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少年兒童是國家未來希望，如何

促進其健全成長，防止遭受不良影

響，一直是政府施政重點。而因近來

兒少犯罪案件時有所聞，校園霸凌、

幫派入侵及新興毒品濫用等犯罪類

型，亦為社會大眾所關注。此次配合

行政院組織再造，參與機關業務調整

或名稱變動，以及考量本方案距上次

修正已逾五年，爰予重行檢討修正。 

貳貳貳貳、、、、現行少年兒童犯罪狀況分析現行少年兒童犯罪狀況分析現行少年兒童犯罪狀況分析現行少年兒童犯罪狀況分析    

       據司法院統計資料，近10年來少

年兒童犯罪總人數(含少年保護事件

及少年刑事案件)，自91年的13,826人

逐年遞減，至96年降至最低的9,072

人，惟自97年起始逐年增加，至 101

年人數已上升到12,041人，為近年來

新高。近十年少年兒童主要犯罪類型

前4名大致仍為竊盜罪、傷害罪、毒

品罪與妨害性自主罪。就101年最新

統計資料，以傷害罪3,377人所占最

多，占28.00%，首度超越竊盗罪，居

少年兒童犯罪類型第一位。  

參參參參、、、、方案沿革與架構方案沿革與架構方案沿革與架構方案沿革與架構    

一一一一、、、、沿革沿革沿革沿革    

        民國68年行政院頒行「防制青少

年犯罪方案」（本方案之前身），作

為政府防制少年犯罪的總體架構，責

由中央與地方分別參與規劃與執行。

實施以來，因應社會環境與國民生活

型態變遷，計修正了9次，最近一次

修正為96年6月12日，係針對少年兒

童有關之法令修訂、機關名稱變更與

實務執行需要等加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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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革新- 

「預防少年兒童犯罪方案」之檢討與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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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方案之架構方案之架構方案之架構方案之架構    

         方案內容共計9大執行措施、21個

面向、95個工作項目，係以三級犯罪預

防設計及規劃，強調「事前的預防勝於

事後的處理」的概念。一級預防為「鑑

別有利於犯罪或促進犯罪行為發生的物

理與社會環境，並依犯罪預防的需要進

行改善，斷絕犯罪之發生」；二級預防

則強調「致力於早期辨識潛在犯罪者，

尋求有效的介入 與 處 理，以杜絕犯

罪」；三級預防乃「針對犯罪者，進行

司法或相關的處遇，以預防再犯罪」。 

肆肆肆肆、、、、本次修正重點本次修正重點本次修正重點本次修正重點 

        本次修正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已修正公布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及行政院政府組織再造。

此外近來校園毒品(K他命等)、校園暴力

（幫派、霸凌）等犯罪問題日益嚴重，

爰重行檢討修正本方案，並於行政院本

(102)年4月23日院臺法字第1020018479號

函核定修正在案。 

(一) 新增學校將修復式正義衝突解決模     

       式、反霸凌及尊重之核心素養融入 

       各級學校相關活動工作項目。 

(二) 增加對跨國婚姻之新住民家庭子女 

        教養、親職教育及婚姻諮商協助。 

(三) 學校應安排網路倫理及網路安全課 

        程，將正確使用網路之素養融入課 

        程。 

(四) 新增強化心理健康輔導工作面向， 

        透過早期發現、預防及介入兒少之 

        心理衛生工作。 

(五) 配合行政院組織再造，調整參與 

        機關之工作項目。 

(六) 因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法」之頒布施行，修正相關工 

       作項目之內容與相關執行計畫。 

(七) 針對本方案之工作項目內容重疊 

        部分整併項目與修正文字，使執 

        行層面能更聚焦。 

(八) 補強各級預防之工作項目不足之 

        處，以因應社會變遷產生之各項 

       兒少犯罪問題。 

(九)針對方案本身之運作與管考方式 

       加以調整，以期讓本方案可以聚 

       焦、更有效率的推動。 

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本方案自訂頒迄今，歷經多次修

正，各項執行措施涵蓋層面廣泛而深

入，參與機關含括中央部會暨地方政

府，顯示少年兒童犯罪防治需要長期

性、全面性持續推動，絕非靠某一時

段的努力或單一機關的投入即可奏

效。展望未來，本方案之各項執行措

施仍需各個參與機關共同攜手合作，

努力落實推動，以達到本方案降低少

年兒童犯罪、保護少年兒童健全成長

之總體目標。  

更生 



 

