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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署首辦監所副食品採購論壇 
法務部長力求反貪腐 

    法務部矯正署全台監所收容人約 6 萬人，平均每人每月的餐費 2 千餘
元，初估每月伙食的採購費用達 1.2 億，為避免監所……（繼續閱讀 p.2） 

修復式司法創三贏  

法務部分享經驗盼提升轉介率 

    法務部自 2010 年引進「修復式司法」，提供加害人與被害人雙方一
個對話的機會，讓加害人得以了解被害人的痛苦……（繼續閱讀 p.4） 

 

前北市體育處長涉收賄 
北檢改貪污起訴 

前台北市體育處（現改制為體育局）處長孫清泉被控收受業者賄賂協
助優先承租場地。北檢 107 年間處分不起訴……..（繼續閱讀 P.9） 

睡覺會打呼從三方向調整 
這五類族高風險族群要小心 

    俗話說十男九鼾！根據美國威斯康辛流行病學(Winconsin cohort)研
究，睡眠呼吸中止症在中年男性及更年期後女性…….（繼續閱讀 p.13） 

雲豹甲車貪污案 
軍備局少將涉浮報 記過調職法辦 

    國防部今（2）日表示，新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第二 0 二廠前廠長朱少
將等 4 人，於 104 年間涉嫌虛增年度營運賸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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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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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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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市群眾募資消費爭議暴增 
「商品給付遲延」最多 
  台北市政府法務局今年受理多起群眾募資平台相關消費爭議，因爭議案
件數大量成長，消保官提醒消費者，群眾募資案有商品….（繼續閱讀 p.11） 

嘉義舊監舉辦反毒特展 
展示毒防十年歷程 

   近年來毒品樣貌多變，危害國人健康甚鉅，衍生出許多家庭、社會及校
園治安問題，嘉義地檢署為貫徹行政院因應新興毒品……..（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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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署首辦監所副食品採購論壇  

法務部長力求反貪腐 

     法務部矯正署全台監所收容人約 6 萬人，平均每人每月的

餐費 2 千餘元，初估每月伙食的採購費用達 1.2 億，為避免監所與

採購廠商出現貪腐問題，矯正署今(4)日首度舉辦「收容人副食品

採購暨企業誠信廉政論壇」，驗收從 2017 年辦理副食品採購廉政

平台的成果，法務部長蔡清祥致詞時特別強調，企業要以誠信為核

心，公家機關也要與民間企業一起實踐廉潔和反貪腐。 

    全台各監所的

每日伙食都是向廠

商採購材料後，再由

監所內負責廚房工

作的收容人煮食供

全監收容人食用，目

前監所約有 6 萬名

收容人，平均每人每

月的餐費約 2 千多元，加上監所勞作金的飲食補助費用，監所必須

精打細算採購食材，才能讓收容人飽足且營養均衡，而為了讓採購

過程透明，因此打造了採購廉政平台。 

   矯正署指出，包括法務部長蔡清祥、廉政署長鄭銘謙、台灣透

明組織協會副執行長蘇毓昌等人，以及 30 多名企業廠商和各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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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人員共 120 人參加論壇，也共同簽署「企業誠信廉政宣言」，

倡議防制貪腐與永續經營理念，型塑公私部門廉政誠信文化，並傳

遞矯正機關保障收容人健康權益的決心。 

    

 

    

 

 

（資料來源：法務部、法務部矯正署、台灣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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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式司法創三贏  

