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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幸運草振興市集」起跑！ 
 蔡部長：一起消費鼓勵更生朋友 

    更生保護會為協助創業貸款、自營事業的更生人及安置處所的工作
坊，規劃在全國分三區舉辦「幸運草振興市集」……（繼續閱讀 p.2） 

法務部高雄醫大合作 培訓法醫人才判死因 

    法務部今天表示，為培育法醫人才，提昇解剖品質效率，委請高雄
醫學大學法醫部門辦理專業訓練，由擔任法醫逾 20 年的尹莘玲培訓，希
望有更多醫師擔任法醫，幫助判定死因……（繼續閱讀 p.4） 

 

高雄市警重大貪污 
督察收受越南小吃店招待被羈押 

高雄市警局 3 線 1 星督察孫啟義，被控與經營波浪板鐵工廠的劉姓友
人有數百萬元的投資債務糾紛，並於 2013 年間……..（繼續閱讀 P.8） 

照護失智患者像作戰！ 
專家解答常見疑難雜症 

    許多失智長輩在吃的方面常遇到問題，不外乎忘記自己已經吃過東西
而吃太多、胃口不好吃不下、喪失吞嚥的功能……（繼續閱讀 p.14） 

葉世文貪污特別費、縣政費 5 萬餘元 
再加判 5 年 10 月 

    犯下多起弊案的前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已經遭判刑 14 年定讞，發監
執行。在 2008 年到 2013 年間，不實請領特別費……..（繼續閱讀 P.10） 

 

原文網址: 葉世文貪污特別費、縣政費 5 萬餘元 再加判 5 年 10 | ETtoday
社 會  | ETtoday 新 聞 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714/1760309.htm#ixzz6U1Kze

Pba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繼續
閱讀 p.10） 

兒童暑假上網時間增 
消保處提醒家長注意資安 
  適逢暑假，在現今網路、手機及電腦相當普及之下，學童使用社群媒體
或玩線上遊戲的時間變多，同時也面臨個資外洩的風險….（繼續閱讀 p.12） 

竹市警提高廉能創新價值 
榮獲廉政署「透明晶質獎」特優機關 

   法務部廉政署於 7/29 日舉辦「109 年透明晶質獎試辦成果觀摩會暨頒
獎典禮」，新竹市警察局從 10 個評選機關中脫穎而出……..（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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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幸運草振興市集」起跑！  

蔡部長：一起消費鼓勵更生朋友 

     更生保護會為協助創業貸款、自營事業的更生人及安置處

所的工作坊，規劃在全國分三區舉辦「幸運草振興市集」，協助更

生人開拓振興三倍券消費市場；今(7/29)日，「北區幸運草振興市

集」在板橋大遠百起跑，法務部長蔡清祥致詞時表示：「希望大家

一起消費，鼓勵更生朋友，他們一路走來非常辛苦，遇到困難時，

需要大家協助」。 

    此外，由於武漢肺炎（新型

冠狀病毒病，COVID-19）廣泛

衝擊更生人創業成果，更生保護

會董事長邢泰釗於疫情初期，責

成推出紓困 1.0 版，針對受疫情

衝擊的貸款事業主，規劃三種暫

時性保護措施，第一、暫時降低每期還款金額，二、暫停催收，三、

延長還款期限。 

   至於這次的「北區幸運草振興市集」，主要行銷北區更生人創

業商品，包羅萬象，琳瑯滿目，舉凡文創美食，民生百貨，應有盡

有。 

    更生保護會說，本次活動藉由「幸運草」這微小且柔弱的植物，

隱身於市集中，引領發現者，照見平凡中的幸福、生活中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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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此讓他們獲得自我肯定的機會，也讓民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

果 

    更生保護會表示，8 月還會在中

南部接力辦理分區幸運草振興市集，

歡迎各界共襄盛舉，期盼大家以實際

行動關懷及接納更生人，支持購買更

生產品，並歡迎提供意見供改進研發，

以提昇產品品質，幫助更生人重生之

路成長茁壯。 

    

