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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品中學、勵志中學揭牌 
矯正學校開啟新頁 
法務部繼 108 年 8 月 1 日改制桃園少年輔育院及彰化少年輔育院為誠正中
學桃園分校及彰化分校後，經過不斷努力....…（繼續閱讀 p.2） 

法務部關懷受保、更生人 

媒合供需緊急紓困 

疫情嚴峻，全國進入三級警戒狀態，民眾生活及經濟紛紛受到影響，司法
保護服務對象也不例外，法務部長蔡清祥為此指示….（繼續閱讀 p.4） 

屏東涉貪偵查隊長坦承索賄遭檢方起訴 

屏東縣刑警大隊偵二隊長前隊長邱奕成，受理 107 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時檢舉人甲男檢舉某候選人賄選案，向甲男索取檢舉獎金 2 成，作為協助請

領賄選檢舉獎金的對價，甲男考量若身分曝光及為了……..（繼續閱讀 p.8） 

不請自來包裹藏危機 
貨到付款詐騙新手法 

防疫期間民眾多用網路代替馬路，沒想到竟成為詐騙集團眼中肥羊。有民眾
收到「不請自來」的包裹，到超商付完錢後才知道…….（繼續閱讀 p.14） 

辦國際書展 4 年詐領上千萬補助 
北市出版公會理事長被訴 

檢廉偵辦文化部前人文司長朱瑞皓涉貪案，查出「案外案」！廉政署查出，台
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盧欽政、副理事長周均亮…..（繼續閱讀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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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居家防「疫」健康吃！ 
銀髮族抗疫期間飲食 4 守則 

根據衛福部 Covid-19 最新疫情資訊網頁公告之確認年齡占比百分比，顯
示年齡 60 歲以上的長者佔了確診者 3 成多，且長者……（繼續閱讀 p.12） 

八德外役監作業技訓工場 
企業進駐提升收容人專業技能 

桃園市政府與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共同推動「企業進駐興建作業技訓工場
案」，於 110 年 6 月成功引進宏偉展業公司……..（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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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品中學、勵志中學揭牌 

矯正學校開啟新頁 

     法務部繼 108 年 8 月 1 日改制桃園少年輔育院及彰化少年

輔育院為誠正中學桃園分校及彰化分校後，經過不斷努力，終於在

兩年後將這兩所分校改設成獨立之矯正學校，經蔡部長清祥親自命

名為「敦品中學」及「勵志中學」，期望收容少年進入學校後都能

夠敦厚品德，勤奮向學，同學間更能彼此激勵心志，奮發向上，也

藉此開啟我國矯正學校的新頁，使收容少年受教權益之保障更邁進

一步。 

    蔡部長於 1 日親自至二校

主持揭牌儀式，典禮並邀請司法

院、立法院、教育部及長期關懷

矯正教育之各界長官、貴賓觀禮，

共同見證兩所矯正學校成立之

歷史意義。 

    蔡部長致詞中特別感謝行政院蘇院長的支持及教育部全力提

供完整的師資，使設校工作順利推動，也感謝司法院、立法院及監

察院及社會各界對於收容少年關懷不歇，讓少年矯正工作持續成長、

精進。敦品中學及勵志中學之成立，有別於過去的少年矯正機構，

編制上特別納入教師、輔導教師、特教教師、心理師及社會工作師

等專業輔導人力，以多元專業提升矯正教育處遇量能。蔡部長更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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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兩校師生要將「敦品」及「勵志」謹記在心，在推動矯正教育上，

以培養敦厚品格、激勵志氣為首要，透過學校教育矯正過往不良習

性，達到矯正教育「改過向善，重新學習」之目的。 

敦品中學及勵志中學

同時肩負少年矯正及教育

輔導任務，未來經由矯正

及教育人員攜手合作，共

同構築更為完善健全的少

年矯正環境，透過鍥而不

舍的耐心與愛心，因材施教，加上搭配專業輔導，幫助曾經誤入歧

途之收容少年入校後能安定沉澱，培養敦品、勵志情操，進而成長

蛻變、重拾信心，找到屬於自己的未來，讓每一個同學都能順利回

歸社會。 

 

 

 

 

 

 

（資料來源：法務部、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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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關懷受保、更生人 

