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刑事政策更迭、司法工作的

重心與範圍的變遷，刑事司法機關的

任務已不再侷限於犯罪偵查、審判及

矯正執行的範圍，而是延伸擴展至關

注司法執行的過程中，導進犯罪預防

理念，以公義、關懷兼顧的手段，予以

推廣及落實弱勢關懷與保護工作。  

        許多檢察官在偵辦犯罪時，發現

因經濟困難或身體疾病的弱勢民眾，

容易在與生活拔河的過程中，陷入犯

罪的循環；且因為資訊的不足，以及

自怨自憐的負面標籤心態作祟，陷於

不能或不便向其他政府相關社政、醫

政等單位求助的困境，導致墮入犯罪

的深淵或造成悲劇的發生。 

        為創造溫暖而富有人性之司法環

境，符合人民對司法正義的期待，法務

部於 101 年 9 月 21 日函頒「地方法院

檢察署設置司法保護中心試行方案」，

自 101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2 年 9 月 30

日止期間，擇定臺灣臺北、士林、新北、

臺中、彰化、嘉義、南投、臺南、高雄

及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地檢署)

共 10 個地檢署先行試辦。 

        由地檢署檢察長指派主任檢察官

或檢察官規劃並督導司法保護中心

(下稱中心)運作，籌組中心團隊，指派

專人擔任受理窗口，負責轉介、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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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新思潮- 

設置司法保護中心，將社會關懷化為具體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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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及確認工作。地檢署並辦理內部教

育及宣導，提升檢察官及相關同仁公益

關懷敏感度及知能，於辦理案件時，提供

當事人訴訟程序之外的法定通報、關懷

通報及轉介協助機制，讓地方社政資源

得以實質提供保護資源及個案管理功

能。中心更提供貼身服務，除以案件編號

方式進行控管及建置夜間或假日緊急通

報機制外，更由志工個別服務當事人，依

其需求填寫通報單或轉介單，並確實掌

握當事人與資源網絡體系的聯繫狀況，

確保當事人獲得合宜、到位的服務。 

        初期規劃辦理事項包含，對於經(主

任)檢察官或相關同仁依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完成法定通報後之資

料進行彙整；對於當事人或其家屬有自

殺暨高危險個案、精神疾病患者、須社會

救助及中輟生等，依其需求分別向縣市

政府社會局(處)、教育局(處)、衛生局、自

殺防治中心或中輟生資料處理區育中心

學校等有關單位進行關懷通報；也針對

被害人有訴訟權益保障、補償事宜、生活

輔助及更生人有回歸社會、安定生活、求

職就業等需求者轉介至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或更生保護會進行協助，且試辦地

檢署得視轄區資源及需求，增列適當辦

理項目。經統計 101 年 10 月 1 日至 102 年

3 月 31 日止，各試辦地檢署司法保護中心

共計受理 1,185件，其中法定通報案件

374件、關懷通報案件 315件、轉介協

助案件 496件。 

        總結來說，司法保護中心設置目

的，是期望能整合檢察機關轄內社政

系統及社會資源，以積極主動的精神

與態度，協助偵查、公訴及執行中之

當事人或其家屬與地方保護資源進行

聯結，扭轉傳統司法重視民、刑事案

件之偵查、審判與執行等事務，而較

具強制性、威權性與陽剛性的特性，

改以強調處遇、關懷與服務的柔性司

法觀念，以「感動服務」彌補法定權

限所造成之高權、懲罰等副作用；以

「微而具體」的方式貼身協助每一個

需要幫助的個案，降低民眾求助不便

的困擾，讓當事人取得公、私部門的

服務，改善其困境，並拉近民眾與司

法機關之距離，以降低民怨，增進民

眾對檢察機關之信賴。  

更生 



 