司法保護創新方案 
         「102 從心出發‧創造未來」—第二屆桃園更生市集 

       第二屆桃園更生市集「從心出發‧創造

未來」於本(102)年 5 月 17 日在永平工商舉

行，法務部保護司長朱兆民、更生保護會桃

園分會榮譽主任委員張秋源及主任委員朱

仁才均蒞會剪綵。 

        朱司長表示，桃園地檢署長期有效運

用相關資源來推動司法保護工作及辦理法

治教育，大眾有目共睹。推動司法保護工作

相當不易，期盼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及馨

生人，都能感受到柔性司法給予的溫暖與

社會支持，惟降低再犯率，社會才會更祥

和。 

        張榮譽主委則指出，桃園更生市集已

邁入第二屆，相當樂見過去參與活動的更

生人再度回到市集來發表成果，也很高興

看到迷途知返後的更生人，能自信十足的

推薦自己的商品，為桃園更生市集帶來無限

希望與朝氣，同時要藉由這次活動呼籲，更

生人最需要家人與社會的關懷與接納，相對

的更生人也要誠心地向（馨）生人懺悔求得

諒解，只要記取教訓，重拾信心，一切向前

看，未來就有希望，這就是『更生』。 

        此次更生市集，參加的商品有喀布茲修

惜站、大愛花坊、陶砌工坊、陶泥藝坊、香

草園手工香皂、膠原蛋白果凍、華萱出版社、

開心幸福(包子饅頭)、涂記市外萄園（當季水

果）、東科電信(手機吊飾)、芬糕點、劉家燒

餅、馬卡龍蛋糕坊、藝術家（人像素描）、

博士的媽等 15個攤位，組成精緻商圈，讓到

場民眾駐足選購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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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創新方案— 
               「防毒保衛站」深入社區，協助中止拉 K 

    27歲的小荳(化名)，從小喜歡音

樂，17歲進入夜店當DJ，同事拿了K 

他命給他吃，她以為週未玩玩，不會

太嚴重，多喝水就可以代謝掉，但後

來膀胱開始發炎、頻尿，因為不敢讓

別人知道，就自己偷偷去藥局拿消炎

藥，一開始有效，就心存僥倖，繼續

拉K，發炎不舒服時，再吃抗生素、

消炎藥，長期以來惡性循環，到最

後，吃什麼藥，甚至換了很多家藥局

拿藥，到診所看診，都沒有用，最糟

糕的時侯，每10分鐘就要上一次廁

所，晚上沒有辦法好好睡覺，白天沒

精神，不得已要出門，只好包尿布，

但連走路都會痛，從而自暴自棄…。  

        這是很多拉 K者的真實生活寫照，

鑑於很多初期的拉 K者，膀胱發炎後，

不敢告訴親人，自行到藥局買消炎藥

止痛，所以，藥局藥師發現拉 K者的時

間反而比其親人更早，如果加上藥師

的專業知識與即時的關懷，更有希望

幫助拉 K 者懸崖勤馬，即時回頭，所

以，法務部特別在六三全國反毒日前

夕，偕同衛生署、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與天承生活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康連鎖藥局等單位共同發起成立

「防毒保衛站」活動，這個活動已經有

366家藥局響應，曾部長在現場致詞時，

呼籲更多的專業藥局藥師能夠站出來，

拆穿毒販，即俗稱「藥頭」，所謂「拉

K不違法、不會上癮」的謊言，且與各地

的檢察機關連線，成為社區中的「司法保

護據點」，讓這股醫療與法律專業結合的

社區守護力量，中止無知青少年的拉 K

行為。 

        會中除法務部曾勇夫部長、衞生署

林奏延副署長共同頒贈感謝狀及「防毒

保衛站」標章給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與天承生活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天康連鎖藥局外，也特別邀請從10幾歲

就身陷毒海，後來夫妻一起餵毒，沒錢

買毒就去行搶的建豪與靜怡夫婦共同

出席記者會，娓娓道來10幾年來因為毒

品，喪失自由、尊嚴與健康的荒唐歲月，

在場來賓無不動容，並紛紛表示：藥師

走出藥局，進入社區，以更積極的公益

行動，關注民眾的健康，中止無知吸毒

者的荒唐行為，實在是一項非常有意

義，並且有創意的政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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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市集剪彩儀式 

