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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表揚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團體 
蔡總統親自接見獲獎者，特予勉勵與肯定 

為表彰民間人士、團體參與監所教化、觀護及更生保護工作的貢獻，法務部
111 年度表揚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團體計 10 名...…（繼續閱讀 p.2） 

落實司改決議，找回司法溫暖人心的感動 
法務部舉辦「修復式司法業務檢討精進研習會」 

為持續落實全國司改國是會議有關實踐修復式正義之決議，法務部積極推動修
復式司法，透過協助被害人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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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案例宣導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阿洪」為某就業服務站的臨時僱用人員，因承辦民眾求職、廠商徵才等相關

業務，具有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繼續閱讀 p.10） 

健康暖身 
營養師教冬季飲食 5 原則 

冷的冬天來了，最近是否胃口大開、比較容易飢餓？其實這是人的自然本能，
生物會在寒冷季節到來時儲存能量、減少活動…….（繼續閱讀 p.17）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使用電器良好習慣 

據內政部消防署 110 年全國火災統計分析以建築物火災 5,994 次最高，起火原
因電氣因素有 2,904 次居第 3 位，如何養成良好使用電器…..（繼續閱讀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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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zz6U1KzePba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繼續閱讀
p.10） 

身體 14 徵兆提醒你活動量不夠 
4 大類疾病出現前快動起來 

現代人總是吃多動少，不但愈來愈胖，健康也容易出問題。而活動量不夠，身體
其實是有預兆的……（繼續閱讀 p.15） 

「不是關起來就好」從心蛻變，迎向社會 

矯正機關心社專輔人力試辦計畫成果發表 

為彰顯法務部積極推動柔性、溫暖且專業兼備的司法矯正工作，法務部矯
正署特別邀請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與社工師……..（繼續閱讀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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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表揚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團體 

 蔡總統親自接見獲獎者，特予勉勵與肯定 

    為表彰民間人士、團體參與

監所教化、觀護及更生保護工作

的貢獻，法務部 111 年度表揚監

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團體

計 10 名，獲獎人包括：（1）監

所教化類：陳宛蓁女士、慈濟基金會羅東聯絡處（沈秀娟女士代表）、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高雄區會（力宗瑋牧師代表）、財團法人

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陳立純女士代表）。（2）觀護工作類：蔡

燕女女士、薛漢麟先生、許永在先生。（3）更生保護類：呂蕙貞

女士、張序伯先生、宜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王信庸先生代表）。 

    蔡部長於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許先在法務部接見獲獎人，在

聆聽大家的工作心得與寶貴意見後，部長先感謝獲獎人的辛勞奉獻，

並強調從監所教化、出監轉銜到後續追蹤保護等扶助事項，皆須仰

賴社會各界資源的挹注，建構綿密的保護措施，以協助受刑人順利

復歸家庭會。隨後，部長於 11 時許偕同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兼

任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張斗輝、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檢

察長兼任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鄭銘謙及矯正署黃俊棠署長，陪同

獲獎人士前往總統府晉見總統。 

    蔡總統特予勉勵，肯定獲獎人熱心奉獻於監所教化、觀護及更

生保護工作，對於總統的親自接見與勉勵，除了增添投入矯正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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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及保護事業志工們之榮譽外，更堅定大家繼續付出及努力之決

心，也藉此促進社會各界的支持。相信經由更多人持續熱心參與及

協助，一方面強化社會安全網，更能締造幸福家園。最後，總統致

贈獲獎人士紀念品，並逐一合影留念，在熱鬧溫馨的氣氛中，劃下

完美句點。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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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司改決議，找回司法溫暖人心的感動 

