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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源起可追溯至

1970年代中期，當時的孟加拉是個貧

窮的國家，每天皆有人因飢餓甚而面

臨死亡，剛從美國放棄大學教職，回到

祖 國 工 作 的 穆 罕 默 德．尤 努 斯

(Muhammad Yunus)，在拜訪某一個飽

受飢荒所苦的農村時，發現有 42位因

沒錢償還高利貸的婦女，生活困頓即

將斷炊，這 42名婦女無法償還的總金

額，並非天文數字，而僅需美金 27元，

他立刻從口袋中掏出自己的錢，贈送

給這些婦女，讓她們不但能夠還清借

款，而且還可以製作一些小東西販賣，

可謂微型企業的雛形。也因此，尤努斯

發現小額貸款對貧窮的人幫助很大，

不僅提高她們生存與創業能力，也降

低她們向高利貸借款的負擔。他在

1976年於孟加拉成立了以窮人為提供

對象的小額貸款的 Grameen銀行，至

今已提供給當地人們超過50億美元的

貸款，微型信貸（microfinance）的創

新模式在全世界造成極大的影響力，

也可說是社會企業概念的創始。 

近年來「社會企業」在全球蔚為風

潮，形成了一種新的公民自覺與自發

的運動，引人關注的之處，在於社會與

企業的界限轉趨模糊、改變了非營利

組織的思維，甚至影響了政府的公共

政策。社會企業在國際間（尤其是英、

美、亞洲等國家）已被證明為一個可擴

張與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鄰近的新

加坡、香港等地都有相當成功的案例，

而更重要的是提升了社會公益團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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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財務自主性，減少經費依賴奧援的

程度，誠如當代主流意見領袖比爾蓋茲、

麥可波特曾提出的創造性資本主義或創

造共享價值等反思，都說明了社會與企

業不再是兩條陌生的平行線，世界確實

正在改變當中。 

    那到底什麼是那到底什麼是那到底什麼是那到底什麼是「「「「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簡單而簡單而簡單而簡單而

言言言言，「，「，「，「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指的是一個用商業模式指的是一個用商業模式指的是一個用商業模式指的是一個用商業模式

來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議題的組織來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議題的組織來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議題的組織來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議題的組織，，，，

例如提供具有社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例如提供具有社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例如提供具有社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例如提供具有社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

意識的產品意識的產品意識的產品意識的產品/服務服務服務服務，，，，採購弱勢或邊緣族群採購弱勢或邊緣族群採購弱勢或邊緣族群採購弱勢或邊緣族群

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提供的產品或服務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以及為弱勢社群創以及為弱勢社群創以及為弱勢社群創以及為弱勢社群創

造就業機會等造就業機會等造就業機會等造就業機會等，，，，其組織可以營利或非營其組織可以營利或非營其組織可以營利或非營其組織可以營利或非營

利組織之型態存在利組織之型態存在利組織之型態存在利組織之型態存在，，，，更重要的是有營收更重要的是有營收更重要的是有營收更重要的是有營收

與盈餘與盈餘與盈餘與盈餘，，，，其盈餘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其盈餘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其盈餘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其盈餘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

本身本身本身本身，，，，繼續解決存在該社會或環境的問繼續解決存在該社會或環境的問繼續解決存在該社會或環境的問繼續解決存在該社會或環境的問

題題題題，，，，而非為出資人謀取最大的利益而非為出資人謀取最大的利益而非為出資人謀取最大的利益而非為出資人謀取最大的利益。每個

國家、組織或個人對社會企業概念的定

義與解讀都不完全相同，與其他產業比

起來，「社會企業」仍是個新興領域，有

待該領域的實際從事者共同持續形塑與

調整。（註 1）  

「「「「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的特質的特質的特質的特質 

    根據Grameen創意實驗室的看法，社

會企業結合了傳統企業的競爭與社會公

益的創造，運用商業手段使得組織能夠

自給自足、永續發展，以達到組織極大化

其社會與環境影響力之目的，社會企業

的目標，是在協助解決貧窮，或是其他威

脅人類與社會的問題（如教育、科技、環

保、健康、醫療等等），而非極大化企業

的獲利為目標，謀求財務與經濟上能夠

永續經營，其投資者只得到所投資的資

本，而不會有所謂的分紅，當投資的資金

回本時，所獲取的額外利潤會用在企

業的業務擴張，或是企業營運的改善，

企業本身具有正面的社會價值及永續

觀念，且懷抱開心的心情與正面的態

度，其員工能得到市場相當水準之工

資，而且能有良好的工作環境生活。 面
對愈來愈多的社會或環境問題，企業

組織所設定之價值使命，包括有環境、

醫療、人權（弱勢照顧）、經濟（扶貧）、

教育、社區參與、家庭價值等領域，關

注範圍已從早先的微型信貸，擴展到

更多的社會議題面向，例如教育、兒童

健康、住家、水資源、氣候變遷等，而

現今全世界各地已有很多的社會創業

家，以創新的商業模式來改善社會及

協助解決社會問題之概念，讓社會企

業以公司型態存在，同時兼具獲利能

力與永續經營的能力。（註 2）  

國內外國內外國內外國內外「「「「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的案例的案例的案例的案例 

