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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關懷，推動貫穿式司法保護 
防止再犯，建立全方位團隊保護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於去年底出席宜蘭監獄擴建工程落成典禮活動時，
台上由一群受刑人組成的烏克麗麗樂團精湛的演出……（繼續閱讀 p.2） 

全面提升犯罪被害人之權益保障  

開創我國被害人保護工作新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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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包文化」潛規則？ 
高雄煉油廠技術員 5 年索賄 184 萬 

2015 年底生產線已停工的中油高雄煉油廠，儲運組黃姓機械技術員，
因負責小型勞務採購、設備檢修等業務，自 2014 年……..（繼續閱讀 P.9） 

心臟衰竭致死率高達 50% 
專家醫師呼籲要警覺 

    2020 年頻傳人們因心臟疾病而逝世的新聞，疾病突發的當下總是讓人
措手不及，更突顯出心臟疾病對於生命的危害。…….（繼續閱讀 p.14） 

養生館老闆娘強塞 2 千元給消防員求放水 
行賄起訴 

    新竹某養生按摩館老闆娘，去年因館內消防設備檢查有缺失，竟趁消
防隊員到場行政指導之際，竟強塞 1 包 2 千元的信封……..（繼續閱讀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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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揭露不清易遭騙 
新北消保官提醒買靈骨塔要小心 
  台灣多數長輩會在生前購買靈骨塔，卻因為交易資訊不透明，產生消費
糾紛，新北消保官針對 16 處私人靈骨塔位進行稽查….（繼續閱讀 p.12） 

神秘鐵窗牌秋節搶購商品 
監所自營商品熱銷 

   矯正署表示，各矯正機關推出中秋限定商品，糕餅飄香全國，掀起搶購
熱潮，坊間流傳「神秘鐵窗牌」限定商品……..（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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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關懷，推動貫穿式司法保護  

防止再犯，建立全方位團隊保護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於去年底出席宜蘭監獄擴建工程落成典

禮活動時，台上由一群受刑人組成的烏克麗麗樂團精湛的演出，表

演結束時獲得與會來賓滿堂掌聲，但是蔡部長發現這群傑出的演出

團隊，卻有著共同的問題，都因為施用毒品而染上 HIV（人類免疫

缺陷病毒），連帶造成他們的牙齒都已經掉光了。蔡部長當時所想

到的是未來他們出監後，回到社會上的更生之路將會是一條坎坷之

路。乃主動找尋社會企業公益團體，透過公私協力為這一群總計有

17 位弱勢卻都才華洋溢的受刑人，規劃了重製假牙計畫，希望經

由大家的用心關懷，讓這些曾經迷途的受刑人能夠從心感受而不會

再犯。 

    法務部為推動柔性司法保護政策，從以往個別式的處遇措施，

強化量能，提早從偵查階段即開始介入，場域突破監獄藩籬，推動

貫穿式的司法保護新措施。新措施雙管齊下從更生人的家庭支持出

發，到 109 年與台塑企業暨王詹樣公益信託合作推動的收容人家

庭援助與關懷試行方案，針對遭受急難變故，導致生活陷入困境的

弱勢收容人家庭，引進社會資源，給予即時援助，幫助其家人可以

順利度過難關。進而感化收容人徹底改過自新。另外編列新臺幣

1500 萬元的預算，鼓勵民間團體參與毒品更生人自立復歸計畫及

協助更生人創業貸款、就業輔導(媒合)等，結合政府勞政單位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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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就業輔導措施，幫助受刑人出監後有能力自立更生，順利復歸社

會。 

   再者，為建立全方位的專業司法保護團隊，透過新世代反毒行

動綱領第二期計畫，將於 110 年度引進心理師、社工、多元處遇

方案人員及更保個管人力，規劃從引進輔導精神疾病犯罪者的專業

心理師到社工的資源整合運用；從銜接矯正機關的毒品犯個別處遇

計畫到社區的多元戒癮處遇模式；從性侵個案電子腳鐐監控與追蹤

到建立再犯風險評估輔助系統等具體作為，完善建構從人性的輔導

到科技的輔助之全面的司法保護制度，努力達到防止再犯之目標。 

   蔡部長表示，對於宜蘭監獄烏克麗麗表演的受刑人，如今看到

裝上假牙後的他們，展現在臉上的笑容，是發自內心的燦爛，要感

謝社會上默默付出的愛心企業或公益團體-例如今日提到的台塑企

業暨王詹樣基金會及王詹樣公益信託等團體。法務部將持續推動從

人性關懷出發 ，研發科技輔助 AI 智慧系統，建立司法保護專業團

隊，以落實貫穿式司法保護，達到再犯防止的目標，讓每位受刑人

都可以再次展開笑顏，迎接新生！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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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犯罪被害人之權益保障  