 法務部舉辦「修復式司法業務檢討精進研習會」 

    為持續落實全國司改國是會議

有關實踐修復式正義之決議，法務部

積極推動修復式司法，透過協助被害

人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

關係，在尋求真相、尊重、撫慰、負

責與復原中實現正義，以降低再犯。有鑑於此，為強化各地方檢察

署承辦修復式司法業務同仁之專業素養，法務部特於 12 月 19 日，

舉辦全國「修復式司法業務檢討精進暨研習會」，研討議題包括提

升對此業務國際趨勢演變及修復式司法價值與成效之認知，俾利

提高案件轉介量、強化執行品質及落實當事人於程序中之各項權

益保障。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非常重視此項會議，親臨致詞及慰問承辦

同仁辛勞的付出，部長首先肯定各檢察機關在有限經費及人力條

件下仍能全力以赴，除展現同仁不屈不撓的韌性外，具體的成果更

獲得外界熱烈迴響，法務部的辦理經驗不僅被視為我國推動修復

式司法之成果標竿，也進而促成 106 年間司改國是會議的專案討

論，並因此奠定後續相關修法的基礎。所以，期盼各地承辦人能在

力求案件數量穩定成長的同時，繼續維持良好的修復品質，擴大修

復式司法之推動，以幫助當事人走出人生意外的陰霾，更能鼓起勇

氣活出生命新的篇章。此外，蔡部長也勉勵大家藉由「修復式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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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柔性司法軟實力，讓更多民眾感受到司法能幫助修復關係、彌

補傷痛且溫暖人心。 

    本次研習的議題，安排「修復式司法於我國實踐的現狀及展

望」，由法務部保護司簡介我國實踐修復式司法的現狀及展望，說

明現行法制規範、實施計畫等重點；「修復式司法之國際趨勢與規

範」則邀請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所長林育聖副教授，以

2020 年最新的「聯合國修復式正義方案手冊」為藍本，介紹世界

各國修復式司法發展趨勢以及實證基礎，並再次強調修復式程序

之多元目的與價值。此外，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洪淑姿檢察官講授

「地方檢察署推動修復式司法業務之優勢與困境-檢察官角度出

發」，說明她在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督導修復式司法業務之經驗。

而議程中亦安排播放電影「午後彌撒」(Mass)，為 2021 年甫最新

出品且獲多項大獎肯定的修復式司法主題電影，其以加害人、被害

人之父母四人的修復對話為主軸，冀求能讓彼此放下、往前邁進，

並邀請身兼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及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修復促進者的金鶯女士，以自身經歷回饋觀影心得，以及提醒

修復會議辦理時應注意的事項。而最後的「修復式司法業務檢討與

問題分享」，由法務部林錦村常務次長主持，邀請與會者分享辦理

此項業務的寶貴經驗及箇中甘苦，進而提出對政策面、法規面、執

行面等多項建議，讓大家對此項業務能透過對談、交流，彼此精進

及成長。 

    截至今(111)年 10 月底止，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推動修復式

司法業務之成果頗有進展，總計已收案 2,634 件，開案 2,312 件，

占 87.8％。而透過問卷調查發現，有 92％的加害人同意「會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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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可見對於再犯預防具有一定成效；另對

被害人而言，結案並已達成協議後認為「協議履行結果與期望一

致」者占 76％。此外，有 77％的被害人認為「感覺正義已經實

現」，顯然經由修復式司法過程，已達其「在復原中實現正義」的

正面意義，同時也賦予「司法」新意涵，讓更多被害人感受到司法

為民的溫暖刻度與心中正義實現的感動。法務部將持續規劃辦理

系列研習會，宣達當前重要政策方向、介紹國際趨勢並蒐集第一線

工作者之相關建言，以利精進修復式司法在柔性司法制度中之運

用與實踐！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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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關起來就好」從心蛻變，迎向社會 

 矯正機關心社專輔人力試辦計畫成果發表 

    為彰顯法務部積極推動柔

性、溫暖且專業兼備的司法矯正工

作，法務部矯正署特別邀請臨床心

理師、諮商心理師與社工師三大公

會，以及相關專業學會和關心犯罪

矯正工作的各界賢達，於 11 月 30 日上午 9 時，在集思臺大會議

中心，辦理矯正機關心理社工專輔人力試辦計畫成果發表，呈現心

理輔導、社會工作及個案管理等專業人員在六所矯正機關所建構

之跨域輔導處遇模式，並展現將在此基礎上擴大推動至全國各矯

正機關之政策目標。 

    林萬億政務委員提到矯正機關收容人常見合併成癮及精神疾

病，及屬高齡或身心障礙的社會脆弱人口等，並且大多處在非自願

狀態，這些複雜問題形成巨大挑戰需要心理及社工專業協助，行政

院支持穩定進用方式，期待心理及社工發揮專業，以專業評估收容

人的人口結構及需協助的面向，以利銜接復歸社會，並提出政策方

向，成為走向人權的更好的矯正體系的基礎! 

