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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國際司法合作夥伴 法務部贈口罩助防疫 

    法務部為表達對於外國司法合作夥伴的支持，5 月開始辦理「心手相連
計畫」，以實際行動關懷長期與法務部具有良好合作關係的外國司法機關；
法務部 24 日表示，此計畫除由法務部長蔡清祥致函國外的司法合作夥伴
外……（繼續閱讀 p.2） 

收容人三倍券如何領？ 

矯正署：親友、機關可代領。 

    振興三倍券自 1 日起可開始登錄預購，法務部矯正署 1 日表示，由
於三倍券發放對象是全體國民，收容人也可領取……（繼續閱讀 p.4） 

 

前嘉義市文化局科長  
勾結廠商貪污 8 萬元起訴 

前嘉義市文化局表演藝術陳姓科長涉嫌與廠商勾結，假借將明華園演
出上網直播名義，向市府詐取 8 萬元經費……..（繼續閱讀 P.9） 

運動突然暈倒？ 急救關鍵在這裡 

   你曾經在球局中突然暈倒過嗎？急診科的中島侑子醫師表示，許多運動
愛好者，甚至不太激烈的高爾夫的球友，也可能沒有做足暖身使得血壓急

遽變化，造成在球場中突然暈倒、心肺停止等突發疾病……（繼續閱讀 p.14） 

文化部前司長涉收工程回扣 
遭貪污罪嫌起訴 

    文化部前司長朱瑞皓涉嫌在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任內收受工程採購回
扣新台幣 180 萬元。台北地檢署今天偵查終結….....（繼續閱讀 p.11） 

三倍券使用範圍報你知 
7 大消費項目被禁用 
  「振興三倍券」7 月 1 日起開放預訂，為方便民眾領取實體券，除了原
有的 4 大超商外，全聯、美廉社、屈臣氏、康是美等…….（繼續閱讀 p.12） 

高榮廉政論壇 
法官檢察官探討醫商關係企業治理 

   高雄榮總為建立公務員正確法律認識及從事公共事務應有之行為規
範，透過推動政府部門以外之個人及團體……..（繼續閱讀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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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國際司法合作夥伴  

法務部贈口罩助防疫 

     法務部為表達對於外國司法合作夥伴的支持，5 月開始辦理

「心手相連計畫」，以實際行動關懷長期與法務部具有良好合作關

係的外國司法機關；法務部 24 日表示，此計畫除由法務部長蔡清

祥致函國外的司法合作夥伴外，另還因應對方需求提供醫療口罩，

目前已送出 3 萬多片支援國外司法人員防疫，具體落實法務部也能

幫忙，與外國司法人員並肩克服疫情挑戰。 

    法務部檢察官戎婕表示，「心手相連計畫」是由法務部長蔡清

祥以親筆信致函全球共 20 個司法機關、國際組織首長，表達誠摯

問候，感謝平常對我國司法互助案件的貢獻與付出，也關懷該國疫

情狀況，並主動表示若有布口罩或口罩套等防疫物品需求，法務部

會儘量協助提供。 

   戎婕表示，有部分回函表示樂意接

受我國贈送口罩，所以隨即展開另一

波聯繫與準備作為，在外交部及駐外

館處協助下，目前已送 3 萬多片醫療

口罩給美國全美州檢察長協會暨蒙大

拿州司法部、史瓦帝尼司法部、聖露西亞內政國安暨司法部及檢察

總署，戎婕說：『蔡總統先前有說在疫情期間 Taiwan can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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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們法務部透過這個心手相連計畫，我們也想要說 MOJ(法務

部) can help。』 

    法務部指出，順暢的司法合作，來自世界各國間互信與友誼的

點滴累積，法務部將持續辦理此計畫，與外國司法人員並肩克服疫

情帶來的挑戰，共同維護全球司法正義。 

    

 

 

 

 

（資料來源：法務部、中央廣播電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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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三倍券如何領？  

