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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擬修法 

延長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年限     

針對刑法規範的精神障礙犯罪者受監護處分年限，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
(21)日表示，目前法務部擬提出修法，在 5 年監護期滿後……（繼續閱讀 p.2） 

法務部靖安小組成果總驗收  

公開演練八極拳 

法務部矯正署 24 日在嘉義監獄舉辦靖安小組第 12 期成果總驗收，法務
部長蔡清祥到場驗收訓練成果……（繼續閱讀 p.4） 

 

中山分局再爆貪瀆 
2 警月收 3 到 4 萬包庇酒店 

臺北市警局中山分局陳姓、李姓 2 名警員，涉嫌從 2013 年起，任職中山
一派出所期間，包庇轄區內「嘉麗寶集團」業者……..（繼續閱讀 P.7） 

比新冠可怕 
肺炎 1 年死亡 160 萬 

新冠肺炎來勢洶洶，各國為了疫苗研發無不絞盡腦汁；事實上普通肺炎的
威脅性並不比新冠來得低，但卻沒有受到應得重視…….（繼續閱讀 p.13） 

「出賣公權力」放大陸生蓮藕等通關 
收賄 5 關員撤職 

財政部關稅總局前副局長呂財益等四十多名官商，9 年前涉入海關集體貪瀆
弊案，放行禁止輸入貨品入台，除刑事責任外……..（繼續閱讀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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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揭預售屋契約 5 大陷阱 
拒絕「個別磋商條款」 
為保障民眾購屋權益，地方政府每年都會查核業者是否符合預售屋買賣定
型化契約的規範，內政部特別提醒，預售屋契約中….（繼續閱讀 p.11） 

更生人發單曲「攏ㄟ過去」 
矯正署認購 168 張 

曾入監服刑的「A moon」2016 年復歸社會，創作台語流行歌「攏ㄟ過去」，
今天受邀到法務部發表演唱……..（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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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擬修法  

延長精神障礙犯罪監護處分年限 

     針對刑法規範的精神障礙犯罪者受監護處分年限，法務部

政務次長蔡碧仲(21)日表示，目前法務部擬提出修法，在 5 年監護

期滿後，檢察官可不限次數向法院聲請延長期限，但每次時間不得

超過 3 年。 

    21 日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舉辦「勿讓思覺失調成為司法

與治安破口—如何有效修法建構司法正義與社會安全網」公聽會，

邀請學者專家與政府部門參加。 

    參與會議的蔡碧仲表示，現在對於精神障礙者犯罪的問題在於

偵辦期間，犯罪者便以思覺失調為由獲判無罪，後續卻沒有相關配

套措施，但國家的責任是要確保當一個人離開管制後，不會無端傷

害其他被害人。 

    蔡碧仲說，法務部的短期目標是更改現行規定，當精神障礙犯

罪者的 5 年監護期滿後，若檢察官認為有必要，得聲請法院裁定延

長，每次延長期間不得超過 3 年，但不限申請次數，並需要經過專

家鑑定或是有相關配套措施，才可以解除監護。 

    對於司法精神病院的設置，蔡碧仲以台中監獄培德醫院為例，

指出當時本來要另建一個兼具戒護與治療的場所，地方政府卻不同

意。他說，司法精神病院是共同的責任，法務部沒有迴避這個問題，

只要沒有違憲，不管選址在哪裡，法務部都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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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司長諶立中指出，司法精神病院

只是監護處分的一環，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需要建立分流處遇機制，

結合評估與鑑定方法，才最能有實效。 

    諶立中說，治療僅為司法精神病院的一部分，更需要配合矯正

犯罪者的行為，以及監禁保護的功能，不讓犯罪者有機會傷害外界

大眾，這才是司法精神病院的目標。 

    諶立中表示，現在規劃的三級處遇機制，希望將沒有太多攻擊

性的病人放到社區裡，以門診追蹤，但尚缺乏完好的社區監控機制；

有稍微暴力傾向的病人，則在既有的療養院裡設置司法精神病房收

治；司法精神病院僅納入最暴力的群體，且目前只考慮先設置一

處。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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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靖安小組成果總驗收  

