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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與高雄市政府攜手 
揭開 110 年人權影展序幕 
為使人權意識深入社會各個角落，拉近人權保障議題與民眾間的距離，法務
部本（110）年度結合地方特色景點及地方觀光活動..…（繼續閱讀 p.2） 

2021 全國花燈競賽在新竹 

矯正機關花燈作品大放異彩 

2021 年全國花燈競賽在新竹孔廟廣場舉行，成績甫經揭曉，矯正機關 

參賽作品大放異彩。其中可見，綠意盎然的春景…….（繼續閱讀 p.4） 

有關媒體登載臺北女子看守所及臺北看守所受刑人參加自主監外作業期間「揪

友摩鐵開趴」、「受刑人藏毒入監」、「購買檳榔、啤酒」等涉有違規及掩蓋

真相一事 

標檢局 4 檢測員涉貪污案 
二審判刑 5 至 15 年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測員韓德政、鍾引祺、謝志誠、陳明煌涉嫌收受廠商賄

款，對消防衣等檢測案放水。二審考量認罪……..（繼續閱讀 p.8） 

站著吃飯竟可緩解胃食道逆流？ 
7 種養胃秘訣大公開 

俗話說胃病「三分治七分養」，在日常飲食中有哪些禁忌要遵守？一些下意
識的行為習慣到底對健康有什麼影響…….（繼續閱讀 p.15） 

南投仁愛鄉長貪污 225 萬元 
遭判 18 年半 

南投縣仁愛鄉鄉長吳文忠被指控從 2018 年起，擔任鄉長收回扣或收受賄賂，
次數共 16 次，金額達 225 萬餘元，台中地院審理時…..（繼續閱讀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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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繼續閱
讀 p.10） 

去年消費爭議大增 
運輸類因疫情躍升第一 

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去(2020)年消費者申訴及調解案，共受理 72,245 件，較
前(2019)年大幅增加 17,344 件。其中運輸類……（繼續閱讀 p.12） 

破除公務員「不做不錯」迷思 
廉政署辦座談釐清圖利與便民界線 

法務部廉政署 21 日指出，為了協助公務員釐清「圖利」與「便民」的界線，
廉政署這 2 年間協同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於全台辦理……..（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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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與高雄市政府攜手 

揭開 110 年人權影展序幕 

     為使人權意識深入社會各個角落，拉近人權保障議題與民

眾間的距離，法務部本（110）年度結合地方特色景點及地方觀光

活動，將接續於高雄市、澎湖縣、臺東縣等三縣市，舉辦「110 年

綠蔭、花火、月光海─人權影展三部曲」活動。而為彰顯政府對於

人權保障議題之重視，法務部蔡部長清祥特別南下，在民主與人權

的重鎮─高雄市揭開人權影展首部曲序幕。 

    蔡部長致詞時首先感謝高雄市政府的支持及合辦此次影展，並

提供「樹中有館、館中有樹」的綠建築文化地標「高雄市立圖書館

總館」舉行。象徵本次影展後，民眾的人權意識，將像大樹的綠蔭

一樣，蓬勃發展，綿延不絕。 

    影展播放電影「法律女王」，乃講述已故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一生爭取兩性平權的

故事。法務部並邀請同為高雄市民的林昕璇助理教授，以其隻身遠

渡重洋取得法學博士的經歷，與現場民眾進行分享座談，由正港台

灣版「法律女王」，近距離引領民眾建立兩性平權的人權觀點，讓

人權意識深入人心。 

    高雄場的人權影展圓滿結束後，法務部緊接著將於 4 月、5 月

間與澎湖縣政府合作，結合「澎湖花火節」活動舉行一系列影展；

6 月、8 月及 9 月與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合作，在「月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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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會」期間，邀請民眾一起享電影、望彩霞、沐月光。參加者可

於映後填寫問卷，參加「看電影，抽 iPhone」活動，歡迎民眾踴

躍參加。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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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全國花燈競賽在新竹 

