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保護電子報 十一月號十一月號十一月號 

        法務部配合鐵馬環臺車隊返程，於11月2日在該部戶外

廣場舉辦車隊迎接與立法委員及正副總統選舉「齊心反賄

全台大會師」反賄選宣導記者會。法務部本次反賄選宣導

活動以《i幸福-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為主軸，除了運用「啄

木鳥公民」概念外，並規劃鐵馬環臺活動，以各地檢署接

力方式，環臺一周，用實際行動傳達全民反賄選的觀念。

此外會上亦邀請到單車環臺風氣始祖~電影「練習曲」的主

角-東明相，陪同車隊騎乘返部，並代表車隊獻旗給法務部

羅瑩雪部長。 

       羅部長致詞時表示，沒有乾淨的選舉，就沒有清廉的政

治，沒有清廉的政治，國家就不會有光明的未來，自92年

至104年各項選舉查察案件執行情形，總計偵查起訴6,120

件，17,163人，其中一審判決有罪8,440人；終審判決有罪

7,936人。而在核發檢舉奬金部分，92年至104年度，檢舉賄

選案件數計2,174件、檢舉人數3,482人，核發檢舉獎金新臺

幣達4億多元。另外去（103）年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檢察機關共提出169件174人當選無效之訴，截至104年

7月止，經一審法院判決宣告當選無效的件數高達80件85

人，勝訴比率高達85%，正是檢警調同仁努力的成果，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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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人力有限，希望能有更多的民眾一起來參與，

守護孩子的幸福未來。 

        鐵馬環臺車隊自10月23日從法務部出發，由各地檢

署接力，在歷經11天，經過16個縣市，約1千公里的旅程

返回法務部，法務部邀請到開創臺灣單車環臺風氣的始

祖~電影「練習曲」的主角-東明相領騎最後一段，並代表

車隊獻上全民反賄選的旗幟。記者會最後由羅瑩雪部

長、中央選舉委員會、最高法院檢察署等與會貴賓與反

賄大使東明相一起按下按鈕，啟動「檢舉賄選，人人有

責」自行車，代表著鐵馬環臺大會師順利完成，並點亮

臺灣地圖，象徵著守護臺灣，守護幸福的未來。 

       法務部希望結合單車運動，讓民眾瞭解單車運動，是

守護健康，而檢舉賄選，則是守護幸福的未來；呼籲全

民反賄選逗陣來，遇有賄選情事，保存證據，撥打反賄

選專線0800-024-099播通後再按4，立法委員選舉檢舉獎

金最高一千萬元；正副總統選舉檢舉獎金最高一千五百

萬。另外法務部也成立「i幸福行動聯盟」粉絲頁及「啄

木鳥公民巢」line@生活圈，歡迎民眾加入，一起成為

「啄木鳥公民」。  

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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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馬環臺 反賄逗陣騎鐵馬環臺 反賄逗陣騎鐵馬環臺 反賄逗陣騎鐵馬環臺 反賄逗陣騎」」」」    
Go Biking , No VoteGo Biking , No VoteGo Biking , No VoteGo Biking , No Vote----Buying Buying Buying Buying     

