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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107年6月5日「蘋果日報：總統允補社會破洞，小燈泡母：做了哪

些努力？」本部回應如下： 

 

       任何刑事案件的產生必有其個人、家庭及社會多元影響因素所

造成，其背後對其犯行之處罰，亦必基於前述原因之下衡量而處斷其刑，

本部身為國家刑罰之執行機關，本於案件裁判之結果依法執行，亦有其

不容推卸及需予貫徹之職責所在，對於小燈泡被殺案件，行政院已核定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重構「以家庭為中心，以社會為基礎」的網

路，透過體系間有效整合銜接，運用社區資源及早發現高風險家庭，並

介入關懷以發揮預防功能。針對毒品、性侵害及重大暴力犯罪之受刑人，

矯正機關加強瞭解收容人犯罪原因及家庭背景，並視收容人需求連結及

轉介相關資源，以協助建構社會安全網。受刑人並非服刑達法定期間，

即應准予假釋，對於重大刑案、犯行複雜、前科累累或難以矯治者，其

假釋案自當從嚴審核，因此，針對重大殺人案件，經判處無期徒刑確定

者，除頇執行逾25年外，如無悛悔實據或危險性未顯著降低者，仍得不

予假釋，將其與社會永久隔離。 

       針對重大殺人案件加害人假釋出獄後，由地檢署觀護人執行其

保護管束，針對中、高再犯危險者、觸犯重大刑事案件（包含性侵、殺

人、強盜、盜匪、擄人勒索、製造販賣運輸槍砲）及毒癮愛滋案件之假

釋出獄人，觀護人於假釋後，前2個月列管核心個案、密集觀護及函請

警局複數監督等各項加強措施。對於患有精神疾病、智能不足或其他身

體狀況特殊之案件，轉介衛生局及醫療院所輔導個案就醫，並追蹤其就

醫情形，觀護人針對不同再犯風險之受保護管束人提供適當之監督與輔

導處遇，協助受保護管束人復歸社會，並降低再犯危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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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預防更生人再犯及復歸社會輔導措施方面，本部督導更生保

護會運用更生輔導員入監輔導，增加受刑人出獄後社會適應能力，提供

更生保護服務資訊，實施認輔，提前建立輔導關係及銜接出獄後更生保

護，也會提供多元化更生保護服務，結合民間團體辦理更生人收容安置

業務，依個別需求，提供就學、就醫、急難救助金等複合式更生保護協

助，同時推動更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協助更生人及其家庭修復關

係，辦理就(創)業輔導，結合職訓局就業服務中心、民間企業，入監辦

理收容人就業宣導及技能訓練，建構出監後更生人就業輔導網絡，運用

更生輔導員強化進行追蹤強化就業意願，開發協力廠商(雇主)提供就業

機會，建立更生保護會與就業服務站間之就業媒合轉介機制，對有心創

業之更生人，由更生保護會提供創業貸款，予以輔導及協助其順利復歸

社會。 

     

 

                                                                                 資料摘自：法務部官方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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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午節(107 年 6 月 18 日)將屆，由於節慶連假期間

易生致贈禮物或飲宴應酬等情事，在此提醒各位同仁，如遇有與職務上

有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饋贈財物或邀宴應酬時，應依公務員廉

政倫理規範規定辦理，除係屬下列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 點、第 7

點之但書例外情形外，應予拒絕，並落實知會登錄程序：  

 

(一)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4點：  

 

公務員不得要求、期約或收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餽贈財物。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時，得受贈之：  

 

1.屬公務禮儀。  

2.長官之獎勵、救助或慰問。  

3.受贈之財物市價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或對本機關（構）內多數人為

餽贈，其市價總額在新臺幣一千元以下。  

4.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及

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之傷病、死亡受贈之財物，其市價不超過正常社

交禮俗標準。  

 

(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點：  

 

公務員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法令
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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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公務禮儀確有必要參加。(應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

參加)  

2.因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應簽報長官核准並

知會政風機構後始得參加)  

3.屬長官對屬員之獎勵、慰勞。  

4.因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異動、退休、辭職、離職等

所舉辦之活動，而未超過正常社交禮俗標準。  

 

公務員受邀之飲宴應酬，雖與其無職務上利害關係，而與其身分、職務

顯不相宜者，仍應避免。  

 

