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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刪通姦罪 
累犯 2 例外得不加重其刑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109 年 5 月做出第 791 號解釋，宣告「刑法 239 條通
姦罪」和「刑事訴訟法 239 條但書」違憲，並在……（繼續閱讀 p.2） 

親民黨：檢討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制度 

避免造成治安隱憂 
為使有「悛悔實據」的受刑人逐步適應社會生活，法務部矯正署設立「外
役監」，採取開放式、無圍牆、低度管理方式………（繼續閱讀 p.4） 

 

監所前管理員當「大哥」跑腿 
替受刑人送菸被起訴 

一名吳姓監所前管理員被控於 2017 年間，兩度夾帶七星菸去舍房給「大

哥」分送給舍友慶祝假釋「抽一點好的！」……..（繼續閱讀 P.8） 

口罩實名制降價、基本工資調漲 
元旦 7 項新措施 

行政院公布 110 年元旦 7 項新措施，包含基本工資調漲及基本生活費調增、
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業保險補助上路、國中小…….（繼續閱讀 p.13） 

大林鎮長臉書貼摺痕公文被起訴 
他：為突顯縣府不公平 

嘉義縣大林鎮長簡志偉 108 年 10 月，在臉書張貼申請增加清潔隊員，縣環
保局回函公文照片，照片右下方搭配「縣長陳明文」……..（繼續閱讀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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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繼續閱
讀 p.10） 

天氣轉涼總是咳嗽咳不停？ 
中醫師教 5 個「止咳穴位」緩解不適 

天氣轉涼，總是咳嗽咳不停嗎？中西醫師陳至奐醫師表示換季時節常因
氣溫變化、感冒、過敏都可能引起咳嗽的問題….（繼續閱讀 p.12） 

肯定更生輔導員陪加害人道歉 
總統：實踐修復式司法 

蔡英文總統 11 月 30 日上午接見「109 年度參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
人士及團體」。總統表示，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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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刪通姦罪 

累犯 2 例外得不加重其刑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109

年 5 月做出第 791 號解釋，宣

告「刑法 239 條通姦罪」和「刑

事訴訟法 239 條但書」違憲，

並在公布當日起立即失效。為

了完備法律，法務部及司法院分別啟動相關修法，行政院會於 109

年 12 月 17 日也討論相關條文修正草案，決議通過。 

    法務部檢察司長林錦村說：「通姦罪就刑法，也就是憲法的 22

條，保障性自主權加以限制，又違背了 23 條的比例原則，所以這

個通姦罪是違憲的；所以提出，刪除刑法 239 條通姦罪跟告訴乃

論罪的規定，進而能夠符合大法官會議解釋的意旨。」 

    刑法 239 條通姦罪，原本被認為用來保障婚姻與家庭；但大

法官會議宣告違憲。因此法務部提出，刪除通姦罪與告訴乃論罪的

規定，以符合大法官意旨。 

    另外，大法官釋字第七七五號，認定「累犯」若一律加重其刑

違憲。法務部昨也提出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增訂例外得不加重

其刑之規定：第一種例外是，再犯的罪不能易科罰金、不能改服社

會勞動，若有過苛之虞，像是民眾若攜帶剪刀至商店，剪開盒裝偷

糖果，再犯加重竊盜罪，原本應加重其刑，最低判刑七個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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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科罰金，但顯過苛，因此是否加重就賦予法官裁量。第二種則是，

犯刑法第六十一條包括竊盜、侵占、詐欺、背信、恐嚇、贓物等罪，

若有過苛也可以不加重，例如收受並使用友人交付竊盜所得且已使

用多年的腳踏車，若予加重有過苛之虞。 

    至於酒駕累犯，是否符合不加重其刑要件？法務部次長蔡碧仲

表示，要看是否符合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相關要件而定。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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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檢討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制度 

避免造成治安隱憂 

     為使有「悛悔實據」

的受刑人逐步適應社會生

活，法務部矯正署設立「外

役監」，採取開放式、無圍

牆、低度管理方式的「半監

禁矯治」。對此親民黨指出，

此一政策雖立意良善，但近 2 年自強及明德外役監獄，卻連續

發生 12 起受刑人脫逃事件，迄今仍有 3 名行蹤不明，已成治安

隱憂，為避免類似案件一再發生及維護社會安定，法務部應檢討

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制度、獄所管理措施及逃獄刑責，也期盼警方

盡速將逃脫受刑人逮捕歸案，以維護社會秩序。  

    109 年 8 月中旬，台南明德外役監獄驚傳囚犯逃獄，連姓受刑

人於前往螺絲工廠工作時不見蹤影，後雖經員警圍捕、開槍仍脫逃，

引發社會譁然。監察院調查後發現，近 10 年來，相較於一般監獄

脫逃 8 人，各外役監脫逃受刑人卻高達 39 人，且近 2 年，外役監

已連續發生 12 起受刑人脫逃事件，尤其是 109 年 4 月、7 月、8

月、9 月，更連續發生 5 起受刑人脫逃事件，頻率顯著增加。 

    監院調查報告也指出，連姓受刑人於自主監外作業時輕易脫逃，

顯示矯正機關未充分運用該廠區現有門禁設施，及防範管理措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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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虛設，純粹把責任建立在受刑人良心要求及自我管理上。況且，

