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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積極研商外役監條例等修法會議 
強化返家探視受刑人動態監控，建構綿密安全網 

111 年 8 月 22 日中午發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2 名員警遇襲身亡之不幸案
件，經初步查證犯罪嫌疑人係自外役監獄返家探視...…（繼續閱讀 p.2） 

法務部與內政部聯合打擊國內外人口販運集團 

嚴懲重辦黑幫海外犯罪及蛇頭，絕不輕饒！ 

近來陸續發生國人遭詐騙至柬埔寨、泰國、緬甸等國之人口販運案件，法
務部於 111 年 8 月 18 日由最高檢察署邢泰釗檢察總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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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檢舉九合一選舉賄選 
12 年已發檢舉獎金 11.9 億 

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將至，檢警調已全面啟動選舉查察，依法務部資料

顯示，截至 9 月 12 日止，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選舉……..（繼續閱讀 p.10） 

改善三高、慢性病 
醫師教你如何超慢跑不傷膝：跑步勿低頭 

從日本紅到台灣的「超慢跑」，近年廣受熟齡族喜愛，因以較慢速度跑步，
可降低對膝蓋的傷害，只需要穿著輕鬆運動服，.…….（繼續閱讀 p.17） 

退撫新制追繳貪污定讞退休金 
追回貪法官林德盛 734 萬退休金 

花蓮高分院前法官林德盛因收取賄賂 10 萬元，遭判刑 10 年定讞。不過他在
案發後搶辦退休，領走退休金 734 萬餘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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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有走路、爬山，為何醫師卻說運動量不足？ 

名醫曝關鍵原因 

曾經家喻戶曉的大明星出現在我的診間，因為肌少症，連走上一階樓梯都
困難。曾經叱吒風雲，現在舉步維艱，落寞的他躲……（繼續閱讀 p.14） 

行政院院會通過「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合理調整遴選門檻，落實中間處遇功能 

外役監制度的設立目的，在使受刑人入監執行一定期間後，能於獲釋前逐步
適應社會生活，為落實外役監之中間處遇功能……..（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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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積極研商外役監條例等修法會議 

 強化返家探視受刑人動態監控，建構綿密安全網 

    111 年 8 月 22 日中午發生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 2 名員警遇襲身亡

之不幸案件，經初步查證犯罪嫌疑

人係自外役監獄返家探視，未於 111

年 8 月 15 日回監，對於國人關切臺

南地檢署於接獲外役監獄通報後之分案處理情形，法務部已函請督

導之臺灣高等檢察署查明相關執行及偵查之行政流程是否妥適及

辦理時效有無延宕之情事。 

    為使檢察機關迅速處理監所人犯脫逃案件，法務部業於 111年

8 月 24 日上午，召集檢察及矯正機關代表開會研商訂定相關處理

流程，依會議研商結論，監所應於當日案發後至遲 2 小時內，檢具

充足之人犯脫逃或逾期未歸等相關證據資料，先向檢察署傳真通報

及告發，由檢察署單一窗口法警室收受後立即送交檢察長分案，由

檢察官迅速辦理，依法逕行拘提或立即發布通緝，期以充足移送事

證、簡化行政流程、迅速依法處理，妥適偵處是類案件。 

    另針對外役監相關法規之修正，法務部刻正積極進行，111 年

8 月 24 日已先召集矯正署及相關司處，就外役監條例、外役監遴

選實施辦法及審查基準表進行通盤檢討，擬具「提高遴選門檻、強

化在監考核、明確化遴選條件、排除重大暴力犯罪」等修法方向，

亦將調整外役監遴選辦法與外役監受刑人之審查基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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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法規修正更臻周延，法務部邀請監獄及犯罪學專家學者、

監獄實務工作經驗者、監所關注小組、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團體

成員共 9 人，業於 111 年 8 月 26 日下午，由蔡部長親自召開「研

商外役監條例等修法及外役監改進措施會議」，聽取各界寶貴意見，

以加快各項改革措施。 

    此外；法務部於修法前，為構築綿密社會安全網，已責成矯正

署加強相關行政精進措施，包括：提供數據化資料輔助審查委員遴

選適合受刑人、機關內部組成遴選委員會落實初核審議、強化返家

探視查核機制，即以視訊等科技設備全面確認受刑人返家探視動態，

課予受刑人回報義務，未來亦將研議要求受刑人逐日向警察機關報

到，以確實掌握行蹤。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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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與內政部聯合打擊國內外人口販運集團 