媒合供需緊急紓困 

疫情嚴峻，全國進入三級警戒狀態，

民眾生活及經濟紛紛受到影響，司法

保護服務對象也不例外，法務部長蔡

清祥為此指示，應協助受保護管束

人、更生人、馨生人，渡過此次疫情

難關，除主動協助渠等申請行政院紓

困 4.0 計畫之各項現金補助外，並結

合三大司法保護團體，提出司法保護緊急紓困方案，從供給面「紓

困採購團」及需求面「抗疫關懷箱」，打破三會藩籬與地域限制，

加強彼此資源共享，藉由媒合供需，建構司法保護對象的自給自足

供需圈。 

    法務部表示，全臺各地三大司法保護團體(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更生保護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紛紛動員，與法務部公私協力，

展現民間力量無窮的威力，「紓困採購團」總共採購幫助了 304 位

受保護對象的更生、馨生產品，紓困金額達新臺幣 1,695,615 元，

而採購到的更生、馨生產品也再組裝成「抗疫關懷箱」，共計送到

3,145 位因疫情而受到影響的個案及其家庭，達到雙重紓困的效

果。 

      為表達鼓勵及支持之意，蔡清祥部長於 6 月 28 日親自與更

生人及馨生人進行視訊通話，了解他們於疫情期間遭遇到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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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他們可以向各地方檢察署觀護人室、犯保及更保分會提出紓

困需求，並關心他們身體健康，為他們加油打氣，對話中瀰漫著溫

馨感人的氣氛，稍稍紓解了疫情期間的壓力與緊張。 

    蔡清祥部長在與一位更生

人通話時，了解該更生人所經營

之燒臘便當店生意因疫情一落

千丈，隨即向其訂購了 50 個燒

臘便當，以實際行動相挺，也發

揮影響力號召各界投入幫忙本

就相對弱勢的受保護對象；他也囑託同仁購買生活必需的物資，並

將最近友人分享之屏東枋山芒果，致贈予數十年來長期關懷的吳

銘漢夫婦遺孤吳東諺先生，表達縱使疫情隔開了彼此的距離，持續

關懷仍不中斷。 

 

 

 

（資料來源：法務部、TyE NEWS 桃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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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外役監作業技訓工場  

企業進駐提升收容人專業技能 

    桃園市政府與法務部矯正署八德外役監獄共同推動「企業進

駐興建作業技訓工場案」，於 110 年 6 月成功引進宏偉展業公司

及永全懋公司 2 家企業進駐，將提供八德外役監收容人作業技訓

機會，提升矯正效能學習與社會接軌技能。 

    桃園市政府經發局表示，

自 107 年 7 月法務部矯正署

委託市府經發局辦理招商作

業，將法務部矯正署八德監獄

提供監所旁之閒置公有土地 

2.2 公頃基地，規劃 6 個建築單元招商。分別於 109 年及 110 年

於桃市府經發局及法務部矯正署網站公開上網招商，經評選出宏

偉展業公司及永全懋公司興建作業技訓工場，契約期間 20 年，預

定於 111 下半年進駐，可提供約 250 名收容人作業技訓機會，後

續再逐步擴增技訓名額。 

    本招商案為收容人、八德監獄及企業建立良好營運管理及技

訓機制，創造三贏。收容人培訓方面，宏偉展業公司為從事洗衣業，

可培訓收容人學習衣物洗滌的技能；永全懋公司以鍊鋁業為主，培

訓收容人學習鋁合金產品製造技術。八德外役監每年可收取地租

並節省工場興建費用，並有效活化八德外役監土地，還可協助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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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返回社會前，習得專業技能與社會接軌，而進駐之 2 家企業

可獲得八德外役監的人力資源，穩定生產能量。 

      

 

 

 

 

 

 

 

 

 

 

 

（資料來源：TyE NEWS 桃園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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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涉貪偵查隊長坦承索賄 

 遭檢方起訴 

    屏東縣刑警大隊偵二隊長前隊長邱奕成，受理 107 年度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時檢舉人甲男檢舉某候選人賄選案，向甲男索取檢舉

獎金 2 成，作為協助請領賄選檢舉獎金的對價，甲男考量若身分曝

光及為了能順利請領到檢舉獎金，答應邱員的請求；邱員在今年 3

月收取檢舉獎金 16 萬元後，遭廉政署幹員在警局停車場逮捕到案，

屏東地檢署偵查終結，將邱員依涉嫌貪污罪起訴，邱員坦承收取 16

萬元。 

    檢方起訴指出，邱奕成在 2018 年 11 月擔任內埔分局偵查隊

副隊長期間，受理甲男檢舉 107 年度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的某候選

人賄選案件，邱員知道檢舉人檢舉賄選案件經提起公訴者，可依「鼓

勵檢舉賄選要點」請領檢舉獎金。 

    起訴書指出，邱員基於職務上

行為要求、期約及收受賄賂的犯

意，2019 年 9 月 10 日某時，在

甲男住處利用將請領檢舉獎金的

切結書與相關文件給甲男簽署時，

邱員向甲男表示，想要索取檢舉獎金 2 成，作為協助請領賄檢舉獎

金等職務上行為的對價，甲男考量身分遭曝光，及順利請領賄選案

件的檢舉獎金，基於不違背職務上行為期約、交付賄賂之犯意而當

場答應，雙方期約以賄選案件檢舉獎金的 2 成作為賄賂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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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員在 2020 年 8 月調任縣警局刑警大隊偵二隊長後，今年 3

