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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宣導專車抵達台北 廉潔寶寶動畫首登場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列活動」8 月 29 日到達臺北，結合臺北市政府「兒
童誠信月」活動，廉潔寶寶們首次登上大螢幕，透過 3D 動畫告訴現場 150 位
幼兒園的小朋友們「看到怪怪的請舉手（勇敢吹哨）」！。……（繼續閱讀 p.2） 

反賄選不停歇!!法務部自製「全民反賄選」
宣導影片、貼圖亮相 

   因應第 15 任正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反賄選宣導，法務部推
出自製宣導影片和網路貼圖，並於 8 月 14 日首次亮相……（繼續閱讀 p.4） 

 

桃園議員涉詐助理費，二審判 12 年 6 月 

  桃園市議員邱佳亮涉以人頭詐領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等逾 822 萬餘
元，一審被依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判刑 12 年 6 月，褫奪

公權 6 年。高院今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可上訴……..（繼續閱讀 P.8） 

中秋烤肉月餅不停歇 當心腸躁症上身！  

    中秋佳節到了，同時烤肉大餐也樣樣來，更有不少民眾以月餅當作
點心，假期三天肚子都呈現飽飽飽的狀態，台灣營養基金會執行長暨營

養博士吳映蓉提醒高鹽高油脂易增加身體負擔，當心腸躁症上身……（繼
續閱讀 p.12） 

貪污罪判刑 8 年 6 月 花蓮前議員入監服刑 

    前花蓮秀林鄉長、縣議員許淑銀，7 年前時任鄉長，因蘇拉風災搶修
工程收賄遭判刑 8 年 6 個月、褫奪公權 5 年，今(3 日)早在鄉親陪同下入

監執行......（繼續閱讀 p.9） 

有消保會監督？消保處:一頁式廣告盜圖勿信 
   近年來，「一頁式廣告」遍及臉書、社群網站等，有業者截圖台灣消費
者保護協會的 LOGO，置於其網頁底端，並打著「接受該團體監督」的口
號。台灣消保協會聲明表示，無替任何業者背書，消費者勿輕信不肖業者

的詐騙技倆…….（繼續閱讀 p.10） 

全台唯一日式監獄，百年建築體驗犯人日常 

    百年歷史的監獄建築如今已成為監獄博物館，其特殊的設計更是世
界唯一原地保存的賓夕凡尼亞式監獄，旅人們能一窺當時犯人的生活環
境，體驗罪犯的日常……..（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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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活動抵達臺北 

廉潔寶寶動畫首登場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列活動」8 月 29 日到達臺北，並

結合臺北市政府「兒童誠信月」活動，讓廉潔寶寶們首次登上大螢

幕，透過 3D 動畫告訴現場 150 位幼兒園的小朋友們「看到怪怪的

請舉手（勇敢吹哨）」！。 

 

為呼應及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預防措施中所倡議之反貪腐教

育工作，並使外界瞭解法務部廉政署持續推動廉潔教育向下扎根的

用心與決心，廉政署 2019 

年統籌規劃辦理「廉潔教育

校園宣導專車系列活動」，

並擇定於全臺 8 個主要活

動場地停靠；該系列活動已

於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

及澎湖縣熱情登場，8 月 29 日活動在臺北市政府舉辦，特別邀請臺

北市府及鄰近的幼兒園共同參與「兒童誠信月」的動畫首映會，播

放由臺北市政府及廉政署共同製作的「廉潔寶寶聯盟－看到怪怪的

請舉手（勇敢吹哨篇）」3D 廉潔動畫，並由臺北市柯市長文哲與廉

政署鄭署長銘謙共同為這個活動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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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寶寶除了在舞台