開創我國被害人保護工作新頁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下稱犯保法)於 87年公布實施，

並於翌年成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下稱犯保協會)

辦理被害人扶助工作。法務部作為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之主管

機關，一直以來落實犯保法及協同犯保協會全力協助被害人傷

痛復原及生活適應，而在 106 年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被害人

訴訟地位之提升、被害人保護服務及修復式司法等議題已獲得

關注及廣泛討論。為回應外界期待，法務部除持續精進各項被

害人權益保障外，為更完善被害人保護作為，業於 108 年 1 月

組成「犯保法研修專案小組」，針對已施行 20 餘年之犯保法做

全面檢視，徹底檢討現行制度不足之處，並密集邀集各方代表

及專家，從法規與實務之各面向議題提供專業意見及修法建議，

積極進行法案研修，使我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能與時俱進，

更加健全及完善。 

     每一起犯罪行為的背後

並不是只有一位被害人，被害

人的家庭往往可能因驟然喪

失親人或家庭重要成員受重

傷而頓失依靠，迫使家庭角色

重新分配，導致功能喪失、角色危機或心理調適問題。此外，面對

司法訴訟程序的無力、媒體過度報導而導致被害人及其家屬二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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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傷害等困境，都會讓人對於未來茫然失措，彷彿落入無盡黑暗中。

所以，本次犯保法修正之重要課題，即在於以被害人家庭為中心，

關注被害人及其家屬的生理與心理層面需求，協助撫平心靈創傷，

促進自我身心調適，即時提供社會補償，並讓被害人從第一個接觸

的專業人員起皆能充分獲得資訊、在各階段均可獲得專人協助，一

路相伴其走過訴訟流程與生活困境，重新面對生命再次懷抱希望，

積極面對未來人生。 

     本次犯保法之研修，係以行政院函頒之「加強犯罪被害人保

護方案」為基礎，以衡平被害補償與保護服務之比重、重新定位被

害補償金制度、健全跨部會聯繫機制等為研修重點，其研修方向包

括： 

一、 以「被害人權益為核心」發展本法架構，重新定位補償金

之性質與保護服務之內容，彰顯國家責任之高度。 

二、 建構「以家庭為中心」之保護服務工作模式。 

三、 建議由行政院建立跨部會協調機制，並適時提出報告說明

政府有關被害人保護工作之推動情形。 

四、 釐清政府跨部會相應之保護責任，並應提供符合人性尊嚴

與其最佳利益之保護支持。 

五、 納入地方政府之協力角色，引導資源發展，健全被害人保

護服務工作網絡之橫向與縱向連結。 

六、 強化被害人知情權與基本服務標準，讓被害人從接觸的第

一個專業人員起與後續各階段均能獲得必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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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加強對於被害人法律協助之一路相伴工作，建立犯保協會

與法律扶助基金會之完善溝通聯繫管道。 

八、 檢討犯罪被害補償金定位及求償規定，讓被害人得以充分

向加害人進行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九、 規範修復式司法之轉介與倫理原則、當事人基本權利等，

並以尊重當事人權益與意願為優先考量。 

十、 明確化犯保協會組織運作等規範，力求透明化、專業化及

充實必要人力與資源，奠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之基石。 

    鑒於犯保法相關研修重點與涉及跨部會業務層面較廣，法務部

將持續與專家、學者及相關部會進行討論，也將密集傾聽第一線之

犯保協會工作者及被害人代表之意見，通盤研議犯保法相關議題，

以全面提升犯罪被害人之權益保障，並將儘速完成相關法制作業，

再度開創我國被害人保護工作新頁。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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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鐵窗牌秋節搶購商品                          

