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保護電子報 二月號二月號二月號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於105年1

月21日晚間辦理歲末年終關懷晚會，法務部羅瑩雪部長蒞臨

出席，並為被害人及其家屬加油打氣。 

        晚會當中，邀請被害人陳女士跟大家分享了她經歷被

害事件後發生的心路歷程，臺北分會並將該會辦理馨生人圓

夢計畫過程影片於會中播放。羅部長致詞時表示，我們的社

會充滿愛心與希望，使臺北分會圓夢計畫能夠完成，讓被害

人可以透過企業提供之輔具，實現外出旅行的夢想。而陳女

士在被害事件發生後，從一開始的否認、接之而來的沮喪、

怨恨，面對法律訴訟程序時的無力與無奈，角色轉換的壓

力，到近期的逐漸情緒釋放，並可以在工作及服務別人中得

到成就感，很令人感動，因為看到了人的無限可能與韌性，

可以承擔壓力後，轉換心情而生命蛻變。 

        羅部長強調，陳女士對於訴訟結果的鍥而不捨，因為

她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同理與尊嚴，不是賠償而是公道，

並希望透過法律訴訟過程可以彰顯心目中的公義，而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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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在訴訟過程中一路扶持，傾聽被

害人心聲及需求，並給予情緒支持，讓被害人能夠看到

希望，因此羅部長表示說社會應該要給犯保的工作人員

及志工按個讚。 

        最後羅部長感性的說，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情，她

在被害人保護工作中看到了具體的實踐。感謝永瑞慈善

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李蒼降教育基金會長期提供被害

人子女獎學金，企業及志願服務人力的投入，可補充政

府資源不足之處，讓被害人保護工作可以既深且廣， 

        本次活動當日陰雨連綿，但澆不息被害人及其家屬

參加之熱情，會中除頒發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及財團法

人李蒼降教育基金會提供之獎學金外，並表揚該會優良

志工。而由被害人演出的京劇黃梅調等節目，更是贏得

現場與會人員滿堂彩。       

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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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地檢署利用選前二週針對轄內偏遠地區加強反賄選宣

導。反賄宣導巡迴至新北市坪林區，坪林屬於偏鄉，人口高齡化

的現象比都會區更加嚴重，很多獨居老人平常都是自己種菜自

己煮，常常都是一個人用餐，需要社會各界多方關懷，該署結合

坪林區公所老人共餐活動，由該署邱書偉觀護人於溫馨與和樂

的氣氛中宣導反賄選，推廣「檢舉賄選，人人有責」之反賄理念，

期淨化選風，達到民主社會選賢與能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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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豐才能豐才能豐才能豐

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        ！        ！                                                                                                                                                                                                                保護司敬上保護司敬上保護司敬上保護司敬上 

新北地檢署異業結盟林口區竹林山觀音寺的愛心物資、新北榮

譽觀護人協進會的反賄宣導襪品，針對林口區460戶弱勢兒少家庭

及40位弱勢高齡者，在選舉前一週連續3日進行發放及宣導。 

        林口區於九合一選舉期間發生賄選事件，在地護鄉團體針對

賄選利誘致人罪責感受深刻，新北地檢署邀請在地竹林寺、觀光

工廠、愛鄉協會及社區大學等加入公益宣導活動時獲得熱烈響

應，竹林寺慷慨捐贈500份包裝米、500份禮券，加上反賄選襪子

宣導品，由新北地檢署觀護人帶領易服社會勞動人，受理弱勢兒

少及高齡家庭領取物資及襪品，同時逐一宣導拒絕賄選小利，並

進而鼓勵檢舉賄選賺獎金「有利家計也有益社區」。 

 士林地檢署特於投票前六週，即自104年11月23日

起，舉辦「反賄商家接力賽 大家一起來檢舉」活動，透

過結盟商家接連6週，消費民眾至各店家搶答通關密

語，即可獲得商家所提供的反賄小菜或精美小點，強力

向民眾放送「啄木鳥公民 」的理念，呼籲檢舉賄選，一

起打造清新的選舉環境。參與店家皆是位在士林地檢署

附近的德行商圈，活動獲得士檢附近居民熱情參與，

「今天你通關了沒？…」則成為民眾彼此間的問候語!!  

