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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 6/14 
法務部重申三級防範不鬆懈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5 月 25 日宣布全國第三級警戒期間延長至 6
月 14 日，法務部重申今年 5 月 19 日已全面啟動..…（繼續閱讀 p.2） 

防疫升級避免染疫 

矯正署令監所 24 到 28 日暫停一般接見 

全台防疫提升三級警戒，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全國監獄看守所，都是群聚 

場所，為避免染疫，法務部指示矯正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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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日計畫」換裝 LED 路燈爆貪污 
代表會主席聯手鄉長 A 黑錢起訴 

新竹地檢署偵辦「落日計畫」的 LED 燈汰換案，1 月 7 日執行搜索 13 人共

20 處，並通知被告、證人共 26 人到案，其中竹東……..（繼續閱讀 p.8） 

全台 3 級警戒延至 6/14 
旅遊業退款不收手續費 

國內武漢肺炎疫情升溫，全台 3 級警戒延長至 6 月 14 日，旅遊業者易遊網
宣布，延長旅遊退改規定，並優於旅遊定型化契約…….（繼續閱讀 p.15） 

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招標弊案 
少將索賄 4500 萬收押禁見 

新北地檢署偵辦空軍作戰司令部「福興營區」整建工程所生弊端，去年一度
認為罪證不足，將涉嫌索賄 4500 萬元的少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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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強勢來襲！ 
專家教你如何正確調適心理 

近日新冠肺炎本土確診案例數大幅上升，民眾對於疫情的未來走向感到不
安，因應疫情的各種配套措施，原先的生活作息……（繼續閱讀 p.13） 

「透明晶質獎」廉政評比 
6 機關獲特優獎民 

法務部廉政署為了鼓勵機關自我檢視廉政指標，去年起舉辦「透明晶質獎」
評比，今年第二屆共吸引了 26 個機關報名參加……..（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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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 6/14 

法務部重申三級防範不鬆懈 

     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5月 25日宣布全國第三級警

戒期間延長至 6 月 14 日，法務部重申今年 5 月 19 日已全面啟動

之三級防疫警戒相關措施，包括檢察、調查、廉政、矯正、行政執

行五大系統所採取之加嚴、加大防疫限制規範。尤其矯正機關更是

嚴密防疫，暫停一切可能外來感染源的接觸，力求監所內收容人安

全的群聚，輔以科技設備等行動接見，兼顧囚情及防止感染風險。

行政執行機關亦不間斷的強力執行包括未佩戴口罩遭罰不繳等違

反防疫遭裁處案件，共同持續貫徹落實防疫措施以嚴守機關及社區

防疫陣線。 

    此外，於此疫情嚴峻時刻，對於屢有惡意散布疫情假訊息企圖

擾亂防疫秩序進而影響社會安定者，蔡部長特別要求檢調機關要深

入溯源追查，並及時澄清，因此臺灣高等檢察署日前即刻成立「查

察疫情不實訊息督導小組」，並與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完成建置「疫情期間查緝假訊息犯罪聯繫平台」及聯繫窗

口，同時各地方檢察署則成立專責小組或指定專責檢察官溯源偵辦，

將全力揪出行為人，依法嚴懲，請民眾絕對不要相信或轉傳假訊息！ 

    民眾不論快篩陽性或等待 PCR 核酸檢測結果，或是有接觸萬

華茶室而有染疫之虞卻仍全國到處趴趴走涉及違反防疫之刑事案

件，例如報載「南投新增 8 確診，6 例與萬華有關」、「草屯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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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七陪侍小姐確診，全來自萬華」或「秀妃養生館在彰化縣政府宣

布八大行業暫停營業之後仍違法私下營業，導致消費者染疫」等案

件，將由臺灣高等檢察署督導所轄檢察機關依法嚴辦，請全民與政

府合作，齊心抗疫，一起守護我們的家園！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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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升級避免染疫 

