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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革新-深耕社區、創新變革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業務創新說明
藥 物 成 癮 是 慢 性 且 易 復 發 的 疾 資源，提供就業服務予有就業需求及能
病。我國於 87 年修正發布毒品危害防 力之個案。其中，高雄市毒防中心以創新
制條例，將毒品成癮者視為兼具「病 方式，針對即將出獄之受刑人，於監所內
人」與「犯人」雙重身分的「病犯」， 舉辦「就業博覽會」，達到「在監就輔，
而如何讓毒癮者在離開矯治機構後， 出監就業」之效果，並在醫院駐點，以親
沒有司法強制力的約束下避免毒癮復 近便利方式提供個案就業資訊服務。臺
發，便成為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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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降低再次施用毒品的可能性。

南市及澎湖縣毒防中心在個案出監前，

以在地化政策思維 辦理毒品防制 業
因此各地方 毒品危 害 防制中 心 分別結合勞政、社政、更保等相關單位辦
務：
（以下稱毒防中心）陸續成立並運作， 理入監銜接輔導、就業諮詢與輔導。
毒品防制業務辦理情形良窳，與地
對出獄之藥癮更生人，及有需求之藥 毒品戒治業務：
毒品戒治業務：
方治安息息相關，故各縣市均逐步開
癮者提供追蹤輔導等服務。法務部自
目前的藥物替代治療(美沙冬、丁基 始藉由相關資料分析轄內毒癮者分布
96 年起邀集相關中央部會，實地視導 原啡因)僅針對一級毒品，其餘級別毒品
區域與施用習性，並發展細緻化毒品
各毒防中心業務推動情況，102 年度業 則無相對應之替代療法，然而，無論是施
防制方案，如桃園縣、嘉義市、嘉義縣
務視導業已辦理完畢，茲就各縣市創 用哪一級別毒品的毒癮者，除了生理的
毒防中心均繪製轄內藥癮者分布熱點
新業務辦理摘錄如下：
癮之外，尚有心癮問題待處理。有鑑於 地圖，其中嘉義市毒防中心結合熱點
預防宣導方面：
預防宣導方面：
此，部分縣市毒防中心提供心理諮商的 的里長及社區藥師，建構「社區毒品守
由於毒品成癮者具有「病犯」身 服務，如新北市毒防中派個案管理師至 門人」機制，邀其參與相關反毒研習活
分，其成癮具有容易復發的特性，因此 醫院駐點與個案面談；臺中市毒防中心 動。嘉義縣毒防中心則針對熱點區域
在前階段的第一級預防，避免吸毒新 結合學術單位及醫療體系，引進個別心 的校園教師，辦理高風險家庭處遇與
生人口產生顯得格外重要。各毒防中 理諮商與行為改變理論，治療新收美沙 毒品認知講習。
心均積極進行預防宣導，其中桃園縣、 冬個案；臺南市毒防中心設有 16 個諮商
苗栗縣、臺中市舉辦學生反毒大會考 點，提供替代療法個案每個月 2 次免費的

各縣市毒防中心更結合在地化特

色進行反毒宣導，如花蓮縣毒防中心
或知識競賽，向青年學子灌輸反毒觀 心理諮商；澎湖縣政府從臺灣本島聘請
結合原住民豐年祭辦理反毒宣導、雲
念，使毒品防制觀念能從小深植學生 心理師辦理團體心理諮商。
林縣毒防中心與布袋戲偶洽商反毒代
心中。
預防三、
預防三、四級毒品施用者進階施用：
四級毒品施用者進階施用：
言、嘉義縣及嘉義市毒防中心針對八
在特定場所的反毒宣導方面，臺

