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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戒菸就贏比賽起跑保障收容人健康權 
為鼓勵收容人戒菸，並保障不吸菸者之健康權，法務部特於 4 月 13 日與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共同舉辦「2022 戒菸就贏比
賽」記者會...…（繼續閱讀 p.2） 

酒駕公共危險罪受刑人在監處遇情形 

酒駕肇事造成道路危險，飲酒也造成大腦的傷害，因此 2010 年世界衛生組
織（WHO）提出「全球酒害防制策略」，將酒駕視為公衛議題，並提升為世

界性的社會問題，政府有責任廣為宣導酒駕防制！……（繼續閱讀 p.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視同作業收容人窺視密碼不當使用公務電腦案 

案情概述：某監所合作社視同作業人員利用平日主管開啓電腦輸入密碼時窺

視並記下密碼，再趁主管外出送貨及盤點……..（繼續閱讀 p.8） 

是感冒還是新冠確診？ 
醫師教 1 張圖判斷「最大差異」 

換季天氣忽冷忽熱，這幾天你也感冒了嗎？且隨著近日全台疫情再度擴大，
如果出現咳嗽、發燒症狀，要怎麼判斷自己是感冒.…….（繼續閱讀 p.15）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新收受刑人攜入針筒及毒品案件 

案情概述：收容人 B 將裝有毒品之夾鍊袋藏於醫療用護膝側邊支撐鐵條夾縫
處，並將助行器底部止滑墊拆下，放入針筒 1 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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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zz6U1KzePba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繼續閱讀
p.10）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收容人出獄後返回到原收容機關員工停車棚縱火案 

案情概述：收容人林女於 110 年 5 月出所後，因不滿在獄中遭受同學欺負自認
未受到長官公平合理的處理，於出監後數日騎乘機車載運……（繼續閱讀 p.13）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機敏性資料使用後未予銷毀致外洩案 

案情概述：某機關同仁 A 為參與機關聯席會議，於會前列印會議中相關高關
懷名單，但會中未使用，回辦公室後一時疏忽……..（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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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戒菸就贏比賽起跑保障收容人健康權 
 

     為鼓勵收容人戒菸，並

保障不吸菸者之健康權，法務

部特於 4 月 13 日與衛生福利

部國民健康署、財團法人董氏

基金會共同舉辦「2022 戒菸

就贏比賽」記者會，希望藉由增設收容人專屬戒菸獎勵機制，鼓勵

有菸癮的收容人加入戒菸的行列。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於會中表示，在矯正機關中推動菸害防制工

作是條漫長艱辛之路，透過結合專業團體與社會資源，提供收容人

多元的戒菸協助，將有助於提高戒菸率。對此，為提升收容人戒菸

意願，鼓勵收容人雖然短暫失去自由，仍可透過參與「2022 戒菸

就贏比賽」此全國性的戒菸行動，找回健康自主權，不再受菸品控

制，把立志戒菸，當作轉變的第一步，讓家人感受到其正向轉變之

決心。 

國民健康署吳署長昭軍表示，感謝法務部對收容人健康的照護，

積極辦理矯正機關菸害防制相關措施，並設置無菸工場協助收容人

戒菸，111年將再次與法務部攜手合力推動「2022戒菸就贏比賽」，

希望透過親情關懷，幫助收容人戰勝菸癮，重新贏回健康。 

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中心林主任清麗表示，「戒菸就贏比賽」

是全球公認可一次協助最多人戒菸的活動，每個民眾都可用支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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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的實際行動，參加戒菸就贏比賽，表達對家人的愛，吸菸受刑人

透過搭配一位不吸菸者報名參賽，不但可以戒除菸癮，還有機會獲

得獎金，可謂一舉兩得。 

戒菸志工李㼈先生則以親身吸菸及戒菸經驗向收容人喊話，期

盼在法務部、矯正署、國民健康署及董氏基金會的全力支持下，能

撼動收容人的吸菸文化，呼籲收容人一同加入戒菸行列，營造矯正

機關戒菸氛圍，一起贏得戒菸就贏的比賽。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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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駕公共危險罪受刑人在監處遇情形 
  

