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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貫徹防疫 矯正機關應變演練 

    面臨來勢洶洶的武漢肺炎，不論中國大陸或伊朗、南韓、英國等處之
監獄亦陸續傳出確診或群聚感染情形，因此，矯正機關之防疫及應變機制
益形重要。3 月 9 日法務部蔡部長特別擇定臺北監獄進行防疫應變演練，
以強化矯正機關於疫情期間各項應變作為……（繼續閱讀 p.2） 

院、檢合力防疫 通緝犯歸案零缺口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間，關於通緝犯等人犯歸案方式，為避免疫
情蔓延，司法院與法務部共同邀集台灣高等法院、臺北地院、桃園地院、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北地檢署、桃園地檢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航空警察局……（繼續閱讀 p.5） 

 

竹縣副消防局長涉貪瀆被聲押禁見  

  新竹縣消防局副局長陳中振27日清晨遭被新竹地檢署指揮廉政署搜
索、逮捕。檢廉是在先前偵辦縣府消保官與環保局涉嫌收賄，而對建商

放水案件過程中，意外發現陳中振也有涉案，懷疑他對於建商的建案安
檢部分，可能有放水之嫌……..（繼續閱讀 P.9） 

「增強」免疫力是迷思 
國小生替第一線醫護打氣 

    自年初開始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短短 2 個
多月，造成全球疫情，個案數以指數翻倍速度成長……（繼續閱讀 p.15） 

涉收賄 臺北市區監理所又一科長遭約談  

    臺北市區監理所袁姓所長涉收受賄賂，檢廉 3 日展開搜索行動，檢察
官聲押袁男獲准。檢廉進一步發現監理所陳姓科長涉嫌受賄，今天兵分 11

路展開搜索行動，並約談陳男等 6 人到案….....（繼續閱讀 p.11） 

北市府公布 2019 年消費申訴統計 
網購類糾紛最多 
  現在購物型態及管道多元，也因此商家、購物平台與消費者間的購物糾
紛也層出不窮，消費者購物或訂購相關服務前……….（繼續閱讀 p.12） 

法務部所屬矯正學校  今年起納中小學校園
保險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為強化校園安全，今年持續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及幼兒園校園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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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貫徹防疫  

矯正機關應變演練 

     面臨來勢洶洶的武漢肺炎，不論中國大陸或伊朗、南韓、

英國等處之監獄亦陸續傳出確診或群聚感染情形，因此，矯正機關

之防疫及應變機制益形重要。3 月 9 日法務部蔡部長特別擇定臺北

監獄進行防疫應變演練，以強化矯正機關於疫情期間各項應變作

為。 

    行政院蘇院長早於疫情發生之初，即耳提面命要做好矯正機關

防疫措施，防範疫情發生於未然，法務部蔡部長秉持蘇院長指示，

全面超前紮實部署，除要求全國及外島共 51 個監所、矯正學校確

實遵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揭示之各項防疫措施落實執行外，並

曾親往監所無預警視察防疫情形，更於日前與各矯正機關首長舉行

遠距視訊防疫會議，再三強力要求貫徹各項防疫作為，迄今已有效

阻絕了疫情的入侵。 

   惟鑑於矯正機關環境封

閉，收容人數眾多，人員進

出頻繁，群聚感染風險始終

存在，為強化防範及應變作

為，蔡部長具體指示，由法

務部召集矯正署研議制訂「法務部矯正署因應矯正機關發生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預防及緊急處理計畫」，對於突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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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疑似」或「確診」病例能及時加以應處，並擇定北部地區收容