目前列為第三級毒品之 K 他命為臺 家將及陣頭等宮廟團體辦理反毒宣導
北市、桃園縣、雲林縣、臺南市毒防中 灣近年越趨氾濫的毒品，為協助三、四級 等等。
心則推動無毒營業場所標章或認證、 毒癮者戒癮，避免進階施用一、二級毒
結語：
結語：
無毒遊憩場所、拒毒場域認證等，鼓勵 品，如何落實毒品危害講習成效，便是一
綜上所述，毒品種類及藥頭販賣手
八大行業或特定遊樂業業者自主自 項重點業務。因此，各地多以多元創新方
法不斷推陳出新，各縣市毒防中心作
律，創造健康安全之休閒娛樂環境。 式辦理，如宜蘭縣及桃園縣毒防中心，結
為防毒前線，更需掌握這些資訊並發
合當地中醫師公會，提供中醫穴位、調氣
就業服務方面：
就業服務方面：
展出相對應之毒品防制創新作為，以
為使藥癮者順利復歸社會，各毒 運功自體療法、中醫體質分析諮詢等服 減少毒品新生人口，並協助藥癮者避
防中心多結合府內各單位及民間團體 務，藉此提升藥癮者心理層面與健康認 免復發，順利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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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地檢署「擁抱刺蝟、解讀年輕的心」102 年暑期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新北地檢署洪明宗觀護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為深化 將破土而出，緊緊握住自己活著的道 文創藝術融入法律教育，由故事人物到
青少年法治觀念，推廣法治向下紮根， 理，飛向天際。
真實案例，讓法治教育活動變得生動、有
特別結合新北市政府新莊區公所及新
本次活動搶先觀賞該片第九集，其 趣，可謂是該署本年度青少年預防犯罪
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藉由【公視戲 內 容 故 事 結 構 完 整，呈 現 出 " 刺 蝟 男 宣導的一大特色。活動最後在與會民眾
劇-刺蝟男孩全國巡迴】活動，播映該劇 孩"本身的精神，即所謂的青少年犯罪問 說 出 法 務 部「戒 毒 成 功 專 線 0800-770一集影片，讓全國民眾更加了解青少 題及教化。
885」，即有機會獲得一份文具小禮物後
年成長的心路歷程，提供師生、父母及
片後由新北地檢署執行觀護輔導 圓滿結束。
孩子一個新的教育思維。

工作的觀護人，分享影片觀賞心得及藉
該劇男主角和友人在獄中狹路相 由三個實務案例-「美麗中邪記」、「心
逢，他們有著相同的矯健身手和狂野 中的小惡魔」及「男孩不壞」，與參與
衝勁，三個男孩比狠、比帥、比義氣， 觀眾分享日常生活，因不好的習性或不
比老天生人不平等的這一口氣，現在 妥的紓壓（娛樂）方式，無意中造成藥
又比上了鼓，比上了呼吸，比上了專 物濫用的情形，青春因此變調。
注，比上了對一個女生溫柔，為她成
本次活動由影片欣賞到青少年犯
全、為她擔待…最後男主角在必爭之 罪問題探討及預防，是新北地檢署在推
處聽見師父密如春雨的擂鼓，他們即 展法治教育工作上的新思維規劃，藉由

反毒有獎徵答

屏東地檢署暑期大學校院在學學生實習心得
實習生 周佩蓉
參加活動，了解世事
實習的過程，像是一個海綿慢慢 參、參加活動，

釋一年後，妻子將與其重逢，一家團聚；

在實習的過程中，參與了署內導覽、然而，因為多起竊盜案件犯罪手法與其
感覺，是小小的負擔，但心中卻有大大 入監宣導、家扶青年與檢察長有約活 相同，致使男主角遭受家人排斥、上司懷
的滿足。有人說，時間是魔術師，實習 動、犯罪預防宣導活動、酒癮控制團體 疑…。自己以生態系統觀點來分析主角
吸收不同的水分；有點重量在身上的

結束的那天，我終於懂了這句話。六周 與家暴團體見習等活動。不同樣態的活 的處境，也結合了標籤理論、梅根法案、
實習的時間，居然可以讓我的知識、經 動，不同人格特質的主辦者讓自己視野 媒體識讀等議題探討片中的各個向度。
驗、眼界和心態產生巨大的轉變。
更加廣闊；也認識更多不同行業的人。 藉由撰寫此份報告的機會更加了解不同
壹、專業課程，
專業課程，充實知識
實習第一周，是扎穩馬步的開始，

肆、見習約談與訪視，
見習約談與訪視，培養膽識
在實習過程中，見習觀護人的約談

理論的異同；亦學會統整自己的想法，
以有邏輯的方式呈現。

安排學習各種專業的課程，透過這些 與訪視，發現每個人與個案的相處模式 陸、結語
觀護人與個案會談時間很少，要做
課程，了解到原來觀護業務不只是監 都不盡相同，不同的模式有其優缺點；
督與輔導個案，更有許多專案，如緩起 但只要是出於善意，我想都是好的輔 諮商很困難，而且也不是每個個案都想
要多談。在實習期間，改變我對觀護人工
訴、緩刑、假釋、性侵(電子腳鐐)、社 導、監督模式。
會勞動服務、修復式正義等需要推動 伍、專題製作與影片分析，
專題製作與影片分析，增進邏輯推 作的想像，其實要做到輔導，不一定要侷
限於諮商的脈絡和規則，只要「問對問
辦理。
理能力
貳、參訪機構，
參訪機構，增加見識

