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保護電子報 十二月號十二月號十二月號  

       今年是臺灣更生保護會成立 68 週

年，11 月 12 日假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舉辦「火鳳凰  生命的奇蹟」－第 68 屆

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暨更生美展。活

動特別邀請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陳檢

察長守煌(兼任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

護會董事長)、臺中市胡市長志強、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楊檢察長秀

美，以及來自全國各地檢察機關及監

所首長暨各界來賓出席。 

       102 年榮獲行政院獎牌有：黃忠

交先生、張永裕先生、王信豐先生、財

團法人優人文化藝術基金會、吳月冠

女士、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洪青桂女士、林芳榮先生、陳芳文先

生、曹一驥先生等 10 位；榮獲法務部

獎牌和獎狀有：財團法人吳仲亞先生

教育慈善基金會等 14 位；獲頒臺灣更

生保護會獎牌有黃國祥先生等 17 位；

另有社團法人臺中市慈心慈善會等 81

位獲頒臺灣更生保護會獎狀。該等受

獎人均長期出錢出力，致力更生保護

工作，著有績效，犧牲奉獻的精神值得

嘉勉和感謝。 

        為持續推動更生保護在地化服務

創新與活化方案。並結合行政院勞委

會職訓局辦理假日市集；結合長庚醫

療財團法人免費提供更生人除紋服務

專案。陸續開辦各地安置處所及社區

多元職能訓練專班，培訓更生人一技

之長，提升其就業機會。並推出挺進幸

福系列活動包括：「食分幸福 福氣饗

宴」-苗栗、臺中、彰化、南投分會安

置處所聯合美食技訓成果展、「創藝無

限‧創業無界」－文創及藝術達人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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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及「大手牽小手‧幸福齊步走」～溫

馨家庭選拔活動。藉由前開活動關懷及

肯定更生人自我價值外，也讓社會大眾

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果。 

        更生保護會輔導更生人開創事業，

經歷年之努力，涵蓋中小企業主及各類

型微創業，其中不乏從事文創藝術類。因

此該會辦理文創及藝術達人選拔活動，

其中江明德等 8 位更生人列為評選通過

名單。特別於本次慶祝大會典禮上頒獎

表揚，予以正向肯定及鼓舞。 

        近年更生保護會推動更生人家庭支

持服務方案。藉由家庭支持服務延伸更

生保護工作，並將年節關懷活動，由監所

內延伸至監所外社區辦理，廣邀更生人

及其家屬參與。諸多成功案例經由地方

媒體採訪報導，真實顯現更保服務成效。

因此該會辦理溫馨家庭選拔活動，其中

陳慧珠等 3 個家庭列為評選通過名單，特

別於慶祝大會上表揚。 

        而為擴大社會大眾對更生保護業務

之瞭解及支持，現場同步辦理更生美展，

包括「創藝無限‧創業無界」-文創及藝術

達人作品聯展；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才藝舍坊學員鄧朝鴻「火鳳凰」雕塑作

品展；藝術達人李承翰教導犯罪被害

人子女習畫三年來教學成果之「日光

畫室」師生聯展，以及法務部矯正署臺

中監獄才藝舍坊學員歷年來得獎作品

與中部地區矯正機關收容人教化藝術

作品及自營作業產品展覽。參展創作

藝術品豐富多元，琳瑯滿目，美不勝

收。   

        展望未來，更生保護會期許複製

成功的經驗，開發更多對更生人實質

助益之業務，除規劃成立實體商品展

售中心僱用更生人銷售外，並繼續開

辦符合職場需求的技訓專班，另成立

多元化安置輔導業務，強化更生輔導

員專業職能訓練。期盼大家以實際行

動關懷及接納更生人，讓更生種籽深

耕、散播、生生不息。 

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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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保協會屏東分會 

  犯罪被害人（下稱馨生人）於犯

罪被害事件後，面臨了被害的創傷與

悲痛，此時又得面對不甚瞭解的訴訟

流程，在雙重處境下，往往讓馨生人處

於慌亂與不安的惶恐中。有鑑於此，犯

保屏東分會提供「一路相伴-法律協助」

服務計畫，協助馨生人於司法過程中

之問題，透過專業律師之服務，削減馨

生人的不安與害怕。 

       犯保屏東分會於民國 99 年開始進

行「一路相伴-法律協助」律師服務項目，

至今（民國 102 年）合作律師對馨生人

之服務業已熟稔，為使該會律師服務項

目更加貼近馨生人需求與提供更完善

之服務，該會李主任委員昭仁率領專任

人員協同六位合作律師共同開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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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律師合作過程中對於本業務有無其