    酒駕肇事造成道路危險，

飲酒也造成大腦的傷害，因此

2010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

提出「全球酒害防制策略」，將

酒駕視為公衛議題，並提升為

世界性的社會問題，政府有責

任廣為宣導酒駕防制！在政府各部門長年宣導及教育下，「喝酒不

開車」已成為台灣社會的共識，酒駕傷亡比例逐年降低，為能持續

減少酒駕行為，法務部矯正署蒐集國內外酒癮戒治相關文獻及專

家學者意見，參酌公共衛生「三級預防」概念，規劃設計矯正機關

酒駕犯處遇方案，提升個人社會責任，減少酒精迷思，並以專業輔

導強化改變動機，期促進行為改變。 

一、三級預防處遇概念 

    推動零酒駕，提升受刑人對社會責任之重視！初級預防層次

採普及性，對全體受刑人宣導認識酒精知識及破除飲酒迷思，防止

未來發生酒駕行為。二級預防層次著重於不能安全駕駛罪名受刑

人，除醫療衛教、學習相關法規，更以生命教育提升酒駕犯對自己

的生命責任及社會責任。三級預防層次對於有酒精成癮可能之酒

駕犯，協助提升改變動機，減少問題行為如酒駕、暴力等，以利社

會功能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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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短刑期」酒駕處遇課程 

    針對刑期未滿 6 個月者，規劃醫療衛教、生命教育、法治教

育三大面向短期課程，強化收容人法治觀念及提升改變動機，並視

需求提供轉介社區相關資源，建立短期實效之介入機制。   

三、推動醫療合作連結 

    酒癮涉及心理與生理雙重層面，非單純以入監服刑方式即可

解決，還須透過引進醫療資源，協助個案接受醫院戒酒治療，改善

因酒癮等問題所造成之酒駕再犯情事。針對可能有酒癮之酒駕犯，

引進醫療資源或延聘具心理輔導專長及團體帶領實務經驗之專業

師資，協助復歸銜接社區處遇。 

  酒駕行為背後潛藏許多社會問題，研究指出酒駕犯之飲酒年

齡通常較早，常飲酒來逃避問題，不但傷身也容易造成更多問題！

法務部矯正署與衛福部合作「矯正機關整合性藥癮治療服務暨品

質提升計畫」，111 年共有 15 間矯正機關獲得相關醫療服務及轉

銜，鼓勵有飲酒問題或酒癮受刑人即早就醫，有效協助擴大處遇服

務網絡，共同努力協助酒駕受刑人復歸社會。 

  酒駕犯之問題複雜及刑期較短形成矯治處遇的挑戰，法務部

矯正署在有限資源下，於矯治過程著重增強其承擔社會責任及提

升對酒駕行為之改變動機，並與勞、衛、社政等力量合作，連結包

括就業、醫療、家庭關係或老年長照等社區資源，社區處遇攜手積

極合作，連結成社會安全網，方能有助復歸社會以達治本之效！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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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機敏性資料使用後未予銷毀致外洩案 

一、 案情概述： 

某機關同仁 A 為參與機關聯席會議，於會

前列印會議中相關高關懷名單，但會中

未使用，回辦公室後一時疏忽忘了將名

單銷毀，直接丟入廢紙回收箱，嗣後被

不知情同事 B 拿給名單所列身分對象 C

再利用，導致部分名單當事人看到名單內

容，B 發現後連忙回收，但已被名單當事人 D 用手機拍下外

傳，全案經考績會決議核予 A 申誡 1 次處分。 

二、涉及法規： 

(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 條。 

(二)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 條。 

(三)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8 條。 

(四)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 

三、原因分析：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8 條「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致個

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之意旨，公務機關之同仁因處理公務而持有

機敏性資料者，應本於職責避免該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

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下稱，資料遭不法情事)，負有保管

責任，惟本案 A 疏未將機敏性資料銷毀而直接丟入廢紙回收

箱，導致機敏性資料外流，未善盡相關保管責任。 

四、 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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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機敏性資料之使用管理。 

機敏性資料應避免列印，若有列印需求得加註「個人資料」、

「密」等字樣，以提高承辦人警覺心。 

(二)會議使用機敏性資料，應善盡保密措施及相關宣導。 

機敏性資料於開會前應提醒在場人員遵守相關保密規定，

並可將資料編號請在場人員簽收領取，會後若無保有必要，

承辦人應行回收銷毀。 

(三)未列密件但涉及個人隱私或個人資料，應確實維護管理資

料之運用，除使用上需注意係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更應注意列有個資紙張不得作

為回收使用，並於使用後確實銷毀，以防個人隱私或個人

資料外洩之可能性。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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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視同作業收容人窺視密碼不當使用公務電腦案 

