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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被害保護政策學術研討會臺中登場
臺中地檢署與臺中市政府法制局、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間重視，為司法改革的主要議題之一，除了宣導社會各界
會臺中分會2月17日於臺中市政府集會堂共同舉辦「犯罪被 加強重視此議題，更希望藉由政府機關、專家學者與相關
害保護政策學術研討會」，邀請學界與實務執行者共同提 民間團體從政策面、法律面、照護面強化，全面提升犯罪
出司法改革、犯罪被害人保護政策等建言。研討會場滿滿 被害人保護，並提出有效的對策及良方。
熱情，有司改國是會議之代表，檢察長與檢察官、地方政

臺中地檢察檢察長張宏謀強調，此次研討會能邀請學

府官員、律師、心理師、關心犯罪被害保護之民眾、馨生 術界教授及實務界人士共同探討犯保議題，有益於制定與
人、志工等約450人共襄盛舉。
修正犯保政策。台中市政府法制局長陳朝建表示，市長林
研討會邀請法務部常務次長張斗輝、法務部保護司長 佳龍擔任立委期間相當重視被害人保護議題，曾提議修法
羅榮乾、臺中市林副市長林依瑩、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 增列百合條款。
察長王添盛、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檢察長江惠民
擔任主持人。

此次研討會分別從5個議題探討，分別為「犯罪被害人
在刑事訴訟程序地位之提升與權利之強化」，由成大法律

法務部常務次長張斗輝表示，司法改革前夕，舉辦這 系教授陳運財主講，及法扶基金會副執行長林聰賢主講
場研討會特別有意義，盼經過研討會交流，能確立司法改 「犯罪被害人受法律扶助的權利及其實踐」，中正大學盧
映潔教授主講「犯罪被害人保護與修復式司法」,國防大學

革方向，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犯保協會臺中分會主任委員林坤賢指出，我國犯罪被 鍾秉正教授主講「犯罪被害人之醫療與長期照顧等相關措
害人保護法已實施18年，經過多次修法，政府所提供被害 施探討」、玄奘大學張錕盛老師主講「國家對犯罪被害人
人 保 護 措 施 與 相 關 法 律 規 定，是 否 符 合 被 害 者 及 其 遺 保護之責任與藍圖規劃」。
（家）屬的需求，值得深入探究理論與實務。
此外，因應近年來犯罪被害人保護問題受到政府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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剷除毒與賭

基檢市府一條心

基隆地檢署在新的年度開始，針對基隆巿民最關切的毒 決心與執行力，未來基隆市民必將有更優質、更安全的生活
品防制與賭博電玩等議題，由檢察長陳宏達率主任檢察官鍾 環境。
曉亞、黃正雄、官長周啟勇、主任觀護人張裕煌及臺灣更生
保護會基隆分會蔡主任，前往基隆市政府與市長林右昌及相
關業務局處首長會商，並就協助毒品銷燬、提升基隆市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成效、查緝賭博電玩後續停業處分、臺灣更生
保護會基隆分會「向上學苑」借用市府土地及基隆司法大廈
周邊人行道維護等五大議題，有效達成共識，提出具體有效
解決方案。
本次署府會商，彰顯兩位首長共同建構基隆美好未來的

檢察長電臺專訪，
檢察長電臺專訪，暢談司改與反賄選
基隆地檢署檢察長陳宏達於(16)日下午3時許，接受基隆廣播電台
「生活與法律」節目專訪，除暢談司法革之走向，應傾聽人民的聲
音，在制度上研議、參採先進法治國家如何變革外；並強調司法改革
也要注意辦案基本功，即辦案態度、辦案品質及辦案時效，司法官辦
案尤應具備同理心，避免案件稽延，造成民怨；另檢察機關也要與民
眾作好溝通及為民服務的工作，檢察官的辦案書類尤其要更簡明、易
懂，讓民眾瞭解司法、信賴司法，進而尊重司法。
此外，全國農、漁會選舉活動已於2月19日展開，基隆地檢署已
積極在基隆市、新北市選舉轄區推動反賄選宣導活動，陳檢察長特別呼籲選民「i幸福--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希望大
家發揮公民責任與監督力量，全民一起來反賄選，共同來打造一場乾淨、公平的選舉。