監所自營商品熱銷 

    矯正署表示，各矯正機關推出中秋限定商品，糕餅飄香全

國，掀起搶購熱潮，坊間流傳「神秘鐵窗牌」限定商品；期許透

過產品銷售，讓大眾瞭解矯正效能並感受收容人蛻變過程。 

    矯正署指出，全國矯正機關推出中秋期間限定商品，口味選

擇多樣化，且年年推陳出新，除廣受市場消費者好評外，更是掀

起一波民眾搶購熱。 

    矯正署為使收容人習得謀

生技能，積極引進公部門及社會

資源結合辦理職業訓練，截至今

年 8 月已開辦 414 班次，參訓

人數達 1 萬 0251 人次；其中，

食品烘焙類共開辦 64 班次，參訓人數達 952 人次，並透過訓用

合一的方式，結合在地食材及文化，研發獨具特色的自營商品。 

    「宜蘭監獄月餅禮盒」嚴選整顆蛋黃、濃醇餡料及香酥餅皮

結合，口感扎實且富有層次感，是致贈親友的首選伴手禮；中秋

團圓飯來點小鹹食解饞，肯定首選「台北看守所海苔瓦片餅乾」，

薄片香脆可口，卡哩卡哩的酥香，總讓人欲罷不能。 

    「桃園女子監獄養生堅果」，嚴選多種堅果組合，香脆而不

硬、爽口又不黏牙，且不添加任何人工香料防腐劑，讓人愛不釋

手；「澎湖監獄濾掛咖啡」，採用有名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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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挑豆、烘焙、研磨過程，用心培育出精品咖啡，成為飯後解

膩的最佳拍檔。 

    矯正機關自營商品非以營利為主要

目的，價格親民，食材把關切實，獲得「矯

正出品．食在安心」的口碑，在近年網路

興起的時代，屢屢成為熱銷商品，希望透

過自營產品的銷售，讓社會大眾瞭解矯正效能及感受收容人蛻變過

程，並接納收容人，相信對收容人復歸社會有偌大的幫助。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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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包文化」潛規則？ 

高雄煉油廠技術員 5 年索賄 184 萬 

    2015 年底生產線已停工的

中油高雄煉油廠，儲運組黃姓機械

技術員，因負責小型勞務採購、設

備檢修等業務，自2014年到2019

年間，向得標廠商接續索取合計

184.5 萬元的賄款，遭人向廉政署舉報移送橋頭地檢署偵辦，黃到

案坦承犯行，並將賄款全數繳回，橋頭地方法院依違反貪污治罪條

例判徒刑 2 年，緩刑 3 年，行賄的包商被判 2 至 8 月不等徒刑，

均宣告緩刑。 

    判決指出，黃自 2008 年起擔任中油「高廠儲運組室內外環境

維護工作」、「高雄廠油槽、管線及其附屬設備零星檢修工作」等

勞務採購案、及「儲運課各處油水分離池、明暗溝、涵洞抽油工作」

等案監造員，負責指派得標廠商出工、查驗、結算等履約管理業務。 

    黃趁得標廠商負責人到中油廠區見面機會出言索賄，廠商為求

履約順利、避免刁難，陸續以 3 萬至 5 萬元不等現金裝入信封，

每年度工程約 4 至 5 次交付賄款，其中 2016 年「高廠環境維護

案」，開工前邀約負責人至黃辦公室，以手寫「10% 」在紙上，

要求支付每期請款未稅金額 10%作為賄賂，該標案賄款高達 58 萬

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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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自 2014 年到 2019 年間陸續接手 10 個標案，分別向 5 家

包商索取 58 萬 2 千元到 6 千元不等的賄款，供其私用。案發後，

已申請退休。 

    合議庭認為黃身為中油公司員工、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具有

公務員身份，考量被告於偵審中均坦承犯行，深具悔意，所收取財

物均已自動繳交，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判他徒刑 2 年，緩刑 3 年，

須向公庫支付 20 萬元。 

    法官斥包商交付賄賂，助長工程業界「紅包文化」，損及國營

事業員工廉潔公正形象，分別處 2 至 8 月不等徒刑，均宣告緩刑，

須分別向公庫支付 2 至 10 萬元，全案還可上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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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館老闆娘強塞 2 千元求放水 

行賄起訴 

新竹某養生按摩館老闆娘，去年因館內消防設備檢查有缺

失，竟趁消防隊員到場行政指導之際，竟強塞 1 包 2 千元的信封

做為「茶水費」，希望獲得通融，消防隊員拒絕並通報政風室，新

竹檢方依行求賄賂罪嫌起訴。 

新竹市消防局去年 10 月到經

國路某按摩養生館消防安檢，因排

煙與消防栓設備、避難器具，沒有

依規定制定消防護計畫，被列為缺

失需要改善。當日消防隊員告知張姓女負責人檢查缺失，除了要求

限期改善外，也可向消防局諮詢改善事宜也就是 1 次行政指導。 

2 天後張女打電話給消防局，要求派人做消防安全設備改善的

行政指導，黃姓隊員帶著蘇姓消防員及姚姓替代役男前去檢查。 

黃姓隊員向張女解說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之際，張女竟拿著 1

包 2 千元的信封，企圖強塞黃員褲袋，希望放水通融，黃男等人拒收

直接返隊，並向消防局政風室通報，張女因而被廉政署移送法辦。 

張女聲稱 2 千元是給消防隊員喝飲料，不是賄賂，然因消防隊

員均指證歷歷，檢方依對公務員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賄賂罪嫌，提

起公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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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揭露不清易遭騙 