公開演練八極拳 

     法務部矯正署 24 日

在嘉義監獄舉辦靖安小組第

12 期成果總驗收，法務部長

蔡清祥到場驗收訓練成果，

演練項目包括綜合逮捕術、

警棍使用術、鎮暴隊形操演及很少對外公開的八極拳術，還有

舍房和工場實兵鎮暴操演，訓練成果精實，操演過程逼真。 

    法務部深化風險管理觀念及提升危機處理能力，精挑來自全國

矯正機關優秀幹練的戒護人員，迄今已培訓 1200 位成員，靖安小

組 12 期有 100 名戒護人員。 

     蔡清祥部長親自授旗並

校閱，縣長翁章梁、立委蔡易

餘等人到場觀看，演練分為三

大部分，包括戰技操演（八極

拳術、綜合逮捕術、警棍使用

術及鎮暴隊形操演）、實兵狀

況模擬演練（舍房及工場實兵鎮暴演練）和矯正機關教化輔導成效，

嘉義監獄安排鼓動生命班及小平頭樂團演出。 

    矯正署副署長蔡永生指出，靖安小組成員經過嚴格與專業訓練，

在北中南及東區成立精銳部隊，在各分區矯正機關發生囚情不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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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或超越風險指標時，矯正署就會調派相互支援，弭平戒護事故，

穩定矯正機關囚情。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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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人發單曲「攏ㄟ過去」                          

矯正署認購 168 張 

    曾入監服刑的「A moon」

2016 年復歸社會，創作台語流行

歌「攏ㄟ過去」，28 日受邀到法

務部發表演唱。法務部長蔡清祥為

刺激傳唱度，表示未來監獄所辦歌

唱比賽可以「攏ㄟ過去」做為指定曲，矯正署長黃俊棠說，將認

購 168 張單曲 CD。 

    41 歲的「A moon」本名王聖棻，在台北監獄待過 4 年，目

前在吉他教室授課。他說，很感謝受到國家的照顧，剛出獄時，

想的都是自己，把個人放在優先地位，後來才會以「第二」、「第

三」人稱去思考問題，今年趁新冠肺炎期間在家完成創作。 

    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台北分會今天請「A moon」與他的混彈

娛樂公司在法務部大廳作首場單曲新歌發表會，「A moon」在法

務部官員面前自彈自唱，唱到流汗，他說「不會緊張是假的啦！」。 

    法務部統計，每年監獄約有 5 萬名受刑人服刑，有 3 萬人出

監，法務部在監所辦理各項技能、藝術課程，藉由學習創作培育

受刑人第二專長；2010 年台北分會結合台北市市民管樂團，在台

北監獄成立音樂班，音樂班讓「A moon」獄中生活情感有寄託。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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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分局再爆貪瀆 

2 警月收 3 到 4 萬包庇酒店 

    臺北市警局中山分局陳姓、李姓 2 名警員，涉嫌從 2013 年

起，任職中山一派出所期間，包庇轄區內「嘉麗寶集團」業者經營

酒店等特種行業，按月收取 3、4 萬元賄賂，以及到店飲宴招待，

其中陳警另外收受888卡拉OK店業者三節禮金總計至少10萬元，

臺北地檢署 28 日指揮警調兵分 29 路搜索，並約談陳、李 2 警在

內 13 人到案。 

    檢警調單位從 2018

年起，根據線報展開偵辦

臺北市中山分局官警與

酒店業者勾結弊端，過去

已經分 2波起訴 10多名

警員，涉嫌收取「立邦」

酒店、「夜王」酒店也者

賄賂，其中曾任中山一派出所所長的林崇成等 3 名警官一審獲判無

罪，案件仍在上訴審理中。 

    辦案人員根據先前陸續偵查取得的資料，另外查出曾在 2013

年間任職中山一派出所、現為大同分局寧夏所的李功華，以及 2014

年到 2017 年間，任職中山一派出所、現為警備隊的陳俊安，也涉

嫌在任職管區期間，收受嘉麗寶集團曾姓姊妹每月 3 到 4 萬元賄

賂，以及到酒店消費招待，交換條件是協助通風報信，協助集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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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宴麗蕾迪坊、紀梵希餐坊等 6 間酒店躲避查緝。此外陳警也涉嫌

