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壹壹壹、、、、狼來了狼來了狼來了狼來了！！！！    

       民國 85 年彭婉如女士遭到姦殺的

事件震驚當時的臺灣社會，這個令人

悲痛的不幸引發了社會大眾對於性侵

害犯罪的關注，並在婦運團體積極奔

走下，促成翌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的誕生，制訂加害人經認有必要者須

接受身心治療與輔導教育之規範，奠

定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制度的基

石。 

       民國 90 年楊性受刑人考上台大社

會系事件轟動全台，校園女性師生的

人身安全頓時陷入恐慌，性侵害犯出

獄後的再犯危險性與矯治處遇問題再

次受到廣泛討論，並促成 94 年刑法與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修正，引進美國

弗蒙特州「性罪犯社區監控鑽石模式」

的精神，納入性罪犯的登記查閱、測

謊、宵禁、限制住居及科技設備監控等

機制，以強化社區監控的防護網絡，本

部則據以訂定「建構以觀護系統為主

軸的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

督輔導網絡實施計畫」，落實防治網絡

的緊密聯繫與互助合作。 

貳貳貳貳、、、、困狼計困狼計困狼計困狼計！？！？！？！？    

        100 年 3 月間，林姓性侵累犯刑滿

出獄後，隨即犯下姦殺葉姓少女與多

起性侵案件，引發社會大眾對刑滿性

侵害犯恐四處流竄的疑慮，並凸顯 94

年修法對於 95 年 6 月 30 日以前犯下性

侵害罪之中高再犯危險者的處遇疏

漏，遂促使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於 100 年

10 月 25 日再度修訂，將原不適用刑法

第 91 條之 1 的性侵害加害人（即 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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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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

