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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查賄、齊心反賄」科技查賄影片記者會 

    109 年 1 月 11 日即將舉行第 15 任正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
法務部為彰顯政府查賄成果以展現反賄決心，嚇阻賄選、暴力、假訊息介
入選舉，維護選舉公平正義。……（繼續閱讀 p.2） 

陳副總統接見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 
功人士 

   陳建仁副總統 11 月 20 日接見「法務部 108 年度表揚參與監所教化
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團體」，肯定他們長期關懷及投入……（繼續閱讀 p.5） 

 

收賄 10 萬判毒販無罪 法官遭判 10 年定讞 

  等法院花蓮分院前法官林德盛被控透過女友陳燕華等人，向曾姓毒
販的太太收賄，曾妻透過贈送 10 萬元「奠儀」厚禮行賄。林德盛竟膽大

妄為，將一審判 10 年重罪，改判為無罪……..（繼續閱讀 P.9） 

假代訂真詐騙  
離職旅行社員工混入旅展捲走團費  

    今（108）年 3 月，高雄一名蘇姓民眾於參觀旅遊展時，在展場內碰到
一名自稱旅行社業務員的侯姓男子，蘇姓民眾便向侯男……（繼續閱讀 p.15） 

心軟不罰違規老婦 防檢局官員貪污罪起訴 

    了防堵中國非洲豬瘟疫情入侵，台灣從去年 10 月起，不斷調高從疫區
攜帶豬肉製品入境的罰款，去年 11 月 8 日李姓婦人從中國搭機來台，被查

獲隨身攜帶 1.5 公斤臘肉，經移送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並由 53 歲紀
姓技正受理......（繼續閱讀 p.11） 

低頭族眼睛刺痛  當心乾眼症上身 
  低頭族用眼過度眼刺痛，當心乾眼症發作。25 歲的上班族小咪化名，因
眼睛經常出現異物感影響日常生活而就醫，經檢查才發現是「乾眼症」所
造成。她遵循醫囑，每日居家進行雙眼熱敷、調整閱讀習慣與時間，並輔

以藥物治療，目前眼睛不適的症狀已明顯改善…….（繼續閱讀 p.13） 

「高牆傳薪藝﹒AI 展新猷」矯正機關聯合展示
(售)活動重磅登場 

    108 年度法務部矯正機關教化藝文及作業技訓聯合展示（售）會，於
11 月 8 日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盛大開幕，……..（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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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查賄、齊心反賄」 科技查賄影片

首播記者會 

     109 年 1 月 11 日即將舉行第 15 任正副總統暨第 10 屆立法

委員選舉，法務部為彰顯政府查賄成果以展現反賄決心，嚇阻賄選、

暴力、假訊息介入

選舉，維護選舉公

平正義，於 108 年

11月 11日於法務

部五樓大禮堂舉

辦「全力查賄、齊

心反賄」記者會，

除首映法務部為強化查賄工作，運用數位採證與即時科技等偵辦技

術所拍攝之「科技查賄影片」，讓外界得以瞭解政府與時俱進，以

科技方式強化查賄工作。此外，為杜絕有意賄選者心存僥倖，則由

檢察官現身說法，對外說明去年九合一選舉，檢、警、調、廉共同

努力查察賄選的成果，具體呈現「全力查賄就是最好的反賄選宣導」，

以及針對本次選舉查察，闡明「嚴查賄選」、「嚴防假訊息影響選

舉」、「防制選舉暴力」、「防制選舉賭盤」、「阻絕境外資金」

等五大查賄工作重點，阻絕外力影響選舉結果。 

    記者會上由法務部蔡部長清祥、中央選舉委員會李主任委員進

勇、最高檢察署江檢察總長惠民、臺灣高等檢察署王檢察長添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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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警政署、調查局、廉政署等檢、警、調、廉同仁，共同宣示政府

