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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諄諄教誨                         

法務部表揚少年矯正學校優良教師 

法務部蔡部長為提供誤入歧途少年更充沛之教育資源，並落實兒權公約精
神，指示矯正署積極推動少年輔育院改制少年矯正學校...…（繼續閱讀 p.2） 

慰勞受刑人吃檳榔 
管理員遭判 2 年刑 

台中一名李姓監所管理員，107 年間帶收容人到監外作業時，兩度自掏腰包
買啤酒、檳榔「搏感情」，事後獄方發現，就請……..（繼續閱讀 p.7） 

振興醫院院長魏崢也確診輕症 
提供染疫後注意事項 3 大重點 

國際知名心臟外科權威魏崢醫師傳出感染 Omicron 輕症，於 5 月 15 日 PCR
結果出爐為確診.…….（繼續閱讀 p.14） 

勞動部職訓師爆貪污 
內神通外鬼 10 年爽 A 國庫 669 萬 

隸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的助理研究員林文山，平時擔任職訓師
工作，涉嫌利用教授課程需辦理採購職訓設備材料…..（繼續閱讀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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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 確診者就算輕症也會有後遺症？ 
告訴你如何處理後遺症！ 

Omicron 變異株傳染力超群，台灣本土新冠病例每天創新高，同時也有許
多確診者康復並解除了隔離。在元氣網……（繼續閱讀 p.11）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
議圓滿落幕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於今（2）日圓滿落幕，5 名
國際審查委員在經過為期 2 天的會議……..（繼續閱讀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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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諄諄教誨                               

法務部表揚少年矯正學校優良教師 

   法務部蔡部長為提供誤入

歧途少年更充沛之教育資源，並

落實兒權公約精神，指示矯正署

積極推動少年輔育院改制少年

矯正學校，於 110 年 8 月 1 日

完成桃園及彰化兩所分校改制

為「敦品中學」及「勵志中學」，

與前於 88 年 8 月 1 日已成立的「誠正中學」、「明陽中學」，國

內共計有 4 所少年矯正學校。 

    蔡部長利用今（28）日教師節，特別表揚少年矯正學校之優良

教師，共計 4 名教師獲頒獎狀，蔡部長除恭喜得獎教師外，同時對

於以教育為終身志業的全體少年矯正學校師長，致上誠摯敬意與感

謝。 

    獲獎人之一勵志中學林家如校長，她是教育界公認的熱血校長，

把別人眼中的非行少年視為最需要愛與關懷的孩子。她所帶領的勵

志中學「夢工場」團隊，致力於提供學生安全又幸福的友善校園環

境，同時期勉孩子們無論生命歷程曾經如何墜落，人生都是有希望

的。 

    明陽中學輔導教師兼學務主任鄭麗文，同時也是今年教育部師

鐸獎得主，她是矯正學校首批「開路先峰」， 23 年來與明陽夥伴

們用最熾熱的青春年華，拉拔曾被放棄的「少年們」，除參與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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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變革與成長外，更協助犯罪少年順利回歸社會，以愛心耐心改

變了許多非行學生的命運。 

    敦品中學王靖和與誠正中學江仲敏分別為該二校訓育組長，彼

此協力互助、社會資源共享，推動「逆風計畫：藝術與矯正教育結

合方案」，讓孩子們在雲門舞蹈教室老師帶領下，開心舞出精采人

生；「安心騎士計畫：學生考駕照」則與監理站下鄉考照服務結合，

透過完整的道路安全法治教育課程及考照測驗，讓學生們能取得機

車駕駛執照，並成為一個守法、安全、放心的騎士。 

    蔡部長強調，每個孩子都該被妥善照顧，也該對未來抱有希望。

法務部不會放棄任何一名誤入歧途的學生，未來一定會全力協助這

群「逆風少年」順利回歸社會；感謝少年矯正學校全體師長的努力，

同時祝福老師們教師節快樂。 

 

 

（資料來源：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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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

