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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地平線的良善之道 跨國合作完成移交 
助受刑人踏上返鄉之路 

跨國受刑人移交為法務部多年來重點推展之國際合作業務，目的係為便利
受刑人家屬就近探視，並有助受刑人將來重返社會...…（繼續閱讀 p.2） 

鼓勵收容人戒菸有成 

2022 戒菸就贏比賽公開頒獎 

為鼓勵矯正機關收容人戒菸，法務部特與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董氏基
金會合作辦理「2022 戒菸就贏」比賽。……（繼續閱讀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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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獎金！ 
九合一選舉將至 檢舉「賄選」最高拿千萬元 

九合一選舉將在今（2022）年 11 月 26 日登場，調查局在官網設立「檢舉

專區」，針對賄選、幽靈人口、選舉賭盤、……..（繼續閱讀 p.10） 

預防癌症發生、增加骨質密度 
吃洋蔥 6 大好處一次看 

「有洋蔥」被拿來形容催淚的事物；而飲食中「有洋蔥」，不僅增添食物美
味，更會讓你扎實得到健康的益處。.…….（繼續閱讀 p.16） 

居中通風報信傳遞物資 
苗栗看守所臨時人員遭羈押禁見 

苗栗地檢署偵辦一件詐騙集團虛擬貨幣洗錢案，意外發現法務部矯正署苗栗
看守所一名吳性約聘雇人員涉嫌為在押的集團成員…..（繼續閱讀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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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疫康復後長新冠如何保養？ 
醫：維生素 ACDE 不可少，4 招改善喘與胸悶症狀 

新冠病毒絕非只影響肺部，對人體器官的危害，遠超過一般人想像，除了
影響肺部，還可能危及心血管系統、腦部消化系統……（繼續閱讀 p.14） 

企業服務廉政平臺啟動儀式暨高峰論壇 

為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私部門反貪腐要求，深化公私 部門交流凝聚共
識，以建立反貪腐夥伴關係，提升我國在世界競 爭力，本(111)年度法務部

偕同經濟部推動成立「企業服務廉政平臺」……..（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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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地平線的良善之道 跨國合作完成移交 

 助受刑人踏上返鄉之路 

    跨國受刑人移交為法務

部多年來重點推展之國際合

作業務，目的係為便利受刑人

家屬就近探視，並有助受刑人

將來重返社會，此為人道主義

之具體實踐，亦為全球法治國

家所共享之價值。近年來，法務部在與國內、外各機關合作無間之

團隊努力下，截至 111 年 7 月 20 日，我國已遣送 7 名德籍受刑

人、2 名英籍受刑人、1 名丹麥籍受刑人與 1 名波蘭籍受刑人分別

返回其原國籍之母國繼續服刑，另接返 2 名我國籍受刑人自史瓦

帝尼王國返臺服刑，移交成果豐碩。 

    縱使面對 COVID-19 疫情在全球肆虐，所有同仁仍堅守崗位，

並在法務部蔡部長清祥帶領下，經由國際及兩岸法律司堅實的工作

團隊長時間之努力，以跨國合作為基礎，突破疫情困境，跨越國界

藩籬，於今（111）年上半年順利完成 3 名受刑人移交，其中 2 名

係自史瓦帝尼王國接收我國籍受刑人返臺服刑、1 名係遣送英國籍

受刑人返回英國服刑，為我國與世界各國司法合作再添成功案例。 

    其中接返臺籍受刑人回國服刑，法務部係於 107 年間收受兩

名在史瓦帝尼王國受刑之臺籍人士欲返臺服刑之聲請，遂逐步展開

接返計畫，先於 108 年 2 月 27 日與史國締結臺史受刑人移交協

定，奠定接返執行之法律基礎，繼而先後召開兩次由政府官員、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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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及學者所組成之專家、學者審議小組會議，並與外交部、臺灣臺