豐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謝謝大

家！                保護司 

6 月 30 日以前之性侵害犯罪者）納為刑後

強制治療之對象，俾防止法律空窗之弊。

此外，亦擴大對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人

的測謊實施範圍及全區域、全時段的科技

設備監控，以增強社區監控防護網絡的嚴

密性。 

        為防範性侵害加害人於刑滿或假釋

出獄後進入社區的銜接空窗，本部遂制訂

「性侵害加害人出監後與社區身心治療

及輔導教育銜接精進作為」，強化受刑人

出監後，各相關機關之銜接作業機制並建

置聯繫窗口，協調警局應依加害人再犯危

險程度進行不同密度之查訪。 

        秉持保障婦幼人身安全的理念，為

更完備相關處遇措施，遂再制定「法務部

所屬檢察、矯正機關強化監控及輔導性侵

害付保護管束行動方案」，其特點分述如

后： 

一一一一、、、、以地檢署為主軸的社區監督輔導網絡以地檢署為主軸的社區監督輔導網絡以地檢署為主軸的社區監督輔導網絡以地檢署為主軸的社區監督輔導網絡    

        各地檢署定期召開「社區監督輔導

小組」會議，指定（主任）檢察官擔任主

席並負責行政督導，聘請國內相關領域學

者擔任外部督導，以適切調整處遇。 

二二二二、、、、強化假釋案件出獄前及期滿後之銜接強化假釋案件出獄前及期滿後之銜接強化假釋案件出獄前及期滿後之銜接強化假釋案件出獄前及期滿後之銜接

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於性侵犯出監當日，立即啟動複數監

督機制，完成向地檢署報到與警察機關登

記報到之程序；另對於經監獄評估為中

高再犯危險者，於假釋出獄當日，由矯正

機關派員護送至地檢署報到。 

三三三三、、、、建立表單系統化的流程控管機制建立表單系統化的流程控管機制建立表單系統化的流程控管機制建立表單系統化的流程控管機制    

       函頒「性侵害加害人付保護管束案件

評估與處遇表」，系統化分析、評估個案

再犯危險因子，擬定監督及輔導處遇計

畫，請地檢署落實假釋及緩刑付保護

管束案件的評估與處遇。 

四四四四、、、、建立危險預警及再犯通知機制建立危險預警及再犯通知機制建立危險預警及再犯通知機制建立危險預警及再犯通知機制    

        個案尚未涉案，但有觸發危險因

子或影響適應穩定之潛在因子發生

變動時，儘速通知防治網絡成員加強

注意，或召開會議研商對策，以即時

阻斷再犯循環與路徑。 

五五五五、、、、建立三層督核機制建立三層督核機制建立三層督核機制建立三層督核機制    

        落實分層督核機制，第一層督核

由地檢署主責案件之執行及行政督

導；第二層督核由高等法院檢察署

列入檢察業務項目；第三層督核由

法務部列為年度視導，並不定期調卷

抽查。 

叁叁叁叁、、、、防狼血淚史防狼血淚史防狼血淚史防狼血淚史！？！？！？！？    

       伴隨性侵害犯罪悲劇的發生，喚

起社會各界對此議題的逐漸重視，性

罪犯的社區處遇從初期以治療、輔導

為主軸的模式，隨著再犯事件的發

生，致使性侵害加害人矯治成效備受

質疑，遂而發展出監控與治療並重的

社區監督輔導網絡制度。 

        回顧臺灣對於性罪犯處遇的發

展歷程，可堪稱是一部以傷痛堆砌

而成的血淚史，而每次變革加諸於

性罪犯的外在監控機制與內在治療

處 遇，逐漸建 構 出 性 侵 害 防 治 網

絡，然網絡能否有效防治再犯，未

來仍需不斷受到檢視與考驗。     



        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於本（101）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於中途之家

晨曦會苗栗戒毒輔導村舉辦「客家小吃」職

能訓練班結訓典禮暨成果展示。法務部保護

司費玲玲司長、臺中高分檢陳榮宗檢察長、

苗栗地檢楊秀美檢察長、更保會苗栗分會鄭

榮坤主任委員及獅子會、婦聯會等在地公益

團體貴賓，都暫時放下手邊工作共同出席鼓

勵參訓之戒毒學員完成訓練。 

        本部今年為使更生保護工作能在地創

新服務與活化，特別鼓勵更生保護會各地

分會開辦中途之家職能訓練班。為此，苗

栗分會特別規劃開辦本項符合就業市場需

求及實用性的「客家小吃班」，除結合林

益生老師等8位從事餐飲業且具有實務教學

 

小故事、大啟示                   

司法保護推展方案-「更生保護有心意  戒毒成員習廚藝」  

─台更保苗栗分會中途之家台更保苗栗分會中途之家台更保苗栗分會中途之家台更保苗栗分會中途之家「「「「客家小吃職能訓練班客家小吃職能訓練班客家小吃職能訓練班客家小吃職能訓練班」」」」結業暨成果展示結業暨成果展示結業暨成果展示結業暨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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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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地檢佐理員謝宜君板橋地檢佐理員謝宜君板橋地檢佐理員謝宜君板橋地檢佐理員謝宜君

生之勇氣生之勇氣生之勇氣生之勇氣 

美好的生命態度美好的生命態度美好的生命態度美好的生命態度，，，，就像軟木在水裡就像軟木在水裡就像軟木在水裡就像軟木在水裡，，，，    

它能幫你浮起它能幫你浮起它能幫你浮起它能幫你浮起。。。。    

不良的態度就像鉛球不良的態度就像鉛球不良的態度就像鉛球不良的態度就像鉛球，，，，它會讓你下沈它會讓你下沈它會讓你下沈它會讓你下沈。。。。    

        當事人耿先生是位牙醫師，因詐欺案件被

判緩刑5年，義務勞務200小時。剛來到機構報

到時，非常不適應，要掃地、拖地、掃廁所以

及清理從未碰觸過的臭水溝，弄得全身又髒又

臭的而抱怨連連。但在佐理員開導下，認知上

有了改變，雖然只是在看似不起眼的環境清

潔，又何嘗不是在服務民眾，何樂而不為。 

       一星期二次的報到施作，轉眼已於九月初完

畢時數，結案當天他告訴佐理員對自己的期許

是不要再誤觸法律，凡事勿因小失大，吃虧的

還是自己。最後佐理員給了案主最大的祝福-平

安喜悅。  

  送日記代替他送日記代替他送日記代替他送日記代替他，，，，陪女兒長大陪女兒長大陪女兒長大陪女兒長大————死刑犯死刑犯死刑犯死刑犯「「「「阿華阿華阿華阿華」」」」的心聲 的心聲 的心聲 的心聲  

