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社會底層的正義社會底層的正義社會底層的正義社會底層的正義，，，，才是才是才是才是

真正的正義真正的正義真正的正義真正的正義 

        臺灣是個移民型多元文化融合的

社會生活體系，經統計國內外籍配偶、

勞工、新住民子女人數已累計超過 80

萬人。雖然移民型態社會，會帶來豐富

多彩的生活內涵，但不同文化植入共

同社會體系的過程中，難免會有一些

適應與磨合問題；尤其是如果新移入

的人口數，遠不如主流人口，且多集中

在每天必須為生活拼搏的社會底層，

政府就有責任站出來，捍衛可能因為

生存條件不對等，所可能產生的「社會

不正義」現象。 

        另外，新移入人口大部分集中在

女性，政府從促進性別平等發展，保障

人權的角度，更必須當作是一種政策

使命來加強推動、落實。因此，法務部

在 101 年即思考如何進一步透過合適

的宣導管道，從預防犯罪的角度，加強

提升東南亞新住民朋友們的法律常識

與自我保護觀念，於是有了與《四方

報》的嶄新接觸。 

《《《《四方報四方報四方報四方報》》》》接洽過程接洽過程接洽過程接洽過程————因為心因為心因為心因為心

純純純純，，，，所以叫人心動所以叫人心動所以叫人心動所以叫人心動    

     《四方報》為國內唯一在臺製作，

以東南亞語為主，中文為輔之定期刊

物。《四方報》名稱的由來，意在連結

散居於臺灣四面八方的移民移工，透

過報紙版面做為平台，集結這群相對

弱勢的族群，一則相互打氣慰藉，一則

爭取自身的權利。2011 年曾獲得卓越

新聞獎基金會頒發社會公器獎的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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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行政院優異性別平等成功案例— 

         「結髮(法)一輩子」法治教育漫畫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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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司保護司保護司保護司    

四方報辦報理念，相當符合法務部希望

採取互動方式，強化新住民法律常識的

宣導目標，雖然宣導經費有限，但因有共

同理念，且經多次走訪，終於讓該報同意

共同推展這項公益活動。 

       活動主題鑑於大部分新住民朋友，是

因為婚姻關係，遠渡重洋而來共結連理，

有了愛的結晶，基於這份難得的情緣，我

們希望他們來台，瞭解臺灣的法律，珍惜

臺灣的親情，有幸福美滿的未來，所以，

這項法治教育宣導活動，就連結引用「結

髮一輩子」，定調為「結髮(法)一輩子」

法治教育漫畫競賽。 

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耕者有其耕者有其耕者有其耕者有其「「「「甜甜甜甜」」」」    

1、執行內容—嚴選創作主題 

       本專案在 101 年辦理時，主題包括：

1.反毒、反貪。2.反詐騙、人口販運、家庭

暴力。3.性別尊重等人權、生命、法治與

預防被害。4.法律扶助等其他合適之法律

議題。作品需使用越南文、泰文、印尼文、

柬埔寨文、菲律賓文（Tagalog，非英文）

之任一文字。102 年除提高獎金額度，並

調整參與對象，直接納入外籍配偶第二

代，另外，使用文字增加緬甸文，並再納

入實證經驗上，新住民朋友必須特別注

意的婦幼保護、酒駕與網路犯罪等議題。 

        雖然新住民朋友必須從現實的辛苦

生活中，再付出心力，並於艱澀的法律規

定中尋找靈感，勇於創作，難度頗高，從

在這二年的徵件活動中，除有東南亞新

移民、移工、新住民第二代(即新臺灣之

子)透過母親參與投稿外，更有誤觸臺灣

法律，正在服刑的受刑人參賽。得獎作品

中所展現充滿趣味的異國風情與純真的

生命表現，深獲評審激賞。， 

執行價格不高執行價格不高執行價格不高執行價格不高、、、、價值很高價值很高價值很高價值很高    

        針對外籍移民移工，以其母國文

字進行法治教育宣導算是一大創舉，

特別是法律觀念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中，已是艱澀難懂的條文規定，要將這

些法律觀念轉換為東南亞語文，讓來

自不同國籍的新住民瞭解，更具難度，

值得慶幸的是，四方報能在自身財源

亦屬拮据的情況下，鼎力支持，達到開

拓全新行銷管道，強化新住民法律觀

念的預設目標。 

在社會需要的地方看見政府的在社會需要的地方看見政府的在社會需要的地方看見政府的在社會需要的地方看見政府的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隨著民主化的發展，政府部門職