議圓滿落幕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於今（2）日

圓滿落幕，5 名國際審查委員在

經過為期 2 天的會議，與我國政

府機關及非政府組織代表進行廣

泛且深入的對話，涵蓋預防貪腐、

刑事定罪執法、國際合作、追繳

不法資產等重要反貪腐議題，並

針對我國落實反貪腐相關重要議題提出共計 104 點結論性意見，

包含 51 點主要觀察發現、17 點最佳實務作法及 36 點執行挑戰及

建議，於今（2）日在法務部 5 樓大禮堂舉辦結論性意見發表記者

會。 

 

記者會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發言人羅秉成擔任主持人，代表

我國政府接受國際審查委員會提出之文件。席間國際審查委員會

主席  José Ugaz 特別讚許臺灣政府的努力，在首次國家報告國

際審查後，臺灣在採取預防措施及打擊貪腐二方面有重大成就，並

籲請立法院優先審議《揭弊者保護法》草案；鼓勵臺灣執法機關積

極偵查國際貪污犯罪行為，杜絕外國人賄賂行為；有關政治選舉資

金，建議遵循最佳國際標準，規定捐贈行為應以公開透明方式為

之，並限制金額。主席 José Ugaz 表示國際審查委員相信政府的

決心將可打造一個透明國家，進而造福民眾及後世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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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審查委員 Julie Haggie 分享，反貪腐就如同划獨木舟，

大家同舟共濟，都必須要齊力向前。在預防貪腐方面，臺灣面臨到

的挑戰包含：《公司法》仍須作出重大修正，才能揭開企業面紗，

並建議建立實質受益人集中登記制度，供執法機關與民眾查詢；另

外，建議創立一個獨立機構，來處理有關《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投

訴和遵循事項，依據《遊說法》第 2 條所做的紀錄，也應該被公

開，提升政策和重大決定的透明度。 

 

國際審查委員 Gillian Dell 表示，我國建立獨立宣告沒收的制

度及在洗錢防制獲得國際肯定，是值得恭賀之處，惟在私部門方

面，仍有積極預防企業貪腐，對涉犯貪污行為之法人課予刑事責

任，以及私部門賄賂入罪化等問題尚待解決。 

 

國際審查委員 Geo-Sung KIM 認為近年我國貪腐印象指數

(CPI)排名及評分上升，顯示出反貪腐成效斐然；建議對於非賄賂

形式的貪腐加以關注，以及廣邀企業投入，參與打造反貪腐環境，

並建議設置「反貪腐大使」，與各方夥伴攜手合作，在全球分享臺

灣經驗。 

 

國際審查委員 Peter Ritchie 建議我國可審酌訂定一套技術援

助的策略性政策，透過各種機會來強化區域組織、多邊組織、開發

中國家的參與程度及夥伴關係，分享臺灣預防與偵查、起訴貪腐、

洗錢、資產沒收與司法互助之技巧與經驗。另外，《引渡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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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科技偵查法》草案及《臥底偵查法》草案建議應持續推動，

強化現有反貪腐措施。 

 

羅政務委員特別感謝 5 位國際審查委員，來臺參與審查並提

供真摯的建言，也感謝政府機關代表及民間團體代表的參與，讓國

際審查委員能夠透過實際對話瞭解臺灣在反貪腐工作的努力，希

望大家勇敢真誠地面對建言及挑戰，不辜負國際審查委員的期許。

未來臺灣會更加積極與私部門、NGO 團體與民間共同合作與努

力，並且會循著既定的腳步，致力於敦促各部會落實結論性意見，

作為擬定反貪腐政策、法制規範及相關工作的重要參據，在 2 年

後會完成期中審查，並在 4 年後再次接受國際審查的檢驗。 

 

有關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結論性意見

相關資料，請參閱法務部廉政署網站(廉政政策/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專區/國際審查)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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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慰勞受刑人吃檳榔 

