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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嚴懲速辦假訊息 法務部：不容破口產生 

    針對武漢肺炎疫情升溫，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參加行政院持防疫指揮
中心會議後，指示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指示調查局假訊息防制中心，要主
動掌握有關疫情之假訊息情資，向上溯源追查，全力積極有效查辦，並立
即澄清……（繼續閱讀 p.2） 

疑似武漢肺炎病患拒衛生機關訪視       
法務部：已觸法 

  法務部 1 月 26 日發布新聞稿，強調拒絕衛生主管機關訪視調查，將違
反傳染病防治法，不會有「沒有罰則」的問題……（繼續閱讀 p.4） 

 

前高分院法官涉貪 遭判 10 年 6 個月 

  花蓮高分院前法官林德盛，2006 年審理曾姓男子販毒案，他利用父
喪收取曾的女友致贈的 10 萬元奠儀，並在宣判前告知對方結果，分別被

依洩密、貪污罪判刑 1 年、10 年確定，高院裁定合併執行 10 年 6 月……..
（繼續閱讀 P.8） 

正確使用口罩不浪費 醫師教你小撇步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蔓延，民眾搶購口罩，市面上一片難求，醫師提醒
民眾配戴一般外科口罩即可，也不用一直戴著，在人口密集及醫院等密閉

空間才須戴口罩，不用時可拿下以紙袋盛裝或先掛在牆上，健康民眾一天
使用 1 至 2 片即可，不須每次更換新品……（繼續閱讀 p.17） 

新北警洩密判拘獲緩刑 法院：願給一次機會 

    新北市警新莊分局張姓警員協助民眾找回遺落在計程車上的手機，因
用錯方法，讓民眾自己抄寫計程車司機個資和打電話聯絡，不小心觸犯公

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繼續閱讀 p.10）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因應指引：大眾運輸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監測資料顯示，目
前國內之確診病例以境外移入為主…….（繼續閱讀 p.12） 

仁道關懷速辦假釋以利回家團圓  
矯正署年前准假釋 2 千人 

   為落實仁道關懷，法務部矯正署援例在過年前加速審核假釋，並聯繫檢
察機關儘速核發釋放命令，……..（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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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嚴懲速辦假訊息  

法務部：不容破口產生 

     針對武漢肺炎疫情升溫，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參加行政院

持防疫指揮中心會議後，指示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指示調查局假訊

息防制中心，要主動掌握有關疫情之假訊息情資，向上溯源追查，

全力積極有效查辦，並立即澄清。 

    另外，法務部也請最高檢察署暨臺灣高等檢察署轉知所屬檢察

機關，偵辦與疫情有關之刑事案件，應從速從嚴偵辦，並適時發布

新聞，彰顯政府重視疫情防範及嚴懲違反防疫規定之決心，安定民

心。 

    關於防疫措施部分，法務部也提出 5 點指示： 

1、機關出入口額溫槍、酒精或乾洗手、口罩、標籤紙（測量溫度

識別）請儘量充足準備，確保機關同仁及出入機關民眾之健康。 

2、處理各種外勤業務，請視具體個案狀況，若有需要口罩、酒精、

防護衣、帽套、鞋套等，請務必準備齊全，提供出勤同仁使用。 

3、掌握疫情狀況，持續檢討法務部及所屬機關未來要舉辦的大型

會議或活動與相關參訪行程之必要性，減少群聚可能造成的傳

染風險。 

4、若同仁或其家屬於最近有出入中國大陸武漢等地區，符合衛生

福利部規定之需居家自主管理或隔離者，請遵照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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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知人事單位。若無上情而有類似感冒症狀，則請自行配戴

口罩，維護健康。 

5、各矯正機關加強落實感染管制措施，所有出入矯正機關之人員，

均發給口罩配戴、實施體溫監控及手部消毒。倘有上呼吸道徵

狀者，一律請其就醫；遇有發燒之收容人務必立即隔離，發燒

之職員請假自我隔離，訪客及接見室家屬不得進入矯正機關，

新收收容人入監前 1 個月內到過中國大陸者，與其他收容人隔

離 14 日，並早晚量測體溫，有上呼吸道徵狀，立即安排就診。 

    