人數最多之臺北監獄進行模擬實況演練，蔡部長並親自到場督導，

就是要具體檢視該防疫應變計畫是否務實可行及期能增加同仁演

練的經驗，至於其他矯正機關，部長也要求儘速進行演練，務必在

最短時間內，讓同仁均能熟悉該應變計畫及流程，並能徹底遵行，

不容任何防疫破、缺口產生。 

    此次臺北監獄之防疫應變演練，以不同情境狀況進行推演，依

「疑似病例」、「發現 1 名確診病例」、「不同場舍有 2 名以上

確診病例」等輕重程度將應變措施分為三級，指揮系統層級亦因應

調整為矯正機關流行疫情三級、二級或一級指揮中心，分別由機關

首長、矯正署、法務部指派人員擔任指揮官綜理相關應變事宜；如

有確診個案時，於監內落實「分艙分流」原則，包含分房、分舍、

分工場及分教區等管制措施，劃定機關運作及勤務配置範圍，規劃

人員出入動線及管制，視實際疫情規劃勤務人力調派及輪休，避免

感染範圍擴大；戒護人力不足時，依矯正機關分區聯防戒護警力調

派人力支援。另外，以發現新進收容人為疑似病例進行個案操演，

執勤人員先詳實調查個案入監前動態，並撥打「1922」防疫專線

查核後，由執勤同仁穿戴完整防護裝備，以負壓救護車戒送就醫，

個案經確診者立即戒護住院，並同步於監內落實執行隔離潛在感染

者，以及後續採檢疫調作業等，全部演練過程逼真、確實，矯正同

仁均能充分掌握各項應變措施。 

    防疫演練順利結束後，蔡部長除慰勉監所同仁努力防疫的辛勞

外，也對於臺北監獄收容人日前配合製作口罩套，開放外界民眾優

惠購買以疏緩民眾對口罩使用需求而共同加入防疫的付出表達感



 
4       

 

謝，部長更藉此鼓勵收容人縱使犯過錯，只要真心悔改，對於社會

盡力付出，終能得到外界的接納，進而達到教化之目的。此外，部

長更提醒大家，防疫視同作戰，疫情變化未必盡如假設狀況，務必

以「料敵從寬、禦敵從嚴」之態度，持續落實防疫宣導、執行防疫

作為、熟練應變措施，做好監所各項防疫準備，以最嚴謹態度周全

防範，固守矯正機關防線，展現政府一體共同防疫的決心及行動

力！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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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檢合力防疫  

通緝犯歸案零缺口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間，關於通緝犯等人犯歸案方

式，為避免疫情蔓延，司法院與法務部共同邀集台灣高等法院、

臺北地院、桃園地院、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北地檢署、桃園地

檢署、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航空警

察局、內政部移民署、法務部矯正署等機關與會，對於自大陸、

香港、澳門等地入境通緝犯之歸案方式，基於防疫優先，律定

以「遠距訊問」為人犯歸案處理原則。 

     法務部與司法院進一步

說明，檢察官、法官訊問具感

染風險之被告，得視實際狀況，

採行遠距訊問、就地訊問或解

送至院、檢等方式處理；且於

訊問完畢後為避免解送監所

而發生群聚感染之風險，非有羈押之必要，應審酌是否依法予以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諭知責付時，不宜責付予司法警察，應協請

司法警察將其送至隔離或檢疫處所，俟隔離或檢疫期滿後再行傳喚

到庭；各院、檢、司法警察及矯正等機關設置各轄聯繫窗口等事項

並達成上述共識結論，以供各相關機關遵循辦理。 

     關於遠距視訊，由司法院、法務部及司法警察機關責成所屬

申租或使用行動視訊會議通訊軟體，以因應遠距視訊。各司法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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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因地制宜，整備適當之遠距訊問場所；臺北、桃園、高雄三處

國際機場部分，請航警局整備適當之遠距訊問空間，由司法院提供

透明材質隔離板，以備不時之需。此外，各地檢署應檢視署內空間

及動線，妥善規劃適當的訊問處所、解送進出路線及適當拘留空間，

以降低群聚感染風險，共同把關防疫。 

     

     

 

  （資料來源：法務部、台灣新生報、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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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所屬矯正學校                          