 管理員遭判 2 年刑 

    台中一名李姓監所管理員，107 年

間帶收容人到監外作業時，兩度自掏腰包

買啤酒、檳榔「搏感情」，事後獄方發現，

就請李姓管理員自首，台中地院審酌其自

首且圖利金額約 1800 元，依貪污治罪條

例的圖利罪嫌，減刑兩次，最後判處 2 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 4 年，

全案仍可上訴。 

    據判決書指出，台中一名 44 歲李姓監所管理員，107 年 4 月

11 日、25 日時，帶著 11 名外役監收容人到彰化少輔院監外作業，

當時李男看收容人工作勞累，就自掏腰包買了啤酒、檳榔、飲料請

收容人享用，不料事後回中監時，戒護科的人員發現收容人竟渾身

酒氣，一問之下才知竟是李姓管理員請客，但根據監獄行刑法規定，

收容人禁用菸酒，且台中監獄規範收容人不得吃檳榔，事情李男在

獄方要求之下，於同(107)年 5 月 1 日至廉政署中部組自首認罪。 

    案經審理，李男在庭上辯稱，事前不知收容人不得飲酒、吃檳

榔，只是因為收容人工作很辛苦，才想「慰勞」一下，不過法官認

為，李男擔任監所管理員已近十年資歷，不可能不知規定，但審酌

李男為自首且請客金額於五萬元以下，針對兩次請客犯行，依貪污

治罪條例的圖利罪嫌，判處各 1 年 10 個月，併應執行 2 年有期徒

刑、褫奪公權 4 年，全案仍可上訴。 

           （資料來源：三立新聞網/Yahoo!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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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職訓師爆貪污 

 內神通外鬼 10 年爽 A 國庫 669 萬 

    隸屬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中彰投分署的助理研究員林文

山，平時擔任職訓師工作，涉嫌

利用教授課程需辦理採購職訓

設備材料物品的機會，提出請購

需求，再透過自營公司進行投標，從中賺取差價，或是洩漏

採購秘密給投標公司來獲取回扣。彰化地檢署搜查，發現林

男近 10 年來涉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及收受回扣近 669

萬 6580 元。檢方今日偵查終結，依《貪污治罪條例》對林

文山等 5 人提起公訴。  

    彰化地檢署表示，該案經廉政署中區調查組獲報，彰化

地檢署立即組成專案小組偵辦，經透過金流分析掌握相關犯

罪事證，今年 3 月 15 日，檢警出動搜索涉案人等住所及辦

公室等共 11 處，約詢涉案人員 13 人，經訊問後認為林文山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罪嫌重大，且有逃亡及串證之虞，今向法

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起訴內容指出，林文山（45 歲）本身為採購承辦人員，

依法應予以迴避不得投標，但他利用教授課程辦理採購辦理

職業訓練設備材料物品的機會，提出請購需求或簽辦 10 萬

元以下及逾 10 萬元開口契約等採購標案，並找來不知情的

老母當人頭開設「恒昕」材料公司，或借用「如元傑」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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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義，陸續承攬得標各項採購案，最後再利用自己擔任

實質驗收人之優勢，佯以備品或舊品充當新品出貨，致機關

陷於錯誤，予以通過驗收，其利用職務機會從中詐得採購價

金 403 萬 4035 元。  

檢方也查出，林男於 2014、2015、2019 年時，利用購

辦公用器材採購標案機會，事先委請梁男、劉男擬定標案設

備規格或預算，以變相洩漏採購秘密方式，進而收取回扣賄

賂為對價，藉此護航楊姓、劉姓、陳姓等廠商提早獲悉採購

資訊，進而及早備標而得標，林男再從中向其收取回扣總計

266 萬 2545 元。  

「完全就是一手遮天！」承辦檢察官表示，林男擔任勞

動部講師，課程常需要電線、馬達等五金材料，因此多次提

出利用請購需求，再利用自營公司得標採購案，但買來的東

西卻不是完全拿去教學，而是留下大部分拿去自售，使其獲

利，簡直是把納稅人的錢當提款機。  

檢方也指出，林男也相當狡猾，為迴避稽查避免單一公

司得標，遂找來如元傑公司等幫忙承標，如有超過 10 萬元

採購案，就洩漏採購規格給熟悉廠商，藉此收取回扣，而這

些不法廠商更不乏是上過職訓課的學生，根本就是「內神通

外鬼」，經查，林男 10 年來利用職務詐取及收取之回扣不

法案件約 180 起，金額達 669 萬 6580 元。  

彰化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葉建成表示，林文山在押期

間坦承犯罪，並自動繳回 200 萬元，已建請法院將其不法所

得沒收，但他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購辦公用器材收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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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刑法》洩漏國防以外

