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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物價聯合稽查小組」下週全面行動 
嚴查囤積不法，穩定國內民生物價 

近期民生餐飲頻傳漲價情事，惟查上游由國內供應的主要肉品、蔬果並未有
明顯價格波動，生產端與消費端之價格走勢有相當差異...…（繼續閱讀 p.2） 

全國觀護人職能訓練暨業務研討會登場 

建立觀護新思維，迎向後疫情時代 

為提升觀護效能，以落實司法保護政策，法務部特於日前（110 年 12 月
7 日）結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共同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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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監特見案調查前首長刑責 
廉政署報請北檢偵辦 

外界關心台北監獄的特見弊案，法務部 110 年 11 月 25 日晚間表示，前典

獄長謝琨琦於任職期間，疑因他人私人情誼……..（繼續閱讀 p.8） 

我需要做健康檢查嗎？ 
醫籲這「3 類人」最好定期做 

人體大部分慢性疾病如能在臨床期之前發現就應及早治療，治療效果會遠比
症狀顯現後才治療來得好多，復原機率也比較高.…….（繼續閱讀 p.14） 

文化部文資局秘書室主任蕭銘彬涉貪 
彰檢起訴 6 人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秘書室主任兼專門委員蕭銘彬在擔任文資局科長期間利用
其審查開發廠商提出「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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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藥穩血糖、降三高 
營養師：一類人可多吃 一類人不行 

吃起來口感黏滑的山藥，營養價值相當高，富含蛋白質、膳食纖維、維生
素 B 群等營養成分，更是高鉀食材，尤其特別含有……（繼續閱讀 p.13） 

蔡部長扮演推手 
演奏證物鏈與區塊鏈的交響曲第二樂章 

繼法務部主動於今（110）年 10 月間邀集司法院、內政部警政署、部內調查
局達成建置「司法聯盟鏈」之共識後，蔡部長進一步指示……..（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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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部會「物價聯合稽查小組」下週全面行動 

 嚴查囤積不法，穩定國內民生物價 

    近期民生餐飲頻傳

漲價情事，惟查上游由國

內供應的主要肉品、蔬果

並未有明顯價格波動，生

產端與消費端之價格走

勢有相當差異，為防堵不

肖業者藉機哄抬物價、違

法囤積或聯合壟斷，行政院已責成法務部於 110 年 12 月 10 日成

立跨部會「物價聯合稽查小組」，將特別針對指標性業者漲價作為

進行稽查，若有不合理漲價作為，將速查嚴辦。 

    行政院沈副院長於本(12)月 14 日穩定物價會議中指示，物價

聯合稽查小組於下週起全面行動，優先針對近期已漲價且具指標性

之連鎖品牌業者，列為第一波稽查對象，包括火鍋店、速食店、特

色料理餐廳等。 

    物價聯合稽查小組將請業者提供具體漲價原因、品項、漲價幅

度、供應商名單及相關佐證資料，並配合現場稽查，逐一查證業者

漲價之合理性。另外，物價聯合稽查小組除追查餐廳消費端，還會

依食材供貨管道向上追溯到供應商、通路商、生產端，以找出不合

理漲價或聯合壟斷的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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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經物價聯合稽查小組查證涉有公平交易法第 14 條聯合行為、

第 25 條欺罔行為或刑法第 251 條意圖抬高交易價格，囤積物品等

情形，即交由公平交易委員會或法務部所屬檢調機關依法速查嚴辦，

並以罰鍰或刑罰來嚴懲不法。 

    物價聯合稽查小組將由法務部偕同公平交易委員會、經濟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財政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部會單位組成，

沈副院長要求相關部會要齊心協力共同打擊不法，一同稽查行動，

遏阻違法囤積哄抬犯行。 

    政府藉此再次慎重呼籲廠商、業者基於社會責任，配合政府穩

定物價政策，切勿貪圖蠅利而觸法。政府勢必以具體行動及決心，

維護國內民生物價穩定，讓人民能夠過好年。 

 

 

（資料來源：法務部） 

  



 

4       

 

 全國觀護人職能訓練暨業務研討會登場 

 建立觀護新思維，迎向後疫情時代 

    為提升觀護效能，以落

實司法保護政策，法務部特

於日前（110 年 12 月 7 日）

結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共同辦理「全國觀護人職能

訓練暨業務研討會」，以實

體及視訊方式同步進行。透

過雲端無遠弗屆的場域，強化並提升全國觀護人的專業能力，並精

進職能素養，以達深化觀護與司法保護之雙重目的。 

    此次的活動，理論與實務兼具，特別邀請了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劉兆隆教授、法務部法制司鄧巧羚副司長、臺灣高等檢察署王金聰