矯正機關花燈作品大放異彩 

    2021 年全國花燈競賽在新

竹孔廟廣場舉行，成績甫經揭

曉，矯正機關參賽作品大放異

彩。其中可見，綠意盎然的春景，

溫柔婉約的少女，望之蟲吟鳥

喚、潺潺流水好似婉轉在耳，這

是摘下年度傳統燈藝機關團體組「燈王」桂冠的屏東監獄「春曉」

作品。而誠正中學彰化分校作品「扭轉乾坤，輪轉幸福」以牛郎織

女故事為主題，激勵學生逆境求學的積極態度，於「傳統燈藝高中

職組」拔得燈王頭籌。 

    本次統籌策劃矯正機關花燈參賽的新竹監獄亦不遑多讓，該

監作品「群喵迎曦」、「古今傳說」及「虞舜耕田」分別榮獲多媒

材組「特優」、傳統燈藝組「特優」及「甲等」殊榮。各矯正機關

花燈囊括獎項計有燈王 2 座、特優 3 座、優等 6 座、甲等 7 座、

佳作 11 座，共計得獎作品 29 座。如此非凡佳績，讓社會大眾見

證收容人浴火重生後的獻禮。 

      矯正署向來大力推廣傳統藝文項目，於陶冶收容人性情之

際，亦期盼使瀕臨失傳的工藝得以永久延續、發揚。全國花燈競賽

是每年各矯正機關極度重視的盛會，本次 303 個參賽作品，就有

97座出自收容人的巧手。各矯正機關製作團隊主要由收容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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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規劃參賽作品雛形，到

構圖、塑形、剪裁、包布、

上色、嵌燈、多媒材導入，

歷經多次籌備，化零為整

一步步完成。每一座璀璨

花燈，是收容人手工製作，

極富設計感的外觀，匠心獨具的多媒材運用，顯示他(她)們並未因

犯錯而頹喪，在高牆內力求振作，日新又新，打造出今日光彩奪目

的花燈之林。 

    孔廟廣場上百燈齊放，夜晚時顯得熱鬧萬分。新竹監獄多媒材

作品「群喵迎曦」，以牙籤雕塑出栩栩如生的動物毛髮，融合傳統

與現代科技於一身，巧妙呈現貓優

雅、可愛的姿態；嘉義看守所作品

「牛轉乾坤賀年冬」，霸氣頭雕與

犀利眼神，威武神態，好似牛王親

臨現場；可愛大象造形「虞舜耕田」

色彩亮麗，俏皮逗趣，以現代藝術

發揚傳統 24 孝。未正式開展前，

早已吸引許多大小朋友圍觀，讓許多民眾鼓掌讚嘆。每一句肯定與

喝采，都是對於收容人改過遷善的支持。 

    花燈競賽展期定於 110 年 4 月 24 日(星期六)至 110 年 5 月

2 日(星期日)，歡迎社會各界親赴新竹孔廟現場一睹這場結合科技

與傳統的視覺饗宴。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勁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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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公務員「不做不錯」迷思 

廉政署辦座談釐清圖利與便民界線 

    法務部廉政署 21 日指出，為了協助公務員釐清「圖利」與

「便民」的界線，廉政署這 2 年間協同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於全

台辦理 9 場與廠商的交流座談。提出這項建議的國策顧問秦嘉鴻

指出，許多公務員怕被認為是圖利、多做多錯，所以乾脆不做不錯，

因此希望藉此讓他們了解紅線在哪，進而勇於任事。 

    法務部廉政署 21 日與媒體茶敘，說明廉政署自 2019 年 6 月

至今年 1 月協同經濟部、科技部、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南

市及高雄市政府，於全台舉辦 9 場「促進產業發展，提升行政效

能--破除圖利與便民迷思」廠商交流座談系列活動。 

    擔任國策顧問的中

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

總會前理事長秦嘉鴻指

出，他曾與蔡英文總統

討論如何讓政府能接地

氣，並認為應該從 34 萬多名公務員做起，但許多公務員很怕被認

為是圖利他人，多做多錯、不做才不會錯，因此希望翻轉這個觀念。

他認為，若想讓公務員敢做事，並提高行政效率，法務部廉政署及

政風單位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要讓公務員了解紅線在哪。 

    法務部長蔡清祥也指出，這次邀請廠商面對面交流對於公務

員的期待及如何破除公務員不夠便民的迷思，效果非常好，這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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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也能協助廉政署貫徹「防貪比肅貪更重要」的理念與政策，因此

未來將會持續辦理。 

     

 

（資料來源：Rti 中央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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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檢局 4 檢測員涉貪污案 

 二審判刑 5 至 15 年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測員韓德政、鍾引祺、謝志誠、陳明煌