應秘密之消息及《政府採購法》詐術圍標、借牌投標等罪嫌，

因此予以起訴；另同案被告梁男、劉男則犯《貪污治罪條例》

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嫌；另楊男、劉男及

陳男等所屬公司涉犯《政府採購法》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

確結果及容許他人借用牌照等罪嫌，據此將以上等人提起公

訴。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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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icron 確診者就算輕症也會有後遺症？ 

 告訴你如何處理後遺症！ 

    Omicron 變異株傳染

力超群，台灣本土新冠病例

每天創新高，同時也有許多

確診者康復並解除了隔離。

在元氣網與 WaCare 共同成

立的「居家隔離怎麼伴？」

LINE 社群中，越來越多解隔者開始討論「後遺症」。 

    到底 Omicron 像流感，還是會對身體造成長期影響？群組中

有人說：「我有點擔心後遺症，因為感覺一直在咳。」也有人說：

「醫師說是確診的後遺症，咳了 13 天，後來症狀逐步有改善，還

是咳嗽。」也有人詢問在日本確診的朋友，對方回答說：「感覺中

氣不足，想咳嗽。」 

Omicron 的後遺症有哪些？ 

    目前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明感染 Omicron 康復後，後遺症

與先前的 Alpha 和 Deltaa 有明顯區別，由於它是 Covid-19 的變

異株，後遺症也類似，被稱作新冠長期症狀（Long Covid）。根

據「居家隔離怎麼伴？」中大家的討論，整理出了幾個最常被提及

的症狀： 

    ● 咳嗽，喉嚨有黃綠色黏痰，且不易咳出。 

    ● 喉嚨乾澀、發癢。 

    ● 缺氧、頭暈、全身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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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鼻塞。 

    ● 胸悶、心悸。 

    ● 掉髮、起紅疹。 

    以上症狀可能會持續 4~5 日不等，也可能持續半個月到一個

月以上。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及諸多新冠研究發現，不管是 Omicron，

還是之前的世界霸主 Delta，或一開始的武漢株與 Alpha，後遺症

除了既有的新冠肺炎症狀外，還有以下： 

● 疲勞、注意力不集中 

   這是 Omicron 最主要的後遺症，確診者在康復後依舊會

感到疲勞，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狀，目前並沒有研究顯示會

維持多久。 

    ● 味覺／嗅覺的喪失 

       味覺和嗅覺可能會在感染後持續數週甚至數月，超過 3 個

月的情況是新冠長期症狀中相當常見的情況。 

    ● 腦霧（Brain Fog） 

       腦霧是目前最常見的 Omicron 後遺症之一，主要的症狀

包括失憶，思緒混亂，注意力渙散…等認知症狀，也間接

造成了許多感染者在康復後影響到了工作能力以及日常

生活。 

● 皮疹（Skin rash） 

皮疹看似普通，但是卻是 Omicron 的症狀之一，同時也

是新冠疫情當眾最容易被忽視的症狀。通常會發生在病情

較輕微的患者身上，患部樣子類似凍傷，因此很容易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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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而且皮疹的發生的時間點可能會是在感染的任何一

個時間，可能是剛染疫時，也可能是即將康復的時候。 

    ● 罹患糖尿病的風險提高 

       國際知名期刊「The Lancet」在今(111)年 3 月 21 號發表

的最新研究指出，經過 Covid-19 的急性期後，罹患糖尿

病和使用血糖控制藥物的風險明顯增加，主要的原因是在

感染後可能導致胰臟的受損，間接影響胰島素分泌而引

起，該研究作者也強調「應把糖尿病是為新冠長期症狀的

後遺症之一」。 

要如何才能預防或減緩後遺症？ 

    目前尚未有明確的預防方式可以降低後遺症的風險，唯一已

知的方式就是接種疫苗。現行新冠肺炎疫苗可有效降低罹患

Omicron 後的重症機率，同時降低 49％的後遺症。 

    根據「居家隔離怎麼伴？」中確診的經驗，Omicron 確診患

者可以在康復後，尋求醫師或中醫師的協助，遵循醫師指示服用緩

解症狀的藥物，相關西藥或中藥，可減緩後遺症所帶來的不適。 

    如果是肺部受損患者，若有缺及呼吸喘等問題，經醫師建議可

在藥局購買氧氣瓶，如因後遺症感到缺氧時，可以使用氧氣瓶減緩

症狀；也要每天清痰，減緩氣管卡痰的困擾。 

 