    在國外，社會企業已被證明為可

永續經營、有發展潛力的商業經營模

式，如前面所述，在孟加拉 Grameen銀

行創立了微型信貸機制，讓窮人能夠

借貸小額資本，進而幫助反轉人生；

在英國，The Big Issue雜誌則訴求由街

友來販售，幫助街友自食其力；在美

國，Tom’s Shoes 明日之鞋則運用「你

買我送」的行銷策略，目的是讓居住在

偏遠地區的孩童也有鞋子可穿。  

更生 



 

反觀國內也已有不少先驅者投入其中，

過去在 90年代初期，多係為協助非營利

組織解決經費補助問題而嘗試轉型為社

會企業，90年代後期，則逐漸出現以「社

會企業」精神創立的企業，其多數關注在

協助農業產銷及弱勢就業等相關議題，

例如「喜願小麥」與小農協力契作有機小

麥，打破台灣不適合種小麥，並幫助農民

增加農產行銷管道，「勝利身心障礙潛能

發展中心」則透過提供身障者完整就業

服務網絡，雇用身障者，讓他們得以靠自

己的力量工作，實現社會價值，而「生態

綠」則是國內第一個取得公平貿易組織

認證的企業，為推廣公平貿易盡一份心

力，也是一種新類型的社會企業組織型

態。（註 3） 

目前我國政府部門也已注視到「社

會企業」的發展趨勢，日前行政院為建構

一個適合社會企業發展的環境，由馮政

務委員邀集經濟部、勞動部、衛福部等三

部會、協調社會企業行動計畫方案，並希

望透過鬆綁法規，讓財團法人及公益信

託能夠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投資設

立與公益目的相符的社企型公司，使社

會企業成為創新的力量，協助解決社會

問題。 

創立創立創立創立「「「「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社會企業」」」」的條件的條件的條件的條件 

