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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增訂酷刑刑求罪 
追訴對象擴及警察等人  
法務部 11 月 11 日表示，人權業務已完成第三次國家報告，邀請 10 名國
際審查委員於明年 3 月訪台，另修法增訂「酷刑刑求罪」……（繼續閱讀 p.2） 

中華電信協助法務部 

打造全台第一座整合型智慧監獄 

為優化監獄管理、提升教化人權處遇，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於 11 月
30 日舉辦「智慧監獄成果發佈記者會」……（繼續閱讀 p.4） 

 

勞動基金炒股有共犯 
前組長游迺文羈押禁見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投資組長游迺文被控接受業者飲宴招待，並

指示代操券商操作特定公司股價，經檢調搜索……..（繼續閱讀 P.8） 

秋冬防疫八大類場所戴口罩 
違者罰 3 千到 1 萬 5 千元 

秋冬防疫專案 1 日上路 ，進入醫療照護、大眾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習、
觀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洽公等八大類…….（繼續閱讀 p.14） 

還沒上任就拿錢！ 
他打「那瑪夏準區長」名號索賄 2 千萬 

高雄市那瑪夏區長白樣疑利用監工採購機會，收賄「內定」特定廠商得標。橋
頭地檢署深入追查，追出白樣與多名工程業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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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zz6U1KzeP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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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院打炒房 祭出九方案 

行政院打炒房動起來，國發會整合內政部、央行、金管會、財政部等部
會於 12 月 3 日行政院會報告「健全房地產市場九方案」，提出整合不

動產金融與政策市場等面向指標、強化預售屋稽查、加速實價登錄修法、
加強查核不動產交易所得等….（繼續閱讀 p.12） 

台東技訓所手機會客 
95 歲父親視訊無期徒刑兒 

馮姓男子今年 50 歲是在父親 45 歲時出生，馮父中年得子相當疼愛馮男。
民國 95 年馮男 36 歲時因案被判無期徒刑入監……..（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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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增訂酷刑刑求罪 

追訴對象擴及警察等人 

     法務部 11 月 11 日表示，人權業務已完成第三次國家報告，

邀請 10 名國際審查委員於明年 3 月訪台，另修法增訂「酷刑刑求

罪」，追訴對象由檢察官、法官，擴及有調查職務權限的警察等人。 

    法務部於 109 年 11

月 11 日舉行媒體茶敘，

由法制司副司長王全成

報告，主題為人權業務重

點工作現況；王全成指

出，已完成兩公約第三次

國家報告中英文版本，啟

動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前置作業，也著手撰寫首部國家人權行

動計畫。 

    王全成指出，兩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中亮眼績效包括，制定施

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推動婚姻平權，從 108

年 5 月 24 日起至今年 10 月 31 日止，完成同性結婚登記對數為

4905 對，包含國防部日前首度舉行軍職同性聯合婚禮。 

    此外，於刑法中新增「酷刑」罪，簡單講就是禁止刑求，將人

權兩公約所指禁止酷刑內涵納入修法，修訂法規為刑法 125 條的

濫用職權追訴罪，原本主體僅有檢察官及法官，修法增訂主體擴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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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調查職務權限的司法警察（警察、調查員、憲兵等人），相關草

案日前已公告完成，將依期程辦理法制作業。 

    王全成表示，目前已完成第三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委員的邀請

作業，這次 10 名委員分別來自泰國 1 人、韓國 1 人、菲律賓 1 人、

馬來西亞 1 人、印度 1 人、奧地利 1 人、丹麥 1 人、德國 1 人、

紐西蘭 1 人及加拿大 1 人，他們預計明年 3 月 22 日至 26 日到台

灣，進行面對面審查，但因目前疫情狀況，他們是否可如期訪台仍

有變數，且考量跨多個時區，不排除視訊方式進行審查。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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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協助法務部 