       「請問你們可以送給我女兒兩本日記本嗎？」死刑犯「阿華」（化名）向輔導

他的更生保護會板橋分會副執行祕書陳美霞說。陳美霞與阿華及他的兩個女兒結

緣，就從這兩本日記本開始。 

        前年七月，陳美霞到台北看守所，輔導十多名死刑犯，阿華不像其他人喊冤，

或講述自己判刑定讞的案件，只是低聲拜託她送日記本給他兩個念小學的女兒。 

        當年阿華犯殺人案入監，小女兒還在襁褓中，他關了十年，已上小學了。小女

兒渾然不知父親當年犯下的罪行；大女兒則隱約自親友口中知道「爸爸不會再回

家了」。 

        陳美霞第一次到阿華家訪問，是前年的中秋節前夕，她送了阿華兩個女兒期望

已久的日記本，看著兩姊妹歡喜雀躍的神情，陳美霞知道她正逐漸打開了兩姊妹封

閉的心結。 

        阿華的妻子在丈夫入監後，一度離家，兩個女兒由阿華父母照顧，但兩位老人

家還要照顧其他六個孫子。阿華的兩個女兒若是想念爸爸，只能靠阿公阿嬤定期帶

她們到北所，隔著玻璃窗面會久未謀面的父親。 

        去年中秋節，北所首度開放死刑犯與家屬面對面懇親；陳美霞陪著阿華家人

去面會，阿華的女兒第一次可以擁抱父親，童稚聲音呼喚著「爸爸抱抱」、「爸爸

背背」，令在旁的陳美霞為之鼻酸。 

        兩個女兒坐在阿華腿上，阿華雙臂緊緊擁著她們，三人好幾次都因重心不穩而

跌倒，起身後仍是緊緊相擁，臉上雖帶著笑，但眼眶卻含著淚。 

        阿華向陳美霞說，他長期不在女兒身邊，也知道終有一日會伏法，謝謝她代送

兩本日記給女兒，希望日記本代替他陪女兒長大，抒發心情，寫下成長的點點滴滴。 

        懇親活動後，陳美霞建議文筆不錯的阿華寫下感受並投稿。對阿華而言，這一

個小時的懇親會，「是過去十年來魂牽夢縈所盼望的平凡幸福時光」。 

        阿華寫道：「女兒聽到會場提醒時間僅剩五分鐘，難過得緊緊地抱著記憶中從

未有過的溫暖」，「看著家人離去的背影，身陷囹圄心裡有種酸楚，有些無奈」，

但這次的懇親活動，「也讓前科累累、罪大惡極的我，更有勇氣面對即將面臨的國

法極刑制裁」。（本文摘自中國時報報導） 

經驗的師資群外，更結合育民工家職校

協助5位參訓學員於結訓後取得該校結業

證書，讓學員在戒除毒癮重返社會後能

順利就業謀職及創業。  

        結訓典禮除頒發老師感謝狀及學員

結業證書外，還安排參訓學員現場烹調客

家美食給出席的來賓試吃品嚐，經由現場

實作展現出學員的成就感及自信心，令人

印象深刻，與會來賓看到學員熱情洋溢揮

灑廚藝，都豎起大姆指稱“讚”。 

        保護司費司長致詞時除感謝苗栗分

會及晨曦會工作同仁這一段日子以來所

投注的心力，對於參訓學員後續的各項

輔 導措施，也希望二 會 能繼續協助輔

導，同時也勉勵在場的學員，能將各界

的期盼與關懷放在心中，珍惜得來不易的機

會，帶著技藝勇敢規劃未來人生，找到屬於

自己的晴空。 (更保苗栗分會) 