另外為了杜絕選舉歪風，士林地檢署反賄選宣導行動除以

「檢舉賄選」為現代公民「個人」社會責任之訴求外，更著

重訊息之滲透性，期待以深入「家庭」的方式，推展反賄選

觀念營造全民反賄選氛圍，自104年10月29日起，以「YES I 

DO」口號，募集反賄家庭，成為反賄尖兵，由每個種子家

庭成員，盡最大的努力影響週遭的親朋好友，共同支持並宣

揚反賄選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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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舉辦的太平洋觀光節慶祝活動，每年均吸引數

萬民眾到場同歡，花蓮地檢署為因應第十四任正副總統暨

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特地結合縣政府，在活動中進行反

賄選宣導。又為擴大反賄選宣導成效，同時在東大門夜市

懸掛反賄選宣導布條進行宣導。檢察長林錦村希望民眾在

迎接新的一年到來及休閒遊樂同時，珍惜民主政治帶來的

幸福生活，也不忘共同為花蓮後代子孫的「i幸福」生活貢

獻心力，希望將反賄選訊息普及每一個角落，進而喚醒全

民意識，讓所有民眾對賄選零容忍。 

臺東地檢署反賄選活動歷經半年的努力，宣導標語、文

宣在臺東縣轄區交織成綿密網絡，不管是從基本的心靈反

賄，或是最現實的法律責任提醒，無一不是希望成就臺東

乾淨選風。本次反賄選宣導，臺東地檢署在黃和村檢察長

帶領下，透過大小活動努力宣導，臺東縣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理事長林錦儒深受感動，自動自發協助號召民間力量，

提供宣傳車協助反賄選宣導，在距離選舉投票最後關鍵時

刻，展開最後衝刺，藉由行動宣導車穿梭巷弄，深入每一

角落，提醒民眾拒絕賄選、勇敢舉發。    

司法保護訊息    
基隆地檢署點亮愛 社會勞動人化作盲奶奶的行動天使基隆地檢署點亮愛 社會勞動人化作盲奶奶的行動天使基隆地檢署點亮愛 社會勞動人化作盲奶奶的行動天使基隆地檢署點亮愛 社會勞動人化作盲奶奶的行動天使    

基隆地檢署於1月22日派遣10名社會勞動人和替代役，協

助高齡84歲的張奶奶大掃除，除將牆面重新油漆，固定脫

落的櫃門，換掉不堪使用的冰箱和損壞的洗衣機外，並致

贈張奶奶一個全新的乳膠床墊、棉被和枕頭等，基隆地檢

署檢察長陳宏達親自為煥然一新的奶奶家門貼上春聯，並

贈送奶奶一盒鳳梨酥，祝福張奶奶新年平安。 

        基隆地檢署每年農曆春節前均會派遣社會勞動人協助

弱勢家庭大掃除，已連續7年不間斷，這些社會勞動人多半

是酒駕案件。社會勞動人表示看到奶奶平日生活這麼辛

苦，讓他們更珍惜自己擁有健康的身體能夠幫助別人，雖

然一整天掃除下來非常勞累，全身沾滿灰塵和油漆，但他

們都說，能夠幫助奶奶是很有意義的事，不覺得辛苦。 

 

臺東地檢署辦理榮譽觀護人個案研討暨座談會 臺東地檢署辦理榮譽觀護人個案研討暨座談會 臺東地檢署辦理榮譽觀護人個案研討暨座談會 臺東地檢署辦理榮譽觀護人個案研討暨座談會     

臺東地檢署為有效推廣司法保護業務，並增進榮譽觀護人

知能，於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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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黃

和村檢察長公開表揚志願服務績優人員，以藉此勉勵榮譽

觀護人對於觀護業務的付出。 

        致詞時黃檢察長特別感謝榮譽觀護人的長期協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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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下參

與人員均給予熱烈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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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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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如何教你如何教你如何教你如何

聰明拒絕毒狼聰明拒絕毒狼聰明拒絕毒狼聰明拒絕毒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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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內容係以曾吸影片內容係以曾吸影片內容係以曾吸影片內容係以曾吸KKKK青少年團體訪談為主軸青少年團體訪談為主軸青少年團體訪談為主軸青少年團體訪談為主軸，，，，搭配對個案搭配對個案搭配對個案搭配對個案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輔導老師輔導老師輔導老師輔導老師、、、、教官教官教官教官、、、、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

