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保護電子報 十月號十月號十月號 

         法務部9月15日（周二）上午10:30於該部五樓大禮堂

舉辦「反毒總動員」2015年反毒宣導成果發表記者會，展

出104年法務部結合教育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僑務委員會、世界臺灣商會聯合總會以及民間反毒合作夥

伴共同辦理的反毒宣導成果，包括104年度無毒有我‧有我

無毒「『劇』絕毒害、Show你自己」反毒創意表演藝術競

賽、名人反毒專訪影片、反毒教育影片「再生樹-K他命

篇」、APP反毒電子繪本「勇敢的小豬篇」、「Line@生活

圈」反毒宣導群組推廣活動介紹。活動中並邀請到名人反

毒宣導影片之受訪藝人、第49屆金鐘影后鍾欣凌，分享自

己身為家長對毒品問題，以及接受反毒宣導專訪的想法，

並提到自己誤用摻雜安非他命之減肥藥的親身經驗，告訴

民眾要小心來路不明的藥品。。 

       法務部長羅瑩雪致詞時表示，三級毒品K他命的緝獲數

量，自95年起已經連續9年排名第一，而毒品除了本身會產

生成癮性及依賴性外，毒品交易背後潛藏的龐大不法利

益，導致不肖之徒無所不用其極的利用各種方法銷售毒品

獲利，也是讓毒品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原因。因此政府當

前除調整反毒政策，整合中央、地方與民間資源，提升反

毒工作效益外；如何強化「預防為先」的概念，提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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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長、師長、社會對毒品危害的認識，進而拒絕毒

品、遠離毒品，大家共同加入反毒工作的行列，也是反

毒工作重要的課題。 

        本次記者會安排104年法務部、教育部、衛福部食藥

署共同舉辦之反毒創意表演藝術競賽金獎得主劇團「上

劇團表演工坊」，帶來華麗鮮豔、充滿創意夢想、勇敢

拒絕毒品誘惑的「夢碎毒害」劇碼演出。而名人反毒專

訪影片，包括花蓮玉東國中木工專班對高關懷學生的支

持與指引；勇敢做自己，為國爭光的溜溜球達人楊元

慶；健康陽光的棒球國手曹佑寧、另外有告訴家長要當

孩子傾聽者的知名主播方念華、新一代超人氣演員任容

萱及第49屆金鐘影后鍾欣凌一同站出來反毒，分享壓力調

適、親子教育與無毒健康之生活觀念。反毒電子繪本

「勇敢的小豬」則是結合APP數位互動模式，提供學校師

長、家長簡便又多元的方式宣導反毒觀念。「再生樹-K

他命篇」反毒教育影片，則係從個人、家庭、社會角度

來探討K他命濫用問題與防制對策。這些宣導素材與資

訊，都將透過「反毒總動員」line@生活圈群組傳遞，藉

以凝聚社會大眾對反毒工作的支持。  

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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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 幸福  神叼俠侶反賄行動幸福  神叼俠侶反賄行動幸福  神叼俠侶反賄行動幸福  神叼俠侶反賄行動」」」」    