 

     

 

（資料來源：法務部、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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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武漢肺炎病患拒衛生機關訪視  

法務部：已觸法 

     法務部 1 月 26 日發布新聞稿，強調拒絕衛生主管機關訪視

調查，將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不會有「沒有罰則」的問題，法務部

呼籲民眾，現在是抗疫非常時期，請民眾務必配合。 
     法務部表示，媒體報導有民眾從武漢疫區返台，拒絕衛生主

管機關訪視調查，只願接受電話訪問，報導中提到地方政府聲稱訪

視受限中央法規沒有強制力。 

     法務部澄清，現在已要求各檢察機關，啟動偵查民生犯罪聯

繫平台，積極與警政、衛政機關通力合作，嚴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的相關行為。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6 條

規定：民眾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

生之虞時，應配合接受主管機關

之檢查、治療、預防接種或其他

防疫、檢疫措施，違反者依第

70 條處新臺幣(下同)三千元以

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再依第

43 條規定：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及相關人員對於地方主管機

關之檢驗診斷、調查及處置，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否則依第

67 條處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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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該法第 48 條亦規定，主管機關對於曾與傳染病病人接

觸或疑似被傳染者，得予以留驗；必要時，並得令遷入指定之處所

檢查、施行預防接種、投藥、指定特定區域實施管制或隔離等必要

之處置。違反主管機關命令者，依同法第 67 條處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 

     除上述行政罰規定外，若有下列行為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61 條至第 63 條之規定，應負刑事責任：(一)對於徵用之防疫物資，

有囤積居奇或哄抬物價之行為且情節重大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二)明知自己罹患指定之傳染病，不遵

行各級主管機關指示，致傳染於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三)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

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科三百萬元以下罰金。因此若違

反上開規定，檢警機關均會主動依法嚴辦，請民眾勿心存僥倖，應

全力配合政府防疫措施。 

    法務部強調，現在是防止武漢肺炎蔓延的非常時期，呼籲全體

國民應共同配合防疫，自我防護並全力遵照衛生主管機關相關防疫

處置，避免疫情擴散。 

 

 

 

（資料來源：法務部、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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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道關懷速辦假釋以利回家團圓                          

矯正署年前准假釋 2 千人 

    為落實仁道關懷，法務部矯正署援例在過年前加速審核假

釋，並聯繫檢察機關儘速核發釋放命令，總計 2019 年 12 月與

2020 年 1 月份，2 個月內核准假釋者亦有超過 2 千名。矯正署並

主動積極聯繫各地檢署，務必讓受刑人儘早出監，趕快回家團圓

好過年。 

    矯正署指出，我國傳統的過

年團圓習俗，在監所中特別容易

發酵，尤其是受刑人經過長久羈

押、收容後，真是「每逢佳節倍

思親」，囚情特別浮動。因此矯

正署只要遇到傳統的三大節

日，必定加速審核假釋。 

    今年也不例外，矯正署長黃俊棠特別指示各矯正機關主動聯

繫各檢察署，協請法院裁定假釋交付保護管束相關事宜，俾能送

交各監所辦理釋放手續。而在矯正署統計下，2019 年 12 月份核

准假釋者有 982 名，2020 年 1 月份核准假釋者亦有 1,073 名，

合計 2 個月核准假釋達 2,055 人。 

    截至 1 月 22 日中午前完成釋放程序，其中人數最多為臺中監

獄 299 人、其次為臺北監獄 222 人及屏東監獄 118 人。矯正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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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期盼獲准假釋重返社會的更生人，能與家人共享天倫，並在親

恩感召下，保持善良品性，成為守法的好國民。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ET 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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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分院法官涉貪  

