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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疫情發展，法務部舉行視訊會議 
強化矯正機關防疫措施，及時澄清不實傳言 

有鑑於外界十分關心此波疫情嚴峻期間，矯正機關群聚染疫之風險，致迭有
不實傳言或未經求證之報導傳播，恐將造成監所收容人...…（繼續閱讀 p.2） 

企業扶持 復歸加值 

蔡部長親訪感謝優良自主監外作業合作廠商 

為協助受刑人出監後能銜接日後就業，順利復歸社會，法務部蔡部長擴大
推動「自主監外作業」，責成各矯正機關尋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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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消保官當建商門神 
邀 3 官員一起貪遭判刑 

新竹縣政府前消保官羅鈞盛涉嫌長期接受黃姓建商招待喝花酒，投資建案

當「門神」，並擔任協調仲介角色，還邀……..（繼續閱讀 p.8） 

免疫力太強也傷身？ 
提供染疫後注意事項 3 大重點 

為了預防染疫或生病，常運動、攝取均衡營養是提升免疫力的不二指南，但
你知道免疫力「太強」也會傷害身體.…….（繼續閱讀 p.14） 

警界爆集體貪汙！吊扣車牌開假單 
檢約談 38 人、聲押 14 人含 7 名員警 

新北、桃園、新竹三地多名員警涉嫌包庇租賃、代檢業者，利用法規漏洞，讓
危險駕駛、嚴重超速遭吊扣牌六個月無法使用的名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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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醫師確診時 
Omicron 比想像中強！ 

目前在宜蘭診所執業的和信醫院胸腔及加護內科兼任主治醫師李國賢，在
接連接觸五、六位新冠確診病人後……（繼續閱讀 p.11） 

好生涯(牙)就幸福 
矯正機關推動收容人重塑新牙展笑顏協助方案 

法務部矯正署與台塑企業創辦人捐助成立之「王詹樣公益信託」長期合作，
包含推動毒品犯收容人戒毒班之「向陽計畫」……..（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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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疫情發展，法務部舉行視訊會議 

 強化矯正機關防疫措施，及時澄清不實傳言 

    有鑑於外界十分關心此

波疫情嚴峻期間，矯正機關群

聚染疫之風險，致迭有不實傳

言或未經求證之報導傳播，恐

將造成監所收容人及其親友

無謂恐慌或臆測，為免以訛傳

訛，影響囚情，且為因應疫情發展，適時強化矯正機關防疫措施，

法務部於 6 月 2 日上午，邀集矯正署舉行「法務部因應國內疫情

發展研商矯正機關防疫措施」視訊會議。 

    此次會議由法務部防疫長林常務次長錦村主持，與矯正署同仁

共同研議加強防疫事項，包括下列 5 項因應措施： 

一、外國籍與本國籍收容人之防疫規範與醫療處遇，採取一致措施。 

矯正機關收容人，無論本國籍或外國籍，相關防疫規範與醫療

處遇均一致，即凡是 COVID-19 檢驗(含抗原快篩)結果為陽性，

且經醫師問診判定列入確診病例，依收容人病症輕重情形，即

時安排戒護住院或收置於監所內隔離照護專區，並持續透過合

作醫療院所派遣專責醫師進行診治及醫療照護事宜。 

二、對於慢性病、高齡之收容人與隨母入監幼兒等健康高風險族群，

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疫苗施打政策，採取周全之防疫

措施及提供足夠之醫療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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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矯正機關對於中高風險、高齡者、隨母入監幼兒，每日實施

健康監測，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遇有疑似染疫症狀，

立即實施快篩檢測並協助就醫看診。 

(二)加強對於前述幼兒防止染疫及染疫後之緊急應變作為，建立

儘速送醫治療之 SOP，以有效防範幼兒中重症產生。 

(三)持續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揭示之疫苗接種間隔時間，

安排收容人接種追加劑，以提升群體免疫保護力。 

三、隨時注意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最新防疫相關指引，進

行衛教，輕症有效管控，中重症儘速送醫，並應隨時更新及事

先備妥與落實各種防疫因應措施。 

四、針對出監收容人，無縫轉銜相關機關，確保防疫安全。 

    本國籍或外國籍之收容人，如經醫師診斷為確診病例或匡列為

密切接觸者，於依法拒絕收監、具保、執行期滿或假釋出監(所)