         法務部辦理第九屆立法委員暨第十四任正副總統選舉

反賄選宣導，結合自行車運動正向、陽光、健康的精神，

首創由各地檢警調組成反賄鐵馬隊並接力環臺，將於10月

23日（星期五）上午9點30分自法務部廣場誓師出發，預計

11月2日（星期一）下午3時返回法務部，為期11天，以騎

自行車接力繞行全臺方式宣導「檢舉賄選，人人有責」。 

        鐵馬環臺首發記者會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添盛檢

察長主持，邀請知名藝人周杰倫專屬的舞蹈老師阿宏帶領

大家熱舞暖身，並在臺北市立福安國中藝陣風雲社壯闊的

鼓聲中，由羅部長、最高檢察署顏總長授旗，帶領臺高

檢、北三檢及警、調首長，以及檢警調組成的反賄鐵馬隊

約80人騎自行車自法務部出發，沿雙北河濱自行車道騎乘

至桃園，再由桃園地檢署反賄鐵馬隊接力騎乘，並依序由

各地檢署反賄鐵馬隊接力環臺，預計於11月2日下午3時由

基隆地檢署反賄鐵馬隊自基隆騎返法務部，完成法務部首

次鐵馬接力環臺反賄選宣導活動。 

         法務部為淨化選舉風氣，近年來強化「檢舉賄選」為

現代 公 民社會 責任之 訴求。故以「檢 舉 賄 選，人 人 有

責」、「鐵馬環臺，全民反賄」為本次反賄選宣導主軸，

除了檢、警、調組成反賄鐵馬隊之外，更結合財團法人自

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台新銀行、聯維有線電視、維大力飲

料、三多屋、鍇榮實業、大欣印刷等企業團體共同響應鐵

馬環臺活動，營造全民反賄氛圍，提倡正向、健康之選舉

文化，邀請全民一起反賄逗陣騎。 

首              發 

苗    栗   段               
        法務部『鐵馬環臺，反賄逗陣騎』活動車隊10月24日

中午抵達苗栗地檢署，在簡單隆重的誓師儀式後，旋即由

該署黃正雄主任檢察官領軍接棒，續沿台13縣道路途經銅

鑼、三義等鄉鎮，在后里與臺中地檢署的隊伍會合。 

        當天的活動並邀請了苗栗國中舞蹈班的學生與汶水國

小泰雅族原住民的小朋友帶來精彩的舞蹈表演。當兩廣阿

貴師醒獅團演出時，從兩隻祥獅口中吐出「檢舉賄選 人人

有責」的布條，立刻引起全場人員大聲鼓掌叫好。 

       郭珍妮檢察長在致詞時表示，去年五合一公職選舉

後，苗檢共提起了14起當選無效之訴，全經法院判決勝

訴。許多案件都是透過民眾檢舉，可見民眾力量的龐大。

反賄選宣導結合健康、正向、陽光的單車接力活動再合適

不過，希望民眾都能認同活動主旨，並用具體行動展現在

明年的選舉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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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東    段臺    東    段臺    東    段臺    東    段    

