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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部長號召熱血球迷朋友攜手「反毒、防賭」 
行動力挺灌籃高手 

為了加強推動法務部與職籃聯盟攜手合作之反毒、防賭機制，法務部蔡部長
今（14）日特別出席臺灣男子職業籃球聯盟...…（繼續閱讀 p.2） 

綿密社會安全網 

銜接精障受刑人及受處分人回歸社區 

為落實法務體系與社會安全網之銜接，讓即將出監（院）之精神疾病患者
或精神障礙者之受刑人或受監護處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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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勞受刑人吃檳榔 
管理員遭判 2 年刑 

台中一名李姓監所管理員，107 年間帶收容人到監外作業時，兩度自掏腰包

買啤酒、檳榔「搏感情」，事後獄方發現，就請……..（繼續閱讀 p.8） 

振興醫院院長魏崢也確診輕症 
提供染疫後注意事項 3 大重點 

國際知名心臟外科權威魏崢醫師傳出感染 Omicron 輕症，於 5 月 15 日 PCR
結果出爐為確診.…….（繼續閱讀 p.15） 

勞動部職訓師爆貪污 
內神通外鬼 10 年爽 A 國庫 669 萬 

隸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助理研究員林文山，平時擔任職訓師
工作，涉嫌利用教授課程需辦理採購職訓設備材料…..（繼續閱讀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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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cron 確診者就算輕症也會有後遺症？ 
告訴你如何處理後遺症！ 

Omicron 變異株傳染力超群，台灣本土新冠病例每天創新高，同時也有許
多確診者康復並解除了隔離。在元氣網……（繼續閱讀 p.12） 

臺灣率先全球 
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簡稱 UNCAC）旨在指導並提供各國反貪腐法制及政策……..（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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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部長號召熱血球迷朋友攜手「反毒、防賭」 

 現身 P. LEAGUE+聯盟賽事開球，行動力挺灌籃高手 

    為了加強推動法務部與職籃

聯盟攜手合作之反毒、防賭機制，

法務部蔡部長今（14）日特別出席

臺 灣 男 子 職 業 籃 球 聯 盟

「P.LEAGUE+聯盟」2021-22 球

季例行賽，在新北國王隊之主場館

《新莊城堡》（新莊體育場）由「新北國王」對上「高雄鋼鐵人」

之賽事，部長親自下場主持開球儀式並接受賽前訪問，號召在場的

熱血球迷朋友，一起攜手「反毒、防賭」，共同維護職業運動之健

全發展。 

    蔡部長於賽前受訪時談到此次挑選「反毒、防賭」為主題，除

了係以防制不法份子介入運動賽事而影響職籃運動公平性為首要

目標外，另為加強防範毒品濫用甚至侵入校園，而影響青年學子身

心健康，因此法務部特別利用職籃賽事的場合，由部長領軍，以行

動力挺灌籃高手，並鼓勵年輕人接觸各項運動培養正向舒壓管道，

以杜絕毒品誘惑及戕害身心。 

    部長也向現場以及觀看轉播的球迷觀眾朋友們，介紹法務部所

屬檢察機關與職籃聯盟各球隊建立之在地合作機制，透過各球隊與

主場所在地之地方檢察署建立直接聯繫窗口，安排檢察官至各球團

辦理法律宣導及雙向座談，以及由檢調人員不定期監賽等方式，協

助球團防杜可能影響職籃運動發展的任何不法情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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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配合當日《新莊城堡》舉辦《新北人 戰出來》主題活動，

法務部同時舉辦「變裝化身反毒 HERO」以及「轉動多元戒毒 人

生走向幸福」等法治宣導主題活動，邀請大朋友、小朋友穿上檢察

官法袍搖身一變成為反毒 HERO，參與反毒知識有獎徵答。此外，

P. LEAGUE+聯盟及「新北國王」球隊也共襄盛舉，贊助提供「新

北國王」明星球員簽名手機架以及 P. LEAGUE+聯盟 LOGO 毛巾

等限量精美禮品，引起眾多現場球迷朋友反應熱烈，大家齊聲為「反

毒、防賭」的行動讚聲！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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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密社會安全網，銜接精障受刑人及受處分人回歸社區 

