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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事業群」首站宜蘭區推廣 
蔡部長見證多方簽約儀式 

法務部希望更生人未來能順利復歸社會，利用跨域合作、資源共享，延續監獄
自主監外作業，而首創由各事業體組成的「更生事業群」….…（繼續閱讀 p.2） 

清廉執政國際肯定 
虛擬通貨誠實申報 

法務部於 112 年 2 月 15 日辦理司法記者茶敘，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我國的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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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教誨師將收容人機敏資料隨意棄置案  

案情概述：ＯＯ監獄收容人執行外掃與資源回收任務時，於員工宿舍垃圾放置

區發現一包塑膠袋中有疊廢棄紙張…..（繼續閱讀 P.8） 

好好排心毒，很多病痛可免除！ 

名醫曝：預防疾病，從清除貪嗔癡三毒開始 

你若好好喝水、好好運動、好好流汗、好好調整腸道菌相，身體裡的很多毒
素，自然而然會排出去，人體天生自帶自潔功能…….（繼續閱讀 p.15）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夾帶手機入監案  

案情概述：ＯＯ監獄管理人員進行舍房安檢時，在收容人 A 舍房收納箱內發現
一雙鞋底被挖空的藍白拖鞋，一隻鞋塞進兩支黑色手機……（繼續閱讀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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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肥總是失敗又復胖？ 
高敏敏營養師傳授「6 招不復胖飲食法」 

有在減肥嗎？是否用很激進的方式讓自己快速瘦身、體重快速飆低？營養師高
敏敏在臉書粉絲團「高敏敏 營養師」發文 ……（繼續閱讀 p.12） 

台南女警和男友涉及洩密案 
2 人遭法官羈押 

台南市警五分局交通分隊去年 11 月 28 日發生陌生男子進入辦公室翻閱小
隊長桌上物品，並被 PO 上網……..（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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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生事業群」首站宜蘭區推廣 

 蔡部長見證多方簽約儀式 

    法務部希望更生人未來能順利

復歸社會，利用跨域合作、資源共

享，延續監獄自主監外作業，而首創

由各事業體組成的「更生事業群」，

成為更生人的保護傘；112 年 2 月

21 日法務部長蔡清祥至宜蘭見證，其台灣更生保護會與宜聯鋼鐵

公司、新寶元鋼鐵公司簽約儀式，蔡表示，希望更多善心廠商能延

續下去，協助更生人。 

    「更生事業群」的構想是由部長蔡清祥提出，分為 2 個部分，

1 個為選擇優質企業簽定合作契約，成為「友善廠商更生事業體」，

延續自主監外作業，讓更生人離該監所還能有穩定工作；另 1 個為

「自營更生事業體」，由更生保護會出資，並請專業人士共同經營

更生自營事業，成為更生人的保護傘。 

    首站以宜蘭區率先推廣，今邀請宜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新寶

元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及興中環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成為「友善廠商更生事業體」，預計提供 40 位更生人

工作機會，並舉辦簽約儀式，由蔡清祥擔任見證人。 

    蔡部長表示，更生夥伴要能成功，就是要能安心就業和獲得家

人的支持與關懷，相信重蹈覆徹的機會就會降低；加上現有的自主

監外作業，讓受刑人白天到外面工廠工作，晚上再回到監所裡，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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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培養他們的自主管理精神，有了許多成功的例子，遂於今天正式

對外公布此構想，期盼更多善心廠商能延續下去，共同協助更生人。 

 

 

（資料來源：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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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廉執政國際肯定 

 虛擬通貨誠實申報 

    法務部於 112 年 2 月 15 日辦

理司法記者茶敘，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CPI）我國的成績繼 2021 年創新高

後，2022 年維持同樣佳績，獲評 68

分排名第 25 名，超越全球 86%受評國家。部長蔡清祥認為此一

佳績顯示我國整體廉政建設穩健推展，清廉執政再次獲得國際肯

定 。 

    為了貫徹廉能政府，深化鏈結國際，本署以《國家廉政建設行

動方案》為藍圖，在地化實踐《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攜手公私部

門協力推動「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及試辦「企業服務廉政平臺」，

同時辦理「透明晶質獎」，激勵廉能治理正向循環，並擬具《揭弊

者保護法》草案 、研修《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以完備廉政法

制體系，落實透明政府理念。 

    其中，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之研修，依《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 「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