之訪談之訪談之訪談之訪談，，，，深入剖析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各種成因深入剖析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各種成因深入剖析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各種成因深入剖析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各種成因，，，，除讓大除讓大除讓大除讓大

眾眾眾眾、、、、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老師更能瞭解青少年吸食老師更能瞭解青少年吸食老師更能瞭解青少年吸食老師更能瞭解青少年吸食KKKK他命等三他命等三他命等三他命等三、、、、四級毒四級毒四級毒四級毒

品之現象品之現象品之現象品之現象，，，，增進相關工作人員持續投入之動力增進相關工作人員持續投入之動力增進相關工作人員持續投入之動力增進相關工作人員持續投入之動力，，，，並期許成並期許成並期許成並期許成

為青少年生命改變歷程之重要他人為青少年生命改變歷程之重要他人為青少年生命改變歷程之重要他人為青少年生命改變歷程之重要他人。。。。    ((((Youtube連結點連結點連結點連結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10IXDQdB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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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衛福部食藥署聯合出品衛福部食藥署聯合出品衛福部食藥署聯合出品衛福部食藥署聯合出品    

「「「「再生樹再生樹再生樹再生樹----kkkk 他命防治教育影片他命防治教育影片他命防治教育影片他命防治教育影片」」」」            

臺東地檢署春節送暖 關懷弱勢個案  

臺東地檢署結合臺東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運用緩起訴

處分金，針對轄區內生活條件不佳，亟需關懷之受保護管

束人，特別選在農曆春節前，進行為期三天之春節慰問活

動，由黃和村檢察長親自帶領書記官長、主任觀護人、觀

護人與榮譽觀護人林錦儒理事長、陳昊榮譽理事長，前往

受關懷對象家中致贈春節慰問金。 

  黃檢察長表示，雖然地檢署向來給人威嚴剛強的形

象，但面對弱勢困苦的受保護管束人，仍展現出柔性司法

的精神，結合民間團體力量共同關懷扶助，除了監督，更

有保護的意味，在農曆過年傳統佳節之際，更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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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屏東分會於 105年 1月 23日假屏東縣議會舉辦「105

年新春餐會」，邀請馨生人回『家』，回到犯保的懷抱，一

同享受年節歡樂氣氛。 

       犯保屏東分會主任委員龍應達感謝來賓在寒冷的冬天

撥冗參與，期望春節前夕透過屏東和平詩班演唱祝頌歌曲、

陽光健康操促進發展協會及水水舞蹈社表演勁歌熱舞，將法

務部的關愛、犯保的溫馨，傳遞給馨生人；現場也請書法老

師柯杏霖揮毫迎春，將新春希望注入在春聯，分送給每一戶

馨生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董事李昭仁，向大家拜年時，

同時說明保護業務內容，讓所有與會來賓深入體會犯保的真

心關愛與協助。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屏東分會舉辦犯保屏東分會舉辦犯保屏東分會舉辦犯保屏東分會舉辦 105105105105 年新春餐會活動年新春餐會活動年新春餐會活動年新春餐會活動            

犯保屏東針對104年11月23日高樹鄉死亡車禍事件，由

於案家為低收入戶，遭逢變故致家庭經濟陷入困境，而為

協助案家渡過困苦時刻，屏東分會媒合屏東地檢署救助

金，一解燃眉之急。 

        屏檢救助金為一群熱心公益的地檢署同仁，每月小額

捐款來協助經濟困苦的弱勢家庭。犯保屏東分會於協助被

害人過程中，常媒合社會資源協助馨生家庭，屏東地檢署

檢察長黃玉垣得知馨生家庭之艱辛，主動協助分會媒合屏

檢救助金，以期達到落實犯罪被害保護機制。 

   適逢新春時節，黃玉垣 檢察長代表法務部、地檢署，春

節送暖關懷慰問案主家庭。期望在春節前夕，將新春喜樂

氣氛傳遞給馨生人，使其明白雖遭逢人生大變故，但社會

仍然充滿愛與溫情，安撫馨生人受創之心靈，也讓春節增

添許多的溫馨。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屏東分會結合屏檢救助金新春送暖到馨家犯保屏東分會結合屏檢救助金新春送暖到馨家犯保屏東分會結合屏檢救助金新春送暖到馨家犯保屏東分會結合屏檢救助金新春送暖到馨家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高雄分會綠樹林幸福派對 為被害家庭新春送暖犯保高雄分會綠樹林幸福派對 為被害家庭新春送暖犯保高雄分會綠樹林幸福派對 為被害家庭新春送暖犯保高雄分會綠樹林幸福派對 為被害家庭新春送暖    