他建議或改進方法。律師多方建議，如於

審查階段可以讓律師評估給予何種協助

較為妥當，方此才能使犯保更實質上協

助到家屬。因此透過會議討論，更使該會

律師扶助業務符合馨生人需求與實質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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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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更多民眾了解及認識犯罪

被害人保護的業務及組織，犯保屏東

分會特別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月舉辦

『Love Here~犯罪被害人保護月』才藝

競賽暨宣導活動，邀請青年才子針對

犯罪被害保護之主題設計舞台才藝表

演，讓被害人保護業務主題，可以透過

更多元的方式令民眾了解。 

本次活動除了才藝表演之外，還

有獎品豐富的有獎徵答活動，透過有趣

的有獎徵答，增加民眾對於犯罪被害保

護知識的充實，發揮社區有愛相助的精

神，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可以立即得到

協助；另外犯保屏東分會還特別邀請

知名魔術師表演魔術秀、摸彩活動等，

多樣化的內容，聚焦民眾的目光，增強

犯保協會的能見度。 

       犯保屏東分會榮譽主任委員林慶宗

及主任委員李昭仁特別親臨現場給予支

持及鼓勵，林榮譽主委勉勵大家：「政府

推動犯罪被害保護業務行之有年，犯保

協會長期以來為了馨生人的權益努力，

創造溫馨的社會需要大家的力量，若是

周遭有因犯罪被害而有需要協助者，請

積極與協會連絡，充分運用社會資源，讓

溫情充滿人間。」  



 

更生保護節慶祝剪影-更生調酒師、牧師迷途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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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11月15日

慶祝更生保護節，邀請曾因殺人被判

刑12年，出獄後經過苦練，拿到國際

調酒大賽冠軍的劉龍武先生，及在毒

海浮沈20年，藉由宗教戒毒成功，目

前協助人遠離毒品的姚鴻吉牧師分享

人生經驗，為更生人鼓勵、加油。 

       16歲那年，劉龍武因參與械鬥殺

人遭判刑 12 年定讞，前後到過少觀

所、台南 監獄、明陽中學及 嘉義監

獄，在明陽中學期間，開始接觸調酒

也改變一生；出獄後發誓不再走回頭

路，透過苦練，在99年拿到國際調酒

大賽大專花式組冠軍。 

       目前劉龍武晚上在夜店擔任調酒

師，上午則到和春技術學院任教，教

導學弟妹調酒技巧，有時會回到少觀

所及明陽中學，分享自己努力向上故

事，他說，知道迷失會造成難以挽回

的後果，除不希望再度陷入泥淖，也

以過來人身分要迷途的人找到出口。 

        在屏東輔導所擔任牧師的姚鴻吉

先生，18歲便接觸毒品，曾在毒海浮

沈20年，也進出監獄6次，直到藉由宗

教力量開始遠離毒品，他在海內外協

助毒品人口戒毒。 

        姚鴻吉說，許多父母頻頻指責子

女吸毒，但不知道他們也很痛苦，自己

親身感受這樣的無助，所以利用陪伴心

理來幫助毒癮發作的伙伴，更教導製作

香腸、肉鬆靠習得一技之長，迎向新

生。(摘錄自102年11月16日中國時報) 

更生保護節慶祝剪影-更生技訓成果，歡喜慶開幕 
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結合嘉義

