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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教育校園宣導系列專車抵達臺東、高雄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專車 9 月 11 日開抵臺東，以「國小學童誠信教育」為主
軸，邀請 5 所國小師生齊聚縣立體育場，特別結合原住民族語，一同喊出廉潔誠

信的標語，使宣導活動貼近在地特色與生活。……（繼續閱讀 p.2） 

法務部反毒宣導「反毒行動博物館」當先鋒! 

   法務部為提升民眾反毒知能，在農業博覽會創藝青村展區辦理「藥不
藥．一念間」反毒行動博物館特展法務部長蔡清祥致詞表示，新興毒品

推陳出新，偽裝樣態不斷翻新，常以咖啡包、軟糖等方式混裝出現……（繼
續閱讀 p.5） 

 

貪檢判刑十年定讞遭發監執行 

  新竹地檢署前檢察官詹昭書涉貪污案件，最高法院上週駁回上訴，
詹昭書被判刑十年定讞。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原本 9 月 24 日上午傳喚詹昭
書到案執行，但詹昭書在昨天晚間 8 點 25 分提早報到執行。檢察官在人

別訊問確定身份後，隨即發監執行……..（繼續閱讀 P.9） 

老人故意找碴感情淡漠 恐是失智症徵兆  
    失智症常見的症狀除了記憶流失，最常見的症狀還有情感淡漠，但照
護上卻常常被忽略，根據一篇今年 7 月發表《神經科學》的研究指出，有
45%的失智症患者出現情感淡漠現象……（繼續閱讀 p.13） 

色法官伸鹹豬手性騷擾被訴 
    前高院法官楊炳禎因召妓蹺班、賭博等行為遭撤職，沒想到，日前他
在醫院進行手術復健時，竟摸護理師屁股，還要對方脫下口罩，被護理師
控告性騷擾。台北地檢署偵查後，因監視器畫面清楚拍到楊的犯行，昨依

違反性騷擾防治法將楊起訴......（繼續閱讀 p.10） 

詐騙高風險網購名單 2 美妝業者上榜 
   刑事局公布 1 到 8 月詐騙高風險網購平台，前 5 名分別是，MKUP 美
咖小三美日、讀冊生活、Booking.com 和 HITO 本舖。其中有 2 家為美妝
業者。詐騙集團甚至自己出錯，受害女子無法匯款，便改以購買遊戲點數
代替，受害女子竟也相信，一共損失 2 萬 5000 多元…….（繼續閱讀 p.11） 

「大手拉小手，幸福一起走」 
 幸運草育樂營溫暖收容人 

    法務部矯正署規劃辦理「幸運草育樂營」系列活動，透過結合社會
資源提供物資關懷、參與家庭支持相關活動……..（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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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潔教育校園宣導系列專車活動抵達臺

東、高雄 

     廉潔教育校園宣導

專車 9 月 11 日開抵臺東，以

「國小學童誠信教育」為主

軸，邀請 5 所國小師生齊聚

縣立體育場，特別結合原住

民族語，一同喊出廉潔誠信的標語，使宣導活動貼近在地特色與

生活。 

臺東活動開場由介達國小學童帶來精彩的排灣族樂舞，接著

代表各縣市機關的 6 個廉潔寶寶陸續登場，在排灣族黃牧師的帶

領下，師生及與會來賓齊聲以排灣族語宣示廉潔的核心價值。 

 

參與學校包括介達、新生、

仁愛、馬蘭國小及東大附小，

計有師生 300 人盛情響應，活

動中規劃有趣、多元的攤位闖

關互動遊戲，期盼在寓教於樂

的過程中，使廉潔的種子在學

生心中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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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教育局與廉政署