 嚴懲重辦黑幫海外犯罪及蛇頭，絕不輕饒！ 

    近來陸續發生國人遭詐騙至

柬埔寨、泰國、緬甸等國之人口販

運案件，法務部於 111 年 8 月 18

日由最高檢察署邢泰釗檢察總長

與內政部警政署黃明昭署長先行

會商精進相關偵辦作為外，8 月 25 日再由內政部徐部長國勇親率

警政署黃署長，至法務部與蔡部長清祥及邢檢察總長會面研商，重

申檢警全力合作，跨部會共同打擊國內外人口販運集團及嚴懲重

辦黑幫海外犯罪及蛇頭，溯源到底之決心。 

    蔡部長與徐部長會談中達成「強力瓦解、全面澈查、嚴查速辦、

從重求刑」等多項共識，會後並聯袂提出以下幾項擴大作為： 

1. 適時宣布查辦進度，加強宣導發現之詐騙手法：此事件除

了國人受害，更是涉及多國人民受害之跨國人口販運案件，

主導之犯罪集團，幕後或為黑道幫派，或是結合當地不肖

集團裡應外合，惡性重大，目前政府相關部門正全力追查

中，將在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適時宣布案件查辦進

度，讓民眾安心。例如截至目前共受理報案情形、營救狀

況，以及破獲不法黑幫單位及人數等。而若從中發現任何

詐騙手法，亦將適時對外宣導，以防止無辜民眾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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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各部門協力，全力營救受害者：相關案件因屬跨境犯

罪，涉及多國人士受害，外交單位及警方也正協力多國進

行救援，包括交換相關情資，透過關務、警政、移民等等

措施上的協力，全力營救受害者，並持續追查不法。法務

部也配合聯繫及提供國際司法互助之管道及情資，竭盡所

能相助。 

3. 展開全面掃蕩黑幫組織犯罪，遏止人口販運猖獗：跨國人

口販運集團，背後往往有幫派等組織犯罪情形，因此，檢

警將聯手嚴懲重辦，除由警方展開全面掃蕩外，檢察官也

將審酌個案嚴重情節依法聲請羈押及求處重刑，並溯源追

查到底，絕不讓任何犯罪集團有機會繼續危害國人。 

4. 籲請國人支持及協助：請國人一起支持檢警全力打擊不法，

並且對於政府投入救援提供協助，如果有任何可靠的線索，

請儘速提供，警政署已成立報案專線 02-27652122～5。

另外，若有任何來源不明之訊息，也請不要傳播，應即時

給相關單位查證，以免以訛傳訛，致影響後續救援或案件

之偵辦。 

     針對前述國人遭詐騙至海外而受害事件，政府第一時間即全

力動員，行政院蘇院長具體指示盡力救回國人及重辦涉案人蛇集

團，並由羅政務委員召集跨部會組成「國人赴海外從事犯罪工作涉

及人口販運專案小組」，建立跨部會橫向聯繫、受害者安置保護及

各項法律扶助、鼓勵犯罪嫌疑人擔任吹哨者自首及警政機關受理

報案統一處理等原則，法務部蔡部長據以指示臺灣高等檢察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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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專案小組統籌偵辦作為，並協調各地檢察署、司法警察機關、調

查處站進行交換情資、合作偵查等聯繫分工事宜，以提升偵查效

能，強力進行查緝，目前已經陸續在各地檢察署立案偵查，並偵破

多處人口販運集團主謀、共犯，而羈押多名被告，截至目前統計，

各地檢察署已立案 65 件，被告計 111 人，已遭羈押 37 人，法務

部將繼續與內政部深入合作，強力打擊不法組織，全力遏止黑幫犯

罪，以達到保護國人、安定社會之目的。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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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院會通過「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合理調整遴選門檻，落實中間處遇功能 

    外役監制度的設立目的，在使受

刑人入監執行一定期間後，能於獲釋

前逐步適應社會生活，為落實外役監

之中間處遇功能，達成受刑人復歸社

會之矯正目標，使外役監制度契合監

獄行刑法及外役監條例的立法意旨，並降低外役監受刑人伺機脫

逃或逾期未歸，而有危害公共秩序、社會安全的風險，爰針對遴選

資格、停止執行移回一般監獄之事由、返家探視核准基準等規定提

出修法，俾適度調和外役監之制度性功能，均衡維護社會安全及受

刑人復歸社會之需求，法務部擬具「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經函報行政院審查後，於 8 月 22 日經行政院院會通過，修法

