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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貝簽署廉政合作協定防制跨國貪瀆 
    法務部長蔡清祥於 7 月 2 日與貝里斯檢察總長兼法務部長裴瑞斐
（Michael Peyriffite）在總統蔡英文、貝國總督楊可為及雙方外交人員的

見證下，正式簽署第一份與邦交國所簽訂的廉政合作協定，象徵跨國廉政
合作機制大幅邁進，意義深遠……（繼續閱讀 p.2） 

刑訴法修正通過，防逃條款補破網 
    國內過去發生多起判刑定讞的貪汙或經濟罪犯棄保潛逃，引來社會
譁然；這次修法主要是健全防逃機制，法務部長蔡清祥以「開啟防逃電
子天網，悟空戴上緊箍咒，逃不了」，形容這項修法；司法院則表示，
這是偵查、審判、執行三階段新里程碑……（繼續閱讀 p.5） 

監獄自營作業爆偽造文書等管理弊案 
  某監獄政風室實施業務稽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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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閱讀 p.10） 

不只雞蛋！5 招防沙門氏菌污染 
    天氣愈來愈熱，高溫環境讓各種病菌蠢蠢欲動，愛吃生食、喝冷
飲的人，不只要防範大腸桿菌，更要小心沙門氏菌。去年嘉義縣就有
豆漿店爆發食物中毒的事件，造成 40 多人發燒、上吐下瀉，甚至有

一位研究生 3 天後去世……（繼續閱讀 p.16） 

收容人不服管教，集體攻擊工場主管 
    某監獄紙袋加工工場收容人因對該工場主管宣布需同時開動用餐一

事心生不滿，憤而至主管桌前翻桌並徒手攻擊主任管理員，同房收容人

見狀，竟持塑膠椅及白鐵製之發藥推車藥盤輪番攻擊並砸向主任管理

員......（繼續閱讀 p.11） 

監獄服務員違法查看、竄改病歷資料 
   某監獄病舍服務員於收封後，利用護理師之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
訊管理系統，而該護理師之帳號及密碼即寫於便條紙並置於電腦螢幕
上，使得該服務員乙得以登入獄政系統查看收容人病歷資料並加以纂

改…….（繼續閱讀 p.14） 

APG 評鑑佳績，蘇揆：展現洗防決心！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日前正式發布第三輪相互評鑑報告，台灣獲
得最佳的「一般追蹤」等級，8 月在澳洲舉行的 APG 年會將最終確認，行
政院長蘇貞昌 7 月 4 日在行政院會指示，這段時間內，仍須結合國內外力
量，促使各會員國看見台灣的努力與決心……..（繼續閱讀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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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貝簽署廉政合作協定防制跨國貪瀆 

總統：兩國寫下合作新里程碑 
 

 

     法務部廉政署 2018 年底研擬廉政合作協定草案，並與外交

部共同努力，終於在台灣與貝里斯建交 30 週年之際，與貝里斯簽署

廉政合作協定，是我國與邦交國所簽訂的第一份，象徵跨國廉政合

作機制大幅邁進，意義深遠。 

 

貝國2016年12月9日就已簽署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CAC），

成為第 184 個簽約國，並成立廉政委員會，裴瑞斐 2017 年 11 月率

團至維也納參加 UNCAC 締約國第 7 屆會議，也在會上被讚揚為第

一個準時提交自我評估清單的國家，聯合國亦於 2018 年間指派專家

前往貝國實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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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長蔡清祥於 7 月 2 日與貝里斯檢察總長兼法務部長裴瑞

斐（Michael Peyriffite）在總統蔡英文、貝國總督楊可為及雙方外

交人員的見證下，正式簽署第一份與邦交國所簽訂的廉政合作協定，

未來在協定的架構下，台

灣與貝里斯將在「交流互

訪」、「專業技能」、「執

法情資分享」等領域發展

實質廉政合作關係，奠定

廉政合作領域良好基礎，

打擊跨國犯罪。 

 

總統致詞表示，今年 10 月，台灣和貝里斯建交滿三十週年，台

灣和貝里斯從 1989 年建交以來，是承平時期的好夥伴，也是艱困時

期的友人。對於今年 5 月的「世界衛生大會」（ＷＨＡ），台灣再

次未能收到邀請函，貝里斯也提案力挺台灣的參與。 

 

