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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舉辦線上影展 
暢談人權度中秋 
為讓人權教育向下扎根，並拉近與民眾距離，法務部自今年 4 月起在高雄
市、澎湖縣及臺東縣等地，與地方政府合辦人權影展三部曲...（繼續閱讀 p.2） 

有我陪著你，紓困、關懷一起來 

法務部照顧司保個案，共度疫情難關! 

疫情警戒期間，國人生計大受影響，為落實行政院蘇院長「照顧每一位國
人」的紓困政策，蔡部長於 6 月底登高一呼邀集….（繼續閱讀 p.4） 

惡警夥兄勒索「吃案費」 
遭依貪污罪起訴 

新北市警淡水分局 26 歲警員蔡至恩，涉嫌夥同胞兄蔡至儒勒索性騷擾案許

姓疑犯，恐嚇付 60 萬「吃案費」就能全身而退……..（繼續閱讀 p.8） 

美容糾紛男性消費者占 4 成 
多因交友軟體正妹誘簽約 

“交友軟體上的正妹中秋假期還要工作，約我到她工作的美容坊陪她過中
秋。”小心！你想的浪漫約會，可能是正妹獲得…….（繼續閱讀 p.14） 

機耕協會貪污近億 
農糧署：今年起農民可直接向農糧署申請 

去年部分農機耕作協會協助農糧署審核及驗收農民購買大型農業機械用具
時，遭檢舉多收 10％的「樂捐費」，2 年來涉嫌貪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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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長者突然精神混亂 

慎防「譫妄」危害健康 
72 歲的謝伯伯平日因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需定期就醫，藥物相當複
雜，有次不慎跌倒造成骨折而住院開刀，手術後 1、2 天…（繼續閱讀 p.12） 

矯正、公益愛無限 
親子攜手共成長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就任以來，致力推動各項收容人家庭支持措施，與財團法
人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自 106 年起，合作推動……..（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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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舉辦線上影展 

暢談人權度中秋 

     為讓人權教育向下扎根，並拉近與民眾距離，法務部自今年

4 月起在高雄市、澎湖縣及臺東縣等地，與地方政府合辦「綠蔭、

花火、月光海─人權影展三部曲」活動，每場次活動均獲得社會廣

大迴響及共鳴，總計超過 4 萬多位民眾熱情參與，大舉突破民眾參

加人權影展之人數紀錄。 

    嗣因疫情為落實防疫而取消部分戶外場次，但法務部推廣人權

教育的腳步仍不停歇，於 110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21 日間，透過

「Giloo 紀實影音平台」策劃線上影展「兩公約不思議：人權的輪

廓」，發送 1,000 組免費觀賞電影序號予申請參展民眾，並同時推

出「填問卷、抽大獎」活動，讓民眾在家吃月餅、追電影，還有機

會抽中 iPhone 等多項好禮，享受充滿人權意識的中秋佳節。 

    法務部利用媒體

茶敘時間，再度向外

界宣傳線上影展，廣

邀民眾踴躍在中秋連

假期間線上觀展，法

務部蔡部長清祥並表

示，「人權」是每個人都應該享有的權利與自由，人權教育是推動

兩公約的重要任務之一，希望透過電影敘事觀點，促進民眾對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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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議題的省思，進而主動關懷人權議題，塑造一個深具人權素養的

公民社會。 

法務部致力推動兩公約人權教育，近年來以多元管道，結合科

技、數位媒體、網路直播等方式，宣揚人權意識，促進民眾對於兩

公約各項權利保障之知能，培養國民具備尊重人權之價值觀，確保

人人享有平等之尊嚴與權利。 

 

 

 

 

 

 

（資料來源：法務部、Rti 中央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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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陪著你，紓困、關懷一起來 

法務部照顧司保個案，共度疫情難關! 

疫情警戒期間，國人生計大受影響，為落實行政院蘇院長「照顧

每一位國人」的紓困政策，蔡部長於 6 月底登高一呼，邀集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更生保護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三大司法保護團