月 12 日 LINE 通知甲男，80 萬元檢舉獎金已核撥，雙方議定在 3

月 18 日上午 8 點半，先在邱員住處碰面後，邱員開車載甲男先到

警局，途中雙方再次確認以檢舉獎金之 2 成作為賄賂款項，抵達縣

警局後，邱員改開偵防車載檢舉人，先到地檢署領取 80 萬元賄選

案檢舉獎金，領取支票後，邱員開車載甲男到台灣銀行，甲男臨櫃

兌領支票後，邱員載檢舉人返回住處途中，途中將 16 萬元的賄款

放在牛皮紙信封，並放在偵防車中央扶手區。 

    邱員載這名檢舉人回到家後，直接開著偵防車返回縣警局，南

調組廉政官接獲情資並沿途跟蒐邱，當天中午 12 時多，邱員開車

偵防車抵達縣警局停車場後，廉政官表明身分欲攔查，邱見狀旋即

將 16 萬元賄賂的牛皮紙信封放到褲子子右前口袋內，下車逃離，

廉政官見狀趕緊追捕，經在場縣警局人員協助圍捕下，另會同縣警

局督察科人員，現行犯逮捕邱員，並查扣 16 萬元現金賄款。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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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國際書展 4 年詐領上千萬補助 

 北市出版公會理事長被訴 

檢廉偵辦文化部前人文司長朱瑞皓涉貪案，查出「案

外案」。廉政署查出，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盧

欽政、副理事長周均亮，涉嫌利用 2016 至 2020 年辦理海

外國際書展機會，以不實單據詐領文化部補助款約 1049 萬

元。台北地檢署 12 日依詐欺、偽造文書等罪起訴盧、周、

會計、員工及廠商共 7 人。  

    據指出，盧欽政為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副理事長周均亮另為寂天文化事業公司負責人，也曾擔任

台灣出版與數位內容產業研究協會理事長。  

    本案緣於朱瑞皓涉貪案，廉政署、調查局查出，朱瑞

皓涉嫌在擔任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正副司長期間，包因養

酒女及積欠 2000 萬元卡債、房貸，債務壓力沉重，收受

盧、周賄賂，並接受招待出國旅遊，護航 2 人取得文化部

2200 餘萬元補助案，事後朱調職國立傳藝中心副主任後，

仍利用承辦工程機會收賄，案件正由法院審理中。  

    但廉政署查出，盧、周涉嫌自 2016 年至 2020 年間，

利用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名義，在美國、日本、泰國、

越南等國家辦理國際書展，另以台灣出版與數位內容產業

研究協會名義，在首爾辦理國際書展時，請廠商配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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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單據，向文化部詐領至少 7 場書展補助款共約 1049 萬

元。  

    檢廉發現，文化部撥款至台

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及台灣出

版與數位內容產業研究協會，僅

有 5％留在公會與協會當作歸還

代墊款，其餘款項流入寂天文化事業公司，再由盧、周等

人暗自朋分。  

北檢調查時，盧、周 2 人均否認犯罪，但 2 人的員工及相關廠

商則坦承犯行，檢方不採信盧、周說詞依法起訴。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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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輩居家防「疫」健康吃！ 

 銀髮族抗疫期間飲食 4 守則 

    根據衛福部 Covid-

19最新疫情資訊網頁公告

之確認年齡占比百分比，

顯示年齡 60 歲以上的長

者佔了確診者 3 成多，且

長者多半也伴隨許多慢性疾病，一旦確診須小心成為重症患者。也

因此多呼籲長者在防疫期間盡量在家減少外出頻率。新竹台大分

院鄭宇庭營養師分享銀髮族居家期間如何聰明健康吃，在防疫期

間一同打好基本功，以下就搭配「3 好 1 巧」簡單分享抗「疫」飲

食 4 大守則： 

 