打造全台第一座整合型智慧監獄 

     為優化監獄管理、提

升教化人權處遇，法務部矯

正署嘉義看守所於 11 月 30

日舉辦「智慧監獄成果發佈

記者會」，由中華電信與 5 家

合作廠商：台灣恩益禧、大猩

猩科技、山川科技、凌群電腦及陸奕營造，攜手協助為法務部打

造全台第一座整合型智慧監獄。中華電信以自家 IOC「智慧運

籌管理平台」，整合人臉辨識、車牌辨識、購物系統、圍牆警戒、

消防警報、刮刀刺網警戒系統、門禁管制、健康照護、智慧監控

及獄政管理等 10 大資訊系統，協助嘉義看守所有效降低人力勤

務負荷，提升矯正機關管理效率及安全性，進而增進收容人的人

權及自主管理。 

    中華電信以自身優勢的資

通訊整合技術，強化智慧監獄

管理，其中包含五大智能管理

亮點：一、雙重辨識系統︰採生

物辨識系統（人臉辨識科技），

外加QR CORD快速雙重認證，

可防範冒名頂替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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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監控智能電梯與通道建置︰以專用閘道門禁管控，藉由電

子場域，對現場狀況予以監控，減少反覆至現場提帶的派員人力；

三、車牌辨識與定位追蹤：透過 AI 影像辨識感應技術，對入所車

輛身分進行辨識及認證，提升戒護安全；四、消費購物：收容人可

自行運用所內 kiosks 機台購物、查詢保管金餘額，可減少職員勤

務負擔；五、衛生醫療：配置健康手環，協助收容人進行自我健康

管理，醫護人員也可監看收容人之生理資訊，降低異常事故發生機

率。此次智慧監獄的啟用，也為台灣矯正管理模式推進到新的世代。 

 

 

  （資料來源：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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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技訓所手機會客  

95 歲父親視訊無期徒刑兒 

    □馮姓男子今年 50 歲是在父親 45 歲時出生，馮父中年得子

相當疼愛馮男。民國 95 年馮男 36 歲時因案被判無期徒刑入監，

當時已 81 歲高齡的馮父相當不諒解。民國 104 年馮男移監台東

東成技能訓練所後，馮父就從未到台東探監，馮男也未告知技訓所

他的父親為何不到台東探監。 

    今年法務部矯正署推

動「行動接見」，收容人與

家屬可透過手機視訊會客，

馮父在 3 月、6 月間接申請

「行動接見」。技訓所人員

說，馮男透過視訊看到馮父

時相當激動，雖然聽不到馮父說什麼，但從窗戶外看到馮男頻頻拭

淚。技訓所人員表示，馮男被判無期徒刑，雖已服刑 14 年，但不

知何時才能出獄，馮父已 95 歲高齡，馮男每次談到馮父時都很激

動。 

除了馮男，還有一名高齡 90 歲的母親，64 歲兒子因毒品案

被判刑 18 年 4 個月，目前還有 13 年刑期，她憂心等不到兒子出

獄，每個月都奔波 360 公里，還在火車站夜宿 1 晚，只為到台東

的技訓所見服刑兒子。今年中秋節東成技訓所輔導科長吳永祥特

別趕到台中幫老婦在手機上裝設接見軟體，當場與 300 公里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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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訓所連線，老婦在手機螢幕看到兒子的瞬間，當場老淚縱橫。東

成技訓所秘書楊垂雄表示，矯正署今年試辦東部及離島 6 個監所

「行動接見」讓家屬與收容人透過行動電話視訊，服務對象以年

長、行動不便家屬以及突發事件優先。 

楊垂雄指出，東成技訓所試辦成效良好，矯正署將完成全國

51 個監所的建置，屆時所有收容人的家屬都可到矯正署網頁下載

接見軟體，但服務對象還是以年長、行動不便家屬及突發事件優

先，可透過手機遠端接見收容人。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Yahoo 奇摩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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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金炒股有共犯 

前組長游迺文羈押禁見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國內投資組長游迺文被控接受業者

飲宴招待，並指示代操券商操作特定公司股價，經檢調搜索約談到

案，台北地檢署今晨訊後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下午已獲法院裁准。

勞動部隨即發布新聞表示，已先將游員停職並移送監察院審查，原

游員退休申請也已不再辦理。 

    根據檢廉調查，游迺文今年 7 月間疑似接受到台北市的私廚餐

廳，招待跨文化美食等無菜單高檔料理，並在 8 月指示勞動基金的

代操券商，持續下單買進某特定公司股票操控股價。 

    據了解，游並未否認參加

業者聚會，但強調只是朋友間

一般的聚會，沒有受到請託，

更沒有用基金拉抬特定股票，

他強調基金操作標的均需經

過評估，能夠獲利才會下單操

作，並沒有違法或違反規定。至於刷卡消費及銀行存款部分，游辯

稱銀行存款是個人合法的投資所得，這些存款也陸續清償信用卡帳

單，檢方勾稽帳冊，初步證實游的存款有支付信用卡的紀錄。至於

游稱個人投資所得的相關事證資料，游則表示，檢方臨時發動偵查，

他沒有時間準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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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獲悉台北地院裁准台北地檢署羈押禁見游員的聲請後，

