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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更生保護會多年來投入更生保護工作，提供就學

輔導、就業輔導、創業貸款及家庭支持服務等各項全方位

保護服務措施，特別是提供無息貸款輔導有意願且有能力

的更生人創業，經過多年努力，已輔導成立200個更生事業

體並有57家現仍營運中。 

       101年起更推動整合式的行銷策略，以開辦更生市集方

式讓更生企業商品走進社區並協助拓展行銷管道，除了使

民眾方便採購外，也希望藉由整合行銷活動，讓外界看到

更生人的努力成果，提供更生人與社區、民眾的對話機

會，化解社會大眾對更生人的歧視與偏見。  

        今年以「幸運草」為主題，以其隱身於草叢中，微小

且柔弱、平凡而不起眼但卻能引領發現者，照見平凡中的

幸福，生活中的喜悅。亦藉此表達對更生人（家庭）重生

的祝福與期盼。而104年7月3日則在彰化員林龍燈主題公園

集結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五分會辦理中區幸運

草市集，藉以呼籲社會大眾支持、關心在角落處汲汲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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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微光、看見生命力。 

       活動內容豐富，有500份免費爆米花、員林高中管樂

團迎賓秀、神秘嘉賓武術秀、藝人傅振輝、張瀛仁、楊

東霖小童星等飆歌獻聲，還有川劇變臉、小丑魔術秀及

震撼視聽的鼓樂團表演，民眾踴躍響應，約有1,500人參

與活動。 

        而會中亦安排曾經因勿交損友，染上毒癮，90年涉

及擄人勒贖案，被判刑15年，入監服刑的藝人顏正國，

現身分享其成長過程中迷失的經驗，並呼籲青少年切莫

盲從或逞匹夫之勇，期勉能惜福感恩，把握當下認真學

習。 

        臺灣更生保護會亦利用此次活動機會，聘請他擔任

「更生大使」，由董事長王添盛授證、法務部主任秘書

施良波親披彩帶，給予最大祝福和嘉勉。期許更生保護

工作伙伴、支持者及社會各角落更生朋友們一起攜手逐

夢躍向未來。  

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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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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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防治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於年初經立法院

三讀通過，共計修正33條，除了將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少

年納入保護令範疇，也將通常保護令的期限延長，而最令

各界關注的恐怖情人條款，也在婦女團體以及多位立法委

員的努力下，準用家暴法民事保護令制度，這也是家暴法

施行以來，繼96年將「同居關係」納入適用家暴法之後，

另一次的大突破。 

        為落實防止親密關係暴力確保被害人身安全，本次修

正將非家庭成員或未同居之親密伴侶納入家暴法保護範

圍，透過司法保障遭受情侶暴力或分手暴力被害人的安

全，也就是未來一般男女朋友或同性伴侶即使沒有同居事

實，如果有遭受對方肢體或精神的暴力，可以向法院聲請

民事保護令，並尋求相關單位的協助與保護，不再求助無

門。 

        家庭暴力防治法自87年公布施行，其間歷經4次修正，

為使相關機關及實際執行工作人員順利推展家庭暴力防治

工作，經參酌其他國家之經驗，並衡酌我國國情，完成本

次修法，期周延法治，尊重多元文化，保障人民身心安

全，除增訂恐怖情人條款（修正後條文第六十三條之一）

外，修正重點包括： 

一、延長通常保護令效期，並取消延長次數的限制：將現

行通常保護令最長1年的效期，修正為2年，同時也取消保

護令僅能延長1次的規定。修法後，通常保護令的有效期間

是2年以下，延長保護令的聲請，每次延長也是2年以下，

且不受次數限制。保護令效期的修正，主要是保護令制度

實施幾年後經檢討，實務界反應對長期遭受家庭暴力而有

習得無助感的被害人而言，1年效期的保護令是很不足夠

的，加害人往往因保護令到期而再度對被害人施暴，也讓

被害人對保護令感到失望而卻步，不再求助。這次保護令

效期的修正，確實可以讓實務處遇的執行以及被害人身心

的復原有較充裕的時間。（修正後條文第十五條） 

二、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少年納入保護令範疇：為彰顯本

法積極防治暴力代間擴散之精神，周延被害人保護，本次

修正將現行保護令款項有關禁止騷擾、遷出被害人住居

所、遠離特定場所等命令之保護對象擴及特定家庭成員，

並將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及少年明定於其他保護令適用範

圍，並新增法院於裁定暫時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暫時監護權)及會面交往相關事宜前，必要時得徵