存款、有價證券、珠寶、古董、字畫及 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

應予申報，所稱「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指礦產權、漁業權、

專利權、商標專用權、著作權、黃金條塊、黃金存摺、衍生性金融

商品、結構性（型）商品（包括連動債）、保險、高爾夫球及會員

證、植栽等具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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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虛擬通貨蓬勃發展，我國考量洗錢風險已將「虛擬通

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納入洗錢防制範疇，有鑒於虛擬通貨亦具

有相當財產價值，法務部近期已積極研議將虛擬通貨納入《公職人

員財產申報法》應申報財產之範圍，對內不僅提升民眾對公職人員

操守的信賴，以符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開透明之立法目的，

對外也更能向國際社會刻劃我國政府清廉執政的印象。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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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女警和男友涉及洩密案 

 2 人遭法官羈押 

    台南市警五分局交通分隊去

(111)年 11 月 28 日發生陌生男子進

入辦公室翻閱小隊長桌上物品，並被

PO 上網，市警五分局和督察人員事

後主動清查，發現宋姓女警和程姓現

任男友及林姓女警員涉及洩密罪嫌，本(3)月 3 日搜索後，林經檢

察官 10 萬元交保。宋及程遭台南地院法官羈押。 

    警方查出，去(111)年 11 月 28 日有人翻閱小隊長桌上物品，

經查是宋姓女警前任吳姓男友有關，吳去(111)年也被警方依洩密

罪嫌法辦。 

    辦案人員後續查出，民眾個資有可能外洩，隨即檢具事證報請

台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市警五分局督察組人員於 3 月 3 日清晨

6 點結合警察局督察室、政風室及警政署政風室人員兵分四路，持

搜索票針對涉案宋姓女警，林姓女警員及程姓男子住居所及辦公

處所等四處所同步進行搜索，當場查扣相關證物並帶回 2 名涉案

員警及程姓男子進行偵訊。 

    宋姓員警疑涉及洩密案件，經擴大追查發現宋姓及林姓員警

違規調閱監視影像紀錄，經查因有民眾翻閱事故卷宗，個資有無遭

不法利用，專案人員配合檢察官指揮，就已查扣的證物擴大分析清

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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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市警五分局說，宋姓員警涉嫌違法已依規定報請停職，並

表示，員警非因公查詢或不當利用民眾個資，為員警風紀清查重點

工作，一旦發現即會對違紀員警從重、從嚴懲處外，亦會立案追查

有無涉及其他違法違紀情事。並再次重申，對於員警疑似涉犯違法

違紀案件，絕對秉持不護短、不庇縱態度，主動深入查究到底，依

法究辦，以維護警察形象。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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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教誨師將收容人機敏資料隨意棄置案 
   一、案情概述： 

ＯＯ監獄收容人執行外掃與資源回收

任務時，於員工宿舍垃圾放置區發現

一包塑膠袋中有疊廢棄紙張，打開後

發現係收容人身分簿影本，內諸多收

容人之名字、身分証號碼、住址、聯絡

方式、家庭成員、刑事判決等私密個資。該收容人驚覺個人

資料是否也遭如此隨意洩漏，故填意見箱向機關反映。該

監政風室調查後發現，該疊資料係教誨師 A 習慣將收容人

身分簿借閱後影印，並將影印資料私自帶回宿舍加班趕工

的結果；調查後亦發現，A 對於出監或改配他教區之非轄

管收容人個資，亦未及時銷毀，均累積至一定數量後方打

包在塑膠袋中扔棄。 

   二、案件分析： 

     (一)保密觀念不足 

本案中教誨師 A 抗辯因工作盡責才將身分簿列印帶回家

中加班，惟工作盡責亦應遵守保密規範。A 因保密觀念薄

弱，對公務上持有應保密資料未妥慎處理且私自攜出機關，

甚於工作結束（如收容人改配他教區、出監等）後未及時

將保密資料銷毀並隨意丟棄，造成公務機密洩漏之風險。 

     (二)涉犯刑法第 132 條洩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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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雖非故意外洩收容人資料，惟 A 應能注意保密規範而不