隨即發布新聞表示，該部將全力配合檢調調查，協助釐清案情，且

將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辦理停職，並移送監察院審查，至於游員原

退休之申請，亦不再辦理。勞動部指出，本案是勞動部主動查處，

發現有異常投資情形時，已立即將該員調離主管職務，並主動移送

廉政署偵辦，後續將全力配合檢調調查並將積極檢討相關管理機制，

以防範類此情事再次發生。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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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上任就拿錢！ 

他打「那瑪夏準區長」名號索賄 2 千萬 

高雄市那瑪夏區長白樣疑利用監工採購機會，收賄「內定」

特定廠商得標。橋頭地檢署深入追查，追出白樣與多名工程業者互

動頻繁，曾在辦公室內商談標案時，暗示「那就看你的誠意」，對

方用手勢影射「紅包厚度」，雙方談妥「續約」；這類情形頻繁在

白樣區長任內發生，收賄至少 2048 萬元。檢方認定他涉嫌貪污治

罪條例，依法起訴並求處重刑。 

檢、廉、調數月前接獲白樣涉賄情資，大動作搜索那瑪夏區公

所。檢方掌握，58 歲白樣疑在第一屆、第三屆區長任內，利用指

揮監督區公所工程採購機會，將工程底價洩漏給特定廠商，並從中

牟取賄金。 

檢方深入調查，發現白樣從第一

屆區長任期末開始，也就是 2014 年 3

月間就「有詭」。白樣區長任期雖曾中

斷，但等他一當選第三屆區長，想續約

那瑪夏區公所工程標案的陳姓業者就

趕在他上任前，先登門拜訪白樣，表明「不希望先前的工程契約終

止」；白樣直接表示，「那就看你的誠意」，陳於是用手勢暗示「金

錢厚度」，兩人默默達成協議。白樣無聲地指向辦公室角落冰箱，

留下一張紙條寫到「我會先離開，你把東西放在那邊，我下午會回

來拿」，陳於是把備妥的 60 萬元現金放在白樣指示的冰箱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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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也就依約同意那瑪夏區公所撤回終止契約意思，指示區公所承辦

人讓陳的公司續約工程標案。 

另外，白樣前年競選時舉債不少，他於是周旋在陳姓、林姓、

董姓業者之間，開口借款。董姓業者想到自家公司承包的那瑪夏區

公所工程還在施作中，擔心如果不借錢，恐怕後續工程施作、驗收

都會被刁難，於是多方打聽白樣的資金缺口。林姓業者亦想到，先

前沒支持白樣參選，又多次對白樣託付的事百般推託，怕這次若再

不資助，恐怕白樣會刁難他現在正執行的工程，於是答應董員「加

一」；林、董 2 人湊足 880 萬元給白樣。然而，白樣遲遲沒簽立

借據、本票，林、董 2 人再三催討，白樣於是開口，接下來他們二

人只要標到的區公所工程款，就將決標金額的 8%至 18%不等比

例，拿來還錢、並當作白樣讓他們得標的賄金。一來一往，連同先

前到手的 880 萬元，白樣共從董、林 2 人手上，拿到 1982 萬 4390

元。 

白樣再度就任區長後，又暗自向多名業者收賄，承諾特定幾家

廠商得標，陸續又拿到 110 萬 8 千元、23 萬元不等賄金。檢方清

查帳冊，釐清白樣收賄共 2048 萬 4390 元，涉嫌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收受賄賂罪。 

橋頭地檢署認定白樣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痛斥他早在還沒

上任前，就打著「準區長」名號介入那瑪夏區公所業務以便索賄，

惡性重大且因其頻頻飾詞狡辯，犯後態度不佳，建請橋頭地院從重

量刑，並褫奪公權 8 年以上，以儆效尤。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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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打炒房 祭出九方案 