 法務部舉辦加強社區轉銜機制北區座談會 

    為落實法務體系與社會安全網

之銜接，讓即將出監（院）之精神疾

病患者或精神障礙者之受刑人或受

監護處分人（下稱精障受刑人及受

處分人），均能經由妥適之轉銜會議

而順利回歸社區，法務部除秉持蔡部長指示積極參與行政院社會

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及執行外，更陸續於今（111）年 4 月 22 日、

28 日，分別在中部及南部地區，召集當地檢察及矯正機關，舉行

精障受刑人及受處分人出監(院)加強社區轉銜機制中區、南區座談

會。今（6）日則在臺灣高等檢察署會議室，召開北區座談會，蔡

部長對此一系列之座談會非常重視，特別親自到北區座談會場鼓

勵與會同仁，並期許藉由今日之座談會，幫助承辦同仁了解各地實

際運作情形，促進各機關執行社區轉銜機制之經驗交流，讓轉銜機

制運作更加順暢，確保社會安全網接住每個需要被接住的人。 

    為兼顧防疫，今日座談會兼採實體及視訊方式辦理，會中由法

務部保護司吳怡明副司長說明精障受刑人或受處分人加強社區轉

銜機制流程及轉銜會議辦理Ｑ＆Ａ之參考指引，並由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馬中人主任檢察官、臺北監獄羅東弘調查科長及基隆監

獄吳文怡心理師，分享檢察及矯正機關辦理轉銜會議經驗，另還邀

請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人員向大家介紹地方政

府社會福利及精神醫療資源之連結運用，最後透過綜合座談，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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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各機關在執行上所遭遇之困難或對相關政策實務運作之建

議，並共同研議可行之解決對策，期讓轉銜會議精益求精，能夠發

揮最大的成效。 

    法務部仍將持續結合司法、心理、衛生、社工、勞動、民政及

更生保護等機關，本諸政府一體，發揮團隊精神，分工合作，針對

精障受刑人或受處分人出監（院）回歸社區，做好轉銜工作，以更

綿密的社會安全防護網絡，一方面幫助他們返家後仍能順利就醫、

就學或就業等，另一方面也能實現民眾對於安全生活之期盼。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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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率先全球 

 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簡稱 

UNCAC）旨在指導並提供各國反貪腐法

制及政策，締約國(方)自 2009 年起，就

落實公約情況，實施國別審查機制，截至 

2022 年 3 月止，189 個締約國(方)中，僅 19 個締約國(方)就整部

公約執行情形，完整公布第 1 次的國家報告；我國雖然不是 

UNCAC 締約國，為接軌國際，展現高度廉潔承諾，2015 年通過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自主實踐公約，2018 年自主公布「聯合

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並邀請 5 名國際反貪專家來臺完

成國際審查，可謂國際首創；歷經 4 年持續推動，由專家學者、

民間團體與政府機關的努力下，克服疫情之挑戰，終於在上(4)月 

20 日率先全球，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 

    本次報告提出 10 項執行亮點成果，包含洗錢防制相互評鑑、

亞洲公司治理評鑑、國防廉潔指數皆獲得佳績，另接軌國際推動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拓展國際刑事司法互助，同時善用我

國優勢，推動機關採購廉政平臺、透明晶質獎試評獎、深化廉潔教

育、跨域培訓反貪人才，並落實貪腐不法所得查扣與沒收，具體回

應公約與國際趨勢之要求。 

    本次報告也提出 5 項策進作為，將持續健全法制，如整併貪

污治罪條例及刑法瀆職罪章，擬定「影響力交易」規範、推動揭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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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保護等，並建立緊急採購透明化措施並進一步落實檢審機關追

訴貪腐犯罪，以符合國際反貪腐趨勢及回應社會期待。 

    今(111)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我國將舉辦第二次國家報

告國際審查會議，邀請長期投入國際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在反貪腐

領域深耕並具影響力之專家，來臺進行實地審查，並就報告內容再

次提出結論性意見，5 名審查委員包含國際透明組織前主席 José 

Ugaz(秘魯籍)將再次受邀擔任本次審查會議委員會主席，另首次

加入國際透明組織國際公約部部長 Gillian Dell(美國籍)、國際透

明組織紐西蘭分會執行長 Julie Haggie(紐西蘭籍)等 2 位女性專

家，期待以不同性別之觀點，拓展反貪腐議題之視野，同時曾參與

首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專家，國際透明組織韓國分會前主席 Geo-

Sung Kim(韓國籍)及美國律師協會區域反貪腐法律倡議顧問 

Peter Ritchie(澳洲籍)等 2 位，亦持續參與本次審查工作，屆時 5 

位國際專家將齊聚一堂，針對我國落實公約的執行情形，與我國各

機關進行深入對談，我國也將結合國內來自政府、企業與民間社會

力量，讓國際更瞭解我國在捍衛反貪腐普世價值之具體作為與決

心，相信將會是一場相當精采之盛會。 

    我國反貪腐與國際接軌的腳步及決心未曾停緩，推動廉政的

努力有目共睹，今(111)年國際透明組織公布的 2021 年清廉印象

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我國在排名與分數上

皆為歷年來最佳成績，也是國際給予肯定的最佳印證，未來將持續

關注國際趨勢與公約自主實踐，使臺灣各項表現更向上提升，讓世

界看見更廉潔的臺灣。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8       

 