注意，且刑法第 132 條洩漏國防以外祕密罪有處罰過失

之明文，故本案調查後仍依刑法 132 條第 2 項移送地檢

署偵辦。 

   三、興革建議： 

     (一)提昇保密意識 

為提升同仁法紀觀念及保密意識，應持續利用職前訓練、

常年教育及監務會議等時機，宣導個人資料保密重要性、

洩密違規案例及洩密所涉後果與因素，督促同仁養成資料

保密警覺性，杜絕違規查詢，及不當使用洩密情形發生。 

     (二)落實執行保密措施 

公務機密非經科室主管核准，不得複製及攜出辦公處所，

並應要求員工切勿將機敏公文正本、影本或電子檔攜回家

中辦理；另落實公文收發、檔案管理及傳遞保密過程；對

於保密通訊設備實施檢核，要求機敏文件內容避免電子傳

輸，以杜絕公務機密外洩情事。 

     (三)機敏文件確實銷毀或移交 

各單位應將保密觀念從「防止洩密」轉化至「管控持有」，

意即不應持有之公務機密應趁早放棄持有，俾利從源頭預

防公務機密外洩之風險；故對於因業務需要所持有之機密

資料，應於任務結束後予以澈底銷毀或完善移交，不得由

個人私下持有及隨意棄置。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10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夾帶手機入監案 

一、 案情概述： 

ＯＯ監獄管理人員進行舍房安檢時，在

收容人 A 舍房收納箱內發現一雙鞋

底被挖空的藍白拖鞋，一隻鞋塞進

兩支黑色手機，另一隻塞進一支同

型手機，並查獲九張 SIM 卡，經調

閱通聯均為收容人 A 與其女友的聯繫

紀錄。本案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收容人 A 持有手機，係透

過 A 女友勾結該監所管理員甲將手機夾帶入監供收容人

A 使用，法院判決監所管理員甲成立貪污治罪條例之對主

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判刑 3 年 6 個月，褫奪公權 3 年。 

二、 案件分析： 

     (一)管理員法治觀念薄弱 

管理員甲藉職務之便，夾帶手機進入戒護區供收容人使

用，除違反監獄管理規定外，更涉及貪污治罪條例之圖

利罪，管理員甲之法治觀念明顯欠缺。 

     (二)行動電話阻絕器遮蔽不足 

本案收容人 A 透過管理員甲取得手機，並於監獄內撥打

手機與女友進行聯繫，可能係監獄設立之行動電話阻絕器

遮蔽範圍或遮蔽強度不足，致收容人 A 得於戒護區內順

利撥打行動電話與外界聯繫。 

三、 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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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滾強化同仁法治觀念 

利用常年教育及科務會議等集會時間，以歷年違禁物品

流入監所等相關案例進行解析，加強勤務教育，並進行

廉政宣導，教導同仁依法行政、強化同仁正確法治觀

念，避免同仁不慎觸法。 

     (二)檢測阻絕器強度 

監所戒護區皆設有行動電話阻絕器，針對行動電話電話

進行遮蔽，機關應不定期檢測戒護區內行動電話阻絕器

遮蔽強度是否足夠，且應注意戒護區場舍角落是否涵蓋

於行動電話阻絕器遮蔽範圍內，防止任何人得於戒護區

內撥打行動電話與外界聯繫，衍生戒護安全疑慮。 

     (三)落實場舍突襲檢查 

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收容人場舍突襲檢查安全檢

查，針對各工場舍房進行檢查，檢視收容人有無持有或

藏匿違禁物品或其他依規定不得持有之物品，以降低戒

護安全風險。 

     (四)落實職員進出戒護區安檢 

機關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進出戒護區突襲安全檢查，針對

進入戒護區職員所攜帶之物品進行檢查，檢視有無職員攜

入違禁物品或其他各機關管制規範明定不得攜入戒護區

之物品，避免手機等違禁物品流入戒護區。 

 

 

（資料來源：法務部矯正署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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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肥總是失敗又復胖？ 

