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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監獄行刑法」修正 

    矯正制度的良觚，是教化能否成功的關鍵，自民國 35 年「監獄行刑法」
制定以來，就扮演著這關鍵的角色。隨著時代變遷及人權意識高漲，封閉
的監所逐漸兌去神秘的面紗，外界對於獄政革新的期盼殷切……（繼續閱讀
p.2） 

投票日倒數 法務部：現金買票列查緝重點 

  法務部表示，隨著明年 1 月 11 日選舉投票日越來越接近，現金買票將
列為檢警調查緝重點，此外，在查緝選舉賭盤、阻絕境外資金、防制假
訊息工作，執法單位屢有斬獲……（繼續閱讀 p.5） 

 

桃機工程涉貪污 桃檢起訴工程處長等 15 人 

  負責二航廈擴建等工程的桃園國際機場公司工程處長林文楨，涉嫌
以洩漏標案機密等方式多次向廠商強索回扣，桃園地檢署 12 日偵結，依

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起訴林文楨等 15 人……..（繼續閱讀 P.9） 

網路搶購限量手機  
先騙遊戲點數再遭「三方詐騙」  

    108 年 11 月，新竹市一名鄭姓民眾在臉書（facebook）上看到自己
朋友的發文，轉貼一則新開幕通訊行推出「限量優惠」……（繼續閱讀 p.15） 

貪污改認定恐嚇取財北巿前里長二審判2年半 

    臺北市前里長鄒桂蓉涉向建商索討 180 萬元，一審依貪污罪判刑 14
年。二審 11 日認定，道路挖掘許可證上蓋章，並非里長法定職權，不構成

貪污罪，改依公務員恐嚇取財罪判刑 2 年 6 月.....（繼續閱讀 p.11） 

每天坐超過８小時恐增憂鬱及焦慮！ 
  算過自己一天坐著的時間有多長嗎？根據一篇刊登於《公共科學圖書館》
的研究指出，平日每天久坐時間少於 8 小時，比久坐時間超過 8 小時者的
憂鬱及焦慮程度低…….（繼續閱讀 p.13） 

矯正署徵文比賽  
受刑人女兒「溫柔予你」奪冠 

   矯正署近來積極推行家庭支持方案，辦徵文比賽也首度邀家屬參加，其
中第 1 名作品「溫柔予你」，受刑人的女兒以祖孫之間……..（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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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三讀通過「監獄行刑法」修正  

落實獄政革新，保障矯正人權 

     矯正制度的良觚，是教化能否成功的關鍵，自民國 35 年「監

獄行刑法」制定以來，即扮演著此關鍵角色。隨著時代變遷及人權

意識高漲，封閉的監所逐漸兌去神秘的面紗，外界對於獄政革新的

期盼殷切，法務部亦積極回應，自 97 年起即成立矯正法規研修小

組，召開逾百次的研商會議，並於 107 年 5 月陳報行政院審查，

經民間團體及各有關機關前後共 25 次會議密集且熱烈的討論後，

於 108 年 4 月函請立法院審議，終於 17 日三讀通過。修法這條路

走了將近 12 年，修法條文由原有 94 條擴增至 156 條，以保障矯

正人權為核心，展現法務部落實獄政革新的決心。 

    本次修正條文參酌國際公約及大法官相關解釋，並落實司法改

革國是會議決議，達到政府對於獄政法制改革之目標。修正重點如

下: 

    1. 增定監獄人員執行國家之刑罰權，應符合比例原則、尊重

受刑人尊嚴及維護其人權，且不得歧視，並應使受刑人瞭解其所受

處遇及刑罰執行之目的。另明定監獄應保障身心障礙受刑人權益，

採取適當措施為合理調整，以及不得對受刑人施以長期單獨監禁之

規定，以保障人權。（修正條文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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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為落實透明化、公開化，增定監獄應設獨立之外部視察小

組，促進外界對於矯正機關業務之認識與理解，協助監獄運作品質

及可用資源之提升。(修正條文第 7 條) 

    3. 戒護安全部分，增定監獄得對受刑人施用戒具、施以固定

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之要件、程序及期限，以及安排醫事人員評估

其身心狀況，並提供適當協助之規定，以維護人權。(修正條文第

23 條) 

