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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啟動、全面出擊 
宣示政府查賄決心！ 

因應年底選舉將近，為維護乾淨選風，展現政府杜絕賄選之決心，法務部特
於 111 年 10 月 5 日舉辦「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繼續閱讀 p.2） 

矯正署辦社會責任論壇 

蔡清祥：5000 受刑人曾參與監外作業 

法務部矯正署於 111 年 10 月 12 日舉辦「自主監外、公私合作、創造三
贏」企業誠信暨社會責任論壇，27 家廠商、37 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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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收賄獲緩刑確定 
雲林公務員遭判撤職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張姓公務員被控辦理土地重劃工程，涉收受廠商賄賂，一

審依貪污判刑 2 年，緩刑 5 年確定。懲戒法院認定……..（繼續閱讀 p.7） 

「霜降」養生宜早睡早起 
多吃南瓜、芝麻避「燥邪」 

今年 10 月 23 日開始進入霜降，為秋天的最後一個節氣，準備過渡到冬天。
此時氣溫漸漸轉寒，雖因台灣地理位置、溫室效應.…….（繼續閱讀 p.13） 

勒索逃逸移工拔金鍊抵 
2 貪警重判 

台北市大同警分局建成派出所三名前男警林長玲、蔡志偉、林奕輝，八年前
在台北車站附近盤查到逃逸移工後，以不移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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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腰痛別輕忽！ 

2 人腰部骨折遽痛 竟都是癌症轉移害的 

56 歲郭姓婦人平常身體狀況不錯，突然間腰很痛，吃藥、復健都沒好，就
診前兩天右側髖關節痛到沒辦法走路，就醫判定……（繼續閱讀 p.11） 

行政中立 
國家進步的動力 

回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於 2009 年公布後施行迄今，仍有部分公務人員與
民眾不解其意，透過下圖海報及掃描 QR Code，俾……..（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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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刻啟動、全面出擊 

 宣示政府查賄決心！ 

    因應年底選舉將近，為維護

乾淨選風，展現政府杜絕賄選之

決心，法務部特於 111 年 10 月 5

日舉辦「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

一選舉反賄選宣導影片首映會」，

由蔡部長清祥親自主持，中央選舉委員會李主任委員進勇、內政部

陳政務次長宗彥、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泰釗均獲邀與會；另法務

部調查局、廉政署及內政部警政署等查賄團隊亦共襄盛舉聯袂出席，

首映會中並邀請榮獲金鐘獎益智及實境節目主持人獎項殊榮之蔡

尚樺小姐擔任反賄選大使，現場號召民眾一同加入反賄選行列，更

藉由挑戰「反賄選快問快答」之網路活動，喚起全民反賄意識。 

    此次首映會，首度公開【父愛篇】及【決心篇】兩部反賄選宣

導影片，體裁均取材自真實案例，其中【父愛篇】以年輕父親為主

軸，面對劇中敗壞的選風，年輕父親不畏惡勢力，為留給孩子清廉、

純淨、公平的未來，勇於挺身檢舉，深獲青壯世代的共鳴。【決心

篇】則由檢察官擔綱主角，商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及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派員協助拍攝，重現檢察官指揮警方偵辦大型

賄選案件驚心動魄之鬥智場面，及檢警團結一心，澈底擊潰賄選不

法而振奮人心的悸動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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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部長於活動中致詞時表示，全力查賄就是最好的反賄選宣導，

為確保年底選舉公平、公正與乾淨選風，法務部及所屬機關早已提

前部署，秉持查賄「無底限、無上限、無時限」的精神，先由法務

部於今年 3 月 31 日訂頒選舉查察工作綱領，繼而整合檢、警、調、

廉四大系統「即刻啟動、全面出擊」，嚴查利用金錢、暴力影響選

舉之案件，以及嚴防來自境外資金介入及假訊息、黑函、幽靈人口、

選舉賭盤等妨害選舉情事。此外，更加強查察數位支付工具、虛擬

貨幣、遊戲點數等新興賄選工具，建立綿密的反賄選網絡，鼓勵民

眾勇於檢舉，近五年政府已發放高達新臺幣 2.1 億元之檢舉賄選獎

金，並嚴格保密檢舉人身分，公私齊力澈底瓦解賄選結構。 

    活動最後由蔡部長、中央選舉委員會李主任委員、內政部陳次

長、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等人，共同呼籲社會各界齊心反賄，國

人迎向防疫新生活的同時，也要拒絕賄選的誘惑，唯有乾淨選舉，

才能選賢與能，就像影片中呈現的勇敢父愛與查賄決心一般，深植

人心。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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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矯正署辦社會責任論壇 