一、 案情概述 

某監所合作社視同作業人員利用平日主

管開啓電腦輸入密碼時窺視並記下密

碼，再趁主管外出送貨及盤點合作社

庫房每日香菸與電池庫存之空檔時

間，輸入密碼進入主管電腦調閱其他收

容人個人資料。 

二、 原因分析 

(一) 值勤管理員警覺性不足 

管理員業務繁忙，作息及暫離時間易遭視同作業收容

人掌握，如又未確實離開座位即設定螢幕保護程式及

定期更改密碼，易致視同作業人員伺機使用公務電腦

調取資料或其他違規行為。 

(二) 未定期更改電腦登入密碼或自然人憑證的密碼 

管理員於輸入密碼時，疏於防範遭視同作業人員窺探

並記憶密碼，或未使用自然人憑證進行系統登入，並於

離開座位時未將自然人憑證隨身攜帶，致視同作業人

員進入主管電腦輸入密碼調閱資料。 

三、 興革建議 

(一)加強公務機密宣導以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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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利用主管會報及合作社會員宣導現行法令規定、

資訊安全措施、相關洩密案例以及可能導致洩密管道

等方式加強宣導，務使每位同仁均能了解相關保密規

定、法律責任及具體作為，以養成落實資訊安全之使用

習慣，強化同仁戒護勤務之警戒心及危機感。 

       (二)落實資訊安全稽核 

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稽核同仁電腦是否設開機密碼、

螢幕保護程式及每半年更新密碼，並加強宣導個場舍

主管於使用電腦輸入個人密碼時，應避免視同作業收

容人窺視密碼，若使用自然人憑證離座時要隨身攜帶，

以防憑證遭不當使用。 

       (三)強化主管考核監督 

主管獲知屬員業務涉及公務機敏資料時，除應善盡督

導之責任外，若屬員有工作不力、交往複雜、財務狀況

不良、經濟來源可疑，或曾遭檢舉操守風評不佳時，則

應提前加強輔導考核作為，並適採必要之防處作為，以

防範洩密情事發生。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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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新收受刑人攜入針筒及毒品案件 
一、 案情概述： 

收容人 B 將裝有毒品之夾鍊袋藏於醫療

用護膝側邊支撐鐵條夾縫處，並將助

行器底部止滑墊拆下，放入針筒 1支，

以此藏匿毒品及針筒，110 年 8 月 24

日由地方檢察署指揮執行移送入某監

所時一併攜入；同時同批入監新收收容

人有數名，中央臺值班科員指派陳姓主任管理員辦理新收勤

務。 

    陳主任管理員於辦理檢身時，收容人 B 有自述入監前因

車禍受傷左腳膝蓋韌帶斷裂不良於行，需使用助行器及護膝

輔助，並表示腳異常疼痛，要求檢身後再卸除護膝，亦不肯

穿著內褲等脫序行為；陳主任管理員雖仍依規定逐項檢查楊

員身體及所攜物品，其中亦含護膝及助行器，但未發現任何

違禁物品，於辦理完畢後考量入舍房後不便使用輪椅，亦無

法在無輔具之情形下自行如廁，無助行器將難以行動，遂給

予其所攜之助行器及醫療用護膝入新收隔離專區舍房使用。 

    同年月 27 日 10 時 30 分新收隔離專區管理員接獲同房

收容人舉報，收容人 B 疑似藏有針筒，管理員立即報告戒護

科長，隨後立即由中央臺安排警力安檢該員舍房，於檢身時

在收容人 B 口罩中發現針筒 1 支，內含有海洛因液體，並於

其垃圾桶中廢棄泡麵外包裝中查獲疑似毒品殘渣空夾鍊袋 2

個，含微量之海洛因粉末。 

二、原因分析： 

(一)戒護人員未能在配合新防疫政策下落實檢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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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新收人數較多，且為防範新冠肺炎疫情，辦理新收流