無毒飲食大作戰 勞動人為院生健康安全把關
葉先生說，「感 謝國 家有

「來，看看這些我親手栽種的菜苗。是不是每株都長得

又高又壯？」在西湖華嚴啟能中心服社會勞動的葉先生難 社會勞動這項德政，讓自己有
掩興奮驕傲的神情說道。44年次的葉先生是銅鑼九湖人， 機會思過 改過、回饋社 會。否
種菜種了一輩子。個性木訥單純，唯一的缺點就是貪好杯 則 這 麼 大 的 年 紀 還 要 入 監 服
中物。這是他第二次因為酒駕案件來到華嚴，他有點不好 刑，真不 知道要 怎麼辦 哩！」
意思地說「不會有第三次了啦！不然我老婆後半輩子都不 中心的邱主任也說，「相較苗
栗其他社福機構，華嚴地理位
跟我講話了。」
早已是阿公的葉先生十分疼愛兩個正在念國小的孫 置偏僻，一般志工人力不容易
子，關心他們的健康與成長。而現在他也將這份愛護家人 進來。幸 有社會 勞動制 度，讓
中心緊縮的人力獲得緩解。對

的心意同樣帶到華嚴的餐桌上。

華嚴平日飲食安排一向秉持健康、素食的原則。在中 於 勞 動 人 來 講 也 是 個 兼 顧 家
庭、工作與自新的選擇。」
心邱榮炘主任的「療癒庭園計畫」指導下，苗栗地檢署所
派來的幾位社會勞動人陸續參與了花圃整頓、外部邊坡除
草、灑水、種植等工作。原本周圍荒蕪的土地如今搖身一
變，成了餐桌上蔬食的主要來源。葉先生是這群勞動人的
「班長」。服務過程中，他屢次認真地與中心人員討論荒
地的整合規劃，帶領著其他的勞動人一同化荒土為綠地。
蟲害多的時候，葉先生主 動地向中心建議「不要用 殺蟲
劑。改以一張張白色的紗網保護罩住幼小的菜苗，種出真
正的無毒蔬菜！」如此一來，大大的確保了中心80多位師
生們的衛生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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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農漁會，
拜會農漁會，全民支持反賄選
隨著 106 年全國農漁會選舉即將到來，
苗栗地檢署主
任觀護人林宗材、苗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邱建
民，在通霄分局同仁的陪同下，前往通霄鎮農會，拜會理
事長及總幹事，宣達追求民主、乾淨選舉的理念，理事長
及總幹事都認同選舉應該選賢與能，遵守程序的競爭，才
是民主的常規。

彰檢與彰化榮觀協進會共同辦理第30
彰檢與彰化榮觀協進會共同辦理第30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30屆理事長交接典禮
彰化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2月8日假花壇鄉全國麗園大飯店舉行
第29、30屆理事長交接、新任理監事就職、顧問團授證暨新春團拜聯
誼會，由前理事長洪青桂交接新任理事長徐世育，特邀本署兼任該會
名譽理事長之檢察長黃玉垣擔任監交人，臺中地檢署張宏謀檢察長、
總統府國策顧問翁金珠、彰化縣長魏明谷、彰化監獄洪宗煌典獄長、
彰化看守所林文宗所長、彰化少年輔育院杜聰典院長及中華民國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聯合會理事長李奕立、友會榮觀等貴賓蒞臨觀禮，主任
觀護人蔡欣樺帶領觀護人及觀護佐理員協助活動之進行。
彰化縣榮觀協進會為全國最早成立之協會，擁有良好的傳統，多
年來協助彰化地檢署辦理各項預防犯罪宣導、受保護管束人輔導等業
務卓然有成，檢察長期許在新理事長的領導下榮觀協進會能更上一層
樓。

