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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作為，打造專業觀護團隊 
建構有溫度的司法保護，防止再犯！ 
蔡總統上任以來，重視社會安全，在行政院蘇院長帶領下，政府特從治安、
教育、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面向，積極構築社會...…（繼續閱讀 p.2） 

109 年度績優人員暨績優教誨志工 

表揚典禮 
為表彰矯正機關服務績優的同仁及熱心奉獻的教誨志工，法務部矯正署
特於 110 年 1 月 15 日下午在矯正署三樓大禮堂………（繼續閱讀 p.4） 

 

公務機密維護案例 

劉○○於民國 101 年 3 月起任職於○○市政府勞工局，負責依勞動檢
查法之規定實施勞動檢查，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民眾甲君於 103 年 5 月間向該府勞工局陳
情益○公司在未經員工同意下，擅自將未扣薪……..（繼續閱讀 P.8） 

機關安全維護案例 

警笛聲呼嘯而過劃破寂靜深夜，消防車輛疾駛停在某公務機關大樓前，只見
某機關辦公室一片火光，不時有黑煙竄出。消防人員背起消防裝備迅速進入

火場滅火，因處置得宜，在大夥通力合作下，順利的撲滅火勢。…….（繼續
閱讀 p.14） 

屏東縣偵查佐涉洩密 
檢聲押禁見獲准 

屏東縣警察局再傳風紀案件，屏東縣警察局枋寮分局草埔派出所余姓警員任
職潮州分局偵查隊偵查佐，涉嫌與分局偵辦組織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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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能暖手！ 
暖暖包用完不要丟 家事達人教你 4 種功用 

入冬後連續三波寒流凍得讓人受不了，除了衣物外，許多禦寒物品非常搶
手，甚至有錢也買不到，最明顯的熱門物品就是……（繼續閱讀 p.12）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展 
矯正機關防疫作為不鬆懈 

衡酌近日國內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日趨嚴峻，為維護家屬及收容人之
身心健康與安全，降低家屬因探視而舟車勞頓、交通……..（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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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新作為，打造專業觀護團隊 

建構有溫度的司法保護，防止再犯！ 

     蔡總統上任以來，

重視社會安全，在行政院

蘇院長帶領下，政府特從

治安、教育、心理健康、

社會工作等面向，積極構

築社會安全網絡，以最務

實的態度和劍及履及的

行動力來面對及解決治安與毒品等問題。法務部依行政院「新世代

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所揭櫫之降低毒品新生人口、提升毒品

施用者的戒癮比率及多元處遇的介入，全力打造一個無毒的家園。 

    法務部體認這些工作刻不容緩，積極貫徹行政院指示，除於去

年遴聘 2 位臨床心理師加入戒毒工作外，為了有效加速推動政策，

於今年，更引進心理師和社工師等具有專業背景的人力，包括增設

觀護心理處遇師（即心理師）22 位、觀護追輔員（即社工人員）

12 位與更生保護會之毒品個管人員 42 位，期待藉由打造多元且

專業的觀護團隊，以精進司法保護量能。 

    法務部於 1 月 6 日記者茶敘時，蔡部長向媒體介紹該觀護專

業團隊，由林佳青觀護人以自身受理保護管束個案經驗，感謝部長

積極爭取專業人力，以協助填補現行觀護工作在心理、社工上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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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另有二位臨床心理師黃信毓、許嘉玲，分就心理師導入司法系

統與原衛福部之銜接協調，及心理師就保護管束案件如何以醫療角

度協助觀護人之經驗分享，再由具社工師證照之犯保士林分會林淑

芬主任，以社工面向介紹社會資源協助被害人之實際案例，以驗證

醫療、社政專業人力對司法保護之重要性。 

    蔡部長表示當個案要重新融入社會時，除了眼前接踵而至的社

會適應問題外，還有自我心理、生理、家庭及人際等問題要面對，

為了防止再犯，除了觀護人從旁的監督及導引外，更要加入有溫度

的關懷，才能讓個案從內心受到鼓舞而有勇氣繼續往前邁進。因此，

推動以個案為中心的多元處遇措施，透過專業觀護團隊，從心理治

療專業到資源整合運用，心理師關注個案的生理與心理層面需求，

社工師協助資源需求的評估與轉介，編織出綿密的司法保護安全網，

承接住這些受保護管束個案，使其能夠順利復歸社會，以達防止再

犯之目標！ 

 

 

（資料來源：法務部） 

 

  



 

4       

 

