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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彙編 

案例三、持公務車加油卡，詐領油料費 

壹、 案情摘要 

某處技工小周，負責公務車輛維(養)護及駕駛業務，明知公務車加

油卡僅得作為公務車加油簽帳之用，然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 100

年 7 月 10 日及 23 日持公務車加油卡，使加油站員工陷於錯誤，將價值

新臺幣 3,000 餘元之汽油加入其私人車輛；且未經該處技正兼主任老李

之同意，逕於公務車「油料月報表」偽造其簽名，表示老李於是日曾使

用該公務車及里程數，致生損害於該處對公務車油料之管理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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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偵處情形 

一、本案經該機關政風室查察後函請法務部廉政署偵辦。 

二、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小周偽造簽名部分，涉犯刑法第 210條「偽造

私文書罪」，利用公務用加油卡核銷私人用車用油部分，涉犯刑法第 339

條第 1項「詐欺取財罪」。 

三、惟檢察官審酌小周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且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

並將詐得款項支付予該加油站，以取消前開公務車加油卡之交易，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1第 1項、第 253條之 2第 1項第 4款(命支付

緩起訴處分金)規定為緩起訴處分。 

四、小周經機關考績會決議核予記過 1次處分。 

參、 弊端癥結 

一、公務車輛使用管理未落實相關規定 

本案發生之主要原因，在於該機關並未落實行政院訂頒「事務管理手冊

─車輛管理部分」等相關規定： 

（一）公務車輛使用者於使用車輛後，未立即並確實填具行車紀錄及里

程數。 

（二）公務車輛管理者未落實「公務車加油卡」之管理。 

（三）公務車輛管理者未建立「不定期抽檢機制」，如實施抽檢公務車輛

之行駛里程數、評估油耗標準或抽（查）閱油料月報表等措施，致

不肖員工心存僥倖，利用職務上機會舞弊。 

二、主管疏於督導管理 

單位主管平日對屬員疏於督導及強化法紀教育，致屬員產生貪小便宜心

態。 

三、加油站業者「認卡不認車」 

加油站員工對於持加油卡者「認卡不認車」，為弊失原因之一，公務機

關實應與加油站業者建立預防機制。 

肆、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一、確實評估油耗標準，發現油耗異常跡象即時妥處 

總務（秘書）單位應會同專業技術人員或主(會)計單位，依車輛一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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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狀況實地勘測訂定公務車輛之油耗標準；公務車輛管理者或其主管應

隨時抽查比對各公務車輛之派用與油量使用情形，遇有油耗異常現象，

應立即檢修調整，並探究原因。 

二、落實各項用(耗)油資料登載措施 

總務（秘書）單位應依相關規定備具完整之車籍資料、派車單、行車紀

錄表(里程登記)、油料管理、保養維修紀錄及費用核銷月報表等資料，

逐一建檔，並要求駕駛人於用車前及用車後，應即時並確實填寫里程數

，如發現「油料月報表」等資料有修(竄)改情形，應立即查明妥處。 

三、強化公務車輛加油卡管理人員之責任 

「公務車輛加油卡」管理者為圖方便，多將加油卡平日交由公務車輛司

機或經常使用公務車輛之同仁保管，本案即因此而生弊端。故應以平時

考核、績效管考等方式強化公務車輛加油卡管理人員之責任，以督促其

克盡職責，例如：司機未於用車後在規定期限內將加油卡繳回管理者，

如非屬可歸責於管理者，則應對管理者施以懲處。 

四、以契約課予加油站業者「認卡又認車」之義務 

基於防弊考量，公務車輛之加油卡係「專卡專用」(限用於特定登載車

號)，亦即不得用於非卡片上所記載之車輛，但於實務上常發生加油站

人員(工讀生)未確實查對車號，或明知係違規使用，仍放任予以加油之

情形。為防止類此情形發生，機關應透過合約明訂，加油站業者應督促

所屬員工「認卡又認車」，並於違失發生時負擔一定之違約或損害賠償

責任，促使加油站業者配合落實「專卡專用」之制度設計。 

五、加強主管督導考核責任 

機關公務車輛管理者或單位主管除應隨時提醒同仁遵守加油卡專卡專

用之規定外，更應不定期抽查行車紀錄及用油情形，並注意「油料月報

表」等資料是否有登載異常跡象，即時妥處。 

六、強化廉政法治教育 

單位主管除應注意部屬日常生活、業務往來或交友狀況外，亦應落實法

治教育宣導，強化員工知法守法觀念，以防止貪瀆弊端發生。 

伍、自行檢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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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車輛管理人、使用人及需求單位或管理單位主管等 3種身分，區