程更為繁複，主任管理員雖已進行檢身檢物，惟仍對於收

容人 B 將注射針筒藏於助行器內及將疑似海洛因粉末袋藏

於醫療用護膝中一事不察，未能詳細檢查，致使違禁品流

入戒護區。 

(二)戒護人員對於醫療用品不熟悉致檢查嚴謹度不足 

戒護人員對於收容人醫療用品欠缺基本認識，如醫療用護膝、

輔具、噴劑等之檢查無法落實，藉由觸摸檢查或觀其外觀難

以查覺是否有無變造、改造之情形， 倘藏有違禁物品亦難

以得知。 

(三)戒護夜間警力薄弱，致使新收程序易闕漏 

因夜間警力較為薄弱，遇有新收人數較多時，辦理新收手續

之戒護人員分身乏術，尤其是遇有毒品戒斷、酒精戒斷或精

神疾患收容人不願配合新收流程者，更需耗費時間辦理，極

易造成戒護闕漏。 

三、興革建議： 

(一)配合防疫政策落實新收檢身檢物程序 

檢討各監所防疫政策與檢身檢物程序之相容性，改善相關

流程，並於辦理新收安全檢查時應確實檢查收容人身體及

所攜物品，已檢查與未檢查之物品應分開放置，所有物品

均應詳加檢查夾層處、接縫處或可能藏有違禁品之位置，

醫療輔助用品亦同。 

(二)加強同仁醫療常識和用品認知及生活必需品之判別 

隨著時代變遷，各項設備器材日益精進，收容人所攜物品

種類繁多，其中不乏生活必需之醫療用品或輔具，將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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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醫療常識及醫療用品認知，且過去曾有他監所收容人

將刀片藏於氣喘噴劑內欲攜帶入監之案例，希藉由是類案

例分享經驗傳承，俾利辨別所攜物品是否屬於必需用品，

該以何種方式檢查避免受傷，以兼顧同仁自身安全及維護

收容人人權。 

(三)強化同仁戒護勤務之警戒心及危機感 

遇有毒癮、酒癮戒斷、情緒不穩或舉止異常之收容人應加

強留意其行狀，慎防衍生戒護事故，每位值勤人員一次僅

辦理一位新收，其他新收應於中央臺出庭區等候，由中央

臺科員及專任主管兼看戒護。 

(四)精進改善檢物程序及認定，並予公物借用輔以實施 

新收收容人入舍房前，應由夜勤舍房值勤人員再次檢查，

攜入物品極簡化，僅先給予必需物品使用，若為不易檢查

如助行器等物，可借予公物攜入舍房使用。 

(五)提升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警覺性 

利用勤前、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加強講解剖析

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例，加強勤務教育及戒護觀

念宣導，強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提高同仁對特殊收

容人之警覺性及對突發事件之應變能力。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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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收容人出獄後返回到原收容機關員工停車棚縱火案 

一、 案情概述： 

收容人林女於 110 年 5 月出所後，因不

滿在獄中遭受同學欺負自認未受到長

官公平合理的處理，於出監後數日騎

乘機車載運瓦斯桶 2 桶返回原收容機

關員工停車棚以打火機點燃瓦斯桶，引

發火災並燒燬職員車輛，適逢該監中央台副班科員外巡即時

發現並出言制止，林女隨即騎車離開。科員立即以無線電通

知中央台派員支援，同仁先以滅火器進行滅火動作並旋即聯

繫消防隊及派出所到場協助撲滅火勢及調查。 

二、 原因分析： 

(一) 監所戒護區外警力薄弱，危安事件不易防範。 

矯正機關人力主要配置於戒護區，機關外圍幅員廣大戒護

人力有限，難以全天候看管，僅能定期或不定期巡視，派

出所雖設有巡邏點，但巡邏頻率有限，若未加強落實門禁

管制，易肇生人為破壞之風險。 

(二) 職員停車場無門禁管制且未設置監視系統 

本案職員停車場雖屬機關範圍，惟未建立門禁管制，不易

提前阻絕在機關附近無故逗留、梭巡、觀望，形跡可疑、

行為詭異之有心人士犯罪行為，另在周遭停車場範圍亦未

設置監視系統，難以於關鍵時刻提供破案線索，亦無法嚇

阻不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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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興革建議： 