二、另外同仁如遇請託關說事件時，亦請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

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或「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相關規定，落實

辦理登錄程序，以保障自身權益。  

 

  

 
                                                 資料摘自：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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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廉政署偵辦前交通部觀光局暨宜蘭海

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長方○○涉嫌刑法

342 條背信案，業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終結，予以緩起訴。 

    

     方○○自民國102年12月9日起至106年1月4日止， 係交通部觀光

局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下稱東北角管理處）處長，負責監督

該處各項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

務員。其明知公務車輛應依規定，以供公務使用為限，不得有公車私用

情形，詎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之接續犯意，於103年1月1日至105

年12月31日期間，擅自將東北角管理處之公務車，充作其個人由東北角

管理處公務宿舍往返臺中市住處等地區之交通工具，而違背其使用上開

公務車僅能用於執行公務之任務，並使東北角管理處因而增加油料及

ETC費用之支出，方○○以此方法圖得自己之不法利益合計新臺幣7萬

3,153元，致生損害於東北角管理處之財產。 

 

      全案經本署移送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辦，並經偵查 終結，認

方○○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42條背信罪嫌而為緩起訴處分。 

 

 

                                                                                資料摘自：法務部廉政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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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接見親友名籍刑期  

   收容人怒告洩露個資 
 

一、 案情概述 

○○監獄科員陳○○於 106年 3月 13日收容人周○○女友李○○

辦理接見登記時，告知其女友關於監所電腦內所列之周○○犯罪

前科資料，且稱：周○○所涉案件眾多，這種人不會改，不要跟

他扯上關係等語，致使收容人與其女友於接見時，因女友質問其

究竟進出監獄多少次，是否犯罪 10餘條等，而發生爭吵。周○○

得知後氣到控告陳誹謗、洩露他的個資與瀆職等罪。 

二、 原因分析 

(一) 一般常理親友對於收容人入監案由及刑期鮮少不知者，以致陳

員直覺認為家屬必定知道；加以刑期與接見次數及親等有關，

於接見辦理時必頇讓接見家屬知悉，據以憑辦。 

(二) 本案陳員未能維護收容人之基本權益，違背矯正署所屬矯正人

員專業倫理守則第 4點規定，且如涉洩漏司法院公布判決書以

外資料，則侵犯收容人之隱私，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有違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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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興革建議 

(一) 完成獄政系統使用者憑證註冊作業，日後使用獄政系統者，必

頇先行於獄政系統完成自然人憑證註冊，始得登入使用，使用

權限並依據使用者之職務內容予以控管設限，以確保資訊及個

資安全。 

(二) 蒐集其他公務機關，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案例，作為借

鏡，並逐項檢視相關業務措施，是否仍有待加強改善之處，強

化教育訓練，以落實個人資料保護。 

(三) 為預防接見室及單一窗口服務櫃台執勤人員，於服務民眾時不

慎侵犯到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建議於上開人員服務櫃台

電腦螢幕下緣增加警語，提醒執勤同仁，注意個資保護及謹守

矯正人員專業倫理。 

                                         

                                                資料摘自：矯正署107年「公務機密維護」宣導參考教材 

 

 

 

 

 

 

 



9 
 

 

 

舍房沒換成 收容人襲擊管理員 

 

一、 案情概述 

○○監獄義二舍收容人謝○○，106年 9月因毒品案入獄，同年 9

月 21日電話懇親後，在回舍房途中向主任管理員王○○表示希望

換舍房，王表示依規定要先回原舍房，再做調整。謝○○不滿沒

有立即換房，突然徒手攻擊王姓管理員、一陣亂打，王遇襲後，

意識清醒、沒有外傷，隨即離開戒護區，經獄方送醫診斷，送加

護病房觀察，幸確診後並無腦震盪現象。 

二、 原因分析 

(一) 當日○○監獄中秋節電話懇親活動，謝姓受刑人結束電話懇親

後，不願回原舍房，停在門口向王反應說他要換舍房，因此，

其他同舍房的收容人都被他堵住。 

(二) 王員當下要謝立即進舍房，並上前準備推一把，不料謝突然揮

拳朝王員頭部攻擊，王員措手不及，頭部連中 3拳被擊倒。 

(三) 王員進加護病房的事傳出後，引起其他管理人員關注，以為他

被打得很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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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興革建議 