彰檢針對性侵害加害人付保護管束者辦理法治教育
為教化性侵害案件加害人付保護管束者遵守社會規 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相關規定，配合
範，輔導兩性關係提升心靈層次，以利復歸社會並降低犯 檢、警、社政等單位各類處遇，以避免不必要之懲處。
罪風險，重回善良公民行列，彰化地檢署於106年規畫6場
次生命、法治教育課程，首場於2月13日下午辦理。
本次邀請前彰化縣警察局婦幼隊小隊長、現任彰化縣警
察局和美分局和美派出所鐘健行所長蒞臨講座，借重講師
豐富之學經歷及辦案經驗，教導學員如何遵守性侵害防治
法相關法律規範，並積極進行身心治療輔導教育，按時進
行社區登記報到等事宜，佐以性侵害社會新聞案例深入解
說，以具體化學員對性關係內涵之認識，期待學員不僅克
遵法規，並提升犯罪行為與後果之間敏感度，進而達到自
律。
課後由該署孫啟俊觀護人向學員重點提示，鼓勵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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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檢投入社會勞動人，
彰檢投入社會勞動人，協助社區清淨家園！
協助社區清淨家園！
彰化地檢署自98年開始即安排社會勞動人協助整理 運用無償人力，讓社區展現亮麗的一面，希望地檢署社會
全縣環境。其中溪湖鎮共25里，有北勢里、汴頭里、西溪 勞動制度能永續發展，回饋鄉里。
里、頂庄里、大庭里、光平里、平和里、媽厝里以及太平
里等九里，透過社會勞動人協助社區營造優質環境，打造
出清新亮麗的家園。其中北勢社區六座口袋公園的環境整
理及大庭里、頂庄里油漆水溝護欄別具特色，不僅美化環
境，也增加行車的安全，贏得里民一致的好評。
2月15日檢察長黃玉垣在主任觀護人蔡欣樺、觀護人
孫啟俊陪同下前往溪湖鎮北勢社區視察社會勞動人執行成
效，由北勢里楊志宏理事長及汴頭里長楊登棠代表簡報去
年的執行成效，黃檢察長勉勵社會勞動資源有賴公部門、
民間一起合作，以創造最大產值回饋社會，也讓勞動人啟
動自己的嶄新人生。楊鎮長福健也感謝各里的積極的動員

「20172017-郵您一起」
郵您一起」明陽校園馬拉松活動
明陽中學新跑道整建竣工後，於2月14日舉辦校園馬
拉松，係全國首創的矯正機關首場馬拉松，該校結合各方
資源，一起來為這群曾經犯錯的孩子加油！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和明陽中學等單位共同主辦，鼓勵受
刑學生藉由慢跑，體會每一步腳踏實地的珍貴，希望他們
勇敢也持續地跑在正確的人生道路上。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蔡主任委員素禎
表示首先感謝社會各界願意共襄盛舉，一起完成這全國首
創的矯正學校校園馬拉松，並期勉明陽孩子們要記住今天
所滴下的汗水以及所跨出的每一個步伐，這份實實在在的
體驗是要大家出校後腳踏實地去開展自己光明的人生。