 蔡清祥：5000 受刑人曾參與監外作業 

    法務部矯正署於 111 年 10

月 12 日舉辦「自主監外、公私合

作、創造三贏」企業誠信暨社會責

任論壇，27 家廠商、37 所矯正機

關共同參與；法務部長蔡清祥致詞

表示，感佩企業界本於公益與關懷願意提供職缺接納受刑人，有效

協助受刑人順利復歸社會。 

    蔡清祥說，矯正署 2017 年起推行自主監外作業，迄今核定

5000 人參與監外作業，有 166 家廠商參與，2020 年底達成 1200

人同時在外作業的目標，並有 200 名受刑人出監後獲得合作廠商

接納繼續留任。 

    廉政署副署長沈鳳樑說，在公私合作中，將持續鼓勵企業融入

公開透明、社會參與的內涵，以深化企業與機關的交流。 

    論壇透過「企業誠信治理經驗」及「自主監外作業成效」議題

探討矯正機關與企業廠商的合作現況與成果，由梧濟工業公司董

事長張和明分享公司經營理念，世紀離岸風電公司副董事長陳國

進則認為，民間企業協助受刑人取得證照，將提高受刑人出監求職

的優勢。 

    學者賴擁連說，廠商提供受刑人工作機會，出監後讓受刑人有

穩定的收入，就可以大幅降低再犯率。矯正署科長詹國裕、更生保

護會執行長許瑜庭一致表示，透過監外作業可使受刑人提早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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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生活，在出監後得以兼顧家庭與經濟，更能實質協助受刑人復

歸社會。 

    法務部矯正署指出，未來將持續以「誠信」為本建構矯正教化、

家庭支持與公私合作三方協力機制，也將廣納各界意見積極辦理

教化政策。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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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中立 

 國家進步的動力 

    回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於 2009 年公布後施行迄今，仍有

部分公務人員與民眾不解其意，透過下圖海報及掃描 QR Code，

俾提升對行政中立認識。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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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污收賄獲緩刑確定 

 雲林公務員遭判撤職 

    雲林縣政府地政處張姓公務

員被控辦理土地重劃工程，涉收受

廠商賄賂，一審依貪污判刑 2 年，

緩刑 5 年確定。懲戒法院認定張嚴

重侵害政府信譽，判決撤職，並停止

任用 1 年。可上訴。 

    判決指出，張男辦理古坑某工程採購案，一間營造廠得標後，

苦無工班得以施作，乃將該工程轉包給另一間公司。新公司為求工

程進度及後續請款程序順遂，以新台幣 20 萬元行賄張男，並前後

11 次招待免費飲宴，不正利益共達 21 萬 5339 元。此外，張男辦

理北港某工程採購案，擔任驗收人員，廠商擔心若不與公務員打好

關係，恐遭刁難，遂招待張員飲宴及至有女陪侍聲色場所，不正利

益金額共 4025 元。 

    張男被雲林地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的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及不

正利益等罪，判刑 2 年，褫奪公權 3 年，緩刑 5 年，未上訴而確定。

雲林縣政府把全案移送懲戒法院審理。 

    懲戒法院指出，張男擔任多項公共工程承辦人或驗收人，其職

務牽涉公共工程品質良窳，攸關社會公眾福祉，本當謹守法紀、廉

正自持，竟就其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及不正利益，其違失行為情節

非輕，且次數不少，所為敗壞公務風紀，嚴重影響社會風氣及民眾

觀感，損害政府廉能形象甚鉅。但是考量於刑事案件偵審中均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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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犯行，深具悔意，且已自動繳回金額已超過其實際犯罪所得，可

認犯後態度良好，判決撤職，並停止任用 1 年。可上訴。 

 

 

           （資料來源：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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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索逃逸移工拔金鍊抵 