士檢反賄記者會   歡樂反賄新騎蹟 士檢反賄記者會   歡樂反賄新騎蹟 士檢反賄記者會   歡樂反賄新騎蹟 士檢反賄記者會   歡樂反賄新騎蹟     

       第九屆立法委員暨第十四任正副總統選舉即將在105年

1月16日舉行，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署為宣誓查賄的決

心，特於104年10月1日下午2時30分於該署4樓大禮堂，舉

辦 「i幸福  神叼俠侶反賄行動」反賄選宣導記者會，推動

啄木鳥公民行動，呼籲大家一起抓出賄選壞蟲，營造全民

反賄選的氣氛，以提升民眾公民社會責任，建立反賄共

識，徹底淨化選風，落實民主政治。 

        為貼近民眾及喚起年輕族群的公民意識，呼籲大家共

同參與啄木鳥公民行動，開場邀請到天王周杰倫的御用編

舞師阿宏老師，結合該署的銀羊舞蹈團，帶來「show your 

love歡樂健康操」，可愛的七矮人、小小兵穿梭全場，現

場長官、貴賓一起舞出反賄活力；有小王力宏稱號的藝人

白一翔及新世代女神茵茵，擔綱演出的「反賄神叼俠

侶」，叼出賄選的壞蟲，號召全民共同唾棄賄選，全場氣

氛Ｈigh到高點，當「神叼俠侶」登上「淡水反賄世界文化

城市街車」，立即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士林地檢結合目

前正努力將淡水地區申登為世界文化遺產的淡水文化基金

會，共同辦理反賄世界文化城市街車，除讓民眾認識淡水

之美外，更深入大街小巷宣導反賄，透過神叼俠侶活潑生

動的賄選態樣實例介紹，帶領大家在選舉的時候，做出正

確選擇走向幸福的停靠站。 

        該署全體主任檢察官展現合作無間的精神，並在高等

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王添盛、保護司司長游明仁及士林地檢

署檢察長林朝松共同帶領下，以磅薄的氣勢，宣示查察賄

選任何一個角落都不會放過，要讓全區亮起來，協力點亮

士林地檢全轄地圖之光彩時，全場響起如雷掌聲，掀起記

者會最後的高潮。  

        士林地檢署呼籲民眾，以具體行動支持地檢署查察賄

選的作為，勇於撥打檢舉賄選專線「0800-024-099撥通之後

按4」，不僅自己不會參與賄選行為，也要用選票來唾棄有

賄選行為的候選人，共同守護臺灣民主、創造光明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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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地檢打擊賄選  舞力新北地檢打擊賄選  舞力新北地檢打擊賄選  舞力新北地檢打擊賄選  舞力「「「「拳拳拳拳」」」」開 開 開 開     

        因應明年第14任正副總統及第9屆立法委員選舉，新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於10月1日假新北市土城國民運動中心舉