犯保高雄分會為協助犯罪被害家庭心理復原與家庭重

整，特別利用春節前夕，結合法務部、高雄地檢署、大衆

銀行、特別補償基金會、百立建設及各界善心人士募集餐

費與摸彩品的贊助，活動邀請60個家庭150位被害人及其家

屬一起享用異國義大利麵料理，在訴訟、生活與照顧等多

重壓力下，讓社會的溫暖陪伴他們渡過人際疏離的寒冬。 

        新春幸福派對中，10位因犯罪被害重傷切除器官、甚

至身障臥床的重傷者本人，在數十年未曾有過嚴寒的高

雄，被害人克服身體的障礙，在氣溫6度的冰冷天氣下，克

服重重困難到場與其他被害家庭交流，而積極推展柔性司

法保護的犯保台北總會曾俊哲執行長與高雄地檢署周章欽

檢察長也特別撥空到場發放紅包、與家屬們互動，並以具

體行動給予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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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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鄭文貴(福建高等法院金

門分院檢察署檢察長) 考量年關將近，又逢超強寒流

來襲，於農曆春節前夕帶領會務人員及輔導志工，走

訪貧困更生人家庭慰問，關懷保暖及生活所需，並於

事先調查，依案家個別需求，慰助熱水壺、電鍋或禮

券購買年菜及日常用品。且依照往例，於金門監獄舉

辦春節電話及面對面懇親，提供電話卡、餅乾、水果

等，讓這些貧困更生人及家庭在寒冬中感受到社會

上帶來的年節溫暖。   

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氣溫急凍 福建更保送暖氣溫急凍 福建更保送暖氣溫急凍 福建更保送暖氣溫急凍 福建更保送暖    

更保臺東分會考量農曆春節期間，更生人及其家屬可

能因為無家可歸、貧困急難或是缺乏旅費無法返鄉，特別

設置「0800-788595」服務專線，由更生保護會協助提供衣

食、急難救助、緊急安置及保護諮詢等相關服務，讓剛走

出高牆之更生人不至於面臨困境而鋌而走險觸犯法律。 

        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和村(兼任本分會榮譽主任委員)

相當重視更生人春節可能面臨窘境，特別指示相關科室人

員商討春節期間更生人服務方針，並由專人於春節期間值

班接聽0800-777595免費服務專線，並告知臺東地區六所矯

正機關，請協助於收容人出監前宣導。  

       此外也請臺東地檢署觀護人室、法警室、執行科人員

協助宣導，製作宣導海報與傳單置於報到處，針對前來地

檢署報到之受保護管束人與社會勞動人，宣導更保會0800

-788595免費服務專線。期盼透過多方宣導，讓更生人可以

渡過溫暖春節。  

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更保臺東分會更保臺東分會更保臺東分會更保臺東分會 0800080008000800 專線服務 春節不打烊專線服務 春節不打烊專線服務 春節不打烊專線服務 春節不打烊    

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更保活動訊息----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 家庭支持展溫情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 家庭支持展溫情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 家庭支持展溫情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 家庭支持展溫情            
更保臺東分會與矯正署岩灣技能訓練所共同合作，於

岩灣技訓所禮堂舉辦懇親活動，共有125名收容人，333位

家屬參加，現場瀰漫著佳節親人團圓的氛圍。更保臺東分

會也動員志工於現場關懷，並致贈100份賀年明信片，請所

方協助轉送此次無法參加懇親之收容同學，寫信回家報平

安。  

       檢察長黃和村致詞時表示，法務部為了鼓勵收容人改

悔向善，特別調整假釋流程，讓符合資格收容人可以早日

返家，請同學安心服刑。另外也提到家庭的支持與關懷是

收容同學悔改向上的最佳動力，因此鼓勵同學要珍惜這份

親情安心服刑，並對未來做妥善的規劃。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更保臺東分會傳揚幸福更生力量更保臺東分會傳揚幸福更生力量更保臺東分會傳揚幸福更生力量更保臺東分會傳揚幸福更生力量    

