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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喝水就會胖！」許多人明明就是小鳥胃，東西吃不多，身體膨脹的速度卻

比大食客更誇張，中醫師表示，這類虛胖體質的人，普遍有新陳代謝太差、體內多

餘水分排不出去、熱量消耗不足和臉色「青筍筍」等問題，建議平常可視代謝差的

型態，食用荷葉烏龍茶或羊肉炒韭菜調理體質，幫助減肥瘦身，也能保有紅潤好氣

色。 

★喝水就發胖！增強代謝力消除虛胖 

    童綜合醫院中醫科主任張哲銘醫師表示，常見的減重方法不外乎是節食、利尿

等，往往造成肌肉組織變少或是脫水，基礎代謝率越來越低，雖可獲得短暫性的瘦

身成果，但一段時間後就會復胖，且基礎代謝率越低，體重反彈的速度更快，甚至

有「喝水就胖」的現象。 

    中醫將肥胖者略分為「實證」和「虛證」兩種體質，前者多與食物攝取太多有

關，後者則與身體本身的代謝能力密切相關，特別容易出現吃不多卻發胖等現象。

張哲銘中醫師認為，減肥的基本原則就是「消耗的熱量」大於「吃掉的熱量」，而

對於代謝能力差的虛證肥胖者，除了適度控制飲食，更重要的是藉提升代謝力增加

能量和水分的消耗。如何加強代謝？運動和補益類食藥材都是不錯的選擇。 

健康與生活：臉色青筍筍！荷葉烏龍茶瘦身補氣色 

 

 

 



0 4 

★痰濕堆積型肥胖  荷葉烏龍茶助排水 

   這類肥胖者因身體的水分代謝出現異常，體內有水分停聚的痰濕現象，臨床主訴

有水腫的困擾，覺得身體腫脹、沉重乏力。中醫師通常會使用健脾利濕的藥物，調

理和促進水分的正常代謝。 

    藥膳方面可以煮四神湯（茯苓、芡實、蓮子和山藥等量）健脾利濕，也可再加

點山楂和陳皮，加強腸胃運化的功能。此外，山藥茯苓薏仁粥也是不錯的選擇，取

新鮮山藥 100 克、薏苡仁 30 克、白茯苓 15 克，加水熬煮，每 2 天服用一次，可健

脾祛濕、降脂減肥。 

    養生茶飲部分，可將山楂 10 克、陳皮 10 克、乾荷葉 30 克、烏龍茶 30 克，磨

碎後用熱水沖泡成「荷葉烏龍茶」；另可取決明子和山楂各 10 克、荷葉 5 克，以 6

碗水熬煮，起鍋後再放入 10 克菊花，製成「菊仙決明茶」。兩者均有清利濕熱、減

脂瘦身的作用。 

★脾腎陽虛型肥胖  羊肉炒韭菜暖化代謝力 

    脾腎陽虛體質的肥胖者，常見疲勞倦怠、體力差且怕冷等症狀，主要的問題在

於身體代謝能力太差，熱量消耗不足，外觀顯得沒有元氣，就算食物攝取量減少，

也會因代謝緩慢而不易變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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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同時提升身體代謝力、促進消脂、補充元氣，張哲銘中醫師表示臨床的藥

物處方會以「溫補脾腎」為原則，而民眾平日也可適度多攝取羊肉炒韭菜、芝麻糊

和核桃枸杞等，溫暖和調理脾腎功能。 

                                                  (轉載自奇摩華人健康網) 

 

 

                                                                             

    個人資料保護法自今（2012）年 10 月開始實施後，公司與個人都開始注意各種

資料的安全管理。小潘公司的業務人員在外面不小心遺失了公務用的筆記型電腦，

公司知道後，立即進行危機處理，要求資訊部門配合擬訂管制措施，防止機密資料

的外洩，以免造成個人資料外洩。  

    小潘接到指令後感到納悶，個人資料保護不是人力資源部跟業務部的事嗎？跟

資訊部門有什麼關係？小潘就把這個疑問提出來請教老師，司馬特老師喝一口美味

的焦糖瑪琪朵後，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反而笑著跟小潘講了一個故事。 

    日本電信 NTT 集團的 NTT Data 公司，是日本規模最大的系統整合業之一，2003

年 12 月，有一名派遣員工的筆記型電腦遭竊，導致相關的業務資料外流；2005 年５

月，又有一名員工遺失 USB 隨身碟，也造成大量員工資料外洩。在得知資料外洩事

件後，NTT Data 公司立刻通知各部門主管，並由總經理級和經理級主管組成事後調

廉政宣導：資訊環境的安全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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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員會，負責進行內部調查，以了解員工外洩資料當天的詳細經過與外洩資料的

