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保護電子報 十一月號十一月號十一月號  

         為避免刺青造成更生朋友重

生的阻礙，法務部特別結合長庚

醫療財團法人（以下簡稱長庚醫

院）專業醫療資源免費為有需求

之更生受保護個案及其子女免費

除去刺青，並於本(102)年10月21

日上午假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舉

辦第1場術前說明會，邀請林口長

庚醫院許仲瑤醫師向出席除紋的

更生朋友及家人們說明整個治療

過程、注意事項及身體反應，以

降 低 恐 懼 感。保 護 司 朱 司 長 兆

民、長庚醫院社會服務處林處長

秀峰及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

李榮譽主任委員海龍（新北地檢

署代理檢察長）都特別到場支持

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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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創新作為-擺脫印記、浴火重生 

 法務部結合長庚醫院免費提供更生人除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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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部分更生人刺青多係因年

少衝動、思慮不周所下的決定，造

成日後家庭、親子及人際關係負面

影響，甚至求學、求職受阻，或不

敢結交異性朋友，加上雷射除去刺

青費用昂貴，非大部分更生人家庭

所能負擔。法務部特別在今年5月間

結合長庚專業醫療團隊免費為有需

求之各地檢署保護管束個案及各地

更生保護會之保護個案免費除去刺

青，總計篩選出126名更生朋友（林

口長庚40人、嘉義長庚33人、高雄長

庚25人、基隆長庚28人），預估投入

醫 療 經 費 將 高 達 新 臺 幣 一 千 多 萬

元。並定於本年10、11月間在長庚醫

院林口、嘉義、高雄及基隆等4個院

區分別各舉辦1場術前說明會。 

        長庚醫院自99年起即分別與

高雄少年法院、桃園及基隆等地

方法院合作，免費投入青少年除

刺青服務，迄今已近4年，總計已

有一百多名青少年受惠，成效良

好，受到社會大眾的高度的肯定

及關注。 

        法務部保護司朱司長致詞時

除感謝長庚醫療團隊大力支持，

促成本項有意義的活動外，也感

謝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主辦本次

術前說明會，並勉勵出席除紋的

更生朋友，一定要好好把握住這

個難得的機會，咬緊牙關，勇敢

地完成整個療程，同時也拜託各

地檢署觀護人及各地更生保護會

工作同仁運用各種方法陪伴、鼓

勵並且督促更生朋友們完成整個

療程，以避免前功盡棄。  

更生 

左圖：術前說明會 



 

司法保護訊息-犯保屏東分會 102 年「全馨支持」馨生人家屬支持團體 
犯保協會屏東分會陳姿君秘書 

         馨生人在遭受犯罪被害事件後，

身心受到重大衝擊與疲憊，為協助馨

生人心靈獲得「再生力量」，犯保屏東

分會辦理「全馨支持」馨生人家屬支持

團體，藉由團體成員生命分享中，使得

支持、共擔、面對沉重的被害事件及其

所引發的生活壓力。 

        本（102 年）年度辦理之家屬團體

乃透過「家族系統排列」模式，協助馨

生人探究「家庭」成因之影響及事件如

何影響家庭，讓馨生人真實體驗家庭

對自己、家人及周遭人士之影響。 

       家族系統排列，主要傳達「系統」

概念，每個人都不是孤獨的活著，是彼

此互相依賴、扶持而成長，因此犯保屏

東分會藉由此種人際共生型態，讓馨

生人瞭解被害事件所產生的情緒與改

變，其皆不應由單一成員獨自去面對及

承擔；更甚者能讓馨生人看到事件發

生後家庭系統上或犯保成員大家共同

承擔、支持與面對的樣貌，使馨生人在

生活上對被害事件帶來的影響重新獲

得詮釋，進而產生改變動機，重拾對人

生、社會及自己的關愛與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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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小故事-只要努力，就會被看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佐理員 陳沁儀 