        29日上午，臺東地檢署從屏東地檢署手中接手鐵馬環

台後，舉辦盛大的車隊交接儀式，以最在地化的方式展現

臺東段特色，活動首先由達魯瑪克婦女隊表演「田間休閒

舞」，原住民部落農忙期間互助過程意涵文化傳承，在本

次活動中象徵反賄觀念的傳承，臺灣將因陽光選舉而共築

快樂。另外，活動現場有七支阿美族傳統「竹炮」一字排

開，氣勢磅礡，由檢警調首長及活動貴賓一一點燃竹炮，

強大聲響象徵嚇阻賄選，意義重大。  

        臺東段鐵馬行程 ，由花蓮高分檢檢察長邢泰釗和臺東

地檢署檢察長黃和村領軍鐵馬車隊，沿著花東縱谷前進花

蓮。 

  車隊選手身著本次活動T恤，並由掛有反賄選宣導布

條的前導車引導前進，隊伍浩浩蕩蕩格外吸睛，引起不少

民眾好奇詢問與拍攝。沿途造訪臺東縣警局設置的鐵馬驛

站，也在臺東知名地標伯朗大道向遊客宣示反賄選理念，

引發現場民眾興趣，更大呼驚奇，紛紛一起合照，期盼藉

由民眾的FB分享，發揮網路廣大的宣傳力量，將此次鐵馬

車隊環台效用擴散。 

  花蓮高分檢檢察長邢泰釗和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和村

發揮驚人耐力，騎完全程80餘公里，下午車隊抵達花蓮縣

東里派出所，與花蓮地檢署進行交接，在旗幟交棒的同時

也順利完成臺東段任務，花東縱谷因為鐵馬車隊而增添繽

紛，更重要的是，這一路上也傳達了反賄選的意象與理

念，期盼明年第十四任正副總統暨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

能維持乾淨與透明的風氣，共創更廉潔的選舉文化。  

        臺北天母地區今年擴大舉辦大規模萬聖節嘉年華會活

動，活動重頭戲─「小小魔兵大遊行」，將有5,000名小朋

友身穿奇裝異服入侵大街小巷，前往天母商圈內240家高掛

南瓜燈籠的特約店家打鬼要糖搗蛋，士林地檢署為響應此

一地區性的重要盛典，於104年10月31日假天母運動公園，

辦理「你賄選我搗蛋  搞什麼鬼兵團號召全民齊反賄」之反

賄宣導活動。 

        士林地檢署號召來自各方英雄好漢，組成「搞什麼鬼

兵團」，搭配「不給糖就搗蛋」的萬聖節活動，以「不反

賄就搗蛋」的遊戲為主軸，穿梭在充滿遊逛樂趣的假日創

意市集，以及異國情調的特色店家。當象徵樁腳賄蟲的惡

鬼百魅傾巢而出時，不論是萬盛節女巫、骷髏勇士、南瓜

幽靈、藥劑魔術師、火雞塗鴨還有射擊小魔塔，在驚聲連

連陪襯下，與現場民眾一起同心協力，打擊賄選，讓賄蟲

無所遁形。  

        士林地檢署表示：為維護明(105)年立法委員與正副

總統選舉之公平性、杜絕賄選歪風，讓選民能夠真正當家

作主，落實選賢與能，呼籲各方英雄好漢於選前百魅叢生

的危險時刻，與「搞什麼鬼兵團」，一起落實乾淨選舉，

共同響應「反賄選，人人有責」的全民運動。  

     

反賄選宣導-你賄選我搗蛋  「士檢搞什麼鬼兵團」號召全民齊反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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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中華民國104年國慶，基隆市舉辦萬人健行活

動，基隆地檢署結合活動設攤宣導反賄選，民眾均給予支

持。 

        黎明時刻，天邊微亮，參加活動的人潮即慢慢聚集，

由基隆市政府、臺灣體育總會所舉辦的全國萬人健走大會

師，除自發性民眾前來之外，各縣市體育會均組團參加，

故人潮滿滿，估計約有2-3萬人參加。基隆地檢署除支持

「樂在運動，活得健康」的理念之外，也設攤宣導反賄

選，因為健康不只身體要健康，想法也要健康；人要健

康，社會國家也要健康。唯有杜絕賄選，乾淨選風，才能

建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及廉能的政府。   

「16鄉鎮走透透 成功反賄選」   

        為配合105年立法委員暨正副總統選舉，臺東地檢署檢

察長黃和村特別指示結合臺東縣警察局，於臺東縣內16個

鄉鎮各舉辦一場反賄選座談會，希望能透過深入基層與地

方民眾對話，澄清正確選舉法規觀念與賄選態樣，提醒民

眾除不要以身試法外，更應積極檢舉賄選行為。28日上午

10時於成功鎮公所舉辦，由徐主任檢察官弘儒親臨現場宣

導反賄選之相關法規，以本次反賄選的主題，「i幸福，檢

舉賄選，人人有責」闡述反賄選的重要、賄選的態樣、檢

舉人的身分保密、檢舉管道、檢舉獎金等，提醒民眾不要

以身試法，更應積極檢舉賄選行為，讓賄選無所遁形。 

 「分眾宣導  銀髮族逗陣來」 

       配合太麻里鄉公所舉辦「2015銀髮族健康律動比

賽」，吸引超過200名老人家參加比賽，臺東地檢署黃和

村檢察長親自前往進行反賄選宣導。黃檢察長表示，由於

臺東轄區內老齡人口眾多，是反賄選宣導重要族群，尤其

是老人家觀念保守，更增加法律盲點，因此有必要特別加

強宣導。 

       現場民眾反應熱絡，尤其是進行有獎徵答時間，老人

家無不卯足全力盡情搶答，現場除了洋溢嘉年華氣息之

外，也在歡樂的氣氛中將反賄選的理念傳達給老人家。  

關山反賄選，啄木鳥公民齊聚  

        臺東地檢署10月21日於關山鎮舉辦的反賄選座談會，

黃和村檢察長親自主講，深入淺出講述相關法令及民眾可

能遇到的賄選狀況，民眾反應熱烈，於意見交流時間踴躍

提問，黃檢察長一一解答，活動結束前更進行有獎徵答，

檢視宣導成果，現場氣氛熱絡，有效提升反賄選宣導效

果。  

反賄選宣導-「健康城市」，基隆外木山萬人健行反賄選，身心都健康  

反賄選宣導-臺東地檢署社區反賄選宣導走透透  

幼兒萬聖遊行，一起反賄選  

        為迎接萬聖節，臺東縣立新生幼兒園帶領學童遊行踩

街，並且安排參訪臺東地檢署，將溫暖歡樂帶進地檢署裡 

。 適逢總統與立委選舉將至，臺東地檢署藉由小朋友們的

超高人氣，一起拉起反賄選布條，除向社會大眾宣導乾淨

選風之重要性，更希望將民主、清廉、公正之理念傳承給

下一代，讓反賄意識深植民眾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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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日，花檢募集百人部落反賄選宣導種子實施講