體，共同推動司法保護緊急紓困方案，藉由媒合供需，從供給面「紓

困採購團」及需求面「抗疫關懷箱」幫助司法保護個案，讓榮觀、

更保、犯保三大系統資源共享，建構司法保護對象的自給自足供需

圈。 

    截至今年 8 月底，「紓困採購團」總共採購幫助了 827 位更

生、馨生商家，紓困金額高達新臺幣 3,804,940 元，採購到的更

生、馨生產品也再組裝成「抗疫關懷箱」，送到 8,140 位因疫情而

受到影響的個案及其家庭，讓司法保護個案感受到政府與社會的

溫暖。 

     法務部利用記者茶敘時間邀請

更生成功個案，同時也是「紓困採購

團」協助對象「阿芬」與其先生一同

出席，分享個人更生蛻變的過程，後

來面臨疫情三級警戒遭受的影響，以及對法務部推動「司法保護緊急

紓困方案」的感謝。 

    更生個案「阿芬」成長於毒品的原生家庭，讓「阿芬」覺得使

用毒品是習以為常的生活，年輕時三度進出監所，並因販毒遭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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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餘年，在入獄期間，「阿芬」接觸了宗教，也開始重新思考自

己未來的人生，於是下定決心改變。參加了監獄裡的烘焙課程，學

習一技之長。出獄後的「阿芬」，起初求職路上並不順遂，但仍堅

持努力，為了償還債務、照顧父親，即便日子辛苦，一天工作 12

小時，但阿芬仍甘之如飴。之後「阿芬」重持烘焙工作，也結識了

同為烘焙業的另一半，共同攜手創業。後來因為疫情影響，生意受

到波及，好在紓困採購的幫助，生意漸有起色，讓「阿芬」夫妻備

感溫暖，心存感恩。 

    蔡部長在活動最後致詞時表

示，更生朋友在復歸社會過程中其

實相當不容易，會面臨許多困難和

挑戰，能夠堅持下來的更是相當難

能可貴。但這樣得來不易的成果，卻可能因疫情衝擊而被破壞殆

盡，我們必須即時伸出援手，提供協助，幫忙他(她)們渡過此次疫

情難關，所以法務部提出司法保護緊急紓困方案，讓紓困跟關懷同

時進行。部長亦提到目前疫情看似趨緩，但仍未完全回復正常生

活，法務部跟更生保護會將持續給予更生朋友相關協助，扮演支持

後盾。後續五倍券振興階段，更保、犯保也已在規劃配合推動相關

優惠措施，期能擴大協助保護個案，振興生計。 

    法務部會持續透過分享成功個案的小故事，傳遞正向的力量，

鼓舞更多司法保護個案及其家庭，盡力照顧每一位受保護管束人、

更生人、馨生人，共度疫情難關。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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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公益愛無限  

親子攜手共成長 

    法務部蔡部長就任以來，致力推動各項收容人家庭支持措

施，與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自 106 年起，合作推動

「強化矯正機關攜子入監處遇措施方案」，歷年來該基金會已陸續

捐贈超過新臺幣 1100 萬餘元，今(110)年再次捐贈新臺幣 320 萬

元，賡續辦理強化幼兒發展與親職教育，延聘全職保育人員，改善

親子空間軟、硬體設施設備，建置戶外兒童遊樂設施，推動「2 歲

以上受攜幼兒日間送托幼兒園」等方案，使受攜幼兒擁有與一般兒

童無異的受教機會，強化幼兒之人際融合發展與社會適應學習能

力，俾維護兒童最佳利益，並增進收容人相關知能與自我成長。 

   今(110)年該基金會特舉辦「刻在我心裡的故事」徵文活動，由

攜子入監之收容人娓娓道來成長過程的辛酸與無奈，對過往的懊

悔，對子女的虧欠，以及訴說對社會提供資源、支持與關愛，滿懷

感動與感恩。法務部張常務次長斗輝及財團法人中國信託反毒教

育基金會王副董事長卓鈞等，親至桃園女子監獄頒獎及勉勵受獎

收容人，務要珍惜當下、把握機會，為自己開創全新的未來。 

    桃女監收容人「小珍」(化名)於得獎作品中提到，家族重男輕

女，感到無人在乎自己，與母親相處盡是打罵衝突，自小學便開始

逃家、流浪，甚至被安置，總是一個人無所謂地度過每一天。因著

極度渴望能有個溫暖的「家」，在交友不慎下捲入毒品案件。母親

癌症過世前留下了一封信，才慢慢理解、釋懷了過去遭受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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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破的童年經驗，選擇讓才 2 個月大的孩子隨自己入監服刑，不