右圖：朱司長參觀市集 



 

溫馨五月情，法務部公開表揚「桔梗花媽媽」 

                彰顯家庭支持與接納是更生再出發的關鍵 

       溫馨五月，因應母親節的到來，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更生保護會

臺北分會結合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

會、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本月 7

日上午假法務部一樓大廳公開表揚 22

位「桔梗花媽媽」，由法務部長曾勇夫、

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陳守煌、矯正署

署長吳憲璋公開表揚桔梗花媽媽，讓大

家體認除了母親對子女不變的愛，同時

也見證一群一路陪伴關懷情同再造母親

的親屬、志工、輔導人員無怨無悔的奉

獻。 

     受表揚的 22 位桔梗花媽媽中，包括

熱心公益的藝人紀寶如、林驥修女、信泰

油漆負責人蔡永富的母親、妻子等人；

其中有 6 位媽媽因其子女尚在監獄收容

執行，還是不辭辛苦，無畏風雨定期至監

獄探視，讓收容人感受母親的溫暖與愛

心。 

    曾部長表示，監所矯正措施及司法

保護，在協助受刑人改悔向上，而『家庭

支持方案』則是透過家庭支持與接納使更

生人順利復歸社會二者環環相扣，如能有

效銜接，相輔相成，將會有助於預防再犯。 

     自 98 年更生保護會即推動『更生人

家庭支持方案』，以收容人返家困難者與

高風險更生人的家庭為關懷對象，協助遭

遇困難的家庭尋求支援、輔導，使更生人

與其家人找回安定的生活。方案推行至

今，總計已經幫助了 395 個家庭、798 位

更生人或其家屬，可謂成果顯著。 

    更保臺北分會另外還邀請媽媽們、

『家庭支持方案』更生人及其家屬共同欣

賞勵志電影「志氣」。電影改編自景美女

中拔河隊的真實故事，敘述一群高中女孩

握著繩子，憑藉著毅力與對手、命運和未

來拔河。過程雖然充滿挫折與磨練，夥伴

的扶持與家人的鼓勵始終引領著他們前

進。希望透過這部電影，激勵更生朋友們，

只要努力、美好未來就在眼前。 

     更生人歸零再出發，這條路艱難而長

遠，途中更要承受許多異樣眼光與艱辛考

驗，因此更需要無比的決心與勇氣，

而家人的陪伴與關懷尤為重要。正因

為這些桔梗花媽媽的堅定支持、永不

放棄，才使得社會的隱憂得以化為正

面的力量。  

反毒快報—法務部蔡常務次長清祥前往慈濟大學法務部蔡常務次長清祥前往慈濟大學法務部蔡常務次長清祥前往慈濟大學法務部蔡常務次長清祥前往慈濟大學  向反毒教育宣導青年志工致意向反毒教育宣導青年志工致意向反毒教育宣導青年志工致意向反毒教育宣導青年志工致意  

       慈濟大學為協助馬來西亞加強反毒

宣導，召集該校自願利用暑假期間到馬

來西亞擔任「無毒有我」教育宣導種子

志工的同學，辦理研習課程，法務部蔡

常務次長清祥於102年5月9日晚上8時

許前往研習會場向慈濟大學及自願擔

任反毒教育宣導的青年志工們，表達敬

意。 

       蔡次長表示，毒品嚴重損傷國民健

康，舉世皆然，馬來西亞雖然有嚴格的

法律與宗教信仰作後盾，一樣扺擋不了

毒品的侵襲，馬來西亞大學戒癮物質防

制中心為了瞭解台灣的反毒經驗，在今

年 3 月間，曾經指派精神醫師余安妮小

姐到臺灣進行四天的參訪行程，並且安

排在 3 月 22 日，以法務部作為參訪行程

的終點站，共同暢談臺灣的戒毒與拒毒

經驗。當時余醫師曾表示：為全面瞭解

台灣的反毒經驗，來台四天的行程，最

特別的感觸是，在馬來西亞都是由政府

出資投入反毒宣導工作，台彎能夠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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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領域的民間人士，尤其是企業利用經