涉嫌收受廠商賄款，對消防衣等檢測案放水。二審考量認罪及繳還

賄款等情形，依貪污罪判 4 人 5 年至 15 年不等刑期。 

    全案緣於檢調獲報，軍、警、消防單位及軍事機關在辦理制服

採購時，因工作特殊需求，得標廠商須送往專業機關進行檢測，例

如消防單位制服須能防火抗焰、各縣市政府停車通知單要能防雨，

經檢測合格後，採購單位才能付款。 

    檢方起訴指出，韓德政、鍾引祺、謝志誠、陳明煌 4 人涉嫌收

受新台幣 5000 元至數萬元不等代價，為無法通過檢測的布料、紙

張作合格報告，讓採購單位藉此驗收、請款。鍾引祺、謝志誠自動

繳交不法所得。 

    起訴書指出，疑似放水標案有 30 件，包括台北縣政府警察局

（現已改制為新北巿政府警察局）98 年度員警擋水透氣雙層風雨

衣褲、國防部迷彩褲腰帶、運動長褲、台東縣消防局 98 年度義消

人員制服等採購案，以及中油公司、台灣菸酒公司、交通部公路總

局等單位工作服採購案。 

    一審依貪污等罪判 4 人 6 年至 20 年不等徒刑，案經上訴，二

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今天認定韓德政構成收賄 9罪、圖利 2罪；

鍾引祺收賄 18 罪、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 1 罪；謝志誠收賄 44

罪、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14 罪、圖利 1 罪、普通詐欺 1 罪；

陳明煌收賄 4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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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審審酌，4 人為檢驗員，具有公務員身分，本應廉潔自持，

竟圖私利收賄，為廠商檢驗案護航，嚴重危害國家公務員形象，已

破壞法律秩序及標檢局公正維護商品安全功能。 

二審合議庭量刑部分，考量韓德政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面對

行賄廠商指述歷歷證述，仍空言否認，未見悔意；鍾引祺於調查局

及偵查中坦承犯行，卻在本院審理時翻供否認犯罪，犯後態度不佳；

謝志誠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犯行，態度良好，已知悔悟；陳明煌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仍否認犯行以及各次犯罪所得財物金額較小。 

二審依貪污等罪判韓德政 15 年、褫奪公權 6 年；鍾引祺 15

年、褫奪公權 6 年；謝志誠 8 年、褫奪公權 4 年；陳明煌 5 年、

褫奪公權 4 年，全案可上訴。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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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仁愛鄉長貪污 225 萬元 

 遭判 18 年半 

南投縣仁愛鄉鄉長吳文忠被指控從 2018 年起，擔任

鄉長收回扣或收受賄賂，次數共 16 次，金額達 225 萬餘

元，台中地院審理時，吳文忠否認部分犯行，台中地院痛

批他沒有秉持公務機關依法行政之心，腐蝕國家社會法治

根基，破壞政府機關聲譽，否認部分犯行且賄款分文未繳

回，依貪污治罪條例判刑 18 年 6 月，褫奪公權 5 年，犯

罪所得 225 萬餘元沒收。  

    至於擔任吳文忠的「白手套」杜品宏，台中地院依同

條例論罪，但考量他部分犯行符合證人保護法的減刑規定，

不得易科罰金部分，判處徒刑 6 年 6 月，可易科罰金部分

判刑 1 年 6 月，褫奪公權 3 年，兩人都可上訴。  

    判決書指出，吳文忠從 2018 年 12 月就任仁愛鄉長

後，與「白手套」杜品宏（吳文忠擔任代表會主席時的司

機），向施姓、洪姓、劉姓、汪姓等廠商收回扣 11 次、收

受賄賂 1 次，另外，杜品宏本身也承攬工程，他也要向吳

文忠上繳回扣共 4 次，共計 15 次，總金額 225 萬餘元。  

    檢方當時起訴，是指控吳文忠於 2018 年參選鄉長時，

花費大筆的錢選舉，再加上他個人債務，因此需要用錢，

遂透過白手套杜品宏向廠商索賄達 600 萬元，甚至還公然

簽下借據，承諾廠商當選後，會把上億元的工程給廠商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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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誇張的是，上樑不正下樑歪，他的手下公務員也大收