一、專題製作：本次撰寫主題為「離島

題，讓個案有所反思」就是好的輔導，這

也是敘事治療強調的重點。再者，我認為
參訪是實習的一部份，參訪的機構 地區毒品犯罪模式之研究—以琉球鄉
地檢署的環境也不適合進行諮商，空間
包括高雄女監、高雄二監、屏東監獄、 地區為例」，經由督導夏觀護人細心的
感覺較為拘謹，不容易放鬆。
屏東看守所、高雄戒治所、社會勞動機 指導，讓我們漸入佳境，對於資料的蒐
我覺得觀護工作真是良心事業，可
構-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以及司法保 集更加熟悉；學習如何從多篇論文中
以馬馬虎虎帶過，也可以仔細去執行每
護據點-快樂聯盟。雖然參訪時舟車勞 擷取重點。
頓相當累人；但是透過與不同機構的 二、影片分析：針對日劇「control」第八、一個環節。用在我們學生的身分上亦是，
交流和學習，得到不同領域知識的成 九集作影片分析。片中敘述身為更生人 充實自己不一定是為了成績，而是為了
自我的成長和專業的增進。
長，這些疲累也就微不足道了。
的男主角，在出獄後努力工作，等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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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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資訊站-幸運市集傳愛心
幸運市集傳愛心，
幸運市集傳愛心，更生人重振家族窯場
中秋節前夕，臺灣更生保護會新
北分會與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其日常生活及健康狀況，其中有在夜
市賣鬆餅，透過勤奮學習及巧手烹飪，

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為關心弱勢更

以一家沒有名字的鬆餅店創造出好口

生家庭，共同舉辦「更加觀馨迎中秋」幸

碑。

運草市集特賣會活動，活動中除集結臺北

活動現場氣氛熱絡，對於受保護

看守所等監所應節產品外，另有更生創業

管束人及更生人能克服環境及舊習問

貸款人、自行創業之受保護管束人及更生

題，走出灰暗，迎向新生，讓人留下深

人、馨生人等事業產品，讓更生人主動走

刻印象。

進社區行銷商品，藉此肯定其更生的價值
外，也讓民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果。

會場中還有來自鶯歌陶瓷世家的小
呂（化名），小時候叛逆，對繼承家族

活動首先由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

陶瓷產業興趣缺缺，後來因誤交損友

進會所組成「青春歌舞團」，以動感熱

入獄，認識才藝班的陶藝老師，而在摸

舞迎接嘉賓到場，並邀請曾經因暴走

到陶土的那一刻，體認到父親對家族

犯下錯誤的藝人顏正國，以其近年努

產業的堅持，出獄後便主動跟著叔叔

力學習書法後，由迷失的好小子，走向

學陶 。現在的他，透過陶藝陶冶出耐

文藝創業家的心得分享，其為感念各

心，已不再是家人眼中的浪蕩子，而是

界的愛與包容，特於現場展現書法藝

幫著父親重振家業，讓自家的陶窯重

文專長，以更生揮毫、展現不放棄的

新燃起希望。

愛，與同樣參展的更生人共勉。

揮毫授贈儀式

蔡榮譽主任委員表示，本次舉辦的

新北分會榮譽主任委員蔡碧玉

監所及更生人事業產品的市集活動，提

（新北地檢署檢察長）偕同新北分會

供更生人與社區、民眾對話的機會，讓

曾委員、榮觀協進會李理事長接力敲
開幕，並逐一到攤位巡禮，仔細聆聽更

社會了解更生人，逐漸改變社會民眾對 小呂（
小呂（右）在叔叔（
在叔叔（左）的幫助下，
的幫助下，重
更生人與其家庭的偏見，相信高牆不是 振家族窯場
振家族窯場，
，
距離、幸運來自努力。(摘自中國時報報

生人的創業過程並給予鼓勵，更關心

導)