營商場以及大量的志工，自發性、無怨無

悔投身反毒宣導行列，非常令人欽佩，這

是很值得馬來西亞學習的台灣經驗。 

        短短二、三個月，慈濟即規劃並進行

此計畫，因此蔡次長除對慈濟行動力感

到佩服外，更肯定年輕人願意犠牲自己

的假期參與反毒工作。對於年輕學子即

將參與的反毒教育宣導海外志工服務，

蔡次長認為可創造三贏：（1）實際投入

活動自己體會，因而對自己的人生產生

影響；（2）把我們的經驗分享給別人，

幫助他們找到適合他們的好方法；

（3）看到別人如何做，將好的方式帶

回台灣提供給法務部參考。 

        最後，蔡次長將法務部近年來製

作之反毒教育宣導教材分送受訓同

學，希望有助於同學執行馬來西亞行

的任務，也恭喜同學能在如此優異的

老師、團隊帶領下，廣植福田，同時

勉勵同學未來讓臺灣的反毒經驗不僅

帶入馬來西亞，也可以照亮全世界，

成為世界各國從事反毒工作的支柱與

典範。  

左圖：蔡清祥次長、黃怡君

副司長與慈濟大學王本榮校

長共同在研習會勉勵青年志

工 



 

        屏檢屏檢屏檢屏檢：：：：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接接接接

納更生家庭納更生家庭納更生家庭納更生家庭，，，，多給點鼓勵與支持   多給點鼓勵與支持   多給點鼓勵與支持   多給點鼓勵與支持    

         屏東地檢署與屏東縣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舉辦「102年度傑出向日葵媽

媽」選拔活動，經過嚴格的複審後，

獲獎計 有：內埔黃媽媽、潮州張媽

媽、屏東林媽媽、新園楊媽媽、屏東

錢媽媽、潮州吳女士、潮州林阿嬤等7

位女士。  

        另外協進 會 本 於鼓勵關懷的立

場，在 93 年 間 成 立「向 日 葵 獎 學

金」，期望透過一次次獎狀及獎學金

的發放，鼓舞更生人子女們堅持努力

向上的決心，101學年度第一學期計有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屏東地檢署表揚傑出「向日葵媽媽」與頒發「向日葵
獎學金」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陳愛順、張芙珊觀護人 

4    

11人獲獎，由協進會理事長許仲陽、常

務監事張宏熙、主任觀護人程文珊、

觀護人張芙珊、陳愛順等頒發獎學金

及獎品。 

        屏東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

許仲陽表示：全省的 受 保 護管束人

中，假釋出獄人占多數，因其個人入

監服刑，卻讓家屬及子女承受著無比

的壓力，一般人很難體會，這些來自

社會上的異樣眼光，旁人的標籤往往

讓人無處可逃，因此希望社會大眾能

給予受保護管束人及其家屬多一點尊

重，惟有社會大眾的接納、關懷，能

撫平受 保 護管束人 與 家屬長期的壓

力、自責、自卑與不安。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屏東辦教育訓練  國境之南守護候鳥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陳愛順觀護人  

        屏東地檢署為關懷自然環境，創造

生命、生態雙贏局，22日在楓港伯勞鳥

生態展示園區舉辦教育訓練研習，會中

除邀請更生輔導員、犯保志工、榮譽觀

護人外，所有司法保護據點的工作人員

均應邀出席，並有不少調解會主席認同

及肯定司法保護關懷的美意出席參與。 

        研習課程內容充滿保育、文化、知

性，首先由素有南台灣候鳥保護先鋒、

墾管處保育研究課技士蔡乙榮以「候鳥

之旅墾丁之愛」為題，分享他從事猛禽

遷徙研究30年的心得。接著獅子鄉竹坑

教會林振華牧師分享「排灣族的圖騰文

化」，從排灣族分 類、組 織 制 度、圖

紋、琉璃珠、刺青等，精采的講演，

讓與會人員做了場原汁原味的洗禮。 

緊接著楓港社區發展協會執行長黃隆

獻以「伯勞鳥保育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表示現在楓港不再是「伯勞鳥之

殺戮戰場」，而是「伯勞鳥溫暖的故

鄉」。最後由程文珊主任觀護人，針

對司法保護據點設置以來的執行狀況

及意見交流，希望藉由溝通、訓練，

加強業務經驗交流及縱向溝通，藉以

提昇司法保護服務效能，創造更多令

人感動的幸福故事。  

        屏東地檢署表示，舉辦研習是服

務再精進的起點，經由講師的教授以

及經驗交流，重新醒思服務的價值，

可提昇自信，讓服務的盲點及迷思得

以澄清，自利利人，再以卓越的服務

品質為目標，更能協助屏東地檢署順

利推展各項司法保護業務。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屏檢千人浴佛 贈百戶關懷品 102人受惠義剪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陳愛順觀護人  

