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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作戰 法務部：5 大系統全力以赴 

    法務部今天指出，面對疫情衝擊，政府嚴陣以待，法務部更是全心投
入，積極動員所屬檢察、調查、廉政、矯正及行政執行 5 大系統，查辦疫
情不法及確保維護防疫物資的穩定。……（繼續閱讀 p.2） 

更生人事業受疫情波及 法務部啟動紓困方案 

  武漢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經貿，各行各業生計都受波及，行政院也
提出紓困方案，希望幫助有需要的民眾度過難關，法務部長蔡清祥考量
許多更生人、受保護管束人、犯罪被害人也受疫情影響，立即透過保護
司啟動關懷機制，採取延緩創業貸款還款期限……（繼續閱讀 p.4） 

 

佯稱與法官、法務部高層交好  
司法黃牛詐千萬元遭收押 

52 歲李姓男子自稱是建設公司負責人，佯稱與法務部高層及法院法官
交好，有管道可幫忙「疏通」案件，陸續向與他人……..（繼續閱讀 P.8） 

危害不亞於心肌梗塞！ 
5 大徵兆表示週邊血管阻塞了 

    台北慈濟綜合醫院心導管室主任兼週邊血管中心主任黃玄禮指出，週
邊血管阻塞可能是因為血液遲滯不動、內皮細胞傷害……（繼續閱讀 p.14） 

文化部再爆收賄補助弊案 
秘書處科長等 9 人遭搜索 

    檢廉偵辦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盧欽政行賄文化部官員案，
已將時任文化部人文司長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繼續閱讀 p.9） 

108 年受理消費申訴案件 
電信類躍居首位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分析 108 年 52,975 件
消費申訴案，排序前五名案件類別分別為「電信」……….（繼續閱讀 p.11） 

監所布口罩 5.5 萬個銷海外僑胞 
僑胞塗鴉國旗「感動哭了」 

   自從武漢肺炎疫情蔓延，法務部矯正署下多個監所已製造了 36 萬多個
布口罩和口罩套，引發民眾搶購，如今這些布口罩……..（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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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作戰  

法務部：5 大系統全力以赴 

     法務部指出，面對疫情衝擊，政府嚴陣以待，法務部更是

全心投入，積極動員所屬檢察、調查、廉政、矯正及行政執行 5

大系統，查辦疫情不法及確保維護防疫物資的穩定。 

    民眾在媒體投書，指「法務部不應在防疫作戰中缺席」，法務

部凌晨發布新聞稿，表示投書內容與事實出入，強調法務部在這場

防疫作戰中從未缺席。 

   法務部表示，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開設至今，多次參與相

關會議，提供各項專業法制意見及實務運作具體建議，並積極參與

特別條例制定，檢察、調查、廉政、矯正及行政執行也超前部署，

全力投入各項防疫作為。 

    法務部指出，已通令最高檢察署及高檢署督導各地檢察署，啟

動打擊民生犯罪聯繫平台，另在特別條例公布施行後，通函要求各

地檢署即刻成立「防疫處理小組」，強化查處作為，有效遏阻違反

防疫情事。 

    法務部除責令調查局假訊息防制中心溯源追查疫情假訊息外，

積極查辦移送傳播、散布防疫假訊息的涉嫌人，並及時對外澄清，

有效避免以訛傳訛，安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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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廉政機關，法務部指示廉政署透過所屬政風單位同仁，協助

各機關、學校，辦理口罩、酒精等防疫物品發放、管理、查核等規

範，有效發揮機關幫手，讓物盡其用而發揮最大防疫成效。 

    此外，矯正署訂有疫情預防及緊急處理計畫，部長蔡清祥更親

至台北監獄及台中監獄視察應變演練，並爭取提供監所充足口罩、

酒精等防疫物品，強力要求監所上下貫徹防疫，有效防範群聚感染

風險。 

    在行政執行機關，針對受居家隔離或居家檢疫卻趴趴走的行政

裁罰，於權責機關裁處後，如有逾期或拒不繳納者，透過聯繫窗口

促請權責機關儘速移送各所轄行政執行分署，迅速依法強制執行。 

    法務部所屬各地檢署迄至 4 月 1 日，受理與疫情相關刑事案

件共有402件539人。其中疫情假訊息案件計受理260件350人，

已依法起訴 17 件 18 人，緩起訴 47 件 60 人，其餘秉持速查嚴辦

原則，目前正偵辦中。 

    關於武漢肺炎假訊息，調查局至 4 月 3 日止，偵辦件數計 343

案（含境外假訊息案數 243 案），移送地檢署共 44 案 62 人。「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專案」（囤積哄抬等），共立案 136 案，

