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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青少年問題日趨惡化，社會

案件頻傳，法務部與向陽公益基金會

103年12月5日於臺大社會科學院國際

會議廳舉辦「2014年向陽青少年問題

防制新思維研討會」，會中邀請上海

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社工夥

伴，以及國內青少年問題之專家學者

與實務工作者分享從事實務經驗與心

得。法務部保護司游明仁司長與衛福

部保護服務司張秀鴛司長均親臨會場

擔任議程主持人，產官學齊聚一堂，

共同針對青少年問題集思廣益，研擬

因應對策。 

        保護司游明仁司長於開幕式中表

示，感謝向陽公益基金會長期關注青

少年問題，並成立向陽學園，關懷輔

導非行少年，使其回歸正軌，而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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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青少年問題日趨嚴重，除沉迷網

路，影響正常人際關係，產生現實疏離

感與退縮，甚至釀成社會事件外，根據

政府統計，近年來青少年施用三級毒品

K他命問題也相當嚴重，呈現直線上升

的趨勢，實在是令人相當憂心，因此希

望能利用這樣的場合，集結大家的力量

與智慧，思考防制對策，避免問題更加

惡化。 

        議程上午安排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

治系鄧煌發教授提出「網路成癮及虛擬

世界對青少年行為之影響」，下午則由

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中心許華孚教授

報告「建構青少年毒品施用者社區治療

復建模式」，兩位在國內犯罪研究領域

具有重要地位的學者，針對這兩項青少

年問題，分別從理論和實務進行分析，

並提出個人研究心得，而每場報告並

搭配來自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

中心的社工人員分享該機構的實務工

作情形，不難發現隨著網際網路的發

展，青少年問題其實已經不分國界，

殊途同歸。而海峽兩岸藉由這樣的場

合，可以分享許多值得相互借鏡之

處。會議最後安排綜合座談，則是讓

與會者有機會能進行更進一步的交流

與溝通，讓每個人都能收獲滿滿，盡

興而歸。  

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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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社區反毒宣導深化社區反毒宣導深化社區反毒宣導深化社區反毒宣導  

戰毒聯盟啟動反毒人才培訓 2.0 進階版 

        為強化中央與地方對於反毒宣導

工作的溝通與協調，法務部103年12月

10日協同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慈濟大學等邀集各地方毒防中

心於臺北地檢署五樓會議室辦理「103

年反毒宣導業務聯繫會議」，會中除就

102-103年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

活動辦理情形以及104年人才培訓進階

課程與反毒創意劇團競賽規劃事項進行

溝通說明外，亦邀請宜蘭縣毒防中心、

臺南市毒防中心與慈濟大學團隊分享辦

理經驗，以利各縣市觀摩學習。 

        法務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及慈濟大學為結合各界人

士建立在地反毒宣導團隊，厚植地方反

毒力量，並以創意、多元方式推展反毒

宣導，102-103年巡迴各縣市辦理反毒

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動，總計參與

反毒教育博覽會16,042人、人才培訓

9,257人，且為能深化培訓成果，確實

掌握培訓人才，104年將接續辦理人才

培訓回流進階課程及反毒創意劇團競

賽。為期政策規劃良善、地方執行確

實，特別邀 集各地方毒 防 中 心召開

「103年反毒宣導業務聯繫會議」，針

對102-103年執行情形與104年反毒宣導

工作規劃進行溝通說明，會中並安排

宜蘭縣毒防中心分享「社區反毒宣導

運作模式」、臺南市毒防中心分享

「無毒營業場所宣導模式」，以及慈

濟大學團隊分享合作執行經驗，供各

縣市政府共同策勵未來反毒宣導工

作。  

司法保護剪影-     
在司法天秤上圓夢在司法天秤上圓夢在司法天秤上圓夢在司法天秤上圓夢----法務部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員及團體表揚大會法務部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員及團體表揚大會法務部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員及團體表揚大會法務部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員及團體表揚大會    

