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保護電子報 三月號三月號三月號 

        毒品嚴重戕害世人健康，導致許多社會問題的發生，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劉學琳熱心捐贈新臺幣壹百

萬元，襄助政府推動反毒宣導，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呼籲

國人共同為反毒工作盡一份力。而法務部特別於2月3日在

該部舉辦「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反毒經費捐贈儀式」，

儀式由法務部部長羅瑩雪親自主持，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信世昌在場見證，而現僑居巴西的台商總會總會長劉學琳

亦特地返台，親自將反毒經費支票交予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保護會，展現反毒工作應該不分你我，政府民間共同攜

手。 

        法務部部長羅瑩雪表示，毒品是當前世界各國共同面

對的問題，毒品的擴散不會因為種族、社會、黨派、文化

不同而停止，毒品的防制更需要全民共同來參與。感謝世

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繼102年後，再次捐贈經費共同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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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編輯的話編輯的話編輯的話：：：：    

                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台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台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台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台，，，，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豐富才能豐富才能豐富才能豐富

這個司法保護園地這個司法保護園地這個司法保護園地這個司法保護園地。。。。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反毒工作的重責大任，而法務部也願意擔任反毒工作的

火車頭，落實部會間的合作與分工，並將反毒觀念推展

至社區鄰里，讓每個人都瞭解反毒的重要性，成為反毒

工作的一份力量。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信世昌則指出世

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分布全球五大洲，擁有四萬多間台

商會員，能夠站出來與政府共同反毒，相信一定能提升

反毒工作的力量，另外該會也感謝法務部相關單位與更

生保護會鼎力相助，促成這件美事，讓民間與政府能夠

相互結合，共同打擊毒品。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是連結僑居在北美洲、亞

洲、歐洲、非洲、中南美洲、大洋洲等地台商的民間組

織，此次共同協助政府防制毒品擴散，象徵著無論你

我，不分國界，彼此同「洲」共濟，大家攜手反毒，一

起為打造無毒家園而努力。  

更生 

法務部羅部長法務部羅部長法務部羅部長法務部羅部長

(左四)(左四)(左四)(左四)、、、、僑務僑務僑務僑務

委員會信副委委員會信副委委員會信副委委員會信副委

員長(中)員長(中)員長(中)員長(中)、、、、世世世世

界台灣商會聯界台灣商會聯界台灣商會聯界台灣商會聯

合總會劉總會合總會劉總會合總會劉總會合總會劉總會

長長長長、、、、臺灣高等臺灣高等臺灣高等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王法院檢察署王法院檢察署王法院檢察署王

檢察長偕同相檢察長偕同相檢察長偕同相檢察長偕同相

關代表合影關代表合影關代表合影關代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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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02年 7月 1日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經修法組織再造後，加

入「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編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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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精確化我國官

方犯罪統計，發揮決策協助功能，並逐步與國際犯罪防治研

究接軌，103年透過專案研究方式委託臺北大學(註 1)，進行

「102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研究。這項研究案除了在研究

方法上，採用官方統計資料分析，首度引進司法院、法務部、

衛生福利部及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完整呈現臺灣整體犯

罪趨勢與現況外，並加入與美國、英國及日本等國家之主要

犯罪比較，本項研究並經國家圖書館評定「足以彰顯政府施

政卓越成效並蘊含豐富學術研究內容，深具國際文化交流價

值，為國外政府單位及學術機構企盼收藏並可提供一般民眾

及學者專家利用」，選定為 104年「政府出版品國際交換專

用」之優質出版品(註 2)。為萃取本項研究精華，讓學術界與

實術界，能用最短的時間，瞭解近十年來臺灣犯罪狀況與趨

勢，以及精準掌握國內刑事政策應行策進之處，茲就本項研

究再行濃縮整理，以饗讀者。 

貳貳貳貳、、、、102102102102 年犯罪狀況及近年犯罪狀況及近年犯罪狀況及近年犯罪狀況及近 10101010 年犯罪趨勢分析年犯罪趨勢分析年犯罪趨勢分析年犯罪趨勢分析    