習，由該署主任檢察官許建榮轉達明年正副總統暨立法委

員選舉的重要性，以及花檢為讓選民有一個公平、公正、

公開的選舉環境，除強力的查緝賄選外，同時積極推動深

化反賄選宣導，喚起公民意識「檢舉賄選人人有責」。許

建榮主任檢察官報告檢舉賄選的方法，轉達臺灣高等法院

花蓮分院檢察署邢檢察長日前在「鐵馬環島 反賄逗陣騎」

誓師大會中所指示「一機、一相、一袋、一千萬」的查賄

方式，期望部落的鄉親能隨時以隨身手機（一機）、隨時

拍照取證（一相），並將賄款保存於夾鏈袋（一袋），向

檢警調檢舉，就有希望獲得立法委員候選人檢舉賄選獎金

最高一千萬元。會場並致贈宣導資料袋，囑託宣導種子充

份運用宣導。  

        為表彰熱心公益人士及團體協助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

工作，並鼓舞社會大眾參與保護工作，激勵認同感與榮譽

感，法務部於10月30日下午假台南市長榮大學辦理「104年

度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謝政

務次長榮盛到場頒發獎牌並致詞慰勉。 

        本年度獲獎者包括長期致力婦幼保護工作的呂立醫

師、吳怡盈檢察官，劉于瑞社工師，及協助檢察機關辦理

「兒童及心智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專業詢問與鑑定服務」著

有績效的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兒童青少年保護評估

小組，服務危機、邊緣及弱勢的兒童少年的基督教勵友中

心，在南台灣從事人口販運被害人服務的社團法人臺灣勞

工權益關懷協會，從事檢驗工作過程中保護被害人權益的

南投地檢署檢驗員張文賓先生，致力於校園性侵害被害學

生輔導的李蓉蓉心理師，以及長期投入被害人保護工作的

林坤賢與劉振芳主任委員，長期擔任保護工作尖兵的馮月

梅女士、饒恕人先生、陳純怡女士、陳焜先生及鄭瓊玉女

士等3個團體及12名對被害人保護工作有特殊貢獻之專業人

士及志願服務工作者。 

        謝次長致詞表示，犯罪被害事件常造成家庭破碎，

如果被害人是家庭經濟支柱，其家屬將陷入經濟困境；犯

罪事件也造成被害人或家屬心理創傷，情緒悲痛而無法正

常生活，使被害人保護工作愈形重要。除政府透過各種措

施關懷輔導被害人外，民間團體或專業工作人員在其工作

崗位上的投入，使被害人保護工作越為周延完整。謝次長

強調，政府資源有限，保護工作需要民間團體及各界人士

共同投入才能周延。謝次長感謝本年度獲表揚之團體或人

員長期深耕被害人保護工作，並希望大家也能用愛與關懷

來促進社會祥和，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今年適逢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成立16週年，近年來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整體服務日趨穩健，不論是協助多數被

害人的大型案件，或處理全國廣泛性案件，甚至國際或社

會矚目被害案件已建立一套完整處理程序，充分顯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成長茁壯的軌跡及成效。主辦單位除於現

場展示16年來處理重大案件歷程外，並於會中以臺南地區

特有「作16歲古禮」的民俗，幫協會的吉祥物「凱兒娃

娃」辦理成年禮加冕，期望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於運作及

服務更加成熟茁壯。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                            16161616 年始終有你  愛從馨開始年始終有你  愛從馨開始年始終有你  愛從馨開始年始終有你  愛從馨開始    
                                                            犯罪被害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表揚大會犯罪被害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表揚大會犯罪被害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表揚大會犯罪被害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表揚大會    

反賄選宣導-深入宣導反賄選  花檢成立百人部落反賄宣導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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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為廣邀社會各界參與被