        法務部自99年起推動「修復式司法

試行方案」，藉由修復促進者、陪伴者

為橋樑，建立加害人與被害人對話平

台。為表彰熱心公益人士及團體協助政

府推展修復式司法工作，激勵社會大眾

參與協助之認同感與榮譽感，法務部於

本（103）年12月23日下午2時，假臺中

市大墩文化中心舉行首屆推展修復式司

法有功人士及團體表揚大會。        

        此次表揚對象計有臺北地檢署修

復式司法執行小組召集人廖英藏、臺高

檢署檢察官蔡顯鑫、士林地檢署修復促

進者張禮修、臺中地檢署修復促進者林

坤賢、陳怡成；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小

輔導主任李招美、屏東地檢署修復促進

者吳慈恩、犯保臺北分會、臺南市女性

權益促進會及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

基金會。 

       大會並邀請積極參與修復式司法之

臺中律師公會及光明國中表演太鼓、合

唱及舞蹈，藉由鼓聲、音樂及舞蹈，傳

達修復式司法營造祥和永續社會之理

念。並透過參與修復式司法之被害人現

身說法，及轉介修復式司法案件之現任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李善植法官，描繪其

深受加、被害人對話過程之感動。以及

首映臺中地檢署拍攝之修復式司法微

電影，讓與會貴賓瞭解修復式司法之

精神及程序，增進各界對本方案之認

同與支持。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引用或節錄者請與我們連絡。對於內容有任何指教，請將您的寶貴意見以

電子郵件寄送至moj506@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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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將至，為讓監所

受刑人提前感受聖誕節氣氛，更生保護

會臺東分會特別與臺東地檢署司法志

工隊合作辦理慶祝聖誕 報佳音活動。

由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更生輔導員扮

演聖誕人，於本(15)日從更保會出發，帶

著簡單糖果禮物及滿滿愛心走進臺東

監獄附設女監及台東少觀所，陪伴受刑

人共度聖誕節，盼望用愛融化被囚禁的

受刑人心靈，悔改不再迷失。  

臺東地檢署臺東地檢署臺東地檢署臺東地檢署、、、、更保臺東分會入監報佳音更保臺東分會入監報佳音更保臺東分會入監報佳音更保臺東分會入監報佳音    

司法官學院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司法官學院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司法官學院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司法官學院舉辦犯罪防治研究發展諮詢會    
建構犯罪防治策略聯盟建構犯罪防治策略聯盟建構犯罪防治策略聯盟建構犯罪防治策略聯盟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於 102年 7月經

修法組織再造，成立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兼理國家重要犯罪問題之調查、分析與

研究等國家刑事政策智庫角色，為使實

務界與學術界形成策略聯盟，提昇政府

規劃推動各項刑事政策的精準度與執

行力，司法官學院於 103年 12月 24日

假該學院 2樓會議室舉辦犯罪防治研究

發展諮詢會議。 

        本次會議，由司法官學院林輝煌院

長主持，法務部周章欽主任秘書及各司

處、直屬機關正副(主管)首長、學術界代

表共 17名諮詢委員出席會議，會議中除

提報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在

103年度針對社會與實務需要，達成 32

項研究主題，並增聘 28 位兼任研究委

員，期能對社會突發的重大犯罪事件，

作即時的回應與評論外，也邀請傑出論

文獎得主林俞君、洪國華分別進行「應

用地理部繪分析臺北地區連續住宅竊

盜的距離遞減型態與錨點的空間預測」

與「台灣醫療刑事追訴之現況與政策走

向」專題報告。出席委員對司法官學院

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在成立一年多的時

間內，即完成多項犯罪防治研究制度規

劃，並展現豐富研究成果，均給予高度

肯定。  

        林院長綜合各委員意見，指出了

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將來發展的策略方

向，包括：一、在人力物力的先天條

件限制下，為期有所突破，應著力於

社會資源的開發。二、應將國際化，

作為研究發展之重點策略。三、應精

選研 究 主 題，即時反映社 會 犯 罪 現

象。四、研究首重實踐，研究成果應

以形成政府政策或發展策略為目標。  



 