內容和範圍，最後再提出外部因應措施。  

    小潘聽了這個故事後恍然大悟，企業在電子化後，所有重要的資料都存放在電

腦內，所以，資訊安全就成為首要工作。於是又提出他的問題：既然公司的資料都

存在電腦裏，要防止資料外洩就要從源頭著手，資料可能的外洩途徑有那些？  

    司馬特老師，繼續說道，一般常見的資料外洩管道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透

過行動裝置，另一類則是內部網路。行動裝置範圍廣泛，除了我們常用的筆記型電

腦、iPad、智慧型手機等可上網的裝置外，還包括行動儲存媒體，如行動硬碟、隨

身碟等。使用行動裝置造成資料的外洩管道有五種： 

一、 儲存媒體外洩：

過各式儲存媒體，將公司的機密資料下載攜出，包括個人資料、研發資料、

業務資料等。 

由於目前儲存媒體容量非常大，因此，有心人士很容易透 

二、 列印外洩：

出來的機密資料，沒有馬上去拿，很可能會被有心人士拿走，造成機密資

料外洩。 

公司因資源有限，往往都是整個辦公室共用印表機，如果列印 

三、 透過網路服務如FTP或電子郵件等管道外洩：

四、 

機密資料被有心人士利用FTP

站臺或電子郵件方式傳出，或者放在FTP站臺而被入侵、竊取，造成機密

資料外洩。 

透過外接式裝置外洩：大量要攜帶的資料，往往存放在外接式硬碟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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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沒有妥善保存，就會發生如 NTT data 公司類似的情形。 

五、 病毒入侵感染導致資料外洩：

料外洩。  

因使用者疏忽，致使病毒入侵，造成機密資 

    至於透過公司內部網路外洩機密資料的管道則更多，除了包括上述五種以外，

還有可能因為資訊流通的需求而導致資訊設備濫用，或是使用個人筆記型電腦處理

公務，因筆記型電腦遺失或遭竊而外洩機密資料；另外，伺服器也有可能被入侵而

使機密資料外洩。  

    小潘聽完司馬特老師的分析，發現機密資料外洩的管道還真多，實在是防不勝

防，於是想到有沒有可能利用坊間的資安產品來協助管制？而這些產品應該具備什

麼功能才能滿足需求？  

    司馬特老師喝口咖啡接著說，除了利用制度防止機密資料外洩外，以資安產品

協助管制也是一種方法，但坊間產品眾多，在選擇時，除了考慮軟體版本、產品概

念、防備對象、支援語系和作業系統支援度等基本項目外，還要特別針對控管、審

核、監看、管理等功能進行評估。  

    控管除了包括對儲存裝置控管、硬體部分加密功能、HTTP 上傳控管、FTP 上下

傳控管、離線控管、USB 指定使用等項目外，還有對使用者執行特定程式或瀏覽特定

網頁時會執行的控管條件，如檔案列印、網頁列印、使用鍵盤、滑鼠拖曳、剪貼簿

等。  

    審核則是對特殊需求的暫時開放，如瀏覽網頁、檔案列印，在審核確認檔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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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後，可暫時同意放行。  

    監看包括紀錄和警告，例如 HTTP 上傳操作紀錄、FTP 上傳下載操作紀錄、

PrintScreen 紀錄、管理者操作紀錄、檔案寫出紀錄、寫出資料的備份、軟硬體異動

紀錄等。  

    管理包括檢視軟體管理標準、遠端技術、報表功能、使用者管理、管理者管理

等，例如管理者管理可採用指紋辨識系統來協助。  

    最後，司馬特老師還是語重心長地告訴小潘，資訊安全的關鍵還是在人，制度

與系統都是輔助管理的工具，如果人沒有意識到資訊安全對組織的重要，就會有防

不勝防的危機出現。所以，要維護資訊安全，教育訓練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作者服務於新心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案情概要 