一、全般刑案發生狀況 

       102 年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全般刑案之發生件數為

298,967件，較 101年減少 5.79％，較 10年前，即 93年減少

42.76％。犯罪嫌疑人數 255,310人，較 101年減少 2.58％，另

破獲件數、犯罪嫌疑人數、犯罪率亦均較 10年前，即 93年

低，最大的原因是竊盜案件有逐年下降趨勢，但就 102年各

類刑案發生數而言，仍以竊盜案件發生最多（占 27.59％）。  

註一：研究團隊包括：國立臺北大學許春金教授、中央警察大學陳玉書副

教授、蔡田木教授，研究助理：洪千涵、白鎮福。 

註二：引述自國家圖書館 104 年 1 月 6 日國圖合字第 10406000010 號致法務

部司法官學院函。 

二、重要犯罪態樣觀察 

(一)竊盜罪之態樣分析 

       全國各級警察機關受理當年發生之竊盜案件，自 93年的

330,320件逐年下降至 102年 82,496件。其中以汽車竊盜降

幅最大，與 93 年相較降幅達 87.11％，而機車竊盜降幅

86.01％，一般竊盜降幅 53.44％。 

        近 10年各類竊盜案件發生數多呈遞減趨勢，102年均

下降至最低點，唯扒竊呈現上升趨勢，與 93年相比增幅為

2.01 倍，因此，民眾進入公共空間，應特別注意個人財物保

管的安全。  

(二)毒品在國內的氾濫情形 

        93年至 102年間，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違反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裁判確定有罪者以純施用第一級或第二級毒品者

居多，93年純施用第一級毒品者為 8,158人（占 55.72％），

至 97年達到高峰為 26,191人（占 63.69％），至 102年則下

降為 11,525人（占 31.93％）；純施用第二級毒品者則有顯

著上升趨勢，93年為 4,327人（占 29.56％），102年上升為

16,180人（占 44.82％），相較於 93年，上升 3.74 倍； 100

年以後純施用第二級毒品人數超越純施用第一級毒品人

數。 

       因為第三、四級毒品之吸食者，依法尚未科以刑責，故

從刑案系統，欲判知國內毒品濫用情形，仍有限制，不過，

若從毒品的查獲量進行推估，亦不失為另一項客觀指標，而

足以作為政府在整體毒品防治工作上之策略參考，本項研

究依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國防部憲兵指揮部、行

政院海岸巡防署、財政部關務署所提供資料綜合分析，就查

獲第一級毒品的數量而言，近 10年來，除 96年至 97年及

98年至 99年有增加外，101年以前大致呈遞減趨勢，其中

以 100年 17.85 公斤為最低（較 93年減少 97.25％），102年

增回 288.50 公斤（較 101年增加 80.65％）。查獲第二級毒

品的數量除93年至 95年大幅減少96.84％外，自 95年至 101

年迭有增減，102年增回838.20公斤（較101年增加4.83倍）。

查獲第三級毒品的數量除93年至 94年及95年至 97年減少

外，自 93年至 99年呈遞增趨勢，其中以 99年 2,618.53 公

斤最高（較 94年增加 4.90 倍），100年降低至 1,436.95 公斤，

100年後則又呈遞增趨勢，102年增回 2,421.80 公斤（較 101

年增加 8.43％）。查獲第四級毒品的數量除 94年大幅增加   

近十年臺灣犯罪狀況與趨勢(上)近十年臺灣犯罪狀況與趨勢(上)近十年臺灣犯罪狀況與趨勢(上)近十年臺灣犯罪狀況與趨勢(上)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吳永達  整理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吳永達  整理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吳永達  整理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吳永達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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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7,118.81公斤外，自 93年至 101年間迭有增減，101年 85.40

公斤最低，102年增回 107.90 公斤（較 101年增加 26.35％）。 

面對第二級和第三級毒品逐漸攀升，影響國人健康與社會治

安等問題，相關政府單位除應以證據為基礎，重新評估現行

政策的有效性，並須思考其他可行處遇方案，以期解決。 

參參參參、、、、國際犯罪趨勢比較國際犯罪趨勢比較國際犯罪趨勢比較國際犯罪趨勢比較 

        礙於世界各國對於各類犯罪之內涵界定，且對外公開之

時間點不一，本研究僅就資料取得的可能性與客觀性，以主

要犯罪類型（包含殺人犯罪與竊盜）的犯罪率及破獲率比較

臺灣、日本、英國（限定於英格蘭與威爾斯）與美國，在 91

至 100年間的犯罪趨勢。 

        觀察91年至 100年各國主要犯罪的犯罪率及破獲率。在

犯罪率方面，臺灣較日本高，但低於美國與英國；觀察 10年

間變化，整體而言，各國的犯罪率皆呈現下降趨勢，在 100

年，各國的犯罪率皆較 99年為低。在破獲率方面，臺灣每年

的破獲率均高於其他三國，但除美國的破獲率保持穩定外，

其餘三個國家的破獲率 10年來均有提高，尤其臺灣在 10年

之內破獲率成長約 35.37％。     

    