詢未成年子女或社工人員之意見，以保障未成年子女權

益。（修正後條文第十四條） 

三、訂定被害人隱私權保護措施：本次修正，也參考兒童

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社福法規，將媒體不得報

導或記載足資識別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身分資訊的相關

規定。（修正後條文第五十條之ㄧ及第六十一條之一） 

四、明定各單位權責：由於家庭暴力防治工作涉及跨機關

權責，為了讓各機關權責明確，也參酌其他福利法的立法

例，明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的權責。（修正

後條文第四條）(摘錄自衛生福利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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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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成立國家刑事政策智庫角色，並建立與學術界溝通

合作的橋樑，司法官學院從 102 年07月01日改制，成立犯

罪防治研究中心以來，剛好已滿二年，為推動使實務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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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7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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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學院蔡清祥院長主持，法務部各相關司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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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上半年度所完成的各項犯罪防治研究工作外，為深入瞭解

法務部經過多年努力建置完成的刑事資料統計網站，以及

探討如何運用大數據分析，提昇政府犯罪問題之治理效

能，特別邀請法務部統計處蘇媛瓊處長與國立中正大學許

華孚教授進行專題報告。出席委員對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轄區海岸防風林地，常遭遊

客、民眾丟棄垃圾及廢棄物，為了維護花蓮縣觀光形象，

於今年度向花蓮地檢署申請社會勞動人人力以維護環境服

務社會。 

        社會勞動人阿德因酒駕案件聲請易服社會勞動，由花

蓮地檢署安排於林務局執行勞務，林務局表示阿德服務期

間認真、勤奮、協助清理垃圾及廢棄物數量甚鉅，對於林

地之清潔維護有想當大的幫助，阿德勞務結束後林務局還

特別製作感謝狀以表感謝之意。 阿德表示之前騎車看湛

藍的海，穿過這林地，只有美麗風景的印象，但開始執行

勞務深入林地後才發現，林地內隱藏著如此多的垃圾及廢

棄物，有時候甚至有許多驚喜等著他，讓他不得不特別小

心留意清理，但每當努力認真打掃一輪，再重新打掃時，

發現垃圾量依舊等著他，他說能做多少是多少，但由衷的

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愛惜美麗的土地。 

研究中心完成的多項犯罪防治研究制度規劃，以及展現的

豐富執行成果，均給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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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地檢署來來去去，其中一批人特別