分自行檢視事項如下： 

一、公務車輛管理人 

□ 公務車輛加油卡是否集中由公務車輛管理人保管？ 

□ 是否與加油卡業者簽訂「專卡專用」（認卡又認車）之責任條款並

督促業者落實執行？ 

□ 是否提醒機關同仁注意「專卡專用」規定？ 

□ 是否不定期抽查公務車之行車里程、油料報表，確認是否有異常情

形？ 

□ 是否會同專業技術人員，依車輛正常狀況實地勘測，據以訂定公務

車輛之油耗標準？ 

□ 是否隨時抽查比對各公務車輛之派用與油量使用情形，遇有油耗異

常現象，即時檢修調整並探究原因？ 

□ 是否依規定備具完整之公務車車籍資料、派車單、行車紀錄表(里

程登記)、油料管理、保養維修紀錄及費用核銷月報表等資料，並

逐一建檔？ 

□ 是否會同政風或主(會）計等查核(內控)單位，定期辦理「公務車

輛使用管理稽核」措施？ 

□ 是否定期辦理員工公務車輛管理使用作業規定講習，加強員工知法

守法觀念？ 

二、公務車輛使用人 

□ 用車後是否將加油卡立即歸還公務車輛管理人？ 

□ 開車前及用車後，是否即時並確實填寫里程數？ 

□ 發現行車紀錄表或油料月報表等資料有遭修(竄)改情形，是否立即

通報公務車輛管理人即時查明？ 

三、需求單位或管理單位主管 

□ 是否落實對屬員或公務車輛管理人之督導考核？ 

□ 於接受員工通報異常跡象時，是否即時處置，並查明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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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聯合報 B版（104年 2月 15日） 

年節將近，小心自己成為詐騙案受害人。彰化縣員林鎮 1名 70歲阿嬤

日前接到自稱檢察官電話，聲稱阿嬤帳戶涉及洗錢案要被關，嚇壞的阿嬤依

指示拿存摺和印鑑到員林公園交給「警官」，結果 200萬元私房錢被歹徒提

領一空。目前全國警方同步展開春安工作，除肅槍緝毒，防止詐騙是重點。

彰化縣警察局刑大大隊長蔡燕明說，上年紀的人和退休人員最常碰到被冒名

開戶詐騙，年輕人則是上網買線上遊戲點數被騙，宅男最容易遇到辣妹叩客

或援交詐騙。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高如應說，詐騙集團手法基本上都有人扮警官、檢察

官，以被人冒名開戶涉及洗錢案恫嚇被害人，「檢察官和警察會上門辦案，

但絕對不會幫人保管錢」。 

花壇鄉有名謝姓阿嬤和老伴，二月初先後接到「書

記官」的電話，一周內被騙走 80萬；沒想到 13日歹徒

又要她領款交給檢察官保管，阿嬤家人報案，警方逮捕

從桃園搭高鐵南下準備取款的呂姓、洪姓「假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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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全民貪污『零容忍』。 

廉政檢舉專線 0800- 286-586、04-8360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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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名 40多歲女子也接到類似電話，交出 2本存摺、印鑑和提款卡，

事後朋友告訴她遇到詐騙集團，她趕緊打到銀行辦理止付，但已被領走 10

萬元。辦案人員說，以員林鎮阿嬤為例，她曾兩度到銀行提款，行員都很機

警勸阻，沒想到還是被騙，詐騙集團車手大膽到銀行櫃台分 5次提款，警方

已掌握車手的影像追緝中。 

 