更保臺東分會主任委員林嶺旭與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

和村出席矯正署臺東戒治所懇親活動向前來與收容人及前

來懇親的家屬致意，提前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和村(兼任分會榮譽主任委員)致詞

時表示，現場看到這麼多收容同學家屬不辭辛勞從各地前

來懇親，內心實在替收容同學感到開心，因為有家人的支

持是幸福的，未來出監後，就可以平順回歸家庭，另外，

黃檢察長也說明如果出監後發生困難，更生保護會在全國

每縣市都有分會，都可以就近前往當地更生保護會分會尋

求協助。  



 

        此外國外文獻也顯示，經由肛吻、肛交等性行為，可

能提高病毒性A型肝炎、阿米巴痢疾及桿菌性痢疾等腸道

疾病傳播風險。建議醫護人員於診治此類腸道傳染病的年

輕男性患者時，應適時提供安全性行為衛教諮商與HIV篩

檢，並對未具A型肝炎抗體之HIV感染者加強宣導自費接種

2劑A型肝炎疫苗，以預防疾病感染與傳播。 

       桿菌性痢疾和急性病毒性A型肝炎均為糞口傳染疾病，

傳染途徑包括攝食遭病原污染的食物或水、直接或間接

（經手或環境為媒介）的口肛接觸。疾管署提醒，民眾應

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性行為前後以肥皂洗手、避免口腔

與肛門直接或間接接觸，並且維持良好飲食衛生習慣，避

免食用未澈底煮熟的食物和飲用未煮沸滅菌的飲水，以降

低感染風險；如出現不適症狀請儘速就醫。(摘錄自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愛滋權益宣導–愛滋病毒感染者應留意防範腸道傳染病感染風險  

       104年國內桿菌性痢疾與病毒性A型肝炎確定病例中，合

併愛滋病毒（HIV）感染個案數有異常增加的情形，且個案

均為男性。對此疾管署特別就國內HIV感染者合併此兩類腸

道傳染病的流行現況與疫情進行探討。 

         疾管署指出，截至104年11月底國內73例桿菌性痢疾確

定病例中，HIV感染者達34例（佔47%），為歷年最高；

84 例本土A 型肝炎確定病例中，有22名為HIV感染者（佔

26%）。依A型肝炎病毒親緣性分析顯示，在HIV合併感染

急性A型肝炎的個案中出現疑似群聚感染。疾管署表示，上

述56位個案均為本國籍男性，平均年齡30.7歲，進一步分析

這些個案感染HIV的主要危險因子，以同性間性行為最多，

有44人（78%），其次為雙性間性行為，有10人（18%），

疾管署呼籲，男性HIV感染者為此波腸道傳染病高風險群，

應盡量避免與他人發生口肛直接或間接接觸，或採取適當

防護措施，以降低感染風險。 

政策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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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QQ ：：：：民眾為確認選舉之開票程序民眾為確認選舉之開票程序民眾為確認選舉之開票程序民眾為確認選舉之開票程序，，，，在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在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在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在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

員執行職務狀況予以錄影員執行職務狀況予以錄影員執行職務狀況予以錄影員執行職務狀況予以錄影，，，，是否侵犯開票所工作人員之是否侵犯開票所工作人員之是否侵犯開票所工作人員之是否侵犯開票所工作人員之

個人隱私權限及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個人隱私權限及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個人隱私權限及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個人隱私權限及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答答答答 ：：：：    

一、「隱私權」應依當事人之社會角色所涉隱私權保護程

度之不同、所處場所是否具有隔離性、欲達成特定目的而

需侵犯隱私之內容，及所採取之手段等，據以綜合判斷相

關人員處於特定場域及事件中，對於其所能保有之隱私

權有無合理期待〈本部 102 年 2 月 8 日法檢字第

10204503780號函參照〉。 

二、民眾如為確認開票程序是否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規定，於公職人員選舉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員執行職

務之現場狀況，予以錄影行為，因具有正當目的，且開票

所係公開場所，尚不侵害工作人員之隱私權。惟實施錄影

時，仍應斟酌現場狀況，避免對於工作人員之人格權（含

肖像權）有過度侵害情形。 

三、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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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個

