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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監獄「零確診」 
法務部：三級延長增行動接見 
因應三級警戒維持至 7/12，法務部於 6 月 23 日視訊會議要求所屬機關嚴
守防疫，對保持「零確診」的監所也增加行動接見....…（繼續閱讀 p.2） 

法務部推動觀護、更保、犯保紓困措施 

法務部長蔡清祥關切受疫情衝擊影響之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馨生人之
生計，指示觀護、更生保護及犯罪被害保護三大司法保護系統，配合行政
院「紓困四‧○」措施，積極推動相關紓困措施，以協助其度過難關….（繼
續閱讀 p.3） 

地政所老員工吞 17 萬公款 
請長假曝光遭 14 個貪污罪起訴 

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許姓員工在職 10 年，卻因欠債缺錢把歪腦筋動到公

款，趁替民眾受理申請印謄本、書狀繳納規費後……..（繼續閱讀 p.6） 

宅在家追劇引消費糾紛 
消保處統計：退費爭議最多 

受到疫情影響，民眾宅在家的時間越來越長，「追劇」成為一種新的生活方
式，然而訂閱線上影音也引發不少消費糾紛…….（繼續閱讀 p.13） 

3 里幹事 A 百餘萬里辦公費 
向檢廉自首繳回公款換緩刑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吳姓、謝姓與江姓里幹事，利用商家的空白免用統一發票
收據，向區公所核銷支出，按月詐領「里辦公費」…..（繼續閱讀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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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大魚大肉紓壓? 
營養師:「防疫期食物這樣吃」 

台灣本土疫情延燒近一個月，民眾大多選擇「自主封城」避免非必要外出，
生活長期受限使人感到焦慮，有些人選擇用美食來……（繼續閱讀 p.10） 

「走讀台糖廉政展」online 到年底 
珍稀展品宅在家免費看 

為宣揚企業誠信理念，促進社會廉潔風氣，台糖公司「走讀台糖廉政」線上
展於 18 日於官網正式登場。此展覽記錄台糖推動廉政演進..（繼續閱讀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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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監獄「零確診」 

法務部：三級延長增行動接見 

     因應三級警戒維持至 7/12，法務部於 6 月 23 日視訊會議

要求所屬機關嚴守防疫，對保持「零確診」的監所也增加行動接見，

以安定囚情。 

    法務部 23 日晚間指出，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三級

警戒維持至 7月 12日，要求所屬各機關繼續落實各項三級防疫警

戒措施。 

    法務部蔡部長 23日主持多個視訊會議，要求檢察、調查、廉

政、矯正、行政執行機關首長，每日盤點疫情狀況、共商解決，嚴

守疫情。 

法務部指出，已協助檢察機關緊急採購個人居家筆記型電腦，

即日發送，也特別要求監所同仁齊心抗疫，維持全國收容人健康無

虞。考量收容人暫時無法與家人面見，矯正機關決定擴大行動接見，

讓收容人可以持續透過視訊跟家人互道平安。 

   法務部說明，自疫情警戒提升至第三級以來，影響受保護管束

人、更生人、馨生人營收，將請保護司結合中華民國榮譽觀護人協

進會聯合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以具體作法規劃辦理相關紓困措施。 

 

（資料來源：法務部、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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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推動觀護、更保、犯保紓困措施 

法務部長蔡清祥關切受疫情衝擊影響之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

馨生人之生計，指示觀護、更生保護及犯罪被害保護三大司法保護

系統，配合行政院「紓困四‧○」措施，積極推動相關紓困措施，

以協助其度過難關。 

    法務部表示，關於受保護管束人部分，調整受保護管束人報到

為書面報到或電話查證，以避免人員移動與染疫風險；通令各檢察

署觀護人於進行電話報到查證時適時轉知政府「紓困四‧○」相關

資訊，並了解受保護管束人受疫情影響程度，主動結合各縣市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針對受保護管束人之需求，積極研擬規劃急難救助