 

 

 
 

 

資料來源：◎楊哲偉(清流月刊104年2月） 

洩密肇生原因多為個人保密習性不佳、警覺不足、工作疏失所致，故須

隨時提醒自己，進而排除所有可能造成個人洩密的因素。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的日新月異，著實讓人類生活更加便利，

卻也處處潛藏著危機。電影「終極警探 4.0」中，駭客就是用盡諸般手段，

癱瘓了整個紐約市的市政體系，營造整部戲驚濤駭浪、高潮迭起。我們或許

都曾有玩線上遊戲的經驗，倘若自己稍不注意，就有可能將帳號內的人物、

寶物拱手讓人，這就是所謂的「盜帳號」。而從事國防或機敏工作者亦然，

如果我們職務內的機敏事務曝露在洩漏的危機當中，豈不讓對方陣營有機可

乘！  

現在國軍各項作業均已進入資訊化、自動化，相關文書處理與資料傳輸

均依賴電腦作業及網路，國軍人員如果沒有建立良好的保密習性，極易因忽

略相關保密要求而衍生洩密事件；若資安素養不足，將可能危及機密資訊的

維護。過去有少數人存有迷思及僥倖心態，以為只要電腦不連網路，在 USB

隨身碟中的公務資料就不會外洩；或認為只要先將網路線拔除，在處理公務

資通安全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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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後，將資料刪除再連網，就不會有問題。事實上，

私人電腦曾經上過某些網站或收到某些電子郵件，很可

能早已被植入木馬程式，此時公務資料就會被木馬程式

複製，而這些隱藏在電腦裡的公務資料，就會隨著連線，

自動經由中繼站傳到駭客電腦中，造成洩密事件。面對

無所不在的網路攻擊，除了要教育使用者正確的資安知

識，杜絕可能罅隙外，更應配合國軍各項資訊安全政策

及規定，建立高度安全、穩定的資訊環境，使官兵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中享有

資訊流通的便利，並確保國軍資料、系統、設備及網路的安全。  

近年洩密事件中，肇生原因多數為個人保密習性不佳、警覺不足、工作

疏失所致，歸納問題的癥結，還是在於個人對保密工作缺乏正確的認識，所

以大家都必須深切體認保密的精神與內涵，熟知全般保密規定與作為，特別

在辦理各種機密、敏感性案件時，除須妥慎採取必要的保密措施外，更應主

動負起檢查與糾正洩密違規的責任，絕對不能因大而化之，徒然造成無可彌

補的缺憾。當然，各級機關與部隊應持續加強保密教育，建立同仁正確的認

知，導正不良文書處理習性，使人員形成保密共識，才能有效防止因個人疏

失而造成洩密事件。  

保密是全面性、整體性、持續性的工作，國家安全更不能立基於對手的

善意之上；安全工作的執行，必須以腳踏實地的態度，實實在在地建立全面

性且制度化的防護體系，並強化內部共識的凝聚和提高個人警覺，才能真正

落實各項安全措施。是以凡事從小處著手，從做好個人保密工作開始，進而

提升單位的保密紀律，不分官階職務大小，共謀保密工作的精進與落實，才

能確保機密資訊安全。  

「資訊設備雖便利，保密工作莫忘記」，這句話提醒我們，雖然資訊設

備的發展迅速，但不要忘記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如果因為個人利益薰心，導

致機密外洩，那麼這些傷害將不是金錢可以衡量的；一但踏上「販售軍機」

這條不歸路，所面臨的刑責是何等嚴重！因此我們要隨時提醒自己：「洩密，

始終來自於惰性」、「洩密，始終來自於利益」，排除所有可能造成自己洩

密的因素，並檢舉那些獲得不法利益的人，共同維護國家的機密與安全，並

期許自己成為「安全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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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104 年 2 月 12 日）、自由時報電子版(社會)（104 年 2 月 18 日） 