遭判 10 年 6 個月 

    花蓮高分院前法官林德

盛，2006 年審理曾姓男子販

毒案，他利用父喪收取曾的女

友致贈的 10 萬元奠儀，並在

宣判前告知對方結果，分別被依洩密、貪污罪判刑 1 年、10 年確

定，高院裁定合併執行 10 年 6 月。 

    法訓所 23 結業的林德盛，1999 年調任花蓮高分院法官，因

交往關係複雜，被司法院列入「正己專案」的名單；他因在外養女

人、還到承審的貪瀆案被告、前台東縣長吳俊立的私人別墅與吳會

面，5 年前遭公懲會決議撤職後轉任律師，他因本案遭判刑定讞，

入獄服刑，也失去律師資格。 

    2006 年間，林承審曾男販毒案，他經花蓮警局刑事小隊長王

文俊介紹，認識曾的女友，林適逢父喪，江女以奠儀名義交付 10

萬給他，林於是將曾在一審遭判 10 年部分改判無罪，並在宣判前

將評議結果洩漏給江女。 

    但該案遭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審後改判 8 年定讞，曾在 2010

年逃到大陸，2012 年死亡，江女不滿花錢仍家破人亡，於是告發

林德盛收賄的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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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被控洩密案，2017 年遭判刑 1 年確定，入獄服刑。另貪污

部分，最高法院去年判刑 10 年，另併科罰金 120 萬確定。檢方日

前向高院聲請定執行刑，高院裁定執行 10 年 6 月。 

 

 

 

                              （資料來源：中時電子報） 

 

 

 

 

 

 

 

 

 

 

 

 

 

 



 
10       

 

新北警洩密判拘獲緩刑 

法院：願給一次機會 

新北市警新莊分局張姓警員協助民眾找回遺落在計程車上的

手機，因用錯方法，讓民眾自己抄寫計程車司機個資和打電話聯

絡，不小心觸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新北地院審理此案，

認為張員行為固然有錯，但考量他是初犯，已立悔過書認錯並有意

與對方和解，判他拘役 30 日，得易科罰金，緩刑 2 年。 
判決指出，張姓警員去年 2 月受理民眾遺失手機案件，由於

民眾宣稱手機掉在計程車上，遂依其提供的車牌號碼，使用「計程

車駕駛人管理系統」查詢駕駛姓名及電話。過程中，他見民眾在一

旁觀看和抄寫姓名電話未加以制止，直到民眾打電話給計程車司機

後，因此被司機指控洩漏個資。 

案發後，張姓警員在檢方偵訊和法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供稱

當初只想快點幫民眾找回手機，沒有想那麼多，一時失慮才會犯

錯，雖被判刑，但法院給予緩刑機會，緩刑期間須繳交公庫 15000

元和接受 2 場法治教育，「培養正確的法律觀念」。 

新北地院解釋，本院理解

我國有眾多國民仍認為如果

有人犯錯、犯罪了，國家應該

給予重懲，但本院要說明，刑

罰的目的固然有處罰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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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但仍有「教育」的概念在內。如果行為人對社會規範認知

無重大偏離，又僅是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應可藉由違反緩刑規

定將入監服刑的心裡強制作用，達到自發性的改過遷善。 

此外，本院認為如果依照判決主文刑度讓張員入監服刑，「坐過

牢」的標籤效果，其實對於重返社會不利，反而可能促成其再犯，所

以「本院願意給予張員一次機會」。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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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因應指引：大眾運輸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監測資

料顯示，目前國內之確診病例以境外移入為主，除從事醫療照護工

作或與確診病例曾有密切接觸者外，一般大眾於社區感染之風險相

對較低。由於車站、候車地點及大眾運輸工具等屬公眾使用且多為

密閉空間，長時間且近距離可能增加呼吸道傳染病之傳播風險，且

目前適逢流感流行季節，最基本且最重要的防疫措施仍是：落實勤

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禮節，及生病在家休息。 

針對已由衛生單位或民政單位列為追蹤管理之高感染風險對

象，均須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

管理。另由於中國大陸疫情持續擴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

會適時依防疫需求公布相關之防疫措施。 

 