已移送地檢署共 16 案 26 人，餘均積極依法查辦中。 

    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受理移送執行件數 15 件，移送金額 143 萬

元，已執行繳納金額新台幣 60 萬 6000 元。矯正署所屬各監所，

落實執行各項防疫規範，維持無群聚感染情事。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央社、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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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人事業受疫情波及  

法務部啟動紓困方案 

     武漢肺炎疫情嚴重衝擊全球經貿，各行各業生計都受波

及，行政院也提出紓困方案，希望幫助有需要的民眾度過難關，

法務部長蔡清祥考量許多更生人、受保護管束人、犯罪被害人

也受疫情影響，立即透過保護司啟動關懷機制，採取延緩創業

貸款還款期、減少還款金額等措施，希望共體時艱，幫助大家

挺過難關。 

     部長蔡清祥表示，這次的關

懷行動是法務部主動積極發起，

他希望同仁們要更深入，再多打

通電話，瞭解相關更生人的需求，

此外，對於努力回歸社會的更生人也要持續給予支持，例如防疫期

間，可多採購他們的創業產品。 

     法務部保護司長黃玉垣則表示，面對武漢肺炎疫情影響，政

府積極規劃推動紓困及振興措施，部長早已指示觀護、更生保護及

犯罪被害保護三大司法保護系統，引進社會資源協助，例如知名的

竹科團購熱門美食「大哥手工蛋捲」一度業績嚴重下滑，更保協會

提供業者二次貸款，提升設備協助轉型。 

    黃玉垣說明，包括榮譽觀護人、更生輔導員、保護志工不但主

動關懷，且結合政府紓困方案與資源，至各地檢署巡迴探視相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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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等，總計關懷受保護管束人 4,200 人次、提供物資及急難救助

超過 200 人次、協助連結政府紓困措施 170 人次。 

    黃玉垣表示，更生保護會還延緩創業貸款還款期限，暫停緩催

收 55 人，總金額達 663 萬餘元，減少還款金額 13 人，總金額 74

萬餘元，政府會和民眾站在一起，攜手度過肺炎疫情。 

 

 

 

 

 

 

 

 

 

 

 

  （資料來源：法務部、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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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布口罩 5.5 萬個銷海外僑胞                          

僑胞塗鴉國旗「感動哭了」 

    自從武漢肺炎疫情蔓延，法務部矯正署轄下多個監所已製造

了 36 萬多個布口罩和口罩套，

引發民眾搶購，如今這些布口罩

不只內用，還透過僑委會外銷給

歐美等國的僑胞，僑委會委員長

吳新興今(29) 日出席法務部茶

敘時透露，第一批 800 個監所製

的布口罩已提供給瑞士僑胞，僑胞還感動哭了，甚至還在口罩上

塗鴉台灣國旗等，因此僑委會已向矯正署再採購 5.5 萬個布口罩，

將送往歐美等地的海外僑胞。 

    吳新興今表示，台灣的布口罩目前很容易取得，但海外並不

容易取得，而監所的布口罩一個才賣 25 元，可能是目前坊間同材

質最便宜的，因此僑委會再採購 5.5 萬個監所布口罩，今天也都

已交貨，很感謝法務部協助。 

    法務部長蔡清祥則指，收容人製作布口罩也是回饋社會的方

式，當時僑委會向他反映買不到口罩給海外僑胞，蔡就提議可以

提供布口罩，因此雙方展開合作。 

    而矯正署轄下包括台北監獄、台中監獄等 13 個監所目前已製

作出 36 萬個布口罩和口罩套，搭配醫療用口罩使用可以延長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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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壽命，且布口罩不斷改良，有的有立體剪裁，有的則是二重

紗縫製。 

    另外，法務部國際及兩岸法

律司也正在籌備發關懷信給美

國、丹麥、德國、英國、波蘭等

多個與台灣有司法互助的國家，

關懷對方國家是否有任何物資需

求，例如布口罩等，法務部也會

盡力協調給予幫助。 

 

 

 

 

 

 

 

（資料來源：法務部、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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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稱與法官、法務部高層交好 