肆肆肆肆、、、、犯罪處理之漏斗效應犯罪處理之漏斗效應犯罪處理之漏斗效應犯罪處理之漏斗效應    

       刑事司法系統的功能，就像濾網一樣，從犯罪偵查、起

訴、審判、矯治執行等犯罪處理過程，人數不斷減縮，稱之

為「漏斗效應」，為進一步瞭解近年來的犯罪趨勢及事後依

法定程序處理之結果，就我國刑事司法處理流程，經綜整

102年統計結果，可知檢察機關的案件來源，最主要為司法

警察機關移送，偵查案件，以不起訴處分的比例為最高，判

決確定案件，以科刑判決的比例為最高，在各種有罪判決

中，又以有期徒刑比例為最高，監所收容人，以監獄受刑人

的比例為最高，犯罪案件經過偵查、審理後，實際進入監所

執行的案件比例，只有 9.86%。(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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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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教育宣導小故事分享反毒教育宣導小故事分享反毒教育宣導小故事分享反毒教育宣導小故事分享    
摘錄自慈濟反毒宣導志工團隊真實故事摘錄自慈濟反毒宣導志工團隊真實故事摘錄自慈濟反毒宣導志工團隊真實故事摘錄自慈濟反毒宣導志工團隊真實故事        

「老師，很感恩您讓我上親子成長班。」 

周一的早上，S來到老師的身邊，歡喜的分享她的喜悅。 

「因為上親子成長班，是我每個月可以跟媽媽碰面的機

會。」 

 聽出了話語中的端倪，老師馬上放下手上的事，追問她為

什麼？ 

「你們播的『逆子』影片，我看了很激動，因為我的爸爸

吸毒，把家裡搞得亂七八糟，後來跟媽媽離婚了，換成阿

嬤照顧我。因為上親子成長班，一定要有爸媽陪著上課，

爸爸被關不能來，所以媽媽才願意陪我來上課。」 

老師心中不捨這麼小的孩子，心靈已經有了不可抹滅的烙

痕，耐心傾聽著、膚慰著，眼淚簌簌跟著流下。 

原來因為父親沉溺毒海，她曾親眼目睹爸爸在路上搶錢，

而被警察當街抓走，心中好恨自己的父親，讓全家人都丟

臉！ 

後來S的爸爸雖然不斷嘗試著戒毒，但因毒品對於身體上

的危害已深，有一天S正在學校上課，阿嬤匆匆忙忙的來

到了學校，告訴她：「妳的爸爸快不行了，我帶妳去見他

最後一面。」 

 因為吸毒過量，S的爸爸最後還是走了，留下了還是國小

的她和年邁的阿嬤。她對父親沒有懷念，只有濃濃的恨

意，因為她看見了爸爸吸毒的狼狽，也看見了他想戒毒的

痛苦，更經歷了沒有媽媽陪伴她成長，以及永遠失去爸爸

的生命至痛。 

直到參加親子成長班之後，看了「逆子」的影片，她才知

道原來不是父親不肯戒毒，而是戒毒這麼痛苦！所以這一

天，她在領到親子成長班發給的飯糰之後，跟媽媽坐在旁

邊的小公園吃，突然語重心長的告訴媽媽：「媽媽，我們

原諒爸爸好不好？其實 不 是他不想戒，而 是沒辦 法

戒。……」 

老師聽到這裡，當場淚崩！雖然反毒宣導難為，但再多的

辛苦都值得了！ 

「我以後絕對不會去接觸或吸食毒品，那麼難戒除的東

西，除了讓自己很不好受之外，也會讓愛我的家人難過和

痛苦。」 

 試想，如果孩子沒有聽過反毒宣導，會不會永遠都不原諒

自己的爸爸？直到她的爸爸往生了，她都還是恨著爸爸？

會不會她也受到父親的影響，產生好奇，進而也去吸食毒

品呢？會不會因為心結沒有解開，讓她也不小心走錯了路

呢？ 

 還好這些答案，S都在反毒的宣導中找到了。  

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    

啟動啟動啟動啟動【【【【無毒有我無毒有我無毒有我無毒有我‧‧‧‧有我無毒有我無毒有我無毒有我無毒】】】】師資進階培訓活動  師資進階培訓活動  師資進階培訓活動  師資進階培訓活動      