台灣獄政史上頭一遭，2015年 2月 11日下午 3點左右，高雄大寮監獄

發生 6名受刑人挾持典獄長事件，震驚全台！ 

6名涉案受刑人包括竹聯幫尊堂高雄分會長鄭立德、靳竹生、黃子晏、

秦義明、魏良穎、黃顯勝，挾持典獄長陳世志、以及戒護科長王世倉。整起

事件歷經 14小時，警方出動逾 200名警力，與 6名受刑人展開對峙，最終，

12日凌晨 5點左右，6受刑人飲彈自盡，2名人質平安脫困。 

法務部：高雄監獄疏失遠比初步報告嚴重 

高雄監獄挾持事件發生後監獄警鈴大作，當時人在典獄長室的陳世志，

竟沒聽到聲響！ 

法務部昨(17日)續召開高雄監獄挾持事件檢討會，政務次長陳明堂承認，

案發過程、時間點與通報上皆疏失，「遠比原先初步調查報告還要嚴重」，

包括警鈴大作，典獄長陳世志事後表示沒聽到，顯示警鈴系統可能有問題。

此外，事發近半小時無人支援戒護科，讓人不可思議，將要求矯正署釐清疑

點、追究責任。至於雄監懲處問題，陳明堂表示，3月 4日會公布懲處名單，

將先給當事人澄清說明機會，再進一步判斷責任，至於名單是否包括陳世志

等人，陳說「沒有預設立場」。 

法務部對於各監所槍械室安全問題，除要求改進存放位置，還將增加瓦

斯槍、電擊槍等非致命性武器數量，並考慮引進橡膠子彈，現行監所備用的

真槍實彈，未來可能全面退出，日後如遇類似重大暴動，擬由警方攜械協助

處理。此外，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經過病理解剖及毒物檢查，確認 6囚是自殺，

報告已送高雄地檢署。 

機關安全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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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司改會執行長高榮志律師昨看了法務部的「監獄戒護管理檢討報

告」，直言這份報告不敢檢討自己，只在增加設備、要人、要錢等不重要問

題上打轉，「真正的核心問題都不敢碰」，如假釋的三振條款、毒品等刑事

政策為何等，看不出檢討有切中要害。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中華民國 104年 2月號） 

「請託餽贈必有因，公務執行要警覺。」 

 

 

 

 

 

 

 

 

 

 

 

 

保 防 短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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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站  

壹、前言 

農曆新年是台灣的三大節日之一，大家總是會準備豐盛的佳餚美食來

慶祝。在歡樂氣氛下，很容易讓人忽略日常應有的保健。所以春節前後是

心血管意外的高發期，與飽和脂肪、糖、鈉及酒精的大量攝取有確切關聯。

而魚是傳統的應景美食，以清淡的肥魚來取代部分油膩的畜禽肉，將帶您

平安進入新的一年。  

貳、調查報告 

一、春節前後要特別注意心血管問題 

據估計，目前全世界 1／3的非傳染性疾病之死亡數歸咎於心血管問

題，這主要來自脂質代謝異常。脂質包括三酸甘油酯和膽固醇，它們雖

然有許多重要的生理作用，可是血脂水平一旦

過高，就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積，長期將導致動

脈變厚變硬而失去彈性，內徑變窄而妨礙血流，

最後使血管破裂或造成血栓，引起腦中風、冠

心病或心肌梗塞等。  

  消 費 者 服 務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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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高血脂本身難以察覺，必須藉助檢測來診斷。如表 1所示，根

據血漿總膽固醇（TC）、三酸甘油酯、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的濃度，就可以找出高脂血症的各種類型：  