前，各矯正機關均依規定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並及時告知

銜接單位有關收容人染疫治療或隔離照護等情形，以利妥善處

理後續接手事宜，維護值勤同仁健康。 

五、對於外界不實報導或傳言，應儘速查明、及時澄清。 

    疫情期間，若有不實傳言或媒體報導，除無益防疫外，更易造

成監所收容人及其在外之親友擔憂與恐慌，為免以訛傳訛，相關矯

正機關應秉持透明、公開之態度，第一時間儘速查明，並及時對外

澄清說明，以安定囚情，並讓國人安心。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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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扶持 復歸加值 

 蔡部長親訪感謝優良自主監外作業合作廠商 

    為協助受刑人出監後能銜接

日後就業，順利復歸社會，法務部

蔡部長擴大推動「自主監外作業」，

責成各矯正機關尋求與熱心公益

之企業、廠商合作，讓在監表現優

良且即將出監之受刑人，可以參與自主監外作業，於白天前往民間

企業工作及學習技能，傍晚則安返監禁處所，讓受刑人從中培養自

動自發之工作態度，及自律自持之生活紀律，更能習得紮實之工作

技能及增加作業收入，幫助其出監後能夠憑該一技之長，順利復歸

社會。 

    其中位在臺中工業區之梧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專業金屬

材料供應商，自 107 年 1 月起即與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合作受

刑人自主監外作業，曾於 109 年獲頒本部自主監外作業優良廠商。

目前計有 24 名受刑人至該公司工廠工作，另梧濟公司也定期舉辦

天車吊車技訓證照班訓練，協助受刑人受訓後取得天車操作證照，

截至目前已有 51 人取得證照，成效斐然。 

    有鑑於此，蔡部長特於 6 月 25 日上午，在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中檢察分署張清雲檢察長、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郭永發檢察長陪

同下，偕同矯正署黃俊棠署長及臺中監獄林錦清典獄長等人，前往

該公司表達肯定及感謝之意，梧濟公司負責人張和明董事長則到

場與部長見面，雙方互動熱絡。蔡部長致詞時表示，矯正教化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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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之復歸及更生，為促進受刑人出監後能夠順利適應社會生

活，協助受刑人及早為重返社會做好準備，刻不容緩，法務部遂積

極推動受刑人自主監外作業，然此亟需優良企業的協助，因此對於

梧濟公司多年來持續提供收容人自主監外作業、技訓及更生人就

業等方面之協助，對獄政教化貢獻良多，深表感謝。 

    梧濟公司張董事長對於蔡部長親自到訪給予公司之鼓勵及肯

定也致上謝意，張董事長表示，「自主監外作業」為政府之良善政

策，一方面在傳統產業缺工時可以協助業界提供穩定人力，一方面

業界也能藉此善盡企業責任，幫助監所受刑人將來順利回歸社區，

貢獻社會，因此，梧濟公司除提供工作機會與技能訓練予受刑人

外，更秉持取之社會、回饋社會之理念，持續配合自主監外作業，

且將進一步對於在其公司認真努力的受刑人，出監後繼續提供留

任公司就業之工作機會，幫助更生也使企業得以永續經營發展，創

造雙贏局面。 

    蔡部長最後也期勉與監所合作辦理監外作業之企業、廠商，能

繼續支持在監受刑人從事自主監外作業，並向外擴及成為社會的

典範，就如同梧濟公司一樣，帶動更多人願意給予受刑人或更生人

重新做人的機會。藉由社會各界在受刑人改過更生之際，伸出包容

關懷的雙手，鼓勵他們改過向善，支持他們勇敢重生，為未來開啟

人生新頁！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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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生涯(牙)就幸福 