全力查賄的決心，讓民眾一起加入反賄選行列，大家一起齊心反賄，

讓此次選舉活動乾淨、平和、順利完成。 

    蔡部長表示，明年的大選是我國層級最高的選舉，為維護選舉

公正公平與淨化選風，法務部已訂頒選舉查察工作綱領，結合檢、

警、調、廉四大系

統，嚴查利用金錢、

暴力影響選舉的案

件，並特別重視來

自境外之資金介入

及假訊息妨害選舉

之情事。此外，本

年 10 月 28 日行政院蘇院長在主持治安會報時也特別指示，利用

金錢、暴力影響選舉就是不公平競爭，尤其是來自境外的假訊息及

資金，已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問題；因此，政府一定要拿出辦法來，

確實嚴厲查察，重點不在刑度輕重，而是破案效率；善盡職責做實

事，不做虛工；此外，查賄更是要破案、嚴辦、速審速決，展現政

府的決心。所以法務部亦於日前函令各地檢署應分析轄內賄選熱區，

鎖定高風險涉賄對象，積極佈建，適時檢討成效；對於具體賄選案

件，應即時分案、精緻偵查及縝密蒐證，以提升法院羈押核准率，

另針對涉及違反選罷法意圖使人不當選之假訊息案件，亦應積極指

揮司法警察機關偵辦，並適時發布新聞澄清。 

     截至目前，根據法務部統計，針對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各地檢署共提出 185 件、186 人的當選無效之訴，當選人經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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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當選無效的件數計 110 件、111 人；起訴賄選案件 1,383 件、

2,736 人，一審判決有罪 1,663 人，有罪率高達 9 成，充分展現政

府查賄到底的積極作為。就明年二合一選舉，目前各地檢察機關受

理各類選舉查察案件合計 105 件、165 人，其中以涉及賄選案件

居多，均積極偵辦中，接下來各查察機關仍會持續全力查賄，也呼

籲社會各界齊心反賄，相信將能有效遏止賄選、暴力等不法情事發

生，為我國民主選舉制度展現值得驕傲的新頁！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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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副總統接見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 

 有功人士 

     陳建仁副總統 11 月 20 日接見「法務部 108 年度表揚參與

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團體」，肯定他們長期關懷及投入監

所教化與更生保護工作，並期待藉由表揚傑出志願服務者，讓更多

有志之士共同參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志願服務工作。 
    陳副總統

致詞時向今年

的得獎人及團

體，表達最崇高

的敬意與謝意。

他們長期關懷

及投入監所教

化與更生保護

工作，不只是更生人回歸社會的明燈，更是安定社會的重要力量。

得獎人及團體不求回報、不畏艱難，主動關懷被大眾隔絶排斥的更

生人，協助他們走出困境，這種「無我為人」的博愛事蹟，真的令

人相當感佩。「謝謝您們，臺灣有您們真好」！ 

    陳副總統表示，服務於矯正署新竹監獄的陳秋郎先生，成立

「1582 翻轉生命團隊」，進入矯正機關辦理生命教育課程，讓超

過 10 萬人次的收容人獲得協助，找到生命的新出路。服務於高雄

女子監獄的黃明月女士，努力為各類收容人開設合適課程，並辦理



 
6       

 

個別輔導及集體宗教教誨活動，擔任宗教心靈導師，迄今已服事超

過 25 萬人次以上的收容人。 

    副總統亦期勉每一位從事監所教化、觀護及更生保護工作的伙

伴繼續堅持下去，並期待藉由傑出志願服務者的事蹟表揚，讓更多

有志之士一起來參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志願服務工作，讓愛心像

漣漪一樣不斷擴散出去，使社會更祥和、平安。 

    

 

 

 

（資料來源：法務部、青年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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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牆傳薪藝﹒AI 展新猷」                 

矯正機關聯合展示(售)活動重磅登場 

    108 年度法務部矯正機關教化藝文及作業技訓聯合展示

（售）會，於 11 月 8 日在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倉庫盛大開幕，

活動一連展出四天，由全國 51 所矯正機關共同參與。聯合展示(售)

