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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參一咖！ 矯正署有在賣口罩套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法務部矯正署防疫「參一咖」。法
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矯正署有矯正機關已著手教導收容人製作口罩
套，「製作的還算精緻」，希望能在這一波疫情裡幫助解決口罩的需求量
問題……（繼續閱讀 p.2） 

防疫物資發放防弊 廉政署提醒做好管理檢核 

  為避免防疫物資遭到侵占、囤積，或是在發送過程中發生爭議，法務
部廉政署今天(19 日)呼籲發放單位要建立領用登記機制，並公開發送相
關資訊，同時將記錄留存，以便日後遭質疑時能即時澄清……（繼續閱讀
p.3） 

 

廉政署搜索竹縣消保官辦公室  
疑跟建商走太近有關 

  新竹縣政府消保官辦公室被搜索案大轉彎！原來廉政署和政風人員
鎖定的是 2016 年新竹縣湖口鄉某建案……..（繼續閱讀 P.7） 

「增強」免疫力是迷思 
哈佛醫學院：不想生病，其實應該這麼做 

    市面上許多產品宣稱可以加強免疫力，但是這種說法合理嗎？哈佛醫
學院指出，一般人不應該陷入「增強免疫力」的迷思……（繼續閱讀 p.13） 

清潔隊員 A 雙份加班費涉貪污  
溢領 1 萬餘元遭起訴 

    臺北市清潔隊隊員吳姓男子，因經濟壓力想賺加班費，涉嫌持同事杜
姓男子的識別證刷卡加班，實際上是一人做事….....（繼續閱讀 p.9） 

疫情導致旅遊糾紛多 10 倍 
消保官建議協商替代方案 
  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衝擊各國觀光，隨著疫情爆發以來，旅行社跟旅客的
糾紛件數超出往常 10 倍以上……….（繼續閱讀 p.11） 

法務部力推 AI 輔助辦案  
新追音系統連「台灣國語」也可辨識 

   法務部資訊處近來斥資 178 萬元建置「追音系統」，透過語音辨識軟體，
把檢察官、律師、被告三方的言語即時轉化成文字……..（繼續閱讀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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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參一咖！  

矯正署有在賣口罩套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法務部矯正署防疫「參

一咖」。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矯正署有矯正機關已著手教導

收容人製作口罩套，「製作的還算精緻」，希望能在這一波疫情裡

幫助解決口罩的需求量問題。 

 

    依矯正署資料，目前全國有生產口罩

套的矯正機關有台北監獄、台中監獄、嘉

義監獄、花蓮監獄、泰源技能訓練所、高

雄女子監獄等 6 個機關；單獨矯正機關有

對外販售口罩套的，則為台北監獄、台中

監獄以及高雄女子監獄。 

 

   矯正署官員說，監所收容人所自製的口罩套，原則上供應監所

職員、收容人使用，但開放台北監獄、台中監獄以及高雄女子監獄

對外販售，價格依產品種類約在 25 元到 50 元之間，有需求的民

眾或廠商可逕向矯正機關接洽。 

 

 

（資料來源：法務部、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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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物資發放防弊  

廉政署提醒做好管理檢核 

     為避免防疫物資遭到侵占、囤積，或是在發送過程中發

生爭議，法務部廉政署今天(19 日)呼籲發放單位要建立領用登

記機制，並公開發送相關資訊，同時將記錄留存，以便日後遭

質疑時能即時澄清。 

     為因應俗稱武漢肺炎

的 COVID-19 疫情，各項防

疫物資必須送到最需要的人

手中、獲得最好的運用。法

務部廉政署 19 日表示，為避

免相關物資遭到囤積、侵占，

或是引發爭議，廉政署將請各政風機構提醒並叮嚀各機關注意相關

物資的發放作業流程。 

     法務部長蔡清祥表示，高中以下學校開學在即，廉政署會提

醒物資的發放應依照行政院制訂的「物品管理手冊」規定辦理，由

物品管理單位完成登記，送交保管或使用單位簽收，登錄管理，並

定期或不定期由相關單位共同檢核，讓社會及家長都能安心。蔡清

祥：『這些防疫的物資一定會善加運用，包括怎樣做一個善意的提

醒，也做一個有效的管理，最後要嚴加查核，這樣的話，未來開學

以後，充裕的防疫口罩跟酒精都能夠充分發揮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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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廉政署長鄭銘謙進一步指出，依照行政院制訂的「物品管理手