害人保護工作，於104年 11月3日下午於法務部一樓辦理「溫

情相伴‧馨心相應」記者會，會中除感謝全聯慶祥慈善基金

會加入重傷被害人照顧行列外，並鼓勵企業及社會各界以實

際行動支持被害者復原。 

        保護協會記錄被害人小博復原的過程與照顧的辛苦，於

會中播放「馨路歷程」影片。小博上大學前發生嚴重車禍，

受重傷的他每天需復健八小時，小博媽媽除了照顧他，還要

醫院法院兩地跑，可說是蠟燭兩頭燒，經由保護協會協助，

順利解決官司訴訟，還有保護協會志工長期關心，讓她覺得

照顧之路不那麼孤單。 

        法務部羅部長於會中表示，像小博這樣的被害人還有很

多，他們復原的路相當漫長，需要長期支持、陪伴，所幸目

前國內有許多企業願意投入公益關懷活動，成為支持被害人

復原的力量，羅部長特別感謝永瑞慈善基金會、信錦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長期贊助被害人保護工作。 

        羅部長指出，全聯慶祥慈善基金會長期從事公益活動，

除發行的「愛心福利卡」及物資包，讓弱勢家庭可依需求自

行到住家附近的全聯福利中心購買所需物資，減少社福配送

物資所花費的人力，也避免救濟物資過量或存放過期造成的

浪費外，亦贊助花蓮、台東、苗栗及屏東等地共 19所偏遠國

小及國幼班「全聯愛心早餐」專案，今年全聯慶祥慈善基金

會又跨出新的一步，開始加入協助犯罪被害人的行列，更令

人感動。 

        羅部長更呼籲，希望未來有更多的企業提供人力、物資

捐贈、經費資助或是方案認養，以實際行動支持被害人早日

復原，降低犯罪事件所帶來的傷害與惡性循環。 

        本次記者會亦播放保護協會宣導影片一則，以甲蟲掙

脫束縛重生，喚起外界對被害人之關注，藝人謝怡芬(Janet)

於影片中宣導保護協會 0800-005850免付費服務專線，鼓勵

被害人求助，該片已置於該會網站(http://www.avs.org.tw/

html/)。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    「「「「溫情相伴溫情相伴溫情相伴溫情相伴‧‧‧‧馨心相應馨心相應馨心相應馨心相應」，」，」，」，企業共參與 企業共參與 企業共參與 企業共參與     

        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為降低犯罪所產生的惡害，積極

推動修復式司法。為求精進效益，檢察長黃和村特別指示

辦理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教育訓練課程，並邀請國立臺北

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許春金教授前來授課，許教授身兼亞

洲犯罪學會會長，長期推動修復式司法不遺餘力，此次透

過黃檢察長力邀前來東檢擔任講座，除了臺東地檢署培訓

的修復促進者與陪伴者之外，也吸引臺東地區實務單位人

員報名踴躍。學員無不專注聽講，並認真抄寫筆記。綜合

討論時間，學員把握交流的機會，提問踴躍，現場氣氛相

當熱絡。 

  

加入保護工作的方式加入保護工作的方式加入保護工作的方式加入保護工作的方式    

1.1.1.1.加入志工服務加入志工服務加入志工服務加入志工服務————撥打服務專線撥打服務專線撥打服務專線撥打服務專線0800080008000800----005005005005----850850850850    

2.2.2.2.捐款至官網(捐款至官網(捐款至官網(捐款至官網(http://www.avs.org.tw/html/)http://www.avs.org.tw/html/)http://www.avs.org.tw/html/)http://www.avs.org.tw/html/)

donation.avs.org.twdonation.avs.org.twdonation.avs.org.twdonation.avs.org.tw    

3.3.3.3.企業合作企業合作企業合作企業合作————撥打撥打撥打撥打02020202----27365850 27365850 27365850 27365850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臺東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方案」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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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地檢署基於對社會公益安全的責任，以「家暴 家