檢察官，分別講授「危機管理與公共關係」、「監護處分之執行及

轉銜機制」及「易服社會勞動督核」等議題。另也邀請臺灣更生保

護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兩位執行長，講述實務上運作模式及

經驗，研討觀護人如何突破既有的框架，讓觀護工作可以更多不一

樣的觸角連結。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也親自出席上開研討會，除對於全國觀護

人長期在工作上辛勞付出表達感謝外，並於致詞時表示，時代不斷

在變遷，科技也不斷在進步，疫情期間，觀護人善用視訊及網路以

持續辦理觀護業務，例如對於需要執行監控之性侵害案件被告，或

是社會勞動執行之督核，即採用科技設備的監控與AI智慧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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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科技化法務部」的具體作為。接下來，面臨後疫情時代，更

要超前部署，以新的觀護思維，打破舊有的思考模式，運用各項現

代科技及社會資源，與時俱進，擴大執行成效。以觀護人執行案件

為例，對於罹患精神疾病之受保護管束人，可以妥善運用風險因子

評估，結合社會安全網的網絡機制，在就醫與就業等方面積極給予

協助，及早運用相關的社會資源及科技輔助，以有效預防再犯。 

    另外，蔡部長也藉此肯定全體的觀護人，在今(110)年疫情最

嚴峻的時期，共同伸出援手，結合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臺灣更生保

護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運用三會現有資源，全力推動紓困措

施，透過「紓困採購團」與「抗疫關懷箱」，關懷弱勢的司法保護

對象，協助他們度過難關，深獲民眾肯定。 

    蔡部長對於落實觀護及司法保護業務非常重視，除積極推動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之修法工作外，更向行政院極力爭取請增員額，

迄至 114 年止，將可增加高達 26 名之觀護人員額。因此，部長也

在最後勉勵大家，不久的將來，法制及人力均將到位，期許每一位

觀護人都要繼續堅守崗位，並將該日所聽所學，貫徹執行在每件經

手之個案，協助犯錯的人改過向上，幫助司法弱勢重新振作，以善

盡司法保護之責任。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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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部長扮演推手 

 演奏證物鏈與區塊鏈的交響曲第二樂章 

    繼法務部主動於今（110）年

10 月間邀集司法院、內政部警政

署、法務部調查局達成建置「司法

聯盟鏈」之共識後，蔡部長進一步

指示，加速進程，並廣納各界意見，

早日付諸實現，以符合民眾之期待。有鑑於此，法務部訂於 12 月

27 日，在調查局大簡報室，舉行證物鏈與區塊鏈的交響曲第二樂

章－「司法聯盟鏈驗證發表研討會」，透過調查局提出實際運用方

案，驗證司法聯盟鏈之可行性及可信度，以助於 111 年 6 月完成

雛型平台之政策目標。該研討會將以「法律科技結合，建立人民信

任」主軸，聚焦運用區塊鏈於「數位證據」、「營業秘密」及「國

網中心服務發展」等主題，加上「各國司法創新運用」之議題討論，

期望透過本次產、官、學、研各界專家學者腦力激盪，共同探討在

面對數位科技挑戰下，如何結合區塊鏈與法律規範，提出符合民眾

需求的證物監管機制。 

    為讓外界更加瞭解本部積極運用區塊鏈科技之具體作為，特

於本(12)月 1 日下午利用與媒體記者茶敘之機會，向外界說明上

述規劃，蔡部長並表示，「科技化的法務部」是持續在推動之政策，

上述研討會將邀請司法聯盟鏈會員（法務部、司法院、臺灣高等檢

察署、內政部警政署、法務部調查局）、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

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司法警察機關、律師、公證人、銀行及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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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業界代表及專家、學者，會中除將展示「司法聯盟鏈」驗證方案

外，並規劃法律與科技相關議題，與國內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進行

雙向交流及經驗分享。 

    此外，法務部為貫徹蔡部長指示，加速「司法聯盟鏈」建置規

劃，已成立三個工作小組，由檢察司司長擔任工作小組召集人，下

設法規組、應用組及技術組，由各小組成員分工進行，各組負責各

種對應議題，「法規組」係負責建立區塊鏈上鏈程序、研擬區塊鏈

證據規則等；「應用組」係負責實際進行區塊鏈運作、後續會員審

查機制等；「技術組」係負責規範司法聯盟鏈統一規格、建置聯盟

基礎建設等。工作小組將運用研討會之成果，讓後續「司法聯盟鏈」

之建置更加完善。法務部也將持續推動各項司改作為，精進司法為

民！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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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監特見案調查前首長刑責 