 個人防疫措施 

(一) 維持手部清潔 

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

洗手液進行手部清潔。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及如廁後，手部

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更應立即洗手。

另應注意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二) 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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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外科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

泌物時，應將已污染之口罩內摺丟進垃圾桶，並立即更換

口罩。 

2.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若無面紙或手帕時，

可用衣袖代替。 

3. 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請戴上外科口罩與保持

良好衛生習慣，並儘可能保持 1 公尺以上距離。 

4.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使用肥皂及清水搓手

並澈底洗淨雙手。 

(三) 生病時在家休養 

1. 如出現類流感症狀(如發燒、頭痛、流鼻水、喉嚨痛、咳嗽、

肌肉痠痛、倦怠/疲倦、部分少數患者合併出現腹瀉)，在

症狀開始後，除就醫外，應儘量在家中休息至症狀緩解後 

24 小時以上。患者應避免搭乘航機、船舶等交通運輸工

具，以避免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2. 倘若被衛生單位之公衛人員告知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

診病患的接觸者時，須配合執行居家(個別)隔離規定，不

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若於健康監測期間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時，請立即(全程)戴上外科口罩，主動與縣市衛

生局聯繫，或請立即撥打 1922 防疫專線或由填發「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之單

位安排就醫。就診時務必主動告知旅遊史、職業暴露、有

關的暴露，以及身邊是否有其他人有類似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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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防疫措施 

(一)強化及落實衛教溝通 

針對旅客、駕駛及服務人員等工作人員加強進行以下宣導： 

1. 透過於車站、候車地點及運輸工具明顯處張貼海報，或以跑

馬燈、廣播等方式宣導「落實勤洗手」及「呼吸道衛生與咳

嗽禮節」等個人衛生行為，如出現呼吸道症狀應配戴外科口

罩，並儘速就醫。 

2. 有關疫情最新資訊、防疫建議，以及相關宣導素材如多媒體、

海報、單張等，可逕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dc.gov.tw)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

專區瀏覽及下載運用。。 

(二)維持環境衛生及配置防護用品 

1.車站、候車地點及運輸工具應隨時維持整潔，執行清潔消毒工

作的人員應穿戴個人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離衣或防水圍

裙、視需要使用護目鏡或面罩) ，但要注意清理工作應適當

為之，避免因過度使用消毒藥劑而影響人體健康。建議針對

公眾經常接觸的物體表面進行消毒(可以用 1：100(當天泡

製，以 1 份漂白水加 99 份的冷水)的稀釋漂白水/次氯酸鈉

(500 ppm)，以拖把或抹布作用 15 分鐘以上再以濕拖把或

抹布擦拭清潔乾淨)，包括： 

(1) 車站、候車地點內：門把、扶手、洗手間、各式觸摸式設

備。 

(2) 運輸工具內：擴音器和旋鈕、扶手、按鈕、空調出口、座

椅調整鈕、椅套、安全帶扣環、杯架、洗手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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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車站及候車地點可配置外科口罩及乾洗手液，並張貼告示，請

有呼吸道症狀之旅客配戴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液，並與他人保

持 1 公尺以上之距離。另在長程運輸中，可能發生旅客或工

作人員在旅途中發生不適症狀的狀況，故可配置手套、外科

口罩及消毒用品，以備需要時使用。 

 

    相關人員健康管理 

(一)應訂定駕駛及服務人員等工作人員(含流動人員)健康監測計畫，

並有異常追蹤處理機制。 

(二)落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38℃)、呼吸道症狀

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

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 

(三)駕駛、乘客服務人員、清潔消毒人員及其他經常接觸民眾之工

作人員，建議工作時戴口罩。 

(四)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且所

有工作人員都能知悉及遵循辦理。倘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

瀉等症狀，應安排請假或限制其工作，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

燒藥且不再發燒 24 小時後，才可恢復上班。因確定或疑似感

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而請假在家休息者，其請假日數應從寬

考量，不宜列入全勤、考績評等或績效考核等。 

(五)若有乘客或工作人員於旅途中發生症狀，請依下列建議處理： 

1.安排發病者與其他人員區隔，理想距離為 1 公尺以上，並要

求其遵守咳嗽禮節和手部衛生等措施，並配戴外科口罩。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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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提供特定之洗手間予患者，若無法如此，患者使用過後