        為慶祝母親節及浴佛節，屏東地檢

署、佛光山屏東講堂與福智佛教基金會

合作，5 月 10 日上午在署前廣場舉辦「幸

福向日葵─浴佛祈福孝親報恩」司法保

護社區關懷活動。除了有千位民眾浴佛

外，並有 102 位民眾受惠義剪；地檢署

與榮觀協進會更貼心的準備裝有一斗

米、鼎新醬油、沙拉油、罐頭等民生物資

的幸福袋，分送給百戶更生人、社會勞動

人等弱勢家庭。 

        會中除安排浴佛讓民眾共沐佛恩

外，更在佈置了浴佛的意義、父母十恩

及母親節的由來等掛軸、海報，藉以讓

民眾瞭解、體認、進而願意守護身口

意，並以行動來報佛恩、報父母恩。每

一位民眾在浴佛後，都覺得心靈得到沈

澱外，更不時有「好感動、好開心！」

的話語在傳送著。  

       當天更生人、社勞人、馨生人、地院

的少年在觀護人、工作人員、調解秘書的

熱情邀約下，扶老攜幼歡喜來浴佛，跟著

佛光媽媽們唸誦「我願存好心、我願說好

話、我願做好事」個個虔誠、歡喜浴

佛，獲贈佛誕餅、壽桃、大悲咒水、

甘露水等結緣品。幼童們領到佛誕

餅、壽桃與甘露水，歡喜的沈浸在與

悉達多太子結好因緣的幸福氛圍中。 



 

詐 騙 新 手 法  

網 路 找 人 代 充 支 付 寶 ， 請 小 心 防 詐 

報案。同時間還有另外 2 名被害人，亦遭

相同帳號、相同名義詐騙得逞。  

       新竹林小姐（65 年次）在家擔任家

管，從去年中就和露天賣家 experience 購

買支付寶點數充值，最初幾次交易都正

常，後來該名賣家在拍賣網站上傳悄悄

話給林小姐，稱老客戶有優惠價，用原匯

率再減 0.002，林小姐於是一次購買了 1

萬 5,000 點(折合臺幣約 6萬 7,000元)，但

匯款後卻不見點數進帳，對方亦不回應

林小姐任何訊息，始出面向警方報案。  

        從今(102)年 1 月起至 4 月初為止，共

有 14 位民眾因在網路上找人代充支付寶

遭到詐騙而向警方報案，被害人均是透

過國內雅虎、露天拍賣或是大陸的阿里

旺旺尋找提供代充服務的賣家，總計財

損金額為新臺幣(以下同)19萬 3,051元，

平均每人損失金額為 1萬 3,000餘元。  

        刑事警察局呼籲，假賣家詐騙常盜

        網購市場無國界，國內不少民眾

已經有在大陸淘寶網選購商品的經

驗，並使用支付寶進行交易，由於支

付寶需透過大陸銀行匯款進行儲值，

沒有大陸銀行帳戶的臺灣民眾，在網

路上找人代充，卻也因此遇到詐騙！  

        紀小姐（75 年次）從事網拍工作，

平時透過淘寶網選貨進口，常需使用

支付寶進行交易，4 月初在雅虎拍賣

上看到賣家晶○小舖提供代充支付

寶的服務，紀小姐仔細察看賣家評價

多是正評，雖然之前拍賣的商品都是

睫毛膏、乳液等生活用品，但因為賣

家聲稱大陸銀行的戶頭定存到期，想

將人民幣換成新臺幣，紀小姐判斷理

由可信，而且提供的匯率 4.6 與目前

行情 4.8相比相當划算，因此用 line與

對方私下連絡，匯款 1萬 4,000餘元，

但匯款後對方就失去連絡，於是出面

用帳號行騙，因此除查看評價，亦應

注意商場拍賣商品種類是否一致，如

有可疑之處即應避免下標，另外，支

付寶目前提供國際信用卡充值服務，

可避免找人代充卻可能遭到詐騙的風

險，有任何與詐騙相關的問題，歡迎

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 

(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反詐

騙宣導網站)  

    

    