    4. 作業方面，基於「取之收容人，用之收容人」之精神，修

正作業賸餘由現行 37.5%提高至 60%充受刑人勞作金。另明定延

長作業時間應經受刑人同意，並應給與超時勞作金；以及明定受刑

人因作業或職業訓練而有傷亡情形者，應發給補償金之規定，以強

化其保障。(修正條文第 32 條、第 37 條、第 38 條) 

    5. 醫療資源方面，增定監獄依其規模及收容對象、特性，得

在資源可及範圍內備置相關醫事人員，於夜間及假日為戒護外醫之

諮詢判斷，並由衛生主管機關定期督導、協調及協助改善衛生醫療

相關事項。（修正條文第 49 條） 

    6. 為保障受刑人通信、投稿權益，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756 號

解釋意旨，明定監獄檢查受刑人之書信，係為確認有無夾帶違禁物

品，並列舉得閱讀、刪除其書信內容之情形。另為使受刑人應能獲

得保密及有效之法律協助，規定受刑人與其律師、辯護人之通信、

接見，無論所涉訴訟或程序種類為何，應符合「開拆不閱覽，監看

不與聞」之精神。(修正條文第 72 條、第 74 條) 

    7. 司法救濟部分，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55 號解釋，增定「陳

情、申訴及起訴」相關規定，確認監獄與受刑人所衍生之公法上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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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循申訴、行政訴訟途徑解決，保障受刑人

相關救濟權利。(修正條文第 90 條至第 114 條) 

8. 因應司法院釋字第691號解釋，對於不予假釋、撤銷假釋、

廢止假釋之處分，明定受刑人得提起復審，及不服復審所為決定，

得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等規定。(修正條文第 121 條至 136 條) 

 

    受刑人只是穿著囚服的國民，其基本權益不容忽視，保障矯

正人權，有效發揮教化效能，方能幫助受刑人重生，減少再犯進

而維護社會的安全。本次立法院三讀通過「監獄行刑法」之修正

案，對現行矯正機關及收容人影響至鉅，除讓我國矯正制度更加

透明及完備外，更有助於受刑人人權保障、矯正處遇之有效發揮

與復歸社會之目的，具體貫徹我國人權立國的宗旨，並實踐民眾

對司法改革的期待。 

 

（資料來源：法務部、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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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倒數  

法務部：現金買票列查緝重點 

     法務部表示，隨著明年 1 月 11 日選舉投票日越來越接近，

現金買票將列為檢警調查緝重點，此外，在查緝選舉賭盤、阻絕境

外資金、防制假訊息工作，執法單位屢有斬獲。 
     法務部日前舉行

媒體茶敘，由檢察司主

任檢察官高一書報告

明年初第 15 任總統副

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

員選舉查察工作重點，

包括嚴查賄選、防制暴

力、境外資金、選舉賭

盤與假訊息。 

     高主任檢察官表示，檢察機關迄今受理總統、立委選舉案件

共計 786 件、1246 人，其中賄選案件共有 287 件、556 人，總統

選舉賄選案受理 53 件、99 人，立委選舉賄選案件受理 234 件、

457 人。目前分析受理賄選案件類型可知，以現金買票、贈送禮品、

餐會、招待旅遊為主，但依過去偵辦經驗，越接近投票日，現金買

票案件數會隨之增加，將是檢警調機關未來的查緝重點。 

    查緝選舉賭盤部分，目前檢察機關共受理 193 件、273 人，

其中總統選舉賭盤部分有 180 件、249 人，立委選舉賭盤則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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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4 人，依照往年經驗，選舉賭盤越接近投票日會越猖獗，光

是這個月警方就已查獲 24 件選舉賭盤案件。 

     臺灣高等檢察署今年統合 10 個地檢署，發動 2 波地下通匯

專案查緝，阻絕境外資金，查獲 66 案、279 人，遭查獲的地下匯

兌業者中，經營最久的約 7 年，總計查獲的地下匯兌業者約 7 年

來經手的匯兌總額達新台幣 1012 億餘元。 

     地下匯兌地點以中國大陸上海、東莞、珠海、香港、印尼、

越南為主，印尼、越南部分以移工利用地下匯兌將收入匯回家鄉為

多數。高主任檢察官表示，檢舉賄選獎金自民國 84 年迄今已發出

11.5 億元，呼籲民眾利用雲端反賄 APP 檢舉賄選，檢舉獎金最低

新台幣 50 萬元，最高 1500 萬元。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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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署徵文比賽                       