司法保護小故事〜甦情-「馨」家園  

陳慧珠女士更生心情故事分享  

       「垃圾變黃金」這句常用於資源回

收的環保口號，對陳慧珠女士而言卻是

經歷長達 20 年血淚交織的戒毒歷程後，

重新獲得家人接納的最佳肯定。為了讓

更多仍徘徊於毒海邊緣的更生朋友堅定

信念，法務部在 4月 18日下午邀請已成

為反毒教師的慧珠女士分享她的戒毒心

路歷程。 

        慧珠女士年輕時即染上毒癮，母親

二次標會協助戒毒，但仍因深陷毒海，與

丈夫在三年內「敗」光了富裕的家產，成

為母親眼中的「垃圾」。她表示當時的她

不怕死，只怕沒毒品！但當她因為吸毒，

與丈夫淪為監獄的常客時，在獄中接觸

到更生保護會的輔導員宣導更生保護及

傳揚福音時，她滿心喜樂，決定要救自

己。但出獄後面對的卻是仍然沈淪毒品

的丈夫，她選擇了改變，也失去了婚姻，

卻在此時發現自己懷孕了，向朋友借了

5 千塊走進婦產科決定墮胎，沒想到二

小時過去，兩個資深護士打到手發抖卻

仍無法完成麻醉注射，慧珠女士感覺到

腹中小生命頑強地不願輕言放棄，她也

因而期待新生命的到來。 

為了迎接自己與腹中孩子的新生，她接受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的安排住進了

「馨園」。這是更生保護會利用自有房舍，

所成立的第一所女性更生人安置處所。這

個決定讓她在人生最徬徨無助的時候，能

在充滿關愛的環境中待產，不但順利生下

摯愛的女兒、坐完月子，更在更保分會及

馨園輔導人員長期陪伴下接受生活及就

業的輔導，終於能夠重新出發，邁向嶄新

的人生。 

        慧珠女士終日與煙、酒、毒、色為伍

的日子已成過去，現在的她不但完全戒

毒，甚至連煙也戒了，還是個認真打拚的

保險公司主任，與一雙兒女過得平安喜

樂。曾經視她為「垃圾」，拒絶她回家的

母親，現在還對旁人說她的女兒是比中樂

透一千萬還要好的禮物！慧珠女士也以

感恩回饋之心積極服務，除了陪伴馨園安

置姐妹們邁向新生，並訓練自己成為更生

保護宣講團之講師，以自身戒毒經驗，入

監勉勵收容人，只要有心就有改變的可

能；只要願意改變，社會還是充滿著願意

伸出援手的人，因為她的女兒就是印證新

生的奇蹟。因為她的奉獻，也多次獲得志

願服務獎章肯定，最近一次是獲得

「金舵獎」表揚，並於本月 18日與其

他得獎者同享總統接見之榮耀。 

        陳慧珠的分享感動在場的許多

人。曾部長致詞時也對慧珠女士戒毒

的決心與毅力表示欽佩，而她更生成

功並且在工作上獲得升遷後，還願意

揭露那段沈淪毒品的不堪過往，訓練

自己成為「反毒宣講老師」進入監所，

以自身過來人經歷，協助許多毒品案

收容人堅定信心，更是難能可貴。曾

部長並致贈一幅「華開迎新生」的油

畫，像徵慧珠女士蘊含於心中良善的

心靈能量，就如畫中經歷寒冬淬煉的

生命，綻放出美麗的花朵，鼓舞世人

追求新生的希望。 

反毒「戰」出來—蔡清祥常務次長應邀出席「毒戰」電影首映會 

        法務部蔡清祥常務次長於日前應

邀出席警匪電影教父杜琪峯最新警匪

片—「毒戰」電影首映會，會中並有名

模蔡淑臻、網路達人蔡阿嘎擔任反毒大

使，另外很多新生代藝人，如雞排妹鄭

佳純、亦帆、惡武2KD5、伊林娛樂旗下

近10位名模，也紛紛共同站台，表達支

持反毒的決心。 

        主辦單位為了配合推動反毒公益

活動，除在大臺北地區上百輛公車車廂

廣告，打上反毒檢舉專線，也免費提供

170 張電影入場券供法務部轉發所屬單

位、衞生署、毒防中心同仁入場觀賞，

片中警匪駁火的槍戰，令人血脈賁張，

刺激過癮，毒販囂張宣示「賣毒的人自

己從來不碰毒」的陰險人性與製毒、運

毒、吸毒過程，也讓觀眾更加瞭解毒品

的危害與反毒工作的重要。 

       蔡次長致詞時表示：民國8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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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時任嘉義地檢署檢察長的曾勇夫部