 慰勞受刑人吃檳榔 

 管理員遭判 2 年刑 

    台中一名李姓監所管理員，107 年

間帶收容人到監外作業時，兩度自掏腰包

買啤酒、檳榔「搏感情」，事後獄方發現，

就請李姓管理員自首，台中地院審酌其自

首且圖利金額約 1800 元，依貪污治罪條

例的圖利罪嫌，減刑兩次，最後判處 2 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 4 年，

全案仍可上訴。 

    據判決書指出，台中一名 44 歲李姓監所管理員，107 年 4 月

11 日、25 日時，帶著 11 名外役監收容人到彰化少輔院監外作業，

當時李男看收容人工作勞累，就自掏腰包買了啤酒、檳榔、飲料請

收容人享用，不料事後回中監時，戒護科的人員發現收容人竟渾身

酒氣，一問之下才知竟是李姓管理員請客，但根據監獄行刑法規定，

收容人禁用菸酒，且台中監獄規範收容人不得吃檳榔，事情李男在

獄方要求之下，於同(107)年 5 月 1 日至廉政署中部組自首認罪。 

    案經審理，李男在庭上辯稱，事前不知收容人不得飲酒、吃檳

榔，只是因為收容人工作很辛苦，才想「慰勞」一下，不過法官認

為，李男擔任監所管理員已近十年資歷，不可能不知規定，但審酌

李男為自首且請客金額於五萬元以下，針對兩次請客犯行，依貪污

治罪條例的圖利罪嫌，判處各 1 年 10 個月，併應執行 2 年有期徒

刑、褫奪公權 4 年，全案仍可上訴。 

           （資料來源：三立新聞網/Yahoo!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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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職訓師爆貪污 

 內神通外鬼 10 年爽 A 國庫 669 萬 

    隸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彰投分署的助理研究員林文

山，平時擔任職訓師工作，涉嫌

利用教授課程需辦理採購職訓

設備材料物品的機會，提出請購

需求，再透過自營公司進行投標，從中賺取差價，或是洩漏

採購秘密給投標公司來獲取回扣。彰化地檢署搜查，發現林

男近 10 年來涉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及收受回扣近 669

萬 6580 元。檢方今日偵查終結，依《貪污治罪條例》對林

文山等 5 人提起公訴。  

    彰化地檢署表示，該案經廉政署中區調查組獲報，彰化

地檢署立即組成專案小組偵辦，經透過金流分析掌握相關犯

罪事證，今年 3 月 15 日，檢警出動搜索涉案人等住所及辦

公室等共 11 處，約詢涉案人員 13 人，經訊問後認為林文山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罪嫌重大，且有逃亡及串證之虞，今向法

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起訴內容指出，林文山（45 歲）本身為採購承辦人員，

依法應予以迴避不得投標，但他利用教授課程辦理採購辦理

職業訓練設備材料物品的機會，提出請購需求或簽辦 10 萬

元以下及逾 10 萬元開口契約等採購標案，並找來不知情的

老母當人頭開設「恒昕」材料公司，或借用「如元傑」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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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義，陸續承攬得標各項採購案，最後再利用自己擔任