資法並非完全限制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以及利用，所以

在第 51 條第 1項規定自然人日常生活合理範圍內，得蒐

8    

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

用本法規定：一、自然人為單純個人或家庭活動之目

的，而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二、於公開場所或

公開活動中所蒐集、處理或利用之未與其他個人資料

結合之影音資料。」，因此民眾於公職人員選舉開票作

業之公開活動中進行攝影，如僅為單純個人活動目的

而蒐集自然人之資料，或僅攝影不特定自然人影像且

未與其他個人資料結合時，尚無個資法之適用。 

四、 即使依具體個案認定該影像資料得與投開票所公

開資訊或工作人員之名牌等其他個人資料結合，非屬

個資法第 51 條第 1項所定不適用個資法之情形，而認

為仍屬於個資法所定義之個人資料時，仍然可認定民

眾於公職人員選舉開票所就開票工作人員執行職務之

現場狀況所為錄影，係為確認開票程序是否符合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乃自然人基於正當性目的所進

行個人資料之蒐集，符合個資法第 19條第 1項第 6款

「與公共利益有關」，而不違反個資法限制任意蒐集他

人個人資料之規定。但是在攝影時仍應注意個資法第

5 條規定，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

有正當合理 之 關

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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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聯手破獲兩岸聯手破獲兩岸聯手破獲兩岸聯手破獲「「「「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猜猜我是誰」」」」跨境電信詐欺集團跨境電信詐欺集團跨境電信詐欺集團跨境電信詐欺集團    

        繼知名藝人董至成於 104年底遭「假胡瓜」的詐欺集團，

以「猜猜我是誰」手法進行詐騙後，刑事警察局與大陸公安

聯手破獲兩岸跨境電信詐欺集團。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二大

隊日前接獲報案，新北市一名江先生接到陌生電話「裝熟」，

假冒朋友求助周轉，並匯款數萬元，事後查證才得知被騙

了！案經警方追查發現該詐欺集團主嫌陳○宇、柯○忠等 2

人涉及多宗詐欺案件，經臺灣各地方法院檢察署通緝後，轉

逃大陸福建、廈門地區再組詐欺機房，以電話騙取被害人匯

款後，再搖控臺灣車手取款。本案經警方追查，發現該詐欺

集團係於大陸福建地區架設詐欺話務機房，係透過管道購

買民眾個資後，以老掉牙的「猜猜我是誰」方式，亂槍打鳥

方式打電話給被害人，先用賣關子的語氣稱：「我們好久沒

見面了，你還記得我是誰嗎？」、「我是你同學呀！你怎麼

忘了？」之類的話攀談、假冒親朋好友，一陣閒聊後再表示

自己週轉不靈、手頭不方便，博取被害人信任與同情，並答

應借錢數萬元，最後再去郵局、銀行匯款，或 ATM提款機

轉帳，統計受騙被害人近百人遍及北、中、南部，每筆詐騙

金額從 10 萬至 3 百多萬不等，總計受騙約千餘萬元。 

       為將詐欺集團一網打盡，刑事警察局結合各縣市警察

局共組專案小組，配合新北地檢署、臺中地檢署指揮偵辦。

並積極與大陸福建廈門公安交換情資，在兩岸各地之詐欺

集團據點布線查察、聯手出擊，於 18、19、20日同步展開

拘捕搜索行動，總計臺灣警方出動近百名警力，陸方出動公

安約 50餘名，拘捕大陸詐欺機房主嫌 5人、臺灣車手 9人，

查扣筆記型電腦 3台、行動電話（工作機）20餘支、金融

卡 6張、被害人資料一批、犯罪所得人民幣 4萬多元、新臺

幣 41萬 7000元、鋼珠空氣槍 1把等相關詐欺證物。 

      刑事警察局表示，年關將至期間為詐欺案件旺季，今年

1月至今「猜猜我是誰」詐欺手法被害件數均有增加情形，

提醒民眾如果接獲未知或久未連絡的電話號碼，並在電話

中提到借錢的事情，一定要再三査證，提高警覺！有任何疑

問，請立即撥打 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或向鄰近警察派出所

尋求協助、確認。 (摘錄自刑事警察局 165反詐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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