 2 貪警重判 

    台北市大同警分局建成派

出所三名前男警林長玲、蔡志偉、

林奕輝，八年前在台北車站附近

盤查到逃逸移工後，以不移送移

民署遣返為條件，強索共十三萬

二千元，若移工沒錢，就逼對方拔金項鍊相抵，面對有姿色

的女移工還暗示可媒介性交易。高等法院更一審依貪污罪各

判林長玲九年二月、蔡志偉八年徒刑，最高法院昨駁回兩人

上訴定讞。而林奕輝始終承認犯行，法院判刑兩年，並宣告

緩刑五年，讓他有自新的機會。  

    警政署政風室二○一四年意外獲知，三警異常登入警用

電腦資料庫，私自查詢上百筆移工個資，展開行政調查，報

請檢察官指揮調查局專案偵辦起訴。  

    判決指出，三名員警時常利用週末移工放假聚集在北車

附近的機會，刻意盤查落單移工，一旦查獲逃逸移工，即開

口索賄一萬至三萬元，若移工現金太少，就強占金項鍊折抵，

還先掂重量說：「你這黃金假的嘛！」一名被害女移工更指

控，員警跟她說：「妳很漂亮，有沒有錢？可以幫妳介紹客

人。」想仲介她去賣淫。另有一名台灣人證稱，林長玲曾經

穿便衣，帶認識的女移工與他當面討價還價，他靈機一動從

口袋掏出手機假裝錄音，並對林說：「你知道你剛才在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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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嗎？我要求看你證件。」林一楞不敢答腔，被揍兩拳也不

計較，倉皇逃離。  

    台北地院一審認定林長玲犯藉勢藉端勒索強占財物、違

背職務收賄等共八罪，審酌林在檢方偵查時繳回不法所得十

萬元，判刑十年；至於犯兩罪的蔡志偉，因始終否認犯行，

被判九年四月，認罪的林奕輝同時繳回不法所得一萬一千元，

被輕判四年。高等法院二審對林長玲、蔡志偉維持原審的判

決刑度，另改判林奕輝三年六月徒刑。  

    案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更一審痛批林長玲擔任警察工

作長達廿一年，理應知悉警察收受賄賂是嚴重觸法行為，且

林更一審翻供稱「認罪是為交保」，但沒有證據證明林強占

或勒索財物，改依貪污罪中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判刑九年二

月，蔡志偉情況亦同，改判八年，最高法院駁回兩人上訴定

讞。林奕輝除繳回全部犯罪所得，更積極與移工和解，持續

捐款至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更一審另審酌林奕輝始終承認犯

行，判刑兩年，宣告緩刑五年，並命應提供六十小時義務勞

務，林因未上訴，去年已確定。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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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腰痛別輕忽！ 

 2 人腰部骨折遽痛 竟都是癌症轉移害的 

    56 歲郭姓婦人平常身

體狀況不錯，突然間腰很痛，

吃藥、復健都沒好，就診前

兩天右側髖關節痛到沒辦法

走路，就醫判定是肺癌合併

多重的脊椎骨折；另一名 68 歲莊姓膀胱癌男病患某日打

完高爾夫球後突然腰痛，確診是膀胱癌轉移造成病理性骨

折，兩人經手術清除腫瘤並用骨水泥重建骨缺損後，腰痛

明顯改善，後續接受癌症治療。  

    長安醫院神經外科副院長李漢忠說，莫名急性腰痛，甚至連平

躺翻身就會疼痛，千萬別輕忽，有可能是癌症骨轉移的警訊，應立

即就醫檢查。 

    李漢忠舉例，近期收治 2 名病患，主訴都突然感到腰

痛，除了郭姓婦人外，68 歲莊姓男子半年前曾在他院被診

斷出原位性膀胱癌並接接受局部處理，某天打完高爾夫球

後，突然腰痛，甚至連躺著翻身或改變姿勢就會劇痛，經

核磁共振發現第一至三腰椎有腫瘤，確定是膀胱癌轉移造

成病理性骨折，肝臟、腹膜腔、腎臟、骨頭都有癌轉移。 

    李漢忠表示，癌症骨轉移就是癌細胞隨著血液循環轉

移到骨骼裡，常見的癌症是肺癌、乳癌、攝護腺癌等，轉

移到脊椎的機率都很高，除會造成疼痛外，還可能導致病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8%82%BA%E7%99%8C?from=contenttag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8%86%80%E8%83%B1%E7%99%8C?from=contenttag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8%85%B0%E7%97%9B?from=contenttag
https://health.udn.com/health/tagging/%E7%99%8C%E7%97%87%E6%B2%BB%E7%99%82?from=content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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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骨折，出現類似椎間盤的症狀，嚴重者甚至會產生癱