上擔任開場表演的重要角

色外，還一躍進入 3D 動 

畫裡當起主角！該次活動

以幼兒園學童為主要對象，

動畫首映後立即由幼兒園

園長進行互動教學，讓學童

們對動畫的情節能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識；現場也包括臺北市政府

及經濟部、財政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新北市政府、桃

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基隆市政府、臺東縣政府等 10 個政風機

構所設計符合幼兒年齡層學習的體驗遊戲，在老師及工作人員從旁

協助下，讓遊戲更加富有誠信、不貪心的教育意義。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系列活

動」接下來將於 9 月 11 日在臺東縣

立體育場登場，由廉潔熱氣球「T 寶」

人偶帶領學童們以族語大聲說出正義、

公平、誠實、不貪心等廉潔相關詞彙，

表現廉潔與誠信行為的自信與活力；廉政署誠摯邀請民眾攜手共襄

盛舉，共同為下一代的廉潔教育而努力。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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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賄選不停歇! 

法務部自製「全民反賄選」宣導影片、

貼圖亮相!! 

    因應第 15 任正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反賄選宣導，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日前提出「科技查

賄指揮中心」和「雲端反賄數位平台」

構想後，法務部再度推出自製宣導影

片和網路貼圖，並於 8 月 14 日記者

茶敘中首次亮相，期望透過一波波的

宣導活動和素材，吸引民眾的注意，

共同加入「啄木鳥公民」的行列。 

 

蔡清祥部長於致詞時，首先

強調本次宣導影片和網路貼圖都

是由地檢署同仁發揮創意，自製

完成，其內容和品質與專業水準

不相上下，顯示大家對反賄選宣

導的投入和努力。另外蔡部長也

表示，針對立委和總統選舉反賄選，各地檢署在接獲法務部反賄選

宣導計畫後，都已經緊鑼密鼓籌劃相關宣導事宜，結合選務、警政、

調查、廉政等系統，全體總動員，希望讓民眾瞭解賄選的危害，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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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賄選，進而能一起檢舉賄選，最後蔡部長期許各地檢署要精益求

精，跳脫過往宣導模式，以創新多元的方式，深化反賄選宣導。 

 

此次發表會宣導影片係以「全民反賄

選」為主軸，由 19 個地檢署深入社區鄰

里拍攝片段剪輯而成，影片中民眾不分男

女老幼，大聲疾呼反賄選，彰顯對於反

賄選理念的支持，也看到地檢署在社區連

結上的努力。而網路貼圖部分則是由彰化地檢署觀護人室共同創作，

以 Q 版檢察官形象呼籲全民一起反賄選，後續法務部並將透過各網

絡單位推廣運用，更深化反賄選觀念。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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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臺唯一日式監獄! 

百年建築體驗犯人日常 

    百年歷史的監獄建築如今已

成為監獄博物館，其特殊的設計更是

世界唯一原地保存的賓夕凡尼亞式

監獄，旅人們能一窺當時犯人的生活

環境，體驗罪犯的日常。 

 

嘉義監獄位於嘉義東區，於日治大正

11 年完工，用來當作台南監獄的支監做使

用，如今已成為嘉義獄政博物館。監獄內部

的各項設施保存狀況良好，完整的硬體設

施，是法治教育及人權演進非常好的活教

材，園內更展示了許多當時的器物，讓人們更了解其當下狀況。 

 

嘉義監獄更是世界現存唯一一個原地保存的賓夕尼亞式監

獄，典獄長室及辦公室都陳列了許多當時的文物，旅人們能從其文

獻照片進一步了解當時監獄的生活情

況。而嘉義監獄之所以特別是因建築規劃

及空間設計與構造工法上，為了降低人力

成本但維持有效管制，以中央台為中心以

放射狀將牢房延伸，達到可輕易監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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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內還展示了當時的刑具、手鐐、

腳銬以及收容人的衣物，跟著導覽員走進

牢房範圍，可深刻感受其壓抑的氛圍與窄

小生活空間，令人不勝唏噓。目前獄政博

物館無法自由參觀，每天有四個時段會定

時導覽，但不需要預約，僅需在時間點前到達即可參與，非常方便。 

 

 

 

 

（資料來源：嘉義市政府、ya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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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議員涉詐領助理費 