    蔡清祥部長對矯正機關於刑事政策改變下努力於轉型為以教

化協助復歸社會為主的方向給予肯定，法務部於少年矯正學校改

制中引進教育部的輔導老師並增編心理及社工人員，確實增加了

學生的互動及笑容，法務部支持矯正機關增編心理及社工人員，從

107 年的 81 名到目前已有 306 名，未來希望提升專輔人員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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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方式進用，相信透過成果發表會的交流及傳承，矯正轉型一定

會成功!署長也感謝行政院、人事總處、主計總處及法務部對人力

的挹注，在羅秉成政務委員及人事總處的指導下以具有代表性的

六機關辦理心理與社工專輔人力試辦，建構出友善穩定的環境協

助收容人復歸，完善社會安全網。 

    「如果能重來，我想改變自己人生，至少不要犯罪」，這是大

多數收容人的心聲。因此，矯正機關除了原本具有的監禁隔離功能

外，更以促進收容人之蛻變與順利復歸為第一要務。但這並不容

易，假如收容人「還是習慣以前的生活，不想改變」或「覺得自己

奮鬥是沒有意義的，沒有人願意陪我一起…」，那麼矯正教化都是

空談。因此，心理及社工專輔工作能啟動改變的契機，引進心理社

工專業人員，實為矯正處遇能否成功之關鍵。 

    鑑於收容人教化輔導需求殷切，法務部矯正署於 106 年提出

獄政革新計畫，請增心理、社工人員，108 年先以勞務承攬方式引

進心社資源，雖因任用性質的短期流動性、勞動權益等諸多限制，

致專業輔導的推展有其侷限性，但對矯正處遇之推動仍具開創性

之指標意義。為此，法務部矯正署在法務部全力支持及協助下，自

110 年度起開始試辦心理社工專輔人力計畫，嘗試運用跨專業、跨

領域的整合團隊，建構矯正輔導處遇新模式，未來並將在此一基礎

上持續爭取擴增編制專輔人力。 

    本次發表會呈現心理、社工及個管等專輔人員，於矯正機關推

動關於性侵、家暴、毒品、酒駕、自殺防治、多元性別、身心障礙、

高齡、少年及特定傳染病感染者等複雜議題之專業評估、輔導及社

會資源連結，實證之輔導處遇模式逐漸萌芽。而專輔人力進駐對於



 

9       

 

矯正機關帶來的正向影響，除有效協助戒護安全管理工作之進行

外，更形塑以收容人復歸社會為共同目標的積極性矯治氛圍。 

    司法與心理、社工專業的協力合作，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期

能藉由本次成果發表會，展現編制穩定心社專輔人力的重要性，促

進矯正處遇專業化及個別化之發展，以有效達到教化之成果，建構

更加完善之社會安全網。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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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案例宣導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一) 案例概述  

    「阿洪」為某就業服務站的臨時

僱用人員，因承辦民眾求職、廠商徵

才等相關業務，具有勞工保險資料查

詢系統（又稱勞保閘門系統）之查詢

權限，可逕行查詢勞工投保資料來媒合適當之職缺給失業民眾或辦

理相關勞工失業給付等業務。某日，「阿洪」基於好奇，想瞭解前

女友「小琪」及其他 3 位朋友的工作現況，便以其帳號登入勞工保

險資料查詢系統，輸入「小琪」等 4 人的身分證字號，點選「依民

眾授權查詢勞保資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為查詢事由，私自查詢他

們的勞工投保資料，事後並在跟朋友「阿柏」通話時，將「小琪」

的資料查詢結果透漏給「阿柏」知道。  

(二) 法條依據 

    1、刑法第 132 條洩漏或交付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同條第 2 項

處罰過失犯）。  

    2、刑法第 213 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  

    3、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41 條之非公務機

關非法蒐集個人資料罪。  

    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41 條之非公務機

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  

(三) 案例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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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阿洪」雖是臨時僱用人員，但因其業務性質，仍屬於刑

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

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身分公務員。 

    2、「阿洪」在「小琪」等人均未前往辦理有關求職及失業給付

之申請業務，亦未同意授權阿洪代為查詢勞工投保資料的情

況下，點選「依民眾授權查詢勞保資料之求職登記表辦理」

之不實查詢事由，而將上開資料登載於職務上所掌勞工保險

查詢系統電磁紀錄之準公文書上，以查詢「小琪」等人之勞

工投保資料，足生損害於「小琪」等  4 人及就業服務站管

理使用勞工保險資料查詢系統之正確性，係犯刑法第  220 

條第 2 項及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   

    3、又民眾的勞工保險資料，不僅屬於個資，亦屬於不得洩漏之

機密事項，「阿洪」後續與「阿柏」通話時，將他查詢到「小

琪」的投保紀錄洩漏予無權知悉的「阿柏」，係犯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之公務員洩密罪。  