 高敏敏營養師傳授「6 招不復胖飲食法」 

    你有在減肥嗎？是否用很激進

的方式讓自己快速瘦身、體重快速

飆低？營養師高敏敏在臉書粉絲團

「高敏敏  營養師」發文提醒有在身

材控管的朋友，減肥減得太快，營養

師專家們不太會給你拍拍手，因為

「不復胖」才是真的瘦！教你 6 招不復胖飲食法，讓你健康

瘦身，體重不會忽高忽低。  

高敏敏營養師傳授「6 招不復胖飲食法」  

    有沒有發現，每一次的復胖都會更胖，你的體脂肪又

更高。高敏敏提醒，千萬不要讓復胖的溜溜球效應再發生，

她傳授「6 招不復胖飲食法」，讓你減肥後保持好身材不

復胖，體重不會忽高忽低。  

      1.不偏食、吃原型食物  

飲食要均衡，6 大類食物都要吃，澱粉要搭配非

精緻主食，選擇上可以以像是黑米、糙米、燕麥

等，或是用原型全穀食物取代部分白飯、白麵條，

像是玉米、蕃薯、馬鈴薯、芋頭。  

      2.少油烹調→蒸煮滷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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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吃進過多熱量，烹調很重要！勿常吃高油、

高熱量、勾芡等飲食，盡量以蒸煮滷烤取代油煎

油炸，並多搭配蔬菜。  

      3.每天吃蔬果  

蔬菜以各色蔬菜類、菇類、藻類為主，其中都富

含膳食纖維，幫助順暢排便。水果每天吃 2 拳

頭，或放到碗裡 8 分滿碗的量，多吃能補充豐富

膳食纖維及維生素 C，幫助增加飽足感，協助減

肥之外也能抗發炎。  

      4.慎選健康零食  

想吃零食的時候，不要壓抑自己，吃點健康的食

物沒有關係的！可用毛豆、黑豆、茭白筍、玉米

筍、大番茄等，取代高熱量的洋芋片或餅乾，也

可以來盤水果、喝杯豆漿或牛奶、優酪乳、來片

雞胸肉等都可以，而飲料盡量以無糖為主。  

      5.吃優質蛋白質，少吃加工食物  

即便是減重時期，蛋白質的攝取也不能少！足夠

的蛋白質才可以維持肌肉量、生理機能、基礎代

謝率。至於選擇上，建議優先選擇植物性、白肉，

順序以豆>魚>蛋>肉為主。少吃加工肉品、香

腸、培根等，吃太多恐增加發炎體質。  

      6.不隨意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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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減肥控制卡路里時期，最擔心的就是「吃太少

感到肚子餓」。雖然控制飲食是控制體態很重要

的環節，但「不吃≠變瘦」，這樣反而還可能更

胖！  

    建議勿為了減肥而刻意節食，導致攝取熱量不足，這

樣容易消耗掉肌肉，降低身體的代謝率。也不要等餓了才

去吃飯，「按時定量攝取、維持餐餐均衡不過飽」才是較

好的飲食習慣。  

    高敏敏也提醒，不要放縱自己吃空熱量食物，像是炸

物、加工食品、甜點等，多吃蔬菜、低卡原型食物。減重

並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完成的事，切記減肥「不要比誰瘦得

快， 而是瘦得久」，希望你能保持飲食的好習慣、找到一

個最持之以恆的方式。畢竟健康是一輩子，別為了減肥而

搞壞了身體，以上「6 招不復胖飲食法」請慢慢貫徹到生

活中執行，讓你健康瘦身避免復胖。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元氣網/養身/聰明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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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排心毒，很多病痛可免除！ 

 名醫曝：預防疾病，從清除貪嗔癡三毒開始 

    你若好好喝水、好好運

動、好好流汗、好好調整腸道

菌相，身體裡的很多毒素，自

然而然會排出去，人體天生自

帶自潔功能，請善加利用。知

名身心靈預防醫學專家，洛桑加參醫師出版《不生病的藏

傳煉心術：護你身心均安的內在醫學》（時報出版）一書

提到， 但若要解心靈的毒，腎臟、肝臟可就幫不上忙啦！

請靠以下三帖心藥，幫自己除障，「利他治癒貪心」、「忍

辱治癒嗔心」、「造善治癒癡心」西藏醫藥學指出貪嗔癡

三種心毒，最會干擾生命能量運行。  

    生命能量統稱為命氣，又可再細分為「隆」（藏文  

Lung）、「赤巴」（藏文  Tripa）和「培根」（藏文  Bekan）。

貪欲引起隆失調方面的疾病，嗔怒造成赤巴失調、癡愚干

擾的是培根的平衡。因命氣有礙而衍生出的八萬四千種

病，每一種都能讓人身心受創。當狀況惡化的時候，別說

是干擾修行了，就連想要好好吃飯、好好睡覺，那都很難。

為了能夠利益眾生、完成此生心願，藏醫老師們特別懂得

預防之道，早早清除貪嗔癡三毒，很多病痛，那都可以免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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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都能理解，身體上的毒素越少、病毒量越少，