二審遭判 12 年 6 月 

    桃園市議員邱佳亮涉以人頭詐領公費助理補助費用等逾 822

萬餘元，一審被依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罪判刑 12 年 6

月，褫奪公權 6 年。高院今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可上訴。 

 

一審桃園地方法院判決指出，邱佳亮

為升格前桃園縣議會第 17 屆縣議員（任

期自民國 99 年 3 月 1 日至 103 年 12 月

25 日），及升格後桃園市議會第一屆市議

員（任期自 103 年 12 月 26 日至 107 年 12 月 25 日）。 

 

邱佳亮涉嫌自 100 年起，以不實公費助理資料，向桃園議會詐

得公費助理補助費用新台幣 822 萬 5617 元，另明知出國期間未出

席議會，回國後仍補簽到，詐領出席費、交通費及膳食費 7350 元。 

 

一審法院審酌，邱佳亮身為桃園市議員，本應自律為選民榜樣，

僅因貪圖公費助理補助詐領補助費，案發後矯飾為遭陷害之姿，難

認有確實悔意，判刑 12 年 6 月，併科罰金新台幣 120 萬元，褫奪

公權 6 年。案經檢察官、邱佳亮提起上訴，台灣高等法院認為上訴

無理由，今(3)日駁回上訴，維持一審罪刑，仍可上訴。 

（資料來源：中央社、三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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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罪判刑八年六月 

花蓮前議員入監服刑 

前花蓮秀林鄉長、縣議員許淑

銀，7 年前時任鄉長，因蘇拉風災搶

修工程收賄遭判刑 8 年 6 個月、褫奪

公權 5 年，今(3)早在鄉親陪同下入監

執行。 

 

許淑銀今天上午 11 時入監報到，支持鄉親到場送別，發現媒體

在旁守候，還向前婉拒拍攝，鞠躬說「非光彩事，謝謝大家關心」。

許淑銀民國 101 年擔任秀林鄉長任內，收受蘇拉颱風災後搶修工程

承包廠商賄款新台幣 215 萬元，二審被依貪污罪判刑 8 年 6 月，褫

奪公權 5 年，最高法院日前駁回上訴定讞。 

 

花蓮縣議員第 8 選區議員許淑銀因案解除職務，落選頭得票數不及當

選人二分之一，花蓮縣選委會公告 10 月 26 日補選投票，即日起至 6

日受理候選人登記。花蓮縣選委會表示，截止今天尚未有候選人登

記，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將於 27 日辦理，競選活動則為 10 月 16 日

至 25 日。 

 

 

（資料來源：中央社、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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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臺灣消保會監督? 

消保處：一頁式廣告盜圖勿信 

近年來，「一頁式廣告」遍及臉書、社群網站等，有業者截

圖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的 LOGO，置於其網頁底端，並打著「接受

該團體監督」的口號。台灣消保協會聲明表示，無替任何業者背書，

消費者勿輕信不肖業者的詐騙技倆。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一頁式廣告因將商品所有資訊，包括商品

介紹、圖片、影像、下標等，都集中在一個頁面，方便快速，符合

現在消費趨勢。但近日出現不肖業者盜用「台灣消保協會」的LOGO，

製作詐騙廣告。 

 

消保處整理這類「一頁式廣告」

詐騙案子特徵，包括網頁上沒有公司

地址、客服電話無人接聽，只留下電

子信箱或 LINE 私下交易。這類商品

售價也明顯低於市場行情，常以「限

時特價搶購」或「倒數」方式銷售以吸引民眾，號稱免運費、7 天鑑

賞期、可拆箱驗貨、不滿意包退等。特徵還包括廣告相關留言都是

正評、沒有負評，只能使用「貨到付款」或信用卡刷卡付款，網頁

大多夾雜簡體字，且粗糙不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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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處提醒，若民眾遇到有貨到付款的商品和網購商品不符時，

應盡速向貨運業者反映，並撥打包裏上託運人電話辦理退貨。若包

裏上無託運人資料，可先詢問貨運業者，告知要辦理退貨。 

 