監獄、嘉義看守所等機關團體，長期投

注於更生人技藝訓練，終於獲得豐碩的

成果。更保嘉義分會特別以「火鳳凰─

生命的奇蹟」為主題，在嘉義地方法院

檢察署一樓大廳展出更生人技訓成果，

並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舉行開幕

儀式，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張

檢察長斗輝、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羅榮譽主任委員榮乾(嘉義地檢署羅檢

察長)、嘉義地方法院陳院長朱貴、嘉義

監獄陳典獄長進豐、嘉義看守所吳所長

永杉及其他社會各界人士都到場祝賀，

盛況空前。 

        本次展出作品包括歐風鄉村彩繪、

押花創意、書法、石雕、公仔模型、交

趾陶等，內容豐富多元，其中石雕作品

生動自然，係更生朋友吳忠益先生之精

心創作，吳先生現為嘉義市石雕協會的

監事，他憑藉著對於石雕藝術的熱衷與

喜愛，運用靈巧的雙手，一斧一鑿地雕

刻出俏皮靈巧、維妙維肖的石猴，令人

讚嘆。本次展覽會場，並設有更生市集

區及咖啡休閒區，提供民眾於參觀時，

有休憩的小空間。 

       更保嘉義分會羅榮譽主任委員榮乾

致詞表示，特別感謝三位石雕老師張五

達、吳忠益、蔡錦同老師的熱心參展，

有他們共同展出使成果展更加豐富多

元。更感佩更生朋友吳忠益先生，以石

雕創作展現其生命價值，給予其他更生

朋友做一個好榜樣，羅榮譽主委鼓勵其

他更生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

找到屬於自己的優勢去發揮，必能擁有

一片廣闊天空。 

        臺南高分檢張檢察長斗輝也表示，

更生保護會長期以來結合監獄及看守

所為受刑人及更生人辦理許多技藝訓

練，期待能加強更生人的技能，使其出

獄後得以順利回歸社會，而社會各界給

予更生人的關懷，亦是其成長的原動

力，呼籲社會各界踴躍為更生人開啟

「善意之門」。 

        活動中，更保嘉義分會羅榮譽主任

委員及張檢察長一起為歐風彩繪半成

品題字，吳忠益先生特別將所製作之

「守護」作品致贈給更生保護會，期待

能共同守護更多的更生朋友，協助他們

復歸社會。 

        本次更生成果展覽希望透過藝術

作品的美，連結你我的心，共同表達

對收容人與更生人的認同與關懷，進

而體現出包容、尊重的真諦，創造和

諧、溫馨的社會。  

左圖：臺灣更生保護會屏

東分會邀請調酒師劉龍武

（左）及牧師姚鴻吉經驗

分享，鼓舞更生人勇於迎

向新生。 

上圖： 

張檢察長及羅榮譽主任委員共同題字 

上圖：致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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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夏『漫』活，創意說『畫』」-

102年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

徵稿活動，於 11 月30 日(星期六)上午 

10時30 分，假台北地下街 12號廣場

(Y3、Y4出入口)舉行頒獎典禮。各組前

三名及五位佳作係由法務部羅瑩雪部長

親自出席頒贈獎狀、獎品與精心訂製的

紀念T恤，嘉勉得獎學子，鼓勵其持續

繪畫與創作，並邀請家長與師長一同來

分享得獎的榮耀與喜悅。  

        為增進兒童少年犯罪預防的觀念，

本部結合國語日報社、台灣少年權益與

福利促進聯盟，在今年暑假舉辦「炎夏

『漫』活，創意說『畫』」102 年暑期少

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吸引了全國

各地的國小、國中及高中學生，藉由手繪

四格漫畫的創作過程，學習預防犯罪的

正確觀念。 

徵稿活動從 7 月 1 日即開始進行徵

件，共有 944件漫畫作品投稿，包括國小

A組(一至三年級)241件、國小 B組(四至

六年級)418 件、國中組 151 件、高中組

134 件。參賽學生作品關注的主題前 3

名，分別為物質濫用之毒品犯罪及菸酒

問題、校園霸凌、竊盜及搶奪等財產犯罪。 

活動邀請對美術、漫畫領域學有專精

之專家學者擔任評選委員，其中更特別邀

請今年甫獲金漫獎終身成就獎的曹俊彥

老師參與評審。許多作品都展現出純熟的

繪畫技巧及令人會心一笑的幽默創意，評

選委員一致認為，本次參賽作品水準相當

高，其中不乏高手級作品參賽。經過 3 階

段的評選後，最後選出 32件的得獎作

品。 

       為讓社會大眾有機會欣賞到這

些饒富童趣的創意漫畫，特別與台

北地下街合作，自11 月 30 日起，將

這些精采的得獎作品，在12號廣場

(Y3、Y4出入口 )進行為期3週的展

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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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部長與得獎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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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結髮(法)一輩子」法治教育漫畫作品側寫-第五名 