司法黃牛詐千萬元遭收押 

    52 歲李姓男子自稱是建設公司負責人，佯稱與法務部高層

及法院法官交好，有管道可幫忙「疏通」案件，陸續向與他人有多

件民、刑事案件的吳姓夫妻檔收取「疏通費」1046 萬餘元，之後

便避不見面，兩人驚覺遇到「司法黃牛」，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葉益

發 23 日指揮桃園市調處搜索李男住處，並傳訊他到案說明，檢方

訊後認為李男涉犯「刑法」詐欺取財罪嫌重大，且有反覆實施同一

犯罪、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法官裁准收押、

未禁見。 

    檢調調查，李男自 2018 年 6 月起至 11 月間，對外自稱建設

公司負責人，得知吳姓夫妻檔與他人有多件民、刑事案件正在進行

訴訟，便多次前往兩人位在桃園市的住處，佯稱他與法務部高層及

法官交好，可代為疏通，避免兩人家產遭到法院查封拍賣，並委請

其王姓友人撰寫答辯書，吳姓夫妻誤以為李男真的能夠幫忙疏通官

司，陸續交付高達1046萬餘元現金，沒想到李男之後就避不見面。 

    桃園地檢署指出，「司法黃牛」是利用民眾對訴訟的無知及恐

懼，藉此牟取不法利益，其行為已嚴重破壞司法信譽，請民眾不要

受騙上當，民眾辦理訴訟事件應請具有律師資格並合法登記職業的

律師協助，避免受騙而影響自己的訴訟權益，如遇詐騙，可向檢察

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提出檢舉。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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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再爆收賄補助弊案 

秘書處科長等 9 人遭搜索 

檢廉偵辦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盧欽政行賄文化部

官員案，已將時任文化部人文司長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朱瑞

皓羈押禁見，不料又查出盧欽政也行賄時任人文司視察的文化部秘

書處科長陳慶華，今兵分 2 路搜索並約談陳慶華等 9 人；此外，

朱瑞皓任職傳藝中心任內另涉收賄，今另案遭檢調提訊。 
檢廉獲報，2014 年 6 月至 2019 年 10 月，陳慶華擔任文化

部補助舉辦國際書展承辦人期間，涉嫌於 2018 年 5 月開始迄今，

假藉貸款名義將錢借給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盧欽政、副

理事長周均亮 2 人，並按月收取利息，涉嫌變相收賄。盧欽政、周

均亮今也被依嫌疑人身分約談到案。 

檢廉發現，陳慶華以自己的名義向銀行貸款 150 萬元後，將

錢轉匯給盧欽政，按月向盧欽政索討 1 萬 8000 元利息，並以此為

代價，核准補助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舉辦美國書展 125 萬元、

印尼書展 60 萬元、香港書展 100 萬元。 

關於朱瑞皓收賄一案，起源於 2018 年 4 月文化部所接獲的檢

舉內容，經政風處調查後移交廉政署，同年 7 月 1 日朱瑞皓即被

調離主管職務。 

檢廉調查，朱瑞皓擔任人文及出版司副司長及司長任內，涉嫌收

受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盧欽政、副理事長周均亮等人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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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萬元，另受招待同遊泰國及越南，護航 2 人取得文化部特定補助

款 150 萬元。 

4 月 21 日，北檢會同廉政署兵分 7 路搜索並約談朱瑞皓等 17

人，訊後依違反貪污治罪條將朱瑞皓聲押禁見獲准；周均亮則被諭令

30 萬元交保、盧欽政 50 萬元交保。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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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受理消費申訴案件 

電信類躍居首位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行政院消保處）統計分析 108 年 

52,975 件消費申訴案，排序前五名案件類別分別為「電信」（1,963

件）、「房屋」（1,561 件）、「遊戲」（1,407 件）、「手機」

（1,371 件）及「網購」（1,323 件）。 

行政院消保處以下列常見申訴案件為例，提醒消費者注意自

身權益： 

一、電信業者訊號不良，欲解約尚須負擔違約金 

林先生因電信業者新優惠方案而攜碼更換電信公司，惟

簽約使用後才發現收訊品質不如預期，經向電信公司反映後

卻未獲明顯改善，欲解約卻又被要求未滿綁約期限須支付違

約金。 

電信類消費爭議申訴案件主要原因多為通信訊號或網速

品質不良、綁約退款等衍生問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

續約或簽新約時，應充分利用審閱期間研讀契約記載事項，

並充分利用服務試用期間測試訊號及網速品質；如有未盡清

楚之處亦應主動向業者詢問，以維護自身權益。 

二、電信續約方案未慎選，收到帳單好後悔 

    吳太太原使用方案即將到期，在客服人員的促銷下選購

了新的續約方案，嗣後收到簡訊通知來電答鈴及線上影城等

加值服務均已開通，吳太太雖無需求卻依然不以為意，直到



 
12       

 