109 年度績優人員暨績優教誨志工 

表揚典禮 

    為表彰矯正機關服務績

優的同仁及熱心奉獻的教誨志

工，法務部矯正署於 110 年 1

月15日下午假該署三樓大禮堂

舉辦「109 年度績優人員暨績優

教誨志工表揚典禮」，邀請各矯正機關遴選出之績優人員、績優教

誨志工及其親友出席接受表揚與祝福。     

    本次績優人員計有臺北監獄等 33 所機關陳報共 41 名人選，

經矯正署層層審核，最終決選出 15 名績優人員，包含教化、總務、

戒護、衛生及技能訓練作業等服務於第一線的矯正同仁，以及 10

名績優教誨志工，總共 25 名獲獎人員。 

無論是矯正同仁或是教

誨志工，對於矯正工作均長

期無私的奉獻，因而累積了

許多卓越的事蹟與成就，這

些感動人心的歷程，藉由獲

獎代表感性的分享，使整個

典禮流露溫馨動人的氣氛。 

黃俊棠署長致詞時肯定本次獲獎人員的辛勞，感謝在每位獲

獎人的幫助下，矯正工作能夠不斷精進。另也提到，我國矯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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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從過去的「監禁」轉變為「復歸」，期勉第一線的矯正同仁能

秉持著宗教家的情懷與教育家的態度，用心協助每位收容人復歸

社會。同時署長感謝教誨志工們在各矯正機關中，能發揮橋梁的關

鍵功能，藉由輔導拉近矯正人員與收容人的關係，使各項教化工作

得以推展。 

今年為因應去(109)年新修正實施的「監獄行刑法」及「羈押

法」，矯正人員面臨法規轉換，帶來觀念轉變及其衍生之諸多挑戰，

仍能盡守本分，落實執行各項矯正政策，包括強化收容人家庭支持

與援助家庭、擴大辦理自主監外作業及推動科學實證之毒品處遇，

以提升矯正效能，幫助更多收容人改悔向上，順利復歸，促進社會

的祥和與安全。黃署長最後也代表矯正署感謝每一位堅守崗位的

同仁與志工們，未來繼續秉持矯正的核心價值─信心、希望、真愛

和幸福，以彰顯矯正工作的意義與成就。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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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發展 

矯正機關防疫作為不鬆懈  

    衡 酌 近 日 國 內 新 冠 肺 炎

(COVID-19)疫情日趨嚴峻，為維護家

屬及收容人之身心健康與安全，降低

家屬因探視而舟車勞頓、交通往返等

群聚風險，法務部矯正署已自 110 年

1 月 21 日起，通令全國各矯正機關擴大辦理電話、視訊及行動接

見等，以因應家屬探視需求並安定囚情。 
  防疫期間，各矯正機關將在落實各項防疫管制措施前提下，維

持辦理親友一般接見與寄送物品、飲食等業務。又鑑於農曆春節將

屆，體恤收容人思親情切與兼顧家屬遠道探視之不便，矯正署已責

成矯正機關妥為規劃，共建置 323 具插卡式電話及 139 具視訊設

備，並建置 130 具行動接見設備，自 110 年 1 月 18 日起，開放

全國民眾利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申請與收容人行動接見，俾符家屬

及收容人情感維繫、春節關懷探視之需求。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矯正署

及所屬矯正機關致力維繫收容

環境品質與囚情穩定，提供收容

人安心無虞的處遇空間，而防疫

工作需要社會各界齊力合作、共

體時艱。矯正機關將在確保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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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虞下擴大行動接見，維護家屬探視及收容人接見權益，兼顧防疫

規範及矯正人權。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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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密維護案例 

案例事實： 

    劉○○於民國 101 年 3 月起任

職於○○市政府勞工局，負責依勞動檢

查法之規定實施勞動檢查，為依法令服

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

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緣民眾甲君於 103 年 5 月間向該府勞工局陳情益○公司在

未經員工同意下，擅自將未扣薪之事病假逕自充當特別休假，影響

員工權益等情，並要求對陳情人身分予以保密。 

    案經分派劉○○處理上開違反勞基法案件後，詎劉○○本應注

意在處理勞動檢查案件時，須依勞動檢查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勞動檢查員不得有左列行為：三、處理秘密申訴案件，洩漏其

申訴來源」之規定，對於秘密申訴案件不得洩漏申訴來源，惟渠前

往益○公司實施勞工檢查時，因未發現陳情人甲君名字，竟突然詢

問在場之益○公司總務乙君，該公司有無甲君這位員工，致乙君察

覺甲君有可能是陳情人，立即詢問劉○○甲君是否為陳情人時，劉

○○又以笑而不答方式回應，乙君因而知悉並確認甲君即為陳情人，

對能注意而疏於注意之事項透露與他人，已涉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

之消息之罪。 

 