法務部分享經驗盼提升轉介率 

     法務部自 2010 年引進「修復式司法」，提供加害人與

被害人雙方一個對話的機會，讓加害人得以了解被害人的痛苦，

也讓被害人能得知更多真相；10 年來轉介 1,969 件，有 93%的

加害人同意「會全力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法務部並於北、

中、南舉辦經驗分享會，以期提升轉介量。 

     據法務部統計，截至今（2020）年 7 月底，「修復式司法」

10 年來共收案 2,251 件、開案 1,969 件，轉介成功率達 87.47％。

而透過問卷調查發現，有 93％的加害人同意「會全力避免此類事

件再次發生」，可見對於再犯預防具有一定預期成效。 

     法務部也指出，結案並已達成協議後，有 83％的人認為「協

議履行結果與期望一致」，顯示修復結果多能滿足兩造雙方的期待；

也有 75％的被害人「感覺正義已經實現」，顯見修復式司法能達

到「在復原中實現正義」的正面意義。同時，也賦予了「司法」新

意涵，並讓更多被害人感受到司法體系的溫度與實現正義。 

    對此，法務部長蔡清祥表示，

「修復式司法」的精神是否發揮，

攸關社區民眾的權益與安全。因

此，為圓滿訴訟中當事人的復原

之路，有賴司法、社政、警政、

教育等專業人員的陪伴與支持，要實踐「以被害人為中心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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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害人為處遇的預防，以家庭生態系統為支持」的精神，才能讓

當事人及其家屬達到關係修復，走出陰霾，活出色彩。 

    而為了提高案件轉介數並擴展案件類型，法務部邀請開案數量

較多的新北、台中、彰化及台南等 4 個地檢署，針對「提高轉介意

願」、「擴展案件類型」、「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完善團隊」

等 4 大面向，分別在 1 日、9 日及 16 日於法務部、橋頭地檢署及

台中地檢署辦理經驗分享發表會，盼能營造被害人、加害人及司法

三贏的局面。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修復式正義）有別於

傳統刑事司法制度，是另一種在犯罪發生後幫助被害人療癒創傷、

恢復平衡、復原破裂關係的機制，只要雙方同意，加害人可在庭外

透過促進者主持，親自跟被害人道歉，展示真誠悔改之意；而被害

人則可藉此質問加害人犯罪原因，尋求更多真相。 

 

 

 

 

 

 

 

 

 

 

 

 

  （資料來源：法務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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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舊監舉辦反毒特展                          

展示毒防十年歷程 

    近年來毒品樣貌多變，危害國人健康甚鉅，衍生出許多家

庭、社會及校園治安問題，嘉義地檢署為貫徹行政院因應新興毒

品與新型販毒行為所提出之「新世代反毒策略」，特結合嘉義市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嘉義監獄等單位於嘉義舊監獄(嘉義市東區維

新路 140 號)辦理「時光隧道 Searching for you-國定古蹟嘉義舊

監反毒特展」 

    開幕記者會上嘉

義地檢署檢察長缪卓

然、嘉義市市長黃敏

惠、矯正署署長黃俊棠

及嘉義監獄典獄長莊

能杰、嘉義看守所所長林豐材等貴賓均蒞臨現場參加，期透過這

次展覽，將反毒觀念推廣到全嘉，以營造無毒健康環境。 

    現場透過靜態方式展示嘉義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毒防十年歷

程，展示曾參加反毒繪畫、書法等比賽得獎作品、反毒宣導教具

教材及防毒好遊趣等新式反毒教具教材及影片觀賞；動態方面透

過有趣 DIY 體驗，由嘉義地檢署邀請到在地禪繞畫家葉家禎老師

免費義務提供 8 場次禪繞反毒體驗課程，帶領現場報名學員藉由

親手製作「生命之花」圖樣之禪繞胸章，了解到生命之花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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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內外身心進行療癒、覺醒、寬恕與和解，理解愛是本來就

存在的。 

    嘉義地檢署檢察長繆卓然

表示，行政院所提示「新世代

反毒策略」，係以「人」為中

心的防制思維，以「量」為目

標，溯源斷根，消弭毒品存在，

針對防毒、拒毒、緝毒、戒毒

四大區塊分工，期有效降低吸毒者衍生犯罪行為及抑制毒品之新

生人口。 

    嘉義地檢署為遏止當前新興毒品氾濫、吸毒年齡下降及毒品

入侵校園等現象蔓延，積極貫徹新世代反毒策略，於防毒監控與

緝毒方面成效斐然，於今年 4 月指揮警方破獲咖啡包毒品集團，

起獲咖啡包毒品 2.7 公斤，逮捕嫌犯 7 人，並發現該集團吸收剛

成年者犯案，又於今年 6 月查獲 11 萬包毒品咖啡包，總重量超過

1000 公斤，因毒品咖啡包近年來在校園流行，檢警強力抓捕藥頭

能有效阻斷毒品入侵校園，讓許多青少年免於受到毒品危害。 

    嘉義地檢署也結合衛生醫療單位進行毒品犯的藥癮治療服務；

在拒毒預防方面則結合嘉義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學校等公私政

府機關或民間團體資源共同進行反毒宣導，透過與嘉義市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嘉義監獄等單位合作辦理之反毒特展活動，讓民眾經由