北地方檢察署及法務部調查局，進行多次執行前沙盤推演。執行期

間雖歷經疫情爆發，全球交通停擺及行政運作受阻等重重考驗，法

務部仍一一克服，持續推進人犯接返作業。終至今(111)年 3 月 11

日，由 6 名調查局調查官遠赴史國執行任務，並於同年 3 月 17 日

將 2 名臺籍受刑人順利接返回臺，移入我國監所繼續服刑。該 2 名

受刑人目前已能適應獄中作息，並參加監獄作業，習得從事手工業

製作之技能，家屬亦得以經常前往探望，渠等對於得以回國服刑均

表示「能回臺灣就是好」，深表真心悔過而安心服刑。 

    另在執行外籍受刑人移交母國服刑方面，1 名英國籍受刑人於

109 年 10 月間透過英國在台辦事處向法務部提出申請，經審議小

組於 110 年 8 月 4 日開會決議同意遣送，並於今(111)年 6 月 24

日上午順利將該受刑人移交予英國警官帶返英國入監執行。而當初

為使遣送順利，法務部組成跨國、跨部會之工作團隊並召開工作會

議，團隊成員包含外交部、內政部移民署、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法務部調查局國際事務處、桃園市調查處

機場調查站、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等，並邀請英國在台辦事處、英國

皇家監獄及假釋署派員加入，共同針對遣送之所有環節逐一討論並

擬定計畫，終能在兼顧臺英雙方防疫政策及參與人員健康維護及安

全確保之前提下圓滿完成人犯移交。 

    不論是協助外籍受刑人返回家鄉，或是接收我國人民回臺服刑，

一樣路途遙遙，過程中要付出許多人力、心力及時間，唯一目標就

是要面面俱到，不能有絲毫差錯。因此，法務部在蔡部長積極拓展

司法外交之堅持下，秉持法治精神與人道主義，持續不懈地與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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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逐步開拓出一條跨越國界的返鄉之路，不僅免除親人千里相

隔之苦，更使受刑人得以安心服刑及順利復歸社會。未來法務部仍

將持續努力，透過更多成功的國際合作，讓穿越地平線的良善之道，

無限延伸下去，幫助更多跨國受刑人踏上返鄉之路！ 

 

 

（資料來源：法務部） 



 

5       

 

 鼓勵收容人戒菸有成 

 2022 戒菸就贏比賽公開頒獎 

    為鼓勵矯正機關收容人戒

菸，法務部特與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署、董氏基金會合作辦理

「2022 戒菸就贏」比賽。111

年 7月 20日假雲林第二監獄舉

辦頒獎典禮，現場先由醫師公開檢測確認 8 組收容人得獎資格後，

在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張檢察長春暉、法務部矯正署黃署長俊棠、

國民健康署陳組長妙心、董氏基金會及李㼈等貴賓共同見證下，由

黃署長及與會貴賓共同頒獎。 

    法務部蔡部長對於收容人身心健康、生活環境改善向來相當

重視，亦鼓勵收容人藉由戒菸，讓家人感受其正向轉變之決心。黃

署長表示，收容人進入監獄前的吸菸率高達九成，入監後吸菸率才

降到七成，為了鼓勵同學戒菸，矯正機關有許多的獎勵辦法作為誘

因，這次「2022 戒菸就贏」比賽，矯正機關也有 904 組報名，希

望未來在國民健康署跟董氏基金會的協助下，戒菸的比例能逐年

上升，為了身體健康及令家人高興，戒菸便是成功的第一步。 

    董氏基金會姚執行長思遠指出，這次「2022 戒菸就贏」比賽，

感謝國民健康署跟法務部矯正署的大力支持，據世界衛生組織統

計，吸菸的人有 50%的比例死於吸菸，而他以前跟孫叔叔（孫越）

聊到過，孫叔叔表示另外的 50%其後半生會被吸菸帶來的傷害所

折磨，強調吸菸對身體是巨大的傷害。最後感謝法務部為鼓勵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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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戒菸所設置的配套措施，「獎金是一時的，戒菸是永遠的！」勉