涉犯法條： 

    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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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結果： 

    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檢察機關偵辦，檢察官認定劉○○涉犯

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因上述罪名屬於刑事訴訟法

第 376 條所列之輕微案件，又本件並未因此產生重大危險或損害，

參酌刑法第 57 條規定，將被告劉○○為職權不起訴處分。 

 

貼心小叮嚀： 

    所謂洩漏，即是使不應知悉秘密之人知悉，洩漏之方法並不限

於電子郵件、紙本抑或硬碟有形載體之攜出，舉凡以公開或秘密方

式進行均屬之，如張貼公告、公開提示、秘密傳閱、透過科技設備

傳輸、口頭或電話告知等，重點在於使應秘密之內容，讓不應知悉

之人知悉，至於相對人為特定之人或為不特定之人、洩漏之方法為

何，均在所不問。 

     

 

                           （資料來源：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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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偵查佐涉洩密 

檢聲押禁見獲准 

屏東縣警察局再傳風紀案件，屏

東縣警察局枋寮分局草埔派出所余

姓警員任職潮州分局偵查隊偵查佐，

涉嫌與分局偵辦組織犯罪案件主嫌

洪姓男子有關聯，疑似洩密，加上公

文處理延宕，109 年 10 月余姓員警改調枋寮分局草埔所，屏東地

檢署、廉政署南調署追查半年，將余涉嫌洩密、貪污等罪嫌移送屏

東地檢署偵辦，檢方聲押禁見獲准。 

屏東縣警局潮州分局 109 年 6 月偵辦以洪姓男子為主等 11

人的組織犯罪、重利案件，發現每次行動時，洪姓男子好像都預知

警方行動，懷疑有人通風報信，經查發現，37 歲余姓警員疑與洪

認識接觸，余姓警員在處理業務、公文時多有延宕，同年 10 月余

姓員警記過 2 次處分，並改調枋寮分局草埔派出所。 

屏東縣警局指出，全案於 109 年 7 月報請檢方偵辦，歷時約

半年檢廉收網，並於 109 年 12 月 30 日持搜索票到派出所、余的

住家搜索，將其帶回廉政署訊問，檢方複訊後，向法院聲請羈押禁

見獲准。余姓員警遭羈押禁見，屏東縣警局依規定辦理停職程序，

全案進入司法偵查程序，配合檢察官指揮偵辦。余後續所涉行政責

任部分，將視偵審情形依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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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警察局長李文章強調，警察人員身為執法者，應具備更

高的法律認知，以更嚴謹的守法觀念自我要求，以符民眾期待。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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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能暖手！暖暖包用完不要丟 

家事達人教你 4 種功用 

    入冬後連續三波寒流凍

得讓人受不了，除了衣物外，許

多禦寒物品非常搶手，甚至有錢

也買不到，最明顯的熱門物品就

是「暖暖包」。不過許多人用過

暖暖包後就會隨之丟棄，有日本家事達人就表示，暖暖包不只有暖

手這個功能，其實還有除臭、防潮等多種用途，所以用過之後千萬

不要丟掉。 

    據《早安健康》報導，日本家事達人 Rummy 表示每到冬天

天氣寒冷時，許多人都會大量囤貨暖暖包，以備不時之需。不過用

完之後直接丟棄，一個冬天下來數量是非常可觀的，也會造成浪

費。Rummy 認為暖暖包還有 4 點用途，他也教導民眾可以善加

使用，但必須先確保已經不會發熱再去利用，以免引發火災。 

  除臭：暖暖包裡面含有消除臭味用的活性碳，放到鞋子裡有

除臭效果，甚至還可以將暖暖包封口剪開，然後裝入

小盤子中，再放到鞋櫃中就可以消除臭味，等到效果

沒了再丟掉。 

  防潮：暖暖包中的鐵粉、活性碳、蛭石有防潮效果，只要放

到容易潮濕的衣櫃裡，就能幫助降低濕度，同時還有

除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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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藝：Rummy 表示暖暖包裡含有具備保水、透氣效果的