實質驗收人之優勢，佯以備品或舊品充當新品出貨，致機關

陷於錯誤，予以通過驗收，其利用職務機會從中詐得採購價

金 403 萬 4035 元。  

檢方也查出，林男於 2014、2015、2019 年時，利用購

辦公用器材採購標案機會，事先委請梁男、劉男擬定標案設

備規格或預算，以變相洩漏採購秘密方式，進而收取回扣賄

賂為對價，藉此護航楊姓、劉姓、陳姓等廠商提早獲悉採購

資訊，進而及早備標而得標，林男再從中向其收取回扣總計

266 萬 2545 元。  

「完全就是一手遮天！」承辦檢察官表示，林男擔任勞

動部講師，課程常需要電線、馬達等五金材料，因此多次提

出利用請購需求，再利用自營公司得標採購案，但買來的東

西卻不是完全拿去教學，而是留下大部分拿去自售，使其獲

利，簡直是把納稅人的錢當提款機。  

檢方也指出，林男也相當狡猾，為迴避稽查避免單一公

司得標，遂找來如元傑公司等幫忙承標，如有超過 10 萬元

採購案，就洩漏採購規格給熟悉廠商，藉此收取回扣，而這

些不法廠商更不乏是上過職訓課的學生，根本就是「內神通

外鬼」，經查，林男 10 年來利用職務詐取及收取之回扣不

法案件約 180 起，金額達 669 萬 6580 元。  

彰化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葉建成表示，林文山在押期

間坦承犯罪，並自動繳回 200 萬元，已建請法院將其不法所

得沒收，但他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購辦公用器材收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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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洩漏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消息及《政府採購法》詐術圍標、借牌投標等罪嫌，

因此予以起訴；另同案被告梁男、劉男則犯《貪污治罪條例》

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另楊男、劉男及

陳男等所屬公司涉犯《政府採購法》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

確結果及容許他人借用牌照等罪嫌，據此將以上等人提起公

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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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cron 確診者就算輕症也會有後遺症？ 

 告訴你如何處理後遺症！ 

    Omicron 變異株傳染

力超群，台灣本土新冠病例

每天創新高，同時也有許多

確診者康復並解除了隔離。

在元氣網與 WaCare 共同成

立的「居家隔離怎麼伴？」

LINE 社群中，越來越多解隔者開始討論「後遺症」。 

    到底 Omicron 像流感，還是會對身體造成長期影響？群組中

有人說：「我有點擔心後遺症，因為感覺一直在咳。」也有人說：

「醫師說是確診的後遺症，咳了 13 天，後來症狀逐步有改善，還

是咳嗽。」也有人詢問在日本確診的朋友，對方回答說：「感覺中

氣不足，想咳嗽。」 

Omicron 的後遺症有哪些？ 

    目前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感染 Omicron 康復後，後遺症

與先前的 Alpha 和 Deltaa 有明顯區別，由於它是 Covid-19 的變

異株，後遺症也類似，被稱作新冠長期症狀（Long Covid）。根

據「居家隔離怎麼伴？」中大家的討論，整理出了幾個最常被提及

的症狀： 

    ● 咳嗽，喉嚨有黃綠色黏痰，且不易咳出。 

    ● 喉嚨乾澀、發癢。 

    ● 缺氧、頭暈、全身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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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鼻塞。 

    ● 胸悶、心悸。 

    ● 掉髮、起紅疹。 

    以上症狀可能會持續 4~5 日不等，也可能持續半個月到一個

月以上。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及諸多新冠研究發現，不管是 Omicron，

還是之前的世界霸主 Delta，或一開始的武漢株與 Alpha，後遺症

除了既有的新冠肺炎症狀外，還有以下： 

● 疲勞、注意力不集中 

   這是 Omicron 最主要的後遺症，確診者在康復後依舊會

感到疲勞，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狀，目前並沒有研究顯示會

維持多久。 

    ● 味覺／嗅覺的喪失 

       味覺和嗅覺可能會在感染後持續數週甚至數月，超過 3 個

月的情況是新冠長期症狀中相當常見的情況。 

    ● 腦霧（Brain Fog） 

       腦霧是目前最常見的 Omicron 後遺症之一，主要的症狀

包括失憶，思緒混亂，注意力渙散…等認知症狀，也間接

造成了許多感染者在康復後影響到了工作能力以及日常

生活。 

● 皮疹（Skin rash） 

皮疹看似普通，但是卻是 Omicron 的症狀之一，同時也

是新冠疫情當眾最容易被忽視的症狀。通常會發生在病情

較輕微的患者身上，患部樣子類似凍傷，因此很容易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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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而且皮疹的發生的時間點可能會是在感染的任何一

個時間，可能是剛染疫時，也可能是即將康復的時候。 

    ● 罹患糖尿病的風險提高 

       國際知名期刊「The Lancet」在今(111)年 3 月 21 號發表

的最新研究指出，經過 Covid-19 的急性期後，罹患糖尿

病和使用血糖控制藥物的風險明顯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在

感染後可能導致胰臟的受損，間接影響胰島素分泌而引

起，該研究作者也強調「應把糖尿病是為新冠長期症狀的

後遺症之一」。 

要如何才能預防或減緩後遺症？ 

    目前尚未有明確的預防方式可以降低後遺症的風險，唯一已

知的方式就是接種疫苗。現行新冠肺炎疫苗可有效降低罹患

Omicron 後的重症機率，同時降低 49％的後遺症。 

    根據「居家隔離怎麼伴？」中確診的經驗，Omicron 確診患

者可以在康復後，尋求醫師或中醫師的協助，遵循醫師指示服用緩

解症狀的藥物，相關西藥或中藥，可減緩後遺症所帶來的不適。 

    如果是肺部受損患者，若有缺及呼吸喘等問題，經醫師建議可

在藥局購買氧氣瓶，如因後遺症感到缺氧時，可以使用氧氣瓶減緩

症狀；也要每天清痰，減緩氣管卡痰的困擾。 

 