 

 

 

 

 

（資料來源：法務部、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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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高雄醫大合作  

培訓法醫人才判死因 

     法務部今天(7/27)表

示，為培育法醫人才，提昇解

剖品質效率，委請高雄醫學大

學法醫部門辦理專業訓練，由

擔任法醫逾 20 年的尹莘玲培

訓，希望有更多醫師擔任法醫，

幫助判定死因。 

     法務部發布新聞指出，合作之初，由部長蔡清祥向高雄醫學

大學董事長陳建志說明培育法醫人才，解決人力不足並提昇解剖品

質與效率等，爭取合作，再由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高雄及橋頭地檢

署與高雄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就合作達成協議，於今天舉辦合作

協議書簽約記者會。 

     蔡清祥部長致詞指出，高醫成立法醫部門協助法醫鑑定及專

業訓練，是國內法醫制度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為醫學中心具備豐

富的醫療資源及臨床專科，將能有效提升法醫鑑定品質。 

    蔡部長指出，高醫法醫部門投入法醫人才培訓，未來醫師不用

到美國接受法醫專業訓練，也不用到台北就讀台大法醫學研究所，

可以就近在醫院法醫部門受訓，可大幅提高醫師接受培訓意願，為

國內培養更多優秀法醫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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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建志董事長致詞表示，高醫基於社會責任，配合國家政策，

在偏遠醫療都可見到高醫人的身影，現在配合法務部協助法醫鑑定

及法醫人才培訓，高醫會秉持一步一腳印精神，將工作做到最好。 

    法醫研究所代理所長陳宏達表示，今天與高醫合作雖是一小步，

但可以說是法醫制度的一大步，讓年輕的病理醫師可以有機會學習

法醫，有機會成為未來優秀的法醫。 

     高醫院長侯明鋒表示，法務部及衛福部都重視法醫工作，亡

者需要辨明死因，高醫秉持社會責任與法務部合作法醫鑑定及人才

培訓，目前已有 2 位病理醫師願意參與培訓，將由資深法醫尹莘玲

醫師負責法醫鑑定及專業訓練。 

    尹莘玲醫師表示，擔任法醫逾 20 年，法醫出現嚴重人才斷層，

基於培訓法醫人才理念來協助法務部，希望未來有更多醫師擔任法

醫，有更多教學醫院成立法醫部門，醫院不只照顧民眾健康，也幫

助判定死因，真正照顧全民福祉。 

 

 

 

 

 

 

 

 

 

 

 

 

  （資料來源：法務部、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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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市警提高廉能創新價值                          

榮獲廉政署「透明晶質獎」特優機關 

    法務部廉政署於 7/29 日舉辦「109 年透明晶質獎試辦成果

觀摩會暨頒獎典禮」，新竹市警察局從 10 個評選機關中脫穎而

出，榮獲法務部廉政署「透明晶質獎」特優機關。代表受獎的新

竹市警察局長鄧學鑫指出，創新作為強化治安平穩、交通順暢及

為民服務品質，同時也導入最新科技，結合現有設備，提供不受

時空限制的智慧服務，提高廉能創新價值，感謝法務部廉政署及

各方評審委員的肯定，將持續努力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鄧學鑫局長表示，竹市警

察局為提升整體廉能，推動「透

明公開」的透明廉能主軸策

略，持續推動治安平穩、交通

順暢及為民服務品質提升作為

工作重點，且為因應將來之趨勢，警察局亦不斷超前部署，透過

新竹市政府對該局的支持，努力朝「智慧、安全」城市的目標發

展。 

    新竹市警察局表示，在治安方面，持續強化影像平台整合系

統，透過全市固定式監視器，結合警政署 m-police 系統，及本局

自購機動式遠端遙控監視設備、GOPRO 隨身攝影機，將重點治

安現場影像即時傳輸至指揮中心，並配合定位系統，讓指揮官透

過影像及定位掌握現場狀況，發揮指揮功能，治安狀況發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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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透過影像還原現場情況，透明且機動有效指揮，達到打擊犯