活動有「矯正出品．實在安心」的自營作業產品展售、藝文技訓

創作展覽、購物打卡滿額贈禮、智慧監獄初探、矯正興革亮點等

內容，琳瑯滿目、感動無數，歡迎民眾共襄盛舉，來一場揭開神

秘面紗的驚奇之旅。 

本年度(108)聯合展示(售)會上，不僅讓民眾可以現場試吃，

品嚐各地區矯正機關「一監一特色」具代表性的優質熱銷商品，

同時也創新推出「矯正幸福

狗」周邊商品及 LINE 貼圖；

在業務亮點及藝文展示區，

陳列矯正機關精緻的藝文作

品，包含了繪畫、書法、漆

器、陶瓷、雕塑、編織等；

另展場規劃 2 台 70 吋大型螢幕，透過影音方式播放法務部矯正署

興革政策的內容，尤其是近來討論度與點閱率超高的「收容人微

廣告設計比賽」作品，每一部在收容人及管教人員、社會志工的

通力合作下，滙聚各界能量，有暖風、有洋蔥，令人低迴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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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您的淚腺；短短 2 個月內，粉絲專頁的微廣告影片就有破萬

的按讚數，更是給企盼蛻變新生的心，莫大的動力與鼓舞。 

每年的矯正聯展活動除了向社會大眾展現收容人教化藝文

及作業技訓的豐碩成果外，今年更有別以往的加入了 AI 人工智慧

的元素，展現法務部矯正署推動智慧監獄的決心及展望，具體實

踐矯正機關朝向現代化、人本化、科技化及專業化的四大目標前

進。 

    法務部矯正署希望藉此活動，拉近社會大眾與矯正機關的距

離，共同見證收容人監禁、沉澱、蛻變、復歸的路程；也誠摯邀

請您至高雄市駁二藝術特區，一起探索智慧監獄的嶄新樣貌，感

受信心、希望、真愛、幸福的核心理念。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聯合新聞網、yam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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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賄 10 萬判毒販無罪  

貪污法官遭判 10 年定讞 

    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前法官林德盛被控透過女友陳燕華等人，

向曾姓毒販的太太收賄，曾妻透過贈送 10 萬元「奠儀」厚禮行賄，

林德盛竟膽大妄為，將一審判 10 年重罪，改判為無罪；一審法官

因此重判林德盛 12 年半，二審改判 10 年半，高院更一審仍認定

林德盛敗壞官箴，今年 7

月依違背職務收賄罪判

處 10 年徒刑、褫奪公權

5 年、併科 120 萬元，

沒收犯罪所得 10 萬元；

最高法院今駁回上訴，

全案確定。 

    更審時的另 2 名共犯，前花蓮縣警局吉安分局小隊長王文俊，

更審依收受賄賂罪判刑 4 年，林德盛的女友陳燕華依期約收賄罪，

也判刑 4 年，都緩刑 3 年，2 人今天也一併判決定讞。 

    2006 年初，檢警調查，毒販曾健翔（歿）因販售一、二級毒

品，花蓮地院一審判他 10 年，2006 年 1 月移至二審花蓮高分院

審理，由林德盛任受命法官，曾妻透過警員王文俊，找上林德盛的

女友陳燕華牽線，王文俊向曾妻提議「用 100萬換 10年有期徒刑，

值不值得」，透露可以行賄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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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曾妻約林德盛及王文俊、陳燕華，4 人一起在卡拉 OK 聚