權在「行政革新」的思潮下，都逐漸提

昇成「服務型」的運作模式。原本多偏

重於社會公義維護的傳統檢察工作核

心價值，在近年來，亦逐步增加了關注

社會弱勢族群發展的服務效能。性別

平等的精神，除了主張不同性別應有

平等待遇外，亦強調對不同性別的尊

重與關懷，這樣的理念，尤應貫徹到離

鄉背井、遠道而來的新住民朋友身上，

希望透過這份心力，累積點亮性別平

等貼心服務的量能與熱情，引起更廣

大民眾及新住民朋友對臺灣法律的認

識，讓大家更和諧地融入臺灣多樣生

活的風情與感動。  

更生 

 司法保護電子報    



 

司法保護訊息-「溫情山城溫情山城溫情山城溫情山城、、、、煥然馨生煥然馨生煥然馨生煥然馨生」 」 」 」     

         「         「         「         「102102102102 年度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年度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年度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年度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 

        為表彰熱心公益人士及團體協助

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之貢獻，激

勵社會大眾參與協助之認同感與榮譽

感，法務部於12月9日下午假苗栗縣政

府文化觀光局中正堂辦理「102年度表

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有功人士及團

體大會」，羅部長到場頒發獎牌並致詞

慰勉。 

        本年度計表揚財團法人現代婦女

教育基金會、台灣展翅協會 2 團體，及

詹景全醫師、王燦槐教授、李昭仁先

生、王秀芸女士、張登科先生、吳秀蘭

女士、莊火旺先生、柯基生先生、杜淑

娟女士、林俞妙律師、劉明泰先生、蔡

文財先生及林元德先生等 13 位對被害

人保護工作有特殊貢獻之專業人士及

志願服務工作者。 

        羅部長表示，做志工是與他人分

享精力與時間；捐錢是與他人分享自

己的財產，「分享的人生觀」讓我們有

更寬廣的心去體會別人的傷痛。目前臺

灣已經有超過百萬名的志工，有 4萬多

個非營利組織，一起投入公眾服務，這

種服務、關懷的核心價值，是我們珍貴

的資產。 

       羅部長強調，本年度表揚 13 位民間

人士及 2個團體，在性侵害、家庭暴力

犯罪及人口販運被害人等類被害人保

護卓有績效，而被害人保護工作的複

雜，亟需醫界、學界及社福團體等共同

投入。羅部長同時也向長年來投入被害

人保護服務志願服務工作者致意。 

        另外，我國留學生林芷瀅於日本

遇害，促成了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修正通

過，將國人在國外遇害納入扶助及保

護，使類似的案件可以獲得保障，擴大

我國對犯罪被害人的保護範圍，可說是

我國被害人保護的里程碑。林爸爸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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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延續女兒平日捐款善行，將領得之

扶助金新台幣 20 萬元全數捐給犯罪被

害人保護協會台中分會，化小愛為大

愛。 

        本次活動由苗栗地檢署及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苗栗分會承辦，並邀請苗栗

在地藝文團體表演，苗栗縣立國樂團、惠

風舞蹈團、苗栗縣音樂發展協進會-黃桂

志客家合唱團等，精彩的演出，讓參與活

動的貴賓及志工，充分感受客家在地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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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保護訊息-更保苗栗分會入監就業媒合暨監所技訓成果展                                                                                                                                                    
                                                                                                                                                                                                            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為使苗栗監所收容人出監後能順