■ 高膽固醇血症：總膽固醇≧200  

■ 高甘油酯血症：三酸甘油酯≧200且合併 TC／HDL≧5或 HDL＜40 

■ 上述兩者兼有的混合型高脂血症：總膽固醇≧200且三酸甘油酯≧

200  

混合型高脂血症往往出現在肥胖者身上，他們同時是高血壓和第二

型糖尿病的危險群，所以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率很大。  

血脂的診斷還可以進一步簡化，即根據 LDL（俗稱壞膽固醇）與 HDL

（俗稱好膽固醇）之間的比例，來評價脂質代謝狀況的優劣。當血漿懸

浮大量 LDL時，膽固醇便容易引起動脈粥狀硬化；反之，HDL能清除多

餘的膽固醇。高濃度的 LDL雖不利健康，但 HDL的水平高則是有利的。

LDL過多或 HDL過少都可能造成問題，故 LDL／HDL的比值最好維持在 4

以下。  

而 LDL深受飲食的影響，某些脂肪酸的攝取量會改變 LDL／HDL的比

值。營養學家建議，每天吃下的脂肪應佔總熱量的 30％左右，其中飽和

脂肪酸要少於 10％（心血管疾病患者要少於 7％）、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10–15％、以及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少於 10％為最佳。合理地補充脂肪酸

是防治血脂異常的重要措施，這不單要衡量攝取的分量是否恰當，還要

考慮選擇的種類是否得宜。  

尤其在歲末天寒，血管收縮會造成血壓上升，而心血管疾病患者因

本身血管的彈性比較差，面對環境溫度的驟降，無論是腦中風或心肌梗

塞的發生率都大幅提高。加上過年時許多人休假在家缺乏活動，飲食油

膩又惡化血脂狀況，更促進心血管問題的出現。所以除了做好保暖措施

外，日常的飲食治療也不可忽視。 

二、飲食內容影響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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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出版的《膳食、營養和慢性疾病預防》（註 1）：

與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有確切關聯的飲食包括亞麻油酸、魚和魚油（EPA

和 DHA）、蔬菜和水果、鉀、以及少量至中量的酒精攝取；不過肉豆蔻

酸、棕櫚酸、反式脂肪酸、大量鈉和酒精的攝取會提高風險。  

而證據強度不如上述充分的研究顯示，飲食中的α次亞麻油酸、油

酸、非澱粉多糖、全穀類、未加鹽的堅果、植物固醇、以及葉酸很可能

降低相關風險。  

另外，若干科學證據有限地支持，攝取類黃酮和大豆產品可能會降

低風險；富含月桂酸的脂肪及β胡蘿蔔素補充劑則可能提高風險。  

更詳細的建議，可參考歐洲心臟病學會（ESC）和歐洲動脈粥狀硬

化學會（EAS）對血脂值異常提出的管理準則（註 2）。 

綜合這些資料，我們可以發現，反式脂肪酸、以及飽和脂肪中的肉

豆蔻酸、棕櫚酸和月桂酸都不利心血管健康，它們在動物脂肪裡的比例

通常要比在植物油裡的高出許多，除了棕櫚油和椰子油是例外。而不飽

和脂肪中的 EPA、DHA、α次亞麻油酸、亞麻油酸和油酸則有利心血管健

康，它們主要來自魚油或植物油。  

三、小型肥魚的營養價值遠勝豬牛肉 

肉類是優良的蛋白質來源，能彌補植物性蛋白利用率不高的缺點。

不過肉類品質的好壞，應根據裡頭脂肪酸的含量與質量去判斷。畜肉有

5～20％的脂肪，而且富含飽和脂肪酸。禽肉的脂肪含量比畜肉的低，

主要為單元不飽和脂肪酸。魚肉一般偏瘦，肥魚則能提供高價值的多元

不飽和脂肪酸。選擇肉類基本上可遵循一條簡單的規則：吃畜肉不如吃

禽肉，吃禽肉不如吃魚肉。  

魚肉是最佳的動物性食品，它兼具高蛋白、低脂肪、維生素和礦物

質豐富的優點。魚肉的蛋白質比例通常為 18～24％，能提供身體所需的

各種胺基酸，屬於完全蛋白質，營養價值相當高。而且魚肉的肌纖維較

短，蛋白質結構鬆散，所以質地特別軟嫩。另外，魚肉中的可溶性膠質

很多，水分含量大，消化吸收率超過 90％以上，尤其適合老年人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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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肉的脂肪一般僅 1～4％，比畜禽肉的少很多，常吃魚不會增加身