    99 年間，臺中女子監獄政風室針對該監作業科「自營作業及技能訓練業務營運

管理作業」實施專案稽核，發現自營作業巧克力門市銷售業務存在有「巧克力工場

生產日報簿」登載失真、門市現銷另帳管理、銷售現金未入帳及有帳無款等異常情

事，經會同相關科室深入調查，發現管理員戴○○經辦自營作業巧克力門市銷售業

法令宣導：監獄自營作業及技能訓練營運管理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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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以現行「生產日報簿」管理門市銷售業務，私自設計「門市出貨單」另帳管

理，並將 98 年、99 年之現金銷貨差額總計新臺幣（下同）118 萬 9,595 元放置於私

人抽屜內，預為 100 年沖銷帳目及調節營運績效用，涉及偽造自營作業相關報表及

私自扣留公款等罪嫌。 

★涉犯法條、起訴或判決理由 

    戴員利用經辦該監自營作業「巧克力」門市銷售機會，偽造自營作業相關報表

及私自扣留公款等行為，已分別觸犯刑法第 213 條、第 216 條「行使公務員不實登

載文書」等罪嫌，經函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結果，因戴員無不法前科，

單純留置現金銷貨差額備用，查無貪瀆之意圖，且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承辦

檢察官審酌刑法第 57 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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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0 年 12 月 10 日以 100 年度偵字第 22653

號案給予戴員緩起訴處分在案，期間為 1 年，並命其向公庫支付 3 萬元。 

★追究行政責任 

管理員戴○○記過 1 次、作業科長邱○○申誡 2 次。 

★弊案發生原因 

  （一）管理面 



0 10 

      法務部「獄政系統作業管理子系統」建置作業庫存、銷售、廠商、帳款、勞 

  作金與獎勵金等報表，作為營運管理機制。本案未依規定即時入帳登錄或核銷， 

  亦未將每日收受之現金、票據及有價證券，於每日或翌日連同填製現金及票券日 

  報表繳送出納單位簽收入帳，致使會計管理失真。 

  （二）執行面 

      本件驗收、管理、銷售均同一人，有違「法務部監所作業基金會計制度」採 

  用適用性表報，暨成品銷售及出售收款分由不同承辦人擔任之意旨。 

  （三）監督面 

      單位主管對管理員戴○○私設「門市出貨單」控制業績銷售及以現金調控營 

  運績效等違失，未及時糾正制止，造成帳目不實，影響自營作業營運管理之正確 

  性。 

★檢討與策進作為 

  （一）監所作業基金管理委員會訂定視察計畫，由前矯正司、會計處及臺灣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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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檢察署會計室共同組成，前往臺北監獄等 12 個矯正機關，就自營作業 

        生產及銷售流程之內部控制等進行深入訪查。 

  （二）本部會計處責成該監會計室加強擬定內部審核計畫，以協助機關內部控制   

        發揮功能。 

  （三）前矯正司將自營作業帳務管理事項，列為該年度各矯正機關業務評鑑重點 

        項目，以加強稽核各機關帳務管理，避免類似弊端再次發生。 

  （四）臺中女子監獄督促作業科結合獄政系統作業管理子系統管控材料與成品， 

        並責由科長加強複核事項；另由會計室、政風室加強執行內部審核或抽查 

        勾稽等措施。 

★結語 

    本案政風單位探究機關「從嚴規範」之窒礙、檢視「援例辦理」之風險、瞭解

「便宜行事」之迷思、勾稽「調整紀錄」之行為，及時查處並積極協助機關建構完

善內部控制措施，有效發揮「防貪、肅貪、再防貪」機制效能。 

                                            法務部所屬機關再防貪案例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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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載自清流月刊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洩漏機密生危險，國家安全非等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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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發生地震--不要躲在桌椅及床下，而是躲在桌椅及床的旁邊，道格卡普是