利就業，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及

苗栗就業服務站結合苗栗看守所於本

年 12 月 11 日上午共同辦理「脫胎築夢

收容人就業媒合博覽會」，讓即將出所

收容人能順利就業媒合無縫接軌。 

        苗栗分會運用司法保護資源帶領

著涂記農場更生事業和更保貸款創業

成功的「福將人力派遣公司」及更保委

員邱建民先生的複合式農場再加上觀

護人協進會所提供的林園食品公司和

苗栗縣工業會等11家廠商計提供80名

額的職缺，本著一起做公益、找人才、

助更生的理念共襄盛舉。這些苗栗分

會協力廠商的熱誠感動在場的收容人

熱烈求職登記報名，計有 58名收容人

現場媒合就業成功，他們承諾出監後

一定前往協力廠商處上班。 

        苗栗分會鄭主任委員榮坤鼓勵監

所同學求職心態調整為先求有再求

好，本次就業博覽會只是一個起步，未

來順利工作才是真正的目的。鄭主委以

更生保護會輔導創業成功的油漆大王

蔡永富先生為例，出監返家重新歸零，

向更保創業貸款 20萬元，努力成為現在

每年營業額 6億元的大事業，所僱用 600

多位員工中有 4~5成是更生人，以實際

行動直接幫助更生人及其家庭。另外，

本次熱情參與提供許多職缺及自費蓋

房舍免費提供求職更生人住宿的福將

人力派遣公司負責人廖國泰先生也是

更生保護會輔導創業成功發願回饋社

會的更生人最佳伙伴，已協助超過 100

位更生人就業，社會上有他們的熱誠支

持更顯處處有溫情。 

        本次就業媒合活動完畢後緊接著

辦理收容人傳統小吃、美容、木雕、機

車修護等技訓班結訓典禮及成果展示，

現場學員展示所學成果，到場來賓及協

力廠商都能感受到學員學習的用心和

改變的動力，更願意提供職缺聘用學員，

將監所無縫接軌就業媒合和更生保護緊

密銜接，以落實協助受刑人出監後立即

銜接就業的輔導工作，達到辦理就業博

覽會和技能訓練之最大效益。  



 

臺中更保榮獲第臺中更保榮獲第臺中更保榮獲第臺中更保榮獲第 12121212 屆金舵獎團體特別獎屆金舵獎團體特別獎屆金舵獎團體特別獎屆金舵獎團體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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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灣 更 生 保 護 會 臺中 分 會 以仁

愛、關懷全方位的為民服務，陪伴更

生人得以安居樂業，與時俱進辦理業

務創新服務或特色方案，於歷年法務

部司法保護評鑑屢獲佳績之具體優良

事蹟。獲 中華民 國 觀 護協會總會 推

薦，經金舵獎複審委員會審核通過，

榮獲第12屆「金舵獎」團體特別獎。       

         會中由法務部保護司朱司長兆

民、臺中地檢署楊檢察長秀美、臺中

地院陳院長東誥，分別頒發金舵獎獎

座、紀念獎牌及得獎證書予臺中更保

王主任委員錦賜，臺中更保同仁也共

同分享這份榮耀。  

 

司法保護個案分享- 
更生人逆轉勝更生人逆轉勝更生人逆轉勝更生人逆轉勝，，，，職訓再出發職訓再出發職訓再出發職訓再出發––––更生個案職訓心得分享更生個案職訓心得分享更生個案職訓心得分享更生個案職訓心得分享 