消保處另提醒消費者，網購雖然方便快速，但仍應注意特徵，

多加查證，勿輕信網頁廣告，並慎選商譽良好的電子商務平台。如

遇有消費爭議時，應立即申訴，以掌握時效，讓相關業者能及時協

助處理。至於個案若涉及詐欺等，消保處也會將案件移交給警政單

位做後續查處。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臺視、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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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烤肉月餅不停歇 

當心腸躁症上身！ 

     中秋佳節到了，同時烤肉大餐也樣樣來，更有不少民眾以月

餅當作點心，假期三天肚子都呈現飽飽飽的狀態，台灣營養基金會

執行長暨營養博士吳映蓉提醒高鹽高油脂易增加身體負擔，當心腸

躁症上身，搭配低腹敏水果，可幫助消化減少「腹」擔，同時佳節

免不了的送禮也可改以中秋水果禮盒，更符合現代人追求健康的飲

食需求！ 

 

不少民眾以三天連續假期做為與親朋好友團聚、放鬆休息的好

時機，卻反倒在大魚大肉後引起

腸胃不適、脹氣、腹痛等問題，

其實食用像是烤肉、月餅等高油

高糖食物有可能引發大腸激躁

症。2017 年發表於《Nutrients》

期刊，調查 44,350 位民眾的研究指出，腸躁症發生與西方飲食

(Western Diet)有正相關，吃越多高油脂、高精緻糖份食物，越容易

發生。 

 

已有多項研究指出，低腹敏飲食有效改善腸躁症，吳映蓉營養

博士建議，在大餐一攤接著一攤的中秋節最適合搭配「低腹敏」水

果，例如奇異果、木瓜、柑橘類水果，都是很好的選擇，除了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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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之外，更有研究發現，在腸躁症患者中，持續四周每天攝取 2

顆奇異果，在腸道運輸時間上，減少將近 2 成的時間，有效緩解腸

道不適症狀。 

 

水果酵素能緩解腹脹、消化不良，吳映蓉營養博士指出，國人

中秋喜愛的烤肉含有大量油脂及蛋白質，除了需要長時間的消化，

易引起腸胃不適的症狀，且這類食物吃多恐怕會引起消化不良、胃

脹氣、便秘或有害物質停滯體內等種種腸胃問題。 

 

多吃富含天然酵素的水果，能幫助胃

部食物消化。吳映蓉營養博士舉例，像木

瓜、奇異果皆含不同的酵素，有助於促進

高蛋白質食物的消化，而與一般消化酶相

比，奇異果的水果酵素則對於蛋白質有很

高的分解能力，對於分解我們烤肉常吃的牛肉、雞肉、豆類，以及

奶製品中的蛋白質特別有效，可使胃部更快排空，舒緩脹氣，減少

食用高蛋白食物後的腹脹感，改善消化道不適症狀。 

 

每到中秋佳節總是免不了贈禮給親朋好友，以此表達一片心

意，但「月餅禮盒在家堆積如山，根本吃不完！」也成為許多人逢

年過節的心聲。國人對健康的重視高漲，

如何才能送得心意更送得健康呢？奇異

果禮盒是民眾送禮的好選擇！吳映蓉營

養博士說明，水果中所富含的膳食纖維有

助增加好菌，打造腸道健康環境，其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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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膳食纖維更有助穩定血糖，每天兩顆拳頭大的綠色奇異果就可

達到一天水果膳食纖維的攝取量（6g）。 

 

不少民眾也選擇在連假調養身心，吳映蓉營養博士進一步表

示，水果中所富含的維生素 C 可調節代謝及神經傳導物質合成(如血

清素)，有助減緩疲勞，富含膳食纖維及維生素 C 的水果如：奇異果、

芭樂、柑橘類等，經研究實驗發現，每天食用兩顆高維生素 C 含量

的奇異果，可以減輕疲勞、顯著改善沮喪情況，並增加活力，假期

不妨準備些高維生素 C 的水果，除了是高 CP 的充電方式，自用送

禮都給你滿滿健康感！ 

 

 

（資料來源：臺灣好報、Goo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