 矯正機關推動收容人重塑新牙展笑顏協助方案 

    法務部矯正署與台塑企業創辦

人捐助成立之「王詹樣公益信託」

長期合作，包含推動毒品犯收容人

戒毒班之「向陽計畫」，以及「王詹

樣基金會」協助毒癮愛滋收容人之

「彩虹計畫」，教化成效卓著。又於

109 年間，因法務部蔡部長在一次訪視所屬機關期間，偶然發現宜

蘭監獄 17 名 HIV 收容人牙齒崩壞，咀嚼嚴重受損，而大大影響在

監之日常起居及生活品質，經部長積極奔走，再度獲得「王詹樣公

益信託」之贊助，提供該 17 名經濟弱勢之 HIV 收容人裝設假牙，

建立渠等自信心並點燃對未來人生之新希望，深獲外界迴響。 

    法務部除感謝「王詹樣公益信託」多年來投入諸多資源，協助

教化收容人，實踐公益關懷之企業責任外，今（111）年度更延續

在宜蘭監獄幫助裝設假牙、成功感化收容人之經驗，推出「好生涯

（牙）．就幸福」-裝置假牙補助方案，推廣至臺北監獄、臺南監

獄、高雄監獄、高雄女子監獄等 4 所矯正機關，補助金額高達新

臺幣 9,163,140 元，合計將有 50 名感染 HIV 之經濟困難收容人

受惠，其中高雄女子監獄共有 10 位女性收容人受益，並從今（23）

日起分批由與該監長期合作之牙醫師，入監協助裝設假牙，並將陸

續在另外三所監獄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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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此次假牙製作之醫療服務及公益活動，將能徹底改善這

些收容人之生活品質，進而提升其等人際互動之往來，並能健全心

理素質及培養健康身心，同時也藉由牙口之改變，重塑其自信人

生，潛移默化社會互助之情，以達深化矯正機關生命教育之具體意

涵！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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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消保官當建商門神 

 邀 3 官員一起貪遭判刑 

    新竹縣政府前消保官羅鈞盛涉嫌長

期接受黃姓建商招待喝花酒，投資建案當

「門神」，並擔任協調仲介角色，還邀前

環保局代理局長羅仕臣、消防局副局長陳

中振及前新湖地政事務所主任周明堂等

人接受黃姓建商招待喝花酒，配合涉弊；新竹地院審理終結，依貪

污治罪條例將 4 人各判 1 至 4 年不等刑期。 

    對此，新竹縣政府回應，收到法院判決書通知即會依相關規定

召開考績會，審議行政懲處（包括停職），以及移送懲戒相關事宜；

羅仕臣部分由於已調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將建議該署處理。 

    羅鈞盛在 2015 年結識某建設公司黃姓建商，黃為使在新竹縣

興建的建案順利銷售，以保證獲利方式使羅投資建案，羅獲利金額

達 138 萬多元。另外，黃姓建商也會招待羅鈞盛喝花酒，維持雙方

關係，羅為確保投資獲利，對投資的建案的行政裁罰、消防安全設

備竣工查驗、土地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申請案進度等，藉其消保官

的身分從中遊說、施壓承辦公務員。 

    2018 年至 2020 年間，羅鈞盛另邀羅仕臣、陳中振、周明堂

等人參加黃姓建商的花酒宴。法官審酌後判處羅鈞盛 4 年 6 月刑

期、褫奪公權 4 年；羅仕臣判 1 年 10 月、褫奪公權 2 年；陳中振

判 1 年 9 月、褫奪公權 2 年；周明堂判 1 年 9 月、褫奪公權 2 年。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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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界爆集體貪汙！吊扣車牌開假單 

 檢約談 38 人、聲押 14 人含 7 名員警 

    新北、桃園、新竹三地

多名員警涉嫌包庇租賃、代檢

業者，利用法規漏洞，讓危險

駕駛、嚴重超速遭吊扣牌六個

月無法使用的名車，故意上路

再舉發未懸掛車牌，吊扣變吊

銷車牌，業者再至監理單位重新驗車請領新車牌，讓車輛「起

死回生」重新上路。  

    新北地檢署 6 月 21 日指揮搜索涉案四個分局六個單位

和凱銳汽車代檢廠業者，約談 38 名被告，其中 9 人是警察，

另有 41 名證人，複訊後 14 人被檢方聲押，含 6 名業者、1

名代檢廠、7 名警員，其餘 14 名被告 3 萬至 10 萬元不等交

保，10 人無保請回。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在道路上蛇行

或以其他方式危險駕駛，或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六

十公里等危險方式駕駛汽車，可處罰吊扣該汽車牌照六個月。 

有租賃業者界為避免出租收益損失，刻意讓無牌車上路，

再找特定警察配合代辦業者開立「牌照吊扣期間行駛」交通

違規舉發單，讓原本吊扣牌照處分變成吊銷。車主僅需繳交

違規罰鍰即可重新驗車領取新牌照，繼續租賃，導致吊扣牌

照處分形同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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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調、警查出新北、桃園、新竹縣都有代辦業者透過