美國國際搜救隊隊長，自一九八五年至今，他及他的隊員己參與全世界七十九次重

大災難的救災工作，他曾經爬進近七百棟因為地震、爆炸而嚴重倒塌的建築物內，

搜救受困其中的生還者以及找尋罹難者的遺體。除了曾參與日本神戶大地震及美國

奧克拉荷馬市聯邦大樓爆炸案的救援工作外，多年來在國際中重大災難的救災工

作，他從未缺席過。 

    中華民國搜救總隊特別邀請卡普先生抵台演講，美國在台協會、加拿大駐華經

貿辦事處也邀請他，為美、加外交官員傳授在建築物倒塌時如何求生。卡普在得知

國人認為應躲在桌椅及床下避震的觀念後，很焦急地一再呼籲國人：不要躲在桌椅

及床下，而是要以比桌椅及床的高度為低的姿勢，躲在桌椅及床的旁邊。他以先前

和土耳其政府、大學合作拍製的地震逃生錄影帶，說明不要躲在桌下避震的道理。  

    透過土耳其政府協助，製作單位爆破一棟廢棄大樓，模擬地震時建築物倒塌的

情形，工作人員先依據「常識」--也就是在桌椅下及床下放置十具模特兒；另外，

在桌子床舖等家具旁，也同樣放置十具模特兒，在炸藥引爆後大樓變成斷坦殘壁，

他和搜救隊員依序找到二十具模特兒--在桌床下的十具模特兒，有八具被壓成全

毀，其中一具甚至頭、身、腳斷成三截；其他放置在桌椅及床旁的十具模特兒，則

機關安全維護：在地震中如何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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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安好無事。卡普解釋說，建築物的天花板因強震倒塌時，會將桌床等家具壓毀，

人如果躲在其中，後果不堪設想，如果人以低姿勢躲在家具旁，家具可以受倒塌牆

板的力道，讓一旁的人取得生存空間。 

                                                         轉載自清流月刊 

 

 

 

   日前有消費者向新北市政府法制局提出消費爭議申訴，表示其於 101 年花費 10

多萬元購買柚木衣櫥，使用 1 年後發現疑似衣櫥掉色汙染衣物，經詢問後業者才表

示柚木衣櫥出油是正常現象，但消費者表示購買時業者未告知柚木有此特性，亦未

提醒其於放置衣物時採取隔離保護的措施，造成衣物沾染油漬，經清洗亦難以回復

原狀，且於損害發生後業者要求消費者再自付 1500 元打蠟，並拒 絕賠償衣物毀損

之損失。本件業者經合法通知但未出席市府召開之協商會議，故無法進行協商。 

    消保官表示，許多消費者選購家具時多是依據個人喜好或價位來作考量，對於

家具之材質或特性通常不甚暸解，經諮詢新北市家具商業同業公會簡隆富理事長，

其表示市售木質家具(如柚木、樟木等)因考量特殊紋路或香氣，可能未經上漆處理，

此時即會有自然出油的現象，倘衣物不常穿著長期放置於內，確實可能污損衣物。

因一般消費者較難判斷，所以業者於銷售時應該將有無上漆之情形告知消費者，如 

消費者保護宣導：當心柚木衣櫥未上漆，自然出油污損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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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上漆，可提醒消費者另購防塵套以保護衣物。 

    消保官表示，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4 條規定，企業經營者對於其提供之商品或

服務，應重視消費者之健康及安全，並向消費者說明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方法，維護

交易之公平，提供消費者充分與正確之資訊，及實施其他必要之消費者保護措施。

因此，消保官也特別呼籲家具業者，應於銷售時主動向消費者說明木質家具可能出

油之特性，並提供正確的使用或保養方式，以免柚木家具對衣物或其他傢俱(如床

墊、 椅墊)造成損害，衍生交易糾紛。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鸚鵡好鬥。主人在籠中放入一隻麻雀。 

結果被鸚鵡打死。 

鸚鵡說：「不過癮！！！」 

主人放入一隻老鷹。結果老鷹被打死了。鸚鵡的毛卻沒了。 

鸚鵡說: 

「真是的！不脫衣裳還真打不過他~」 

                                                  宜蘭監獄政風室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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