今年起納中小學校園保險 

    教育部國教署表示，為強化校園安全，今年持續辦理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校園公共意外責任保險，由明台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承保。各項保額比照去年，但今年起將「法務部矯正

署所屬矯正學校及分校」納入投保範圍。國教署除直接繳納署轄

學校的保費，也會同步補助各地方政府替其轄管學校投保，建構

友善安全的校園防護網。 

    國教署表示，今年保險

內容包括身體傷亡每人

600 萬元、每一事故身體傷

亡 6000 萬元、每一事故財

物損失 600 萬元；保險期間

每一縣市最高賠償六億元、保險申請免自負額等。今年起將「法

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學校及分校」納入保障範圍中，保險期間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止。 

    另國教署指出，明台產險公司將提供「損害防阻」服務，派

出多位通過 SGS 測驗的「兒童遊戲場安全檢驗人員」，運用專業

檢驗器材前往各校園查勘，協助學校繪製「風險地圖」、提供校

園公共安全損害防阻建議、舉辦縣市校園公共安全與損害防阻講

習會等，專業協助學校提升安全等級，強化緊急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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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教署表示，校園公共意外責任險可協助降低意外災害對學

生、幼兒的家庭經濟衝擊，保險公司的專業協助也可促進校園提

升安全等級。未來該署將持續與各地方政府共同合作，努力推動

各項校園安全措施，營造更友善的校園環境。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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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縣副消防局長涉貪瀆被聲押禁見  

 

    新竹縣消防局副局長陳中振 27 日清晨遭被新竹地檢署指揮

廉政署搜索、逮捕。檢廉是在先前偵辦縣府消保官與環保局涉嫌收

賄，而對建商放水案件過程中，意外發現陳中振也有涉案，懷疑他

對於建商的建案安檢部分，可能有放水之嫌，檢察官訊後向法院聲

請羈押禁見，新竹地院法官認為他涉案程度重大，於中午裁准羈

押。 

    地方人士表示，檢廉偵辦本案迄今，案件有如滾雪球般，已有

消保官、環保局、地政單位涉案，如今又有消防局高層涉入，檢方

則表示證據到哪裡，就會追查到哪。 

    檢廉赴消防局搜索陳中振的辦公室，將陳中振及 3 名承辦人帶

回調查，了解核照流程，訊後 3 名承辦人都以證人身分請回。 

    上月 22 日新竹縣政府消保官羅鈞盛與環保局代理局長羅仕臣，

被控涉嫌貪瀆，新竹地檢署與法務部廉政署搜索、約談後聲請羈押

兩人；新竹地院裁定羅鈞盛羈押禁見、羅仕臣 15 萬元交保，同案

黃姓建商與新湖地政事務所周姓主任分別以 10 萬、5 萬元交保。 

   據了解，這起貪瀆案與 3 年前湖口鄉新建大樓的污水排放罰單

有關，羅鈞盛疑擔任仲介角色，在廠商與環保局間協調有關罰單放

水輕縱。此外，黃姓建商這幾年在湖口鄉推出多個建案，兩人疑被

檢舉涉嫌瀆職或疑似喝花酒收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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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中振是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台北大學公共行政研究碩士學分

班結業、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畢業、消防人員特種考試及格，

曾任新竹縣消防局災害預防科科長，2005 年晉升秘書、2012 年

晉升副局長至今。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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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收賄臺北市區監理所又一科長遭約談 