矯正署：親友、機關可代領。 

     振興三倍券自 1 日起可開始登錄預購，法務部矯正署 1

日表示，由於三倍券發放對象是全體國民，收容人也可領取，

但由於其特殊性，矯正署特別制定「收容人振興三倍券管理計

畫」，收容人可自行選擇由親友或機關代為領取；若經濟狀況

不佳者，可由合作社代墊 1 千元。 

     矯正署指出，由於矯正機關內

的收容人也屬於三倍券的發放對象，

但收容人因行動自由受限，且普遍

經濟狀況較為弱勢，因此難以比照

一般民眾以多元的方式領取。為此，

矯正署特別擬定「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收容人振興三倍券管

理計畫」，將領取方式分為親友代領、機關代領等 2 種，並事先針

對收容人進行意願調查。 

     矯正署表示，收容人若選擇由機關代領，將統一由消費合作

社代墊 1 千元預購金，匯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指定的銀行專戶，預

計將於 13 日至 17 日辦理完成。待確認收容人領用名冊後，預計

於 20 日至 24 日辦理實體三倍券提領作業；其中 1 千元歸還合作

社、2 千元發放給收容人使用。 

    至於使用方式，矯正署表示，收容人無法如一般民眾享有實體

商店或電子消費的各項優惠、回饋，因此消費合作社也特別設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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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惠價格的套裝式商品，除了菸品以外，收容人均可自由選購；

若欲購買合作社沒有販賣的商品，也可依規定請矯正機關協助代購。

此外，收容人也可將機關代領的三倍券寄回供親友使用。 

    不過，由於機關代領的方式有如直接發放 2 千元給收容人，恐

無法達到政府原先以 1 千元刺激 3 千元消費的經濟振興效果。對

此，矯正署說明，由於收容人身分特殊，本就無法如同一般民眾自

由消費，而經過多方考量，機關代領是一種折衷的方式，讓全臺 5

萬 9,029 名收容人也能受惠於這次政府的振興政策。 

    

 

 

 

 

 

 

 

  （資料來源：大紀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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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榮廉政論壇                          

法官檢察官探討醫商關係企業治理 

    高雄榮總為建立公務員正確法律認識及從事公共事務應有

之行為規範，透過推動政府部門以外之個人及團體，積極參與預

防和打擊貪腐，提高公眾認識貪腐之存在、根源及嚴重性，爰結

合本院及所屬臺南分院與屏東分院，於 109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時 20 分至 12 時 40 分，假該急診大樓會議室舉辦 109 年「醫商

關係與企業治理」廉政論壇活動，特別邀請樹德科技大學吳英明

講座教授擔任專題主持人，另外敦聘橋頭地院楊富強法官、高雄

地檢署曾靖雅襄閱主任檢察官（兼發言人）、臺中市議會行政室

陳有政主任（採購專家）擔任專題引言人或是與談人發表意見，

吳英明是美國喬治亞大學公共行政哲學博士、楊富強是國立政治

大學法學博士、曾靖雅是中正大學法學碩士、陳有政是逢甲大學

公共政策碩士，吳、楊、曾、陳以風趣幽默，提供實務經驗、精

闢專業見解，讓人印象深刻，沒有冷場。另有法務部廉政署鄭銘

謙署長及輔導會政風處丁國耀處長蒞臨指導，增加活動亮點。 

    高雄榮總林曜

祥院長表示，高雄

榮總做為南部公立

醫學中心，對於防

疫工作，實施超前

佈署，戮力完成醫療守衛任務，首先，感謝防疫團隊辛勞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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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又說，醫療是服務眾人，醫院在提昇醫療品質的同時，該如

何塑造「廉能創新」優質文化？這些文化又要如何以新的思維融

入醫療體系，成為一種興利作為，減少民怨，增加公益，贏得人

民信任，是當前非常重要的課題。這一次的廉政論壇，事實上，

就是落實醫療廉能透明，建立永續經營與創造乾淨政府、誠信社

會，希望透過本次廉政溝通平台，由公私部門共同建立醫商互動

新模式，消除醫療業界陋習，同時也感謝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

榮民之家同仁義務拍攝微電影，希望藉著這次微電影拋磚引玉，

推廣醫界誠信透明理念．共同營建一個清新、既「廉」且「能」

醫療優質環境。 

    法務部廉政署鄭銘謙署長也表示，鑒於近年來部分公立醫院

辦理醫療採購，曾發生多起醫院員工收受廠商賄賂或是綁標等情

事，為防範不法弊端發生，喚起外部重視並關心貪腐問題，應落

實行政透明制度，經由透明檢視行政作業流程，受到外部嚴厲監

督及檢視，期讓廉潔指數更高，並配合廉政署推動國際反貪相關

系列活動，朝向廉潔幸福家園邁進，此外，企業誠信已成為現階

段重要課題及趨勢，更是推動企業永續經營必遵原則，期盼企業

勇於以具體的行動建立誠信文化，建立公私部門反貪腐夥伴關

係，共同參與廉政建設之推動。高雄榮總辦理本次廉政論壇活動，

是一個很成功的論壇。 

    參與活動有醫院一、二級主管、員工代表及辦理採購相關人

員，而臺南分院、屏東分院及臺南市榮服處、高雄市榮服處、屏

東縣榮服處、臺南榮民之家、岡山榮民之家、高雄榮民之家、屏



 
8       

 