矯正署令監所 24 到 28 日暫停一般接見 

    全台防疫提升三級警戒，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全國監獄看守

所，都是群聚場所，為避免染疫，法務部指示矯正署落實「因應矯

正機關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預防及緊急處理計畫」，矯正

署通令全國各監所 24 日起到 28 日，暫停一般接見，並採取醫療

再升級等三項措施。 

    行政院長蘇貞昌指示部會面對疫情，除嚴密防守，要有新的角

度思考。法務部為維護收容人及接見家屬健康，指示矯正機關落實

「法務部矯正署因應矯正機關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預防

及緊急處理計畫」，以「阻絕疫情入侵」為最高指導原則。 

      矯正署衡酌國內疫情持續升溫，下令各監所實施以下防疫

及生活照顧措施：24 日至 28 日暫停一般接見，暫停期間得以電

話或行動接見方式辦理。律師、辯護人接見時設置活動隔板，必要

時採一般接見設備辦理。 

    醫療防護再升級：收容人收容期間每天都應佩戴口罩、量測體

溫，並加強清潔消毒。各機關診間均設置活動隔板。防疫物資充分

備置，必要時得提供予外部醫事人員使用。 

    收容人生活處遇彈性放寬，24 日至 28 日，合作社一般性物

品購物金額上限提高為每天新台幣 600 元，另為強化收容人伙食

供應，期間至少提供三次涼品。上述處遇事項視疫情滾動式修正調

整。防疫期間，各機關認有必要時，得依相關法規增加收容人發信、

電話或行動載具接見次數。 



 

5       

 

   新收、提訊及出庭還押收容人落實分艙分流：新收收容人入機

關前先量測體溫並加強清潔消毒。職員辦理新收作業時，全程穿著

口罩、手套、防護衣及護目鏡。 

    出庭、提訊還押的收容人比照新收檢疫流程辦理。新收入監、

提訊及出庭還押動線採分艙分流。隨時注意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公告足跡、熱點列入詢問項目，若收容人體溫異常或該次車上有

疑慮個案予以隔離。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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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晶質獎」廉政評比 

6 機關獲特優獎 

    法務部廉政署為了鼓

勵機關自我檢視廉政指標，

去年起舉辦「透明晶質獎」評

比，今年第二屆共吸引了 26

個機關報名參加，其中彰化

市公所是由市長林世賢報名

參加，顯見民意選舉投票出來的首長也願意接受清廉檢視，令不少

人稱讚。法務部長蔡清祥 12 日表示，本屆共有 6 個機關榮獲特優

獎，而清廉是進步的象徵，希望未來有更多機關投入評比行列，自

我精進廉政效能。 

    廉政署長鄭銘謙指出，獲得特優獎的 6 個機關分為財政部南

區國稅局、國家圖書館、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彰化市公所、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及宜蘭地政事務所，6 個機關首長親

自率領同仁參與整個評比過程，不只深化了整個廉潔觀念，更提升

機關形象。 

    鄭銘謙署長表示，「透明晶質獎」是對機關施政透明措施的健

康檢查，也與民眾的生活有著密切關聯，以 2020 年特優機關業務

採行的透明措施為例，泛及到知識傳承、財產保障、行路安全、水

利民生，甚至信仰奉獻、面對人生畢業典禮等層面；有透過資訊透

明與把關珍藏文史，確保民眾知的權利及文化傳承；稅務與地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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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流程公開及 E 化便利；全民督工結合透明措施，參與監督道

路開發、水利工程各階段執行；傳統殯葬與宮廟文化融入透明觀念

及作法，深度滋潤民眾心靈。 

    蔡清祥部長則說，清廉是行政

機關進步的象徵與效能的提升，為

落實 2018 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國

際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廉政署

2019 年起提出透明晶質獎試評獎

制度，激勵機關自主檢視各項廉能透明措施、強化防貪預警及導入

廉政創新作為，並透過外部第三方公正角色參與評審，肯定機關廉

能治理成果與效益。 

    蔡清祥部長鼓勵所有的政府機關報名參加「透明晶質獎」評

比，透過參賽的過程，形塑同仁的廉政法治觀念，透過親力親為實

踐得到的收穫，比宣導活動紙上談兵還有用。 

    廉政署強調，目前已著手辦理 2021 年的評獎作業中，希望能

逐步完成透明晶質獎評獎制度的滾動修正，實現該獎項「激勵、承

諾、實踐、參與、信賴」的五大目標理念，並將獎項推行至全國各

機關，讓民眾更信賴政府廉能施政的成效。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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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日計畫」換裝 LED 路燈爆貪污 

 代表會主席聯手鄉長 A 黑錢起訴 

    新竹地檢署偵辦「落日計畫」的 LED 燈汰換案，1 月 7 日執

行搜索 13 人共 20 處，並通知被告、證人共 26 人到案，其中竹東

鎮代表會主席陳昌平、峨眉鄉長王增忠等 7 人，遭新竹地檢聲請羈

押禁見；檢方 4 日偵查終結，將這 7 名被告依貪污治罪條例等罪

嫌提起公訴。 

    新竹地檢署表示，偵辦竹東

鎮 LED 路燈採購貪瀆案，被告

陳昌平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

例》公務員關於職務上行為收受

賄賂罪嫌，另江姓、徐姓、胡姓、

林姓業者係犯《貪污治罪條例》

對公務員關於不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賂罪嫌。此部分陳昌平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 300 萬元，請依法宣告沒收。 