會，席間林同意「幫忙」，曾妻事後多次送高價洋酒、名牌皮包、

化妝品給陳女拉攏關係。 

    2006 年 5 月，林德盛父親過世，曾妻包了 10 萬的超大包「奠

儀」重禮，在殯儀館靈堂外送給林德盛；同年 12 月底還沒宣判前，

林德盛就先把評議結果透露給曾妻，同年 12 月 25 日改判曾男無

罪，曾家後續又付了 6 萬元賄款給介紹人王文俊以資答謝。 

    歷審都判林德盛收賄有罪，案經上訴，最高法院今認定更一審

判決已詳細交代判決理由與證據採認，沒有違背法令之處，駁回 3

人上訴，全案確定 

 

 

 

（資料來源：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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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軟不罰違規老婦 

 防檢局官員貪污罪起訴 

為了防堵中國非洲豬瘟疫情入侵，台灣從去年 10 月起，不

斷調高從疫區攜帶豬肉製品入

境的罰款，去年 11 月 8 日李姓

婦人從中國搭機來台，被查獲隨

身攜帶 1.5 公斤臘肉，經移送新

竹分局並由 53 歲紀姓技正受

理，紀員因不捨李婦年邁，心軟

未當場製作裁處書，改以檢疫通知書銷毀這批臘肉，讓李婦免受 1

萬 5000 元裁罰，紀員事後被發現未依規定處理並被移送法辦，桃

園地檢署檢察官偵結依「貪污治罪條例」公務員對主管或監督事務

圖利他人罪嫌起訴。 
中國非洲豬瘟疫情延燒，農委會從去年 10 月 18 日起，旅客

只要違規從疫區攜帶豬肉製品入境，即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

裁罰最高 1 萬 5000 元，由於仍無法有效遏止旅客攜豬肉入境的情

形，立法院於 11 月 30 日三讀通過最高可裁罰到 100 萬元。 

起訴指出，李婦違規時的最高裁罰金額是 1 萬 5000 元，當天

她從中國搭機入境，被查到隨身攜帶 1.5 公斤臘肉，並被移送防檢

局新竹分局處理，紀員受理後因不捨李婦年邁，心軟未當場製作裁

處書，而是改以檢疫通知書方式，只讓該批臘肉銷毀，李婦則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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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 5000 元，事後紀員被發現未依規定處理，反而讓自己被移送

法辦。 

紀員偵訊時坦承未依規定處理，純粹是因李婦年事已高才不忍

裁罰，絕對沒有圖利她的犯意；不過，檢方認為，紀員資歷頗深，

對於流程十分熟悉，卻未依規定處理查獲的違規案件，偵結依「貪

污治罪條例」公務員對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他人罪嫌起訴。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由電子報） 

 

 

 

 

 

 



 
13       

 

低頭族眼睛刺痛  當心乾眼症上身 

低頭族用眼過度眼刺痛，當心乾眼症發作。25 歲的上班族小

咪化名，因眼睛經常出現異物感影響日常生活而就醫，經檢查才發

現是「乾眼症」所造成。她遵循醫囑，每日居家進行雙眼熱敷、調

整閱讀習慣與時間，並輔以藥物治療，目前眼睛不適的症狀已明顯

改善。 
隨著 3C 產品的使

用率提高，乾眼症的罹

患率也愈來愈普及，羅

東博愛醫院眼科醫師陳

楹樺表示：健康的眼睛

通常能夠維持適當的濕

潤度，不過若是因為用

眼過度、3C 產品重度使用或睡眠不夠造成淚水分泌不足，即有可

能造成乾眼症。 

眼睛的淚膜有三層，包含脂質層、淚水層與黏液層，其中脂

質層為鎖水層，若該層水分子不足，就可能因眼瞼炎導致眼睛乾

澀；黏液層則負責將水分子平均分布於角膜上，以達保護眼睛的

功效。 

如果眼睛有乾澀不適的症狀，除求助醫師診斷對症下藥之外，

也建議平時可以熱敷與改變用眼習慣改善眼睛乾澀的狀況；若乾

澀狀況未緩解，臨床上醫師會輔以人工淚液與藥物治療，或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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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淚管栓塞治療，即透過塞劑暫時性阻塞淚小管，使淚膜維持濕