想錯過孩子成長的任何過程。當進入女監「親子園地」時，對於溜

滑梯、親子玩具車等各式各樣的幼兒設施，不同類型的育兒、親子

活動，提供不同階段發展孩子的教育課程，感到非常驚訝，也十分

珍惜，二年多來一直把握著每個學習的機會，更自願擔任環境消毒

清潔的工作，做為付出保護孩子的回饋。因著各界的付出與關懷，

體會到社會上處處充滿著愛，並願意將她的孩子視如己出，甚至提

供外出就學機會，這讓「小珍」有勇氣改變自己，將過去的傷害和

挫折化為成長的養分，立志要讓自己的人生有新的開始。 

     法務部依兒童權利公約，以保障兒童最佳利益為出發點，積

極爭取社會資源，改善矯正機關幼兒教育及環境，未來仍將持續強

化攜子入監(所)幼兒之相關教育與措施，維護兒童的親權及受教權

益。期許社會各界給予收容人家庭更多支持關懷與接納，使收容人

以家庭為基石，揮別過去，建立信心，積極迎向未來。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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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惡警夥兄勒索「吃案費」 

 遭依貪污罪起訴 

    新北市警淡水分局 26 歲警員蔡至恩，涉嫌夥同胞兄蔡至儒

勒索性騷擾案許姓疑犯，恐嚇付 60 萬「吃案費」就能全身而退，

許男交付 10 萬元前金後向分局檢舉。士林地檢署偵結，依最輕本

刑 10 年以上的貪污治罪條例中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

募財物罪，起訴蔡姓兄弟。 

    起訴書指出，今年 4 月，蔡員受理一名女子報案，指稱在健身

房遭許男性騷擾，蔡員卻宣稱性騷擾案司法程序複雜，用傷害案才

能快速找到犯嫌，擅自製作傷害筆錄，卻又未立案也沒開報案三聯

單，還以交通過失傷害名義，向健身房成功調閱許男會員資料，並

利用公務電腦警政電腦系統查詢許男個資，同時洩漏給胞兄，並由

胞兄透過臉書輾轉聯絡許妻，告知許男被控性騷擾。 

    5 月 7 日晚間 9 時許，蔡員身穿刑警背心與胞兄至許男住處找

人，向社區管理員佯稱有搜索票要調查許男，到許男住處找人未果

後離去。但許男稍晚回到家得知警察找上門，也接到蔡員來電告知

挨告性騷擾，雙方約當晚 11 時許碰面。 

    許男見面就問被告性騷擾可否不要爆開、不要讓家人知道，蔡

員與胞兄見狀聲稱有辦法解決、分局內的人也要處理，開口勒索 60

萬元，並經許男當場提領 10 萬元現金後，約定他日再收餘款；不

過，胞兄隔日單獨找許男索討餘款被拒，許男也警告：「這件事（指

勒索） 可能嚴重到你們分局長或新北市警察局長要下台」，接著

向分局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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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分局掌握蔡姓兄弟犯行，由督察組、市警局政風室自清自

檢，報請士林地檢署指揮偵辦，拘提 2 人到案，並經士檢聲押禁見

獲准至今。 

    士檢偵查後認定蔡姓兄弟除涉犯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

或強募財物罪，也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外，蔡員另涉犯刑法偽造文

書、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依法起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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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耕協會貪污近億 

 農糧署：今年農民可直接向農糧署申請 

去年部分農機耕作協會協

助農糧署審核及驗收農民購

買大型農業機械用具時，遭檢

舉多收 10％的「樂捐費」，2

年來涉嫌貪污近億，檢方傳喚

7 人，最後 3 理事長 1 幹部交保。農糧署表示，有了前車

之鑑，今年大型農機補助可直接向農糧署四區分署申請，

不過申請農民的耕作面積須達 10 公頃以上，並配合農藥

肥料實名制、產銷履歷等政策。  

    農委會自 108 年起擴大農機補助，農民個人購買大型

農機可申請費用 3 分之 1 的補助款項，機耕協會會員因從

事代耕服務，也配合政府調度搶收農糧，因此補助可領到

40％，去年卻遭檢舉爆出許多機耕協會向會員收取 10％的

農機補助款。  

    農糧署副署長姚志旺表示，以往申請大型農機補助需

要透過農機耕作協會審核，但因為涉及貪污，今年起只要

個別農民耕作面積達 10 公頃，便可到全國農糧署的 4 分

署申請，無須再透過協會。  

    但若農民的耕作面積不滿 10 公頃該怎麼辦？姚志旺

表示，以代耕業者為例，代耕業者耕作面積不太可能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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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小農大多也就 1 公頃以內，不會去買那麼大的機具，