 

（資料來源：元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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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醫院院長魏崢也確診輕症 

 提供染疫後注意事項 3 大重點 

    國際知名心臟外科權威魏崢醫師

傳出感染 Omicron 輕症，於 5 月 15

日 PCR 結果出爐為確診，魏崢醫師表

示雖是輕症，但有時候也感到非常不

舒服，自己的症狀包含喉嚨發炎、喉嚨

痛到喝不了水，還一度發燒到 38.5度。 

    據媒體報導，心繫員工的魏崢院

長發簡訊給全院員工，除了說明病情之外，也提供染疫後需注意事

項主要分為 3 大重點，並推薦 8 種飲食和 3 種藥物建議，以供確

診的醫護同仁參考。 

一、 飲水量保持充足，幫助化痰 

首先，魏崢醫師表示，染疫後要補充充足水分才能幫助

化痰，若喝清水容易嗆到的話，可以用木瓜牛奶、豆花

代替，吞服藥物亦然。 

高敏敏營養師曾撰文指出，確診新冠肺炎後，各種不適

症狀如喉嚨痛、流鼻涕、發燒及盜汗等，都會加速身體

水分流失，容易造成缺水，甚至脫水的情況，此時確保

水分攝取充足，可以避免症狀加劇。建議喝水時，以「小

口少量、多次喝水」為原則；另外，在攝取水量方面，

則建議在一小時內飲水量不要超過 1000c.c.，每次飲

水量不超過 3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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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準備退燒、消炎、止咳藥物 

至於藥物使用方面，魏崢醫師特別提到 3 類藥物，分

別為退燒止痛藥物普拿疼（院內稱 Depyritin（得百利

寧））、非固醇類抗發炎劑希樂葆（Celebrex），以

及常見甘草止咳水（Brown mixture）。 

魏崢院長補充，其中 Depyritin 不具消炎效果，若出

現發燒症狀，服用時建議每天不要超過 5 顆；而喉嚨

痛時服用 Celebrex 效果較好，但每天不需要超過兩

顆。其中，Celebrex 和 Brown mixture 為處方藥，須

醫師開立處方，民眾不應自行使用。 

三、 選擇不刺激、易下嚥食物及好油，充分補充營養 

魏崢醫師自己感染的症狀中，也包含喉嚨發炎、痛到喝

不了水，但染疫患者的營養補充，也是在康復過程中重

要的一環。因此魏崢醫師建議，可以食用不刺激又容易

下嚥的食物，如木瓜牛奶（少糖）、原味優格、豆花、

布丁、蒸蛋（不要太鹹）、白煮蛋蛋白、橄欖油或苦茶

油。 

魏福部南投醫院營養師黃淑敏曾受訪表示，多數患者

無明顯症狀或症狀輕微，可能會出現鼻塞、咳嗽、流鼻

水等症狀，有人還會喉嚨疼痛難耐，痛到無法進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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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喉嚨疼痛，難以進食，建議可多吃清涼且軟質的食

物，只要將食物煮軟，放涼再吃，可避免過燙刺激喉嚨。

建議可依照全榖雜糧、魚肉蛋肉類、蔬菜類、水果、油

脂與堅果種子類、乳品類等 6 大類食物，將食物煮軟，

待食物稍微涼了再吃。 

安診所鄭乃源院長也曾受訪指出，維持良好腸道健康

在防疫期間十分關鍵，而腸道菌相與食物大類息息相

關，多吃蔬果、補充腸道好菌來提供身體能量來源，除

了鼓勵民眾可吃「泡菜、酸菜」等發酵品，也可多攝取

發酵乳品，如：無糖優格、優酪乳；並減少紅肉、糖類、

飽和脂肪的攝取。 

另外，攝取好油，如橄欖油（Omega3）、苦茶油

（Omega9） 建議 Omega6: Omega3 比例為 1:1-

1:4，但也不需過量攝取 Omega3，每天大概 1-2 克就

已足夠。 

    若有自己無法處理的狀況，尤其是有呼吸困難的情形，請馬上

來掛急診。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地渡過這次的疫情。」 

 

 

（資料來源：早安健康/元氣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