臺北市區監理所袁姓所長涉收受賄賂，檢廉 3 日展開搜索行

動，檢察官聲押袁男獲准。檢廉進一步發現監理所陳姓科長涉嫌受

賄，今天兵分 11 路展開搜索行動，並約談陳男等 6 人到案。 
檢廉調查，袁男出資新台幣 20 萬元，與黃姓、李姓男子在臺

北市士林區共同開設體檢診所，獲利由 3 人分紅。檢廉統計，袁男

在民國 107 年、108 年間，分紅金額逾 130 萬元，並涉嫌圖利黃、

李男 2 人。 

檢廉查出，一名王姓業者於 107 至 108 年間欲承租停車場，

涉嫌向袁男行賄約 9 萬元。袁男涉嫌貪污治罪條例職務上行為收受

賄賂罪。檢廉 3 日兵分 16 路搜索，並約談袁男到案，檢察官訊問

後向法院聲押禁見袁男獲准。 

檢廉另查出，臺北市區監理所陳姓科長，涉嫌利用擔任汽車代

驗廠考核委員會委員身分，收受一家汽車代驗廠盧姓負責人賄款，

使這家代驗廠考核時順利過關。 

臺北地檢署 18 日指揮廉政署，兵分 11 路展開第二波搜索行動，

並約談陳姓科長等 6 名被告到案，全案朝貪污治罪條例職務上行為收

受賄賂罪偵辦。 

 

 

 

（資料來源：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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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府公布 2019 年消費申訴統計 

網購類糾紛最多 

現在購物型態及管道多元，也因此商家、購物平台與消費者

間的購物糾紛也層出不窮，消費者購物或訂購相關服務前，應審慎

再三。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今（12）日公布臺北市政府 2019 年度受

理消費申訴案件統計結果，共計 13549 件，約占全國案件總件數

54,714 件的 1/4，較前一年度（2018 年）14287 件減少 738 件，

略降 5％。其中網路電視購物類的消費申訴案件，以 1968 件案件

占最多。該局亦指出，網路電視購物類的消費糾紛大多與交易賣家

為主。 

臺北市府法務局表示，2019 年度消費爭議申訴案件數量最多

之類別，依舊為「網路電視購物類」，共 1968 件，相較於 2018

年總數 2,039 件，已減少約 4％，榜首仍為「樂購蝦皮有限公司」

305 件。爭議案件類型則以物品瑕疵及退換貨相關案件為主。 

為因應網路電視購物類消費爭議較多之現象，北市法務局每

季均邀集各大網購業者召開定期會議，針對各式消費爭議提出有

效之對策，以減少消費糾紛。如近日即因應武漢肺炎疫情，請各

平台業者清查所屬賣家，是否不當調漲口罩等物資價格及不具備

藥商資格卻販售「醫療用口罩」或宣稱「抗武漢肺炎、病毒」等

疑有誇大醫療效果等廣告文字，除勒令其下架外，並將違規相關

事證及賣家資料等通報法務局知悉，以便後續依違規情形移送衛

生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及檢調等機關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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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府法務局指出，2019 年度「運輸及車輛類」首度躍居