        社會勞動人阿誼因同事聚會小

酌，心存僥倖的阿誼酒後仍騎機車返

家，途中遭警酒測，因酒測值超標，法

院判她違反安全駕駛罪要服刑 3 個月，

檢察官考慮阿誼沒錢繳納罰金，在不

影響阿誼家庭及工作的情況下，准她

改服社會勞動。 

        阿誼原本從事飯店房務清潔工，

地檢署觀護人室依其所長及居住地安

排她到花蓮縣文化局協助環境維護。

阿誼原本工作月休僅 4 天，近日又因同

事車禍無法代理其工作，一度讓她無

法兼具社會勞動與工作，但個性開朗

樂觀的她總是說一定會安排時間執行

勞務，所以只要有排休就會盡量以執

行勞務為主，執行期間態度積極認真。 

        阿誼從小父親管教態度嚴謹，養

成她對生活周遭要求的標準都很高，

此外，多年房務清潔工的經驗更讓她

對環境的要求錙銖必較，一點塵灰或

異味， 她都無法容受，務必達到盡善盡

美，漸漸的，阿誼工作認真的態度也影

響到其他執行勞務的同學，文化局也

因為阿誼的加入，周遭環境整潔獲得

民眾高度的肯定。 

        阿誼與父母、姐姐及 5歲女兒同住，

每月需負擔部分家用、女兒學費及本身

開銷，此時，阿誼卻因為努力執行勞務

致使自己的工作陷入危機，文化局表演

藝術科課員邱浩全先生得知後，為感謝

阿誼對勞務負責態度，主動提供科內假

日清潔工及舊鐵道清潔工的工作機會，

解決她面臨失業的窘境。 

        阿誼說，之前的工作對於自我要求

來說習以為常並沒有特別的感覺，但這

一次卻是因為自己犯錯在執行勞務當

中被發現、被肯定，生命重新燃燒的感

覺讓她覺得很開心也很喜樂。 

        現在還在執行勞務的阿誼，為了不

辜負這些重視她的人，她說她一定會努

力工作，並把勞務執行完，阿誼特別感

謝花蓮縣文化局表演藝術科所有同仁，

希望所有跟她一樣犯錯執行勞務的同

學們，也能從中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 

        阿誼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不要

怕因寪自身的渺小而被忽略，只要努

力，自己的價值就一定會被看見。  

左圖：成員共同承擔與支持 

下圖：團體進行情形 

上圖：執行社會勞動情形 



 

護鷹專案動起來，檢警民宣誓守護候鳥決心 
屏東地檢署陳愛順觀護人屏東地檢署陳愛順觀護人屏東地檢署陳愛順觀護人屏東地檢署陳愛順觀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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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灰面鷲、紅尾伯勞等候鳥遭違