費司長頒發教學老師感謝狀 



蔡阿嘎用KUSO、九天用陣頭、顏正國

用武術書法，各界名人共同挺身戰毒   

       法務部、教育部與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聯合

主辦，國防部及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協辦的「戰

毒紀 On line」反毒活動，於 101 年 11 月 2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法務部 5 樓大禮堂舉辦「名人反毒專訪」影

片首映記者會。 

        為了向社會，尤其是青少年族群，宣導正確的生

活價值觀與積極反毒的態度，法務部、教育部與衛生

署(食品藥物管理局)今年共同邀請奧運得獎選手--曾

櫟騁、許淑淨，知名民俗技藝團--九天、網路 KUSO

高手--蔡阿嘎，伊林名模--蔡淑臻、溫昇豪，以及知性

演員--張鈞甯等人，一同投入反毒影片拍攝的公益活

動，並透過這次首映記者會，號召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把毒品澈底趕出台灣社會。 

        這場「名人反毒專訪影片」首映記者會，首度

公開由不同領域的名人所拍攝的反毒專訪影片 ，內

容精彩有趣，例如：網路KUSO高手蔡阿嘎的「每

日一教學」，笑翻全場；九天學員「陣頭囝仔、不

吸毒」的告白，也感動全場。另外，曾經為毒品所

困，並付出慘痛代價的好小子--顏正國先生除到場

見證毒品的可怕外，他揉合從小就鍛練出來的好身

手，透過戰鼓的催化，把原本只能靜態展示的書法

結合武術與戰鼓等元素，完成動態表演，更將為這

場記者會掀起一段別開生面的高潮。 

       主辦單位表示：毒品是世界各國都同樣感到棘

手，而亟需解決的問題，但毒品防治亦非一朝一夕

即可完成，國內因為新興毒品層出不窮，販毒型態

翻新，加上年輕人求新、求刺激、趕流行、好奇心

等因素及虛擬幻想世界的誘惑，造成施用毒品之問

題，難以控制，且年齡層亦有呈現向下蔓延之趨

勢，為了把毒品趕出我們的家園，法務部、教育部

與衛生署會持續結合各個民間力量，並且發展各種

可以吸引民眾注意，樂於學習的反毒工具，透過各

種管道，廣為宣導，這次反毒影片的拍攝，就是政

府機關結合民間力量，發展反毒工具的其中一個方

法。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名人反毒專訪影片首映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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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顏正國於會上展現武術結合書法的表演藝人顏正國於會上展現武術結合書法的表演藝人顏正國於會上展現武術結合書法的表演藝人顏正國於會上展現武術結合書法的表演    

九天民俗技藝團許團長也到場共襄盛舉九天民俗技藝團許團長也到場共襄盛舉九天民俗技藝團許團長也到場共襄盛舉九天民俗技藝團許團長也到場共襄盛舉    

部長 蒞臨致詞部長 蒞臨致詞部長 蒞臨致詞部長 蒞臨致詞    

                    戰毒聯盟   勇敢說不戰毒聯盟   勇敢說不戰毒聯盟   勇敢說不戰毒聯盟   勇敢說不 



搶 搭 百 貨 週 年 慶 熱 潮 ， 團 購 禮 券 請 當 心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未來少年月刊共同舉辦之未來少年月刊共同舉辦之未來少年月刊共同舉辦之未來少年月刊共同舉辦之「「「「反毒小學堂反毒小學堂反毒小學堂反毒小學堂」」」」問卷填寫活問卷填寫活問卷填寫活問卷填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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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公布名單 獎項 公布名單 獎項 公布名單 獎項 公布名單 