在 2016 年到 2017 年間，收受另間 888 卡拉 OK 店鄭姓房東等人

支付的三節禮金，合計至少 10 萬元。 

    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錦鴻指揮調查局北機站、臺北市警局

調查蒐證告一段落後，28 日兵分 29 路，搜索約談 13 人，其中包

括陳、李 2 名涉案警員，以及曾姓姊妹等 4 名業者，都被列為《貪

污治罪條例》行收賄等罪嫌疑人。 

 

 

 

 

                           （資料來源：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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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公權力」放大陸生蓮藕等通關 

收賄 5 關員撤職 

財政部關稅總局前副局長呂財益等四十多名官商，9 年前涉

入海關集體貪瀆弊案，放行禁止輸入貨品入台，除刑事責任外，關

員沈家慶、王敬華、黃智銘、程恆毅、柯克明也被財政部送懲戒。

懲戒法院判 5 人全撤職，沈、王各停止任用 3 年，黃停用 4 年、

程停用 1 年、柯停用 2 年。 

檢方指控，多家報關行業者知悉大陸

石材、磁磚、生鮮蓮藕列禁止輸入品項，

為確保私運不被沒入、裁罰，自 2009 年

至 2011 年為止，向業者按櫃收取公關

費，再行賄時任基隆關六堵分關的關員林東瑩；林東瑩收賄後，將

賄款轉分其他關員，集體為業者護航，遇貨櫃遭查扣，還接受業者

邀宴，讓貨物重行闖關。 

呂財益被查辦後，一度被羈押禁見，同時被行政處分停職；呂

提訴願遭駁回，轉提行政訴訟爭取公職權益，被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駁回確定。臺北地院經 7 年審理，2018 年依貪污治罪條例判處呂

7 年 6 月徒刑，褫奪公權 3 年；呂另被控洩密、詐欺判刑 7 月，得

易科罰金 21 萬元。 

貪污案共有 11 名公務員、30 名業者被起訴、審判，除呂財益外，

一審刑度最重的是遭處刑 14 年、褫奪公權 6 年的林東瑩；而沈家慶、

黃智銘、王敬華、陳玉珠、程恆毅、柯克明、黃富崇、周家屏、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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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等關員分別遭判 4 月到 13 年不等的徒刑；被控行賄的前立委助理

張勝泰等人，審判中認罪，獲宣告緩刑。 

北院指出，海關關員未廉潔自持，任意出賣公權力，對業者報關

的上千筆貨物收賄「少則千元，多則百萬」，其中，呂財益索賄卅萬

元，以確保林東瑩不被調離原職，雖收賄後十天退錢，但不影響收賄

事實；林東瑩僅光進口石材、磁磚報關案中就收了 820 萬元，犯罪

所得最高。目前該案上訴臺灣高等法院中。 

因財政部分次移送懲戒，懲戒法院本次審理範圍為沈家慶等 5

關員。懲戒法院認為沈等 5 人除觸犯刑法法律外，也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清廉之旨，屬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的違失行為，重創公務員清廉形

象，為維持公務紀律，有懲戒必要。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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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揭預售屋契約 5 大陷阱 

拒絕「個別磋商條款」 

為保障民眾購屋權益，地方政府每年都會查核業者是否符合

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的規範，內政部特別提醒，預售屋契約中常

見缺失有「通知交屋期限」、「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驗收」、

「保固期限及範圍」及「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等 5 大項，

若建商提供的契約違反規定，民眾可要求改正，或向主管機關檢舉，

以保障自身權益。 
  內政部建議，若民眾發現與建

商簽訂的契約條款，違反內政部公

告的「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民眾可以依

消費者保護法第 17 條規定，主張

無效，同時，建議民眾應拒絕建商以「個別磋商條款」規避契約責

任，訂定對消費者不利的條文，以維護自身權益。 

    在「通知交屋期限」方面，依定型化契約規定，賣方應於交

屋前完成修繕，且賣方延遲利息為日息萬分之 5，但過去在查核時，

曾發現業者擅自將「交屋前」的修繕義務，變更為「交屋後」的

保固責任，及降低賣方遲延交屋利息數額為萬分之 2，以減輕自身

交屋及違約的責任。 

    「房地標示及停車位規格」方面，依規定應列明停車位長、

寬、高、含車道及其他必要空間面積，但查核時發現，業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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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約，未列明「停車位高度」，也未列明「停車空間面積占共