受刑人女兒「溫柔予你」奪冠 

    法務部矯正署近來積極推行家庭支持方案，辦徵文比賽也首

度邀家屬參加，其中第 1 名作品「溫柔予你」，受刑人的女兒以

祖孫之間對「父親」犯法一事的感受，文字表達對父親的牽掛，

讓評審為之動容，評為佳作。 

徵文比賽昨天舉行

頒獎典禮，各監所收容人

共創作 320 件作品，今年

還設立家屬組，共有 16

名家屬獲獎，第 1 名作品

是雲林監獄家屬寫「溫柔

予你」─「或許身處黑暗中，會覺得世界不存在善意和溫柔，但請

相信你身後有個人，會用他臉上漸增的皺紋、漸白的髮絲告訴你，

他的生活過得很好，全是你的別來無恙。」女兒以文字顯露家人

對父親的矛盾情感，被評審認為「同中有愛，異中有情。」 

成年組首獎為嘉義監獄「木椅」，柯姓收容人以榫頭及卯眼

喻親人關係，文中以祖父的木榫貫穿前後，讓家人的情感更有聚

焦點。 

    矯正署長黃俊棠表示，本次徵文比賽的作品，無論是收容人

或是家屬的作品，內容大都描述他們對生命的深刻體悟，或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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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間微小的互動片段表達彼此綿長的情意，真摯感人，具有教

化社會意義，更讓收容人與家屬能夠思考家庭關係重要，建立緊

密的互動關係。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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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機工程涉貪污  

桃檢起訴工程處長等 15 人 

    負責二航廈擴建

等工程的桃園國際機場

公司工程處長林文楨，

涉嫌以洩漏標案機密等方式多次向廠商強索回扣，桃園地檢署 12

日偵結，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嫌，起訴林文楨等 15 人。 

    檢調表示，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擴建工程在 2016 年間進行

第一次變更設計案，當時的桃機公司工程處長、57 歲的林文楨認

為有利可圖，便指示助理吳姓工程師向負責的新亞建設公司索討回

扣，更約好以工程費新台幣 2 億 600 萬元的 3%，取整數 600 萬

元，並約好以吳姓工程師為收取回扣窗口。 

    檢調表示，林文楨更指定另名吳姓男子擔任新亞協力廠商，吳

姓男子為表感謝，也交付 50 萬元給林文楨。檢調發現，另外在桃

園機場第三航站區土方及基礎工程標案中，林文楨也將不得公開的

預算書、CAD（工程專用圖檔）等資料洩漏給夆典科技開發公司，

並接受招待全家出國旅遊，約 23 萬元的費用全由廠商支付。 

    另外，桃機公司「107 至 108 年度桃園國際機場道面維護工

程」招標時，因多次流標，林文楨也暗中協助旺誠營造公司，以洩

漏預算總表、詳細價目表及標案歷年之標比資料得標，決標金額與

底價比高達百分之 9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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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方還查出，林文楨在「新二機棚廠前機坪新建工程」及「桃

園國際機場 G4 加油站新建工程」案，都曾護航或洩漏招標資訊讓

特定廠商獲利。 

    檢方偵訊時，林文楨坦承收取廠商回扣，但辯稱是業者主動行

賄，不過遭廠商指控是林文楨主動要求，在上千萬的工程中至少拿

3%的回扣，檢方當時便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等罪嫌

將林文楨及吳姓工程師聲押獲准，其餘人等以 2 萬至 30 萬元交

保。 

    檢方指出，林文楨擔任要職，只為了貪圖金錢忘卻身分職責，

長期收取回扣、廠商賄賂，多次向廠商強索回扣，金額高達 254

萬多元，更圖利廠商洩漏內部標案資訊，嚴重斲傷國民對於公務員

信任。檢方表示，林文楨雖於偵查中繳回部分犯罪所得 135 萬元，

但矢口否認犯行，今天偵結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購法，將

林文楨等 15 人提起公訴，並請求法官針對林文楨從重量刑，並宣

告褫奪公權。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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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改認定恐嚇取財 