楊可為總督致詞表示，台灣以堅定的反貪腐立場有名，賄賂、

洗錢、走私毒品都是對國家及全球不好的行為。所以，他很高興今

天能與台灣簽訂協定，在此領域合作，並再次重申貝里斯對台灣的

深厚友誼及感情。 

 

由於台灣的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於 2018 年 3 月底

公布，並於 8 月份經國際反貪腐專家審查結果，提出「台灣的反貪

腐改革」結論性意見報告，作為政府擬定廉政政策、法制規範及相

關工作的重要參據。在台貝簽署廉政合作協定後，未來可與台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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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反貪腐工作及聯合國評估作業的相關經驗，以使台灣反貪腐法制

得與國際接軌，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強化國際合作」的要求。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中時電子報、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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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逃條款三讀通過補破網 

建構我國電子監控防逃機制新里程碑 
  

 

    立法院臨時會7月3日三讀

通過「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新增電子腳鐐監控等四款防逃機制。

另外，新法防逃更嚴格，被告在判

決確定到發監執行前最有可能潛逃

的空窗期，及被告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逾二年有期徒刑，而有相

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者，檢察官得逕行拘提執行。 

 

 

國內過去發生多起判刑定讞的貪汙或經濟罪犯棄保潛逃，引來社

會譁然；這次修法主要是健全防逃機制，法務部長蔡清祥以「開啟

防逃電子天網，悟空

戴上緊箍咒，逃不了」，

形容這項修法；司法

院則表示，這是偵查、

審判、執行三階段新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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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訴法三讀 增 4 款防逃機制 

台灣發生多起判刑定讞的貪污犯或經濟犯棄保潛逃案例，司

法正義無法伸張，引發民眾不滿。例如，今年 3 月間，貪污被判

刑十四年半定讞的屏東縣前車城鄉長林錫章在發監前夕落跑；本

次修法健全防逃機制，增加羈押替代措施，避免再有停押或判決

定讞的被告潛逃，傷害司法公信力。 

 有逃亡之虞 得逕行拘提 

現行刑訴法第 116 條之 2 規定，法院許可停押時，得命被告

定期向法院或檢察官報到；不得危害、恐嚇被害人、證人、偵審

本案的公務員等人的身體或財產；保外就醫者，未經許可，不得

從事與治療目的顯然無關的活動等。 

三讀條文新增四款防逃機制，包括接受科技設備監控、限制

活動區域、提交護照或旅行文件、禁止處分財產，以有效掌握被

告行蹤，其中科技設備監控就是目前使用在性侵假釋犯身上的

「電子腳鐐」。 

 停押者 命宣判期日到庭 

另明定「法院於審判中許可停止羈押者，得命被告於宣判期

日到庭」，藉此防杜被告逃匿；若被告違背上述事項，法院或檢

察官不僅得逕行拘提，也可聲請羈押、羈押或再執行羈押。 

三讀條文明定，檢察官於必要時，得於裁判法院送交卷宗前

執行之，以避免受刑人利用判決確定後、執行檢察官收到卷宗前

的空檔，趁機逃匿；此外，被告經諭知死刑、無期徒刑或逾二年

有期徒刑確定，而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者，檢察官得逕行

拘提；相較於舊法需五年以上徒刑，新法更為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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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檢察司司長王俊力指出，目前調查局追緝外逃人犯有261

人、刑事警察局有 49 人，相關單位根據各自業務重點對重要通緝犯

發布公告，法務部已整合檢、調、警機關的有關資訊，通緝犯資訊

在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即可查知。 

 

司法院表示，案件於檢察官偵查中或法院審判中，是分別由承

辦檢察官、法官主導或指揮程序之進行，並持有保管相關卷證，為

使偵查或審判程序得以順利進行，並兼顧人權保障，司法院將與行

政院會商，依機關功能最適原則，按偵查或審判程序，分別規劃由

檢察機關或法院得適切執行羈押替代處分之辦法。於草案公布施行

後，司法院亦會配套修正或與行政院會同訂定相關子法，以資因應。 

 