攜手共辦「廉政吹笛手、跟著

誠信走」廉潔教育宣導專車系

列活動，9 月 17 日讓市府四

維行政中心中庭搖身一變，成

了時下最夯密室逃脫場景，現

場由副市長李四川、廉政署副署長陳榮周、教育局長吳榕峯、政

風處長林合勝等局處首長，共同與學童一起飆智慧、比反應，以

「誠信」破除關關謎題成功密室逃脫，參加的學生都驚呼「太好

玩了」。 

遊戲破關成功後，參加者便能進入廉政宣導室，廉政宣導室

是以「攝影展」的概念來呈現，融合日常生活中之「作弊」、「食

安」、「建築安全」、「路平」等民生相關議題，輔以攝影照片

及廉潔誠信文案說明，藉此讓參與者學習到「是與非一念之間」，

缺乏誠信將會對個人、社會、國家造成巨大的傷害。 

活動以「吹笛人」誠信童話故事為發想，將廉政誠信的議題

設計成時下最夯的密室逃脫活動，讓參與挑戰者透過角色扮演進

入密室，仔細觀察場景內牆壁上的一張紙、一個符號、角落邊不

起眼的物品等每個細節，運用

道具推理與內心最重要的價值、

誠信，找尋線索破除關關謎題

順利逃脫密室，協助原本不守

信的村民能找回原來的良知，

同時救回被帶走的小朋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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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引導參與者瞭解廉潔誠信(Integrity)的核心價值。本次參與師

生們均對於廉政誠信宣導能結合益智遊戲給予高度肯定，亦能讓

學生在快樂學習中自然養成誠信品德，開心迎接新學期的到來。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臺灣好新聞）

http://www.ner.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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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反毒宣導 

      「反毒行動博物館」當先鋒!! 

    法務部為提升民

眾反毒知能，在農業博覽

會創藝青村展區辦理「藥

不藥．一念間」反毒行動

博物館特展，法務部長蔡清祥致詞表示，新興毒品推陳出新，偽

裝樣態不斷翻新，常以咖啡包、軟糖等方式混裝出現，為提高民

眾及年輕朋友警覺，特別呈現在 45 呎貨櫃大小的行動博物館中，

法務部自去年5月啟動以來，陸續在各縣市展出，累積近 8萬6000

參觀人次，希望帶給更多民眾反毒知識。 

 

蔡清祥部長表示，法務部為落實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統

合 6 大緝毒系統，強力查緝毒品犯罪，推動「安居緝毒」專案，

掃蕩社區毒品源頭，保護民眾免於

毒品危害，讓國人安居樂業。為了

減少毒品新生人口，法務部積極拓

展預防端的宣導工作，這項由法務

部結合科博館等單位共同推動的

反毒特展，藉由多元的反毒與防罪展示內容，以體驗與互動式的

呈現，幫助學生與民眾認識毒品的危害，進而避免誤入毒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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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9日的開幕記者

會上，除法務部長蔡清祥

外、桃園地檢署代理檢察

長郭文東、保護司司長黃

玉垣、桃園市長鄭文燦、

自然科學博物館副館長羅

偉哲、慈濟大學無毒有我

教育宣導團陳乃裕等人均踴躍出席。 

 

    反毒行動博物館特展內容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古今法醫特

展與反毒防罪體驗特展」的延伸展示，行動博物館車身約 13.5 公

尺，車體寬約 2.4 公尺、展開後約 7 公尺，展示內容包含體驗模擬

毒駕、吸毒後面貌、電腦遊戲、毒害影像的展示、實際藥物濫用案

例、現今流行新興毒品樣態等，讓參觀者認識藥物濫用的問題與危

害，進而留心防範。展示時段為每日早上 9 時至下午時，至 10 月

27 日為止，現場有講師進行導覽，歡迎民眾踴躍前往參觀。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時電子報、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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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拉小手，幸福一起走」 

            幸運草育樂營溫暖收容人 

    法務部矯正署規劃辦理

「幸運草育樂營」系列活動，透

過結合社會資源提供物資關

懷、參與家庭支持相關活動，以

扶助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屬順利

度過難關，期使收容人能因感念

各界支持而達教化之效。矯正署表示，幸運草育樂營採北、中、南、

東分區辦理，以寓教於樂的方式，以家庭溫暖，幫助收容人早日復

歸社會。 

本系列活動係矯正署相關機關積極辦理「及時雨-援助收容人

高關懷家庭方案」，結合社會資源提供物資關懷、參與家庭支持相

關活動之交通費補助及幸運草育樂營等項目，扶助生活陷入困境的

家屬順利度過難關，期能使收容人能因感念各界支持而達教化之效。 

幸運草育樂營採北、中、南、東分區辦理，北區矯正機關於 8

月 28 日由桃園監獄主辦，活動當天於桃園市八德區巧克力共和國觀

光工廠舉辦「幸運草育樂營-大手拉小手」活動，參加的收容人子女

及家屬多來自於基隆、宜蘭、大臺北、桃園、新竹等地區，總計 1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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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育樂營活動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藉由親情影音集、闖