逆境自強，鍾亞梅筆劃人生 
四方報記者蔡秉諭 報導  

        開車來到彰化縣員林鎮，由於門

牌紛亂，一時竟然找不到住址，詢問附

近鄰居，想不到他們不僅告訴我如何

走，還表示鍾亞梅已經告訴街坊鄰居今

天將有記者來採訪，讓我們有受寵若驚

的感覺。 

       採訪的當日，正好是中秋節連假，

家家戶戶都在烤肉，到達鍾亞梅的家門

口時，正好也在擺設烤肉器具，出來迎

接我們的是一位穿著印尼傳統服飾、披

著傳統圍巾的女性，她就是本次「結髮

一輩子」比賽的得獎人鍾亞梅。一見到

我們，就熱情地邀請我們入內，並拿出

親自製作的印尼零食請我們享用，有一

點像洋芋片，但味道剛好，不油不鹹，

讓人百吃不膩。 

       鍾亞梅來自北蘇門答臘的棉蘭市附

近，是印尼華人，已經嫁來台灣16年，

丈夫於三年前因病逝世，獨立撫養兩個

女兒，平常早上要去菜市場的豬肉攤做

生意，下午再去有需要的人家協助打掃

賺取額外生活費。一年前，她開始從附

近的教會索取印尼四方報，原本去年也

想參加「結髮一輩子」競賽，但是延誤

了報名時間而作罷，因此今年不管怎樣

也要參加。她利用晚上空閒時間，使用

各式各樣的畫具，有水彩、螢光筆和金

粉銀粉，一筆一畫道出心情，一共花了

兩個月才完成這件作品。 

        展開作品，她開始娓娓道來作品

背後的故事，每一則故事都是周遭人的

親身經歷。第一則是在印尼發生的故

事。一名女性朋友原本家境富裕，卻因

命運捉弄，經商的父親遭人騙錢，導致

負債累累，抑鬱而亡，母親也因為受不

了打擊而過世，瞬間家道中落，因而她

本人也開始放蕩形骸，與朋友縱情聲色

場所而染毒，為了購買毒品而販毒，最

後遭到警方逮捕而入獄。第二個故事是

關於一名女性印尼移工，第二次來台工

作時遇到十分苛刻的雇主，與第一次大

相逕庭，不只限制外出，還禁止使用電

話，最後無法忍受而逃走，在逃亡生涯

中與一台灣男子相遇，獲得該名男子收

留，但該名男子在沒錢後即將她賣到酒

店，她不幸遭酒店客人傳染愛滋病，後

來被遣返回印尼時，更將疾病傳染給老

公。第三則是一名婚姻移民的故事，遠

渡重洋嫁到台灣，卻遇人不淑，老公嗜

酒好賭，時常發酒瘋毆打老婆和小孩，

女方長期處在強大精神和肉體壓力之

下，一度想上吊自殺，最後是朋友報警

並苦勸她才制止這一場悲劇。第四則

故事述說印尼勞工持刀威脅仲介，起

因是仲介收錢卻未替該名勞工辦妥相

關手續。第五則故事則是告誡要小心

最近十分盛行的簡訊詐騙。 

        圖畫底端還寫下警語，而這也是

鍾亞梅的處事原則：「生活中要處處

小心，遇到逆境要堅強，時時樂於助

人。」雖然現在生活並不寬裕，但喜

歡烹飪的她，每當社區舉辦任何活

動，總是自願料理一道又一道的道地

印尼料理招待大家，順便推廣印尼文

化。這次我們來訪，她從早上就開始

準備招待我們的印尼食物，有薑黃飯

(nasi kuning)、印尼咖哩(kari)、巴東豬

肉(rendang babi)等，琳瑯滿目地擺在

桌上，每一道都讓我們大開眼界，薑

黃飯配上精心製作的擺飾，而一旁的

印尼咖哩味道濃郁，充滿南洋風，讓

我一連吃了三碗薑黃飯。離別前，除

了讓我們每一道料理都打包一些回去

讓家人品嚐，還贈送親手製作的印尼

辣醬，我們也鼓勵她有機會一定要參

加烹飪比賽，讓大家嚐嚐她的手藝！

(轉載自四方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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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作 

品 

鍾亞梅身著印尼傳統服飾，迎接記者 



 

 Q：民眾委託業者(例如超商)

「代客兌獎」或「代領中獎

發票之獎金」時，中獎民眾

與 業 者 間 成 立 何 種 契 約 關

係？業者要求民眾在發票背

後登載中獎者個人資料，是

否違反個資法？  

A： 

(一)民眾委託業者(如：超商)