導覽參訪嘉義舊監、觀賞反毒靜態展示及手作 DIY 體驗之寓教於樂

方式，紮根民眾反毒信念，強化民眾對新興毒品認知、了解藥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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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銷手法與染毒後果及戒毒相關資訊，提升反毒之知能與保護自己

的能力。 

 

 

 

 

（資料來源：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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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市體育處長涉收賄 

北檢改貪污起訴 

    前台北市體育處（現改制為體育局）處長孫清泉被控收受業

者賄賂協助優先承租場地。北檢 107 年間處分不起訴，全案再議

後高檢署命北檢提起公訴。北檢今天(9/2)依貪污罪起訴孫男。 

    孫清泉原為台北市大安區區長，

民國 99 年 3 月轉任體育處長，任期

到 101 年 3 月。他被控利用民間團

體申辦體育活動的機會，收受業者賄

賂，協助業者取得公園用地優先承租

權，並減免租金、保證金，業者取得場地使用權，再轉租攤商牟利。 

    台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孫清泉犯罪嫌疑不足，107 年 8 月處

分不起訴。由於本案為貪污案，檢察官不起訴後依職權送請台灣高

檢署再議。 

    高檢署審核後認為，北檢原處分理由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撤

銷不起訴處分並命令北檢起訴。北檢今天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孫

男。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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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豹甲車貪污案 

軍備局少將涉浮報 記過調職法辦 

國防部今（2）日表示，新北地檢署檢察官起訴第二 0 二廠

前廠長朱少將等 4 人，於 104 年間涉嫌虛增年度營運賸餘，領取

績效獎金乙情，本部深表遺憾，已將涉案人員調離現職，並依「刑

懲併行」原則，就督管、執行層面違失情節輕重，核予大過乙次至

記過乙次不等之處分。 

國防部表示，會秉毋枉毋縱態度，全力配合檢調調查，協助釐

清案情。對於朱少將等人所涉違法情事，將深切檢討，加強內部稽

核，並援為案例宣教，要求官兵謹守法紀，建立崇法務實觀念，落

實依法行政，避免類案再生。 

維基百科資料顯示，雲豹裝甲車

（TIFV，Taiwan Infantry Fighting 

Vehicle）為中華民國陸軍兵工整備發

展中心（兵整中心）研發的八輪傳動

裝甲車，整體設計是以適合台灣地形需求的前提進行，於 2002 年

完成首輛原型車。榴彈機槍裝步戰鬥車/指揮車，已完成 378 輛；

30 公厘機砲裝步戰鬥車，預定將在 2023 年完成 305 輛。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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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群眾募資消費爭議暴增 

「商品給付遲延」最多 

台北市政府法務局今年受理多起

群眾募資平台相關消費爭議，因爭議案

件數大量成長，消保官提醒消費者，群

眾募資案有商品研發量產不如預期、或

引進國內不順利與退款不易之風險，消費者交易前務必審慎評估，

以免權益受損。 
  北市法務局統計，募資消費爭議申訴案，2019 年全年度計 10

件，今年至 8 月 10 日即高達 82 件，其中以「商品給付遲延」類

型最多。 

    法務局日前也邀集兩大募資平台，商討消費者權益保障事宜

募資平台運作。法務局表示，提案人透過平台展示並宣傳創意作

品，或引進尚未於國內銷售之商品，透過募集資金使其得以研發

量產或進口；消費者期藉由「贊助」，預先投入金錢以在未來取

得商品，但可能因提案人研發技術、零件取得、商品檢驗或報關

等問題，導致商品有延遲或不能給付之風險，例如今年上半年即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中國廠商停工等因