員警藉此鑽法律漏洞，勾結代檢廠及監理站不實驗車，透過

白手套收賄，每台車收取數萬元回扣。全案蒐證近二年，於

6 月 21 日同步搜索，新北市有六名員警被帶回調查，涉案業

者、白手套、監理黃牛也被搜索約談，並查扣手機、電腦、

車輛領牌文件等物證繼續偵辦。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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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醫師確診時 

 Omicron 比想像中強！ 

    目前在宜蘭診所執業的和

信醫院胸腔及加護內科兼任主治

醫師李國賢，在接連接觸五、六位

新冠確診病人後，五月廿五日出

現體溫發熱、胸口癢、鼻炎等症

狀，廿六日全程配戴 N95 口罩看

診，直到下班後仍覺得鼻子狀況

未改善，快篩後陽性確診。 

    作為一個有十四年經驗的胸腔科醫師，肺炎是很常碰到的疾

病，李國賢從以前就不斷和太太、病人說，當新冠肺炎進來台灣後，

「我們都要有得病的準備」，因此目睹快篩兩條線的當下，心情並

不意外，倒是急著取消診所內的門診、疫苗施打期程，並和太太討

論該如何保護正在念國小的孩子們。 

    第一時間，李國賢打給宜蘭縣醫師公會理事長林旺枝，詢問如

何處理染疫後診所的相關事宜，「因為病人還是有就診的需求」，

加上居家隔離地點在診所二樓休息室，無須更動診察場所，最後決

定停止實體門診，以視訊診療進行居家關懷及線上門診，並在合作

藥局配合下，順利在居隔期間內維持診所的基本醫療運作。 

    「我算蠻幸運的，只有輕症，僅有一點點咳嗽、鼻炎及聲音沙

啞。」李國賢說， 確診後第三到五天是最不舒服的，經過服用鼻

炎、咳嗽藥物、普拿疼及抗病毒藥物後，症狀才逐漸緩解。但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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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是，喉嚨乾的嚴重，一天就算喝五、六公升的水，仍會覺得

口乾，因此他認為「Omicron 這隻病毒還是比想像中強！」不能

當作流感看待。 

    居隔中的物資、食物有賴太太及家人準備，讓李國賢得以衣食

無虞，但隔離久了，難免會想念人群，有種說不出口的孤獨感，好

在遇到的病人都相當窩心，總是給予他正向的回饋與關懷，提醒他

要多喝水、休息。 

    儘管視訊看診時，有時病人在咳，自己也在咳，但大家反而會

互相交流確診心得、經驗，他認為，當大眾對這個疾病越來越熟悉

後，恐懼度似乎已越來越少，好像沒有所謂的標籤化。 

    「醫護人員都認為這是一場必須打的仗！」在確診者藥物取

得方面，李國賢認為，只要民眾跟院所接上端，不論醫院得來速或

視訊診療，大部分藥物取得都不是問題，醫師也都會想盡辦法送

藥，包括請求藥師或附近診所協助送藥等。「坦白說這賺不了什麼

錢，但就是我們的責任，應該把這場仗扛起來！」李國賢說，目前

在做居家關懷時，發現仍有很多民眾不懂確診後下一步該怎辦？

他建議媒體跟指揮中心可以多花一些時間向民眾宣導，例如：如何

照顧自己、該尋求怎樣的協助等對確診者有用的資訊，相信對確診

者及家屬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染疫後的李國賢，更懂得病人心情，也能有同理心對待確診病

人，他表示，現在自己對 Omicron 這個疾病更加敬畏，絕對沒有

如外界所說的，像流感那麼簡單，並不會把它當作普通疾病看待，

即使認為自己防護做得再好，仍會有漏網之魚，所以仍會時刻提醒

自己要格外小心，同時很慶幸自己只是輕症，才能快速地再重回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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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幫助病人。李國賢提醒民眾，染疫後一定會緊張，但只要試著尋

求家屬、醫療院所或是一九九九、一九二二專線等資源，應循正當

醫療管道，基本上染疫其實並不可怕。 

 

 

（資料來源：元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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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力太強也傷身？ 