冊」，在物資發放前，應建立領用登記機制；發送中應公開資訊，

以便利民眾領取；發放後則應將物資的分配使用及流向記錄留存，

以備澄清疑慮，若發現有不當截留或囤積，將依法處理。 

     

 

 

 

（資料來源：中央廣播電台、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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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力推 AI 輔助辦案                          

新追音系統連「台灣國語」也可辨識 

    法務部資訊處近來斥資 178 萬元建置「追音系統」，透過

語音辨識軟體，把檢察官、律師、被告三方的言語即時轉化成文

字，減少書記官的工作負擔，特別的是，本套系統的核心引擎是

採取台灣自行研發的「雅婷」逐字稿，除了可同步辨識三人聲音，

還可轉譯「台灣國語」，正確率高達九成，目前正在臺北地檢署

試辦中。 

    法務部資訊處處長鄭輝彬表示，雅婷是台灣優先的本地國語

發音優化系統，追音系統特別融入檢察機關的相關術語及法律專

業用語，且考量到「偵查不公開」，整套系統都在檢察署內完成

語音辨識，保密性非常高。 

    鄭處長指出，本套系統還可克

服偵查庭內多人同時發言的環

境，一次可辨識出三種聲音，同時

還可建立法律專用語音、語意庫，

作為後續法務業務結合語音辨識應用或研究的基礎建設，一月初

已在北檢第 16 庭試辦，若成效良好，不排除擴大辦理。 

    鄭處長解釋，偵訊過程中，系統可即時產製應訊的完整逐字

稿，並自動標示庭內的發言人別，完整記錄偵訊內容，減輕書記

官繕打筆錄的工作負荷，增加開庭效率，並可快速調閱筆錄文字

及當時音檔的內容，精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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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長蔡清祥強調，法務

部朝向 AI 輔助辦案的目標勢在

必行，除了本系統，另有立案審

查中心 AI 助理及開庭卷證 AI 助

理兩套系統建置中，相信能有效

改善檢察官的工作環境 

 

 

 

 

 

 

 

（資料來源：法務部、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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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署搜索竹縣消保官辦公室  

疑跟建商走太近有關 

    新竹縣政府消保官辦公室被搜索

案大轉彎！原來廉政署和政風人員鎖定

的是 2016 年新竹縣湖口鄉某建案，今天

(2/20)早上同步執行搜索新竹縣政府消

保官辦公室外，也搜索了縣府環保局局

長辦公室、新湖地政事務所、湖口鄉公

所、以及某不知名建商！並非單純衝著

縣府消保官羅鈞盛而來。 

    不過湖口鄉公所澄清，今天公所是有廉政署官員來訪，尋求該

公所的政風室協助調查一些事情，但是跟公所無關，公所並無任何

課室遭到約談或搜索。 

    縣府低調證實，早上約 9 點就接獲廉政署通知，將同步搜索前

述地點，也調取相關的建管資料。消保官羅鈞盛在自己的辦公室內

陪同執行，隨後失聯，研判配合搜索行動被約談帶回台北。 

    至於縣府環保局代理局長羅仕臣配合釐清案情也北上，因此向

新竹縣議會請假不克出席下午的議會審查縣府提案的議程。至於縣

府工務建管單位並不在搜索之列。 

    由於縣府消保官羅鈞盛權責主管 8 大行業的稽查工作，再加上

他平時作風「尺度」較大，平易近人且自認坦蕩，所以並不避諱跟

某些建商「走得很近」，因此當他的辦公室被搜索的訊息傳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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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有人揣測會不會是因他對 8 大行業的強力執法得罪人，或是他