重點如下： 

一、修正遴選要件（修正條文第 4 條） 

(一)積極要件： 

1.延長在監考核期間：修法前最低僅須執行二個月，修法後

至少須執行逾三分之一刑期、累犯逾二分之一。 

2.縮短外役監收容日數：修法前無限制，修法後限制一年內

可提報假釋者方得遴選。外役監平均收容日數縮短，以達

成階段性處遇之制度目的。 

3.強化資格審查，維護社會安全：增列「在監行狀善良」且

「無危害公共秩序、社會安全之虞」等二項要件，藉由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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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受刑人在監表現、再犯風險等危險因子，降低外役監制

度性風險。 

(二)消極要件： 

排除惡性重大、易生公共秩序、社會安全危害之犯罪。

包括故意犯罪致死、所犯係十年以上重罪、妨害公務致

重傷、脫逃、強盜、加重詐欺、擄人勒贖等重大暴力犯

罪，以及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

暴力防治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人口販運防制法等特

定犯罪。 

二、增列淘汰事由（修正條文第 18 條） 

(一)增訂「違反返家探視規定，情節重大」淘汰事由，強化機關

考核權限，降低返家探視之制度性風險，以維護公共秩序、

社會安全。 

(二)增訂「受傷或罹患疾病，致不適於外役監繼續執行」淘汰事

由，確保外役監受刑人均能適於外役作業，以符合制度本旨。 

(三)受刑人有違反外役監秩序、安全之行為或違反返家探視情節

重大之情形，均須立即淘汰，收回已得之縮刑，確保社會安

全。 

三、增訂外役監受刑人返家探視要件（修正條文第 21 條） 

增列「在監行狀善良」、「無危害公共秩序、社會安全之虞」

作為返家探視之申請要件，加強外役監審查義務，確保返家探

視制度效益與社會安全需求達於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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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外役監條例修正草案立法通過後，將具有降低脫逃風險、減少

社會危害、延長一般監獄執行期間落實中間處遇、協助提升受刑人復歸

社會等修法效益，必能澈底健全外役監之階段性處遇功能。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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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檢舉九合一選舉賄選 

 12 年已發檢舉獎金 11.9 億 

    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將至，檢

警調已全面啟動選舉查察，依法務部資

料顯示，截至 9 月 12 日止，全國檢察

機關共受理選舉不法案件 492 件，其中

賄選案件 308 件、暴力案件 45 件、幽

靈人口 56 件、選舉賭盤 4 件，法務部

呼籲民眾 踴躍檢舉賄選，檢舉直轄市長賄選獎金最高為 1000 萬

元。 

    法務部表示，賄選手法日新月異，新興賄選工具，包括 Line 

Pay、Pi 錢包、街口支付、歐付寶等數位支付工具，以及遊戲點數、

虛擬貨幣如比特幣、以太幣等，檢警調已積極蒐證調查中。 

    法務部指出，民眾檢舉賄選有獎金，直轄市長為 1000 萬元，

直轄市議員 500 萬元、縣市長 500 萬元、縣市議員 200 萬元、鄉

鎮市長、市民代表、村里長、區長及區代表則有 50 萬元，案件一

經起訴領四分之一，有罪判決領四分之一，有罪判決確定將可全數

領取。 

    法務部表示，自 2000 年迄今年 8 月止，已發放檢舉獎金數額

總計新臺幣 11 億 9754 萬 7500 元。今年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查察，截至 9 月 12 日止，全國檢察機關共計受理選舉不法案件

492 件，其中賄選案件 308 件（現金買票 103 件、贈送禮品 128

件、餐會 33 件、旅遊 26 件、其他 18 件）、暴力案件 45 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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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案件 139 件（幽靈人口 56 件、黑函 40 件、選舉賭盤 4 件、境

外資金 0 件、其他 39 件）。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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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撫新制追繳貪污定讞退休金 