       一樣熱帶高溫悶熱的風，一樣金黃

色的陽光灑落在寬廣平直的道路上，不

一樣的是此刻我心中跳動不安的心。曾

經十多年前，也是一樣的道路，一個年

輕積極的執法者，難掩興奮之情的第一

次帶著書記官，搭著公務車奔馳在同一

條大道上，只為了可以迅速地到達監獄

就訊同案共犯，並且釐清案情了結重

案，那時的心中眼裡只有摘奸發伏後的

快意，何曾想過他人心底的創傷。 

       今天也是同一條公路，由我自己駕

車，可心情卻是一百八十度的不一樣，

因為我的身分不同了，我是一個修復式

司法的促進者，剛開始加入這個行列

時，我常常自問，我是來促進什麼？是

讓加害人（被告）得以認罪伏法？還是

滿足被害人的報復心理？懵懂間一直

無所適從，漸漸地經過多次的研習以及

案件的歷鍊，我終於明白要促進彌補的

不僅僅是被害人有形的經濟損失，更是

那顆須要安撫的受創之心，要促進的是

療癒復合後的傷口，並學習從另一個角

度來看待反社會的犯罪行為，而不是一

味地追求外在形式上的公平與正義，是

實質地讓受傷的心癒合。 

        恍惚間車已抵達目的地，下車後見

搭檔的夥伴及被害家屬都已到達，立刻

趨前招呼，順利的辦好手續後在獄警的

帶領下進入監內，行進中再把今天的案

件 在腦海 中 回想了一遍。「O 男

（Ofender），35歲，服務業，非婚生子

女，自承於○年○月○日，在○○市自

宅家中，因詢問其母 V女（被害人）有

關其生父真實身份未果，而與 V女發生

爭吵，進而出手攻擊 V女致死。審理期

間經送請馬偕及台大醫院精神科鑑定，

均認 O 男無精神疾病，僅有稍強之憂鬱

反應，易反芻負向自我及對事理認知窄

化，衝動控制能力不足。案經法院三審

定讞，判處無期徒刑。而 O 男在訪談時

表現出情緒激動，深沉內疚自責，並伴

有消極性求生意願低落之表示，研判尚

處於創傷反應第二、三、四期階段。修

復案件係由 O 男主動向監所申請，轉介

到署，意欲修復伊與其姐 V1、阿姨 V2

及舅舅 V3間之關係。初判 O男之心理

司法保護故事分享司法保護故事分享司法保護故事分享司法保護故事分享————誨誨誨誨    

新北檢修復促進者何偉明新北檢修復促進者何偉明新北檢修復促進者何偉明新北檢修復促進者何偉明    

創傷遠較其姐V1、阿姨V2及舅舅V3嚴

重，不宜直接進入修復程序，應先行同

理取得信賴後再依程序進行。」。 

        對於初次承接這種案件，我心裡非

常惶恐，不知道能不能勝任？不知道會

不會弄巧成拙？心裡正七上八下，耳中

已傳來獄警的聲音，原來他已將我們一

行人帶到面談室了，而 O 男已先一步就

位，我與搭檔夥伴在簡單問候寒暄後立

刻著手佈置會場，中間置放長桌一張，

在佈置會場的同時也順帶觀察 O 男之

舉動，只見 O男先趨前與其姐 V1及阿

姨 V2道歉，三人並哭成一團，其舅 V3

僅孤立於後方，與 O 男並無太多互動，

這讓我想起搭檔的訪談報告中，曾提及

其舅在事發之初很不能諒解這外甥為

何會親弒其母（即 V3之姐），且有在案

發後追打其外甥之舉，顯見其憤恨之

深。 

        待佈置完成後，眾人情緒也已稍

緩，才一一招呼入座，由於 O 男曾在訪

談時提及睡眠不穩，須靠安眠藥才能入

眠，我就先行問候其睡眠安穩與否？是

否還在吃安眠藥？他回說：「沒了，睡

的還好，還是有不能成眠的時候。」，

我就順勢鼓勵他：「能不吃最好，久了

會有依賴性。」，他也應稱：「知道，

會盡量不用。」，而後我就依程序開始

主持修復會議，當我請 O 男敘述事件的

經過時，他早已淚流滿面，悔恨於自己

的衝動，對自己在事發當日為詢問生父

身份未果而與母親發生爭吵，進而出手

攻擊母親致死的事，非常不能理解。其

表示，小時大多由外祖母及阿姨帶大，

直至國中時期才與母親同住，從未過問

生父之事，所以無法理解事發當日為何

會因追問生父之事而演變成弒母之結

果，這讓平日相處融洽的家人，情何以

堪？讓其內疚頗深，並自認家已被其親

手拆散，沒臉愧對疼愛伊之姐姐、阿姨

及舅舅等親人，希望能接受法律最嚴厲

之制裁，已無求生之意。 

        說到激動處涕淚橫飛，並推開椅子

跪倒在地，一個頭不勁地向姐姐、阿姨

及舅舅磕頭，嘴裡還不斷的說著：「對

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看到這裡，身為一個促進者不得不暫時

放下程序，處理眼前的突發狀況，但是

我心理明白，個案的關鍵就在於 O 男及

其舅舅的身上，因為 O 男在訪談中雖未