高雄犯保推動「
高雄犯保推動「全馨照護全馨照護-被害重傷家庭整合服務計畫」
被害重傷家庭整合服務計畫」
犯保協會高雄分會為協助重傷害被害者家庭重整、 過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長期的支持與陪伴，讓被害家庭感
復歸社會，積極串聯分會合作的律師、諮商師、社工師、 受社會持續挹注的關懷與溫暖，讓被害人在身體復原的過
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及物理治療師等20人組成跨專業網絡 程 中，除 了 有 專 業 的 介 入，更 能 心 理 有 依 靠、情 緒 有 出
的服務模式。犯保高雄分會劉振芳主委表示：犯罪被害重 口，減輕犯罪被害後，重傷家庭復健與照顧的壓力，幫助
傷害案件，一人癱、全家倒，他們需要更多元的專業協 他們早日重建家庭、復歸社會。
助，而犯保正是串聯網絡，進行專業個案管理服務模式的
靈魂關鍵，透過計畫性的整合服務，也將帶動更有品質的
服務效能。
日前在活動過程中，除頒發專業人士的聘書外，也
由臺灣高雄高分檢楊治宇檢察長、高雄地檢署周章欽檢察
長、犯保總會曾俊哲執行長及犯保高雄分會劉振芳主委一
起啓動「全馨照護-被害重傷家庭整合服務計畫」。分會
保護志工團隊組成的關懷陪伴小組也於當日成軍，希望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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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
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豐
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
保護司敬上
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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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地檢署「
屏東地檢署「106年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
106年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
年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全面展開
106年2月19日起將分別舉行全國基層農會、漁會選任
人員改選及總幹事遴選工作，為防範暴力及金錢介入選
舉，影響農漁會選舉結果之公平性，屏東地檢署林錦村檢
察長特別指派檢察官及觀護人，分赴屏東24個農漁會辦理
「反賄選宣導及座談會」，希藉全面性的反賄選宣導工
作，將反賄選意識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深入人心，進而形
成全民共識，建構全方位監視網絡，以達全民勇於檢舉賄
選的目的。

106年
106年「雞年行大運」
雞年行大運」春節關懷受刑人活動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結合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檢察署已於106年1月24日(星期二)上午9時20分假法務
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共同辦理春節關懷活動，讓收容人感
受到社會公益團體對他們的愛心與溫暖關懷，本次活動邀
請周春米立法委員、屏東地檢署林錦村檢察長、更保屏東
分會葉春麗主任委員、屏東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吳永明理
事長與屏東看守所陳憲章所長及更保屏東分會委員、更生
輔導員暨收容人約140人參加。

犯保屏東分會慰問馨生人
105年12月21日桃園大溪高中圖資大樓及設備工程發生 金、法律程序等協助，陪伴家屬共同面對。2月15日林檢察
工安意外，造成5名工人從高處摔落地面，送醫不治身亡。 長率領相關同仁前往屏東慰問桃園大溪高中工安意外案廖
其中兩名工人（男女朋友）遺留兩子(下稱廖姓兄弟)居住 姓兄弟二人。
屏東；本年2月9日早上屏東高樹某國小校園發生一起殺人
案件，邱姓被害人(下稱邱女)遭前男友殘忍殺害，家人面
對突如其來的事件，震驚不已！
案發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兼任本分會
榮譽主任委員)林錦村立即指示分會同仁主動積極聯繫馨生
人，給予關心、慰問及支持，提供法律諮詢、資源連結、
一路相伴等服務；2月14日接續與邱女親屬聯繫，說明補償

宜蘭地檢署舉辦『
宜蘭地檢署舉辦『藝境無限』
藝境無限』美術展覽
宜蘭地檢署為共創司法保護多元性，以營造柔性司法 們天馬行空的想像力。
環境，陶冶心性，自106年1月26日起於宜蘭檢察藝文空間
舉辦「藝境無限」美術展覽，由宜蘭縣東光國中美術班展
出近百件作品，包含水彩、素描、漫畫、水墨、書法及版
畫等，繽紛的色彩及豐富的畫面，為地檢署增添活潑的氛
圍，充滿天真爛漫的童趣。
此次展覽名稱定為「藝境無限」，希望藉由藝術的色
彩、造形、圖像，傳達藝 術創作所呈現出無 拘無束 的意
境，透過多面向的展現、多元媒材創作，賦予作品更加精
采的生命。本次展覽特選宜蘭縣東光國中美術班師生多件
作品，其中不乏在縣籍與全國美展獲獎的優秀作品，作品
展現出多元的創造力，透過畫面述說著有趣的故事，並藉
此傳達對社會議題的關心與想法，也讓我們得以窺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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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檢署拜訪農會，
花蓮地檢署拜訪農會，宣導反賄選
花蓮縣106年基層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理、監
事選舉競選活動日前已陸續展開，花蓮地檢署檢察長黃和
村為期淨化選風，使真正人才能為農、漁民服務，特於2月
7、8日，率 同檢、警 單 位 人員，拜 會花 蓮 縣 各農 會 總幹
事，除敦請各農會總幹事於此次農會選舉時，協助檢警單
位反賄選宣導，厲行不買票、不賣票之乾淨選舉外，並請
各農會能協助轉發由檢警五大首長具名給每位農會會員之
一封信，促請每位農會會能勇於檢舉賄選，領取最高額新
臺幣二百萬元之檢舉獎金。