 廉政署報請北檢偵辦 

    外界關心台北監獄的特見

弊案，法務部 110 年 11 月 25 日

晚間表示，前典獄長謝琨琦於任

職期間，疑因他人私人情誼，助陶

姓收容人辦理接見涉違規，為追

究有無刑責，廉政署立案並報請

北檢偵辦中。 

    行政責任部分，法務部表示經矯正署考績委員會初核程序「建

議」給予謝琨琦（已退休）申誡 2 次，正由法務部審核中，還沒有

最終結果，且後續如查得涉及刑事不法，法務部仍得依公務員懲戒

法逕將謝男移付懲戒，因此外界有人指稱僅申誡 2 次輕輕放下等

語，應有誤解。 

    全案緣於，媒體報導，竹聯幫陶姓槍手服刑期間，台北監獄在

2 年內，核准竹聯幫大哥及幫眾與陶男會面（12 次特別事由接見、

4 次增加接見），且前立法委員黃國昌也批評今(110)年 4 月台北

監獄的特見弊案至今未提出調查報告，引發軒然大波。 

    法務部長蔡清祥在立法院接受媒體聯訪說，已立案分別調查刑

事及行政責任，一直有在調查，絕不寬貸，有違法違紀事實均會嚴

辦，擬就違失人員記申誡 2 次，另指示，矯正署提出改進及精進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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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 110 年 11 月 25 日發布新聞稿指出，法務部政風小組

啟動行政調查，經查知謝琨琦於任職期間，疑與鍾姓民眾本於私人

情誼，協助陶姓收容人辦理接見事宜，恐有違反廉政倫理規範情事。 

    新聞稿指出，蔡清祥向來要求矯正機關必須貫徹依法行政，矯

正首長更應以身作則，公正、公平、公開辦理各項監所管理工作，

此次事件發生，法務部非常重視，絕不護短，分別責令進行行政調

查與刑事追究，目前行政懲處仍在審核中，刑事責任也持續查辦中，

對於相關疏失及不法，將以最嚴格的態度，重罰嚴懲，以正官箴。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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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文資局秘書室主任蕭銘彬涉貪 

 彰檢起訴 6 人 

    文 化 部 文 化

資產局秘書室主任

兼專門委員蕭銘彬

在擔任文資局科長

期間利用其審查開

發廠商提出「水下

文 化 資 產 調 查 計

畫」案、採購水下文化資產調查儀器設備及辦理雲端火災預

警系統規劃建置採購案，向廠商索賄 857 萬元，彰化地檢署

以違反貪污治罪條例將蕭銘彬及廠商等 6 人提起公訴。  

    彰化地檢署今 (110)年 3 月接獲檢舉，離岸風電工程出

現「綠蟑螂」索賄，經調查發現，離岸風電需通過水下文化

資產調查後，才能取得開發許可。蕭銘彬在擔任文資局水下

文化資產科長期間，主辦水下文化資產調查計畫及報告初審

工作，2016 年 11 月間，主動邀約盟帝電科公司董事兼副總

經理譚譚順倫，提議由譚男出面與各開發商接洽，並向各開

發商施壓或推薦調查報告得委由盟帝公司撰擬，暗示如不委

請盟帝公司撰擬調查報告，將不易通過審查或遭退件。  

    起訴書指出，2016 年 11 月至 5 月間，共有福海二期、

西島、彰芳及福芳離岸風力發電開發商「永傳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4 案調查報告，苗栗外海離岸風力發電開發商上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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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公司 1 案調查報告，「海龍二、三號離岸風力發電風場」

開發商玉山能源公司 2 案，台灣綠色電力公司委請艾奕康工

程顧問公司辦理的「海峽離岸風力發電計畫 27、28 號風場」

開發計畫 2 案，竹風電力公司籌備處的「竹風電力離岸風力

發電計畫 1 案，共 10 案風場調查報告均委請盟帝公司撰擬

環境影響評估調查報告後，陸續通過專案小組會議審查，盟

帝公司向 4 家開發商收取 10 案風場調查報告報酬 895 萬元

後，再交付賄款 172 萬元給蕭銘彬。  

蕭銘彬 2016 年得知水下科將採購水下無人遙控載具

ROV 案、側掃聲納 SSS 案及底層剖面儀 SBP 案等水下儀器

設備，即向玉豐海洋科儀公司負責人張男透露，但因張男不

熟悉投標政府標案，便透過神奇公司負責人林男委請譚男及

蕭銘彬洽詢如何順利投得標，決定由玉豐公司承攬採購案，

並將賄款以顧問費名義支付盟帝公司，再由譚男轉交蕭銘彬

作為其協助包庇護航玉豐公司得標之對價。  

蕭銘彬事先告知譚男投標廠商家數，以排除或限制其他

廠商競爭，並告知譚男標案所擬定配備規格檔案，並納入

ROV 案、SSS 及 SBP 案規格需求說明書內，以此方式限制

ROV 案競爭者，並將設備規格資料也提供給玉豐公司參考，

另有張男及吳男安排廠商參與圍標、陪標，玉豐公司最後以

1890 萬多元標得 ROV 案，以 1106 萬多元標得 SSS 及 SBP

採購案。玉豐公司得標後即各匯款 737 萬多元、431 萬多元

至盟帝公司帳戶內，譚男再分 4 次交付蕭銘彬 585 萬元賄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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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銘彬擔任文資局秘書室事務科科長期間負責辦理火