(一) 視業務性質，設警衛單位或遴僱警衛、保全人員或以替

代役服役人員定期巡視 

為防制危害及破壞事件之發生，各機關應視業務環境特

性，結合整體資源力量，設警衛單位或遴僱警衛、保全

人員或以替代役服役人員定期巡視，以加強機關周遭門

禁控管，增加外巡頻率及停留點，以杜絕機關設施遭受

人為破壞。 

    (二)強化設置硬體設備 

定期檢視及維護監視錄影設備，盤點機關周邊可能的治

安死角，必要時增設監視錄影鏡頭，增加鏡頭覆蓋率，

避免外人有機可趁，嚇阻暴力危害事件發生，並定期檢

查消防安全設備，遇有火警俾利迅速因應妥處。 

    (三)協調當地治安單位增加巡邏頻率 

機關可依實際狀況協調當地治安單位設置巡簽巡邏箱，重

點守望並留意機關周邊治安死角，擴充機關安全維護能量，

有效提升辦公處所周遭環境安全，維護整體公務運作。 

    (四)強化職員（工）警覺意識並加強維護宣導 

培養員工安全意識，於上班時段密切注意可疑之人、事、

物，多數機關為開放式服務機關，民眾進出頻繁，實施門

禁管制不易，惟仍可請服務臺或保全人員加強辨識，留意

是否疑似攜帶危險物品、穿著不合時宜、詢問特定人員位

置、嘗試進入非洽公區或其他形跡詭異逗留行為。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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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感冒還是新冠確診？ 

 醫師教 1 張圖判斷「最大差異」 

    換季天氣忽冷忽熱，這

幾天你也感冒了嗎？且隨著

近日全台疫情再度擴大，如

果出現咳嗽、發燒症狀，要怎

麼判斷自己是感冒還是罹患

新冠肺炎？中醫博士樓中亮

在 FB 粉絲專頁指出，新冠病

毒的症狀常與一般感冒與流

感有眾多相似之處，若想確認到底是中標還是只是小感冒，就要先

知道 Omicron 變種病毒、一般流感與感冒的症狀特徵，以及做好

「5 大自我保護守則」。 

症狀大解析！感冒、流感、新冠肺炎 

樓中亮表示，一般感冒、流行性感冒、新冠肺炎與 omicron 變種

病毒等，都會出現呼吸道症狀如咳嗽、流鼻水、鼻塞、喉嚨痛等，

以及全身性症狀如：頭痛、全身痠痛、疲倦乏力等；雖然症狀真的

很類似，但還是可以多加留意不同之處。 

一般感冒：發燒、呼吸道症狀及全身性症狀中有 1～2 個。 

流行性感冒：發燒頭痛、呼吸道症狀、全身性症狀、肌肉痠痛。 

新冠肺炎：發燒、乾咳、乏力為主要表現，少數有鼻塞或流鼻涕，

失去味覺或嗅覺、肌肉痠痛、腹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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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變種病毒：乾咳、極度疲勞、肌肉痠痛、喉嚨沙啞，少

數會發燒、失去味覺或嗅覺。 

病毒傳染途徑是怎麼找上你的？ 

若出現以上症狀仍無法判

斷，就要留意感染的來源與

途徑。樓中亮也說明不同的

病因來源： 

感冒-常因著涼、淋雨、疲勞

過度或免疫力下降等原

因。 

流行性感冒-一般在季節轉換時，病毒透過飛沫傳染，所以往往是

一群人同時感染。 

新冠肺炎與 Omicron 變種病毒-透過「空氣傳播」(咳嗽和打噴嚏)

與「接觸傳播」(觸碰帶有病毒的

物體、表面或握手等親密接觸後，

再觸碰口鼻或眼睛。)等 2 種傳染

途徑。 

日常防疫落實 5 守則 

樓中亮呼籲，雖然不知道疫情何時會結束，但只要將日常的消毒與

防疫做好，就能慢慢地將傳播鏈斷開，做好以下 5 件事，一起學

習與病毒抗衡的辦法。 

減少出遊：我們知道本土疫情又開始出現，如果不是住在桃園、新

北等地的民眾，就算過年也不要到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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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前往人多的地方：接觸可能的確診者會增加感染的機會，因此

建議盡量避免前往人多壅擠的地方。 

戴上口罩：如果有患者在你附近咳嗽，戴口罩就能很好地預防感染

的機率，並且要經常更換口罩。 

正確洗手：建議洗手約 20 秒鐘。如果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電梯

後，還有進食之前都要洗手。 

提高免疫力：保持健康的食習慣和規律運動，及補充維他命 C，有

助於加強免疫系統。 

 

 

（資料來源：元氣網/新冠肺炎/預防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