    4、全案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偵結起訴，並由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 7 就「阿洪」涉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之部分，處

有期徒刑 1 年；另就涉犯公務員洩密罪之部分，處有期徒

刑 3 月，如易科罰金，以 1 仟元折算 1 日。均緩刑 3 年，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 4 小時之法治教育課程。

「阿洪」的服務機關也召開考績會，決議終止「阿洪」的勞

動契約關係。  

(四) 結論 

    近年來公務員洩密案件所洩漏的資訊，多數為民眾個人資料。

如：稅籍資訊、車籍資訊、戶役政資訊、出入境資訊、電話或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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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投保資訊及就醫資訊等各項與民眾隱私有關者。掌理民眾個

資之機關，相較於其他公務員更易取得民眾個人資料，若發生個資

外洩事件，甚或遭轉售不肖業者，將直接影響政府機關形象，故尤

須注意保密規定，防範個人資料遭不當使用。 

 

 

           （資料來源：矯正署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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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使用電器良好習慣 

    據內政部消防署 110 年全國火災統計

分析以建築物火災 5,994 次最高，起火原因

電氣因素有 2,904 次居第 3 位，如何養成良

好使用電器的習慣，避免引起電氣火災，為

刻不容緩議題。  

    我們日常生活中處處會使用電器，居家或辦公場所使用

電器一定要注意的「5 不 1 沒有」原則：  

    用電不超載：高耗電量的電器不使用同一插座或同一條

延長線。  

    電線不折損：不要綑綁電線或延長線，並避免電線或延

長線被重物壓迫磨損。  

    插頭不用不插：家中電器使用時插頭要插牢勿鬆動，並

請養成電器使用完畢後隨手拔掉插頭的好習慣。  

    電器旁不放置易燃物品：尤其是酒精、油品、或者紙張

等容易受熱燃燒的東西，統統都要遠離火源熱源喔。  

    插頭不潮濕污損：經常檢查使用中的電線、延長線，發

現老舊汙損立刻換掉避免積污導電，且不在潮濕環境使

用。  

    沒有安全標章的產品不買不用：選擇標檢局檢驗合格且

貼有「商品檢驗標識」的電器，並詳讀使用說明書，妥

善保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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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時應養成隨手拔除不用的電器插頭習慣，避免在

辦公場所使用高功率電器，如烤箱、電磁爐、吹風機、電暖

爐等，並於長時間離開位置、下班前確實檢查，關閉不用開

關，避免引起火災。另外，在家中寢室、廚房、樓梯間、走

廊，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可以提早偵知火災發生，尤其

在深夜、清晨我們警覺性較低的時候，爭取火場逃生的生機。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元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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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 14 徵兆提醒你活動量不夠 

 4 大類疾病出現前快動起來 

    現代人總是吃多動少，不但愈來

愈胖，健康也容易出問題。而活動量

不 夠 ， 身 體 其 實 是 有 預 兆 的 ，

《WebMD》就整理了以下 14 項徵

兆，例如關節變硬、血壓升高、情緒

多變等。較特別的是「總是想吃東西」，一般我們會認為，

活動或運動較多，比較容易餓，但事實上如果你多騎車、游

泳、走路，這些運動會改變你「飢餓激素」的水平，會變得

沒那麼容易餓。無論如何，這些現象都是在提醒你，趁身體

還沒真正出大事前，該動一動了！  

    活動量不足 14 徵兆：1.便秘、2.關節僵硬、3.總是氣喘吁吁、

4.喜怒無常、5.精神不振、6.新陳代謝變慢、7.難以入睡、8.忘東忘

西、9.血壓升高、10.糖尿病前期、11.背痛、12.總是想吃東西、13.