辦「哇!反賄選」起跑記者會，本次活動係以「運動」為宣

導主題，藉由全民運動風氣，提倡選舉的奧林匹克精神，

引領候選人展現相互尊重與公平競爭之運動家風度。活動

中由新北地檢署檢察長周志榮帶領體育界代表及現場民

眾，宣誓「新北地檢 哇!反賄選」，呼籲民眾團結一心，

全民動起來，一起作為政府反賄選的後盾，並鼓勵民眾撥

打檢舉專線0800-024-099，合計最高將可獲得1500萬元的檢

舉獎金。 

        為吸引民眾對反賄選宣導活動的關注與響應，新北地

檢署今年特別結合新北市體育處，以運動行銷反賄選，由

主任檢察官黃珮瑜、黃冠運帶領署內新生代檢察官組成

「運動達人隊」，藉由參與新北市各項路跑、自行車活

動、籃球賽事等，以貼近民眾生活的方式，達成柔性宣導

的目標。而記者會是由網路超人氣小萌妹喬喬與新北地檢

署志工青春萬歲歌舞團以時下流行「妖怪體操舞」揭開序

士檢反賄選新創意 

好萊塢猛鬼抓賄團、淡水世界文化城市街車 逗相挺            

        士林地檢署的反賄宣導活動，搭上最夯的鬼月話題，

特別於104年9月12日於美堤河濱公園舉行「好萊塢猛鬼抓

賄團  跨海相助挺民主」反賄選宣導活動以行動劇演出，當

代表著貪汙、黑金、賄選伺機而動的好兄弟們出籠時，幸

有好萊塢猛鬼抓賄團的及時出現─抓貪、反賄、打擊黑

金，在溫馨趣味的互動遊戲中，現場歡笑聲不斷。 

        而為了建立反賄選之概念，士林地檢署亦與淡水文化

基金會共同推動了「淡水世界文化城市街車 反賄趴趴走」

計畫，讓民眾於每週六、日免費搭乘街車，透過導覽員的

解說，以訪古蹟、說故事、看美景、賞夕陽、聽海風、吃

美食，帶入活潑生動的賄選態樣實例介紹，並與民眾現場

互動Q&A，例如接受候選人招待免費或自付額與成本顯不

相當之國內外觀光旅遊、遊覽車旅遊或進香活動、接受餐

卷等，加深民眾對賄選生活實例認識，避免因不知或一時

接受誘惑而觸法。 

 「「「「轉角遇見轉角遇見轉角遇見轉角遇見iiii幸福幸福幸福幸福    號召啄木鳥公民號召啄木鳥公民號召啄木鳥公民號召啄木鳥公民」」」」    

臺東地檢署反賄選大型廣告看板正式上架臺東地檢署反賄選大型廣告看板正式上架臺東地檢署反賄選大型廣告看板正式上架臺東地檢署反賄選大型廣告看板正式上架    

        臺東地檢署配合法務部全國反賄選計畫，全力展開

反賄選活動，檢察長黃和村特別指示將法務部所頒布之反

賄選海報製作成大型看板，並將之豎立在地檢署側門之開

封街與浙江路轉角，該看板鄰近美術館，視野遼闊，往來

民眾均可清楚接受到反賄選之訊息。未來臺東地檢署將延

續去年深獲好評的Facebook打卡換獎品的活動，民眾若與

反賄選廣告看板合照並打卡上傳，將可獲贈宣導品乙份，

幕，喬喬以天真無邪的笑容，帶領這批青春不老志工為反

賄選宣導開跑加油，她們以「姐姐妹妹站出來」為號召，

告訴大家擁有乾淨選風、幸福家園必須靠全民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把賄選妖怪打趴。 

       另外主任檢察官黃珮瑜更帶領4位女檢察官登場表演拳

擊舞展現英姿，而由男檢察官組成的籃球隊則與104年HBL

（高中籃球聯賽）亞軍隊泰山高中，進行3對3鬥牛友誼比

賽，希望藉此宣導「清廉政治IN、賄選黑金 OUT」的核心

理念。 

       檢察長周志榮表示，「哇!反賄選」口號的構想，乃因

「哇」與臺語的「我」同音，在喊出口號的同時，即表達

出自己反賄選的立場，且加深民眾對反賄選的認同感。相

信候選人聽到這個口號，能了解反賄選乃是全民共同的期

待，更是民主意識的展現。周檢察長呼籲民眾共同打擊賄

選，選出廉潔有能力的人，才能確保地方政治之清明，我

們國家的民主法治及行政效能方能向上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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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地檢署秋節慰問  司法聚愛 臺東地檢署秋節慰問  司法聚愛 臺東地檢署秋節慰問  司法聚愛 臺東地檢署秋節慰問  司法聚愛 」 」 」 」     

        中秋佳節將至，為了讓生活條件不佳，亟需關懷之受

保護管束人能擁有一個聚集眾愛的中秋節，臺東地方法院

檢察署特別選在中秋節前，結合臺東縣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運用緩起訴處分金，進行為期三天的中秋節慰問活

動，由檢察長黃和村親自帶領主任觀護人、觀護人與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林錦儒理事長及榮譽觀護人，前往受關懷對

象家中致贈中秋節慰問金。 

  黃檢察長表示，中秋節向來是臺灣重要節慶，更有月

圓人團圓的重要意義，為了讓經濟困頓的受保護管人感受

到社會的關懷，臺東地檢署結合民間團體力量，透過致贈

慰問金方式，共同關懷扶助弱勢展現柔性司法的精神，在

傳統佳節之際，別具意義。  

        中秋節前夕，為了關懷部落老人，花蓮地檢署結合社

團法人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及鳳信部落文化健康照

護站，於鳳林鎮鳳信天主堂辦理「團慶中秋 樂融融」專案

活動，由花蓮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緩起訴處分金支應加菜

金，邀請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財團法人犯罪被

害人保護會臺灣花蓮分會共同參與活動。現場並有數名住

在附近的社會勞動人以熟練手法現場烤肉烤魚，以實際行

動關懷部落的老大人們，讓現場的老人們提前享受中秋烤

肉的樂趣，餐敍並進行卡拉OK歡唱聯誼，寓教於樂。  

  