    檢方也指出，峨眉鄉 LED 路燈貪瀆案，陳昌平、王增忠所為，

犯《貪污治罪條例》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賂罪嫌；而峨眉鄉

公所建設課長魏宇祥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公務員對於主管或

監督之事務圖他人不法利益罪嫌；而江、徐、胡、林所為，均係犯

《貪污治罪條例》之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賄罪嫌。此部分陳昌平及

王增忠之犯罪所得 90 萬元，亦請依法宣告沒收。 

    另外，在偵辦期間，竹東鎮代會主席陳昌平於羈押禁見期間，

竟以書面向該代表會指定陳姓代表代理主席，隨即指派檢察官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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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周姓、邱姓、張姓律師違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規定且情節

重大，均聲請移送律師懲戒委員會懲戒。 

    有關假交易部分，江姓、胡姓、林姓、陳姓、楊姓、童姓、李

姓等業者所為，將依違反商業會計法之會計憑證填製不實罪嫌起訴。 

     

 

           （資料來源：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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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軍作戰司令部營區招標弊案 

 少將索賄 4500 萬收押禁見 

新北地檢署偵辦空軍作戰司令部「福興營區」整建工

程所生弊端，去年一度認為罪證不足，將涉嫌索賄 4500 萬

元的少將張大偉不起訴，直到今年另案偵辦該工程營造商

中華工程前董事長沈華養涉浮報費用收回扣案，驚見張大

偉涉貪的「新事實、新證據」，昨再搜索張大偉住家，並約

談張大偉及其 2 位姊妹、孫姓前妻、康姓女友人到案，經

漏夜訊問，今向法院聲請張大偉羈押禁見獲准。  

    新北院今下午 4 時起召開聲押庭，庭訊約一個半小時

結束，法官認為張大偉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

收賄罪嫌，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上重罪，且犯罪嫌疑重大、

有勾串、滅證之虞，裁定張男羈押禁見。  

    據悉，檢方重啟偵辦的主因，是調查中華工程前董事

長沈華養所涉浮報工程費收回扣案情，重新檢視之前監控

張大偉所涉貪污案的相關資料，發現「新事實、新證據」，

包括張男先前被指涉索賄 4500 萬元、實拿 2600 萬元一

事，露出蛛絲馬跡。  

    至於外傳張大偉索賄代號為「老鷹」、把贓款藏放女

性密友帳戶等情節，檢方以偵查不公開為由不透露細節。

張男今下午 5 時許被押解回新北檢準備搭囚車到看守所時，

被問到：「將軍會不會覺得很冤枉？」他僅回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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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北院關注張男案情的軍方官員表示：「尊重司法偵辦！」

沈華養與同案被告、女經理張世文上周已各交保 100 萬元

與 30 萬元。  

    「福興營區」位於北市公館，是空軍戰術及防空作戰

最高指揮管制機構，空軍作戰司令部 2017 年以「興安專

案」辦理「公館營區營舍整建統包工程」，委託國防部軍

備局發包，同年由中華工程以 30.43 億元得標。  

新北檢隨即接獲線報，指時任軍備局少將處長張大偉涉於發包

前影響內部評選委員、提高建物每坪造價至 12 萬元等方式，護航

中工得標並增加獲利空間，約定中工得標後再送 4500 萬元好處給

張男。 

新北檢指揮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搜索約談，張大偉否認不法，

檢調認為僅有自白擔任白手套的董姓業者片面證詞，且前後不一致，

標案評委證稱評選判斷未受張男影響，更沒查獲張男名下有任何可

疑金流，去年（2020 年）以罪證不足為由，將張男 6 人所涉《貪

污治罪條例》等罪嫌都不起訴。 

不過檢方從本案工程貪污案找出浮報費用的蛛絲馬跡、持續追

查發現，已退休的中華工程董事長沈華養，涉勾結劉姓下包廠商，

浮報「興安專案」拆除、土方清運、施做連續壁與支撐等工程費用，

虛增款項被沈男中飽私囊，初估從 2017 年到 2018 年，共收取回

扣達 4500 萬元。 

檢調今年（2021 年）3 月搜索沈華養住家與相關廠商辦公室

等 8 處地點，並約談沈男與女經理張世文，訊後以 2 人本案犯行

造成中工獲利減少一半，涉犯《證券交易法》特別背信與違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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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會計法》等罪嫌，聲請羈押禁見 2 人獲准，劉男交保 20 萬元，