 北巿前里長二審判 2 年半 

臺北市前里長鄒桂蓉涉向建商索討 180 萬元，一審依貪污罪

判刑 14 年。二審 11 日認定，道路挖掘許可證上蓋章，並非里長

法定職權，不構成貪污罪，改依公務員恐嚇取財罪判刑 2 年 6 月。 
全案緣於鄒桂蓉 2 年前擔任臺北巿中正區南福里長期間，遭

檢調查獲涉嫌在民國 103 年底，以損鄰等理由，與建商「溝通」

要求繳付一筆錢；建商為求工程如期完工，104 年 2 月給里長新台

幣 180 萬元，才讓她在道路挖掘許可證上，蓋下工程管線埋設等

同意章及出具同意書。 

鄒桂蓉於檢方偵辦時坦承有收錢，但否認犯罪。她說替全體社

區住戶向建商索討相關損鄰費用，會用於後續房屋等修繕工程，沒

藉權勢勒索建商，而她自己的房子也因施工出現牆壁龜裂等情況。 

檢方調查相關事證發現，社區住戶不知悉鄒桂蓉代表社區向建

商談賠償，加上這筆錢也存在個人帳戶中等因素，認為鄒桂蓉涉嫌

藉勢或藉端勒索財物，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 

一審臺北地方法院認定，鄒桂蓉以里長具有對一般道路施工挖掘

的許可證蓋章，以及對新鋪道路再次開挖的道路挖掘許可證申請案出

具同意書，進而影響道路挖掘工程施作，向建商索款謀取私利，依貪

污治罪條例的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判刑 14 年。 



 
12       

 

經上訴二審臺灣高等法院審理，鄒桂蓉否認有恐嚇犯行，辯稱並

無拒簽里長同意書，與建商和解的金額是要用於自己房屋及社區公共

設施修繕的費用等語。 

二審合議庭審理後認為，里長對於一般道路施工挖掘路證，或新

鋪道路再次開挖路證申請的事前同意，並非里長的法定職務，取得路

證後施工前，里長也無同意施工權限，而只是單純受通知的情形，可

惜在工程實務慣例，仍以里長是否簽署或蓋章，作為處罰依據，因此

才遭有心的里長濫用。合議庭指出，鄒桂蓉犯行雖不構成貪污治罪條

例的藉勢藉端勒索財物罪，但仍構成公務員假借職務機會恐嚇取財

罪，須加重其刑 1/2，改判 2 年 6 月徒刑，還可上訴。 

此外，鄒桂蓉另被控期約賄選，在選後招待選民參訪臺中花博 1

日遊，臺北地檢署去年底進行搜索約談，目前仍在偵辦中。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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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坐超過８小時恐增憂鬱及焦慮！ 

算過自己一天坐著的時間有多長嗎？根據一篇刊登於《公共

科學圖書館》的研究指出，平日每天久坐時間少於 8 小時，比久

坐時間超過 8 小時者的憂鬱及焦慮程度低。 
該研究為一系統回顧研究，研究者以 42 名每週工作 30 個小

時以上的成年人為對象。參與者佩戴身體活動測量器(activPAL)

持續一週，以身體活動步數作為共變量，依參與者每天坐著的平

均時間，分為「低於 8 小時」、「8-10 小時」、「10 小 時以

上」三組，並將參與者完成的焦慮和憂鬱量表(HADS)及簡明健康

狀況調查表 (SF-12)，採共變數分析進行檢測。結果顯示，平日的

久坐時間對焦慮和憂鬱以及心理健康和活力有顯著的影響，週末

則無明顯差異。以平日坐著的時間分組比較發現，「低於 8 小時」

組別成員的焦慮和憂鬱程度低於另外兩組，且心理健康和活力的

得分較高。 

 

 坐著的時間越久 情緒低落的情形就越明顯 

 

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教授徐錦興表示，上述研究結

果與大眾的認知相同，如果坐著的時間越久，情緒低落的情形就

越明顯，像是上班族，工作時已 長時間久坐，回到家又選擇靜態

的看電視，就比較容易會有情緒低落和焦慮感，相反地，如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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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些有氧活動，當活動的時間夠久、強度夠高，就會分泌腦內

啡、多巴胺等激素，讓我們產生愉悅的感受。建議民眾可透過現

代化工具，像是手機 APP、運動手環、智慧手錶…等，設定一天

坐著的時間不超過 8 小時，提醒自己定時起來走動，可降低久坐

對身心健康產生的危害。 

 