中秋關懷活動中秋關懷活動中秋關懷活動中秋關懷活動    

        花蓮地檢署辦理花蓮地檢署辦理花蓮地檢署辦理花蓮地檢署辦理「「「「團慶中秋樂融融團慶中秋樂融融團慶中秋樂融融團慶中秋樂融融」」」」活動 活動 活動 活動     

        明月慶中秋明月慶中秋明月慶中秋明月慶中秋----苗栗更生暨馨生人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  苗栗更生暨馨生人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  苗栗更生暨馨生人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  苗栗更生暨馨生人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      

        苗栗地檢署司法保護更保、犯保及觀護工作團隊在9月

16日於救國團苗栗縣團委會辦理「明月慶中秋~更生、馨生

朋友中秋佳節社區關懷活動」，由苗栗地檢署檢察長郭珍

妮、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主任委員林文琇、主任觀護人劉

寬宏、苗栗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主委郭勝鈺、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理事長邱建民及司法志工協會理事長黃歆雁等人與

在場更生、馨生朋友和家屬一同歡度中秋節歡樂團圓氣

氛，讓此活動充分的展現出「柔性司法」保護的新境界。  

苗栗地檢署檢察長郭珍妮勉勵在場更生、馨生朋友要珍惜

當下,不要放棄自已的美麗人生，要有堅強的毅力，邁開人

生的新步伐開創新生之路。  

        最後更由司法保護社會資源南庄獅頭山勸化堂黃錦源

董事長捐助1000多斤的白米交給更生保護會分批發放慰問

給苗栗轄區貧困更生家庭 ；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

進會會長黃豊荏提供每家戶環保清節洗衣粉和日用品給與

會更生及馨生朋友，讓他們都可以感受到社會的支持與溫

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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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保屏東分會中秋訪視關懷慰問犯保屏東分會中秋訪視關懷慰問犯保屏東分會中秋訪視關懷慰問犯保屏東分會中秋訪視關懷慰問    

         中秋佳節將至，犯保屏東分會由屏東地檢署檢察長黃

玉垣、書記官長林佩宜、委員李明盛及志工，親送禮品至

案家，表達分會關懷慰問之意。 

        邱姓個案正逢花樣年華，不幸遇到車禍造成下肢癱

瘓，需終生靠輪椅代步。雖然遭逢此變，但邱女堅強面

對、積極復健，縱然下半身無法行動，但靠著對生命的熱

忱與意志力，其靈活運用雙手與頭腦，培養自己烘焙能

力，透過製作手工餅乾、小點心等食品，於網路經營販

賣，讓自己得以靠自身能力賺取生活費用。案家人看見其

對生命的韌性，亦全力照顧案主、陪伴左右，讓邱女不會

因身體損壞而缺乏自信及關愛。 

        黃檢察長除給予關心、慰問，同時感佩馨生人勇敢面

        犯保高雄分會9月15日於高雄地檢署六樓大禮堂舉辦

「安馨補給GO GO GO ～中秋節團體關懷活動」，高雄地

檢署周章欽檢察長、洪瑞芬主任檢察官、詹美玲主任檢察

官、林順來書記官長及犯保總會劉明泰董事也一同到場與

馨生家庭的成員們共渡佳節。 

        犯保高雄分會為落實受保護人之後續輔導工作，並強

化被害家屬間情感交流，特別利用秋節前夕，結合義民廟

的白米與明聖官的物資，並運用緩起訴處分金發放近兩年

服務中100戶被害家庭秋節慰問金，活動中除提供家屬最需

要的義務律師諮詢、創傷復原心靈檢測服務外，針對重傷

家庭也在現場提供居家照顧與治療技巧座談，同時發放全

聯慶祥基金會贊助重癱臥床個案的尿布。 

        該會劉振芳主委希望藉由活動關懷家屬，提供家屬所

需之協助，也呼籲社會大衆一起關心被害家庭，讓他們感

受來自各界的溫暖，減輕因為犯罪被害所產生之創傷與人

際孤單。  

 