同場被約談的中工前總經理沈慶光等 6 人均請回。 

據悉，檢調密集偵辦回扣案一個多月，監聽發現有關先前貪污

案的重要「新事實、新證據」，且歷經波折、繞了一大圈，焦點又

回到時任少將張大偉身上，因此重啟偵辦，昨（13 日）上午搜索

張大偉住家等多處地點，並到國防部調取資料。 

此外，檢調再度以貪污被告身分約談張大偉到案，一併請張男

家人及多名軍備局部屬協助調查，經漏夜訊問，今晨依貪污罪向法

院聲押張大偉，傍晚法院裁准。 

國防部表示，福興營區新建工程案由空軍開標、發包，軍備局

工程營產處負責計畫審核，目前依約督導執行中，對於檢調機關重

新調查，國防部全力配合協助釐清案情。 

國防部強調，堅守「依法行政、毋枉毋縱」立場，全案目前已

進入司法偵查程序，若確有涉法情事，將依法秉公處理，決不寬貸。 

 

 

           （資料來源：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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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強勢來襲！ 

 專家教你如何正確調適心理 

    近日新冠肺炎本土確診

案例數大幅上升，民眾對於疫情

的未來走向感到不安，因應疫情

的各種配套措施，原先的生活作

息面臨變動、調整，民眾心情與

行為上開始容易受影響，甚至有焦慮的情況發生。諮商心理師公會

全聯會理事葉北辰諮商心理師表示，「可以把人心想像成一個容

器，容納的情緒量是固定的，因為疫情產生的焦慮感壓縮到內心的

容量，就很容易對週遭的人感到不耐煩，進而產生摩擦。」 

 

面對大量疫情資訊 當心過度關注「資訊狂躁症」上身 

 

    打開手機一滑，關注疫情現況成為民眾每日的例行公事，葉北

辰指出，社群軟體使用民眾多，類似的資訊在不同的群組重複出現

而被強化，也是放大民眾對於疫情不安感原因之一，民眾可以對自

己限制每日讀取訊息的時段、或次數，來避免過度關注，甚至演變

成「資訊狂躁症」。 

 

居家防疫≠與生活脫節 保持真實的人際連結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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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防疫措施，不只一些縣市八大娛樂場所暫時停業，民眾也

會自發性避免外出，未來面對需要長期在家不出門，不只生理狀況

需隨時注意，心理狀態的調整也是至關重要。專家呼籲在家接收官

方可靠疫情消息來源、避免傳播未經證實資訊，建立日常規律作

息，例如幾點睡、幾點吃飯，或是起床後換下睡衣，區隔日常與睡

覺衣物，這些小小的動作都有助於維持生活品質。 

    「你要記得保持真實的人際連結，它也會強調一種即時互動

性。」葉北辰強調，保持真實的人際連結，不包含文字或語音訊息

等等，無法得知對方何時回覆的聯繫方式，而是需要即時性的互動

交流 

 

生活受限制影響心情? 專家推「利他聚焦」 

 

    面對突然增加許多限制的生活，葉北辰說，「將焦點放在其他

人的獲利點，例如說居家隔離的時候，將自己被隔離的不便，轉換

成保全台灣全體人民的福祉，這類型的『利他聚焦』是個有效轉換

心情的方式。」 

     

       

 

（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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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 3 級警戒延至 6/14 

 旅遊業退款不收手續費 

    國內武漢肺炎疫情升溫，全台 3 級警戒延長至 6 月 14 日，

旅遊業者易遊網宣布，延長旅遊退改規定，並優於旅遊定型化契

約，皆可免費取消，全額退款不收手續費 

    國內武漢肺炎（2019 冠狀病毒

疾病，COVId-19）疫情升溫，全台

3 級警戒延長到 6 月 14 日，交通

部觀光局也請旅行社暫停辦理國內

旅遊至 6 月 14 日。 

    旅遊業者易遊網說，同步延長旅遊退改規定，並優於旅遊定型

化契約，皆可免費取消，全額退款不收手續費。 

    易遊網表示，旅客 25 日（含）前在易遊網購買 6 月 14 日

（含）前出發/入住（不含出發當日）的國旅全商品，於 6 月 3 日

下午 5 時前提出申請皆可免費取消，全額退款不收手續費；易遊

網訂購國內外機票及航空旅遊相關商品，將依各家航空公司退改

規定辦理，易遊網不另收取手續費。 

    KKDAY 表示，旅客若因為疫情

導致行程變動，並透過 KKday App

或網頁端聯繫客服，KKday 將協助

旅客更改體驗日期，或辦理取消全

額退費。 



 

16       

 

    KKDAY 說，若消費者的訂單出發日在 6 月 14 日（含）前，

且取消範圍無收取手續費，建議可自行到訂單管理申請取消，透過

系統作業會較快完成取消流程，若取消範圍有收取手續費，可透過

訂單管理發送訊息告知 KKday 需取消，將人工為旅客辦理取消，

並全額退費，但伴手禮、實體商品不適用此取消規範。 

 

（資料來源：中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