有部分總面積的比例」，容易引發相關紛爭。 

    「驗收」方面，內政部表示，自來水、電力管線費及瓦斯內

管等相關費用，均應由賣方負擔，且交屋保留款應為房地總價5%，

但查核時發現，常有業者將瓦斯內管等管線費用轉嫁由消費者負

擔，或將總價 5%的交屋保留款，降低額度為 5 萬元。 

    「保固期限及範圍」方面，內政部指出，房屋的保固期限應

是從交屋日起算，結構部分保固 15 年，且除能證明可歸責於買方

或不可抗力因素外，賣方均應負責，但查核時發現，業者擅自減

列結構保固的「項目」及縮減保固期限，或將保固期限之起算日

提前至「取得使用執照日」，並限縮於「可歸責於賣方」。 

    「房地面積誤差及其價款找補」部分，依規定，土地面積、

主建物或房屋登記總面積如有誤差，其不足部分賣方均應全部找

補，超過部分，買方只找補 2%為限；誤差若超過 3%，不論是超

過或不足，買方均得解除契約，但查核時發現，業者將「土地」

及「停車位」面積誤差，列為不予找補，或限制須於面積「不足」

3%，消費者始得解約。 

    內政部提醒，民眾簽訂預售屋買賣契約時不宜輕率，一定要

詳閱契約內容，並採用內政部版契約，若發現不動產業者提供的

內容違反規定，可要求修改契約條款；同時也可將違規契約送請

預售屋建案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查處。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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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新冠可怕 

肺炎 1 年死亡 160 萬  

     新冠肺炎來勢洶洶，各國為了疫苗研發無不絞盡腦汁；事

實上普通肺炎的威脅性並不比新冠來得低，但卻沒有受到應得重

視。醫師呼籲，肺炎鏈球菌疫苗的施打，有助減少老年癌症患者

死亡率。 

    新冠肺炎在 10 個月內造成全球一百萬人死亡，讓大家也注意

到流感疫苗，但大家可能忽略了肺炎鏈球菌疫苗的重要性，世衛

組織統計，2005 年鏈球菌感染一年便造成全球一百六十萬人死亡 

   大林慈濟醫院腫瘤中心團隊發現，肺炎在癌症病人中很常見，

也常是住院原因，邱文彥醫師研究發現，肺炎疫苗對不同癌症病

人都具保護效果，他進行的肺癌、大直腸癌、攝護腺癌等研究，

疫苗都能減少肺炎住院機會兩到三成，並能顯著減少癌症病人死

亡率，且越嚴重的癌症種類，疫苗保護效果越顯著。 

    因癌症病人如果免疫力太過低下，疫苗能否激起足夠反應原

本令人存疑的，透過邱文彥醫師的研究，證實肺炎疫苗對老年癌

症病人的保護效果，其癌症長期存活者的研究獲得美國國家癌症

治療指引(NCCN guideline)的存活者指引(Survivorship)討論引

用，建議施打。肺癌病人的效果研究，獲得歐洲醫學腫瘤學會

(ESMO)期刊《腫瘤學年鑑》(Annals of Oncology)的德國腫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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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感染指引文章引用，並歸為強烈建議等級。攝護腺癌的研究，

最近則刊登在美國癌症協會的官方期刊《癌症期刊》(Cancer)。 

    年紀越大，肺炎的機率與致死率都會急速上升，鏈球菌的抗

藥性比率也逐年升高，台灣自 2007 年起便已開始 75 歲以上全面

免費政策，但即使免費，目前台灣老年病人和老年癌症病人的施

打率都不到兩成，癌症病人低施打率的原因之一是全球原本缺乏

任何對癌症病人保護效果的臨床證據。 

    邱文彥醫師表示，希望透過癌症與肺炎疫苗的台灣研究成

果，顯示出在全球公衛議題上，台灣也能幫忙(Taiwan can help)，

並鼓勵老年癌症病人接受免費肺炎疫苗施打。 

    邱文彥醫師建議，癌症治療期間請詢問主治醫師，如果治療

中間間隔、追蹤階段、賀爾蒙治療中、長期存活者，都建議施打

以減少住院率和致死率。 

   

 

         （資料來源：好醫師新聞網、Heho 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