                                                                                               桃園地檢署觀護人余如珊 

       我今年四十歲，過去因為吸毒，先

後入獄四次，服刑超過十年，「重獲

自由的那一刻，我多麼希望從此有一

個不同於過去的生活，生命得到反

轉！」相信這是絕大部分的更生人共

同的心聲。然而當時，我卻面臨了中

年失業以及缺乏一技之長的困境。多

次去找工作，不是被打回票，就是沒

有下文，人海茫茫，我真的不知自己

能夠做什麼？哪種工作適合我？ 

        年齡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

「缺乏一技之長，就去學啊！」當下

的直覺告訴我，沒有是人天生就會

的。就這樣，我開始積極地蒐集這方

面的資訊，而參加職業訓練便是最直

接的管道。 

        職訓課程含括相當多的類別，首

先你得找出想要參訓的課程，這方面

需依照自己的興趣、資格、學歷、實

用性…等去做初步的評估，然後再一

一的做篩選。當時我選擇了水電節能

實務和室內設計兩種課程，然而，它

們卻是職訓裡頭最熱門的課程之一，

光是報名的人數就已將近三百人，錄

取人數每班僅有 30人，不但我對這些

課程是完全陌生，還得經過筆試與口

試才能擠進這扇窄門…等，可以說還

未報名，就已先打了退堂鼓！ 

       不過，這些都是不必要的考慮，

「你不懂，其他人也不懂；重點是如

何讓自己比別人多懂一些，你就錄取

了！」方法無它，就是要多方去蒐集

相關的資訊，例如上網或到書局去找

相關課程及題庫，並且多花心思研

讀。筆試這關通過了，才有進一步面

試的機會。我當時也是絞盡腦汁製作

自傳和履歷，並且不斷的模擬練習表

達的方式，也不需去避諱自己更生人

的身分，只要誠懇的陳述就好。到了

甄試的那兩天，我果然獲得相當高分

的成績，而且兩個類別都錄取了，最

後我選擇了綠色水電節能實務班，就

此展開為期半年，一共 900個小時的

課程。 

        如願以償參加職訓後，我便痛下

決定，要利用這半年的時間好好的學

習，為了更有效分配時間、專心於課

業，以及減輕日常的花費，我還向中

心申請住宿，得以在每天下課之後去

做運動，鍛練健康的身體，以及在夜

間自修。另外，只要參訓的時數符合

勞委會規定，更生人還可以申請職業

訓練的生活津貼（需向更生保護會申

請開立證明）。 

        職訓中心有非常好的學習環境和

師資，在那裡半年的時間，我就陸績

考取了五張專業證照，其中更生人可

以補助三次參加技能檢定的費用。到

了結訓時，我不僅以第一名的成績結

業，後來更獲得勞委會職訓局職訓中

心的推薦，代表中心參加全國職場達

人盃技能競賽，榮獲工業控制類第三

名的成績；另外也獲臺灣自來水工會

聘任為檢定訓練課程的助教，就此跨

出就業的一大步。爾後，陸績有許多

工作機會找上門，我則選擇了在職業

訓練時的相關職類，讓所學得以銜接

並且發揮專長，目前公司為建物裝修

及水電空調的承裝業，承攬公共工程

的機電工程，我則擔任機電管理工程

師的職務，收入和工作都相當的穩

定。 

       我聽桃園地檢觀護老師說，有不少

更生人都想去參加職訓，不是一開始

就缺乏信心而卻步；要不就是擠不進

職訓的窄門。我想與各位朋友分享我

的經驗，若你想要改變，就要勇敢的

跨出這一步，切莫躊躇！最重要的是

調整自己的態度，改變態度才能改變

人生；一切歸零，重新（心）開始。

你不是一定要去職訓，但參加職訓是

一條通往就業的管道，你也可以尋求

其他社會資源的協助。不要在事先就

預設自己喜歡做什麼、不喜歡做什

麼；有許多的事情，都要去嚐試或者

接觸過了之後，你才會發現原來他是

這麼地適合自己。過去我也曾經與各

位有同樣的困惑與恐懼，但是我走過

來了，並且靠著加倍的努力，取得證

照、參加競賽獲得優異成績還有找到

穩定的工作，慢慢的自信也回復了。 

       我們不僅不該妄自菲薄，反而更得

清楚和誠實的去面對自己在這方面的

缺失，將它當成是一種力爭上游，時

時督促、勉勵自己，要比別人更加的

謹慎、謙卑和努力。如果心態上不改

正，就算勉強進入了職訓中心，只是

為了消磨時間，或是領取每個月不多

的補助金，那麼將來你還是會再次面

臨相同的困境。 

        身為更生人並沒什麼可恥的，重

點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我們不會被

外部力量擊敗，除非我們讓自己從內

部摧毀；事實上我們最大的敵人不是

別人，而是自己！「自助、人助、天

助」是更生人應有的認知，唯有自己

努力，別人才會給你機會，上天也會

眷顧自助與自愛的人。 



 

小故事小故事小故事小故事、、、、大啟發大啟發大啟發大啟發----一筆一刀一畫一筆一刀一畫一筆一刀一畫一筆一刀一畫，，，，澄心見性澄心見性澄心見性澄心見性，，，，重見漆彩人生重見漆彩人生重見漆彩人生重見漆彩人生    
                                                                   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     