關遊戲、卡片及巧克力 DIY 等互動性的課程，引導子女及家屬彼此

分享與感受，增進親職及家庭關係溝通技巧，分組時間時並播放收

容人預錄的影片，內容包含想給孩子們的話或參加技能訓練的實況

等，活動結束後，由矯正機關

將當日製作的小點心及卡片轉

送收容人，傳達其子女及家屬

對收容人的支持與鼓勵；另由

隊輔人員拍攝收容人子女及家

屬參與活動的影像，於家庭日

活動時播放。 

 

    矯正署指出，期待這樣的活動，能創造家庭間互動與溝通的橋

樑，增進親子間的互動與情感連結，以援助收容人家庭獲得各項資

源挹注，鼓勵家屬走出戶外，與社會連結，感受外界的溫情與協助，

而更有能力給予收容人改變所需之關懷及支持，進而改過遷善。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聯合新聞網、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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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檢判刑十年定讞 

遭發監執行 

    新竹地檢署前檢察官詹昭書涉貪污案件，最高法院上週駁回

上訴，詹昭書被判刑十年定讞。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原本 9 月 24 日上

午傳喚詹昭書到案執行，但詹昭書在昨天晚間 8 點 25 分提早報到執

行。檢察官在人別訊問確定身份後，隨即發監執行。 

據了解，前新竹地檢署檢察官詹昭書，被控利用檢察官身份

及執行職務機會，向張姓民間友人謊稱可幫忙處理刑事案件，要

求張姓男子需支付相關酬勞。張姓男子也給付傢俱貨款，並交付

現金給詹昭書，但詹昭書並未依照承諾為張姓男子處理相關刑事

案件，詹昭書因而詐得 73 萬 6 千多元。 

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在 2011年 12月將詹昭書依貪污治罪條例

罪嫌起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三次將詹昭書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褫奪公權六年，並沒收犯罪所得，9 月 19 日最高法院駁回詹昭書

上訴全案定讞。新竹地檢署 19 日接獲通知後，隨即依法分案辦理

發監作業，並由執行檢察官開出傳票，通知被告詹昭書要在 24 日

上午 9 點 30 分到案執行，檢警也啟動防逃機制，在不侵害詹昭書

的隱私方式下，對詹昭書進行監控，但詹昭書 23 日晚間 8 點 25

分提早報到執行，檢察官在進行人別訊問確定身份後，執行檢察

官也立即將詹昭書發監執行。 

 

（資料來源：中廣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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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官伸鹹豬手  

性騷擾被訴 

前高院法官楊炳禎因召妓蹺班、賭博等行為遭撤職，沒想到，

日前他在醫院進行手術復健時，竟摸護理師屁股，還要對方脫下口

罩，被護理師控告性騷擾。台北地檢署偵查後，因監視器畫面清楚拍

到楊的犯行，9 月 19 日依違反性騷擾防治法將楊起訴。 

楊炳禎被控今年 6 至 7 月間在醫院復健室外走廊，趁護理師

詢問他身體狀況時，對護理師伸出鹹豬手，以左手從護理師屁股摸

到大腿，護理師被襲後立即將楊帶回病房，楊竟要求脫掉口罩，出

言「這麼漂亮的臉被口罩遮住太可惜」，氣得護理師向院方申訴並

提告。 

檢方開庭時，楊否認性騷擾，辯稱因無法彎下腰，只是想將腳

痛一事告訴護理師，才伸手碰觸護理師示意他不適的部位，且護理

師穿長褲，沒未碰到對方的肌膚。不過，醫院監視器畫面清楚拍到

楊與護理師之間距離約 1 公尺，當時楊明明可彎下腰，一度伸手摸

護理師的左臀部至大腿，依常理病患有身體不適之處可用言語訴說

或摸自己部位即可，不用摸護理師或醫師，且護理師在醫院內帶口

罩是習慣，大家可從白色制服以及識別證認出身分。 

檢察官認為，楊炳禎曾任法官，也審理過性騷擾案件，不可能

不知性騷擾構成要件，卻仍飾詞狡辯，依法將他起訴。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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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高風險網購名單 