長時間坐著 易造成肩頸腰痠痛、減少與他人互動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

主任葉雅馨表示，無論我們坐著

的時間多長，都該增加身體的活

動力，「坐」會影響身體與心理，

常常是因為坐的時間拉長或工

作者只專注於電腦作業，長期下來容易造成肩頸腰的痠痛、減少

與他人的互動，焦慮與憂鬱的各種負向情緒沒能轉換。如果無法

改變「坐」的行為，可先從調整坐姿著手，即便是坐著也能進行

簡單的活動，像是身體扭動、轉動、伸展擴胸、腳伸直擺動、提

肛…等，避免久坐造成身體的僵化及專注力的下降、加重鬱悶。 

    建議民眾可試著計算自己一天起身的次數，發現自己坐著的時

間實在太長，就應調整改變。而企業端不妨增設每天 15-20 分鐘的

休息時間，鼓勵員工起身活動或搭配音樂做操，增加員工福利的同

時也能提升工作效能，不僅能幫助員工維持健康的身心，還能增加

公司的生產力，相信這是企業與民眾所樂見的。 

（資料來源：優活健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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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搶購限量手機  

先騙遊戲點數再遭「三方詐騙」  

     今（108）年 11 月，新竹市一名鄭姓民眾在臉書（facebook）

上看到自己朋友的發文，轉貼一則新開幕通訊行推出「限量優惠」

最新款手機的訊息，為搶購限量名額，鄭姓民眾便立即加入文內

標註的 LINE ID，詢問是否還有優惠名額，及聯繫購買事宜。事實

上這間所謂新開幕的通訊行，就是詐騙集團所假冒，在鄭姓民眾

主動聯繫之後，首先告知民眾因優惠方案係與遊戲點數業者合

作，必須至 A 超商購買遊戲點數並拍照傳送，才算完成訂購手續，

再指示鄭姓民眾如超商店員詢問，要回覆遊戲點數是自己玩遊戲

所用，以免遭到超商限購。民眾怕錯失優惠名額，因此立即購買

遊戲點數並拍照傳送。 

    詐騙集團在收到第一筆遊戲點數之後，向鄭姓民眾謊稱因 A

超商系統臨時有問題，導致剛剛傳送的遊戲點數序號無法註冊，

會先退還剛剛購買遊戲點數的金額，再請其換至 B 超商重新購

買，民眾於是提供個人銀行帳戶，亦確實看到一筆等值的金額入

帳，便聽從指示，換至 B 超商再次購買遊戲點數傳送。詐騙集團

見鄭姓民眾配合度高，便食髓知味，陸續再以通訊行限制員工不

能購買優惠手機為由，商請其幫忙親友加購手機，鄭姓民眾好意

應允，又確認有多筆款項入帳，故將入帳款項均用於購買遊戲點

數並拍照傳送，直至數日後不但沒有收到當初購買的手機，還發



 
16       

 

現個人銀行帳戶遭到凍結，始知除了遭騙遊戲點數，甚至所有匯

入自己帳戶的不明款項，都是詐騙集團利用「三方詐騙」手法詐

騙其他被害人所得來，自己的帳戶竟成了幫助詐騙集團洗錢的工

具。 

臺灣有高達 8 成以上的民眾都是臉書愛用者，而根據刑事警

察局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在「假網拍」詐騙手法中，有將

近 7 成的案件都是發生於臉書，除上述案例之外，亦常見一頁式

廣告、販售演唱會門票、代購名牌商品等詐騙案件。 

科技日新月異，詐騙集團的

手法也不斷翻新，以往比較常聽

到的詐騙手法有專詐長輩的「猜

猜我是誰」，專詐網購族的「解

除分期付款」，還有專詐熟男熟

女的「假交友」、「假投資」，

然而新興的「三方詐騙」手法，

不僅可以搭配多種傳統詐騙手法交互運用，最重要的是防範不

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在享受網路便利之餘，

要多加留意在網路上所接觸的對象是否可靠，網路買賣物品應避

免透過 Line、messenger 私訊，或其他非官方的交易管道，更要

注意切勿輕易提供個人帳號給他人，在收受他人匯款之前務必確

認款項來源，以免無意間落入「三方詐騙」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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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東森新聞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