因此可以請其他耕作者協助，協助代耕的面積也可以包含

在 10 公頃當中，而今年申請機具補助也必須配合農藥肥

料實名制、產銷履歷等條件。  

    姚志旺說，針對多收的款項，農糧署去年 10 月已發

文給機耕協會，要求今年 1 月底前將收款發回農民帳戶，

目前款項均已退還。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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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長者突然精神混亂 

慎防「譫妄」危害健康 

    72 歲的謝伯伯平日因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疾病需定期就

醫，藥物相當複雜，有次不慎跌倒造成骨折而住院開刀，手術後 1、

2 天，女兒發現謝伯伯晚上開始不睡覺，時常神色緊張、非常躁動，

自言自語不知道在說什麼。先以藥物輔助入睡，但反而更混亂躁

動，白天有時又相對清醒，可清楚對應問答。會診精神科評估後，

診斷為譫妄，且有泌尿道感染症狀，在調整止痛藥物並治療泌尿道

感染後，謝伯伯逐漸恢復穩定，意識也跟著清楚。 

    成大醫院精神部張維紘醫師表

示，譫妄是一種急性意識狀態改變，

常常會伴隨精神症狀，像謝伯伯這

樣的年長者，容易因感染、手術後身

體未復原或藥物而造成。核心表現

是意識狀態起起伏伏，有時清醒、有時混亂，在不同時間點觀察的

狀況會差異很大，讓家屬會很困惑；又因為常常合併精神症狀及認

知功能混亂，有時也會和失智症混淆。 

    判別譫妄的最好方式是「症狀為急性發生」，且症狀會有起伏

改變，而失智症則是持續漸進退化，不會急性發生。張維紘醫師也

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譫妄往往是長輩認知功能退化的風險因子，也

就是容易譫妄的長輩，失智症風險也較高。 

    基本上，譫妄是身體原本的疾病未受控制或惡化，導致腦部混

亂，並非單純的精神疾病；若注意到長輩出現譫妄症狀，應該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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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身體檢查、找出病因，解決原本身體的問題，譫妄會在 1-2 個

禮拜內恢復正常。 

    至於少部分長輩在身體症狀改善後，仍持續有譫妄症狀，顯見

預後不佳。張維紘醫師表示，有研究指出這類持續有譫妄症狀的個

案，其死亡率半年後可能高達 15-25%。因此，積極找出譫妄的主

要原因並治療，才是解決譫妄的根本方法。 

 

 

 

（資料來源：好醫師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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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容糾紛男性消費者占 4 成 

 多因交友軟體正妹誘簽約 

    “交友軟體上的正妹中秋假期還要工作，約我到她工作的

美容坊陪她過中秋。”小心！你想的浪漫約會，可能是正妹獲得

20萬美容契約的成交機會，你可能因此開啟分期付款的背債人生。

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長李善植呼籲想透過交友軟體結交伴侶的年輕

男女，交友與商品（服務）買賣是兩回事，正妹不會因為你購買商

品（服務）就和你成為男女朋友。簽契約前要確認商品是否符合需

求、契約總額是否能夠負擔、日後想終止契約能退費金額多少？是

否有載明在契約中？並記住不要在簽約時將商品全部拆封，有爭

議可向消保單位提起消費爭議申訴。 
    臺中市政府近 3 年來發現男性因美容糾紛（包括瘦身美容及

一般美容業）提出申訴的人數日漸增加，110 年 1-8 月美容類申

訴案件量約 158 件，男性申訴案件即有 70 件，占 44%，而 9 成

以上的男性消費者都是在探探、緣圈等交友軟體認識美容業務員，

並在業務員邀約下，至美容營業場所試體驗，當日即簽定大額美容

商品（服務）契約，同時在業者誘導下拆封大部分高價商品，嗣後

要解除契約，業者多主張買商品送服務而退費無門。 

    中市府法制局表示，今年 7 月修正施行的瘦身美容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1 點已規定，以購買商品而贈送瘦身

美容服務為內容之契約，所贈服務費用未載明或低於總費用 50%

者，視為該服務費用占總費用 50%。另消費者如果是在業者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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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約下進入營業場所簽定契約者，仍屬消保法第 19 條訪問交易 7

日無條件解約退費規定之適用，但因需回復原狀，消費者拆封商品

數量會影響退費金額，故提醒消費者勿於簽約日即拆封商品，視服

務履行需要，用多少，拆多少。 

    消費者有任何消費疑問者，均可於機關上班時以手機或市話

直撥[1950]，向各縣市消費者服務中心諮詢，有消費爭議亦可線上

提出申訴 https://appeal.cpc.ey.gov.tw/WWW/Default.aspx。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