代為兌獎或代領獎金，屬於

委託兌領獎金之委任契約關

係。 

(二)營利事業業者屬個資法所

定之非公務機關，業者依個

資法規定基於上述委任契約

關係之特定目的(代號069)，

即得以於委託兌獎之必要範

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中獎

人之個人資料。惟營業人辦

理代為兌獎業務之相關個人

資料檔案安全維護措施，應

6    

注意個資法施行細則第12條規

定。 

Q ：考選部辦理各項國家考試，

為審查應考人應考資格，與國內

學校機關介接交換報名應考人

學歷資料查驗作業，是否符合個

資法規定？   

政府機關辦理國家考試，與內

政 部 戶 役 政 系 統及國 內 高 中

（職）以上學校，共同辦理資

訊交換平臺，實施應考人報名

資 料 檢 核，係 基 於「試 務 行

政」特定目的，執行考試法規

所定職務，於審查應考人應考

資格必要範圍內，自得合法為

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個資法第

15條、第16條規定參照)；另應

考人進行國家考試網路報名系

統報名，均經告知並需填具同

意書始得進行報名，同意書雖

以電子方式為之，倘足以確認

當事人意思表示，並有可為

證 明 方 式，即 具「書 面 同

意」之效力(個資法第7條第2

項、施行細則第14條、第15

條、電子簽章法第4 條第2項

規定參照)，從而戶役政機關

及各級學校將應考人個人資

料提供考選部查驗，即符合

個資法第 16條第7 款、第20

條第1 項第6 款「經當事人

書面同意」之情形，而得合

法為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外

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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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 路 跨 國 投 資 潛 藏 詐 騙 陷 阱 ， 要 小 心 ! ! 

察聯絡官協助下，陪同「小珍」赴馬國商

業刑事偵查局完成法定報案程序後，馬

國警方展開偵辦。案經 20 多日來之偵查，

已於同 (102) 年 25日展開行動，緝獲馬來

西亞籍女性嫌犯 IZRINI一名，惟其他奈

及利亞籍共犯在逃，馬國警方目前正循

線擴大偵辦中。  

        刑事警察局分析發現，此類詐騙案

件發生相當頻繁，平均每個月都會接獲

數起請求協查海外匯款帳號之詐騙案

件，詐騙集團所用收款帳號多設於馬來

西亞。而被害人大多為知識分子，具備英

語溝通能力，損失金額最高達新臺幣千

萬元，詐騙者則多偽裝成來自英國、愛爾

蘭籍等先進開發歐洲國家、具有雄厚財

力背景之白領階級或高知識份子，使用

英國國碼 +44 或馬來西亞國碼 +601 開頭

        我國及馬來西亞警方跨國合作，

破獲一起「奈及利亞 419」投資詐騙

案，被害人總計遭詐騙損失美金近 80

萬元。  

        被害人「小珍」(化名) 於去 (101) 

年間經由網路認識自稱是馬來西亞

某國油公司工程師之 Lewis男子，以

熟悉投資管道及趨勢為由，引誘李女

進行跨國投資，隨後再以投資工程請

款、匯款作業出問題等藉口，誘拐「小

珍」前後兩年總共受騙匯款美金近 80

萬元，「小珍」為查證馬國相關單位

真偽，於今 (102) 年 10 月初自行前往

馬來西亞進行訪查，發現該詐騙集團

所稱之相關單位均為虛設，始察覺受

騙，遂向我外交部駐馬來西亞處尋求

協助，經刑事警察局派駐馬來西亞警

之人頭卡手機門號與被害人聯絡取信於

被害人，俟交往一段時間後，利用被害人

身陷跨國戀愛情節之同情憐憫心進行詐

騙，要求被害人將款項匯款至馬來西亞。 

        刑事警察局表示隨著網路世界帶

來無遠弗屆之便利性，此類跨國網路詐

騙案件層出不窮，有些案例被害人遭詐

騙損失甚至是向友人借貸而來，受騙後

造成精神上與經濟上的雙重壓力，身心

受創極深。刑事警察局呼籲國人，透過網

路交友，要小心謹慎，切勿輕信片面之

辭，或貪念對方錢財而受騙。民眾若有發

現疑遭詐騙，請向刑事警察局 165 反詐

騙專線查詢及或就近向轄區警察局報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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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