小天下3,000元購書金 台中 林盟富  

藝軍塗起塗鴉

大事紀筆記本

+逆風少年大

步走魔術頭巾 

桃園 羅君毅  

熱血反

毒卡套2

個一組 

新北 鐘振寧  

藝軍塗起塗

鴉大事紀筆

記本+從0到

1-青少年勞

動者群像攝

影集 

新北 洪嘉澤  

未來少年月刊3期 

桃園 李宏遠  基隆 曹宇廷  台北 陳氏玄  台南 陳賢旭  

花蓮 陳品璁  新北 黃蘭惠  新北 何姿瑢  台南 林七賢  

台中 陳品儒  台東 張芯字  新北 林康傑  新北 李鍚強  

苗栗 邱玫淯  桃園 翁瑋憶  桃園 許春美  台南 郭家彤  

彰化 王松盟  新北 林秋燕  台中 陳德發  新竹 莊語茜  

圖文作家SANA馬克杯 

台南 陳玉青  屏東 鄭宋欽  高雄 劉惠卿  台南 葉于甄  

台中 吳欣芸  台南 段宏霖  新北 陳芷萱  新北 陳采妏  

台南 李麗雪  彰化 洪明甫  台南 郭明席  台北 徐純貞  

新北 王翊瑄  台南 蔡順發  台南 莊乃燕  台北 莊欣杰  

新北 李明倫    

詐 騙 新 手 法  

        各家百貨公司週年慶戰火陸續點燃，許多人為集中火

力，開始集資購買大量的百貨公司禮券，期以百貨禮券的折

扣搭配週年慶的優惠活動，以最划算的價格買到心儀商品！

有心人士便利用這波百貨週年慶熱潮，尋找那些亟需禮券，

準備大採購的民眾們，以「假賣禮券、真詐財」的方式，伺

機下手行騙。  

        日前住臺北的陳小姐因為聽信朋友說週年慶將至，有管

道可以取得市價8折的SOGO、新光三越百貨公司及統一超商

禮券，眼看這價格實在相當優惠，便想機不可失，還號召其

他朋友一起加入團購，陳小姐與友人前後總共集資了新臺幣

（以下同）1,154萬，把錢交給朋友請其代為購買這3家的禮

券，沒想到朋友收錢後就避不見面，被害人索討無門，心想

可能受騙，遂向警方報案。經警方通知詐騙嫌疑人到場說

明，其坦承因為做生意資金週轉不靈，又聽聞被害人表示最

近想在週年慶入手禮券的念頭，遂心懷不軌，欺騙朋友，現

在想來實在後悔不已。  

        臺中也有一位賴小姐，發現拍賣網站上許多賣場都在販

售低於市價的百貨禮券，她找了一位開出市價85折價格販售

禮券的賣家，雙方談妥僅需支付17萬現金便可購得20萬元的

新光三越百貨禮券，賣家要求賴小姐先行支付一半的金額至

其所有的海外帳戶，匯款後彼此僅以電子信件聯繫，賴小姐

苦等許久沒收到禮券，便詢問賣家運送狀況，對方卻稱此筆

交易失敗，早已網路退款，她回去查證帳戶，卻查無任何退

款金額，之後想再向對方確認，對方已完全失聯，這才驚醒

自己可能被騙，本次損失金額約8萬2,600元。  

        警方呼籲，購買百貨禮卷時，請勿輕信賣家有「特定管

道」能取得禮券，請大家務必特別注意禮卷來源是否正當，

若有任何購買問題，也可以向各該業者查證。據查，部分百

貨公司為優待禮券大戶，僅另外贈送購買金額百分之2至5的

等值禮券或商品禮券作為優惠，而統一超商日前也宣布已停

止禮券大量購買優惠的銷售折扣，所以面對價格低於市價太

多的百貨禮券，請小心其中可能有詐，建議民眾最好親自至

百貨公司櫃檯購買，以提防買到假券或落入詐騙陷阱而血本

無歸，「當面交錢驗貨」、「銀貨兩訖」，才是保障交易安

全的不二法門。 (本文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