素導致多件募資案商品給付遲延。 

    法務局表示，募資專案計畫於期間屆滿且集資總額達標後，

募資平台即先將贊助款項撥予提案人，倘之後提案人遲未交付商

品，或消費者取得商品後發現不符期待、與提案內容有落差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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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瑕疵等，依現行法規，募資平台尚無履約保證制度，難以直

接退回款項。建議消費者於贊助前，務請多審視可能風險，並針

對交易條件加以衡量再行付款，以免事後衍生消費爭議。 

    此外，部分募資案有商品資訊(例如原產地)未明確標示之爭議，

消保官強調，透過募資平台贊助資金而取得商品或服務之回饋，

仍屬消費者保護法所定之通訊交易，提案人應依消費者保護法、

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事項及商品標示法等規定，於募資案頁面揭露提案人及商品等

相關資訊，並提供無條件解除契約之猶豫期。 

    法務局已要求募資平台應建立機制審視、及督促提案人遵守

相關法規，建立消費爭議處理機制，同時研議透過第三方支付或

完善之撥款制度保留募資款項，以保障消費者權益。若消費者有

任何涉及本案之消費疑義，可撥打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或

「1999」轉 7812 詢問，法務局將會提供消費諮詢及協助申訴，

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新頭殼 new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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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會打呼從三方向調整 

這五類族高風險族群要小心  

     俗話說十男九鼾！根據美國威斯康辛流行病學(Winconsin 

cohort)研究，睡眠呼吸中止症在中年男性及更年期後女性至少佔

兩成以上，且柳葉刀（Lancet）雜誌研究也指出，這類病人是高

血壓控制不良、心律不整、腦中風、心肌梗塞及心衰竭等疾病的

高危險群。 

 

傳統治療接受度不到 4 成 新型負壓吸舌機治療效果佳 

 

    新光醫院睡眠中心林嘉謨主任表示，傳統正壓呼吸器(CPAP)

治療接受度不到 4 成，傳統耳鼻喉科手術成功率也不到 4 成，而

新型負壓吸舌機（iNAP）是藉由口部介面以靜音馬達抽吸在口腔

內產生負壓，將舌頭及軟顎吸住，避免舌頭後倒造成呼吸中止。 

    在新光醫院剛發表於睡眠醫學（sleep medicine） 國際期刊

的研究結果顯示，納入研究的 34 個受試者中，其中 4 個女性，30

個男性，其中 32 位符合研究條件，平均年齡 47.4 ± 11.24 歲，

平均 BMI 26.59 ± 3.214 kg/m2，治療前後睡眠呼吸障礙缺氧指

數（AHI）從每小時 32.04 ± 11.3 次降到每小時 8.79 ± 9.49 次；

不過，鼻塞太嚴重或病態肥胖(BMI 大於 35)，因嘴巴無法閉合，

口腔沒辦法形成負壓空間，不建議先使用負壓吸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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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睡眠呼吸中止症 可從睡姿、體重、過敏調整 

 

    臨床上，一名 38 歲徐姓工程師，本身長期受到睡眠呼吸中止

症影響，造成白天嚴重嗜睡，曾經有在騎車過程中睡著險發生交

通意外，在接受睡眠檢查後發現是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比較過

幾種呼吸中止治療方式，於是加入臨床試驗評估使用 iNAP，原本

白天嗜睡的問題完全改善了，注意力更中工作更有效率，即使熬

夜只睡四小時隔天起床也仍然很有精神，且使用 iNAP 前後睡眠

呼吸障礙缺氧指數(AHI)從每小時 43.2 次降到 1.5 次 ，血氧濃度

從 82%上升到 90%。 

    林嘉謨說明，改善

睡眠呼吸中止症，依照

每個人的狀況去建議不

同的治療方式，例如改

變睡姿透過側臥來改

善，體重過重或肥胖者，可以先減重、體重控制，過敏性鼻炎嚴

重者則應設法改善過敏症狀，如果上述保守療法執行後還有改善

空間，可考慮使用負壓吸舌機（iNAP）或睡眠呼吸機（CPAP），

或是選擇改善呼吸相關結構的手術治療。 

 

 

         （資料來源：常春月刊、健康醫療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