勵大家一起健康。 

    本次活動戒菸代言人李㼈也分享自身戒菸心得，並以「戒菸遠

不嫌晚，以前沒人告訴你，現在我告訴你！」勉勵現場收容人，只

要下定決心戒菸，美好的未來一定指日可待。獲得最大獎的莊姓收

容人也現場分享戒菸心得，為了爺爺奶奶下定決心戒菸，戒菸期間

面對菸癮，透過多喝水、多運動或吃東西來轉移注意力，也感謝見

證人的鼓勵，希望大家為了身體健康能一起戒菸。 

    本次活動除了提高收容人戒菸意願外，更讓收容人瞭解自己

做得到：遠離菸害，贏得健康。法務部感謝社會各界對收容人健康

之關心，日後各矯正機關也會賡續辦理並鼓勵收容人加入戒菸、拒

菸的行列。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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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服務廉政平臺啟動儀式暨高峰論壇 

    為落實「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私部門反貪腐要求，

深化公私部門交流凝聚共

識，以建立反貪腐夥伴關

係，提升我國在世界競爭

力，本年度法務部偕同經濟

部推動成立「企業服務廉政平臺」，於 111 年 7 月 6 日「2022 

年企業服務廉政平臺啟動儀式暨高峰論壇」，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及

經濟部王美花部長出席致詞，廉政署莊榮松署長參加與談。 

    活動由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及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致詞揭開序

幕，再由台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周志宏永續長進行「落實誠信經營

--邁向企業永續發展」標竿分享，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中小

企業處胡貝蒂副處長分別就「數位轉型智慧治理」及「中小企業發

展策略」等政策措施進行專題演講。接續觀點交鋒論壇，由經濟部

曾文生政務次長主持，法務部廉政署莊榮松署長、經濟部水利署賴

建信署長、智慧財產局洪淑敏局長、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李順欽

董事長、台灣透明組織協會葉一璋副理事長等，以「誠信治理的好

幫手-企業服務廉政平臺」主題，從不同的角度與思維進行跨域研

討交流。 

    法務部蔡清祥部長致詞表示，國際透明組織公布 2021 年「清

廉印象指數」(CPI)，臺灣在 180 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 25 名，

分數 68 分，締造歷年最佳成績，全球商業反賄賂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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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公布的「2021 年賄賂風險指數」中，臺灣在全球 194 

個受評國家或區域中排名 15 名，在亞洲地區排名第一，顯見臺

灣的廉政建設成就已獲國際肯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強調私部門

為反貪腐體系的重要一環，法務部今年責請廉政署融入「機關採購

廉政平臺」公開透明的精神及運作成功經驗，延伸近年在全臺各地

舉辦「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座談會，讓公務員勇於任事，安心提

供便民服務的精神，結合各主管機關建立「企業服務廉政平臺」，

透過檢察機關、政風人員與公私部門跨域參與合作，協助企業提供

「圖利與便民」等法律遵循的區辨提供諮詢服務，進而營造廉能優

質的投資環境。 

    經濟部王美花部長致詞指出，企業誠信及法令遵循是驅動經

濟發展的穩健力量，也是提升產業及國家競爭力的關鍵所在。經濟

部不僅提供企業服務的政策利多，同時期望引領企業永續發展，透

過「企業服務廉政平臺」協助企業，建構誠信治理及法令遵循網絡，

促進公私部門持續溝通交流，厚植國家整體經濟的效益。 

    廉政署莊榮松署長與談表示，依據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

家報告中，國際審查委員給予我國的建議，奠基於擴大對企業界的

服務，將反貪防貪之觸角持續延展至私部門，達成公私部門反貪、

防貪一致性，廉政署推動「企業服務廉政平臺」，結合主管機關、

地方政府、檢察、廉政系統，學界及非政府組織等，跨域合作齊心

協力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促進國家與企業永續經營，讓企業獲得

優質政府服務。 

    本次活動展現凝聚產官學界力量，積極協助企業區辨圖利便

民及落實誠信法遵，提升機關優質便民服務。未來廉政署將持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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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各機關積極建構公私協力、跨域合作網絡，以達到國家與企業永

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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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獎金！ 