罪，維護治安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目的。 

    至於在交通執法方面，竹市警

局為增進罰單處理之效率與正確

率，透過建立智慧型交通執法管理

系統，運用系統設計，簡化人工處

理流程，大大降低錯誤率，並強調

兼顧強化機敏性資料安全，降低人為關說事件與提升罰單處理效

能，增進本市交通用路安全；另外，在為民服務方面，竹市警局

為健全民眾報案流程，對於刑案被害人部分設置「刑案被害人簡

訊慰問管理系統」，針對轄內各項刑案，以簡訊告知民眾案件偵

辦情形，讓民眾了解案件進度，並表達本局關懷之意，以建立警

民雙向溝通管道。 

    同時，竹市警局今年度在推動數位無線電通訊系統建置品質

為全國第 2、非 6 都第 1，警用無線電在對治安、毒品防制及重要

時段交通維護助益良多，尤其刑事偵查及執行特殊勤務時更需要

有保密性高及良好通訊品質的需求，現行警用無線電系統建置至

今已使用 18 年，因此今年更提升新型數位無線電通訊系統建置，

以維護第一線員警同仁執勤安全與通訊保密需求，並讓新竹市提

升為更好的智慧安全城市。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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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警重大貪污 

督察收受越南小吃店招待被羈押 

    高雄市警局 3 線 1 星督察孫啟義，被控與經營波浪板鐵工廠

的劉姓友人有數百萬元的投資債務糾紛，並於 2013 年間要求劉男

兼營、有女陪侍的越南小吃店「免費招待」，以規避查緝；甚至幫

忙送買菜錢給轄區警員。雄檢昨指揮廉政署發動搜索，帶回孫嫌訊

問，深夜依貪污罪聲押，高雄地院今天(7/24)下午裁定羈押禁見。 

    據了解，警大 46 期的警官孫啟義目前擔任市警局的駐區督察，

早年相當活躍，但近年轉趨低調，他多次婉拒擔任科室主管等重要

職務，任督察一職已有 10 年。 

    孫啟義被檢舉多年前大筆投資劉姓友人的波浪板鐵皮廠數百

萬元，後來兩人又發生金錢債務糾紛。2013 年間劉男盤下有女陪

侍的越南小吃店，孫便要求以不當餽贈和招待為對價，包庇劉男不

受警方查緝；而劉男也逢年過節致贈禮物、家具、家電給孫啟義，

並透過孫向當地轄區派出所，按月致贈每月 2 萬元的「加菜金」。

由於檢舉明確，昨雄檢檢察官指揮廉政署幹員發動調查及約談。 

    檢舉指稱，當時小吃店透過孫啟義送「加菜金」給小港分局轄

下派出所，但盧姓警務員、林姓巡佐等2人認為該小吃店有女陪侍，

恐有色情服務而拒絕，昨 2 名警官也被帶回配合調查，事後無保釋

回。 

    昨檢方也搜索孫啟義辦公處所、住處及使用公務車輛、電腦等，

查扣手機、記事本、照片等物品，孫啟義則說不清楚與浪板業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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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關係，也沒辦法撇清曾受越南小吃店招待，檢察官依貪污罪向

法院聲請收押獲准。 

    法院認為孫啟義涉犯貪污重罪，

且有證人在孫到案前向他通風報信，

孫得以刪除手機通訊軟體的對話記

錄，認為孫有串證、滅證之虞，裁

定羈押禁見。 

高市警局督察長劉祥浤表示，孫在遭搜索時，未多說什麼。警

局也表示，已報請將孫啟義停職並調整其他職務，「本局督察室與

警政署政風室，共同配合地檢署檢察官主動偵辦，本局對警員違法

案一向以不掩飾、不庇縱之態度，果斷處理，依法偵辦，並主動發

現查處，以展現整飭警察風紀之決心，並要求所有員警應潔身自愛，

以達風紀『零容忍』之目標。」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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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世文貪污特別費、縣政費 5 萬餘元 