體負擔。其脂肪中的 80％為不飽和脂肪酸，能軟化血管，減少心血管疾

病的罹患率。脂肪豐富的魚如鯡魚、鯖魚、鮭魚、秋刀魚和沙丁魚等的

營養價值更高，因為提供了很特殊的ω-3脂肪酸─EPA和 DHA。它們主

要存在於寒帶水域的海魚中，這是畜禽肉和陸上植物所缺乏的營養素，

而兩者均可作為必需脂肪酸的替代物。  

每週消費 1、2次撲克牌大小的海魚，每次大約能提供 200～500毫

克的 EPA和 DHA，這樣可預防冠心病及缺氧性中風。EPA和 DHA還抑制

發炎、降低血壓、對抗血栓和避免老年癡呆症等。義大利心肌梗塞干預

研究曾針對 11,324名相關生還者做調查，經過 3.5年的試驗後發現，

若每天服用 1公克來自魚油的ω-3脂肪酸，總死亡率減少了 20％，死

於心血管疾病減少了 30％，突然死亡減少了 45％。  

另外，魚油含有大量的維生素 A和 D，尤其在肝臟內。魚肉中的維

生素 B群也不少，鉀、鈣、磷比畜禽肉多，海水魚還提供豐富的碘，這

些對神經系統發育或新陳代謝正常都非常重要。而能連肉帶骨一起吃的

小魚，則為極佳的鈣質來源。  

所以春節期間不妨以象徵年年有「餘」的應景食物──魚，來取代

飽和脂肪較多的畜禽肉。但是有兩點得注意：（1）魚的內臟盡量不要

吃，因為某些會導致食物中毒。（2）大型魚容易有汙染問題，最好選

擇能整條放在餐盤上的小型魚。  

四、魚，從哪裡來，為什麼重要？ 

在食安問題不斷的今天，部分民眾在買菜

時，開始會選擇具有「有機認證」、「生產履

歷」、「CAS」等各式標章的農產品，對於這些

經由認證過安全、衛生、可追溯生產流程的產品，在食用時也會相對安

心。而更有些消費者，會直接前往農學市集或農產地，透過面對面與生

產者的接觸，直接了解農作的生產情況，對於生產環境，更能眼見為憑。  

其實，食物的美味與否，是與食用心理息息相關的。農委會的產銷

履歷從 2007年推動至今，僅有 15項水產品具有認證作業辦法，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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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15項皆為養殖水產，對於從海裡捕撈上岸的水產品，消費者沒有任