行政院打炒房動起來，國發會整合內政部、央行、金管會、財

政部等部會於 12 月 3 日行政院會報告「健全房地產市場九方案」，

提出整合不動產金融與政策市場等面向指標、強化預售屋稽查、加

速實價登錄修法、加強查核不動產交易所得等。 
  行政院表示，在國內經濟表

現不錯的情況下，最近投資回

台，會帶動國內房地產景氣熱

絡，但社會大眾也擔心，熱錢回

台是否也會帶動炒房，因此於 3

日院會提出「健全房地產市場九方案」。 

  這九大方案包括，第一、必須整合不動產金融、政策、市場等

面向指標，健全不動產市場診斷體系，才能掌握市場發展與動向。

第二、強化預售屋稽查，包括成立跨部會預售屋聯合管理小組，以

及聯合稽查建管、稅捐等。第三、加速實價登錄修法；第四、加強

查核不動產交易所得，建立內政部與財政部通報機制，透過查稅與

資金流向，加強稽查預售屋與紅單交易所得。 

  再者，必須減少個人利用不動產規避稅負的空間，因此包含第

五、防杜個人藉由公司規避不動產稅負；第六、修正住家房屋現值

免徵標準，避免透過分割房屋規避稅負。此外，為防止房市資金氾

濫，所以包含第七、適時採行選擇性信用管制；第八、控管銀行授

信風險；第九、強化不動產業務風險管理與金融檢查。國發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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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將提出短期立即實施可行的作為，以及中

長期的方案。 

  為管理預售屋紅單交易亂象，財政部長蘇建榮 12 月 2 日於立

法院表示，財政部朝國稅局稽查及加強綜所稅查核因應，其中國稅

局 12 月開始已啟動三大打炒房專案查核，包括個人不動產、個人

投資公司以及境外資金回台運用，全面抑制炒房。 

  賦稅署署長許慈美12月2日表示，國稅局共有三大專案計畫，

第一是針對個人不動產相關所得專案查核計畫，不限於預售屋，包

括各種不動產交易所得，甚至租賃所得等，都會列為查核範圍。第

二是營利事業不動產交易專案查核計畫，主要鎖定個人利用投資公

司炒房，以規避個人房地合一重稅；第三則是針對境外資金專法的

5%自由運動資金追蹤控管計畫，對於藉專法匯回資金，若投入房

市，國稅局也將追回稅款。 

  許慈美表示，不只是針對今年內交易，只要是還在核課期間，

國稅局都可以查核。她強調，政府跨部會合作，是希望抑制特定區

域房價不正常上漲情形，促使房市健全。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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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防疫八大類場所戴口罩 

違者罰 3 千到 1 萬 5 千元 

     秋冬防疫專案 12 月 1 日上路 ，進入醫療照護、大眾運輸、

生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洽公等八

大類場所佩戴口罩，未依規定佩戴口罩，經勸導不聽者，將依法開

罰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 

    衛福部臉書請出「總柴」提醒注意事項，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表示，考量秋冬時期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外，也有多種呼吸道傳染

病盛行，都會加重醫療體系的負荷與調度壓力，為了提高民眾於高

感染傳播風險場所佩戴口罩的遵循度，以降低呼吸道傳染病的感

染與傳播，及避免過度耗用醫療資源，自即日起，強制要求民眾進

入「醫療照護、大眾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閒

娛樂、宗教祭祀、洽公」等八大類場所應佩戴口罩。 

    指揮中心解釋，這些場所具有不易保持社交距離，或會近距離

接觸不特定對象(不認識的人)的特性，有較高的感染與傳播風險，

因此要求民眾佩戴口罩，如果在場所內有飲食需求，在與不特定對

象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的前提下，可在飲食期間暫時

取下口罩。至於人潮聚集的戶外場所，如戶外風景區、遊樂園、夜

市、傳統市場等，或是在戶外進行的公眾集會活動(如遊行、遶境、

跨年晚會)，指揮中心建議業者或場所管理單位採用「人數總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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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方式進行管控，使民眾在場所或活動中能持續、有效地保持社

交距離。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衛福部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