新北消保官提醒買靈骨塔要小心 

台灣多數長輩會在生前購買靈骨塔，卻因為交易資訊不透明，

產生消費糾紛，新北消保官針對 16 處私人靈骨塔位進行稽查，確

實也發現多數為提供審閱期、網站、代銷業者資訊，新北殯葬處將

函文各業者要求限期改善。 
  新北 80 餘歲老長輩已購買靈骨塔位，甚至還多買幾個，不過

事後想脫手時，有業者表示可以搭配生前契約轉賣更加方便，不過

卻陷入業者的圈套，不僅沒把靈骨塔賣掉，自己還多買生前契約，

而向消保官申訴。 

    消保官周繼雄說，稽查包含

金山、萬里、三芝、土城、中和、

鶯歌及石門地區等 16 處殯葬設

施業的「骨灰（骸）存放單位使

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及「公墓

墓基使用權定型化契約契約」，若業者限期未改善，可處 3 萬以

上 30 萬以下罰緩。 

    周繼雄表示，多數業者沒有在簽約前沒有提供5天的審閱期，

甚至審閱期是空白，另外有些未提供網站、代銷業者名稱，就連

定型化契約也未公布，這些都已要求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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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繼雄表示，購買骨灰（骸）存放單位契約時，若不知道業

者是否為合法經營殯葬設施，應向民政局詢問，避免買到不合法

塔位與墓地，導致相關契約或使用權形同廢紙而權益不保。 

    民眾簽訂契約時要注意主張 5 日以上的審閱期，將定型化契

約攜回審閱，並對照相關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才能了解者是

否為遵循法規且值得信賴的交易對象。 

    消保官周繼雄提醒，有業者鎖定已購買大量靈骨塔位而慘遭

套牢的民眾，誆稱只要再購買更多塔位搭售生前契約，就可以協

助打包轉售營利，但付款後卻發現是空頭公司或推說是業務個人

行為，但這屬投資行為，無法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處理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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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衰竭致死率高達 50% 

專家醫師呼籲要警覺  

     2020 年頻傳人們

因心臟疾病而逝世的新

聞，疾病突發的當下總是

讓人措手不及，更突顯出

心臟疾病對於生命的危

害。中華民國心臟基金會執行長黃瑞仁響應2020世界心臟日「Use 

Heart to Beat」的口號，呼籲患者應規律就診，若身體不適也應

及早就醫，因為心血管疾病若能長期妥善控制，患者仍有機會擁

有好的生活品質！中華民國心臟學會趙庭興秘書長也分享，收縮

型心臟衰竭死亡率高達 50%，因此若民眾出現「累喘腫」等症狀，

務必盡快就醫。同時，為了將國內外最新的治療趨勢帶給臺灣患

者，2019 年中華民國心臟學會也發布《2019 年心臟衰竭診斷與

治療指引》，期待未來心衰患者可以在完善的治療之下，減少住

院或死亡的風險。 

 

心血管疾病重症及死亡風險雙高 患者應穩定治療 

 

    衛福部今年六月公布的資料 ，心臟疾病為台灣 108 年十大死

因第二位，近 2 萬人死於心臟疾病，許多國人身懷「三高」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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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規律就醫或用藥。黃瑞仁執行長憂心指出，心血管疾病患者若

沒有妥善用藥控制，可能會面臨冠狀動脈破裂、急性心肌梗塞或

急性心臟衰竭等情況，威脅生命安全，尤其心臟衰竭五年死亡率

高達 50%，缺乏治療的情況下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全台預計 36 萬名心臟衰竭患者受惠 心臟學會引領醫療向前走 

 

    趙庭興秘書長說，台灣 360 萬的老年人口中，預計有高達 36

萬位心臟衰竭患者，而且隨台灣的老年人口持續增加，心臟衰竭

對於台灣國民健康的威脅也隨之遞增。中華民國心臟學會為了提

高國人心衰竭之照護品質，掌握最新之實證，發表《2019 年心臟

衰竭診斷與治療指引》，幫助心臟科醫師可以快速掌握最新的診

斷與治療標準，使患者在治療過程中獲得的治療照護品質更完善。 

 

國家政策多重計畫 守護國民心血管健康 

 

    國健署則自 107 年起開始推動《國家心血管疾病防治第一期

計畫》，更與中華民國心臟基金會攜手合作推出《心臟衰竭患者

自我照護手冊》，期望能減少心臟衰竭等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風險，

為台灣國民創造健康的未來。 

   

 

         （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