對生活艱辛與挑戰，期許透過犯保協會持續的慰問與關

心，將司法保護的溫情、社會溫暖與正向力量遞送至案

家，撫慰馨生人之心靈。   

        犯保高雄分會犯保高雄分會犯保高雄分會犯保高雄分會「「「「安馨補給安馨補給安馨補給安馨補給 GO GO GOGO GO GOGO GO GOGO GO GO ～～～～中秋節關懷活動中秋節關懷活動中秋節關懷活動中秋節關懷活動」 」 」 」     

        犯保彰化分會中秋節關懷活動 犯保彰化分會中秋節關懷活動 犯保彰化分會中秋節關懷活動 犯保彰化分會中秋節關懷活動     

        為陪伴馨生人渡過中秋團圓節日，犯保彰化分會特別

辦理關懷活動，鼓勵其走出傷痛。 

        該會劉成枝主委致詞時表示，「傷痛已經造成了，如

何面對未來，重建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課題」，透過主委鼓

勵及各項活動進行，讓馨生人敝開心胸，享受與人群的互

動；本次結合富雨洋傘手作坊辦理，內容包含鹿港古蹟文

化導覽、體驗縫製洋傘、品嚐鹿港小吃及DIY彩繪雨傘，

增加馨生人家庭親子互動，更透過創作成為情緒的出口。 

        個案黃先生表示，案件發生後承受訴訟及生活調適等

總總問題，讓家人間互動緊張，所以非常高興參加該會活

動，能有機會與其他相同境遇的朋友，談談心路歷程，互

相鼓勵，讓自己重新找到力量，除感謝該會外，也期望未

來能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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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鄉土深耕鄉土深耕鄉土深耕鄉土、、、、回饋在地回饋在地回饋在地回饋在地」」」」    

臺東地檢署與社會勞動執行機構交流座談  

        臺東地檢署舉辦 104 年度社會勞動執行機構教育訓練

暨座談會，由檢察長黃和村親自主持，邀集臺東縣境內共 45

個社會勞動機構、團體共同參與研討並分享執行經驗。黃檢

察長於致詞時表示，臺東縣地處偏鄉，境內幅員遼廣，人口

組成結構以高齡及弱勢居多，104 年度迄 7月為止統計，東

檢之社會勞動人已經進行達 10,391 人次、共計 77,138小時之

社區公益服務，對於提供偏鄉之社區環境整理、弱勢關懷等

公益服務上，更顯其價值所在。  

司法保護快訊司法保護快訊司法保護快訊司法保護快訊----臺東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專案工作臺東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專案工作臺東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專案工作臺東地檢署辦理司法保護專案工作    