坦蕩的作風而惹禍？ 

    沒想到中午整個搜索行動陸續結束後，地方人士才恍然大悟，

廉政署的動作並非「對人」，很可能是「對事」而動手，但實際執

行搜索的原因還待廉政署對外適度公開說明釐清 

 

 

                              （資料來源：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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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隊員 A 雙份加班費涉貪污 

溢領 1 萬餘元遭起訴 

臺北市清潔隊隊員吳姓男子，因經濟壓力想賺加班費，涉嫌

持同事杜姓男子的識別證刷卡加班，實際上是一人做事，領兩份加

班費，兩人涉嫌謊報加班 9 次，溢領 1 萬 0458 元，士林地檢署日

前偵結，全案依照貪污治罪條例罪嫌起訴。 
吳男擔任士林區清潔隊蘭雅分隊員近 9 年，杜男則是在分隊

服務超過 12 年，負責夜間垃圾車定時定點收運、廚餘及資源回收

物品等業務，清潔分隊長核定每周三、周日，以 2 人一組、每次加

班 4 小時，加派隊員清運轄內的行人專用潔箱。 

起訴書指出，吳男、杜男涉嫌利用 2 人

指派同日、同組加班機會，詐領加班費，吳

男持未實際加班的杜男識別證刷卡簽到、簽

退，使不知情的領班、清潔隊隊部會計人員

彙整點名、加班資料，核報請領加班費，致

審核人員核給加班費。 

杜男供稱，因個人身體因素無意願加班。吳則供稱，因有經濟

壓力，才會刷杜的識別證簽到、簽退，杜未實際加班，待隔月加班

費入帳，杜再從薪資帳戶提領現金交給他。 

檢方指出，經調閱監視器畫面，2 人同組的加班日期，均僅由吳

男 1 人加班 4 小時，執行 2 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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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官認為，2 人利用職務機會，向環保局詐領 9 次加班費，，

每次 1162 元，共溢領 10458 元，由於犯罪情節尚屬輕微，且犯罪

所得在 5 萬元以下，主動向廉政署自首，並繳回全部犯罪所得，建請

法院依法減刑，全案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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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導致旅遊糾紛多 10 倍 

消保官建議協商替代方案 

武漢肺炎疫情影響衝擊各國觀光，隨著疫情爆發以來，旅行

社跟旅客的糾紛件數超出往常 10 倍以上，桃園市府消費者服務中

心自上月 30 日截至本月 22 日止，受理旅遊消費爭議申訴案已有

87 件，大多是報名旅行團的消費者，擔心疫情取消行程，向旅行

社要求拿回訂金或團費未果，消費者保護室主任邱玉霞表示，依旅

遊疫情建議等級不同，需負擔的解約費用亦不同，建議取消前，先

與旅行社協商替代方案，減少雙方損失。 

邱主任表示，交通部觀光局本月 22 日公告參團旅客依疫情等

級解約退費原則，旅遊地點若屬第三級警告的中國大陸、港澳地

區與韓國，依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團費扣除必要費用後，

就是可退費的金額；前往第二級警示的日本、新加坡與義大利，

退費金額須額外扣除最高 5%給旅行社的補償金；若是第一級注意

的泰國、伊朗或未列名國家，除扣除必要費用外，還須按距離出

發日的時間賠償 5 至 50%金額。 

她說，依交通部觀光局公告，旅遊費用即團費，行政規費是

指旅行社代辦出國所需的護照、簽證費及其他規費；必要費用或

實際損失，是指交通運輸、餐飲、住宿、入場門票等費用，上述

費用旅行社均應提供相關單據核實後扣除。 

舉例說，張小姐等 4 人因擔心疫情，取消 3 月初泰國五日遊

行程，要求退還 1 萬元定金，旅行社表示支付機票及住宿費用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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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退費，經消保官協商已獲少部分退款；李先生年前繳 30900 元