長，查獲海洛因336公斤，價值超過100

億臺幣的漁船走私案，為臺灣史上查獲

海洛英最多，據說也是全世界排名第

二，震驚全國，政府也在同年宣布「向

毒品宣戰」。去(101)年的8月20日，天

秤颱風逐漸逼近臺灣，正當全國上下都

在做防颱準備時，一群毒梟卻想趁隙將

高達80公斤的海洛因（市價估計24億元)

走私入境。檢調經過長達3年的佈線追

蹤，最後聯合海巡署，冒著惡劣海象，

在屏東東港外海100多海浬埋伏，趁拂

曉時分一舉成擒，破獲這起近十年來

最大宗的海洛因走私案，追緝過程宛

若電影情節。另外，除了緝毒工作以

外，吸毒者在戒毒的過程中，其內心

的糾葛與親情的煎熬，也是非常好的

電影素材，如果有導演願意拍攝這類

電影，讓世人 更瞭解毒品危害的可

怕，法務部很樂意提供案例故事，作

為電影參考腳本。  



 

        為協助更生朋友學習技能順利重

返職場，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於本

（102）年 4月 8日於晨曦會苗栗輔導村

~苗栗中途之家舉辦「客家小吃班」職能

進階訓練開訓典禮。7 位以廚藝教學聞

名的指導老師，都暫放手邊工作，出席

鼓勵參訓的 5位戒毒學員邁出重生的第

一步。 

  法務部為推動更生保護會在地創

新服務與活化，自去年起經費補助更生

保護會各分會結合民間團體於中途之

家開辦更生人職能訓練班，苗栗分會繼

去年開辦「客家小吃班」之後，今年更

進一步開辦進階班，戒毒村學員都很踴

躍報名，讓苗栗分會及該班總召集人林

益生老師和 7位指導老師都很感動，紛

紛放下手邊的事務，排除萬難，終於順

利開班，連之前在此安置，已成功戒毒

返家就業的阿凱，也放下手邊工作運用

鐵工專長協助搭建廚藝教室（由林益生

老師捐錢 3萬元搭建）。林益生老師表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苗栗更保發創意 廚藝圓夢不放棄」 
更保苗栗分會中途之家「客家小吃職能進階訓練班」開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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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己年少輕狂時曾在八大行業鬼混，

做了許多傷害家人的事，直到遇見生命

中的貴人，學習廚藝到今日一家幸福，

並小有成就成為更生朋友口中的林老

師，他自詡為「垃圾老師」，有幸資源

回收被利用成為改造他人的老師。 

  苗栗分會張榮譽主 任委員宏謀

（苗栗地檢署檢察長）致詞時表示晨

曦會戒毒輔導成效有目共睹，與更保

苗栗分會合作開辦職能訓練班，意義

重大，不再只有單一戒毒輔導功能，

勉勱學員要珍惜得來不易的機會和社

會資源的關懷與協助，努力習藝，未

來離村後才可以在事業上闖出一片

天。現場除頒發老師聘書外，並安排

學員向老師們拜師致敬儀式，展現學

員真誠的學習之心和對老師們無私奉

獻的感恩。 (更保苗栗分會)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更保苗栗分會募食品物資助身障機構及更生家庭    
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副執行秘書楊學勇  