 

（資料來源：法務部、自由時報、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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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洗錢防制國際評鑑傳捷報！ 

蘇揆：APG 確認前仍須結合國內外力量 

 

    亞太防制洗錢組織（APG）日前正式發布第三輪相互評鑑報

告，台灣獲得最佳的「一般追蹤」等級，8 月在澳洲舉行的 APG 年

會將最終確認，行政院長蘇貞昌 7 月 4 日在行政院會指示，這段時

間內，仍須結合國內外

力量，促使各會員國看

見台灣的努力與決心，

讓產業及民眾都能共享

金流秩序穩定所帶來的

正面效益。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表示，依據報告，我國在 11 個效能遵循

項目中，取得共計 7 個項目（風險、政策與協調；國際合作；洗錢

及資恐金融情報；沒收；資恐調查與起訴；資恐防制措施與目標性

金融制裁；資助武擴之目標性金融制裁），屬於實質上相當有效（標

準值為 5 個以上）；在 40 個法令遵循項目中，低於未遵循項目者僅

7 個項目（標準值係需少於 8 個），確定達最佳之「一般追蹤等級 

(regular follow-up)」，比以往評鑑屬於「加強追蹤等級(enhanced 

follow-up)」，更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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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貞昌在行政院會表

示，台灣在 1998 年以創始

會員國身分加入亞太防制洗

錢組織，也是第一個通過洗

錢防制專法的亞洲國家。近

年來政府致力遵循 APG 各

項規範與要求，制定及修正

相關法規，包括洗錢防制法、公司法及國際刑事司法互助法等，並

強化金融監理，落實不法金流追查，同時廣為宣導，提高公私部門

認知與防範意識，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共同進行洗錢防制。 

 

行政院洗防辦指出，洗錢防制評鑑效益長達近 10 年，評鑑結果

不僅影響我國金融秩序與發展健全與穩定，更實質涉及外商投資對

我國金流環境評估，長期影響台灣經貿發展，而評鑑佳績更有助於

台灣深化並實質參與國際組織。對此評鑑成果，除感謝各界體認洗

錢防制推動工作是國家競爭力重要一環，且在觀念行動一致努力，

未來，我國不僅要以經濟繁榮為目標，尚要提升高度，贏得國際尊

敬，始得致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中時電子報、聯合新聞網、中央廣播電臺、

新頭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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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歷年貪瀆案例解析 ─ 

監獄自營作業及技能訓練營運管理弊案 
 

    某監獄政風室實施業務稽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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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現金銷

貨差額總計新台幣（下

同）118 萬 9,595 元之

放置於私人抽屜內，預

為來年沖銷帳目及調節

營運績效用。 

 

 涉犯法條 

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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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觸犯刑法第

213、216 條「使公務員不實登載文書」等罪，惟其留置現金於

私人抽屜僅係單純作為銷貨差額備用，尚不具貪瀆意圖，故未觸

犯貪瀆相關犯罪。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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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安全維護案例解析 ─ 

收容人不服管教集體攻擊工場主管 

 

某監獄紙袋加工工場收容人甲因對該工場主管宣布需同時開動

用餐一事心生不滿，憤而至主管桌前翻桌並徒手攻擊主任管理員丙，

同房收容人乙見狀，竟持塑膠椅及白鐵製之發藥推車藥盤輪番攻擊並

砸向主任管理員丙；此

時，洽逢戒護科長巡視

發現，立即進入工場制

止，並呼叫警力支援，

該兩名施暴之收容人

經支援警力制伏後，事

故至此平息。 

 

遭甲、乙二人持續攻擊之主任管理員丙送醫後，經腦部電腦斷層

檢查及醫師診斷，有腦震盪及出血現象，右手大拇指骨折、鼻樑與嘴

角挫傷、右後腰瘀青，且有暈眩、噁心症狀，持續於加護病房觀察。

該監除依規定對施暴之收容人甲、乙辦理違規外，全案另經函送轄區

地方檢察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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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分析 