與眾不同，就是地檢署的社會勞動人。社會勞動制度立意

良善，可以讓觸犯輕罪的人在社區修復社會關係，雖然大

部分的勞動人都能夠依其罪名、專長、住居所位置之考量

而被指派到合適的勞動執行機構完成應履行的勞動時數，

但是仍然會有一些勞動人因為罪名、前科或健康因素之考

量，最後被指派在地檢署執行社會勞動。 

        乍聽之下，好像地檢署的個案都是龍蛇雜處之輩，事

實上這些個案的確各個都是「臥虎藏龍」、身懷絕技，有

做泥作的、有做水電的、也有園藝和木工，其他沒有特殊

專長的個案也可以將地檢署的外圍環境維持地乾乾淨淨。

有次剛好遇到颱風前夕，地檢署裡的工友先生就請個案協

助將周邊的籬笆重新整理固定，只見個案們分工合作，從

削竹子到用鐵絲固定，全部都是個案動手自己來。個案們

還笑稱可以組一個「營繕組」，就算是地檢署裡有哪片牆

破了他們都有辦法可以補。最令人佩服的是，修補圍籬的

材料不足，他們還自己到處去找合適的材料，剛好地檢署

裡的工地正在施工，所以他們就在垃圾子車裡挑揀可以再

利用的材料；沒有竹枝怎麼搭圍籬?沒關係，子母車裡有

廢棄的竹枝，削削剪剪就是現成的材料；沒有鐵絲怎麼固

定植栽、怎麼將圍籬弄得牢靠?沒關係，一樣到垃圾子車

裡翻翻撿撿、截長補短；只見他們化腐朽為神奇，將廢棄

不用的垃圾再利用之後，整片圍籬從原本的東倒西歪變成

井井有序的樣子，而且非常堅固就算颱風吹來也不怕！地

檢署裡的花圃一大片，要維護和澆花也很需要人力，剛好

有個水電專長的個案和工友先生一起弄了個自動灑水系

統，日後要澆花就節省了些時間和人力，而且這個自動灑

水系統是引用平日下雨的廢水回收利用，也還可以幫地檢

署節省一些水費呢！其他還有頂樓的修繕、水電維修、甚

至是地檢署裡路燈的維修，都有個案的一份心力，真可以

說是工友先生的小幫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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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104年 7月 20日下午 2時起至 5時止，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假新北市土城區公所 7樓大禮堂，針對賄選

案緩起訴必要命令處分人舉辦反賄選法治教育課程。由王

聖涵檢察官主講，講授課程內容為妨害選舉常見的犯罪類

型，包括：暴力介入選舉、妨害選舉秩序、金錢介入選舉、

幽靈人口、散布謠言等。 

        王檢察官採走動式授課，與台下近距離接觸。當中穿插

著「問答」，讓大家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看法，社會不

公不義嗎？賄選到處都有，為什麼被告的是我？為什麼遷

戶籍也不行？反應熱烈。發言者情緒激動地表達自己意見

及想法，卻是良性的互動，在檢察官循循善誘下，解除心中

的不滿或疑惑。 

        當日出席者皆是 103 年因妨害選舉案緩起訴必要命令

處分人，計有 95 人。大部分人係因里長選舉而觸法，不僅

是鄉里間的鄰居、全家大小（包含父母、子女），甚至於有

一家人還帶了襁褓中的嬰兒一起來接受反賄選法治教育課

程。3小時的課程，女嬰始終未曾哭鬧，睜大著眼，看啊看，

不時地展現出無邪的笑容。反賄選的精神薰陶，似乎已深

入幼小的心靈中。 

        期勉每位緩起訴處分人在了解妨害選舉常見犯罪類

型及相關法律規定後，能改過遷善，尊重法治，成為奉公

守法的好公民。將來面對選舉買票、賣票的問題時，能勇

於檢舉，轉變為反賄選尖兵，為乾淨選風貢獻一己之力。    

第九屆立法委員暨第十四任正副總統選舉反賄選宣導專區第九屆立法委員暨第十四任正副總統選舉反賄選宣導專區第九屆立法委員暨第十四任正副總統選舉反賄選宣導專區第九屆立法委員暨第十四任正副總統選舉反賄選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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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我們全家大小一起上的反賄選教育課程那一天我們全家大小一起上的反賄選教育課程那一天我們全家大小一起上的反賄選教育課程那一天我們全家大小一起上的反賄選教育課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謝正良觀護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謝正良觀護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謝正良觀護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謝正良觀護人     

        鑑於立法委員與正副總統選舉為全國性重大選舉，選

舉結果攸關我國未來立法與行政體系之運作，以及國家未

來發展與政策走向，選風之良窳甚為重要。7月2日上午，

花蓮地檢署檢察長林錦村連續拜訪臺灣電力公司花蓮區營

業處處長蔡欽堂及中華郵政花蓮郵局經理江進達等2單位

首長，商請於第九屆立法委員暨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選舉

期間，協助張貼海報、懸掛布條、播放跑馬燈及宣導短片

等反賄選宣導事宜。 

        7月15日上午 ，再邀集轄內警調、選務與縣府相關局

處、三大志工團體以及中油、臺電、郵局等公民營事業單

位，召開反賄選宣導籌備會，共同討論反賄選宣導事宜，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林有志也到場列席指導