方案。 

      更生人部分，由更保協會針對圓夢創業貸款更生人與弱勢

更生人家庭予以協助。更保協會對於受影響之圓夢創業貸款更生

人紓困措施，主要有：還款中案件提供減還金額、暫停催收、延長

還款期限三種暫時性保護措施；已清償案件，如受疫情影響，得依

相關審查原則之規定，向更保分會申請第三次貸款；提供物流補

貼，鼓勵貸款更生人加入物流平台行列，擴展銷售管道，增加營業

收入，另為減輕其營運成本費用，由該會提供六月至八月之物流平

台服務費五十%之補貼，預估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台幣一萬元；為

提供弱勢更生人子女達到不停學、持續成長之目的，對於缺乏上網

載具之高中、國中、國小弱勢更生人子女，提供平板設備及網路費

補助。 

（資料來源：法務部、台灣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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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台糖廉政展」online 到年底 

 珍稀展品宅在家免費看 

    為宣揚企業誠信理念，促進社會廉潔風氣，台糖公司「走讀

台糖廉政」線上展於 6月 18日於官網正式登場。此展覽記錄台糖

推動廉政演進、勾勒臺灣廉政發展史外，更蒐羅近百年珍稀廉政展

品，讓民眾不受時間及地點限制，即使宅在家防疫，也能飽覽台糖

廉政文物，感受廉潔誠信氛圍，沉浸於糖業文化的洗禮，為防疫生

活增添幾分思古懷舊之幽情。 

    台糖指出，今年適逢花蓮糖廠建廠百年及公司 75 週年慶，公

司原策劃 18日於花蓮糖廠舉辦「走讀台糖廉政」實體展，惟因應

國內疫情升溫，改採數位形態呈現，線上展期自即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台糖投入廉政推廣一向不遺餘力，近年更積極發揮影響力，

舉辦廉政文物展、企業誠信論壇、廉政平台及誠信種籽學堂等系列

活動，響應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 13 條之社會參與，也始終秉持誠

信經營之理念、資訊公開透明之精神，並結合地方資源共同推廣企

業誠信、反貪腐及宣導廉潔教育，樹立企業誠信的標竿典範。 

    台糖強調，此展覽雖改為線上展出，但規模維持不變，以「走

讀花糖百年蔗香、雋刻台糖廉政歲月」為主軸，規劃清廉印象指數

(CPI)、防護團組織、電訊保密、機關安全、廉政文物、三號倉庫電

影院及社會參與成果等共七大主題，並廣蒐花蓮及台東兩座糖廠

近百年的廉政文物及老照片等，見證台糖推動廉政業務的歷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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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民眾亦可從「安全室」、「人事查核」至「廉政署」等各時

期的廉政重點業務，一窺臺灣廉政發展的軌跡。 

    台糖補充，待國內疫情趨緩後，公司規劃與台電、中油及台水

等公司於花蓮糖廠共同籌辦「走讀台糖廉政」實體文物展覽。除靜

態文物展陳外，亦增加廉政故事繪本、桌遊、塗鴉等誠信互動體驗

專區，多元化推動廉政宣導業務，讓百年花蓮糖廠再添新事蹟外，

更盼喚起大眾對廉能議題之重視，向下紮根廉能教育，共創廉潔家

園、誠信社會之新氣象。 

    「 走 讀 台 糖 廉 政 」 線 上 特 展 網 址 : 

https://www.taisugar.com.tw/chinese/CP2.aspx?n=12212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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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政所老員工吞 17 萬公款 