 九合一選舉將至 檢舉「賄選」最高拿千萬元 

    九合一選舉將在今（2022）年 11 月 26

日登場，調查局在官網設立「檢舉專區」，

針對賄選、幽靈人口、選舉賭盤、假訊息妨

害選舉、非法收受境外來源政治獻金、受境

外滲透來源資助而介入選舉、暴力介選等行

為，民眾若具名檢舉，協助檢調查獲「賄選」

犯行，即可獲得獎金，其中檢舉直轄市長、正副議長候選人賄選，

每案最高可獲 1000 萬元獎金。 

    調查局說明，檢舉人若以真實姓名「具名」檢舉，協助司法機

關查獲「賄選」，獎金發放標準為：檢舉直轄市市長、直轄市議會

正副議長候選人，每案可獲 1000 萬元獎金；檢舉直轄市議員、縣

市長及縣市議會正、副議長候選人，每案可獲 500 萬元獎金；檢舉

縣市議員候選人，每案可獲 200 萬元獎金。 

    此外，檢舉候選人之配偶、直系血親、五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三親等內之姻親、競選辦事處負責人等涉及賄選，可獲 100 萬元

獎金；至於上述以外對象，檢舉如村里長、鄉鎮市民代表、原住民

區代表、樁腳等人，每案則可獲 50 萬元獎金。 

    而檢舉方式，調查局指出，檢舉人可打電話或親自到各地調查

處（站），由調查官受理檢舉；也可利用線上檢舉，寄送檢舉信至

調查局選舉查察檢舉專用信箱，事後會由調查官與檢舉人聯繫，研

議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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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局表示，檢舉人需提供的資料，包括檢舉對象是哪類「公

職人員」、哪個「選區」之選舉，涉及賄選、收受境外資金或散播

謠言，也須提供檢舉對象之姓名、性別等基本身分資料，同時說明

檢舉對象的犯罪事實；最後，檢舉人需具名留下電話、地址、電郵

等連絡資料。調查局強調，將嚴密保護檢舉人身分，除採「化名」

方式，相關資料置入密封資料袋內，也不隨案移送地檢署或其他機

關。 

 

 

           （資料來源：TVBS 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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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中通風報信傳遞物資 

 苗栗看守所臨時人員遭羈押禁見 

    苗栗地檢署偵辦一件詐

騙集團虛擬貨幣洗錢案，意外

發現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

所一名吳性約聘雇人員涉嫌

為在押的集團成員居中通風

報信、遞送物資，經搜索將他拘提到案，昨晚由檢察官複訊

後聲押，法院裁准羈押禁見。  

    苗栗地檢署檢察官林圳義指揮地檢署事務官、桃園市警

局八德分局陸續查獲多名詐騙集團成員，並聲請羈押禁見獲

准，檢警持續追查其他共犯。不料，在查獲新的一批詐騙共

犯時，發現他們對先前已關押在苗栗看守所的成員動態十分

清楚，被關押的同夥甚至對外傳遞訊息，要求在外的集團成

員傳送物資。  

    經過追查，檢警發現看守所吳姓臨時人員涉嫌居中通風

報信、遞送物資，向法院聲請搜索票針對吳姓人員住處、辦

公處所搜索並拘提到案，昨晚複訊結束，檢方認為他涉犯貪

汙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5 款圖利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 3 條第 1 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等，犯罪嫌疑重大，其中

圖利罪所犯為最輕本刑 5 年以上之罪，且有勾串證人及共犯

之虞，向苗栗地方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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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檢方強調，將持續追查詐騙集團與相關犯罪組織，

力求嚴厲打詐，防杜詐騙集團蔓延勢力。如有公務員與詐騙

集團勾結違法圖利，檢方也將速查嚴辦、決不寬貸。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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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疫康復後長新冠如何保養？ 