報，113愛你！愛我」為主軸，配合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

民國總會 遊行宣導。臺東地檢署黃和村檢察長特別指示觀

護佐理員製作了以「113反家暴」為主軸之標語板 16面，並

配合法務部今年「i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的反賄選標語，

輔以反酒駕、反吸毒等圖板，將 11月 3日參加社會勞動勤前

說明會之社會勞動人 24人集合編組，於 10時在臺東縣政府

集合，一同繞街遊行宣導。 

       活動現場除了臺東地檢署外，更集結了扶輪社、獅子會、

臺東家扶中心等 20餘社團，約 400人參與遊行，讓社會勞動

人都能深刻體會到，除了酒駕要服刑外，參與公益活動宣導

也是對自己行為的一種負責表現。 

     臺東地檢署黃和村檢察長表示，「易服社會勞動制度」

實施以來，已在各機關團體及社會中展露成果，希望藉由社

會勞動人參與公益宣導工作，能同時達到教化之目的，更

能起帶頭作用，亦能讓社會勞動人在勞動中、在團體活動

中，重拾自我信心，抱著感恩心態重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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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司法保護訊息----臺東地檢署臺東地檢署臺東地檢署臺東地檢署「「「「家暴 家報家暴 家報家暴 家報家暴 家報，，，，113113113113 愛你愛你愛你愛你！！！！愛我愛我愛我愛我」」」」專案宣導專案宣導專案宣導專案宣導            

快下載快下載快下載快下載「「「「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 APPAPPAPP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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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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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青少年或小學即使是青少年或小學即使是青少年或小學即使是青少年或小學

生也都要認識毒品並勇敢抗拒生也都要認識毒品並勇敢抗拒生也都要認識毒品並勇敢抗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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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熟悉透過熟悉透過熟悉透過熟悉

的童話故事讓大朋友的童話故事讓大朋友的童話故事讓大朋友的童話故事讓大朋友、、、、小朋友認識毒品的危害小朋友認識毒品的危害小朋友認識毒品的危害小朋友認識毒品的危害；；；；同時也傳同時也傳同時也傳同時也傳

授保護自己的最佳密技授保護自己的最佳密技授保護自己的最佳密技授保護自己的最佳密技，，，，讓家長或老師多一份安心保障讓家長或老師多一份安心保障讓家長或老師多一份安心保障讓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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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嗎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嗎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嗎？？？？趕快下載反毒趕快下載反毒趕快下載反毒趕快下載反毒

繪本繪本繪本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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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goo.gl/mJn2W7 http://goo.gl/mJn2W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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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序入住，待遇無異於一般民眾。 

       為保障愛滋感染者受到公平的對待，衛生福

利部疾管署將持續辦理愛滋感染者照護相關教育

訓練，加強照護人員的認知，另也呼籲，愛滋病

主要透過性行為、血液或母子垂直傳染，一般接

觸（如握手、擁抱）等日常生活並無傳染愛滋病

毒給其他人之風險，希望大家建立正確面對愛滋

態度與行動，用尊重、包容與關懷一起努力達到

對愛滋「零歧視」的目標。(摘錄自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署網站) 

 

 

愛滋權益宣導–保障愛滋感染者安養、照護，衛生福利部指定 13 家愛滋感染

者照護示範機構 

         為維護愛滋感染者權益，減少民間照護機構

不願收容愛滋患者之問題，衛福部今（2015）年

公布全台第一階段愛滋感染者照護示範機構計有

13家，範圍遍布北、中、南、東全台各地，提供

愛滋感染者長期照護或安養安置時運用。 

        隨著愛滋藥物治療成效良好，感染人口逐年

增加，以及存活人口邁入老年，愛滋感染者的安

置、安養及照護需求逐漸浮現。因此衛福部指定

13家部屬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率先收置有長照需

求之愛滋感染者，可由各縣市衛生局及愛滋指定

醫院協助轉介至該13家護理之家，另外有需求的

愛滋感染者可同時登記多家機構，並依登記先後

政策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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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Q ：：：：工會得否提供會員工會得否提供會員工會得否提供會員工會得否提供會員（（（（選舉人選舉人選舉人選舉人））））之個人資料名之個人資料名之個人資料名之個人資料名

單予已獲提名之理事單予已獲提名之理事單予已獲提名之理事單予已獲提名之理事、、、、監事候選人監事候選人監事候選人監事候選人？？？？    

A： 

(一)基於社團係人的結合關係，社員負有一般的忠

實義務，須協力促進實現社團之目的及參與社團活

動，又工會法第 12 條第 9 款規定：「工會章程之記

載事項如下：…九、會員代表、理事、監事之名額、

權限及其選任、解任、停權；置有常務理事、常務監

事及副理事長者，亦同。」同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工會會員人數在一百人以上者，得依章程選出會