表示其與舅舅間之情感如何，但他在申

請時已明確的希望與其舅修復關係，且

觀察其與舅舅間的互動，讓我直覺地認

為關鍵在舅舅，所以不自覺的我有意稍

作耽擱不去扶起 O 男，我選擇先看舅舅

的反應，並試圖給他一個鼓勵的眼神接

觸，30秒後我觀察到他舅舅有一些手足

無措，坐立難安，我就率先站起來，當

我趨前到 O男面前，此時我的餘光注意

到他舅舅也已起身來到面前，於是我就

選擇不出手，由他舅舅去扶 O 男，至此

我心中的石塊才重重地落下，我知道雙

方的怨隙已經解開，今夜 O 男應該可以

一覺好眠了。 

        嗣後為了讓雙方能進一步促談，顧

不得程序與教則，我索信就起立將橫阻

在中間的長桌撤開，讓雙方之間可以毫

無阻攔的暢談，我沒想到此舉竟然讓 O

男的姐姐 V1 立刻就上前與其弟擁抱痛

哭，這時我才瞭解到 V1 在這次事件中

是最憂鬱而隱晦的，因為一邊是她最親

愛的母親，一邊是她最疼愛的弟弟，她

一直在壓抑隱忍，既不敢表露出過多寬

宥弟弟的言語或行為，怕背負背叛母親

的罵名，也不願苛責求生意願低落的弟

弟，就像是夾心餅乾般內外煎熬，到此

刻她才講出了內心的痛，也才放下胸口

的大石，這時阿姨也上前擁抱 O 男，要

他好好服刑，一家人會等他出來的，最

後是舅舅，他雖拙於言詞，但看得出來，

他是真心希望 O 男好好服刑不要胡思

亂想，並且也親口原諒了 O男，此時眾

人早已哭成一團，我只淡淡地告訴大家

說：「沒關係，我可以等你們，請。」 

       待眾人情緒稍緩，我就打鐵趁熱地

順利完成了各項程序，來到最後陳述時

眾人又已哭成一團，我的心也真正得到

了釋放，因為我知道他們的心扉都已打

開，不會再有芥蒂，又可以成為快樂的

一家人，也不會再有攪亂平靜秩序的事

情發生了。 

        當我踩著輕快的腳步，踏出了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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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QQ：：：：公司負責人可否於新進或一般員公司負責人可否於新進或一般員公司負責人可否於新進或一般員公司負責人可否於新進或一般員

工之體檢項目中工之體檢項目中工之體檢項目中工之體檢項目中，，，，增列愛滋病毒檢查增列愛滋病毒檢查增列愛滋病毒檢查增列愛滋病毒檢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A：依據「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0

及11條規定，勞工應接受之健康檢查

項目，未包含愛滋病毒檢查。如雇主

或醫事機構欲增列愛滋病毒檢查項

目，仍應經當事人同意方可進行，並

由醫事人員提供篩檢前後諮詢，且醫

療機構只能將檢查結果告知當事人，

不得通知雇主、學校或其他相關單位

或人員，雇主亦不得要求員工繳交愛

滋病毒檢驗報告，以保障民眾權益及

隱私。  

愛滋權益宣導– 愛滋病友就學、就業、安養及居住權益保障 

QQQQ：：：：醫事人員進行愛滋病毒檢驗醫事人員進行愛滋病毒檢驗醫事人員進行愛滋病毒檢驗醫事人員進行愛滋病毒檢驗，，，，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須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序須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序須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序須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序？？？？  

A：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

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5條第4項

規定，醫事人員除因第11條第1項之特

殊規定外(採集血液供他人輸用、製造

血液製劑及施行器官、組織、體液或

細胞移植)，應經當事人同意及諮詢程

序，始得抽取當事人血液進行人類免

疫缺乏病毒檢查。  

    

    

    

    