生重病、14.皮膚暗沉。以上可能還僅是你身體發出的警示徵兆，

若你還是不理不動，疾病就真的上身了。 

    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布身體活動不足為全球死亡率的第

四大危險因子，每年有 6%的死亡率與身體活動不足有關，

常見引發的疾病有這些：  

    1.肌少症：長期活動量不足、沒有運動習慣，隨著年齡

增長，會開始出現走路沒力、容易跌倒。肌少症更嚴

重的話，將使失能、臥床的風險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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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癌症及慢性病風險：根據國健署統計，約有 2 成 1 至

2 成 5 的乳癌、大腸癌、2 成 7 的糖尿病與 3 成的缺

血性心臟病、高血壓等，也都是因身體活動不足造成

的疾病。  

    3.失智症：《英國運動醫學雜誌》在 2021 年發表的研

究顯示，運動量不足的人罹患失智症的風險恐增加

8.1%。  

    4.肥胖症：長時間久坐，肥胖與過重也是最常見的問題，

壞膽固醇及三酸甘油脂也因此升高。  

    國健署建議成人每周只要達到 150 分鐘的中度身體活

動或是 75 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就可達到生理最基本的健

康效果。而如果你沒時間每天持續且固定的進行運動，研究

指出，只要每天進行 3 次、每次約 1 分鐘的劇烈運動，也有

助益。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元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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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暖身 

 營養師教冬季飲食 5 原則 

    寒冷的冬天來了，最近是否

胃口大開、比較容易飢餓？其實

這是人的自然本能，生物會在寒

冷季節到來時儲存能量、減少活

動，像熊、蝙蝠、蛇等動物，也

會在冬季來臨前飽食，再進入冬眠。不過，現代人跟古代人

的生活習慣差很多，如果盲目進補，反而會製造更多問題。

如何在冬季吃對食物？只要掌握 5 原則可讓你從體內暖和

起來。  

1. 適量添加辛香料：冬季是一年當中陽氣最弱的時候，尤其

女性及老年人，常會有畏寒、手腳冰冷狀況，不妨可以吃

點能夠刺激身體發熱的食物，譬如在菜餚裡適量加點蔥、

薑、蒜、咖哩等辛香料一起烹煮，或吃點紅豆、桂圓、麻

油等食材，都有助身體的血液循環，讓人比較不怕冷。 

2. 慎選火鍋湯底：冬天大家都喜歡吃火鍋。提醒您，火鍋湯

底儘量選擇較清淡的，例如昆布鍋、番茄鍋，再加幾片薑

及紅棗、枸杞一起燉煮，就是一道老少咸宜的湯底；少選

麻辣鍋、沙茶鍋、牛奶鍋等高油的湯底，尤其本身有三高、

慢性病、腎病、痛風、正逢感冒、體質燥熱的人不宜吃；

湯底煮肉後，肉的油脂會融進湯裡，讓人不知不覺吃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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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熱量、油脂及普林，若要喝湯，儘量在湯底煮肉前喝。

最後，儘量挑選新鮮的食材，少吃高鈉高油的加工火鍋料。 

3. 避免吃生冷食物：冬天是身體最需要儲存熱能的時候，此

時若大量食用生冷食物，會造成體內能量加速流失，反而

不利冬天的健康狀況。常見的生冷食物，譬如各類冰品、

冰淇淋、冰水、冰飲等，還有各種生食的生魚片、生蠔、

蝦子、螃蟹、生菜沙拉等，以及屬性比較寒涼的蔬果，例

如西瓜、哈密瓜、橘子、蘆薈、白蘿蔔、竹筍等都應該少

吃。 

4. 多吃黑色、深色蔬果：冬季宜固腎。因應四季五色飲食療

法，黑色對應腎，冬天應該多吃黑色食物才最順應天時，

如黑芝麻、黑豆、黑木耳、黑米、茄子、桂圓、紅豆、核桃

等深色食物，都有助補腎壯骨。也可以將黑豆、黑米、黑

芝麻、紅豆煮熟後，以黑豆 1：黑米 1：紅豆 1 的比例，打

成黑豆漿，再灑點黑芝麻及幾顆核桃當早餐或點心。 

5. 適量吃堅果種子類食物：堅果種子類是傳遞生命的起源，

富含維生素 E、B 群、鐵、鋅及各種微量礦物質，有助於脂

肪代謝、血液循環。不過，堅果種子類屬於油脂類，每日

建議攝取湯匙一平匙，如核桃 3 顆、腰果 5 顆、杏仁 5 顆

等。 

 

 

（資料來源：元氣網/養生/聰明飲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