收到帳單時才聯繫電信公司，詢問可否立即停止加值服務，

但業者表示已超過試用期間，只能依其所簽署之契約於一年

後辦理。 

    電信業者各種資費方案多如牛毛，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

費者，簽訂契約時除應評估自身需求外，尚須留意資費計算

方式，以及客服人員說明之注意事項與電信業者相關通知，

如有疑義亦應即時洽詢，以維護自身權益。 

三、線上遊戲帳號無法登入，詢問後始發現遭到停權 

陳同學經常上線練功打怪，某天準備上線時卻發現自身

帳號已無法登入，經向業者洽詢才發現該帳號因涉及外掛爭

議已被遊戲公司停權。 

遊戲類消費爭議案件主要原因多為遊戲帳號遭停權或封

鎖，或網路連線品質等衍生問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提醒

消費者，開通線上遊戲帳號時，應充分閱讀相關定型化契約

及遊戲管理規則，以維護自身權益，並避免因不慎違反遊戲

管理規則而遭業者停權或終止契約。 

四、網購發現商品品質不如預期，欲退貨卻遭到拒絕 

    王小姐在購物平台發現低價促銷精品，一時心動便倉促

下單，付款收貨後才發現商品品質不如預期，欲辦理退貨賣

家卻以商品無瑕疵而拒絕。 

    網購類相關消費爭議案件原因多為退貨遭拒或商品瑕疵

等問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網路購物雖屬通訊交易

而得於收受商品後 7 日內解除契約，但購物之際仍應一併注

意有無合理例外情事，同時慎選賣家，以確保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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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

者，多一分留心，就多一分安心；

簽訂契約前，應充分瞭解相關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選

購商品前，應先行檢視相關退換貨

資訊。如發生消費糾紛，可撥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向各地方

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諮詢，或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https://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維護自身消費權益。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人間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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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不亞於心肌梗塞！  

5 大徵兆表示週邊血管阻塞了  

     台北慈濟綜合醫院心導管室主任兼週邊血管中心主任黃玄

禮指出，週邊血管阻塞可能是因為血液遲滯不動、內皮細胞傷害

以及血液黏稠度上升等原因所造成。 

    造成週邊血管阻塞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動脈硬化，也

就是說，；嚴重時，就會形成血栓堵住血流，促使被供應的組織

因此壞死，如果又沒有加以注意或是預防，嚴重甚至會死亡。 

   如果出現下列 5 個徵兆，就必須小心有可能是急性週邊血管阻塞

所導致，急性週邊血管阻塞的風險不亞於心肌梗塞，務必及早做進

一步的診治。 

    當腳部傷口無法癒合，肢體就會逐漸壞死，黃玄禮解釋，當局

部組織得不到養分與氧氣時，皮膚就會因為缺血而由粉紅色轉為暗

紫色，且在腳趾頭部分會發生潰瘍或是壞疽的現象，並逐漸延伸到

足部或腳踝。由於人體的組織一旦壞死就長不回來，後續處理將更

為麻煩，因此，必須及早發現且治療。 

    一般在臨床診斷上，會觸摸患者雙腳的溫度與脈搏的強度，如

果溫度低、脈搏減弱又伴隨著手麻腳麻的情況，就表示血液循環出

問題了，不過仍須安排動脈血管超音波檢查來做確認。 

    當週邊性動脈阻塞的時候，常有的一個典型徵兆就是間歇性跛

行，患者常在走了一段時間後，下肢因為血流不足而感覺疼痛，必

須停下來坐著休息一陣子、等血流恢復正常後才能繼續前行，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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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同樣一段距離之後，還是會出現同樣的症狀，這就是間歇性跛

行。如果缺血嚴重的時候，甚至連休息之後或是晚上睡覺時，疼痛

都沒有辦法緩解，此時就必須特別小心了。 

    週邊動脈血管一旦阻塞，血液循環就會變差，下肢腿部就會有

營養不良的情況出現，這時候也會出現包括腿毛容易脫落、皮膚顏

色變白或是變薄，還有腳趾甲也比較容易碎裂等狀況發生，這些也

都是週邊血管阻塞的徵兆，都必須特別留意才行。 

    如果是靜脈週邊血管阻塞的急性期，患者的腳部會突然間腫脹

得很厲害且脹到很大，觸摸皮膚會有熱熱的感覺。如果單純只有一

隻腳的血管阻塞，從外觀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兩隻腳粗細上的差

別，此時就要有警覺，趕緊就醫檢查。 

 

 

 

            （資料來源：長春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