       小江曾因結夥搶劫被判刑18年入獄

服刑，期間加入監獄的「雕塑心靈之美技

訓班」，開始接觸藝術創作，師承黃映蒲、

黃雲瞳、史嘉祥、陳佑端、楊美玲等美術

老師指導，透過各領域名師之細心指導，

發現自己放下屠刀竟然美術，漆器、繪畫

均拿手。 

        小江以優良成績從監獄技訓班結

業，擅於蒔繪、鏍鈿以及雕塑等技法，作

品工法細膩、用色鮮活、格局開闊、方圓

自成，在獄中接下很多向監獄趕製的漆

器訂單，教過他的台中監獄美術老師黃

映蒲回憶說：「很驚訝，教了之後發現他

是天才」。   

        2008年底小江假釋出獄，一度待業

茫然，後來遇到昔日同監舍的「大哥」，

改變際遇，小江開懷說：「人家說在裡面

會愈關愈壞，但我卻遇到貴人，大哥介紹

我接下南投草屯寶島時代村彩繪的案

子，從此一帆風順。」時代村的彩繪主題

是懷舊、復古，小江如魚得水、一炮而紅，

還娶回美嬌娘。小江並在更生保護會臺中

分會協助下，獲聘為台中民俗公園首位進

駐的民俗藝師，經 10幾年創作經驗累積，

漆器創作與繪畫才藝結合，融會貫通後創

作之路更形寬廣，作品已更趨成熟，獲獎

無數，他的畫作曾入選過全國美展，亞洲

大學為找日本名建築師安藤忠雄設計藝

術館，帶去日本的禮物，就是小江的漆器

作品。個性豪邁的小江受訪時直言：「我

不怕公開我是更生人的身分，不要怕，更

不要放棄自己。」  

        平日創作之餘，小江隨時積極充實

自我，體認到「學有專精」的重要性，在

輔導老師黃映蒲鼓勵下，繼續深造，於大

學美術班膠彩創作組進修，增加美學專業

知識學能，並勤習書法，發揮創意巧思，

融合美術、書法與漆器工藝之美，創作出

個人獨特風格之作品。 

        目前小江將藝術與生活上結合，成

立藝術彩繪公司，承作豪宅、學

校、機關的大型彩繪工程。現在的

小江是公司員工中的好老板、妻子

眼中 的好丈夫、女兒心中 的好爸

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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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導專區政策宣導專區政策宣導專區政策宣導專區    

反毒活動訊息反毒活動訊息反毒活動訊息反毒活動訊息----「「「「要玩不藥丸 要要玩不藥丸 要要玩不藥丸 要要玩不藥丸 要 highhighhighhigh 不藥害不藥害不藥害不藥害」」」」    
                             2013                             2013                             2013                             2013 台北地下街台北地下街台北地下街台北地下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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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倡反毒理念，鼓勵青少年從事