         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鄭主任委

員榮坤今年 3 月間在一次偶然的朋友聚

會中談及貧困更生家庭及轄區弱勢公益

機構急需要關懷和協助,做愛心方式不

一定只有捐款，合宜的物資捐贈也是愛

心關懷的表達。一位在台北專營進口巧

克力、糖果餅乾食品之知名貿易公司的

朋友得知此事，立即於 3 月底捐贈 29大

箱2,000盒以上價值6萬元的進口餅乾食

品，希望能夠拋磚引玉請苗栗分會轉贈

給轄區內弱勢安置機構及貧困更生家

庭。鄭主任委員立即號召同仁及志工聯

繫到安置收容身障兒童少年的苗栗幼安

教養院，致贈大批餅乾食品物資給這兩

家弱勢機構，看到學童感恩高興的表情，

深覺社會的溫暖及愛心令人感動。 

       此愛心善舉在 5天後再度的發酵，捐

贈的貿易公司看到苗栗分會對弱勢機構

的關懷，再度捐贈與第一批等量的餅乾

食品物資，希望協助更多的弱勢團體及

貧困更生家庭。4月 3 日當天特別由該會

張榮譽主任委員宏謀（苗栗地檢署檢察

長）代表致贈給轄區安置身障人士的華

嚴啟能中心及新苗發展中心等二家公

益團體各一大批食品物資，並對陳姓貧

困更 生家庭提 供子女就學獎助學金

5,000元和物資乙批，這二家安置身障者

機構學員感謝之情溢於言表，陳姓更生

家庭案主更表示正在煩惱清明祭拜的

物品沒有著落，非常感謝更生保護會

的即時溫暖，苗栗分會並表示這樣有

意義的貧困更生家庭關懷行動將會繼

續辦理。  

上圖：鄭主委榮坤代表致贈食品物 

           資給苗栗幼安教養院  

下圖：張榮譽主任委員宏謀及鄭主任 

           委員榮坤共同代表捐贈食品   

           物資給新苗啟能中心林主任  

左圖：張檢察長宏謀與鄭主任委員 

            共同頒發授課老師聘書 

右圖：學員敬禮拜師學藝 



 

訊息快遞—連江地檢署「反毒四格漫畫比賽」結果出爐 

        由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連江

分會與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所共

同舉辦之「102 年度反毒四格漫畫比

賽」活動，廣獲本縣各級學校同學熱烈

參與，作品呈現相當水準，並聘請該縣

3 位美術老師審慎完成評比。 

        因國中、國小組部分參與人數較

多，且有同分之人，而高中組部分僅 1

人獲獎，為使預頒之獎金能落實鼓勵

同學投入反毒工作，經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連江分會陳主任委員書廉與連

江地檢署黃檢察長玉垣討論後，將原

頒發高中組第二名、第三名而從缺之

獎金，分別移為國中組因同分而增加 1

位第三名，及增設國小組特別獎共計 4

位，以肯定同學積極參與之熱忱，並將

擇期公開表揚得獎同學。 

茲公布得獎人名單如下：   

    

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高中組    

第一名：謝惟安(馬祖高中) 

第二名：從缺 

第三名：從缺 

佳    作：從缺 

    

國中組國中組國中組國中組    

第一名：陳振洋(中正) 

第二名：陳姿佑(中正) 

第三名：費丞廷(中正)、唐子堯(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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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作 ：袁于婷(中山)、邱仲凱(中正)、   

                黃姵蒓(介壽)、林政鴻(中正)、 

                陳邑玟 (介壽) 

    

國小組國小組國小組國小組    

第一名：林子越(中正) 

第二名：林家瑜(東莒) 

第三名：陳曉彤(東莒) 

特別獎：林妘甄(坂里)、詹若平(中正)、 

                黃宇文(東莒)、邱千容(坂里) 

佳    作：劉文進(中正)、陳少韋(中正)、 

                蔡名毅(中正)、曹鵬翔(介壽)、 

                林宏誼 (中正)  

訊息快遞—犯保臺東分會與臺東縣警察局建立聯結通報網絡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台東分會 馬小鳳秘書 

      不論交通事故案件、刑事重傷案

件、家暴案件…，警察機關通常是第

一線接獲報案，到場處理的首要公務

單位。而被害人保護協會服務對象除

車禍案件家屬為最大比例外，服務對

象與警局處理案件多有雷同。因此與

縣警局建立緊密通報機制，除了能在

民眾受害第一時間增加求助諮詢管道

外，更可落實服務宗旨、即時服務保護

對象，減低民眾不安。 

      今(102)年犯保臺東分會除例行保護

週宣導活動規劃外，主動與轄區警局聯

繫，受邀參加警局聯繫會報。會中除說

明分會服務項目，針對被害補償金申請

業務進行宣導外，更鼓勵身為人民保

母的警察硬漢能發揮愛心，遇有保護

對象協助遞發保護協會業務簡介或通

報分會進行接觸服務，共同營造更幸

福祥和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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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縣警局臺東分局(左圖)及大武分局(右圖)聯繫會報剪影  