 追回貪法官林德盛 734 萬退休金 

    花蓮高分院前法官林德盛

因收取賄賂 10 萬元，遭判刑 10

年定讞。不過他在案發後搶辦退

休，領走退休金 734 萬餘元。銓

敘部之後依照新修正的《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向林德盛追繳退休金，林德盛不服，

打起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最後判決銓敘部有理，不須給

予林德盛退休金，全案確定。  

    林德盛的案例，是《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2016 年

修正施行後，首位遭成功追繳退休金的貪污法官。該法第 79

條新規定，涉貪公務員被判 7 年以上至死刑者，剝奪全數退

休金；判刑 3 到 7 年，減少 50％；判 2 到 3 年，減少 30％；

判 1 到 2 年，減少 20％；1 年以下刑期不受影響；另若判刑

3 年以下受緩刑宣告，期滿未經撤銷，也不用被追繳。該法

於 2018 年 7 月施行上路。連帶也影響《法官法》修正司法

官涉案停職期間薪水追繳的規定，並於 2019 年施行。  

    林德盛在 2006 年間審理一起毒品案件時，利用父喪收

受被告家屬以「奠儀」名義賄賂台幣 10 萬元，將被告從一

審 10 年改判為無罪，且在宣判前將結果轉告給家屬。最高

法院審理後 2019 年 11 月間將林德盛判刑 10 年，併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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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萬元定讞，林德盛已經入監服刑。但他在事發後，2012

年間就搶辦退休，當時就領走退休金 734 萬餘元。  

    銓敘部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新法施行後，就

發函向林德盛追繳這筆退休金。林德盛不服，打起行政訴訟。

但一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駁回，林上訴二審，最高行政法院

審理後，也認為銓敘部於法有據，駁回林的請求，全案確定，

林德盛 734 萬餘元退休金必須全數追回。  

    至於《法官法》補漏洞的作法也發揮效用，前述提到追

繳薪水的部分，遭法院判決批評「出賣檢察官靈魂」的前檢

察官詹昭書遭判刑 10 年定讞，他 2011 年間就辦理停職，到

退休轉任律師前，領走上百萬元的薪水，可望追回。不過可

惜的是，被稱為「史上最貪女檢」的陳玉珍，長期向電玩業

者收賄 2300 萬元，2019 年 2 月間遭判 12 年定讞；她的部

分因修法來不及趕上，無法追回她領走的 1 百多萬元薪水。 

 

 

           （資料來源：ETtoday 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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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有走路、爬山，為何醫師卻說運動量不足？ 

 名醫曝關鍵原因 

    曾經家喻戶曉的大明星

出現在我的診間，因為肌少

症，連走上一階樓梯都困難。

過去叱吒風雲，現在舉步維

艱，落寞的他躲在家裡不敢

出門。我請他開始積極運動

增加肌肉，他問我：「我先在家裡抬腿行不行？」病人膝關節退化，

打了很久的玻尿酸，最近膝蓋反覆積水，我告訴她要用運動增強核

心肌群和大腿肌肉，她眉頭一皺回答：「我都有爬山啊，爬山不行

嗎？」 

    走路、健身操、做家事、伸展操、抬腿壓腿、關節活動操……

這些一般人常態性、簡單性、一看就能上手的運動，充其量只是「活

動」，是幫助身體或日常生活維持正常運作的一種方式。從事這些

活動好不好？好！而且很重要！因為要維持身體正常運作，避免

提早衰退或老化。從事這些活動夠不夠？可能夠可能不夠！如果

你的身體硬朗健康，從事這些活動讓我們維持體力活力就足夠。但

如果你的身體有病有痛，需要用運動讓自己健康，從事這些活動就

明顯不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 

    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任何經由骨骼肌肉系統消耗

能量所產生的身體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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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Exercise）：一種透過有計畫性、架構性、重複性與目

的性的身體活動，達到改善或維持一個或

數個體適能要素的目的。 

    也就是說，運動是強化，身體活動是維持，運動和身體活動是

有明顯差別的。以一種常見疾病(五十肩)需要運動訓練的例子說

明： 

    運動要有計畫：肌少症增肌計畫、核心肌群穩定訓練。 

    運動訓練要有架構：五十肩的運動訓練架構包含關節活動度、

肌肉力量、肌肉協調性、肩胛骨活動度運

動，缺一不可。 

    運動要重複進行：簡單的事情重複做，持續進行才會有效。 

    運動要有明確目的：例如改善姿勢、調整呼吸、增強肌力、穩

定關節。 

    運動會累，有累才有效。運動生理學上有個「超負荷原則」，

就是刺激→疲勞→適應。如果希望運動要有效，在運動時就要超過

自己原本能力，才可以讓肌肉和其他器官承受新的刺激，產生疲

勞，適應後再進階到更高層次。更簡單的說，就是運動時身體要有

用力的感覺、要會喘、要會累、這樣的運動才會有效。 

    運動處方箋中會明列你個人的資料，預期達到的目標，而且根

據 FITT 原則來呈現。FITT 是四個英文字母的縮寫：頻率

（Frequency）、強度（Intensity）、時間（Time）、類型（Type），

讓你有所遵循，知道什麼時間要做什麼運動，讓自己更健康。運動

處方箋的開立需要運動醫學相關專家，根據身體檢測結果來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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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也可以提供一對一的個人化訓練，並在過程中提供和運動