        為深入反毒宣導成效，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食藥署、慈濟

大學與各縣市毒防中心繼102-103年巡迴各縣市辦理反毒教育博覽會

暨人才培訓活動後，104年持續辦理「無毒有我．有我無毒」師資

進階培訓活動，以建立在地反毒宣導團隊，至各個社區、學校宣

導，讓反毒觀念能深入各個社區、學校，防微杜漸，抗拒毒品的入

侵。歡迎民眾的加入與支持。 

報名方式：採書面報名，報名表可向燦坤3C 門市索取或自法

務部無毒家園網\反毒防護網\志工園地\招兵買馬區下載。 

    每場次於辦理日期2個月前開始受理報名，詳填報名表

後，請就近交由住家附近燦坤3C賣場，由燦坤彙整後交予主

辦單位，或逕自交予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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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結合了士林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臺灣更生保護會士林分會，於 104年 2月 5日假北投基督

教趕路的雁更生社會事業機構，舉辦春節關懷活動，邀請了

經濟弱勢的更生人、社會勞動人以更生自強家庭，一起感受

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懷與祝福。 

       活動在「趕路的雁」弟兄們用充滿活力且溫暖的歌聲中揭

開序幕，弟兄們戒毒的心路歷程在牧師的口中娓娓道來，無

不令人動容；「銀洋合唱團」的一曲日文歌曲「抬頭挺胸向

前走」，更讓人感受到社會勞動人用歌聲轉移悲傷，將在執

行機構受到的關懷鼓勵透過歌聲傳播出去的正面能量。士林

地檢署為社會勞動人成立的「銀羊合唱團」，不僅讓社會勞

動人在勞動外有新的學習，也讓勞動人的日子過得快樂有尊

嚴，找到躲在雲端的幸福，在愛與支持的時刻，更讓大家一

起見證了面對過去錯誤，改變自己的受保護管束人阿宏、阿

禾及阿源，在家人的支持陪伴中，努力劃下人生錯誤休止符

的堅韌力量。 

        此外，士林地檢署黃檢察官仙宜、士林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白理事長明輝、臺灣更生保護會士林分會李主任委員金陵

及各級長官貴賓與更生人家庭間的親切互動，也是本次春節

關懷活動的一大亮點。黃檢察官仙宜除肯定社會勞動人所

呈現的亮麗成果外，更勉勵仍在蛻變道路上前行的更生人

持續奮戰，以溫暖的話語呼應本次愛與關懷的主題；最

後，活動以溫馨但熱烈的氣氛，在寒冷的天氣中劃下圓滿

的句點。          

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洋洋得意 兆豐年洋洋得意 兆豐年洋洋得意 兆豐年洋洋得意 兆豐年」」」」    

士檢春節關懷活動  用生命的故事激勵人心士檢春節關懷活動  用生命的故事激勵人心士檢春節關懷活動  用生命的故事激勵人心士檢春節關懷活動  用生命的故事激勵人心                

黃檢察官仙宜與貴賓、銀羊合唱團更生自強家庭合影 

「「「「銀羊合唱團銀羊合唱團銀羊合唱團銀羊合唱團」」」」生命故事(生命故事(生命故事(生命故事(1)─1)─1)─1)─找雲端的幸福 找雲端的幸福 找雲端的幸福 找雲端的幸福                 