「「「「慈悲喜捨慈悲喜捨慈悲喜捨慈悲喜捨、、、、大愛鹿鳴大愛鹿鳴大愛鹿鳴大愛鹿鳴」」」」    

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和村專訪中途之家 

    社團法人中華毒害覺醒菩提大協會(下稱鹿鳴精舍)多

年來協助臺東地檢署安置甫出監受保護管束人，為更生人

復歸社會努力不懈。 

       個案阿豪是一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甫假釋出獄的更生

人，自小父母離異且父親再婚，服刑期間，父親因對阿豪

的痛心與放棄，從未至監獄探望、通信，更表示在阿豪假

釋出獄後，不希望讓阿豪回家而打擾原本平靜的生活。  

臺東地檢署深入了解後，商請精舍提供協助，暫居道場。

經過四十餘天的輔導，阿豪已能逐漸放下過去的嗔怒，並

努力以行動表現出悛悔之心。這一切變化讓父親對阿豪開

始改觀，進而同意接納阿豪返家團圓。檢察長黃和村特別

在阿豪返家前夕前往探視，一方面給予阿豪勉勵，一方面

也感謝精舍長期協助進行司法保護業務，也為更生輔導樹

立一個成功的典範。    

「輔導經驗傳承與雙向溝通」 

臺東地檢署辦理榮譽觀護人個案研討暨座談會  

        臺東地檢署增進榮譽觀護人知能，檢察長黃和村特別

指示觀護人室舉辦榮譽觀護人個案研討暨座談會，邀集近

50位榮譽觀護人、團體榮譽觀護人共同參與活動，黃檢察

長於致詞時除了感謝榮譽觀護人長期協助觀護業務外，也

期勉透過個案研討及交流，提升整體司法保護效能。本次

研討會由兩位資深榮譽觀護人分享輔導案例，透過分析個

案之家庭、交友、居住環境、婚姻等層面，並說明如何進

一步突破其防衛及阻抗，言及成功案例之關鍵處，臺下無

不讚嘆，並給予熱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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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410410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法入民馨法入民馨法入民馨法入民馨」」」」法律初探活動法律初探活動法律初探活動法律初探活動    

        鑒於犯罪被害事件發生後，被害家屬（下稱馨生人）突

然接到家人傷亡之惡耗，接續面對事件所延伸的法律訴訟、

權利掌握、家庭生活改變等等衝擊，內心總充滿著害怕、不

安、迷網及不知所措。又因犯保協會服務的被害案件以車禍

居多，該會特於 104 年 9 月 19 日假屏東縣政府交通隊辦理

「法入民馨」課程，邀請交通隊業務組組長程大維，講述「車

禍現場處理」及相關路權觀念等。講師透過實務案例說明，

讓與會之馨生人除了在案件處理上能更清楚自身權益，也

能釐清相關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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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社區民眾瞭解海洋所面臨的生態問題，強化在學

學生的環保意識，苗栗地檢署自2012年起連續四年結合地

方公益與教育團體，以『國際淨灘日』為主題，在苗栗沿

海等地辦理社會勞動淨灘專案，也藉機宣導該署社會勞動

執行成效，提升在地居民的法律常識。 

        當日參與淨灘的單位，除苗栗地檢署、苗栗縣榮譽觀

護人協會外，同時包括苗栗社大、國(縣)立苑裡高中、海

巡署二三岸巡大隊及出水社區發展協會等10餘個團體。計

有400多人參加響應，創下歷年紀錄。自上午七點三十分

起，不到2小時內便清理出了608公斤的垃圾。參與的年輕

學子除對遊客的缺乏公德心感到痛惜之外，也深刻體會到

環境的脆弱與維繫之不易。 

        參加淨灘及反賄選宣導的一名鄭姓勞動人活動後分

享，「自然環境與法治環境的清潔都很重要！遊客發揮公

德心，可還給出水海岸臺灣九大最美海岸線的盛名。同樣

的，高素質的選民，則可透過手中神聖的一票，還給臺灣

乾淨清明的民主社會。」  

    

犯保屏東分會辦理業務推展活動犯保屏東分會辦理業務推展活動犯保屏東分會辦理業務推展活動犯保屏東分會辦理業務推展活動        

響應國際淨灘日 苗檢勞動人清出響應國際淨灘日 苗檢勞動人清出響應國際淨灘日 苗檢勞動人清出響應國際淨灘日 苗檢勞動人清出 608608608608 公斤垃圾公斤垃圾公斤垃圾公斤垃圾            

104104104104年年年年「「「「全馨支持全馨支持全馨支持全馨支持」」」」家屬支持團體家屬支持團體家屬支持團體家屬支持團體    

        馨生人在遭受犯罪被害事件後，身心受到重大衝擊與疲憊，

為協助馨生人心靈獲得「再生力量」，犯保屏東分會舉辦「全馨

支持」馨生人家屬支持團體，藉由團體成員生活分享，使得支

持、共擔、面對沈重的被害事件及其所引發的生活壓力。 

       活動於104年8月22日、23日假社福館舉辦，邀請該會心輔師

廖本富老師透過牌卡操作，讓馨生人自我檢測生活壓力，並藉由

團體成員共同分享與情感交流，使之獲得扶持、共擔的能力，並

重拾對自己、家庭與社會的信心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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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教你如何聰明拒絕毒狼教你如何聰明拒絕毒狼教你如何聰明拒絕毒狼教你如何聰明拒絕毒狼        