法獵捕的事件仍未盡絕，屏東地檢署李

主任檢察官宛凌、陳分局長膺方於 10 月

3 日假滿州分駐所，邀請墾管處李副處

長登志、蔡技士乙榮、森警隊邱偵查正

文震、墾警隊倪副隊長連樹召開「102 年

護野鳥反獵鷹」聯合誓師大會，展示守

護野鳥決心。 

       每年8月至10月，許多紅尾伯勞鳥、

赤腹鷹、灰面鵟鷹陸續抵達。雖然政府

三令五申不得獵捕，且佈下重重警力查

緝、送辦，但警察和獵鳥人「你追我跑」

的戲碼依然年年上演。自 9月 1 日起至

10 月 3 日止，內政部警政署國家公園警

察大隊墾丁警察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

聯合查獲違法捕捉紅尾伯勞案件，計查

獲非法捕獵紅尾伯勞鳥案件 9件 49隻，

拆除 181 支非法捕獵工具「鳥仔踏」及

鳥網 4張。 

        李主任檢察官對於此亮眼的績效

讚譽有加，並感謝屏東縣警察局、森林

警察隊等單位的配合外，也對滿州里德

護鷹巡守隊，主動加入守護候鳥的工作

表示肯定，相信檢警民齊心守護候鳥，

必能發揮加乘效果。李主任檢察官並表

示，屏東縣農業發達，更有賞鷹等國際

級的觀光資源，必須宣導及查緝雙管齊

下，才能杜絕地方獵鷹陋習，吸引更多

觀光客到滿州賞鷹。她強調，違法獵捕

者，若情節重大者，不排除聲請法院羈

押，並求處重刑，以收嚇阻之效。並藉

此機會呼籲國人請勿捕捉、宰殺、販賣

候鳥或保育類野生動物，違者依野生動

物保護法規定，可處新臺幣六萬以上三

十萬以下罰鍰，更冀望來台之「嬌客」

每年皆能平平安安的過境。 

        陳分局長則表示警方已經安排大

規模的巡山活動，利用便衣埋伏、制服

盤查進行候鳥棲地的巡邏，並將推行護

鳥三不－「不捕抓、不食用、不買賣」

政策，呼籲民眾支持與維護這有意義的

工作；除了自身不違法獵捕外，應勇敢

檢舉違法捕獵的嫌犯，並能獲得新臺幣

一仟元至十萬元高額的檢舉獎金。 

        滿州鄉公所古秘書榮福認為，持續

推動巡守護鷹及帶客賞鷹的導覽活動，

提供村民謀生賺錢的一條生路，相信在

不久的未來，村民將會自覺守護候鳥是

件重要工作，體認護鳥與生活生計息息

相關，到那個時候，政府自然退場，民

間順勢接手，保育及經濟同時併存的景

象自然而生。 

       誓師活動最後安排與會貴賓率領車

隊遊行村里宣誓護鷹，共同宣示守護候

鳥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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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不舞林毒不舞林毒不舞林毒不舞林」」」」街舞大賽街舞大賽街舞大賽街舞大賽    

       本部結合台北地下街辦理「要玩不

藥丸．要high不藥害」毒不舞林街舞大

賽，即日起到102年12月1日接受報名，

分為「青少年組」與「社會組」，並

預訂於12月28日假台北地下街12號廣場

舉辦比賽。 

        比賽相關規定為： 

一、參賽人數：每隊限1至8人。 

二、報名隊數：青少年組15組、社會組15 

        組，總計30組，額滿為止  

三、參賽時間：每隊以3分鐘至5分鐘   

        為限(超過5分鐘斟酌扣分)。 

四、參賽音樂：比賽當天由各隊自行 

        準備音樂CD或MP3檔，報到時繳 

        交至報到處。 

五、參賽內容：以反毒創意為主結合 

        時下流行舞蹈(hip-pop) 為主，如 

        Jazz、Breaking、Locking...等。 

六、評選方式： 

       (一)舞蹈技巧40%   

       (二)服裝造型20%  

       (三)反毒題材創意20% 

       (四)團隊默契20%  

       比賽總獎金為新臺幣72,000元，歡

迎各路舞林高手踴躍報名參加。 

上圖：宣誓活動 

上圖：車隊遊行 



 

快訊報馬仔快訊報馬仔快訊報馬仔快訊報馬仔----司法官學院 犯研中心成立司法官學院 犯研中心成立司法官學院 犯研中心成立司法官學院 犯研中心成立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於102年7月