正當休閒活動，28日法務部和台北地下

街合作社於台北地下街 12 號廣場聯合

舉辦「毒不舞林」街舞大賽，現場熱鬧

滾滾，吸引許多民眾駐足觀賞，感受年

輕學子青春、熱情、精采的舞蹈及傳達

不接觸毒品的決心。 

        台北地下街合作社近年來為吸引

人潮、帶動商機，努力改善相關設備，

以減少街友群聚、降低環境髒亂情形，

並規劃開闢表演及練舞專區，供青少年

朋友免費使用。現任盧寶鐘理事主席因

感受到現在年輕人課業壓力重，外在誘

惑多，為提供發洩精力的管道、鼓勵培

養正當娛樂，提醒社會及青少年朋友，

不但要遠離毒品，更要懂得如何用健康

的生活方式來保護自己，讓毒不上身，

因此秉持社會責任，連續第二年和法務

部攜手合作辦理「要玩不要藥丸  要

high 不藥害-毒不舞林」街舞比賽，。 

        競賽活動以反毒為主題，由參賽者

自行設計舞碼，邀請專業舞蹈名師、專

家學者擔任評審；計胝有 30 組青少年、社

會人士報名參賽。最後成績出爐，社會組前

三 名 分 別 為 Funky  Love、Raiders、

Passionaire。青少年組與最佳反毒創意則分

別由士商舞研、耕莘十字 Hip-Hop 街舞、

Around Heart、肢體犯罪及雙胞胎獲得，因

為參賽隊伍表現優異，成績難分軒輊，評審

團們實在難以取捨，最後在理事主席同意

加碼奬金下，青少年組第 3名增額 1隊，總

獎金價值高達新台幣 81,000元。 

        活動邀請「九天民俗技藝團」開幕表

演，氣勢磅礴的鼓聲，一開始即帶來熱血沸

騰、震撼人心的感動。而活動在法務部保護

司司長朱兆民、盧寶鐘理事主席、立法委員

丁守中、許添財等帶

領現場嘉賓啟動「反

毒街舞大賽活動」儀

式後正式展開。朱司

長在賽前致詞時表

示：許多年輕朋友

是因為好奇、無聊，

甚至是朋友的慫恿，

而誤用毒品，從民國 96年起吸毒人口

年齡層逐漸下降到 18 歲至 24 歲青少

年，這是很令人擔憂的現象。而曾在

「陣頭」電影中擔綱演出之「九天民

俗技藝團」團員瑪莉亞也一併呼籲青

少年，吸毒一點都不酷，一定要勇敢

拒絶毒品。 

       最後是藝人小炳的模仿演出，小

炳也分享兄長-大炳走上吸毒之路及

戒毒過程中的點點滴滴，提醒青少

年朋友絶對不要好奇試用，也不要

以為自己可以控制毒品，因為往往

到最後都是被毒品控制而無法 自

拔，自毀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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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結髮(法)一輩子」法治教育漫畫作品側寫-第四名 

憶兒時越南漫畫，丘氏綾妙筆巧繪故鄉情 
四方報記者李岳軒 報導  

        帶著「結法一輩子漫畫比賽」第四名

的作品，我南下嘉義拜訪作者丘氏綾。在

路邊的一家咖啡店碰面後，她迫不及待

的拿出好幾本繪本，全是她一筆一畫手

工繪製的。「這本是教導小朋友用的、這

本是介紹越南文化用的，這本是畫給我

婆婆的……。」丘氏綾的繪本畫風溫馨、

人物生動活潑，每本都讓人為之驚豔，想

不到在嘉義的鄉下，住了一位厲害的越

南素人漫畫家。 

        丘氏綾是越南華僑第三代，原籍中

國福建省的祖父當年為討生活，移民到

越南南部做生意，進而落地生根。祖父要

求子孫在家裡都要講家鄉話，因此丘氏

綾從小就能講福建話、廣東話、越南話跟

中文普通話，多語優勢讓丘氏綾大學畢

業後順利當上導遊，負責接待來越南旅

遊的國外觀光團。某次帶台灣團時她與

現任丈夫邂逅，戀愛數年後丘氏綾決定

嫁來台灣，跟丈夫定居在嘉義 20多年，

如今孩子都上大學了。 

        喜愛繪畫的丘氏綾說，她們家兄弟

姊妹從小愛看越南漫畫，連帶影響她與

弟弟丘子龍（現居苗栗，亦獲得本次漫畫

比賽佳作）的創作畫風。身兼文化老師的

她也將這項興趣結合到工作，將做人處

事道理、華人習俗與越南文化做成一本

一本的手工繪本，讓學校裡的小朋友樂

於吸收與了解。丘氏綾的繪本全用手工

製作，在這電腦繪圖風行的年代更顯難

得。 

        拿起在這次比賽得獎的作品，丘氏

綾回憶創作動機：「我家附近的鄰居家

庭，丈夫在聚會後酒醉駕車，撞死另一個

家庭的丈夫，不但被關進監獄，還讓自己

跟死者雙方的家庭都支離破碎……。」剛

好她在《四方報》的臉書上看到「結法一

輩子漫畫比賽」的活動訊息，便花了一星

期將這段真人真事畫成四格漫畫，提醒

大家不要因一時貪杯，最後造成無法彌

補的傷害。 

        在她的繪本作品裡，有一本「共此

一世祖孫情」最特別，這是獻給她已過世

的婆婆，她說：「我剛嫁來台灣時很不

安，怕跟婆婆處不好，想不到溫柔的婆

婆對我非常好，我生孩子後她還幫我

帶孩子長大，因此我決定為她、也為孩

子製作一本紀念她的繪本。」看著一張

張婆婆的照片，丘氏綾留下一篇篇思

念婆婆的文字，再搭配意境深遠的插

畫，令觀者無不動容。 

        去(101)年內政部的「新移民火炬

計劃」開跑後，能力優秀的丘氏綾受嘉

義縣許多學校邀請，前去向學生講解

越南文化，上至阿里山、下至海邊的學

校都去過，她笑說：「有些越南媽媽的

孩子本來不想學越南話，但在學校跟

我學的很開心，回家講越南話給媽媽

聽，讓她們又驚又喜。」 

忙碌的她在訪問結束後，馬上精力充

沛的帶著繪本前往下一個學校教課，

就算每天要這樣東奔西跑，她也樂此

不疲，要繼續讓更多嘉義孩子認識越

南的文化。 (轉載自四方報)  