員代表。」故工會辦理會員代表選舉時，提供該區會

員（選舉人）之個人資料名單予已獲提名之區會員代

表候選人，以進行章程所定選舉事項，依上開說明，

應屬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內利用。又有關提供會員名

單之內容，仍宜以進行選舉作業為限，並應採取可達

目的且對會員（選舉人）權益影響最小之方式為之，

換言之，若不提供該項會員資料，亦不致影響選舉作

業之目的達成，如仍提供之，則屬逾越選舉作業之特

9    

定目的必要範圍，而與選舉作業欠缺正當合理之

關聯(個資法第 5 條規定參照)。 

(二)另若工會未於章程內明文規定會員名錄發給

事宜，得否提供會員名錄予會員參考，則宜先行審

酌工會章程所定宗旨或任務之內涵（例如：有助

於會員共同利益之維護增進、有助於會員團結或

交流之促進…等），是否涵蓋提供會員名錄予會員

之行為；倘已涵蓋，則屬特定目的內之利用，無須

再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惟利用過程仍應注意個資

法第 5 條比例原則之規定，若採行徵詢會員是否

退出上開名錄之機制，亦屬可行。若經審酌後認為

無法涵蓋，而屬原蒐集之特定目的外之利用者，則

須符合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各款情形之一

（例如：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等），始得為特定目的

外之利用。(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個人資料保

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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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假日網購熱連續假日網購熱連續假日網購熱連續假日網購熱，，，，小心詐騙找上門小心詐騙找上門小心詐騙找上門小心詐騙找上門    

        最近連續假期特別多，中秋節、國慶日接連來到，

再加上颱風假，對於上班族來說簡直是夢寐以求的境

界了！尤其連續假期的到來，民眾為購買日常必需物

品或是颱風天無聊待在家不知道要做什麼，首選一定

是上網 Shopping，但您可知道網路購物詐騙案件仍是

占詐騙案件的大宗嗎？ 

        家住高雄市黃姓妙齡女子趁中秋連續假期在家

中透過網路訂購美妝用品，但卻於日前接獲一名自稱

是購物網站客服人員的電話，表示黃女所訂購的眼線

筆多訂了 12 組，如果不處理的話將會依網路定價扣

款，要求黃女告知刷卡銀行客服電話[02-257XXXXX]，

等下會請銀行人員協助處理。不久之後便接到號碼為

[+222257XXXXX]的電話，自稱銀行專員的男子要求前

往ATM依照指示操作，一開始先輸入密碼 29989，再

輸入 12，結果ATM顯示錯誤訊息，此時男子跟黃女說

這是當初辦提款卡沒有辦好，造成銀行安全機制啟動

不能操作，為了順便將提款卡辦好，要求先將其他銀

行的存款領出匯至指定帳戶，再回家使用網路銀行轉

帳新臺幣 1萬元，過程中男子不斷強調這只是手續過

程，之後會把錢一次還給黃女，最後男子還詢問是否

有其他家人的提款卡可以轉帳以協助認證，於是黃女

跑去向姊姊索取提款卡時，經姊姊點醒才發現這全部

是一場騙局，總共損失新臺幣 14 萬元。 

        警方分析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的資料，發現中秋

連續假期前後各一週的詐騙案件數中，「解除分期付

款詐騙」所占比例均高達 50%以上居首，詐騙集團所

用手法仍為假藉「誤設分期付款」、「商品重覆下單」

等老梗，要求民眾前往住家附近操作 ATM 來解除設

定，等民眾回神時帳戶內的錢早已匯出。在此呼籲民

眾，ATM只有「提款」跟「匯款」的功能，而且銀行

及客服人員不可能於下班時間撥打電話給民眾，更不

會要求您前往 ATM 或購買遊戲點數卡，若有遇到類

似情形一定是詐騙！另外，接獲非熟識電話號碼前面

有「+」字號的務必提高警覺，幾乎都是詐騙集團從國

外撥打的！若接到購物網站客服人員電話有疑問時，

除可上網查詢購物網站客服電話回撥查證外，本局

165 反詐騙網站上也會定期公布近期民眾報案數較多

之購物網站，讓民眾了解近期詐騙集團鎖定之目標，

如有疑惑也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詢問類似情

況是否為詐騙。 \(摘錄自刑事警察局 165反詐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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