致詞並協調各所屬單位協助宣導。 

        林錦村檢察長在會議中表示：明年1月16日之正副總

統暨立法委員選舉，是國家領導人及國會的選舉，非常重

大，民眾都希望有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環境。在

地檢署的立場方面，第一是積極推動深化反賄選宣導，第

二就是強力的查緝賄選。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中，花蓮地

檢署在全國21個地檢署中，不管是反賄選宣導或查緝賄

選，成績都名列前矛，這就是雙管齊下的效果。因為查賄

要先靠宣導，讓民眾對賄選零容忍，與知道怎麼檢舉賄選

及熟記檢舉賄選專線電話「0800－024－099」，也讓民眾

知道檢舉賄選有三大好處：第一可以積功德，讓好人當

選、買賈的人落選還要面對刑責：第二是檢舉賄選可以

拿獎金，第三檢舉會保密，民眾不必擔心身分暴光。 

花蓮地檢署拜訪機構洽請合作與辦理反賄選宣導籌備會花蓮地檢署拜訪機構洽請合作與辦理反賄選宣導籌備會花蓮地檢署拜訪機構洽請合作與辦理反賄選宣導籌備會花蓮地檢署拜訪機構洽請合作與辦理反賄選宣導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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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2016總統暨副總統及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臺東

地檢署已經如火如荼展開反賄選宣導行程，除了搭配臺東

縣內各項活動進行宣導之外，檢察長黃和村更期許同仁能

將反賄行動深入生活中，臺東地檢署同仁利用休假參加玉

山登山活動，特別攜帶印有反賄選標語的宣導布條，在攻頂

成功的重要時刻，不忘讓反賄選布條飄揚在玉山頂上，象徵

「反賄最高點」，也宣示臺東地檢署反賄的決心，此舉獲得

許多山友的肯定，對於臺東地檢署反賄宣導也表達支持，期

盼共同營造一個乾淨的選舉環境。  

      「熱氣球嘉年華」在近幾年已然成為臺東縣觀光的熱

點，總是能吸引眾多人潮，而為藉助鹿野高台熱氣球嘉年

華活動的高人氣，黃檢察長率領地檢署及臺東縣警察局同

仁在清晨天未亮即前往鹿野高台，親自登上熱氣球，除了

提高反賄選能見度之外，也趁機向現場參與活動民眾宣示

反賄選決心；搭配印有反賄選標語及檢舉電話的宣導布

條，在清晨的鹿野高台飄散出獨特氣流，希望能像熱氣球

自由飛一樣，更提昇反賄選高度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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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地檢署一樓藝廊於今年七、八月分檔期推出「小

畫家狂想曲-兒童繪畫展」，以兒童繪畫為主軸，展出小朋

友充滿各種想像與色彩的精彩畫作，兒童畫展於7月11日上

午正式開幕，開幕茶會上，臺東地檢署藝文走廊藝術總監

楊雅婷請大家一起欣賞小朋友們的作品，並用瞭解而非評

論的態度來感受小朋友的狂想世界。    

        藉此機會，地檢署觀護人室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向現

場的小朋友與少年介紹地方法院檢察署之功能，解說檢察

官、書記官、法警與律師於偵查庭上之職責，並以有獎徵

答的方式提升家長與兒童對犯罪被害預防之意識，最後請

現場小朋友們cosplay成小小檢察官，一起向犯罪說不，讓

法治觀念在兒童心中萌芽。 

        為使兒童與青少年在暑期能有正當休閒活動，地檢署

亦透過本次開幕，邀請家長帶著小朋友於8月11日上午八時

至十二時，到臺東地檢署參加寫生活動，一起認識臺東地

檢署，彩繪地檢署，讓地檢署不再只是給人冷冰冰的刻板

印象，而是為民眾伸張正義的好夥伴。  

臺東地檢署玉山登頂反賄選暨結合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辦理宣導臺東地檢署玉山登頂反賄選暨結合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辦理宣導臺東地檢署玉山登頂反賄選暨結合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辦理宣導臺東地檢署玉山登頂反賄選暨結合熱氣球嘉年華活動辦理宣導    

暑期犯罪預防宣導暑期犯罪預防宣導暑期犯罪預防宣導暑期犯罪預防宣導    
「「「「從藝術出發從藝術出發從藝術出發從藝術出發」」」」臺東地檢兒童畫展結合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臺東地檢兒童畫展結合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臺東地檢兒童畫展結合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臺東地檢兒童畫展結合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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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機構，陪伴及協助犯罪被害人，得以保障犯罪被害

