，

可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https://www.cpc.ey.gov.tw）進行線上

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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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 

非洲豬瘟小知識 

圖文引自行政院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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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風室全體同仁敬祝新年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