響愛心鑼，為幸福草市集特賣會活動

反毒活動剪影-「
「新 high 革命，
革命，護苗戒 k 行動」
行動」記者會
臺中地檢署蔡宗熙襄閱主任檢察官
臺中地檢署與臺中市政府衛生局於 育局及教育部臺中市聯絡處等人員參 下罰鍰，並應接受4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
102 年 9 月 3 日上午假市政府文心樓 3 樓 與，地檢署則由檢察長楊秀美率領主任 的毒品危害講習；需協助戒K民眾，也
會議室舉辦「新 high 革命 護苗戒 K 行 檢察官、檢察官、觀護人參加。蔡副市 可透過0800-770-885戒毒專線，24小時幫
動」記者會，啟動青少年戒癮計畫，將 長表示本計畫由各單位共同參與，一起 助大家逃離毒魔的手掌心。
幫助 150 位 18 歲以下青少年，
免費前往 為青少年戒除毒害而努力。楊檢察長則
中國、中山、榮總、童綜合等 4 家醫院 在會中提到辦理這項計畫相當有意義，
做 K 他命的戒癮治療，幫助 150 個家庭 希藉由這個機會可以喚起社會大眾對
於毒品侵害的重視，此外地檢署將運用
找回毒惑中的孩子。
根據臺中市統計，102 年 5 月~6 月 緩起訴處分金來推動青少年戒癮計畫
護苗專案中，共計查獲 266 人，其中未 的施行，讓查緝與醫療緊密結合。
成年青少年及學生計 52 人，經檢驗結果

團隊成員並於記會中共同演出護苗

發現有 27 人施用 K 他命，
占未成年青少 戒 K 行動短劇，說明緝毒後與戒毒計畫
年及學生 52%，有相當的比例；因此， 之聯結及 K 他命對大腦損害，並導致膀
有必要在查緝外，再加強未成年青少年 胱纖維化容量變小，引發頻尿症狀。
生、心理的保護措施。

市府衛生局提醒：依毒品危害防

記者會由市府副市長蔡炳坤主持， 制條例K他命屬於三級毒品，依規定無
並有衛生局長、警察局長、社會局、教 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
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3

同心協力齊反毒

法務部「
法務部「2013 結髮(法)一輩子」
結髮(法)一輩子」法治教育競賽結果
鑑於近幾年來國內東南亞新住民與 因為犯罪而在服刑中，但精緻的畫作，能 與生活情境，勇於創作，不但體現政
府機關的用心，對生活在異鄕的東南
移工的人數迅速成長，因為文化背景不 從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更屬難得。
同，及對我國法律的不瞭解，誤觸法律的
本次參與評審的專家，包括蔡惠子 亞弱勢族群，亦屬一大鼓勵」，法務
狀況時有所聞，為保護這群新成員，預防 律師、世新大學蕭湘文教授、插畫家吳騏、 部除了得獎者外，每位參賽者都會致
他們犯罪或被害，法務部從去(101)年開 四方報顧問張正及保護司科長吳永達，評 贈紀念品，以鼓勵東南亞新住民踴躍
始即結合世新大學附設台灣立報社(即 審們一致認為「東南亞移民、移工身處經 參與政府公益與法治教育活動。
四方報)，以在臺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為 濟與文化弱勢，法務部能在尊重異國文化
對象，共同辦理「結髪(法)一輩子」法治 的基礎上，以同理心鼓勵其融入本土法律
教育漫畫徵件競賽，今年為第二次舉辦，
雖然徵件對象限於生活條件弱勢且對台
灣法律陌生的東南亞新住民族群，但仍
有50件精緻的作品參賽，而且件件都充
滿豐富的南洋異鄉風彩。
此次徵件競賽活動，主題除涵蓋反
毒、反詐騙、反酒駕、反貪、人口販運、
家庭暴力、性別尊重等法治與人權面向，
並納入預防被害、法律扶助等司法保護
議題，可謂包羅萬象。
獲獎的第一名作者，是越南籍的看
護工陳氏桃，她的雇主是個業餘畫家，阿
桃在照顧雇主之餘，也隨雇主學畫畫，很
有天分的阿桃以反毒為主題的畫作，得
到評審最高評價；而第二、三名，分別是
來自臺北監獄及桃園女子監獄的泰國籍
與菲律賓籍受刑人作品，他(她)們雖然