人權益，而針對馨生人心理輔導部份本分會進用專業之

心理師，協助馨生人瞭解困擾來源，認識自己並接受自

己，以產生信心面對生活。該會劉成枝主委亦表示，社

會大眾對於被害保護有很多的要求及期待，因而使得被

害保護工作日益著重，該會將更積極協助馨生人，走出

傷痛，重建生活。 

彰化犯保溫馨專案個案研討彰化犯保溫馨專案個案研討彰化犯保溫馨專案個案研討彰化犯保溫馨專案個案研討    

        犯保彰化分會為推動「溫馨專案執行計畫」特邀請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郭教授國禎系主任擔任團

體督導，並由該署張宏謀檢察長頒發聘書，除此之外，亦

進用7位心理師進行個案晤談，日前並召開個案研討會議，

就分會工作人員專業領域與心理師輔導技巧互相連結互

補，讓彼此都能學習，以提昇被害保護工作之效能。 

        張宏謀檢察長表示，早期在刑事訴訟程序上多在保障

被告權益，但87年制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並成立被害保護

犯 罪 被 害 保 護 專 區 犯 罪 被 害 保 護 專 區 犯 罪 被 害 保 護 專 區 犯 罪 被 害 保 護 專 區     

高雄犯保高雄犯保高雄犯保高雄犯保 104104104104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11 次志工大會暨專業訓練研習會 次志工大會暨專業訓練研習會 次志工大會暨專業訓練研習會 次志工大會暨專業訓練研習會     

      犯保高雄分會6月26日於高雄地檢署多功能會議室舉辦

104年第1次志工大會暨專業訓練研習會，分會及所屬機關

主管人員共計35位參加。會議一開始，周章欽檢察長便以

近幾個月的社會矚目案件為例，感謝志工們默默所為之一

切，並向志工加油打氣，亦偕同林順來書記官長及詹美玲

主任檢察官與志工們合影。劉明泰董事亦以近日自身所經

歷的事情提出與志工們分享並表達感謝。 

        因分會志工們在居家訪視工作上，已有初步之瞭解，

進而實際操作時陸續發現許多問題而紛紛向協會反應，為

了讓志工們了解家庭支持概念的重要性、釐清家庭服務的

困惑，此次研習會安排落實家庭支持功能與分會方案整合

的課程，期使解決志工們實務上所遭遇到的問題，並讓志

工們在未來能發揮專業、更深入執行關懷與輔導的工作，

促進馨生人心理早日復原。課程由高雄分會吳副執行秘

書、林秘書及郭助理秘書針對實際服務經驗，及所遇到的

問題與志工進行一整天課程討論。最後藉由觀賞西洋電影

「愛上你，愛上我」，讓志工們更深刻瞭解被害遺屬在經

歷復原過程中，創傷與復原時可能發生的狀況及面向，藉

由此影片賞析提醒志工們自我照顧，及提高個案服務過程

的覺察。 



 

同意，且檢驗結果僅供醫師參考，醫事人員依法不得洩

漏，以保障受檢查人之隱私權。 

3.若執行可能發生扎傷及血液、體液暴觸或其他可能意外

暴露之業務(例如：外科手術)，但尚未實際發生暴露事件

時，並不適用本規定。 

QQQQ：：：：知道自己是愛滋病毒感染者知道自己是愛滋病毒感染者知道自己是愛滋病毒感染者知道自己是愛滋病毒感染者，，，，但隱瞞他人而且進行危但隱瞞他人而且進行危但隱瞞他人而且進行危但隱瞞他人而且進行危

險性行為險性行為險性行為險性行為，，，，是否違法是否違法是否違法是否違法？？？？    

 A::::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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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條規定，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

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

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  

愛滋權益宣導–權益篇 

Q:Q:Q:Q:醫事人員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得採集檢體進行人得採集檢體進行人得採集檢體進行人得採集檢體進行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之理由為何同意之理由為何同意之理由為何同意之理由為何？ ？ ？ ？     