 醫：維生素 ACDE 不可少，4 招改善喘與胸悶症狀 

    新冠病毒絕非只影響肺部，對人

體器官的危害，遠超過一般人想像，除

了影響肺部，還可能危及心血管系統、

腦部消化系統、泌尿生殖系統與皮膚

等組織。醫師提醒，染疫後攝取適量的

維生素 D，以及攝取維生素 A、C、E，

增加抵抗力， 清除體內病毒。 

    聯安預防醫學機構聯安診所胸腔科醫師蔡哲龍表示，新冠肺

炎是 1 種系統性的疾病，只因在肺泡組織內的 ACE2 受體較多，

因此在肺部上顯得特別嚴重，以致部分民眾染疫後一段時間仍有

呼吸困難、咳嗽等「長新冠」問題。 

    據統計，國內已有近 2 萬名 COVID-19 中重度患者會有不等

程度的肺炎，蔡哲龍建議，應持續回診，透過胸部 X 光或肺部電

腦斷層觀察呼吸系統，如有異常，應接受治療。 

    至於無症狀或輕度患者，也可能出現易喘、呼吸不適等「長新

冠」症狀，研究報告顯示，許多「長新冠」患者接受高解 析度電

腦斷層（HRCT），影像顯示，毛玻璃狀病灶或小呼吸道疾病

（SAD ），雖然毛玻璃狀病灶可能逐漸消失，但小呼吸道疾病可

能引發「空氣滯積」，影響肺部肺部功能。 

    如何降低易喘、胸悶等症狀，蔡哲龍提出 4 大建議： 

1. 攝取維生素 D、益生菌等保健食品來調整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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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攝取維生素 A、C、E，增加體內抗氧化功能。 

3. 攝取好的油脂，包括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如 Omega-9 與多

元不飽和脂肪酸攝取如 Omega-3、Omega-6，降低體內

發炎狀態。 

4. 在無症狀 7 天以後，漸進式增加運動量，逐漸恢復心肺功

能。 

 

 

（資料來源：NOW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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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癌症發生、增加骨質密度 

 吃洋蔥 6 大好處一次看 

    「有洋蔥」被拿來形容催淚

的事物；而飲食中「有洋蔥」，不

僅增添食物美味，更會讓你扎實得

到健康的益處。以下六大好處，看

完以後快讓你的餐桌多點洋蔥。 

洋蔥含豐富抗氧化劑 

一個中等洋蔥熱量約 44 大卡，可提供人體每日所需維生素 C 的

20%，以及 5%至 10%的維生素 B6、葉酸、鉀和錳。洋蔥所含

的抗氧化劑有數十種類型，其中的槲皮素，是一種有效的抗發炎

化合物。而洋蔥的外層具有最大的抗氧化作用。 

預防癌症發生 

發表在《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的一項研究，科學家觀察了義大利人和瑞士人吃洋

蔥及蔥屬植物（大蒜）的頻率，發現這些蔬菜的食用頻率，和幾

種常見癌症風險之間存在負相關，也就是說，洋蔥和大蒜吃得愈

多，罹癌的機率愈低。 

增加骨質密度 

一項針對 50 歲以上、停經前後高加索婦女的研究發現，食用洋

蔥和骨骼健康有關聯。和不吃洋蔥的女性相比，經常吃洋蔥的女

性骨質密度更高，髖部骨折的風險降低了 20%以上。 

有助腸胃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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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蔥含有菊糖（inulin，又稱菊苣纖維），屬於一種益生元，可

作為益生菌的食物，幫助益生菌在腸道繁衍。菊糖還能預防便

祕、改善血糖調節、促進營養吸收。 

有助降低膽固醇 

一項針對患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超重或肥胖女性的研究，患者

被隨機分配到高洋蔥或低洋蔥飲食。八周後，研究人員發現，兩

組的膽固醇都下降，但高洋蔥組的下降幅度更大。 

與番茄共食，有利茄紅素吸收 

食物中有所謂的協同作用（Food synergy），指的是兩種特定食

物一起吃，好處會超過個別食用。洋蔥和番茄就是這樣的關係，

科學家認為，洋蔥中的硫化合物可以促進茄紅素吸收，茄紅素是

番茄中所含的抗氧化劑，可以預防癌症和心臟病。 

 

 

（資料來源：元氣網/養生/聰明飲食；Healt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