目前在自主監外作業與戒護監外作業相關制度，也缺乏評核機制。 

    親民黨表示，由於受刑人逃脫案件，難免引發民眾恐慌與治安

疑慮，並傷害矯正機關功能。因此，法務部矯正署應檢討外役監相

關機制，以兼顧監禁與矯治工作的社會防衛功能。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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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更生輔導員陪加害人道歉 

總統：實踐修復式司法 

    蔡英文總統 109 年 11 月

30 日上午接見「109 年度參與

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

及團體」。總統表示，監所教化

及保護事業不但需要長期的陪

伴與耐心，也需要慈悲心及同理

心，非常辛苦，也很不簡單。她並指出，更生輔導員甚至可以做到

陪伴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這就是「修復式司法」最可貴的實踐。 

    蔡英文總統在接見時表示，每年年底都會邀請參與監所教化

及保護事業的有功人士到總統府，這是因為監所教化、觀護及更生

保護的工作真的非常重要，也非常辛苦，她一定要代表政府及人民

當面致謝。總統：『(原音)在有限的時間裡面，我光是認識各位服

務的事蹟都覺得教化和保護的事業不但需要長期的陪伴和耐心，

也需要慈悲心和同理心，真的很不簡單，也很讓人感到敬佩。』 

總統指出，像是 109 年受到表揚的外籍收容人關顧協會，志

工們能使用多種語言探視外籍收容人，當外籍收容人準備返國時，

也會提供關懷與協助，這是很了不起的付出。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不但募集書本及物資辦理品格及生命教育，還陪伴收容人考取街

頭藝人執照，協助他們走出復歸家庭與社會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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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也一一感謝 109 年受到表揚的教誨志工、榮譽觀護人；

尤其是更生保護會的輔導員，甚至可以做到陪伴加害人向被害人

道歉、爭取諒解，這就是「修復式司法」最可貴的實踐。 

總統也希望透過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個人及團體的努力，能

讓更多陽光照耀到收容人、更生人的生命中，形成正面的支持力

量。她也請所有受獎人若有在第一線累積的心得或建議，也要提供

法務部參考。     

       

 

（資料來源：中央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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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前管理員當「大哥」跑腿 

替受刑人送菸被起訴 

    一名吳姓監所前管理員被控

於 2017 年間，兩度夾帶七星菸去

舍房給「大哥」分送給舍友慶祝假

釋「抽一點好的！」台北地檢署考

量他坦承犯行，不法價值低於 5 萬

元，可兩次減刑，今依貪汙之圖利

罪嫌起訴並建請法院減輕其刑。 

    檢廉調查，吳姓監所前管理員在新店戒治所服務，工作內容不

只管理勒戒者，還包括一般受刑人。2017 年間， 一名「大哥」受

刑人將假釋出監，依監所不成文規定，要買香菸請舍友慶祝，所以

請託吳男幫他買點「好貨」。吳男在外買了一條（10 包）七星菸，

拆成兩份，先放在辦公室自己的座位區域，再趁換班之際，兩度前

往走廊並跑去舍房外從送餐口丟進舍房給「大哥」接收，完成任務。 

事後，監所內部調閱監視器發

現此事，移送廉政署偵辦。檢察官

鍾維翰傳喚吳男到案，據了解，他

坦承犯行，供稱當初是「大哥」要

求他夾帶七星菸，他沒有收錢，單

純只是替對方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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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則證稱，與吳男在別處監所早就相識，對方主動說要

幫他慶祝假釋。檢方查無雙方有金錢對價，勘驗監視器畫面認定確

實有帶菸、交菸等過程，考量吳男坦承犯行，一條菸市價約 1200

元至 1500 元，尚未達到法定 5 萬元不法價值，依法可兩次減刑，

因此將吳男提起公訴，並建請法院減輕其刑。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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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鎮長臉書貼摺痕公文被起訴 

他：為突顯縣府不公平 

嘉義縣大林鎮長簡志偉 108 年 10 月，

在臉書張貼申請增加清潔隊員，縣環保局

回函公文照片，照片右下方搭配「縣長陳明

文」公文戳章，指「嘉義縣長是兒皇帝

嗎？……坐實明文規定是縣內最高指導原

則？」經縣環保局提告，檢察官偵查終結，依變造登載不實文書罪

起訴，另違反選罷法部分則做不起訴處分。 

簡志偉表示，當初做法就是要突顯縣政府，原已通過的 5 名大

林鎮清潔隊員，卻在他當選後又駁回，他拍照做法、公文摺痕都很

容易辨識非偽造，也沒有偽造犯意，收到起訴書後會和律師討論如

何因應。 

    嘉義地檢署起訴書指出，簡志偉 108

年 10 月在大林鎮公所批核嘉義縣環保局

公文，明知現任嘉義縣長非陳明文，卻將

公文以向後翻面方式，遮蔽前述公文署

名，再以印有「縣長陳明文」官印的嘉義

縣政府 98 年公文為底，變造為署名「縣

長陳明文」公文，翻拍成照片張貼到個人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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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訴書指出，簡志偉 108 年 10 月 28 日上午，在大林鎮公所