A:如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預防性

投藥要愈早愈好；或如病患病情危急須立即進行病因研判

及治療；或為爭取疑似感染之新生兒於出生後6至12小時內

投予預防性用藥，權衡受暴露者或病危者之生命權應予以

優先考量，因此增訂在有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前提下，

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即得採集檢體進行愛

滋病毒感染檢測。 

2.當執行本規定時，醫事人員仍應善盡告知責任，向受檢查

人說明採集檢體之目的，落實篩檢前後諮詢，儘量取得其

政策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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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Q ：：：：關於個資法第關於個資法第關於個資法第關於個資法第 50505050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非公務機關之代非公務機關之代非公務機關之代非公務機關之代

表人表人表人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如何證明已盡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如何證明已盡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如何證明已盡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如何證明已盡

防止義務防止義務防止義務防止義務？？？？    

AAAA ：：：：    

一、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監

督義務之範圍，並不僅以訂定個資法第 27 條第 2項規定

之個資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資處理方法，

即為已足。尚須就具體個案，視非公務機關之規模大小與

組織、所違反個資法規定條文之內容與意義、個資數量多

寡、機敏性之風險程度、監督可能性等因素而定。 

       一般而言，必要之監督措施，例如：是否選任適當之

人員、適當之組織分工、訓練、說明、指示、查看、對於

不當行為之糾正改進、依法規改善設施…等，惟以客觀上

有必要且有期待可能性者為限；如有特殊情況（發現營

運有不正常現象、選任之人員不能勝任…等）亦當提高其

要求標準。有關組織上之欠缺，包括分工未周而無人負

責、責任重疊致相互推諉、權責過度下放等，亦可能構成

違反監督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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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上所述，代表人所應盡之防止義務，應考量組織

規模與保有個資之數量或內容，依比例原則建立技術

上與組織上之措施，並視體個案情形判斷之。 

詐騙新手法宣導詐騙新手法宣導詐騙新手法宣導詐騙新手法宣導----預防新北市八仙樂園粉塵燃燒事故假募款詐騙預防新北市八仙樂園粉塵燃燒事故假募款詐騙預防新北市八仙樂園粉塵燃燒事故假募款詐騙預防新北市八仙樂園粉塵燃燒事故假募款詐騙    

      自本(104)年 6月 27日八仙樂園發生粉塵燃燒事故迄今，

全臺各地紛有民眾主動發動捐款行動，考量以往重大災害

事故發生後曾發生假慈善機關(急難救助)詐騙手法案例，警

政署165反詐騙諮詢專線呼籲民眾在熱心投入賑災之餘，應

慎防有心人士借機敲詐，並深入瞭解公益勸募相關規範，目

前 165專線尚未接獲此事件假募款案件，但仍提醒民眾避免

受騙。 

        為提供民眾瞭解可能發生之詐騙情境，165專線提供假

慈善機關(急難救助)詐騙手法幾項判斷依據，重點如下： 

1.近期發生粉塵燃燒事故募款活動，民間團體必須依現有公

益勸募條例規定，勸募團體基於公益目的募款，必須向主管

機關申請勸募許可後並取得勸募字號才能對外募款。另外，

如募款單位係政府機關，遇有重大災害或國際救援時，則不

需向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申請勸募許可，即可募款。惟為

求謹慎，仍建議民眾募款前可上網至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

及 社 工 司 成 立 之【公 益 勸 募 管 理 系 統】(http://

sasw.mohw.gov.tw/app39/disasterView/index)查詢勸募公告或

撥打 1957福利諮詢專線，如遇疑似詐騙情事亦可撥打警政

署 165專線查證。 

2.若收到募款簡訊或網路訊息，雖署名為合法登記之募款單

位，仍應查明募款帳號是否為募款專戶，而非個人帳號。 

3.若在公共場所如菜市場、百貨公司、公園、馬路邊，遇有

募款團體手拿捐款箱進行勸募，請其出示有無主管機關(衛

生福利部或地方政府機關)勸募許可函或相關證明文件，同

時於捐款後要求開立收據(必須有衛生福利部許可字號)，

以避免歹徒假冒慈善團體名義沿街詐騙。  

       有關募款可能發生之詐騙，警政署已加強預防因應作

為。同時藉此呼籲各公益慈善團體應依規定先行向主管機

關申請，並公開對外界說明募款目的及用途，避免遭歹徒冒

用進行詐騙。(摘錄自刑事警察局 165反詐騙網站) 



 
9    



 1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