東榮民之家及醫院採購業務往來企業廠商也派多人前來共襄盛

舉，參加者踴躍近 185 人坐無虛席。 

 

 

 

 

（資料來源：臺灣好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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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嘉義市文化局科長 

勾結廠商貪污 8 萬元起訴 

    前嘉義市文化局表演藝術陳姓科長涉嫌與廠商勾結，假借將

明華園演出上網直播名義，向市府詐取 8 萬元經費，經檢調展開偵

辦，陳自己墊錢補破網，希望花錢消災，但檢方認為陳與廠商等共

4 人已觸法，依貪污罪起訴。 

    檢方表示，被告陳姓男子於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起至 107 年

5 月 1 日止擔任嘉義市文化局表演藝術科科長，黃姓夫婦則為文化

局廠商，另一名陳姓女子為陳姓科長屬下的會計。 

    106 年 5 月間，嘉義市文化局邀請明

華園在文化局音樂廳演出「王子復仇記之

龍抬頭」戲碼，售票演出，並沒有網路直

播服務。陳竟與黃姓夫婦勾結，由黃男向

三家廠商取得網路直播報價單，假裝比價，最後以 8 萬元得標。 

    事實上，該場演出並未有網路直播服務，陳指示屬下用文化局

原本有攝影設備錄製該場表演，並製成光碟，作為核銷之用。 

    陳以該光碟及虛構的比價單等資料向市府申請核銷 8 萬元經

費，輾轉轉帳至廠商黃姓男子公司的帳戶內，陳姓科長屬下的陳姓

女子則配合做假帳。 

    之後陳姓科長發現檢調在調查此事，於是向黃姓廠商取回 8

萬元，並向不知情的明華園表示該演出有直播服務，因而將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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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費用支付給明華園，之後再自掏腰包 8 萬元給黃姓廠商，以彌

補他的損失，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檢調於去年 11 月間展開搜索與調查，當時陳姓科長以 20 萬

元交保，黃姓廠商夫婦則各以 5 萬元交保。檢方偵結後，依貪污罪

提起公訴。 

 

 

 

 

                              （資料來源：新頭殼 new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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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前司長涉收工程回扣 

遭貪污罪嫌起訴 

文化部前司長朱瑞皓涉嫌在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任內收受工

程採購回扣新台幣 180 萬元。台北地檢署今天偵查終結，依貪污

治罪條例及刑法洩密罪嫌起訴朱瑞皓。 

台北地檢署調查，傳統

藝術中心於民國107年、108

年期間先後辦理「台灣戲曲

中心三樓多功能廳等空間室

內裝修工程」及「台灣音樂

館專屬之五樓琴房設備裝設

工程統包案」，朱瑞皓涉嫌洩漏採購資料給廖姓業者，並透過白手

套，向廖姓業者收受 180 萬元回扣。檢方偵辦期間，朱瑞皓坦承

全部犯行，並提供名下房產供抵押，檢察官今天依洩密罪、貪污治

罪條例起訴朱瑞皓等人。 

另外，朱瑞皓被控於文化部任職期間，涉嫌收盧姓、周姓出版

商賄款約新台幣 60 萬元，並接受招待同赴泰國、越南旅遊，使出

版商順利取得文化部人文司的特定採購案補助款總計約 150 萬

元。檢方已另案偵辦。 

 

 

（資料來源：Yahoo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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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倍券使用範圍報你知 