再加判 5 年 10 月 

犯下多起弊案的前桃園

縣副縣長葉世文，已經遭判刑

14 年定讞，發監執行。在

2008 年到 2013 年間，不實

請領特別費、縣政業務費等共

12 萬餘元，再遭檢方追加起訴。一審法院將他重判 8 年，案經上

訴，二審高等法院審理後，14 日仍認定他犯貪污等罪，但高院認

定他詐領金額為 5 萬餘元，因此改判有期徒刑 5 年 10 月、褫奪公

權 3 年，可上訴。 

葉世文因本案日前再遭監察院彈劾，送交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

處。公懲會也在上週決議對他撤職，並停止任用 2 年。 

葉世文（72 歲）於 2011 年擔任營建署長期間，在「林口 A7

住宅案」中，收受遠雄集團總裁趙藤雄賄賂 4 百萬元。2013 年他

轉任前桃園縣副縣長後，又在「八德合宜住宅案」中收受趙行賄

1600 萬元。檢方之後又查出他於營建署長任內，在「新竹眷改案」

尚未招標前，預先向趙藤雄期約索賄 2200 萬元，另外檢方也查出

他帳戶還有 3300 多萬元不明來源的財產，檢方針對 4 大犯行，提

起公訴。一審法院重判 19 年，二審改判 21 年。 

案經上訴，最高法院 2016 年 4 月間，先將「林口 A7 住宅弊

案」判刑定讞，其餘部分撤銷發回更一審，葉男遭判刑 7 年定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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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監執行。而 2017 年的高院更一審認為他在「八德合宜住宅弊案」

中期約收受 2600 萬元，實際取得 1600 萬元賄賂，這部分判刑 7

年 6 月、褫奪公權 5 年；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判刑 3 年、

褫奪公權 3 年；另宣告沒收犯罪所得 3300 餘萬元；「新竹眷改弊

案」仍無罪。案經最高法院於 2018 年 4 月間駁回定讞。高院 2018

年 5 月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14 年。 

至於本案乃檢方查出，葉世文於 2008 年 9 月 20 日以及 2013

年 6 月間，在擔任營建署長時，在無足夠單據可供核銷的情況下，要

求署長室秘書取得餐廳已蓋店章的空白收據，自行填載不實消費內容

後製造公文核銷，共詐得署長特別費 2 萬 4400 元。此外，他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5 月間擔任桃園縣政府副縣長期間，為了詐取副縣

長特別費及縣政業務費，利用相同手法讓屬下製作登載不實餐敘、贈

禮對象的公文核銷，共詐得 9 萬 8679 元。檢方因此追加起訴。 

一審重判 8 年、褫奪公權 7 年，不法所得均沒收。案經上訴，

二審高等法院審理後 14 日宣判，高院仍認定他犯《貪污治罪條例》

中的「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等多項罪名，改判有期徒刑 5 年 10 月、

褫奪公權 3 年。可再上訴最高法院。 

 

 

 

 

（資料來源：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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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暑假上網時間增 

消保處提醒家長注意資安 

適逢暑假，在現今網路、手機及電腦相當普及之下，學童使

用社群媒體或玩線上遊戲的時間變多，同時也面臨個資外洩的風險，

進而產生遭冒用資料或受詐騙的危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也提出

幾項觀念呼籲家長，網路安全需身體力行，同時幫助孩子養成良好

的上網習慣，才能確保個人資料安全與網路隱私。 

  消保處指出，首先「監護人應做好把關」，因手機上的 app

和遊戲多如繁星，不乏資安、隱私保障或交易安全機制有漏洞者，

甚至衍生難以解約、信用卡授權交易等疑慮。建議家長事前把關，

透過手機或軟體設定好 app 下載及登入權限，防患未然。 

    其次，家長也要提醒孩子，不需為了免費功能、拿贈品或參

加抽獎，便自願提供個人資料，尤其是可疑的拍照軟體、變臉遊

戲或網路心理測驗，畢竟「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此外，社群媒體同時也是背景調查、肉搜或挖掘新聞的工具，