相關問題的諮詢和處置。 

    人往往在大病初癒後才驚覺健康最重要，其實，最好的運動時

機，是在還沒有生病之前，而不是在生了病之後。在年輕健康的

時候從事有效正確的運動，等於積極儲蓄健康本，才能從容應對

未來可能發生的健康變數。 

 

 

（資料來源：元氣網/林頌凱(聯心國際診所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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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三高、慢性病 

 醫師教你如何超慢跑不傷膝：跑步勿低頭 

    從日本紅到台灣的「超慢

跑」，近年廣受熟齡族喜愛，因

以較慢速度跑步，可降低對膝蓋

的傷害，只需要穿著輕鬆運動

服，隨時隨地都可以跑。新冠疫

情期間，不少民眾在家原地邊看

劇、邊慢跑，一次達到運動、減肥、改善三高慢性病等多

重效果，對於不擅長運動的年長者、肥胖族，是很好入門

的有氧運動。  

超慢跑是以小碎步速度進行長距離慢跑 

    復健專科醫師蔡育霖表示，超慢跑是以較高步頻、較短步長，

類似「小碎步」速度完成長距離慢跑，平均時數為每小時 5 到 6

公里，心率建議每分鐘 100 到 120 下，看起來雖然速度慢，實際

上腳步快速，屬於有氧運動的中等強度，但不會過度疲累，對長者

來說相當適合，也比較不會抗拒。 

    國人熟知的「運動 333」原則，指的是每周運動 3 天、每次

30 分鐘、運動心跳達到每分鐘 130 下。 

    蔡育霖說，心肺功能不佳的長者較難完成中高強度運動，建議

採分段累積方式，以每 10 分鐘為單位，循序漸進增加。超慢跑在

自覺強度量表（RPE）中介於 10 至 12 級，屬於輕鬆到中等的中

低強度運動。相較於快走，超慢跑熱量消耗更高、安全性也高，肌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6%9C%89%E6%B0%A7%E9%81%8B%E5%8B%95?from=content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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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不好的長者可搭配一分鐘超慢跑、一分鐘快走，漸進完成 30

分鐘運動。 

跑步勿低頭 以免受傷害 

    超慢跑時，前腳掌先著地，再後腳跟落地，避免踮腳

或踢地板，腰桿打直、肩膀放鬆、手臂自然擺動，呼吸頻

率穩定不急促，下巴要微微抬高，眼睛望向遠方，切記跑

步時不要低頭，否則後頸部張力過大，加上跑步時身體晃

動，就容易受傷。  

    體適能教練徐棟英指出，超慢跑不僅能減肥，還能降

低慢性病危害。建議跑步步頻每分鐘 180 步，接觸地板時

間短、更省力，身體感受舒適，不會喘、心跳也不快。一

位竹科高階主管，過去內臟脂肪指數 17，遠超過正常值 1

到 9，2 年前開始超慢跑，搭配每分鐘 180 步節拍器頻率，

內臟脂肪指數恢復到 7，減肥成功。另一位 49 歲男性上班

族，原本體重 105 公斤，三酸甘油脂數值 724mg／dl、

糖化血色素 6.5%、空腹血糖 116mg／dl，為罹患糖尿病

高風險群，經每日飯後超慢跑，一天累積運動 70 分鐘，2

周就瘦 3 公斤，三酸甘油脂更降到 75mg／dl，恢復正常

值。  

室內外都可 赤腳更健康 

    超慢跑在室外或室內都可進行，徐棟英建議，在室內赤腳跑更

健康，因為足底有許多穴道，赤腳跑可直接刺激穴道，且肌肉與地

板接觸更完整，有助於穩定髖關節及膝關節。但沒有跑步習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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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嘗試赤腳跑時，足踝、小腿肌肉會有些微不適，建議可先穿鞋

跑，漸進地改踩在瑜伽墊上，再進階到赤腳跑。 

    超慢跑的特色是小步伐、高步頻，可大幅降低對膝蓋的負荷，

適合年長者、肥胖族群。此外，有氧運動能改善慢性病、增加心肺

耐力，以及幫助腸胃蠕動、改善便祕、促進血液循環，減少肩頸痠

痛、手腳冰冷，對工作壓力大的上班族而言，超慢跑也是很好的紓

壓管道。  

 

 

（資料來源：元氣網/養生/健身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