臺東地檢署辦理收容人法律宣導
修復式司法是對於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接影響的人，
即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
社區民眾，提供各種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
會，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因犯罪所造成的傷
害。
臺東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日前前
往東成技訓所，武陵外役監、臺東戒治所、泰源技訓所對
機關內收容人進行宣導，並納入犯罪被害保護法與戒成專
線等相關法律宣導。

臺東地檢催生戒除「
臺東地檢催生戒除「毒」「酒
」「酒」癮合作網絡
臺東地檢署王文德檢察長於日前拜會臺東縣縣長黃健 邀衛生局針對地檢署受保護管束人合作辦理「戒酒馬拉
庭，雙方針對「戒酒馬拉松」「無毒家園-替代療法」等計 松」獎勵計畫。採取在地陪伴、醫療策略等，為「飲酒問
畫方案建立合作共識之後，王文德檢察長特於日前邀請臺 題」困擾的家庭挹注新契機。
東縣政府衛生局等第一線工作人員，召開網絡會議進行合
作辦理前置協商。
會議主持人鄧定強主任檢察官指出，臺東地檢署針對
「毒」癮人口，刻正執行「無毒防護網」方案；預計加入
警、社政、醫療等系統成為強大網絡團隊後，期能抑制毒
品人口成長並逐次下降。其次，臺東地形狹長，飲酒文化
盛行，醫療資源集中於市區等因素，造成公共危險案件居
高不下。王文德檢察長深入了解酒駕案件形成背景，即力

花蓮高分檢、
花蓮高分檢、臺東地檢全力辦理反賄選
花蓮高分檢察長林朝松為瞭解臺東地區檢警查察賄
選、反賄選宣導辦理成效，特於日前協同臺東地檢署檢察
長王文德至關山分局、大武分局與分局長徐俊生、鄭穎聰
等針對本次農漁會基層選舉，召開查察賄選座談會。
另為強化農漁民朋友與選務人員對賄選行狀之認識，
臺東地檢署2月8日於卑南鄉辦理106年農漁會選舉反賄選
座談會。檢察長王文德特別指派李冠輝檢察官擔任反賄選
講座，期使參與選務工作的全體人員能秉持中立客觀的態
度辦理相關選務工作，淨化選舉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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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地檢檢察長訪查社勞機構並宣導反賄選
臺東地檢署王文德檢察長於2月7日，率主任觀護人陳 動機構要多加注意勞動人執行時安全防護機制，接近水源
素玉、政風室主任張維民、觀護人魏于凱等同仁，前往卑 區或溪邊要注意、割草時要佩戴護目鏡及護具等等。
南鄉訪查社會勞動機（關）構並辦理106年農漁賄選舉反賄
選宣導活動。沿途訪查東興社區發展協會、知本社區發展
協會等，受到社區民眾熱情歡迎。
村長、理事長、議員及現場民眾均表達對臺東地檢署
感謝，因為地檢署挹注社會勞動人力協助清理垃圾、整理
環境，改變了社區樣貌，也贏回村民尊嚴。檢察長王文德
除了仔細詢問社會勞動人之執行狀況外，同時亦勉勵渠等
要遵守相關規定，執行中更須注意安全。進一步更與機關
督導溝通、懇談，除肯定社勞機構用心經營外，另提醒勞