7 大消費項目被禁用 

「振興三倍券」7 月 1 日起開放預訂，為方便民眾領取實體

券，除了原有的 4 大超商外，全聯、美廉社、屈臣氏、康是美等 4

家通路也加入行列。「三倍券官網」同時公布可使用三倍券的電商

通路，像是 EZHOTL 飯店訂房網、兩廳院售票、台鐵與高鐵訂票

網、各大影城網站預訂電影票…等，通通都計入振興範圍。 

  7 月 1 日至 7 日先開放預訂紙本三倍券，民眾可在「三倍券官

網」使用讀卡機插入健保卡辨識身分，或透過「健保快易通」APP

驗證後，再到網站上輸入驗

證碼預訂，也開放使用信用

卡線上繳費，或在超商列印

小白單再到櫃台繳費。7 月

15 日至 31 日除了可在 4 大

超商領取外，也能持序號與

證件到全聯、美廉社、屈臣氏與康是美等通路領券。 

  同時，陸續公布「可使用」三倍券的電商通路，像是 TravelKing

旅遊王、EZHOTEL飯店訂房網、Tripresso旅遊咖…等國旅訂房網，

還有大都會車隊、大豐衛星車隊…等計程車 APP 與台鐵、高鐵訂

票系統，藝文與體育消費則有兩廳院售票網、FamiTicket 全網購

票網、ibon 售票系統、各大影城訂票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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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三倍券」排除電商平台，為了鼓勵民眾到受新冠肺炎疫

情衝擊的實體店家消費，因此並非所有電商都禁用，經認定的藝文

展演、體育賽事、國旅等電商通路都能使用。政府將核發網站辨別

標章供民眾辨識，像是香格里拉休閒農場、飛牛牧場休閒農場、小

墾丁渡假村…等都已獲得認定，上網訂房全可算入三倍券回饋範

圍。 

  「三倍券」則是禁止使用在股票投資、水電費、罰金罰鍰、健

保費、稅捐、行政規費與儲值交易等 7 大項目，也不能用來購買

健身房點數、餐券、遊戲點數與禮品卡儲值，而電信費、瓦斯費、

天然氣費與有線電視費用並不在禁用範圍，也能用來購買公益彩

券。 

     

 

 

 

 

 

（資料來源：PChome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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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突然暈倒？ 急救關鍵在這裡  

     你曾經在球局中突然暈倒過

嗎？急診科的中島侑子醫師表示，

許多運動愛好者，甚至不太激烈的

高爾夫的球友，也可能沒有做足暖

身使得血壓急遽變化，造成在球場中突然暈倒、心肺停止等突發

疾病。醫師建議民眾，平日應留意球場中的心臟去顫器，以因應

緊急事故發生，也多多注意身體健康。 

 

  運動先暖身 保護心臟少負擔 

     

「除了外傷和中暑外，心臟、腦和自律神經相關的症狀，都可能

是球場上暈倒的原因。」中島醫師表示，許多四十至五十多歲的

球友，大多因心律不整或心肌梗塞在球場倒下。即使如打高爾夫

的動作要求不激烈，但每一次施力揮桿，都反覆經歷血壓與心跳

急速上升，接著再快速下降的過程，因而增加對心臟的負擔。例

如小跑步上果嶺之後，推桿時下意識屏住呼吸的行為會造成心臟

的巨大負擔。 

    醫師提到，更要注意的是，未上場前，由於身體處於尚未暖身

的狀態，可能出現血管收縮、血壓升高的狀況。打球之前，建議先

做伸展動作暖身，直到身體暖起來為止。醫師補充，「同樣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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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上升容易引發腦梗塞和腦中風，暖身的同時也能達到預防脫水的

作用，我推薦飲用可以預防中暑的口服電解質補充液。」 

 

運動場所別忘心臟去顫器 AED 心肺急救的臨場關鍵 

 

近年來，新聞報導許多關於民眾因心肺停止倒下，藉由自動體外心

臟去顫器 AED 而獲救的新聞。獲救的關鍵在於，能否迅速採取急救

措施。下次到運動場運動時，別忘記有 AED 的存在。醫師提醒，倘

若民眾因長期睡眠不足、生活作息紊亂與壓力等，可能使副交感神

經過度活躍，導致在運動場失去意識。為了享受充實的運動生活，

平時多多注意身體健康。 

 

避免運動場所倒下 注意 2 點需知 

1. 下場前先讓體溫升高 

血壓的急遽變化將提高心腦疾病病發的風險。下場前記得先確實

做好暖身運動改善血液循環。 

2. 小心脫水症狀 

脫水會引發腦梗塞等疾病。建議準備口服電解質補充液，同時因

應氣溫急速上升所造成的中暑。 

             

  （資料來源：健康醫療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