1. 未能掌握收容人情緒與囚情動態 

揆諸監所暴動之原因，諸如長期情緒抑制與偶發事故之

刺激相結合、行刑處遇及生活待遇引發不滿情緒、職員操守

不佳或管理鬆懈等。倘管理人員之警覺性不足，對收容人之

不穩定情緒或異常行為疏於注意及防範，便難以機先化解衝

突，避免事態擴大。 

2. 欠缺危機處理經驗與能力 

管理人員缺乏處理突發事故之經驗及技巧，在暴動、鬧

房、擾序等事件即將發生或發生時，無法迅速應變、即時疏

處，釀成重大事故，危害自身與機關安全。 

 

 興革建議 

1. 隨時觀察囚情，避免成群結黨 

常保危機意識，留意囚情動態，對於收容人之配業，應

注意地緣、血緣等人際關係，並妥當分配其作業桌次及舍房，

勿將關係相近或涉入同一案件之收容人集中在同一場舍，以

免互通聲息，惹是生非。 

2. 加強教育訓練，提升管理素質 

透過勤前教育、常年教育等時機，協助戒護人員充實專

業知識，建立正確管教觀念及精進管教方法，以化解收容人

對戒護人員的對立心理，促進囚情穩定，減少戒護事故發生。 

3. 舉辦防暴演練，提高應變能力 

針對戒護事件或自然災害等危機情境，建立危機處理機

制，並定期進行模擬訓練，協助管理人員熟悉其在危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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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及應負的責任，以提高警覺性與反應力，

同時增加相關單位間的配合程度，俾有效處理突發事件。 

4. 加強考核輔導，暢通申訴管道 

加強對收容人之溝通輔導工作，對於適應不良、重刑、

有戒斷症狀等特殊收容人，不僅限於書面記錄其行狀，亦應

請教誨師、輔導人員個別輔導，或請專業醫療人員到監治療；

另妥善處理收容人申訴個案，促進下情上達，有助於疏導積

怨，減少敵對態度。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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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機關公務機密案例解析 ─ 

服務員利用職員帳密登入獄政系統 
 

某監獄統計室發覺衛生科電腦有異常登入情形，經調查為病

舍服務員乙於收封後，利用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登入獄政資訊管理

系統（下稱獄政系統），而該護理師甲之帳號及密碼即寫於便條紙並

置於電腦螢幕上，使得該服務員乙得以登入獄政系統查看收容人病歷

資料並加以纂改。 

 

 原因分析 

1. 職員欠缺保密觀念及便宜行事 

衛生科護理師甲為貪圖處理業務之便利，未遵守資安保

密規定，將個人應保守秘密之電腦帳號及密碼置放於容易取

得之電腦銀幕位置，致他人得以輕易窺見及開啟電腦查看機

密資料。 

2. 未確實避免服務員不當接觸機敏資料 

服務員僅協助一般性、非敏感性事務，不應涉入主要核

心業務，如機密公文書處理、收容人教誨資料、衛生醫療器

材、收容人病歷管理等；戒護區內設置電腦之調用單位，亦

不得使服務員接觸電腦，以免收容人藉機竄改各類型機敏資

料，導致公務機密外洩等機關風險情事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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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革建議 

1. 落實電腦資訊安全措施 

機關公務電腦儲存機敏資訊，矯正機關除行政人員外，

擔任戒護工作之戒護人員，對於公務機密規定仍需有所理解，

平時便應注意個人電腦密碼不可隨意置放可輕易窺視之處、

勿任意下載不明軟體或開啟不明電子郵件、離開坐位時鎖定

螢幕顯示畫面等，居安思危方能做好保密措施。 

2. 收容人敏感個資避免由服務員處理 

矯正機關遴選收容人擔任服務員，應注意渠等因執行作

業而有較高之行動自由度，且場舍及職員辦公室亦有配置遴

用服務員協助文書業務處理，使服務員有經手收容人個資、

書信、刑案等機敏資料之機會。因此，收容人個人資料或其

他機密公文書均應責由機關職員親自處理，以免服務員基於

不良意圖有機可趁。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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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容易拉肚子？ 

專家 5招教你預防沙門氏菌找上門！ 
 

 