第一名陳氏桃（
ào）
第一名陳氏桃（Trần
Tr n Thị
Th Đào
ào）作品，
作品，越南籍看護工，
越南籍看護工，現居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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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社會救助業務之主管
機關得否請求財政部財稅
資料中心提供投資人持股
資料以辦理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資格認定業務？
低收入戶資格認定業務？

關要件(個資法第 15 條第 1 款、第 16

公共利益之必要，公務機關並無違

條但書第 1 款、第 2 款規定參照)

反個資法。
三、民意代表或民意機關要求公務
機關提供懲處人員名單：

A ：社會救助法第 44 條之 3 第 1

Q ：民意代表基於問政需要，
民意代表基於問政需要，
要求公務機關提供資料，
要求公務機關提供資料，公務
機關可否提供？
機關可否提供？

項規定：「為辦理本法救助業務

一、民意代表要求提供受公務機關補

政使用時，係為增進公共利益，屬

所需之必要資料，主管機關得洽

助之法人資料：

於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應符個資

公務機關將其懲處人員名單，
提供民意代表作為監督公務機關施

請相關機關提供之，各該機關不

行政機關及其內部單位名稱等有

得拒絕。」是以，社會救助業務

法。

關法人之資料，並非個資法所欲規範

四、惟民意機關或民意代表就所取

之主管機關依社會救助法第 4

之個人資料，不適用個資法。另公務

得(蒐集)之上開個人資料，仍應在

條、第 4 條之 1 規定，為辦理審

機關有關支付或接受補助之資料，屬

使用(處理、利用)手段、方式等層

核認定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

於政府資訊公開法所定應主動公開之

面，注意比例原則，避免無端外

資格而為個人資料之蒐集，而財

政府資訊，自應予以公開之。

洩，以符個人資料保護目的。

政部財稅中心就其保有之個人資

二、民意代表或民意機關要求公務機

料提供主管機關辦理低收入戶及

關提供聘用人員名單：

中低收入戶資格認定業務，以避

公務機關將已聘用人員名單，提

免資格審核不正確，影響國家社

供民意代表作為審查公務機關預算使

會福利資源之合理分配，分別符

用時，雖屬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惟係

合個資法蒐集、處理及利用之相

為落實民意機關之監督，符合為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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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

騙

新

手

法

未 到 期 門 號 退 租 免 違 約 金 ， 小 心 老 梗 詐 騙 手 法

並稱收到後會門號解約 申辦門號時外流而遭不法利用。
門號沒在用，協助取消免付違約 16,000 元違約金，
警方呼籲，如有取消門號之需求，務
金？邇來發生詐騙集團以此說法，要 並退回之前款項共 21,600 元。數日後楊
求被害人先墊成本費用，事後再行退 經理又來電，指稱同事多開 1 張 21,600 元 必至電信公司之營運據點申辦，勿聽信
費為由行騙，利用宅配公司之代收款 的支票，要劉先生再寄 21,600 元，之後一 「無須付違約金」等藉口，而透過不明人
併退還 43,200 元。之後又來電要陳先生 士代辦。(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服務降低出面取款曝光之風險。
家住彰化劉先生因與經銷商在 再支付 11,200 元，之後一併退還 54,400 局反詐騙宣導網站)
有糾紛情形下辦理 2 支手機門號，因 元。數日後接到自稱該電信公司財務部
而前往電信公司申訴，並在保留 2 支 陳經理來電，指稱 54,400 元財物異常，要
手機門號情形下達成和解，之後接到 求陳先生與楊經理各支付 4 成的保證金，
自稱該電信公司的門號處理部門楊 陳先生此時才驚覺可能遭騙，經與電信
主任的電話，指稱接獲太多經銷商不 公司朋友聯絡，才確認遭到詐騙，總計被
當行為誘騙消費者辦理門號，所以總 騙 54,400 元。
公司要求強制解除劉先生這 2 個門

根據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102

號，不過因劉先生之前收到 2 支手機 年上半年遭類似手法詐騙件數 15 件，損
贈品，應以現金 5,600 元付清，請陳先 失金額為新臺幣 102 萬 8,700 元整，因歹
生將錢放入信封袋寄送，陳先生依指 徒清楚掌握被害人名下門號等相關資
示辦理。之後楊經理要求陳先生支付 訊，不排除被害人之個人資料係於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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