第 2 名，共有 1,008 件，較 2018 年 814 件大幅增加 23%，主因

為運輸類華航機師及長榮空服員罷工事件引發消費爭議，以及車

輛類汽車瑕疵所衍生集團性消費爭議。本類型案件數以「Mazda

馬自達汽車公司」278 件蟬聯首位，主因為車輛引擎及控制模組

程式系統瑕疵召回事件等。 

消費糾紛排名第 3 為「線上遊戲類」，與 2018 年相較，案

件量已由 1,252 件減少為 962 件，減少幅度達 23％。分析有效降

低原因，可能與 2019 年 1 月 8 日修正生效之「網路連線遊戲服

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有關。本類型爭議被申訴

最多業者仍為「遊戲橘子」120 件。常見消費爭議類型有帳號被

盜用、停權、系統設備維修故障、抽獎爭議及退費爭議等。呼籲

消費者在下載網路連線遊戲、下載 APP 或儲值前應先詳細閱讀付

費條款或遊戲公告，切勿衝動消費，遇到特殊狀況發生時，善用

手機截圖功能留存畫面、保存證據，俾利後續消費爭議協商、調

解或訴訟。 

臺北市府法務局另指出，2019 年臺北市消費糾紛統計中，2

被申訴最多單一業者為「寰宇家庭股份有限公司」計有 679 件。

消費爭議原因為改版美語教材套裝系列衍生集體大量申訴案件，

法務局除受理臺北市之消費者申訴外，亦積極受理全國其他縣市

移文案件，經召開兩次大型消費爭議調解會議，達成部分調解成

立，並已製作調解書送請法院核定完成。 

同時，臺北市法務局亦公布臺北市 2019 年消費爭議申訴案件，

經消保官通知業者出席，無正當理由卻未派員出席之業者，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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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家次，其中以知名約會軟體 Paktor 的 APP 業者新加坡商拍

拖有限公司及蝦皮賣家各 15 次為最多。其次 Google LLC 計有

13 次，排名第 3，由於知名 APP 平台 Google Play 的業者 Google 

LLC係屬境外公司，雖然同集團在國內有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

但其表明不負責 Google Play 平台退費事宜，消費紛爭往往無法

透過消費爭議申訴程序順利解決，特別提醒消費者注意。此外知

名網購平台露天及雅虎奇摩旗下也分別有10次及8次賣家未出席，

法務局呼籲企業經營者（賣家）應積極出席協商會議，以妥適解

決消費爭議。 

臺北市法務局亦表示，消費者如有任何消費爭議之問題，可

利用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獲得消費爭議之專業諮詢，北市

府法務局消保官亦會依消費者保護相關法令規定持續進行查處，

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資料來源：台灣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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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觀念向下紮根！  

國小生替第一線醫護打氣  

     自年初開始 COVID-19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

球，短短 2 個多月，造成全球疫情，個案數以指數翻倍速度成長，

但臺灣卻展現出全球稱讚的防疫作為，成為世界上防疫難題中的

資優生。醫療團隊一直站在防疫前線，不眠不休守護臺灣民眾的

健康，日前臺中榮總收到一封來自忠明國小的郵件，裏頭是一篇

篇的作文，同學們用手中的筆抒發出對醫療人員的心意，滿滿的

關懷，撫慰著辛勞的醫護人員 

 

『抗疫暖心事 國小生作文關心醫護』 

 

   忠明國小為了提昇孩子思考與表達能力而於中高年級推行「自

由寫手」活動，「新冠肺炎」是這學期第一個書寫主題，以防疫

為課題，透過有關醫護人員因防疫而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新聞報

導，啟發孩子思考與同理，並且表達出他們對於近來疫情的感受

與看法，同時分享同學們們想要告訴醫護人員的悄悄話，呈現出

孩子最直接與真切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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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工作向下紮根 傳達正確觀念』 

 

    臺中榮總許惠恒院長表示，當我們收到同學們關心時，心裡

充滿了感謝與感動，臺中榮總決定帶著使命感來到忠明國小，以

積極正面的方式，向同學們傳授保護自己、保護家人與朋友健康

的方式，同時表達同學們與老師們對醫護人員支持的感謝，這是

一段很難得的機會，讓臺中榮總為防疫再盡一份心力。 

 

     中榮感染科劉伯瑜主任也說，從各國目前抗疫的經驗可以總

結，國民健康意識與社區防疫，是這場戰役的關鍵，不論是保持

社交距離、咳嗽禮儀或是手部衛生，都需要社區總體營造與向下

紮根方能落實。 

 

『疫情考驗人性 校園教育責無旁貸』 

 

    新冠肺炎來勢洶洶，除了落實校內防疫，宣導正確衛生觀念之

外，忠明國小張耀中校長強調，教育更是學校責無旁貸的任務。疫

情的起伏考驗著每個人的人性與資訊判斷能力，教育現場裡，期望

孩子能夠從自身進行反思，思考自己能在這波疫情下採取什麼積極

正向的行為，並且推己及人，帶給他人正向影響。。 

     

 

            （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