賄賂，鄉公所建設課的黃姓公務員，甚至接受廠商招待喝

花酒。  

    不過，台中地院審理時，認為檢方指控的索賄 600 萬

元，部分款項難以認定，僅認定吳文忠收回扣 15 次、收受

賄賂 1 次，金額 225 萬元，依貪污罪判刑 18 年 6 月，褫

奪公權 5 年，「白手套」杜品宏觸犯 11 次收受工程回扣

罪、1 次收受賄賂罪、4 次交付賄賂罪、2 次借牌罪，不得

易科罰金部分判刑 6 年 6 月，得易科罰金部分判刑 1 年 6

月，褫奪公權 3 年，皆可上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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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消費爭議大增 

 運輸類因疫情躍升第一 

    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去(2020)年消費者申訴及調解案，共受理

72,245 件，較前(2019)年大幅增加 17,344 件。其中，運輸類、線

上遊戲類、健身類、電器及周邊商品類、服飾、皮件及鞋類名列前

5 名。 

    在「運輸類」類方面，因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國人出國意願，衍

生旅客取消行程、退改票等爭議，較前年增加 2,680 件、躍升為

第一名。主要爭議原因為機票、郵輪之退改票及解約退費爭議。 

    以陳姓陳情人案例

來看，預定 13 萬的郵輪

之旅，因疫情主動表示

希望能更改或取消行

程，旅行社回覆無法改

期；至於退訂部分，出發

前43天退訂須扣旅費全

額之 50%，15 天前退訂則扣 75%。陳小姐認為因疫情特殊狀況，

旅行社的退費比例不合理，因而提起申訴，最終雙方簽訂取消行程

同意書，旅行社以 6 萬元退款和解。 

    「線上遊戲類」為常見消費爭議，分別為遊戲帳號遭無端凍結

或伺服器穩定性差等問題。例如林先生的遊戲帳號遭遊戲公司凍

結，認為遊戲公司無法明確指出凍結帳號的原因，即造成玩家權益

受損，因而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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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現行「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規定，業者發現玩家有違反遊戲管理規則的情事，應通知消

費者於一定期間內改善，原則上經通知而未改善時，才能按情節輕

重限制玩家的遊戲使用權利，經消保官協商後，遊戲公司將申訴人

帳號解凍、達成和解。 

    由於健身人口大幅增加，「健身類」爭議案件量也跟著上揚，

主要爭議以健身房無預警停業或解約退費等問題居多。陳情人李

小姐於某健身中心購買 20 堂教練課程，但因擔心疫情期間出入健

身房等密閉空間會增加染疫風險，決定申請解約，請求退還未上完

的 15 堂、約 2 萬元教練費。經消保官協商，最終健身中心退還消

費者 1 萬元。 

近年網路購物盛行，加上疫情影響，網購電器爭議案件倍增，

主要消費爭議為退換貨、一頁式廣告商品不實廣告等問題。王先生

於臉書購買德國進口洗衣機，收到包裹卻發現機身有明顯破損、甚

至插電仍無法使用，經聯絡寄件人貨運代理公司，卻遭回應須等候

賣家聯絡；案例中託運人資訊已落實充分揭露，經協調後，貨運代

理公司已全額退款。 

「服飾、皮件及鞋類」也多發生在網購收到瑕疵品或出貨爭議

等退換貨問題。陳情人吳小姐於網路購買運動瑜珈褲，貨到試穿後

發現尺寸過大欲換貨，業者卻以瑜珈褲為貼身衣物及商品為特價

商品為由，拒絕退換貨；瑜珈褲應非屬易腐敗、客製化商品等合理

例外情事，經調解後業者已同意退款。 

消保官建議，網路選購商品前，應先檢視相關退換貨資訊，注

意有無合理例外情事，以確保自身權益。並儘量選擇國內知名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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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良好的購物網站，並以第三方支付方式付款，減少詐騙及爭議問

題。 

       

 

（資料來源：卡優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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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著吃飯竟可緩解胃食道逆流？ 

 7 種養胃秘訣大公開 

    俗話說胃病「三分治七分養」，在日常飲食中有哪些禁忌要

遵守？一些下意識的行為習慣到底對健康有什麼影響？ 

 

細嚼慢嚥助消化 

    在細嚼慢嚥的過程中，

食物與口腔接觸，能夠刺激

口腔黏膜和舌頭，引起神經

的反射作用。在神經反射作

用下，唾液分泌加快，胃部

也會得到信號，加快分泌胃

液。 

    同時，在緩慢咀嚼的過程中，食物會被牙齒充分「切割」成非

常小的細塊，通過舌頭的攪拌，唾液與食物充分的混合。唾液裡的

澱粉 會分 解出麥芽糖，幫助胃腸消化和吸收營養。另外，唾液中

的黏蛋白和鹼性物質也隨同進入胃內，緩和胃液酸度，潤滑胃壁，

可減輕胃部負擔，有效預防胃病。 

 