絕非分享心情的最佳管道。此外，打卡會讓行蹤被人掌握，沒事

請關閉手機定位。提醒孩子「不是什麼事都適合上網分享」。 

    還有，當在網咖或使用公用電腦、免費網路後，應將桌面檔

案、網站瀏覽紀錄、通訊軟體登入紀錄等全數清除。自己的電腦

也要定期刪除瀏覽器的 Cookie，因 Cookie 會記錄網站資訊，可

能遭人竊取而用於不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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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社群平台時，應關閉社群內自動加入好友的功能，

提防不請自來的陌生人，不論頭貼看來多有魅力，該封鎖或

檢舉絕不手軟，以免「交友卻不慎將引狼入室」。 

同時，現今遊戲、軟體、影

音或網站論壇皆有年齡分級制

度，家長切莫幫兒童開通有年齡

限制的帳號或使用權限，以免愛

之適足以害之。有些智能產品或

軟體的錄音或監視資料，會自動回傳外國業者或政府單位，

購買前先留意網路評價，使用前設妥密碼，不用時儘量關機。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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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失智患者像作戰！ 

專家解答常見疑難雜症  

     許多失智長輩在吃的方面常遇到問題，不外乎忘記自己已

經吃過東西而吃太多、胃口

不好吃不下、喪失吞嚥的功

能沒辦法吃東西，這些都會

影響失智長輩的身體狀

況。為此，臺中慈濟醫院失

智照護據點舉辦「誰來午餐」活動，邀請臺中慈濟護理之家營養

師阮盈禎與失智症家屬共進午餐，聊聊「食」的問題如何處理，

家屬也彼此分享照護經驗，希望能在失智照護路上，彼此扶持面

對挑戰。 

 

半夜亂吃血糖大失控 克服照顧難題可以這樣做 

 

    有家屬反應失智的媽媽半夜起床翻冰箱吃水果，還曾經在家

人不注意時，吃掉供桌上的一整串香蕉，該怎麼辦？阮盈禎營養

師建議，可以在家中準備血糖機，以監控長輩血糖，尤其有糖尿

病的長輩更要注意。如果血糖還在正常區間，異常行為暫時觀察

即可；如果血糖異常，則要想辦法讓失智長輩不要隨手就能拿到

吃的東西，以保持血糖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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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家屬們紛紛分享「作戰經驗」，像是「我都是把家裡

冰箱清空，只冰當天從市場買回來要用的食材」、「我們家的食

物一定要藏好，不能放在桌上長輩看得到的地方」等，希望協助

解決難題。 

 

失智者食、衣、住、行等問題 專家助家屬解決 

 

    臺中慈濟醫院社區醫學中心行政主任賴怡伶表示，失智症家

屬所面對的照顧問題，都是平時日常生活會發生的狀況，希望透

過「誰來午餐」活動，能幫助更多失智症家屬，遇到問題時不會

倉皇無助，除了有專業團隊可以諮詢，也有家屬團體能互相鼓勵，

度過難關。 

    而失智家屬在照顧失智親人路上，總會遇到許多問題，臺中

慈濟醫院失智照護據點六月疫情解封後開辦「失智家屬支持團

體」，每個月第四個星期四舉辦「誰來午餐」活動，邀請專業團

隊與家屬一起午餐對談，從食、衣、住、行、育、樂等面向，協

助家屬解決平日生活照顧上會遇到的問題。 

 

 

             

  （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