何的辨識方法。我們不會知道，這些魚從太平洋來的、從大西洋來的，

或是從台灣海峽來的，也不會知道這些魚是圍網抓的、拖網抓的，還是

延繩釣抓的。市場上沒有提供任何的辨識機制，甚至，魚販自己都不知

道魚從哪裡來！也沒有任何的漁學市集，能讓消費者與捕魚的漁民面對

面，所以，我們即使號稱海島國家，對於海裡面有什麼，卻是相當陌生

的。  

五、永續海鮮選購指南 

「野生動物需要保護」，逐漸成為一種普世價值。然而，相較於陸

上的動物，海洋裡的生物，對台灣大多數人來說卻是陌生，自然也不容

易形成保護的意識。我們曾經忽略了，黑鮪魚跟黑熊一樣，都是野生動

物，並且，是瀕臨絕種的動物。許多的大型魚類（旗魚、鯊魚……），

如黑鮪魚一般，都面臨生存的危機，但當他們成為小片的生魚片、魚塊、

魚鬆，便順理成章地成為食材，不再被視為野生動物。  

農委會去年 6月，首次公告 2種台灣海水魚類進入保育類野生動物

名錄（曲紋唇魚、隆頭鸚哥魚）。根據台灣珊瑚礁學會提供資訊指出，

這兩種魚在台灣沿海的數量已經都在 30隻以下，原因是他們好吃，造

成商人的過度捕撈。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可能已成為讓海洋生物瀕臨滅

絕的幫兇。  

為了提供消費者選購海鮮的參考依據，中研院魚類生態與演化研究

室出版了「海鮮指南」，漁業署推廣之「海宴精緻魚產品標章」、屏東

縣政府「優質水產品產地證明標章」也都告訴大家怎麼挑選海鮮，建議

消費者認證購買，才能讓身體健康，海洋也健康。。海龍王愛地球協會

也出版「深海食堂」，直接建議到海產店該如何點餐。選購的主要判斷

原則是：（1）養殖魚優先於野生魚（2）銀白色魚優先於彩色魚（3）

購買植食性的養殖魚（4）避免大型魚（如：鮪魚、旗魚、鯊魚，通常

大型魚汞等重金屬量高）（5）少買珊瑚礁魚類。 

參、結語：以消費行動支持保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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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若能開始認識食物的來源、生產過程，除了是對生產者的監

督，對於負責任的農（漁）民來說，亦是一種肯定。當看到自己辛苦生

產的食物，能夠被認識、被認同，那股安心的力量，相信也會對自身健

康形成正面的能量。  

當愈來愈多的消費者走入田間親身體驗，形成一種互信互賴的關係，

投機的生產者將無所遁形。未來，我們應該也前進漁港，透過跟漁人聊

天的方式，了解餐桌上的魚，是從何而來？用什麼漁法捕撈？更應該要

求政府，對各種野生漁獲，必須建立透明可追溯來源的機制。消費者有

權知道，我們吃的魚，不是 5年前的冷凍魚，不是泡過藥劑的保鮮魚，

不是網路行銷包裝後名不符實的假魚。  

更重要的，未來，如果我們還想有魚吃，從現在起，就得睜大眼睛，

挑選那些對海洋環境友善的捕撈方式所生產的海鮮，透過消費力量的把

關，才能改變過度漁撈的現況，讓台灣漁業走向更永續的方向。透過消

費行動，我們將決定台灣海洋的未來！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版(生活)（104 年 2 月 25 日） 

55歲的黃女士和家人日前到南部旅遊，除了遊覽景點，逛夜市、路邊攤

讓行程添了許多樂趣，不料有一天逛路邊攤後，回旅館，就覺得眼皮很癢，

第二天，竟雙眼紅腫、流淚，無法睜開眼，急著就醫。 

黃女士表示，因為雙眼眼皮搔癢得厲害，忍不住用力搓揉，沒想到眼睛

會腫起來，視力也下降。經視力檢查，患者左眼視力只剩 0.06，連視力表的

最大字都看不清楚。 

醫師以細隙燈檢查，發現雙眼眼皮紅腫、發炎，且雙眼角膜受損破皮，

還有嚴重的角膜水腫，影響黃女士的視力。另外，她的臉部其他部分也有一

醫 療 保 健 注 意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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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皮膚紅疹，診斷是接觸性皮膚炎合併角膜破皮發炎，研判患者曾接觸到一

些刺激性的物質所致。 

黃女士仔細回想後表示，逛街時，在路邊攤看見漂亮又便宜的化妝品，

想要試試顏色合不合適。路邊攤老闆娘還很熱心將眼影直接塗抹在她的眼皮

上，而且一試再試，試了好幾個顏色，之後才開始有搔癢症狀。 

黃女士本身為敏感膚質，本來就需要特別小心接觸未曾使用過的化妝品，

此次使用的化妝品又是路邊販售的，成分及品質未明，才導致嚴重過敏，眼

皮出現搔癢紅腫。 

除此之外，致敏的眼影粉掉進眼內，造成發炎，加上患者頻繁揉眼，雖

然可以舒緩搔癢，卻導致刺激物質摩擦角膜，使得角膜破皮發炎，而後造成

視力下降。 

由於眼部皮膚較為敏感，建議民眾要使用來源和標示清楚的眼妝產品，

若真的不小心引起過敏，立刻停用產品；紅腫搔癢症狀厲害時，除了配合冰

敷舒緩症狀，務必要到醫療院所就診。 

另外，眼皮發癢時，千萬不要貪圖揉眼的痛快，因為有時候會把刺激物

質一起揉進眼睛，輕者造成眼睛異物感不舒服，嚴重還會導致角膜發炎破皮，

視力下降，婦女朋友千萬不要漂亮不成，還賠上眼睛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