那排毒系統、免疫系統，都比較能應付得過來。心毒也一

樣，也是越少越好。要人完全沒有貪、都不會生氣、永遠

明智不白癡，那是不可能的，若能做到，早已就地成仙成

佛了。煉心之初無需執著於「清零」，先做到讓心毒越來

越少，這樣就已經很好。  

好好排心毒，身體健康心裡高興  

    排貪嗔癡，除了確保心靈健康外，身體同樣受惠。維

持心平氣和、喜怒憂思悲恐驚都不會太超過，什麼七情致

病、七情內傷都不會發生。以西醫語彙解釋，那就是自律

神經平衡、荷爾蒙分泌平衡，並將細胞氧化傷害、發炎損

傷降至最低。處於這樣子的高級健康狀態，人是非常勇健

的，同樣是遇到病原微生物襲擊，虛的人會生好大一場病，

並且非常不舒服，而勇的人，卻能把病毒細菌變成自己免

疫細胞的「陪練員」，更好地辨識出它們、更好地保護到

自己。  

    貪嗔癡三毒，越早排除、排得越乾淨，不僅升級自己

的防護等級，還可以令心情輕鬆，活得高興，真的很值得

朝這方面來努力。下面分別來講：  

   ◎  利他治癒貪心  

    增進福澤值，靠的是「利他」和「自律」兩招。而其

中這個利他，還對貪，有神奇的分解作用。分解空氣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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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味我們用銀離子，分解心中的貪念，利他最是強效。實

際去利他、去分享，你就能很輕易發現，由於大家是一個

整體的關係，我從別人那裡多拿一點然後暗爽這種事，實

在是很荒謬。自己在家裡囤兩百支快篩，跟自己周圍有需

要的人都能用得上快篩，哪一個比較明智？聰明的你一眼

就能看出來。  

    察覺貪念升起，立即想想別人，想想怎樣才是對多數

人都好，如此，你的貪心將立即轉化為慈悲心，生出體貼

他人的心意。能這樣想，無明煩惱還會離你很遠很遠。  

   ◎  忍辱治癒嗔心  

    忍辱不是叫你隱忍不發作、忍到內傷喔，而是擁有明智清朗的

心靈品質，因為明白事理，而不發怒不埋怨、不積存惡意在心裡。

順帶一提，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壓問題的人，來修習這個忍辱，最

是合適，能幫自己轉病為福。忍辱要修得好，你可以想想身邊最有

智慧的長者，換成是他遇到今天這樣不順的狀況，他會怎樣處理與

回應。與不動佛、文殊菩薩和綠度母有緣的人，還能觀想自己與佛

菩薩合一，採取高級高尚高雅的方式，應對各種突發狀況或磨人耐

性的鳥事。 

    特別在亂世變局中，若忙著罵政府、責怪那些讓你不方便的

人，那，你有超多的素材，可以讓自己天天不開心。直接省掉這些

罵、這些責怪，治癒了嗔心，想想自己其實也受到許多人的幫助，

那，你也會有很多素材，讓你天天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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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造善治癒癡心  

    造善，意思是去造一個善的境界出來。厲害的人造大一點，普

通人造小一點，初學者在自己心中造出善境就可以了。堅守正直善

良，會讓你看清很多事情，直接瓦解智障迷霧、直接終止自己的白

癡行為。又由於貪與嗔是從癡裡生化出來的，治好白癡，連前面那

兩個也一併治癒。就療癒性來講，這第三帖心藥治療效果最好。利

他造善不論大小，有造就好。造著造著，即便未成佛道，起碼先得

人緣，而且還是善的那一種緣。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元氣網/養生/抗老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