批核縣環保局公文，明知現任嘉義縣長非陳明文，卻將公文以向後

翻面方式，遮蔽前述公文署名，再以印有「縣長陳明文」官印之嘉

義縣政府 98 年公文為底，變造為署名「縣長陳明文」公文，翻拍

成照片張貼臉書。。 

簡並在照片上方加註「嘉義縣長是兒皇帝嗎?為什麼公所行文

縣府，縣府竟用「縣長陳明文」作回覆，坐實「明文規定」是縣內

最高指導原則?」等文字，供臉書網友瀏覽，損害縣環保局公文書

正確性。 

檢警偵訊時，簡坦承張貼該公文照片事實，但否認有偽造文書

犯意，並稱臉書刊登的公文上有摺痕，即表示這不是一份完整文書，

他沒有偽造或變造文書犯意。檢方認為，該文書雖有摺痕，非一份

完整文書，但已經足以使一般人誤認，該文書由縣政府縣長陳明文

所發布的危險，簡雖辯稱，用意是要突顯環保局，駁回大林鎮公所

申請清潔隊員的不公平，沒有主觀犯意，但應可將兩份文書一併刊

登說明，卻用此方式誤導民眾，進而質疑縣府行政客觀性，做法已

涉犯公務員借職務機會，故意變造公文書罪嫌，依法起訴。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12       

 

天氣轉涼總是咳嗽咳不停？ 

中醫師教 5 個「止咳穴位」緩解不適 

天氣轉涼，總是咳嗽咳不

停嗎？中西醫師陳至奐醫師

表示，換季時節常因氣溫變

化、感冒、過敏都可能引起

咳嗽的問題，若症狀輕微時，

建議可嘗試按壓穴道來緩解

不適，但若症狀嚴重時仍建議積極就診請醫師給予診斷評估。 

  氣溫轉涼，較容易出現乾咳的症狀，陳至奐醫師表示，建議可

按壓這幾個穴道，可達到止咳、護肺之效喔！ 

1.天突穴：正面頸部下方，左右鎖骨中間凹陷處。 

2.雲門穴：兩手插腰，左右鎖骨外側下方的三角凹陷處，為肺經脈

絡之一。 

3.尺澤穴：手肘橫紋中間偏外側的凹陷處，亦為肺經脈絡之一。 

4.太淵穴：手腕橫紋，拇指根部的凹陷處，同屬肺經脈絡之一。 

5.合谷穴：位於雙手手背虎口處。 

  陳至奐醫師表示，上述穴位可用指腹畫圈方式揉壓，以促進肺

氣循環，改善咳嗽症狀。然而，陳醫師也提醒，若咳嗽症狀遲未緩

解，仍建議積極就診請醫師給予診斷與治療，以免病況加劇喔。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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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實名制降價、基本工資調漲 

元旦 7 項新措施 

     行政院公布 110 年元旦 7 項新措施，包含基本工資調漲及

基本生活費調增、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業保險補助上路、國中小營養

午餐加碼補助、圖書出版品免徵營業稅，以及口罩實名制增量降價

等。院長蘇貞昌表示，請部會加強宣導，並做好各項前置準備作業，

務必讓國人能感受到政府照顧的美意。 

    蘇貞昌在院會中聽

取「福國利民、安居樂業」

及「110 年元月實施之惠

民措施」報告，他裁示表

示，今天是他就任院長第

711 天，這 711 天，很感

謝各位首長帶著所屬團

隊，像 7-11 一樣，幾乎每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全心投入，除

了把防疫、紓困、振興都做到位，促進產業轉型、帶動經濟發展，

推動多項全齡照顧、國人有感的施政，在均衡發展、永續台灣、人

文民主等方方面面，也都有相當進展。 

    蘇貞昌也說，年關歲尾，下個禮拜的院會也就是今年的最後一

次院會，就要除舊佈新，今年全世界真的是最艱苦的一年，但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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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幸跟大家在一起，也請相關部會不斷精進，相信未來一年可以做

得更好。 

    蘇貞昌也羅列近年來蔡政府政績，包含長照 2.0 升級、強化社

會安全網、落實 0 到 6 歲國家一起養、5 度調高勞工基本工資、

守住非洲豬瘟、口蹄疫拔針、推行班班有冷氣、中高齡就業等等，

強調未來會持續精進。 

    至於 110 年度新措施，蘇貞昌說，包含基本工資調漲及基本

生活費調增、農民退休儲金及農業保險補助上路、國中小營養午餐

加碼補助、圖書出版品免徵營業稅，以及口罩實名制增量降價等，

請各有關部會加強宣導，並做好各項前置準備作業，務必讓國人能

感受到政府照顧的美意，請大家一起加油，讓台灣更好。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