 請長假曝光遭 14 個貪污罪起訴 

    桃園市大溪地政事務所許姓員工在職 10 年，卻因欠債缺錢

把歪腦筋動到公款，趁替民眾受理申請印謄本、書狀繳納規費後，

私將徵收聯單作廢，讓電腦系統認為不需計入款項，侵吞達 17萬

多元，後來許身體不適請長假才曝光，檢方偵結依 14個貪污罪嫌

起訴她。 

    廉檢調查，許女（42歲）在大溪地政事務所擔任臨時人員 10

年，在櫃台受理申請土地登記、測量及核發謄本，收取規費後會開

立徵收連單，但許女因欠債、缺錢花用，發現作業流程有漏洞，從

2018 年 2 月 26 日起利用受理電子列印謄本、登記及書狀，向繳

款人收受 13萬多元規費。 

    許拿錢後開立一式二聯的徵收聯單，卻將第二聯私自蓋印作廢

章，並於電腦系統登載不實作廢紀錄，導致系統歸類為作廢憑證編

號，因此不需要計入收繳金額，私吞 13萬多元的款項，之後又用

同樣手法將 3萬多元放到自己口袋，一共侵佔 17萬 998 元公款。 

    後來因許女身體不適請長假，出納人員多次索討作廢的規費徵

收聯單未果，經地政所人員打開許女抽屜，並調閱案卷比對，才驚

覺她案中搞鬼侵吞公款，經報請廉政署調查移送。 

    檢方訊時，許女坦承不諱，表示有利用受理 14 件收受規費，

利用不實作廢紀錄侵佔 17萬多元款項，並有相關查扣卷證、作廢

單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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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方認為，許女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侵占公有財務、偽造文書等

罪嫌，因想像競合從重依貪污罪嫌論處，也認定她 14次行為應分

論併罰，偵結依 14個貪污罪嫌起訴她 

但檢方也考量，許犯後已將 17 萬 988元繳還給大溪地政所，

也構成自首，犯後態度良好、深切自躬反省，建請法院量處適當之

刑。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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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里幹事 A 百餘萬里辦公費 

 向檢廉自首繳回公款換緩刑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吳姓、謝姓與江姓里幹事，利用商

家的空白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向區公所核銷支出，按月詐

領「里辦公費」，累計 A 走 100 萬餘元公帑。基隆地檢署

今偵結將吳等 3 人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罪嫌起訴，但考量

3 人向廉政署自首，已繳回犯罪所得，請求法院給予緩刑

機會。  

    起訴書指出，吳姓男子自 2010 年 1 月間起，擔任基

隆市中正區公所里幹事，謝姓、江姓女子則分別自 2013 年

1 月、2017 年 3 月擔任中正區公所里幹事。  

    基隆市中正區公所依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第 7

條等規定，按月編列 4 萬 5000 元里長事務補助費，供里

長支付文具、郵電與水電等其他因公支出的費用。  

    吳等 3 人明知這筆 4 萬 5000 元，扣除 4 萬 1000 元

直接撥給里長外，其餘 4000 元用做里辦公費，須依法覈

實檢據核銷；未料，吳等 3 人竟向茶行、餅店等商行索取

空白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偽填有購買茶葉等支出後，向區

公所核銷該支出，按月詐領 4000 元里辦公費。  

    吳男先後 77 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共侵占公

款 61 萬 6000 元（吳同時兼任其他里的里幹事，累計核銷

154 筆）；謝女累計 53 次，共侵占公款 41 萬 2000 元（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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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時兼任其他里的里幹事，共核銷 103 筆；江女則詐領

公款 4 次、共 1 萬 6000 元。  

檢方認定，吳男等 3人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行為涉犯刑度

7 年起跳的「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罪」、偽造文書等罪，但考量吳等 3人向廉政署自首，且已繳交犯

罪所得，請法官從輕量刑，給予 3 人緩刑的機會。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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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大魚大肉紓壓? 

 營養師:「防疫期食物這樣吃」 

    台灣本土疫情延燒近一個月，民眾大多選擇「自主封城」避

免非必要外出，生活長期受限使人感到焦慮，有些人選擇用美食來

彌補、撫平不能外出的遺憾，但這樣真能有效減壓嗎?夏子雯營養

師呼籲，高油脂、高糖食物可能會讓人短暫感受到愉悅，但長期下

來會對身體代謝產生負擔，應適量食用。 

 

外送炸雞配韓劇 小心高熱量美食越吃越「升壓」 

 

    天天待在家，民眾打開電

視追劇、看電影的頻率上升，這

種時候就想叫一桶炸雞、幾瓶

可樂全家共享。對此，夏子雯營

養師表示，人體內的維生素B群

是將脂肪、蛋白質、碳水化合物三大營養素轉換成能量的關鍵，炸

雞、可樂此類高熱量食物，會使體內維生素 B 群消耗加快，長久

下來反而容易精神不濟、疲憊。 

    再加上外送平台蓬勃發展，多數民眾比起下廚更傾向外送點

餐，夏子雯營養師說，外送應儘量避免較油膩的食物，攝取過多飽

和脂肪酸可能會造成體內的慢性發炎反應，增加致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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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飲食不能停 這些食物有效減壓 