丘氏綾以一幅越南畫風的四

格漫畫獲得法務部「2013結法

一輩子漫畫比賽」第四名  

丘氏綾的手工繪本充滿童趣的想像力，也融入許多越南

丘氏綾的繪本作品裡，「共此一世

祖孫情」是最特別的一本，用來紀

念已去世的婆婆。  



 

 QQQQ：：：：私立學校於實施教育之私立學校於實施教育之私立學校於實施教育之私立學校於實施教育之

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範圍內，，，，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所 稱公務機 關或非公 務機所 稱公務機 關或非公 務機所 稱公務機 關或非公 務機所 稱公務機 關或非公 務機

關關關關？ ？ ？ ？  

AAAA：：：：    

         個 資 法 所 定 之 公 務 機

關，係指依法行使公權力之中

央或地方機關或行政法人。因

此，公立學校如係各級政府依

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而

具有機關之地位，應屬個資法

之公務機關。至於私立學校，

雖然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

與行使公權力，惟私立學校在

適用個資法時，為避免其割裂

適用個資法，並使其有一致性

規範，私立學校應屬個資法所

稱之非公務機關。(法務部 102

年 6 月 24 日 法 律 字 第

10200571790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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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QQ ：：：：有關非公務機關有關非公務機關有關非公務機關有關非公務機關（（（（各該公各該公各該公各該公

司司司司））））於寄送帳單時於寄送帳單時於寄送帳單時於寄送帳單時（（（（例如電費例如電費例如電費例如電費、、、、

水費水費水費水費、、、、及電話費及電話費及電話費及電話費…………等等等等））））搭載廣告搭載廣告搭載廣告搭載廣告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之規定？ ？ ？ ？         

AAAA：：：： 

         查如公司之核心業務為提

供電力收取電費、提供用水收

取水費或提供電話使用收取電

話費，依一般社會通念，用戶

可合理期待其個人資料用於寄

送帳單及與該業務有正當合理

關聯之行銷行為，就此部分應

不需再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

然 若 寄 送 其 他 公司業 務 廣 告

等，非該公司與用戶契約或類

似 契 約 有 關 之 商品或 服 務 資

訊，則仍應符合本法第 20條第 

1 項但書各款之一規定，始得

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另該公

司縱依本法第 20 條規定合法利

用個人資料從事商品或服務

資訊行銷，嗣經當事人表示

拒絕接受行銷時，該公司仍

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

銷（本法第 20 條第 2 項規

定參照），併予敘明（法務

部 102 年 7 月 5 日 法 律 字 第

1020350734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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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NE 帳號遭盜用進行小額付費詐騙頻傳，切勿代收簡訊 

程短短 20 分鐘即得手新臺幣（以下同）

1,000 元整。 

    根據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102

年 11月約 2周時間即有 87位被害人，因

遭遇相同手法受騙上當，總計損失金額

為 15 萬 1,500 元整。此類代收簡訊詐騙

係歹徒先盜用民眾 LINE 帳號，再冒用其

名義向友人謊稱因手機故障、參加團購

等理由需要請其代收簡訊，實則係利用

小額付費機制進行詐騙得利。 

    警方呼籲，歹徒常利用小額付費機

制進行詐騙，甚至先開通被害人小額付

費服務後再行騙代收認證簡訊，因此建

議民眾如無使用小額付費功能之需求，

可向電信公司要求關閉，並且切勿代收

簡訊，如收到可疑訊息應以電話向本人

聯繫確認，亦歡迎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

    國內民眾使用LINE的人數眾多，

隨著其所帶來的便利性，詐騙集團也

開始以盜取帳號的方式進行小額付

費詐騙，統計 102 年 11 月 1 日至 18

日止，165 專線受理此類被害案件數

即有87件，刑事局提醒使用網友應多

加警覺，以免被騙。 

    新北市 28歲的何小姐於 11月初

晚間收到來自朋友的LINE訊息，表示

因上網購物需要幫忙提供電話號碼

及身分證字號，並且回傳認證碼，而

後何小姐又收到交易確認的簡訊，才

驚覺自己受騙上當。何小姐雖然於過

程中向對方質疑是否會扣款，但歹徒

謊稱費用已經由自己的信用卡扣除

了，事後還詢問何小姐是否還有其他

手機，意圖騙取更多認證碼，整個過

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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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