快下載反毒繪本快下載反毒繪本快下載反毒繪本快下載反毒繪本 APPAPPAPPAPP 收藏密技 收藏密技 收藏密技 收藏密技     

反毒不再只是大人的功課反毒不再只是大人的功課反毒不再只是大人的功課反毒不再只是大人的功課，，，，即使是青少年即使是青少年即使是青少年即使是青少年

或小學生也都要認識毒品並勇敢抗拒或小學生也都要認識毒品並勇敢抗拒或小學生也都要認識毒品並勇敢抗拒或小學生也都要認識毒品並勇敢抗拒！！！！    

法務部今年推出法務部今年推出法務部今年推出法務部今年推出 APPAPPAPPAPP 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    

「「「「勇敢的小豬篇勇敢的小豬篇勇敢的小豬篇勇敢的小豬篇」」」」    

讓三隻讓三隻讓三隻讓三隻「「「「戰毒聯盟戰毒聯盟戰毒聯盟戰毒聯盟」」」」的小豬們的小豬們的小豬們的小豬們，，，，透過熟悉透過熟悉透過熟悉透過熟悉

的童話故事教大家認識毒品的童話故事教大家認識毒品的童話故事教大家認識毒品的童話故事教大家認識毒品；；；；    

同時也傳授保護自己的最佳密技同時也傳授保護自己的最佳密技同時也傳授保護自己的最佳密技同時也傳授保護自己的最佳密技，，，，讓家長讓家長讓家長讓家長

或老師多一份安心保障或老師多一份安心保障或老師多一份安心保障或老師多一份安心保障！！！！    

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

嗎嗎嗎嗎？？？？趕快下載反毒繪本趕快下載反毒繪本趕快下載反毒繪本趕快下載反毒繪本 APPAPPAPPAPP    

一起加入一起加入一起加入一起加入「「「「戰毒聯盟戰毒聯盟戰毒聯盟戰毒聯盟」」」」成為反毒英雄成為反毒英雄成為反毒英雄成為反毒英雄！！！！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 APPAPPAPPAPP 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    

http://goo.gl/mJn2W7  

 

家庭暴力防治法新修宣導家庭暴力防治法新修宣導家庭暴力防治法新修宣導家庭暴力防治法新修宣導    



 

(2)請醫療院所工作人員、警察人員或消防人員在執行業務

時，遵守標準防護措施。若發生針扎或尖銳器材劃傷等意

外暴露事件，請儘速就醫，由醫師瞭解暴露狀況及血液交

流情形後評估處置方式。 

(3)若因執行業務意外，經醫師評估需使用預防性投藥，應

於事發後6個月內，備齊相關文件(醫療費用收據正本、費

用明細、病歷摘要、事發過程描述紀錄、「醫事、警消等

人員因執行業務意外暴露愛滋病毒通報單」及針扎血液追

蹤紀錄)，先送所在地衛生局初審後，再向疾病管制署提出

藥費及藥事服務費申請。(摘錄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

站) 

愛滋權益宣導–如果醫療院所工作人員、警察人員或消防人員於執行業務時不慎被針扎

傷，是否可以直接抽取當事人的血液進行愛滋病毒檢查？如果經醫師評估需使用預防性投

藥，如何申請費用給付？   

相關執行建議如下： 

(1)如果醫療院所工作人員、警察人員或消防人員於執行業

務時發生針扎或尖銳器材劃傷等意外暴露事件時，可以透

過輔導及說明，請民眾協助配合接受檢驗，並在取得民眾

同意後，進行愛滋病毒檢查。若無法取得民眾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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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第1項第1款規定，疑似感染來源有致執行業務人員