QQQQ ：：：：有關性侵害案件經調解成有關性侵害案件經調解成有關性侵害案件經調解成有關性侵害案件經調解成

立後立後立後立後，，，，加害人於調解程序與報加害人於調解程序與報加害人於調解程序與報加害人於調解程序與報

害人達成登報道歉之合意害人達成登報道歉之合意害人達成登報道歉之合意害人達成登報道歉之合意，，，，日日日日

後於登報道歉啟事列出被害人後於登報道歉啟事列出被害人後於登報道歉啟事列出被害人後於登報道歉啟事列出被害人

姓名是否有違個資法之規定姓名是否有違個資法之規定姓名是否有違個資法之規定姓名是否有違個資法之規定？？？？    

AAAA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3131313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項之規定，，，，宣傳品宣傳品宣傳品宣傳品、、、、出版出版出版出版

品品品品、、、、廣播廣播廣播廣播、、、、電視電視電視電視、、、、網際網路內容網際網路內容網際網路內容網際網路內容

或其他媒體或其他媒體或其他媒體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不得報導或記載不得報導或記載不得報導或記載

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

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但經有行但經有行但經有行

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或犯罪偵

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不不不

在此限在此限在此限在此限。。。。故性侵害案件加害人故性侵害案件加害人故性侵害案件加害人故性侵害案件加害人

於調解程序與被害人達成登報於調解程序與被害人達成登報於調解程序與被害人達成登報於調解程序與被害人達成登報

道歉之合意道歉之合意道歉之合意道歉之合意，，，，因該登報之內容因該登報之內容因該登報之內容因該登報之內容

已經過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已經過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已經過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已經過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

意意意意，，，，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符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上

開規定開規定開規定開規定。。。。又上開規定屬個人資又上開規定屬個人資又上開規定屬個人資又上開規定屬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特別規定料保護法之特別規定料保護法之特別規定料保護法之特別規定，，，，並無違並無違並無違並無違

反個資法之虞反個資法之虞反個資法之虞反個資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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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快遞— 
「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動」新北市場次開跑 

      「「「「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

訓活動訓活動訓活動訓活動」」」」新北市場次規劃於新北市場次規劃於新北市場次規劃於新北市場次規劃於102102102102

年年年年6666月月月月16161616日假慈濟板橋園區日假慈濟板橋園區日假慈濟板橋園區日假慈濟板橋園區（（（（新新新新

北市板橋區大觀路北市板橋區大觀路北市板橋區大觀路北市板橋區大觀路2222段段段段265265265265巷巷巷巷15151515

號號號號））））舉行舉行舉行舉行，，，，歡迎有意願擔任宣教歡迎有意願擔任宣教歡迎有意願擔任宣教歡迎有意願擔任宣教

人才者人才者人才者人才者，，，，於新北市政府毒品危害於新北市政府毒品危害於新北市政府毒品危害於新北市政府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網站或防制中心網站或防制中心網站或防制中心網站或FacebookFacebookFacebookFacebook網頁網頁網頁網頁，，，，

下載活動報名表下載活動報名表下載活動報名表下載活動報名表，，，，填具後交由連填具後交由連填具後交由連填具後交由連

繫窗口或逕寄電子郵件信箱繫窗口或逕寄電子郵件信箱繫窗口或逕寄電子郵件信箱繫窗口或逕寄電子郵件信箱

（（（（ntcdrugfree@gmail.comntcdrugfree@gmail.comntcdrugfree@gmail.comntcdrugfree@gmail.com））））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活動活動活動活動1111週前將公布參與者姓週前將公布參與者姓週前將公布參與者姓週前將公布參與者姓

名及行前通知於前揭網站及臉書名及行前通知於前揭網站及臉書名及行前通知於前揭網站及臉書名及行前通知於前揭網站及臉書

粉絲團粉絲團粉絲團粉絲團。。。。    

    如有任何疑問    如有任何疑問    如有任何疑問    如有任何疑問，，，，請逕洽新北請逕洽新北請逕洽新北請逕洽新北

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及長期照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及長期照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及長期照市政府衛生局心理衛生及長期照

顧 科 蘇 靖 雯 小 姐顧 科 蘇 靖 雯 小 姐顧 科 蘇 靖 雯 小 姐顧 科 蘇 靖 雯 小 姐（（（（02020202----2257225722572257----

7155715571557155####1089108910891089、、、、

aj7207@ms.ntpc.gov.twaj7207@ms.ntpc.gov.twaj7207@ms.ntpc.gov.twaj7207@ms.ntp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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