        文陽這次又因竊盜案被執行科通知執行，心情非常鬱卒，想

到又要進監獄，非常悔恨自己為何不能控制那個癖好，沮喪到想

自殺，若不是女友在旁邊苦勸，實在無臉活下去。喜出望外地檢

察官居然准文陽可以聲請社會勞動，不用入監執行。女友要他去

看精神科，醫師稱他屬於竊盜癖的精神疾病，常常在四下無人之

際，見可順手牽羊的東西即拿走，心中有無限快感。  

        文陽因罪名的關係分配士林地檢署的總務科執行施作，本來

想官署中執行，以逆來順受的心態做完即可，沒想到這裡的佐理

員、觀護人及地檢署同仁，都沒有高高在上的態度及異樣的眼光

來看待，經常噓寒問暖，讓文陽感到很溫馨，像家人的感覺，從

心裡深處願意好好施作，好好表現。看見大小便失禁的個案，突

然發作，文陽想到照顧母親時情景，知道其無助，熱心幫忙解決

其善後。遇到困苦個案不想被接濟，常常以自己多買饅頭的方

式，讓他們幫忙吃，以顧及其自尊心。但暑假時文陽身體一邊

中風，2個月後同居多年的女友，突然撒手人寰，文陽痛不欲

生，整整哭了20多天。 

         某天，觀護人見其滿臉愁容，突然福至心靈問文陽會唱

一首「抬頭挺胸向前走」的日文歌曲嗎？知道文陽有日語專長

後，所以主動安排文陽每星期教士林地檢署社會勞動人日文 

及日文歌曲，讓他轉移失去家人的悲傷，也讓社會勞動人在勞

動外，也有新的學習。也促成社會勞動人組成“銀羊合唱團”

因緣，透過文陽的準備課程，療癒其悲傷，讓他深覺以其專長

教大家，帶給大家學習的快樂及凝聚力，未來再以歌曲去公益

團體鼓勵安撫人心，他發現自己做人的意義及使命感，日子過

得快樂有尊嚴，找到躲在雲端的幸福，重新「抬頭挺胸向前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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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鄉獨居老人徐阿嬤因糖尿病及高血壓引起視力狀

況不佳，無法自力煮食，皆靠鄰居照料或自行走路至巷口買

飯，加上居家環境不佳、馬桶不通且又懼怕白蟻窩在房間，

無法安心入眠。花蓮地檢署接獲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

通報後，隨即指派 5名社會勞動人幫徐阿嬤居家打掃，檢察

長林錦村並協同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花蓮縣榮譽觀護人協

進會、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等團體，前往徐阿嬤家慰

問關懷並親自張貼春聯，讓她能在舒適環境下過好年。 

       徐阿嬤表示，有社會勞動人幫忙打掃、粉刷並把白蟻窩

清除，家中煥然一新，她露出開心的笑容對著大家說謝謝。 

檢察長林錦村於 12 日協同更保花蓮分會黃淑珠主任委員、

花蓮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蘇德興理事長及花蓮縣老人暨家

庭關懷協會蔡智全執行長，攜帶由緩起訴處分金購買之毛

毯、棉被等生活物資，前往宜昌村關懷徐阿嬤並幫忙張貼春

聯。 

       林檢察長錦村表示，透過這次的關懷活動，能為社會上

需要關懷的弱勢獨居長者盡一份心力，也希望他們能感受社

會的溫暖與關懷，以彌補子女不在身邊的遺憾，並希望他們

能有乾淨且煥然一新的環境過一個好年。此外林檢察長錦村

也肯定社會勞動人的付出，希望社會勞動人能由這次的活

動中持續關懷社會上弱勢族群，發揮人飢己飢的精神。 

        社會勞動人阿和(化名)表示，團結力量大，利用執行社

會勞動的機會，一起分工幫忙獨居的徐阿嬤打掃，讓阿嬤

能在乾淨舒適的生活環境中過個好年，看到阿嬤開心的模

樣感覺很溫馨。        

更生保護快報更生保護快報更生保護快報更生保護快報----更保臺東分會溫情關懷偏鄉長者更保臺東分會溫情關懷偏鄉長者更保臺東分會溫情關懷偏鄉長者更保臺東分會溫情關懷偏鄉長者        