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

虞者，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

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 

政策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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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Q ：：：：行政機關基於便民措施在資訊網路上向公行政機關基於便民措施在資訊網路上向公行政機關基於便民措施在資訊網路上向公行政機關基於便民措施在資訊網路上向公

眾揭露船舶有無經船務代理業代理之資訊眾揭露船舶有無經船務代理業代理之資訊眾揭露船舶有無經船務代理業代理之資訊眾揭露船舶有無經船務代理業代理之資訊，，，，是是是是

否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否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否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否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    

AAAA ：：：：按個資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

下：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

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

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

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又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個人，指現生存之自然人。」第 3條

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一款所稱得以間接方式識別，指保

有該資料之公務或非公務機關僅以該資料不能直接識

別，須與其他資料對照、組合、連結等，始能識別該特定

之個人。」是以，本法所稱個人資料，係指得以直接或間

接識別現生存之自然人之資料，故機關如係於資訊網路

上提供「船名」、「船國籍」、「船務代理公司之名稱」

等，核其性質屬船舶資料及船務代理公司(法人)之資料，

非屬現生存之自然人之資料，尚無個資法之適用，惟應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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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仍有政府資訊公開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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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顯示來電顯示來電顯示來電顯示「+」「+」「+」「+」號陌生電話多為詐騙電話號陌生電話多為詐騙電話號陌生電話多為詐騙電話號陌生電話多為詐騙電話，，，，    

                                                        勿接來電以防荷包失血勿接來電以防荷包失血勿接來電以防荷包失血勿接來電以防荷包失血    

        詐騙電話自早期利用國內人頭電話進行詐騙，近年來

已轉變為利用境外機房發話及篡改來電顯示方式來詐騙被

害人，而此類國際電話詐騙模式，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共同合作，透過各電信業者國際

交換機設定異常偵測，並導入新世代 IP通訊網路 NGN(Next 

Generation Network)國際交換機後，對於境外詐騙集團篡改

成電子商務業者或金融機構之電話號碼，大多於來電顯示

號碼開頭加註「+」號(即類似+02-12346789 之樣態)，有如將

詐騙電話烙上一個「電話刺青」，民眾只要仔細觀察來電顯

示，有利於辨別是否為詐騙電話，民眾應多留意類似特徵

點，避免遭到詐騙。 

        經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大數據統計分析，目前國內詐騙

最多之解除分期付款詐騙案件型態，多在晚上網購業者與

金融機構下班後，利用竊取之交易個資及電話號碼篡改來

電顯示，以取信民眾至 ATM匯款，民眾應於接聽電話時多

注意此類加註「+」號之國際電話，恐因國際漫遊而事後被

收取高額電信費用，對於無接聽國際來話需求之民眾，可向

所屬電信業者申請拒接國際來話服務，免除詐騙電話騷

擾；建議民眾接獲陌生來電時應直接掛斷，以防止荷包失

血。 

        近期發現詐騙集團已鎖定資訊安全管理機制較差之網

站竊取民眾交易個資，以進行電話詐騙或假拍賣詐騙，而該

等網站也因自身安全機制薄弱產生許多虛擬交易糾紛，為

能強力監督網站業者改善資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主動與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消保官合作，首次對於發生最多

詐騙與糾紛事件網路平臺業者提出要求，分別針對「加強身

分驗證機制」、「會員密碼更換機制」、「全面禁止會員私

下交易」、「推動賣場巡邏機制」及「全面實施第三方支付

制度」等五大面向提出改善作法，如逾期未改善，不排除依

據消費者保護法第 58條規定處以罰鍰，希望推動第三方警

政概念與其他行政機關或民間團體建構有效聯防機制，提

升國內網路交易安全及防杜詐騙發生。 

        目前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已 利 用官方 網站

(http://165.gov.tw)公布最新詐騙電話型態，並透過臉書粉絲

團(https://www.facebook.com/165bear)及 LINE 官方帳號等管

道提供民眾最新詐騙手法訊息，也希望民眾能踴躍分享相

關訊息，全民加入打擊詐騙行列。\(摘錄自刑事警察局 165

反詐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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