政策宣導專區 

5    

的大門後，頭頂依舊是炙熱的太陽，

但我不再感到悶熱，因為我的心也已

經開朗了，心中還迴盪著 O 男的話

語：「我不會再胡思亂想了，我會為

姐姐、為阿姨及舅舅而活，謝謝!」。 

        修復式司法就是提供一個能讓當

事人心平氣和面對面溝通的平臺，讓

被害人可以將自己受辱的感受用最直

接的方式表達給加害人知道，並喚起

加害人的良知，勇於認錯、道歉、承

擔責任，也讓事實的真象可以藉由對

談機會使被害人了解加害人的心態，

並進而選擇諒宥、放下，不帶有怨憤

地走出傷痛，讓我們的社會多一點溫

暖，多一點關懷，它是一個柔性而有

溫度的司法制度，不再是冷冰冰的法

條，而是可以讓人民觸摸有感的良善

制度。 

       思及至此，我感覺到過去我那顆高

懸著正義又嫉惡如仇的檢察官火紅之

心，已經熔解了，不再像白血球一樣

被動地為社會巡梭抵禦外侵，而是像

紅血球一般主動地為軀幹、為社會注

入養分，提昇抵抗力，讓它的體質轉

變得更好更益於每一個個體的生存。  



 

 QQQQ ：：：：有關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有關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有關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有關公務機關或非公務

機關各單位間資料傳送是否機關各單位間資料傳送是否機關各單位間資料傳送是否機關各單位間資料傳送是否

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關資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關資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關資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有關資

料處理及利用之規定料處理及利用之規定料處理及利用之規定料處理及利用之規定？？？？     

AAAA ：：：：    

       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本法）

第 2條 4款所稱「處理」，指為建立

或利用個人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

錄、輸入、儲存、…或內部傳送。復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2 項規

定：「本法第 2條第 4款所稱內部傳

送，指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本身

內部之資料傳送。」上開「內部之資

料傳送」目的係為建立個人資料檔

案，非屬個人資料之「利用」行為，

自無本法第 16條或第 20條之適用。

惟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內部如係

為利用個人資料所為之個人資料傳

6    

送，則該資料傳送非屬本法第 2 條第

4 款之「處理」行為，應屬個人資料

之「利用」行為而適用本法第 16 條或

第 20條規定。        

  

 

 

QQQQ ：：：：業者為辦理退貨業者為辦理退貨業者為辦理退貨業者為辦理退貨，，，，得否將得否將得否將得否將

客戶之住家地址提供予宅配公客戶之住家地址提供予宅配公客戶之住家地址提供予宅配公客戶之住家地址提供予宅配公

司司司司？ ？ ？ ？     

A： 

       網路購物公司基於與消費者間

之買賣契約關係，而於必要範圍內蒐

集消費者之個人資料，自得於其特定

目的（例如代號 148「網路購物及其他

電子商務服務」）範圍內，利用其個

人資料(個資法第 19條第 1項第 2款、

第 20條第 1項本文規定參照)。而宅

配公司如係單純受網路購物公司

委託辦理產品配送事宜，其於委託

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視同該網路

購物公司之利用行為(個資法第 4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

規定參照)       

防詐騙新手法 熊出沒!!熊出沒!!熊出沒!!熊出沒!!165165165165 防騙防騙防騙防騙 linelinelineline 官方帳號上架官方帳號上架官方帳號上架官方帳號上架    

吉祥物吉祥物吉祥物吉祥物「「「「刑事刑事刑事刑事 bearbearbearbear」」」」超吸睛超吸睛超吸睛超吸睛    

考。刑事警察局呼籲民眾絕不能掉以輕

心。如接到疑似詐騙電話，牢記「1聽 2

掛 3查證」的步驟，並時時接收刑事局傳

送的防詐訊息，聰明運用網路和智慧型

手機，才能保障自己的荷包，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反詐騙

宣導網站)  

        警政署165反詐騙專線推出「165

防騙宣導」通訊軟體 LINE 官方帳號，

民眾只要在手機裡將165帳號加為好

友，就能夠收到第一手的詐騙手法和

預防之道等相關訊息。以民眾早期對

刑事警察的稱呼「刑事伯」（閩南語）

的「伯」與「bear」（熊）的諧音，結

合臺灣黑熊的形象，畫出可愛逗趣的

「刑事 bear」，凸顯保護臺灣的精神 

        刑事警察局表示，警方致力於詐

騙偵防工作，從逐漸下降的案件發生

數可看出成效，而有鑑於詐騙集團利

用手機簡訊或通訊軟體作為行騙管

道的案件增加，特地成立「165防騙宣

導」LINE 官方帳號，上架至今 3 個月

已累積八萬多名粉絲加為好友，網友

們每週都能即時收到防詐騙最新訊

息，還可以在 165帳號的主頁上分享

詐騙相關資訊，提供警方和民眾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