站著吃飯 

    我們大多坐著吃飯，因為坐著能讓胃部放鬆，有利於食物的消

化、吸收。也有一部分人習慣蹲著吃飯，但這是最不健康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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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蹲時，腿部和腹部都受到壓迫，易造成血液受阻。此時會引起胃

部供血不足，影響胃部的消化和吸收。 

    胃病患者可站著用餐。站立狀態下，更有利於吞咽和消化食

物。有火燒心、胃食道逆流等胃部不適的患者，尤其適合以站姿進

食，因為火燒心、胃食道逆流多是胃內的胃液和食物反流到食道引

起。 

 

餐前吃蔬菜 

餐前吃點蔬菜能夠有效防治胃病。因為在空腹狀態下，蔬菜的

營養成分不用花費太多時間就能被胃部消化、吸收進入血液裡，快

速補充胃部所需養分，增強胃動力。同時，蔬菜中含有豐富的硝酸

鹽，在胃液的作用下，會產生可消滅胃部有害菌的一氧化氮。 

    餐前菜建議選擇維生素較高的食物，比如將胡蘿蔔切絲後用

醋涼拌作餐前菜，既能開胃，還能增強胃部抗病能力；含有檸檬酸

和蘋果酸的番茄也適合當作餐前菜，番茄可以促進胃液分泌，增強

胃部消化能力；能夠增強胃部消化能力的木瓜也是維生素含量極

高的食物，同樣適合作為餐前菜食用。 

 

芡汁可護胃黏膜 

勾芡除了能減少食物營養成分的流失，同時芡汁還能保護胃

黏膜。芡汁一般是用太白粉和水攪拌調和而成，有時也會使用綠豆

澱粉、小麥澱粉等。這些澱粉、太白粉可在高溫下糊化，具有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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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吸水、吸收異味的能力。勾芡過的菜，食用後進入胃壁，可形

成保護胃黏膜的保護膜 

 

早餐養胃 

食物中的營養成分經過一晚後已被消耗殆盡。早上時，胃裡積

蓄了大量的胃酸，如果不吃早餐就去工作，會因長時間沒有食物消

耗胃酸，導致胃酸刺激胃黏膜，引發胃炎、胃潰瘍等病症。所以養

胃要從吃早餐開始。 

胃腸的消化吸收功能在夜間是處於「半休眠」狀態，因此正確

的養胃方法是，早上起來後，先飲用一杯溫熱的白開水，既幫助身

體補充夜間流失的水分，也有助排出體內的廢物，還能「喚醒」胃，

適當稀釋胃酸。 

早餐可以選擇吃一些容易

消化、不刺激、營養豐富的食物，

比如能中和胃酸的牛奶、營養豐

富的雞蛋、可以平衡身體酸鹼度

的饅頭和豆漿等，但是不宜喝濃

茶、濃咖啡或是進食大量肉類等油膩的高脂肪食品。 

 

維生素可預防胃癌 

    單調的飲食結構會造成營養失衡，使胃部癌症細胞趁機「發

威」。要改善這一情況，只需多補充維生素即可。亞硝基化合物是

導致胃癌的致病因數，而維生素則可以阻止它的形成。含有維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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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有奇異果、橘子、青菜等，可以多吃以預防亞硝基化合物快

速合成，預防胃癌。 

 

維生素可降低胃癌發病率 

    維生素的化學名為視黃醇，是人類發現的第一種維生素，也是

人體必需的營養素。維生素能促進人體發育，有助於治療各種眼

疾。而最新研究發現，維生素還能夠有效降低胃癌的發病率。 

    維生素在人體內能夠通過控制細胞增殖來影響和控制胃部的

致癌細胞，從而起到降低胃癌發病的作用。同時，在胃癌患者的藥

物治療過程中，維生素可以改變癌細胞膜的通透性，幫助抗癌藥物

進入癌細胞。 

    食用豬肝、雞蛋等富含維生素的食物可以增加維生素的攝取

量，也可以食用富含胡蘿蔔素的胡蘿蔔、菠菜等食物來生成維生

素，提高體內維生素含量。 

 

 

（資料來源：華人健康網/世茂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