 營養師教這樣吃，維持正常免疫力 

    為了預防染疫或生病，常運

動、攝取均衡營養是提升免疫力的

不二指南，但你知道免疫力「太強」

也會傷害身體，甚至攻擊自己體內

的正常細胞，讓你生病嗎？ 

    營養師高敏敏在臉書粉絲頁表

示，免疫系統是幫助我們對抗外來

入侵病毒，及修復內在細胞的衰老、損傷與突變，但凡事都要「剛

剛好」，才不會讓你的免疫細胞殺紅了眼，傷害體內的健康細胞；

而想維持正常免疫力，她也提供調整免疫力的「5 招」飲食方針。 

免疫力不是高就好，太強會攻擊正常細胞 

    「免疫力過猶不及都不好。」高敏敏提醒，當免疫強力啟

動，可能會傷害到自身細胞，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而免疫力

的強、中、弱，也會為身體帶來不同的影響： 

免疫力過低：會讓有害物質在體內繁殖，容易導致各類型疾病。 

免疫力正常：正常的免疫力，可以幫助對抗外來病原體。而正常

的免疫系統，則可以幫我們分辨正常細胞與外來入

侵物，並處理內在細胞的衰老、損傷、突變。 

免疫力過強：過強的免疫力會攻擊自身正常細胞，造成免疫性的

病理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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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營養食物，增強免疫保護力 

    想要有正常的免疫力，高敏敏建議，可適量攝取 5 大營養食

物，讓保護力從「吃」做起。 

一、 優質蛋白質： 

蛋白質是構成細胞中，尤其是白血球和抗體的主成分，若當

長期蛋白質攝取不足或品質低下，會增加感染細菌、病毒的

風險。建議每人每天需要吃 5～8 份蛋白質，每份大約是 1

個半左右手掌大小及厚度，最好平均從動物性及植物性 2 種

來源攝取。 

植物性蛋白質：來源為豆類、豆腐及豆製品。 

動物性蛋白質：來源為瘦肉、雞肉、魚肉、海鮮、奶類、雞

蛋等。 

二、 攝取各種不同顏色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中的植化素對人體有保護作用，例如：黑色的菇類

裡富含多醣體，能調節免疫功能；橘紅色蔬果包括紅蘿蔔、

黃甜椒、番茄等，含有維生素 A，能維護眼睛、鼻子、口腔、

肺及胃腸道各處的黏膜健康。想要鞏固第一道防線，阻止細

菌、病毒入侵身體。 

建議一天要吃 2～3 碗各色蔬菜，及 2～3 顆拳頭大小的不

同種類水果，其中富含的維生素、礦物質、植化素等．也都

跟免疫功能息息相關。 

三、 吃 Omega3 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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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ega-3 有助於降低體內的「慢性發炎」，讓免疫細胞不

會過勞、失衡，但 Omega-3 無法由人體自行製造，必須透

過食物來攝取。建議每周吃 3 次深海魚類，例如：鯖魚、秋

刀魚、鮪魚、鮭魚等；每天可攝取海藻、堅果、亞麻籽、亞

麻仁油、紫蘇油等，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好油脂食物。 

四、 澱粉選全穀雜糧： 

非精緻的雜糧裡有豐富的維生素 B 群、各種礦物質和膳食纖

維，尤其是維他命 B2、B5、B6、葉酸等，對維持細胞黏膜

健康及製造抗體等免疫功能有益。建議每天三餐的澱粉中，

最少吃一碗糙米飯、五穀飯或搭配燕麥，用來取代精製白米

飯、白麵條、白麵包吐司等。 

五、 好菌： 

「補充好菌可以調整、改善胃腸道健康，更能調節免疫，減

少罹病機會。」高敏敏指出，像是優酪乳等發酵的乳製品，

是牛乳發酵後的產物，會把多數容易造成敏感的乳糖轉成乳

酸，也能讓乳品的營養分解成小分子更好吸收。腸道好菌就

像是人體守衛兵，人體有約 70%的守衛兵都在腸道，應維持

腸道好菌多、壞菌少，她也提醒：「菌相平衡真的很重要！」

建議每天喝 1～2 瓶 250 毫升的優酪乳，或小盒優格，再透

過納豆、韓式泡菜等發酵食物補充，因這些食物在發酵過程

中亦會有好菌產生。而吃好菌的同時，也要記得攝取蔬菜、

水果、全穀根莖類，裡頭的膳食纖維和寡糖，是益生菌的食

物，能幫助腸道內益生菌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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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飲食之外，保持愉悅的心情也很重要。高敏敏補充，可透

過調適身心、放鬆壓力、規律運動等方法，再忙都不要忘記善待自

己。在非常時期，從飲食方面增加保護力很重要，但免疫力讓它「剛

剛好就好」，一起加油保持最剛好的狀態。 

 

 

（資料來源：元氣網/養生/聰明飲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