     去年（2018 年）4 月，嘉義縣民雄鄉一間知名豆漿店爆發

食物中毒事件，造成 40 多人發燒、上吐下瀉，甚至一名男研究生 3

天後過世。近日調查結果出爐，指向是豆漿店法式吐司（沾蛋液及

牛奶煎成）使用的生蛋

汁遭到沙門氏菌感染，

導致男研究生沙門氏菌

感染併發腸胃炎，引發

代謝性衰竭及敗血性休

克死亡。 

 

 

蛋類、奶製品、肉類、飲用水，都可能遭汙染 

 

南投醫院感染科主任廖嘉宏解釋，沙門氏菌是人畜共通的細

菌，普遍存在家禽、家畜的身上及腸胃道裡，最常見是母雞下蛋時，

沙門氏菌直接沾附在蛋殼上，也可能蛋殼接觸帶有沙門氏菌的雞糞

而遭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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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除了蛋類，奶製品和肉類也可能帶有沙門氏菌。這也是

為何一般建議挑選洗選蛋、乳製品最好經過滅菌處理及妥善冷藏、

肉類也需合格處理和冷藏，以免吃下遭沙門氏菌感染的食物。 

 

還要注意的是，沙門氏菌是糞口傳染的細菌，如果遭感染的患

者如廁後沒有洗手，接著烹調食物，下一個人很可能就把被排泄物

汙染的食物吃下肚，引起不適。尤

其沙門氏菌適合生存在 35°C 左

右，在夏天的高熱環境，如果民眾

愛喝冷飲，一旦飲用水遭汙染，就

可能造成集體感染，梁程超說。 

 

免疫力低下患者，恐引起敗血症致死 

 

梁程超和廖嘉宏均表示，一般人免疫力正常，只要妥善治療，

大約 2～3 天就會自行緩解，有時甚至不需就醫、多補充水分、電解

質，也能自行痊癒，致死率並不高；但若是免疫低下的人，就要小

心引發敗血症，有致命疑慮。 

 

廖嘉宏指出，若吃下受沙門氏菌汙染的食物、且菌量相當大，

平均半天～1 天、最長 2～3 天，就會出現噁心、嘔吐、腹瀉、發燒

等症狀。梁程超亦表示，少量細菌能被胃酸抑制，還有免疫系統防

衛，除非暴露菌量相當大，通常要達到 10 萬隻以上的菌量才容易出

現臨床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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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免疫力正常的人，只要使用腸胃道藥物，加上補充水分、

電解質，大約 2～3 天症狀就能慢慢改善。但若症狀較嚴重或免疫力

較差，例如嬰幼兒、老人、癌症患者、洗腎患者、愛滋病患、器官

移植患者、使用免疫製劑的病患等，可能需要抗生素治療，以免引

發敗血症。因此，廖嘉宏建議，出現症狀還是要就醫，由醫師判斷

是否使用特殊藥物治療。 

 

「很難想像年輕患者吃完（遭沙門氏菌汙染的食物）出現腸胃

道症狀，甚至因此喪命，」法式吐司需要使用蛋液，可能遭沙門氏

菌汙染，但廖嘉宏說，對年輕人來說，通常病情不會太嚴重，除非

吃進很高菌量或免疫力異常，但因為不清楚前述男研究生患者的狀

況，無法判斷究竟是什麼原因致命。 

 

食物煮熟再吃，避免沙門氏菌吃下肚 

 

高溫環境不利於沙門氏菌生存，專家們建議，預防感染沙門氏

菌可以從以下 5 招下手： 

 

 選擇洗選蛋、經過滅菌處

理的奶製品、冷凍屠宰肉

品，且須妥善冷藏或冷凍。 

 不吃生食。即使雞蛋經過

洗選或者冷凍屠宰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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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無法確保完全沒有沙門氏菌殘留，因此最好拿過蛋之後要再

洗手，而且食物必須煮熟後再吃。 

 生食、熟食分開，且烹調食物前或餐前便後應確實洗手，小心

處理食物。 

 若出現嘔吐、腹瀉或發燒等症狀，應儘速就醫，並避免處理食

物，以防傳播他人。 

 少外食。由於難以確保外食餐飲業者的製程和衛生環境，廖嘉

宏常建議免疫力低下的患者外食需多注意衛生，確保食材清洗

乾淨、完全煮熟才下肚。 

 

 

（資料來源：康健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