臺東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社區服務關懷專案
臺東「炮轟邯鄲爺」歷史悠久、遠負盛名，近年來更 體驗！
入選為「臺灣宗教百景」名單，縣政府亦積極推動宗教觀
光行銷在地特色文化。近年來吸引全國甚至世界各地民眾
前來朝聖。但是在連續日夜的歡慶過後，除了瀰漫濃厚煙
硝味之外，還有隨處可見的鞭炮碎屑以及垃圾。
臺東地檢署為還給臺東市民一個乾淨的街道，並且恢
復既有生活環境，連續兩年與環保局清潔隊合作辦理「社
區服務關懷專案」。指派社會勞動人協助清理街道。檢察
長王文德表示，社會勞動 制度本著回饋社會、鄉里 的宗
旨，希望為今年的活動留下一個完美的句號，同時也期待
明年的「炸邯鄲」活動能帶給前來臺東的民眾一個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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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權益宣導–

消保權益宣導–

暴露愛滋病毒「
暴露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暨PrEP
預防性投藥暨PrEP前驅計畫
PrEP前驅計畫Q&A
前驅計畫Q&A

有關報載蝶戀花翻車事故，
有關報載蝶戀花翻車事故，保險理賠之說明
國道五號遊覽車翻覆意外造成33人死亡11人受傷，金

Q: PrEP用藥有使用禁忌或不適合使用的人嗎?

A:未曾使用PrEP的人，開始使用PrEP前要先確定使用者沒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深表遺憾，並於事件發
有感染愛滋病毒，若已感染愛滋病毒則不能使用。倘出現 生後即責成相關承保之保險公司主動關懷保戶，並積極協
急性愛滋感染相關症狀，如發燒、頭痛、全身痠痛、喉嚨 助處理保險理賠事宜。
本次事件罹難之33人，其中李姓夫婦及其女兒之保險
痛、起疹子、淋巴結腫大等症狀，則暫時不適合開始給予
理賠，保險公司已就李姓夫婦部分，分別依法令規定及保

PrEP，需等排除愛滋病毒感染後，再行評估。

目前PrEP的使用對象僅限於成年人，必須年滿18歲才 險契約約定給付各新臺幣（下同）600萬元，另就李家女兒
符合使用條件。PrEP僅建議用於高度感染愛滋風險行為 部分，已給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200萬元，至遊覽車乘客責
者，若 6 個月 內 無性 行為、也無 具 高風 險 的 注射 藥 物 行 任保險及旅行業責任保險，基於責任保險之性質與人身保
為，被認為尚不具備足夠高的愛滋感染風險，不建議使 險不 同，限於 法 令規 定 及 保險 契 約約 定，而未 能 獲 得理
用；若服藥者出現腎功能不全(Ccr＜60ml/mim)情況，亦不 賠。
有關上開個案得給付之部分，保險公司均已賠付，考

建議使用；若對PrEP藥物過敏者，請與臨床醫師討論使用
風險與益處。 摘錄自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量李家遭逢家庭重大變故，金管會已請保險公司基於人道
立場，應積極主動提供相關之關懷協助。 (摘錄自行政院消
保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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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個人資料（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參照），併予敘

Q ：有關旅館業者依法蒐集之線上訂房與散客住宿個人
資料，
如另欲使用在行銷或分析等方面，
資料
，如另欲使用在行銷或分析等方面
，是否於線上訂房

明。

頁面與旅客登記卡加以註記即可為之？
頁面與旅客登記卡加以註記即可為之？

Q ：大樓或宿舍公布監視錄影器所錄侵入者影像，
大樓或宿舍公布監視錄影器所錄侵入者影像，是
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
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答：(一)旅館業如基於住宿「契約或類似契約關係」所蒐
集之線上訂房與散客住宿個人資料（個資法第 19 條第 1