        為表達對偏遠鄉區老人春節關懷。更保臺東分會與臺

東地檢署司法志工隊、臺東毒防中心志工數人，於更保臺

東分會主任委員林嶺旭率領下，於2月2日前往長濱鄉長濱

天主堂辦理社區關懷活動，除提早跟該社區老人日托站老

人們拜早年外，也希望透過活動機會向該社區宣導更生保

護理念，請民眾能給踏出監獄大門的更生人學習與成長的

機會。 

       活動當天林主任委員嶺旭表演招牌魔術表演，緊接由毒

防中心對社區居民解說毒防中心業務，並認識吸毒反應，

讓爺爺奶奶們回到社區也能成為防毒守門人。 

       林主任委員嶺旭表示，多年的更生保護輔導經驗發覺，

偏僻地區酒駕跟毒品是分會最常接觸到的個案犯罪種類，

因此分會每年都會辦理社區關懷，主動走入社區宣導更保

業務，林嶺旭自嘲，我們臺東是後山，以外縣市人來我們

是鄉下人，但鄉下人的人情味可是人間最動人的力量，身

為更生保護會的夥伴，經常接觸更生人，發覺大部分的更

生人品行並不惡，對自己犯下過錯深感後悔，希望社區居

民也能發揮人情味，多關懷社區周遭民眾，也能給更生人

自新的機會。  

       

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花檢檢察長歲末送暖 幫獨居老人貼春聯花檢檢察長歲末送暖 幫獨居老人貼春聯花檢檢察長歲末送暖 幫獨居老人貼春聯花檢檢察長歲末送暖 幫獨居老人貼春聯    

被害保護快報被害保護快報被害保護快報被害保護快報----犯保屏東分會辦理春慰問 犯保屏東分會辦理春慰問 犯保屏東分會辦理春慰問 犯保屏東分會辦理春慰問     

        新春時節犯保屏東分會志工親送佳節禮金及禮盒至案家，讓

每一個馨生家庭備感溫馨，也體恤馨生人逢節思親之苦。 

        分會委員龍應達感念因海難事件而失親之家屬，捐贈家屬各5

萬元慰問金。而此兩戶被害人配偶恰為外配，自丈夫過世後獨自

扶養子女，在人生地不熟的臺灣奮鬥、努力；犯保一路上除了法

律協助外，也提供小朋友就學補助，協助案家生活重建資源，讓

馨生人感受到滿滿的社會溫情。  



 

滋病指定醫院接受治療。 

       若愛滋病毒感染者受到各項不公平待遇或歧視時，

可以於事實發生日起1年內，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

染者權益保障辦法」第7條規定進行申訴。如果感染者受

到就學或就業等不公平待遇或歧視時，請先向原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負責人(雇主)提出申訴，如對於該

項訴處理有延遲或對處理結果不服，則可向當地衛生局

提出申訴，如對當地衛生局處理結果不服者，得向衛生

福利部提出申訴。若感染者在於安養或居住方面受到不

公平待遇或歧視時，請直接向當地衛生局提出申訴，如

對於當地衛生局處理結果不服者，得向衛生福利部提出

申訴。(摘錄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愛滋權益宣導–治療方法與就醫資訊 

        目前愛滋病毒感染仍無法治癒，感染者必須像糖尿病和

高血壓，耐心持續服藥才能控制病情，不規則服藥會導致愛

滋病毒產生抗藥性，造成日後治療的困難。此外，必須採行

安全性行為以防止不同株病毒重複感染，此為避免產生抗藥

性病毒無藥可醫的重要關鍵。目前針對愛滋病毒，並沒有已

證實療效的特效藥物，目前臺灣採用雞尾酒式混合療法藥

物，可以有效控制病情，延緩發病時間，且近年來由於藥物

的發展進步，原本治療過程產生的副作用也漸漸改善，但仍

無法根治。 

        民眾若擔心自己有可能得到愛滋病，可以到愛滋病指定

醫院或其他醫療院所接受愛滋病篩檢，或可至衛生局(所)、

全國匿篩檢點進行匿名篩檢，證實感染後，請立即至全國愛

政策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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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Q ：：：：果菜運銷公司果菜運銷公司果菜運銷公司果菜運銷公司（（（（即農產品批發市場即農產品批發市場即農產品批發市場即農產品批發市場））））得否完得否完得否完得否完