            2 美妝業者上榜 

刑事局公布 1 到 8 月詐騙高風險網購平台，前 5 名分別是，

MKUP 美咖小三美日、讀冊生活、Booking.com 和 HITO 本舖。其

中有 2 家為美妝業者。詐騙集團甚至自己出錯，受害女子無法匯款，

便改以購買遊戲點數代替，受害女子竟也相信，一共損失 2 萬 5000

多元。 

刑事局 165 反詐騙專線統計 1 月至 8 月，詐騙高風險賣場前 5

名為，MKUP 美咖，報案件數 410 件；小三美日的件數有 352 件，

讀冊生活 260 件，知名訂房網 Booking.com 有 196 件及 HITO 本

舖的 192 件。 

一名家住台南的鄭姓女子透過「MKUP 美咖」購買商品，卻接

到佯稱是客服人員的電話，表示工作人員不小心誤設訂單為 12 期分

期付款，還詢問鄭女帳戶裡有多少錢、有多少帳戶，假意提醒查看

是否有被扣款，要求按指示到 ATM 操作，但其實根本是詐騙老梗，

鄭女不知情，便將自己的零用錢通通匯出，損失約 5000 多元。 

另一名鍾姓女子的遭遇更誇張。同樣透過「MKUP 美咖」購買

美妝產品，也接到理由類似的電話，但反而是詐騙集團給錯了銀行

帳戶，鍾女無法匯款。原本可以逃過一劫，但詐騙集團成員要求她

先把戶頭裡的錢領出來，拿去買遊戲點數，回傳就能「取消分期付

款」，鍾女竟也信以為真，前後一共損失 2 萬 50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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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局呼籲，網路購物除了要選擇信用可靠的優良商家、平台

之外，最重要的是接到「訂單設定錯誤」、「買遊戲點數」等所謂

的客服人員電話指示時，可掛斷再直接回撥原客服電話，或直撥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才不會輕易被詐騙上當。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三立新聞網、東森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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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故意找碴感情淡漠 

            恐是失智症徵兆 

     失智症常見的

症狀除了記憶流失，最

常見的症狀還有情感淡

漠，但照護上卻常常被

忽略，根據一篇今年 7

月發表《神經科學》的

研究指出，有 45%的失

智症患者出現情感淡漠現象，20%的患者則會隨時間持續呈現，且

此症狀比記憶流失影響更大，但在研究及照顧上卻往往被忽略。 

 

出現情感淡漠 易缺乏興趣和情緒 

 

該研究來自英國艾克斯特大學，透過來自 20 項的世代研究，共

4,320 名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資料進行分析，情感淡漠隨著時間發展的

流行率，其中研究指出，失智症患者一旦出現情感淡漠現象，會表

現缺乏興趣和情緒，與憂鬱不同，但因此症狀對於環境產生的干擾

較少，因此經常被忽略，恐會加速認知功能的衰退、提升死亡率，

對家庭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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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淡漠與憂鬱不同 不會有悲傷情緒 

 

情感淡漠常見於

像阿茲海默症、巴金森

症、或慢性精神病等大

腦退化性疾病，與大腦

前額葉功能失調息息

相關；林口長庚醫院一

般精神科主治醫師劉

嘉逸指出，情感淡漠雖

與憂鬱表現部分相似，但並不會出現悲傷情緒或負面思考，且即使

對照顧者的衝擊沒有幻覺、衝動失控行為等來得大，但仍會讓照顧

者以為個案是故意或懶惰造成。 

 

情感淡漠易被忽略 身邊家人應提高警覺 

 

情感淡漠目前仍無治療方式，因此仍須照顧者給予更多體諒；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主任葉雅馨呼籲，若感到身旁親友開始有

些冷漠，甚至對於本來感興趣事物不再有興趣，都恐是情感淡漠的

指標，尤其高齡者容易以為是老化現象而被忽略，身邊家人更應提

高警覺，必要時，尋求專業醫師協助確診是否因腦部疾患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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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醫療網、財團法人

臺灣失智症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