「蛭石」，這是一種矽酸鹽，混入土中有助於增進土

壤營養，再加上用來發熱的鐵粉，有助於土壤補鐵、

幫助植物生長，相當適合用在園藝上。不過他也提醒

暖暖包為了促進發熱，裡面含有鹽分，直接倒入土壤

會造成鹽害，影響植物發育，最好先將內容物倒在 2

～3 片咖啡濾紙上，再倒水過濾，將鹽分溶出。 

  淨水：日本大塚商會的網路通路たのめーる推薦，泡澡的時

候，可以將用過的暖暖包放到浴缸裡，就可能有提升

水質的效果，但千萬不可以拿來過濾飲用水。 

另外，暖暖包用到一半「暫停使用」可能會使溫度下降，並且

無法繼續再用，這時候該怎麼辦？有日本網友表示暖暖包是靠鐵

粉和空氣氧化來發熱，因此建議可以將使用一半的暖暖包放到塑

膠袋中，再將空氣擠出、密封，就可以防止鐵粉氧化，要用的時候

再拿出來就可以了。 

       

 

（資料來源：元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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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安全維護案例 

案例摘要： 

    警笛聲呼嘯而過劃破寂

靜深夜，消防車輛疾駛停在某

公務機關大樓前，只見某機關

辦公室一片火光，不時有黑煙

竄出。消防人員背起消防裝備

迅速進入火場滅火，因處置得

宜，在大夥通力合作下，順利的撲滅火勢。 

    事後消防人員勘查火場發現，起火點係該機關地下停車場停

放之電動機車充電池因充電過程接頭鬆脫引起火花，並延燒至充

電插座，致蔓延地下一樓電動機車停車處。清理火場時發現，該電

動機車之充電池呈現粉碎性的爆裂，事發造成停放該處之 20 輛

機車全毀、8 輛機車半毀、

15 輛機車受損，且辦公室天

花板內相關網路線路、電話

線路、供電系統及排水系統

等亦受毀損，連同該機關辦

公室各項設備及環境汙損，

初估災損金額為 500 萬元，因本案災損造成該機關辦公室無法正

常運作，影響機關安全甚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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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 

    本案肇因於機關辦公大樓地下室停車場之電動機車充電池起

火引發火災，造成機關莫大損失。電動車強調低碳、環保又節能，

惟其仰賴外部電源補充電池電量，電動車充電所面臨風險如下： 

    ※ 電動車充電設備之電路管線配置是否完善？充電過程是否

符合電動車使用手冊相關規定？ 

    ※ 電動車有無定期保養或維修？電動車保固等售後服務是否

符合契約規定？ 

    ※ 對於使用管理電動車之機關同仁有無進行相關勤前教育宣

導？ 

    ※ 辦公大樓消防設備之備用電動馬達，是否使用弱電系統作

為緊急用電備載，而易於使用中跳電？使機關暗藏隱形危

機？ 

 

策進作為： 

※ 機關採購電動車需考量使用效率、周邊配備，電動車充電設

備需依相關規定增設及加裝漏電斷路器，切勿私接臨時線

路或任意增設充電插座，或將電源線緊緊折曲捆綁，以免其

過熱融化絕緣 PVC 或用電量超載，造成電線走火。並落實

執行電動車充電時限管理，隨時檢查電動車充電電源線，插

頭端是否有過熱狀況，電器設備使用中產生火花或故障不

動時，應立即切斷開關或拔下插頭，以確保電動(機)車使用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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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採購電動車時宜注意有無符合經濟部工業局

TES(Taiwan E-scooter Standard )要求，以及車輛保固、

電池保固、保養及維修等售後服務是否於契約書上載明，落

實定期執行公務車輛(含電動車)安全檢查、保養及維修等事

宜；並建立電動車電池更(汰)換機制或時限，機先防範充電

電池老舊衍生危安因子，以保障因執行勤務使用電動車之

同仁安全。 

※ 電動車因動力系統與傳統內燃機動力車輛不同，尚需考量

電動車使用特別安全規範，宜對使用管理電動車之機關同

仁進行相關安全勤前教育，對於使用電動車可能衍生風險

提高警覺性，機先防範電動車潛在危安因子。 

※ 檢視機關及其公務車停車場相關安全維護設施，消防警報

及防竊警報聯繫系統有無安全維護效能，並建立用電異常

徵候指標，加強機關建築物安全檢查重點。於經費充足時，

將機關之消防總機配備升級為具有類似電腦終端儲存功能

設備，以利記錄歷年維修及保養紀錄供事後審核，俾強化機

關消防設施運作效能。 

結語：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是一項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工作。一旦發

生危安事故，造成機關員工或人民傷亡或財物損失，縱經事後檢討

或追究相關人員責任，亦難彌補，是以，先期發掘缺失，防範災難

於未然，係機關安全維護首要之功。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