 

（資料來源：元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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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醫院院長魏崢也確診輕症 

 提供染疫後注意事項 3 大重點 

    國際知名心臟外科權威魏崢醫師

傳出感染 Omicron 輕症，於 5 月 15

日 PCR 結果出爐為確診，魏崢醫師表

示雖是輕症，但有時候也感到非常不

舒服，自己的症狀包含喉嚨發炎、喉嚨

痛到喝不了水，還一度發燒到 38.5度。 

    據媒體報導，心繫員工的魏崢院

長發簡訊給全院員工，除了說明病情之外，也提供染疫後需注意事

項主要分為 3 大重點，並推薦 8 種飲食和 3 種藥物建議，以供確

診的醫護同仁參考。 

一、 飲水量保持充足，幫助化痰 

首先，魏崢醫師表示，染疫後要補充充足水分才能幫助

化痰，若喝清水容易嗆到的話，可以用木瓜牛奶、豆花

代替，吞服藥物亦然。 

高敏敏營養師曾撰文指出，確診新冠肺炎後，各種不適

症狀如喉嚨痛、流鼻涕、發燒及盜汗等，都會加速身體

水分流失，容易造成缺水，甚至脫水的情況，此時確保

水分攝取充足，可以避免症狀加劇。建議喝水時，以「小

口少量、多次喝水」為原則；另外，在攝取水量方面，

則建議在一小時內飲水量不要超過 1000c.c.，每次飲

水量不超過 3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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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準備退燒、消炎、止咳藥物 

至於藥物使用方面，魏崢醫師特別提到 3 類藥物，分

別為退燒止痛藥物普拿疼（院內稱 Depyritin（得百利

寧））、非固醇類抗發炎劑希樂葆（Celebrex），以

及常見甘草止咳水（Brown mixture）。 

魏崢院長補充，其中 Depyritin 不具消炎效果，若出

現發燒症狀，服用時建議每天不要超過 5 顆；而喉嚨

痛時服用 Celebrex 效果較好，但每天不需要超過兩

顆。其中，Celebrex 和 Brown mixture 為處方藥，須

醫師開立處方，民眾不應自行使用。 

三、 選擇不刺激、易下嚥食物及好油，充分補充營養 

魏崢醫師自己感染的症狀中，也包含喉嚨發炎、痛到喝

不了水，但染疫患者的營養補充，也是在康復過程中重

要的一環。因此魏崢醫師建議，可以食用不刺激又容易

下嚥的食物，如木瓜牛奶（少糖）、原味優格、豆花、

布丁、蒸蛋（不要太鹹）、白煮蛋蛋白、橄欖油或苦茶

油。 

魏福部南投醫院營養師黃淑敏曾受訪表示，多數患者

無明顯症狀或症狀輕微，可能會出現鼻塞、咳嗽、流鼻

水等症狀，有人還會喉嚨疼痛難耐，痛到無法進食，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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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喉嚨疼痛，難以進食，建議可多吃清涼且軟質的食

物，只要將食物煮軟，放涼再吃，可避免過燙刺激喉嚨。

建議可依照全榖雜糧、魚肉蛋肉類、蔬菜類、水果、油

脂與堅果種子類、乳品類等 6 大類食物，將食物煮軟，

待食物稍微涼了再吃。 

安診所鄭乃源院長也曾受訪指出，維持良好腸道健康

在防疫期間十分關鍵，而腸道菌相與食物大類息息相

關，多吃蔬果、補充腸道好菌來提供身體能量來源，除

了鼓勵民眾可吃「泡菜、酸菜」等發酵品，也可多攝取

發酵乳品，如：無糖優格、優酪乳；並減少紅肉、糖類、

飽和脂肪的攝取。 

另外，攝取好油，如橄欖油（Omega3）、苦茶油

（Omega9） 建議 Omega6: Omega3 比例為 1:1-

1:4，但也不需過量攝取 Omega3，每天大概 1-2 克就

已足夠。 

    若有自己無法處理的狀況，尤其是有呼吸困難的情形，請馬上

來掛急診。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地渡過這次的疫情。」 

 

 

（資料來源：早安健康/元氣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