整公開果菜拍賣交易詳細資料整公開果菜拍賣交易詳細資料整公開果菜拍賣交易詳細資料整公開果菜拍賣交易詳細資料？？？？    

AAAA ：：：：    

(一)按果菜交易資料詳細資料公開後，如無法以直接或間

接方式識別特定個人者，尚非個資法所稱之個人資料(個

資法第 2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條、第 3 條規定參照)。惟蒐

集者如將該交易資料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而得識

別特定個人，則屬個資法所稱之個人資料而有個資法適

用。且該資料所歸屬之承銷人，如非現生存之自然人（例

如為公司法人），亦無個資法規定之適用。 

(二)次按「農產品批發市場之交易以拍賣、議價、標價或

投標方式為之。供應人得指定最低成交價格。」「農產品

批發市場，應將本場及其他重要市場之當日交易價格及

數量，於市場內明顯處公告之。」「本法第 25 條所定拍

賣、議價、標價及投標之開標，均應公開為之。」農產品

市場交易法第 25 條、第 30 條及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施行細

則第 21 條分別定有明文。果菜運銷公司依農產品批發市

場管理辦法第 13 條規定，辦理農產品行情報導業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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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進場品名、成交量、平均價、上價、中價、下價、

最高價、最低價等果菜交易資料，於該公司網頁公開揭

露提供查詢，如認其公開揭露之交易資料已足實現農

產品市場交易法第 1條規定之「確立農產品運銷秩序，

調節供需，促進公平交易」之立法目的，則除具個資法

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之 6款事由外，該公司如將拍

賣交易「詳細資料」完整公開後，且該資料與其他資料

對照、組合、連結而得識別特定個人者，似已違反個資

法第 20 條規定。(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個人資料保

護專區) 

防詐騙新手法 「「「「衣芙日系衣芙日系衣芙日系衣芙日系」」」」網站遭駭網站遭駭網站遭駭網站遭駭，，，，一週上百民眾被騙一週上百民眾被騙一週上百民眾被騙一週上百民眾被騙    

因此立刻向警方報案。 

        統計近期國內網路購物詐騙被害案件，「衣芙日系」

成長幅度高達 243%，以 134件居首，再來則為「露天拍賣」

36件及「天母嚴選」26件，且多為使用「ATM解除分期付

款詐騙」手法，假藉匯款帳戶或設定錯誤，要求前往 ATM

重新設定以騙取金錢。警方強調 ATM的功能只有「提款」

跟「轉帳」(匯款)，不具有解除設定、身分驗證或其它的功

能，而且就算誤設分期付款也不會有帳戶遭到不斷扣款的

問題，如果民眾有接獲通知要求前往 ATM進行「提款」跟

「轉帳」以外的要求時，一定要特別注意。 

        另外警方也呼籲網路購物業者務必加強資訊安全措

施，勿讓詐騙集團從交易過程中任何管道獲取交易資料，

給消費者一個安心交易的空間；而針對屢次勸告均未改

善的購物網站，也希望民

眾抵制避免使用，別讓自

己的個資落入詐騙集團

手中遭到不法利用。(摘錄

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反詐騙宣導網站)  

        過年期間，民眾都希望替自己或家人買件新衣好過年，

但卻因為工作煩忙苦無時間前往服飾店挑選，還好有許多線

上購買衣服的網站，從平價到外國進口服飾應有盡有，甚至

還有 360 度看衣的服務，讓人方便許多。但詐騙集團卻盯上網

站防護機制不足的購物網站，駭出顧客資料大騙特騙。 

        嘉義縣在工廠擔任作業員的陳小姐，於 1月 26日接獲女

性大陸口音自稱為「衣芙日系」客服人員電話，說日前於 12

月 26日購買的衣物因為超商掃描條碼錯誤，需要連續扣 12次

相同金額，並稱切勿告知他人避免個資外洩，等下會安排銀

行的人員協助解決，掛電話之後馬上銀行人員即來電請王小

姐至附近 ATM依指示操作以解除設定，前後跑遍 5家銀行利

用不同帳戶，共操作 5次共計匯出新臺幣 18萬 9,955元，之

後因久等不到衣芙日系通知已解除的訊息，撥打客服電話才

知被騙。 

        另外在臺中從事餐廳外場服務的林小姐也於 1 月 26 日

接獲類似電話，稱因內部作業疏失造成 12期分期付款，後有

一男子自稱是銀行專員，請林小姐至ATM依照指示匯款新臺

幣 2萬 8923元，之後又稱操作錯誤要求林小姐持其他銀行，

好在林小姐發覺怪怪的，於電話中質問時對方立刻掛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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