(一) 妥善保存監視錄影畫面，製作相關收容人陳述書與談話筆錄，

並將收容人移至違規調查房實施調查，依監獄行刑法及相關規

定議處，有關強暴脅迫公務人員妨害公務部分，應主動函請檢

察機關偵辦。 

(二) 加強常年教育，針對毒品案收容人，多有腦神經受損之情形，

應延聘精神科專業人員，傳授精神病方面之專業知職及處置要

領。 

 
 

                                          資料摘自：矯正署 107年「機關安全維護」宣導參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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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葉黃素不能和胡蘿蔔一起吃，因為胡蘿蔔會阻礙葉黃素吸收，這是

真的嗎？ 

(1) 飲食中適度地攝食胡蘿蔔，對於葉黃素(Lutein)的吸收影響並不大，

只有當同時服用且攝入大量β胡蘿蔔素，才會影響葉黃素的吸收。 

(2) 葉黃素和β胡蘿蔔素，都屬於類胡蘿蔔素，因為在腸胃道的吸收路

徑是相似的，所以有可能產生相互競爭的情況。根據目前研究的臨床詴

驗，同時服用高劑量的葉黃素與β-胡蘿蔔素時，會明顯降低葉黃素與

β-胡蘿蔔素的吸收；然而人體腸胃道的吸收具有先來後到的時序性，

而且此類脂溶性物質的吸收可連續長達數小時，因此兩者攝食時間有所

間隔，即可降低競爭吸收的問題。 

(3) 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建議一天攝取 6 mg 葉黃素，可預防黃斑部病

變；而β胡蘿蔔素在人體內可轉換成維生素 A，可改善因缺乏維生素 A

而導致的眼睛及皮膚的疾病。 

(4) 食藥署提醒，天然蔬果中所含有的β-胡蘿蔔素及葉黃素的量尚不

足以造成兩者競爭吸收的疑慮，民眾不需過度擔憂。如需服用大量的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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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蘿蔔素及葉黃素時，民眾應先諮詢專業醫師、藥師或營養師，依個人

需求而選擇補充量，並將兩者服用時間的間隔拉長，使其不致於相互影

響。 

                                                                          資料摘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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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休閒旅遊風氣盛行，不少業者以貨櫃屋作為旅宿營業使用。但貨櫃

屋作為住宿用途，是否合法及安全，有進一步瞭解之必要。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協請交通部觀光局促請地方政府查核轄

區貨櫃屋供作旅宿用途之情形。查核結果計有 5家不符合「發展觀光條

例」規定，相關地方政府已依規定處以罰鍰在案。 

行政院消保處表示，本案前據各地方政府於本（107）年 2月至 3月初

步瞭解，以貨櫃屋經營旅宿業務者，計有臺南市、屏東縣及臺東縣等 3

縣市，共計 5家。其中 1家領有合法旅宿登記證，但原登記資料並無貨

櫃屋設施，而是業者後來自行增設；另 4家貨櫃屋業者則根本未領有旅

宿登記證。相關裁處情形如下（詳如附表）： 

（一）已取得旅宿登記證，自行增設貨櫃屋經營旅宿業務者（編號 1）： 

現場稽查有 7間違規客房，臺東縣政府已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55條

第 7項規定，以民宿經營者擅自擴大營業客房，處以新台幣（下同）5

萬元罰鍰在案。 

（二）未取得旅宿登記證卻違規經營者（編號 2至 5）： 

因現場稽查有違規經營行為，已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55條第 6項規

定，以未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分別由臺南市政府處以 6萬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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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違規客房均為 5間）、臺東縣政府處以 8萬 4千元（違規客房 6 間）

及屏東縣政府處以 13萬 2千元罰鍰在案。 

除了上述情形外，南投縣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東縣政府，也發現另有

疑似貨櫃屋違規經營旅宿業之 10家業者。上開地方政府正進一步調查

中，倘確有不法，將依法辦理。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貨櫃屋作為民宿使用，固然因為有特色且價

格相對便宜，所以為消費者所喜愛。但貨櫃屋民宿由於未依規定取得旅

宿登記證，意謂其安全性恐相對有風險。暑假即將來臨，國人規劃旅遊

住宿時，應慎選合法旅宿業者，以維護自身之安全。  

        資料摘自：行政院消保處新聞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