組織再造為司法官學院，並正式設置犯

罪防治研究中心，成為培育我國司法官

搖籃，更兼理國家重要犯罪問題調查、分

析與研究等刑事政策智庫角色，其職掌

如下： 

一、犯罪問題與情勢之調查、分析及研 

        究。 

二、犯罪統計資料之蒐集及分析。  

三、刑事政策之研究、評估、諮詢及     

        建議。  

四、犯罪問題學術研討活動之籌辦。  

五、犯罪研究刊物之發行。  

六、其他有關犯罪防治研究事項。  

        而為了讓犯罪防治研究中心將來

能與學術界與實務界形成策略聯盟，共

同描繪國內犯罪狀況之整體圖像並提供

對應刑事政策的整合服務，該中心除了

每年將持續編印發行「犯罪狀況及其分

析」、「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

以及「兒童及少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等

專書外，未來努力方向如下： 

一、撰寫「犯罪防治研究發展白皮書」，   

       定位組織發展願景與努力目標。 

二、設立「犯罪防治研究諮詢會議」，跨 

       域整合學術與實務能量，促進國內外   

       犯罪問題防治與研究交流，並提昇國 

       家推動刑事政策的精準度與執行力。 

三、建立「刑事政策網路平台」，發展、 

       整理、分類國家犯罪防治研究論文， 

       並整合連結國內外相關網站，以自動 

       化服務，推廣刑事政策資訊化發展。 

四、研議「獎勵碩博士生撰寫犯罪防治研 

       究論文」可行方案，引導犯罪防治研 

       究發展量能，並培育犯罪問題研究人 

       才。 

五、主動對外發表政府刑事政策的各項研 

      究成果，建立與社會友善溝通的行銷 

      管道等面向，積極規劃，期能對國家 

      重要犯罪研究及因應對策，作出整體 

      性與長遠性的擘劃。  

       為提昇政府制訂與執行各項刑事政

策及犯罪防治效能，中心每年亦將持續

徵求「刑事政策與犯罪研究論文集」稿

件，相關訊息請洽：02-2311-1298或02-

21910189轉7369。或

yangyf@mail.moj.gov.tw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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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政政政

策策策策

宣宣宣宣

導導導導

專專專專

區區區區    



 

 Q：個人資料於蒐集之特定

目的未消失前，當事人是否

得請求刪除其個人資料？  

A：依個資法第11條第3項規定，個

人資料即使於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

後或期限屆滿時，於有但書規定之

事由時，仍得不予刪除、停止處理

或利用個人資料，至於蒐集之特定

目的尚未消失者，縱當事人依個資

法第 3條規定請求刪除其 個 人資

料，蒐集主體仍得於原蒐集之特定

目的必要範圍內，繼續為個人資料

之處理或利用，而不須刪除，且無

個資法第11條第3項但書規定之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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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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於線上訂房頁面

與旅客登記卡加以註記即可為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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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

條第1項第2款參照），應於蒐集之特

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利用；如使用於

非原蒐集之特定目的之行銷或分析等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則應有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各款情形之

一，始得為之（如第6款「經當事人

書面同意」）。 

(二)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

6款所稱「書面同意」，指當事人經

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

用目的、範圍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

影響後，單獨另為之書面意思表

示；且該書面意思表示如係與其

他意思表示於同一書面為之者，

蒐集者應於適當位置使當事人得

以知悉其內容並確認同意（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7條第2項及施行細

則第15條參照）。是以，如於旅

客登記卡或線上訂房之頁面註

記，仍應符合上開「書面同意」

之規定，始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

用。 

(三)另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

失或期限屆滿時，原則上蒐集者

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

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第3項參

照），併予敘明。  

(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個人資

料保護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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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 騙 新 手 法  
電 子 郵 件 辦 案 詐 騙 手 法 再 現 ， 小 心 別 上 當 ! ! 

一步查詢…，請協助我們調查，以免帶來

不必要的麻煩。詐騙事件成立，請查照附

件詳情。」吳先生看到 email內容一度以

為真得是警察局發出的正式公文，趕緊

去電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查證，市警局告

知該發文字號並非警察局所發出的公

文，而後再向 165確認是詐騙手法後，才

放心地將信件刪除。 

        年初假警察辦案之電子郵件，於上

個月又再度現蹤，歹徒疑似掌握當事人

姓名及電子郵件帳號，以假檢警方式進

行詐騙，且郵件還另有附加檔案，恐挾帶

病毒，以攻擊收件者的電腦，竊取更多個

人資料。 

        警方呼籲，檢警單位辦案，會以掛號

或警察親送的方式送達正式公文書，絕

不會以傳真或電子郵件處理，另外，不輕

        今(102)年初 165接獲 6通檢舉電

話，均是民眾收到以臺北市政府警察

局為名義發出的電子郵件，除要求收

件者配合辦案外，還有附加檔案。上

個月又有民眾接獲相似的電子郵件，

請民眾務必提高警覺，切勿點選附加

檔，以免誤中木馬病毒。 

        臺北的吳先生於上個月接到一

封主旨為「吳○○調查函－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的電子郵件，寄件者署名

陳安銘警員，郵件內容則是經濟詐騙

事件成立通知書，全文以公文書方式

呈現，內容如下：「近日接一市民到

我警局舉報壹宗經濟詐騙案件，警方

已經就這宗案件進行調查，…請和我

們保持聯酪（應為絡），9月 2 日前請

回覆郵件，以便邀請妳返回警局作進

易開電子郵件附加檔、不隨意點選網站

連結，是資訊安全的重要原則，有任何與

詐騙相關的疑問，歡迎撥打165反詐騙諮

詢專線查證，以防受騙。(摘錄自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反詐騙宣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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