之洗手間應清潔消毒。 

2.由固定人員給予照料，但這名人員不可是併發症之高危險群，

與患者接觸時須配戴口罩及手套。在接觸患者或處理其廢棄

物後，應小心脫下口罩及手套，並清洗雙手。 

3.患者產生的廢棄物及使用後的手套及口罩，應以牢固的塑膠袋

封好後再丟棄。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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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使用口罩不浪費  

醫師教你小撇步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蔓延，民眾搶購口罩，市面上一片難求，

醫師提醒民眾配戴一般外科口罩即可，也不用一直戴著，在人口

密集及醫院等密閉空間才須戴口罩，不用時可拿下以紙袋盛裝或

先掛在牆上，健康民眾一天使用 1 至 2 片即可，不須每次更換新

品。 

    台中榮總兒童感染科主任陳伯彥指出，2019 新型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為飛沫傳染，戴上一般外科口罩讓口沫不濆濺，可

阻擋 70％以上的 5 微米顆粒，就足夠防護，不同於麻疹、水痘、

德國麻疹是空氣傳染，即使院內醫護人員看診治療時，也僅配戴

一外科口罩即可。 

陳主任表示，N95 口罩可阻擋 95％以上的次微米顆粒，適合

第一線醫護人員使用，因此處置急診、發燒、有武漢肺炎旅遊史、

疑似或確診病例等特殊情形時才會使用，N95 透氣性差，一般人

戴上 5 分鐘就覺得呼吸困難，像他一般門診時也僅戴一般外科口

罩就足以防護。 

陳主任指出，現在口罩一片難求，健康民眾一天用 1 至 2 片，

不用戴一次就丟掉，也不用一直配戴，在人多的地方或密閉空間

才要戴上，戴口罩時也盡量少講話，減少口水噴濺、沾濕，減少

污損，延長使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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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配戴前後必須洗手，戴口罩時拉上兩側鬆緊帶卦上耳

朵，鼻樑片固定鼻樑，口罩拉到下巴，平常避免雙手觸碰到口罩

表面，減少污染口罩，不用時可拿下口罩對折（深色面朝外）放

置在乾淨、透氣的容器如紙袋保存，或是把口罩掛起來（深色面

朝外），等要用時再拿出來戴上，不過口罩仍應每天更換。 

    市面難買一般外科口罩，N95 口罩太悶，有民眾甚至去買

P95、R95 口罩，P 級、R 級比 N 級口罩更增加油性微粒的阻隔，

而 P 級又比 R 級使用壽命更長，一樣具有阻隔病毒的效果，不過，

一般民眾不須使用這類防護級的口罩，而且透氣太差，配戴不適。 

    中山醫學附設醫院兒童急診科主任、小兒感染科醫師謝宗學

表示，防疫除了戴口罩也要勤洗手、手部不要挖鼻孔、揉眼睛，

並正確使用口罩，深色防水層潮外、親水層朝內，如果有髒污或

潮濕，口罩防護力就會大幅失效必須更換。 

     陳伯彥也說，防疫期間民眾也要注意衛生、多喝溫開水，如

果口乾舌躁也會使黏膜免疫力變差。 

 

正確口罩使用方式 

 

1.戴口罩前應洗手，口罩時要拿

兩端鬆緊帶處，避免觸碰口罩表

面，造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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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口罩拿兩端鬆緊帶掛在雙

耳，避免觸碰口罩表面，造成污

染。 

 

 

 

 

3. 戴上口罩要輕壓鼻樑片，與鼻

樑密合。 

 

 

 

 

 

4.戴上口罩要呼氣，測試是否有

氣體冒出，如果有就要壓好密合。 

 

 

 

 

 

 

         （資料來源：自由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