一、自然人基於保障其自身或居家權益之個人或家庭

項第 2 款參照），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利

活動目的，而公布大樓或宿舍監視錄影器中涉及個人

用；如使用於非原蒐集之特定目的之行銷或分析等特定

資料畫面之行為，並不適用個資法(個資法第 51 條第 1

目的外之利用，則應有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但書各款情

項第 1 款規定參照)。

形之一，始得為之（如第 6 款「經當事人書面同意」）。

二、公務或非公務機關蒐集大樓或宿舍監視錄影器中

(二)又個資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稱「書面同意」，指

涉及個人資料之畫面，非屬前述個人或家庭活動目的

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

情形時，其基於場所進出安全管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

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另為之書面意

並具有法定要件之一(如：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思表示；且該書面意思表示如係與其他意思表示於同一

法律明文規定、與公共利益有關)，得蒐集上開個人資

書面為之者，蒐集者應於適當位置使當事人得以知悉其

料(個資法第 15 條、第 19 條規定參照)。另其如將上開

內容並確認同意（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7 條第 2 項及施行細

個人資料予以公布，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為之。

則第 15 條參照）。是以，如於旅客登記卡或線上訂房之

否則應有個資法第 16 條但書、
第 20 條但書所列各款情

頁面註記，仍應符合上開「書面同意」之規定，始得為特

形之一(例如：法律明文規定、增進公共利益、當事人

定目的外之利用。

書面同意、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或為免除當事

(三)另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原則

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始得為特定

上蒐集者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

目的外之利用。摘錄自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詐騙案件宣導詐騙案件宣導- 「學生有困難不能不幫！」
學生有困難不能不幫！」暖師匯款救急險遭騙
！」暖師匯款救急險遭騙
警籲慎防假親友借錢詐財
北市 1 名高中女老師日前收到學生傳 LINE 要求借 3 萬 絕不可提供給任何人，以免帳號遭歹徒盜用後假冒本人身分
元救急，女老師追問原因卻得不到正面回答，心想學生可能 行騙，害得親朋好友落入詐騙圈套，也呼籲民眾接到親友使
有難言之隱，便將 3 萬元轉帳給對方，沒想到原來是學生的 用通訊軟體傳訊息
帳號被詐騙集團盜用，所幸女教師事後及時察覺，報警圈存 借錢時，應當面或電
話與對方聯絡，未確

匯款，才沒讓騙徒得逞。

「我不是沒起過疑心，只是太擔憂學生安危，自己把可 認真偽以前不可貿
疑之處合理化」女教師向警方表示，案發當天突然接到已畢 然匯款，以免上當，
業的女學生用 LINE 傳訊息借錢，金額不算小數目，卻不肯 也提醒民眾有任何
說明原因，雖然心中感覺奇怪，但心想女學生可能遇到不敢 相關問題可撥打 165
向親人啟齒的困境，走投無路才找自己求助，不禁越想越擔 反詐騙諮詢專線求
心，便依照對方指示匯款，歹徒得手後食髓知味要求再借 3 助。 (摘錄自刑事警
萬元，才讓女教師頓悟自己遇上了詐騙集團，趕緊撥打 165 察局 165 反詐騙專
反詐騙諮詢專線求助並趕到鄰近派出所報案，警方受理後 區)
及 時 通 報 銀 行 將 匯 款 圈 存，將 3 萬 元 全 數 追 回。
刑事局表示，近年來隨著 LINE 的普及，詐騙集團盜用
LINE 帳號後假冒親友借錢案件也越來越多，包括政府官
員、民代、藝人都曾是受害者，呼籲民眾應加強防護 LINE
的帳密安全，尤其 LINE 的 4 位數驗證碼等同於網路身分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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