災預警系統設備用於古蹟建築，於 2019 年間邀黃姓消防設

備師等人至文資局協商如何辦理雲端火災預警系統採購案，

並提供先前文資局委託某廠商規劃建置圖面供黃男參考，與

黃男等人約定倘若該採購案成案後，將由頂石雲端公司與黃

男推薦的巨烽公司共同承攬該案。  

黃男並提供其所設計規劃的工程需求說明書給蕭銘彬

修改，可提高巨烽公司得標機會，蕭銘彬則向黃男索賄 100

萬元，該案於 2020 年 1 月由巨烽公司以 900 萬元得標，黃

男等即依約分 3 次共交付 100 萬元賄款給蕭銘彬。  

據了解，蕭銘彬誇張之索賄行徑，收到連業界都口耳相

傳「送件一定要找蕭銘彬」，彰化地檢署依違反貪污治罪條

例將蕭銘彬、行賄廠商譚順倫、消防設備師黃男等共 6 人起

訴，並建請法院沒收或追徵蕭銘彬犯罪不法所得。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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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藥穩血糖、降三高 

 營養師：一類人可多吃 一類人不行 

    吃起來口感黏滑的山藥，營養

價值相當高，富含蛋白質、膳食纖

維、維生素 B 群等營養成分，更是

高鉀食材，尤其特別含有「麩胺酸」

及「薯皂苷」成分，具有顧胃、降

三高、助消化、提升免疫力、抗老化、減肥等功效。 

    台安醫院營養師劉怡里表示，以澱粉類食材來看，100 克的山

藥有 84 大卡熱量，比起白米的 140 大卡的熱量低，抗性澱粉含

量多，加上山藥的膳食纖維含量也高，可以取代米飯當主食吃，有

助於減肥，並能穩定血糖，但糖尿病人要注意不可吃太多。 

    山藥的蛋白質含量高，劉怡里指出，其中山藥所含的必需胺基

酸中的麩胺酸也很高，更含有薯皂苷成分，可以幫助修復黏膜及傷

口，因此有「顧胃」功效，也有助於免疫力提升，還增加雌激素，

更年期婦女可多食用。 

    山藥含有黏液是水溶性纖維，也含有植化素「楊梅素」成分，

有助於血糖的穩定，維持血管彈性，促進血液循環，並且山藥的含

鉀量高，能降血壓，因此吃山藥對於改善三高問題有益。 

 

 

（資料來源：元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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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做健康檢查嗎？ 

 醫籲這「3 類人」最好定期做 

    人體大部分慢性疾病如能在臨床期之前發現就應及早治療，

治療效果會遠比症狀顯現

後才治療來得好多，復原

機率也比較高，早期發現

是醫療面外很重要治療因

子。醫師提醒，做健康檢查

精神就是趁疾病還潛在人

體中但症狀尚未顯現出時，先檢查出並加以治療，以達「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減少疾病繼續惡化。 

    安南醫院健檢中心主任黃守正醫師建議下列 3 類人應加強對

自我身體警覺性，最好都能定期接受健康檢查，預防疾病更惡化： 

一、 30 歲以上，不論男女，有不尋常的身體型態和功能有

變化者。 

二、 有家族病史者。 

三、 自覺有需要者：健康檢查對那些「沒有症狀」、「外表

看來沒有疾病」的正常人更別具意義，因無日常警告訊

號與自我身體警覺性，當一旦症狀發生時反而會延誤

治療良機。 

    黃守正醫師提到並非每一項疾病檢測都百分百，這跟疾病本

身篩檢方法準確性和儀器限制性都有關係，有些受檢者在檢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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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可能會超出正常值就誤以為有疾病，而一些體內有潛在疾

病因子的人有可能因沒有被檢查出來而錯過早期矯正或治療時

機。此外，一些受檢者檢查後報告顯示正常就認為很健康，於是放

心大吃大喝或忽視日常保健，這種觀念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黃守正主任提醒，健康檢查後民眾大多有一些異常數據出現，

醫師有做任何建議時，受檢者應遵從建議，後續追蹤來診斷治療並

養成良好生活習慣來減少危險因子，如此健康檢查才有實質意義。 

    倘若只是應付心態，想說每年定期健康檢查就認為是對健康

有交待，但健檢後無追蹤檢查改善生活習慣，如此一來健康檢查有

做跟沒做一樣。 

 

 

（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