潤，達到緩解乾澀的目的。 

    為保護眼睛，陳楹樺醫師建議飲食上可以多吃堅果類食物與充

足飲水，必要時，也可適量補充魚油營養品。另外，也提醒可每日

熱敷，中午、晚上各一次，每次十分鐘，並調整用眼習慣：每閱讀

三十分鐘讓眼睛休息一下，

同時減少 3C 產品的使用

時間與保持充足睡眠。預

防勝於治療，平日若能養

成照顧眼睛的好習慣、適

時讓眼睛休息，就不用擔

心乾眼症找上門 

 

 

 

（資料來源：台灣新生報、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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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代訂真詐騙  

離職旅行社員工混入旅展捲走團費  

     今（108）年 3 月，高雄一名蘇姓民眾於參觀旅遊展時，在

展場內碰到一名自稱旅行社業務員的侯姓男子，蘇姓民眾便向侯

男洽詢有關日本旅遊事宜，而侯男也在展場內向其介紹相關行

程，雙方交談之後，蘇姓民眾對侯男所推薦的行程及費用感到滿

意，便同意侯男邀約，約定當晚在市區某咖啡廳見面，同時支付

行程訂金新臺幣 3 萬餘元予侯男。 

    時至今年 7 月，距離蘇姓民眾支付訂金已過 4 個月，仍遲遲

未接到當初所訂購日本旅遊行程的後續通知，而聯繫當初收取行

程訂金的侯男亦未獲回

應，蘇姓民眾便主動致電

旅行社詢問出團事宜，才

得知該名自稱旅行社業

務員的侯男早已離職，甚

至與該旅行社尚有官司

正在進行中，此時民眾方得知係遭侯男詐騙而立即報案。不料數

日後，蘇姓民眾竟又突然接到侯男訊息，告知未安排其出團是因

為尚有尾款未結清，要求再支付尾款 3 萬 5 千餘元，蘇姓民眾聞

之不動聲色，如常與侯男約在咖啡廳見面交付尾款，就在侯男拿

取尾款同時，即遭到場協助的警方當場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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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9 臺北國際旅展」於 8 日開幕，由於交通部觀光局

推出擴大秋冬國民旅遊補助方案，吸引許多民眾攜家帶眷安排國

內旅遊，加上明（109）年總共有 6 個連續假期天數都在 3 天以

上，許多有出遊計畫的民眾早已開始依照「休假攻略」規劃行程，

想搶搭早鳥優惠的好時機，為了提醒民眾購買旅遊產品可能遇到

的詐騙手法，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如欲透過旅遊展訂購行程，或

購買各類票劵，請務必多加留意接洽對象是否配有當次旅遊展的

工作人員證件，且確為參展業者的正式員工，也請在支付旅遊行

程、票劵費用時，應在參展業者的展區攤位現場辦理，並確認取

得業者所開立的正式收據或簽訂契約，切勿與任何人私下約在他

處交易，以免衍生問題，甚至遭遇詐騙。 

除了以上案例，該局也提醒民眾規劃旅遊應避免透過網路社

群（例如 facebook、Line、D-CARD）參加旅遊揪團，或未經確

認，即與自稱旅行社人員訂購行程，交付旅遊費用應與合格旅行

社簽訂正式旅遊契約；有關訂房也請勿透過不知名網站辦理，可

直接於飯店、民宿的官方網站訂房，如透過訂房網站訂購，也請

再與飯店、民宿確認訂單；另出國旅遊之前，應注意申請簽證的

網站是否為官方網站，以免不慎點入代辦網站，遭收取高額代辦

費用，更不要因為貪圖優惠利率，與網路上來路不明之人私下兌

換外幣。旅遊規劃眉角多，許多都是有可能遭不肖分子從中詐騙

的環節，財產損失事小，滿心期待的旅遊卻落得一場空，才更令

人氣結，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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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