 

詐 騙 新 手 法  

搶 搭 旅 遊 熱 潮 ， 網 購 便 宜 機 票 小 心 上 當 

遲遲等不到機票，欲上網聯繫賣家時，

才發現賣場上已有近20名受害者遭遇相

同狀況，遂向警方報案。 

        2月某日家住臺北李先生於旅行討論

區看到名為Kamaze網友張貼轉讓中華航

空哩程的訊息，遂向對方表示願以1萬2

仟元購買4萬哩哩程，李先生匯款多日

後，致電航空公司發現無任何哩程轉讓

紀錄，賣家也失去聯繫，索討無門；無

獨有偶臺北的張先生則是請自稱旅行從

業人員的網友代訂機票及飯店，對方多

次以幫忙找到更便宜套裝方案，需先匯

款才能預訂為由，要求被害人分4次匯款

17萬餘元，之後想請對方退還先前款

項，對方已失聯，之後向旅行社查證發

現該名員工早已離職，當時所留下皆是

假資料，被害人不甘受騙，遂向警方報

案。  

        因機票及旅遊產品性質特殊，依據

「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只有持綜合

旅行業及甲種旅行業執照者才能代售國

        今年連續假期較往年多，也帶

動國人出國旅行風潮，許多人除了

透過旅行社代購機票外，也習慣自

行上網，貨比三家尋找便宜機票，

而歹徒相中機票成為搶手商品之熱

潮，挑選國人熱門旅遊景點，以

「假賣機票哩程真詐財」的方式行

騙。根據165反詐騙專線資料庫統

計，今年1月起迄今已發生35起因為

購買機票或哩程而遭詐騙之案例，

其中單筆財損金額更高達新臺幣

（以下同）17萬元，許多人匯錢後

卻無法順利成行，既破財又壞了遊

興。 

         1月底家住桃園的許小姐，於

網路拍賣平臺找到一位聲稱：「擁

有大量交車禮：香港來回機票，超

便宜賣，多買可議，團購專享」的

賣家，許小姐與對方談妥以一張3仟

元的價錢，購買10張臺北－香港來

回機票，總計3萬元。許小姐匯款後

際機票，未能取得綜合或甲種旅行

業執照，卻販售國外機票，依「發

展觀光條例」規定可處9萬元以上

45萬元以下罰鍰。建議民眾應循正

常管道，例如直接向航空公司或較

具信譽的旅行社購買上述產品，若

遇有過於便宜或無法交待來源的機

票及旅遊商品亦應特別留意，為確

保交易安全，應避免私下交易，以

免日後發生交易糾紛或詐騙時，求

償無門。有任何與詐騙相關問題或

諮詢需求，歡迎撥打165反詐騙專

線諮詢。(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反詐騙宣導網站)  

QQQQ ：：：：個資法施行後個資法施行後個資法施行後個資法施行後，，，，學校張貼榮譽學校張貼榮譽學校張貼榮譽學校張貼榮譽

榜榜榜榜，，，，一律需匿學生姓名一律需匿學生姓名一律需匿學生姓名一律需匿學生姓名？？？？        

AAAA ：：：：學校為達成教育或訓練行政目學校為達成教育或訓練行政目學校為達成教育或訓練行政目學校為達成教育或訓練行政目

的的的的，，，，於其必要範圍內所為獎勵學生於其必要範圍內所為獎勵學生於其必要範圍內所為獎勵學生於其必要範圍內所為獎勵學生

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如張貼榮譽榜揭示姓名如張貼榮譽榜揭示姓名如張貼榮譽榜揭示姓名如張貼榮譽榜揭示姓名，，，，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個資法第個資法第個資法第個資法第 16161616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20202020 條利用規定條利用規定條利用規定條利用規定，，，，