瘓或尿失禁等副作用。  

    李漢忠醫師提醒，如果沒有受到足夠外力就產生不明

原因的腰痛，痛到連翻身、坐起來、移位都會非常痛，應

立即就醫檢查，也呼籲癌症病人需要定期接受骨頭掃描影

像檢查，以利及早發現、及時治療。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元氣網/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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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降」養生宜早睡早起 

 多吃南瓜、芝麻避「燥邪」 

    今年 10 月 23 日開始進入霜

降，為秋天的最後一個節氣，準備

過渡到冬天。此時氣溫漸漸轉寒，

雖因台灣地理位置、溫室效應等因

素的影響，霜降時節在台灣還不算

太寒冷，但已稍顯寒意，日夜溫差

很大，空氣濕度較低，楓葉由綠轉紅，呈現出火焰般濃烈

的秋意。  

秋日常見疾病：秋燥、憂鬱 

    有別於潮濕的夏天，秋天的空氣比較乾燥，長期處於乾燥的環

境會影響人體的健康，產生疾病，中醫稱之為「燥邪」，若保養不

當，可能損傷人體各部位的津液系統，造成口舌鼻咽乾燥、乾咳無

痰或痰黏稠、皮膚乾燥導致脫皮龜裂甚至發炎、大腸津液枯竭導致

便秘等症狀。 

    霜降時氣候轉冷，影響人體內分泌系統，容易產生憂鬱的情

緒，秋冬之際草木凋零，意象上偏於悽涼傷感，時常誘發人們內心

中原本被壓抑的負面思維，喚醒陳舊的不愉快記憶，嚴重時甚至引

起諸如憂鬱症、躁鬱症等等精神方面疾病的發作，在臨床上時有所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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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養生對策 

早睡早起  伸展運動抗憂鬱  

符合大自然的節律，霜降時節「早睡早起」最養生，晚上 9

點半睡到早晨 6 點最為合適，有助於陽氣的收斂以及肺氣的

舒展，切忌睡懶覺，睡眠時間過長身體反而虛弱，甚至導致

情緒低落。早上起床把窗戶打開，排出室內人體一夜產生的

濁氣，接者做一些緩和的伸展運動，例如打一套太極拳、瑜

珈、或簡單的柔軟體操，都有助於降低憂鬱情緒，提升抗病

能力。  

少吃辛味、多食甘潤  

霜降時節，自然氣候由熱轉寒，對應到人體就是由陽轉陰，

由於未來還要對抗整個冬季的寒冷，適當的滋養、收藏體

內的水分和養分是必要的，不宜過度消耗，使得體質變薄。

《黃帝內經》所強調的：「秋冬養陰」即是此裡。  

所以諸如蔥、薑、蒜、辣椒等辛味發散食物應少吃，多吃

甘潤平和的食物，如白木耳、南瓜、芝麻、山藥、白蘿蔔、

茭白筍、枸杞、蜂蜜都很合適，不但「養陰」效果很好，

也能避免「燥邪」對體內水分的破壞，預防各種因氣候乾

燥產生的症狀，若有皮膚乾燥脫皮龜裂，可適當地塗抹保

濕用品，但盡量選擇沒有添加香精的產品，因為很多種香

精都是皮膚疾病的過敏原。另外，適當的運動非常好，但

也不宜過度，時間過長或太過激烈的運動容易耗散體內精

氣，違反秋冬時節精氣收藏的原則。  



 

15       

 

霜降養生食譜 

百合梨粥  

做法：百合三錢洗淨、梨子半顆去皮切小塊丁煮粥。 

功效：潤肺養胃安神，改善口鼻乾燥、乾咳、痰黏稠、憂鬱心煩等

秋天常見症狀。 

芝麻拌山藥  

做法：戴上手套，將山藥去皮、切成條狀，滾水煮 20 秒後撈出放

涼，淋上芝麻醬以及芝麻粒。 

功效：溫和的增強體質，提升免疫力，為將來抵抗寒冬做

好準備。  

 

 

（資料來源：元氣網/養生/抗老養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