團費，原訂要參加 3 月中的日本賞櫻團，依契約取消行程只須賠

償 20%團費，但旅行社只願賠 1 萬元，消保官目前已經去函旅行

社要求妥適處理。 

有關疫情資訊及參團旅客解約退費原則，可至衛福部疾管署

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資訊、交通部觀光局武漢肺炎交通觀光防

疫專區查詢，若有消費問題，可撥打消費者服務專線 1950 諮詢。 

 

 

 

 

 

（資料來源：自由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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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免疫力是迷思  

哈佛醫學院：不想生病，其實應該這麼做  

     市面上許多產品宣稱可以加強免疫力，但是這種說法合理

嗎？哈佛醫學院指出，一般人不應該陷入「增強免疫力」的迷思，

要避免生病，你其實可以這麼做…… 

    免疫系統是我們在面對流行病時的第一道防線。市面上許多

產品，也因此號稱可以「增強」你的免疫力。但是這一種說法合

理嗎？ 

 

『哈佛醫學院指出，其實增強免疫力這種說法並沒有

科學根據。』 

 

   如果想要避免生病，其實有更簡單的做法。 

 

免疫系統如何運作？為什麼「加強」免疫力是迷思？ 

 

    「增強免疫力」是一個誘人的概念，但要如何實踐，其實是

一個比想像中困難的命題。 

    免疫系統正如其名，是一個系統，而非單一的物體。免疫系

統包含了多種不同的免疫細胞，與多種不同的免疫反應。如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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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免疫力，應該增加哪一種免疫細胞？其實在科學上仍沒有明

確的答案。 

     免疫細胞也並非越多越好，太強的免疫系統也有可能成為一

種疾病。常聽到的愛滋病與瘧疾，跟免疫系統過度脆弱有密切關

係。然而類風濕性關節炎與多發性硬化症，就是免疫系統反應過

度，演變成自身的細胞遭到免疫系統攻擊。 

哈佛醫學院指出，其實免疫系統要有效運作，需要的是協調與平

衡。 

 

『因此防範生病，追求的不應該是「增強」，而是一

個「平衡」的免疫系統。』 

 

    怎麼「平衡」免疫系統？ 

 

    哈佛醫學院指出，其實要一個平衡的免疫系統，從日常生活的

飲食與活動就可以做起。 

    營養攝取非常重要，因為貧窮而長期營養不良的人，容易感染

傳染病。而即便是在富裕國家，微量營養素缺乏（micronutrient 

deficiency），也就是缺乏部分維生素或是礦物質的症狀依然相當常

見。而部分動物實驗也發現，缺乏鋅、硒、鐵、銅、葉酸、維他命 A、

維他命 B6、維他命 C 與維他命 E，會影響免疫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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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維生素對高齡族群尤其重要，高齡族群容易因為食量小或

是飲食不夠多元，而導致缺乏重要的維生素。然而，哈佛醫學院也

提醒，不需要過份地攝取維他命，適量即可。 

    「如果你懷疑你的飲食無法提供所需的維生素，例如說，你不

喜歡蔬菜，那每天吃一點維他命或許可以帶給你健康益處，」哈佛

醫學院寫，「但是不應該過度地攝取單一種類的維他命，多不見得

比較好。」 

    除了補充營養，運動習慣是健康

的基礎。運動可以提升心血管功能、

降低血壓、控制體重並且防範各種疾

病。就像健康的飲食一樣，運動可以

增進身體健康與免疫系統。尤其是運

動促進血液循環的功能，可以讓免疫細胞在身體中更有效率地運行。 

 

具體可以怎麼做？哈佛醫學院列出以下 10 個建議： 

1. 不要抽菸。 

2. 多攝取水果、蔬菜與全穀。限制脂肪與糖，控制在總熱量

攝取的 10%以下。 

3. 規律運動，每週至少運動 150 分鐘。 

4. 保持健康的體重。 

5. 控制血壓 

6. 如果有飲酒習慣，應該適度飲酒，不要過量。 

7. 充足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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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降低感染風險：像是勤洗手、或是把肉類煮熟。 

9. 減少壓力來源。 

10. 確實施打疫苗。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