 

    防疫生活更應注重飲食調理，為此，夏子雯營養師提供幾種抗

發炎、抗焦慮的食物、飲料做參考： 

（１）綠茶、抹茶 

如果覺得單喝水很無聊，也可以喝點綠茶，綠茶中含有茶胺酸，可

幫助改善情緒，降低憂鬱，具有安定作用，也能幫助身體放鬆、助

眠，若有無糖抹茶粉也可以適量飲用，抹茶中的茶胺酸比例又比綠

茶更高一些。 

（２）鮭魚、鯖魚、魚油 

屬於 OMEGA-3含量較豐富的魚類，OMEGA-３可以增加細胞膜

的流動暢通度、有抗發炎的效果，因人體無法自行生成，故多靠飲

食攝取。 

（３）堅果 

堅果含有豐富營養素，適量攝取，其中不飽和脂肪酸可以幫助降血

脂，其他還有鉀、鎂離子等等礦物質，可協助心臟維持正常機能。 

（４）蔬菜、水果 

心情不好、壓力大時，細胞氧化壓力也會隨之增強，蔬果中的植化

素、抗氧化物質可幫助人體抵抗一些氧化的壓力。 

 

還是想吃零食？ 防疫期解嘴饞小撇步 

 

    待在家動不動就嘴饞？夏子雯營養師說，其實可以用一些小

撇步，像是藉由採買時選擇無餡料的零食，或是小包裝的蘇打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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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來控制零食的攝取量及熱量。如果真的想吃甜食的話，可以吃

高濃度的黑巧克力，大約 80%、85%以上，因黑巧克力裡面的可

可多酚有助於抗氧化。 

  營養師強調，正確的飲食之道可讓身體往正向平衡的狀態發

展，幫助身體增強抵抗力，才能降低面對疫情「內憂外患」的風險。     

       

 

（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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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宅在家追劇引消費糾紛 

 消保處統計：退費爭議最多 

    受到疫情影響，民眾宅在家的時間越來越長，「追劇」成為

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然而訂閱線上影音也引發不少消費糾紛。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處統計，今年 1月至 5月共接獲 36件因「追劇」而

引起的消費爭議，其中以退費爭議最多。 

    消保處指出，許多民眾透過訂

閱線上影音，例如Netflix、LiTV、

KKTV、MOD、my Video、FriDay

等觀賞節目，作為消磨疫情宅在家

的時光，但相關的消費糾紛也隨之

而來。 

    消保處統計，今年 1 月至 5 月止有關線上影音消費爭議申訴

案件，共計 36 件，其中以退費爭議最多，共計 18 件；爭議態樣

包括，業者無比例退款的規定、消費者取消訂閱要求支付違約金、

被重複扣款、取消訂閱後仍被扣款、未申辦影音加值服務等。 

    消保處提醒，消費者訂閱線上影音時，務須特別留意並看清楚

業者有關收退費的公告或規定，如果業者規定不明確，消費者於訂

閱前應主動向業者詢問，或考慮放棄訂閱。 

    另有不少民眾也反應，網路異常影響收視權益，這類消費糾紛

共有 5件；而在免費試閱或付費訂閱期滿後，業者自動續約扣款，

引發消費者不滿的事件，消保處也接獲 4 件；其他還有，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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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點選訂閱服務、業務人員不當推銷資費方案、門市人員隱藏優

惠方案、在電商平台購買線上影音服務遭詐騙等樣態。 

    消保處表示，目前因為尚無線上影音的定型化契約範本或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因此關於線上影音的訂閱或取消，原則上是

依業者的規定運作，消費者若遇有爭議時，則參酌《消費者保護法》

及《民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消保處呼籲消費者，事後救濟不如事前注意，訂閱時可優先選

擇有提供免費試閱的業者，並評估節目內容、品質、收費等是否符

合自己的需求；且訂閱前務必仔細閱讀有關收退費等規定，尤其要

特別注意有無自動續約之條款，以免日後發生爭議。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freepi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