無需過度遮掩姓名無需過度遮掩姓名無需過度遮掩姓名無需過度遮掩姓名，，，，否則有違個資否則有違個資否則有違個資否則有違個資

法第法第法第法第 1111 條規定所稱條規定所稱條規定所稱條規定所稱「「「「促進個人資料之促進個人資料之促進個人資料之促進個人資料之

合理利用合理利用合理利用合理利用」」」」意旨意旨意旨意旨。 。 。 。     

QQQQ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可否公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可否公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可否公布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可否公布

欠繳 管理費之住戶姓名欠繳 管理費之住戶姓名欠繳 管理費之住戶姓名欠繳 管理費之住戶姓名？？？？    

AAAA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3333 條條條條

第第第第 12 12 12 12 款款款款、、、、第第第第 21212121 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 22222222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1111 款等規定款等規定款等規定款等規定，，，，有關公寓大廈住戶欠繳有關公寓大廈住戶欠繳有關公寓大廈住戶欠繳有關公寓大廈住戶欠繳

管理費用之處置管理費用之處置管理費用之處置管理費用之處置，，，，應依該條例第應依該條例第應依該條例第應依該條例第 21212121

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 22222222 條有關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條有關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條有關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條有關訴請法院命其給付

及訴請法院強制遷離等規定辦理及訴請法院強制遷離等規定辦理及訴請法院強制遷離等規定辦理及訴請法院強制遷離等規定辦理。。。。

又住戶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又住戶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又住戶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又住戶違反義務之處理方式，，，，非經非經非經非經

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載明於規約者不生效力（（（（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第管理條例第管理條例第管理條例第 23232323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2222 項第項第項第項第 4444 款參款參款參款參

照照照照）。）。）。）。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應

參照前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個資參照前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個資參照前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個資參照前述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個資

法之相關規定法之相關規定法之相關規定法之相關規定（（（（如個人資料保護法如個人資料保護法如個人資料保護法如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第第第第 20202020 條條條條），），），），蒐集蒐集蒐集蒐集、、、、

處理或利用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處理或利用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處理或利用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處理或利用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之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如規約載明住戶欠繳管如規約載明住戶欠繳管如規約載明住戶欠繳管如規約載明住戶欠繳管

理費用即公布該住戶之姓名者理費用即公布該住戶之姓名者理費用即公布該住戶之姓名者理費用即公布該住戶之姓名者，，，，則則則則

得公告之得公告之得公告之得公告之。。。。    

QQQQ ：：：：交通事故之一方請求警察機關交通事故之一方請求警察機關交通事故之一方請求警察機關交通事故之一方請求警察機關

提供他方肇事者之個人資料提供他方肇事者之個人資料提供他方肇事者之個人資料提供他方肇事者之個人資料，，，，是否是否是否是否

因個資法施行後皆不得提供因個資法施行後皆不得提供因個資法施行後皆不得提供因個資法施行後皆不得提供？ ？ ？ ？     

AAAA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2929292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5555 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項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

故處理辦法第故處理辦法第故處理辦法第故處理辦法第 13131313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項規定：：：：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

關係人關係人關係人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

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資料：：：：一一一一、、、、於於於於

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

當事人登記聯單當事人登記聯單當事人登記聯單當事人登記聯單。。。。…………」」」」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交通事交通事交通事交通事

故各造當事人之一方為聲請民事調故各造當事人之一方為聲請民事調故各造當事人之一方為聲請民事調故各造當事人之一方為聲請民事調

解或和解解或和解解或和解解或和解，，，，向警察機關申請提供他向警察機關申請提供他向警察機關申請提供他向警察機關申請提供他

造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時造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時造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時造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時，，，，警察機關警察機關警察機關警察機關

基於基於基於基於「「「「警政警政警政警政」」」」之特定目的內之特定目的內之特定目的內之特定目的內，，，，執行法執行法執行法執行法

定職務必要範圍而利用該等個人資定職務必要範圍而利用該等個人資定職務必要範圍而利用該等個人資定職務必要範圍而利用該等個人資

料料料料，，，，提供予申請之一方提供予申請之一方提供予申請之一方提供予申請之一方（（（（個資法第個資法第個資法第個資法第 15151515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款款款款、、、、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本文參照條本文參照條本文參照條本文參照），），），），並並並並

無違反個資法無違反個資法無違反個資法無違反個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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