守則 1：優質蛋白 吃得夠 

    選擇新鮮豆、魚、蛋、肉類（如：豆腐、魚肉、雞蛋、瘦肉等），

每餐 1 掌心，或於餐間補充 1-2 份高蛋白點心（如：豆漿、豆花、

鮮奶等），充足的蛋白質，有助長者提升免疫力。 

     

守則 2：均衡飲食 吃得對 

    6 大類食物不挑嘴，多選擇原型食物，主食可挑選全榖雜糧類

（如：糙米飯、全麥饅頭、雜糧麵包等），增加維生素與礦物質的

攝取，並鼓勵多食用各種顏色的蔬菜水果（如：黑木耳、胡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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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異果、葡萄等），除豐富的纖維外，多樣的植化素能有效調節免

疫功能。 

 

守則 3：調整質地 吃得下 

    許多老人家有牙口不佳或吞嚥問題，藉由調整食物質地（如：

切成小塊、燉煮軟化或攪打成細碎泥狀），讓食物有吃進去，營養

吃得夠最重要。 

 

守則 4：豐富調味 吃得巧 

  在清淡少鹽的飲食原則下，選擇好的油脂來源（如：橄欖油、

苦茶油、堅果類、深海魚等）及天然辛香料（如：蔥、薑、蒜等），

增加食物風味，替換不同食材，讓每餐吃得豐富又美味。     

    除抗「疫」飲食 4 大守則外，鄭宇庭營養師呼籲長者別忘了居

家生活，動起來，從基本伸展活動到簡單的散步，除活絡身體機能外，

更能常保愉悅的心情，放鬆身心靈，緩解緊張的情緒，一同渡過艱難

的疫情。 

    隨著 7 月 27 日至 8 月 9 日為期 2 星期的二級警戒，相關防疫

措施仍須妥善好好執行，落實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等個人

防護措施，並盡量減少外出以避免自己在不經意中成為病毒帶原者。 

 

（資料來源：Now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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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請自來包裹藏危機 

 貨到付款詐騙新手法 

    防疫期間民眾多用網路代替馬路，沒想到竟成為詐騙集團眼

中肥羊。有民眾收到「不請自來」的包裹，到超商付完錢後才知道

上當了。消基會認為，超商應嚴選合作夥伴，一旦發現同樣案件屢

次出現就須主動通報，而民眾也應提高警覺心，面對莫名其妙的貨

到收款包裹，應仔細查證後再取貨，以免麻煩找上身。 

    呂小姐是網購一族，有次在接到超商取貨簡訊，不疑有他直接

付款領貨，回到家拆開包裹才發現根本沒有購買該商品。一再和超

商斡旋之下終於取得所謂「代寄公司」資料，豈料代寄公司不斷推

拖因個資法，不提供供貨商資料，卻要索取呂小姐銀行帳戶資料，

呂小姐只好自認倒霉。 

    近來常出現以

「超商貨到付款」

或「宅配到家」模

式，對不明究裡的

消費者進行詐騙，

這種多數為「境外

包裹」。內政部警政

署 165 防詐專線建議，民眾收到簡訊或直接收到宅配商品，務必

先查證後再付款。萬一不小心付款了，第一，打給寄件人辦理退款；

第二，沒有寄件人，詢問宅配業者或超商寄件人的聯絡方式；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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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人電話打不通，Line 已(不)讀不回，將包裹託運單清楚拍照

後，到各地警察機關報案。 

    消基會指出，作為交貨取款的超商平台，扮演著防止詐騙發生

不可或缺的角色，倘若便利商店更積極「嚴選合作伙伴」，將可有

效杜絕詐騙情事發生。因此可運用內部通報機制，將全國轄下可能

被詐騙的案件，進行通報和整合。 

    一旦發生「同一廠商、同一天被投訴發生 3 起可能的詐騙情

事」時，便應立即將問題商家的往來案款予以凍結，並停止提供服

務。事後若確認該廠商涉及詐騙屬實，更須立即將其下架。 

    消基會呼籲，網購平台業者對於消費者的交易個資須加強保

護，而消費者對於近年來猖獗的「不請自來」貨品包裹，最好不要

冒然取貨；對於宅配到府及付款的貨品包裹，務必事先向家人詳細

查證之後，才能簽收付款。 

  更要留意貨品包裹上寄件人託運人的資訊是否「完整或清楚

記載」，如有記載不完整或不清楚的可疑之處，就該拒絕收受。只

有民眾提高警覺不冒然取貨，才是防止「不請自來」詐騙的最後一

道防線。 

 

 

（資料來源：卡優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