並不是每個人、團體或機構都適合

創辦社會企業，成功的社企創業者，要有

打破既有社會模式的創新能力，社會企

業不僅要能夠獲利，還必須要有改變社

會的能力，如同前面所提到的 Tom’s 

Shoes在賣出一雙鞋的同時，也捐出一雙

給無鞋可穿的孩子，這種「買一送一」的

社會創新計畫為其商業模式的基礎，社

會創新與商業模式相輔相成，獲利的同

時也兼顧社會影響力，正是社會創業最

具挑戰的地方，Good Business New York 

創辦人Monika Mitchell 分享了創立社會

企業的基本要素，包括成功企業要能擇

你所愛，具備不妥協的社會使命，創業者

要能將熱忱轉化為社會影響力，同時又

能永續收益，是挑戰所在，當然也必須在

追求卓越與社會責任兩方面取得平衡，

具備明確的社會使命，並追求所有利害

關係人的共存共榮，剛開始創業時，資源

有限，將計畫放在市場上進行試驗，且試

驗必須簡單而容易衡量，並不求做大做

強，首重了解市場反應，隨著環境變化，

不斷調整和修正計畫，切忌每件事想自

己來，新創企業沒資源又沒技術之情況

下，建立策略夥伴的人脈網絡，或許能讓

彼此更容易成功，想像未來的生活方式，

以創新的模式，引領社會價值，看見優勢

所在，用該優勢來跟消費者溝通，以創造

企業之機會。（註 4） 

司法保護資源的另一種思考司法保護資源的另一種思考司法保護資源的另一種思考司法保護資源的另一種思考 

司法保護工作是刑事司法處理流程

中重要一環，除對於犯罪人給予社區處

遇之保護管束及更生保護，以確保執行

成效，預防再犯外，為預防犯罪、保護人

權，以及對一般社會大眾之法律推廣、犯

罪研究、犯罪預防、訴訟輔導及被害人保

護等，範圍極廣且處於整個刑事政策之

終、始二端，對於維護社會安全、消弭犯

罪及保障人民權益等，具有重要之角色

及使命，整個司法保護地圖，主要區分

「犯罪處遇」、「預防犯罪、公益關懷」

及「社會資源聯結」等三大區塊，其中與

社會資源聯結部分，本部及所屬各地檢

署、更保、犯保等單位，一直努力與轄區

內其他體系之機關橫向聯繫，廣泛結合

各方資源，以擴展司法保護參與資源，包

含公部門、民間公益團體及社服等所有

資源，又為鼓勵民間團體、學校參與司法

保護工作，本部及所屬地檢署並運用補

助款、合辦或委辦補助等方式，培植民間

團體參與保護業務，共同來推展多元化

的司法保護工作。 

而「社會企業」的概念是否可提供司

法保護資源多一種選擇，在此舉英國社

企 Changes UK的例子供參考，創辦人

史提夫有感毒癮恢復所常設立在偏遠鄉

村，但一般戒毒者多來自大城市，當他們

擺脫毒癮返家後卻難以適應城市生活。

再加上老朋友仍如昔吸毒酗酒，反而容

易促使戒毒者再度復發。曾是戒毒者的

創辦人成立 Changes UK，幫助有心重新

融入社會的成癮者，提供安全的住宿空

間，協助戒毒也提供其他生活或就業的

建議。在 2006年，史提夫繼承奶奶在

伯明翰的房產，改建為 Changes UK恢

復所，邀請過去戒毒的夥伴來參加他

的恢復計畫。恢復所提供安全的住宿

空間，並協助參與者有機會重新融入

工作，成為一個小型互助社群。那些已

穩定恢復的戒毒者在接受訓練後能成

為「恢復導師」，支持與協助新的成癮

者；恢復者也可以擔任志工協助當

地街友。Changes UK運用團體及工

作坊等方式訓練戒毒者生活與就業

技能，使其最終能獨立生活並回饋

於社區，例如受訓成為汽車及腳踏

車技師並在社區服務、建立大型家

具回收機制、將園藝事業發展成建

築維修公司等，這些與社區連結的

策略同時也讓 Changes UK 漸漸脫

離補助、轉型成社會企業。Changes 

UK不只避免戒毒者重新犯罪、提高

社區對曾犯罪者的接受度，也使當

地社會獲得額外的生產潛能，其創

造的社會價值，在於協助戒毒者保持

恢復並重新融入社會，將原本被社

會遺棄的更生人轉為對社會有貢獻

而有尊嚴的人。（註 5） 

另外如 BR Link的例子，企業創

辦人有感穿鞋行走，對多數人而言是

件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在偏鄉地區，能

擁有一雙屬於自己的鞋是孩子們不敢

奢望的幸福。創辦人過去在國內外偏

鄉服務，發現孩童因缺乏合腳的鞋而

行動受阻或受傷感染，於是創造品牌

BR Link，代表  Buyer（消費者）和

Receiver（接受者）的結合—當消費者

購買一雙鞋的同時，會送出一雙符合

需求的新鞋給無鞋可穿的孩子，建立

購買人和受助者間的連結（Link）。BR 

Link從 2012年開始籌備到推出，短短

半年已送出近五百雙鞋到尼泊爾及台

灣偏鄉地區，用一雙鞋讓消費者和接

受的孩子連結無國界。BR Link 重視消

費者「購買」的行為，不接受捐贈，教

育消費者從購買開始，建立起連結並

朝永續方向經營，其創造的社會價值，

在於透過買一雙送一雙的方式，建立

Buyer（B）與 Receiver（R）之間的

串連（Link），滿足弱勢兒童生活上

的基本需求，並提升大眾對此議題

的重視與認同，進而以實際行動支

持。（註 6） 

從上述有關社會企業的說明及

案例，回頭檢視司法保護工作有無

可借力之處，以更生人之保護工作

為例，目前更生保護會及全國各地 19

個分會的工作夥伴們，每天均無私的

為社會做出貢獻，服務的工作項目包

括以輔導安置、技能訓練、就業、創業 

2    



 

註 2：同註 1。 

註 3：作者：楊子慧、朱亭亭、呂理琪，，，，來源網

站「社 企 流」Social  Enterprise  In-

sights，網址 http://www.seinsights.asia/

story/2102/794/2211。 

註 4：編譯者： Red Jacket，，，，來源網站「社企流」

Social Enterprise Insights，網址 http://

www.seinsights.asia/story/614/794/1896。 

註 5 ：來源網站「社企流」Social Enterprise 

Insights，網址 http://www.seinsights.asia/

info/795/2034。 

註6：來源網站「社企流」Social Enterprise    

           Insights，網址http:/www.seinsights.asia/ 

               info/795/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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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作、協助收容人復歸社會銜接服

務及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等，如能結合

既有「社會企業」或扶植新的社企團

體，以創新的商業模式，從改善社會及

協助解決社會問題之概念出發，讓社

企以公司型態存在，同時兼具獲利能

力與永續經營的能力，亦不失為培植

民間團體參與保護業務的方法之一，

當然成功的條件在於「創意」，藉由創

新的思考模式，引領社會價值，進而協

助解決社會問題。 

註釋 

註 1：來源網站「社企流」Social Enterprise 

Insights，網址 

      http://www.seinsights.asia/aboutse。。。。 

及就學等方式保護有心向上的更生朋

友，協助他們處理重返社會生活所遇的

困難，並協助化解社會大眾異樣的眼光

與排斥的心理，期盼轉為接納與支持，讓

更生朋友們重新適應社會生活、重建完

整的家庭，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善

用民間資源，藉助民間無窮活力，或許是

值得思考努力的方向，例如矯正機關各

地監所收容人作業品，有一定市場口碑，

也是行銷優勢之所在，可思考結合出獄

之更生人配搭各地區之監所作業產品生

產線及民間物流業等，開創行銷網絡，此

外像民間之戒毒村、人力仲介（清潔、搬

家等勞力工作）、結合環保意識之資源回

司法保護剪影-     

                            臺東縣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   啟動全民反毒特快車臺東縣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   啟動全民反毒特快車臺東縣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   啟動全民反毒特快車臺東縣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   啟動全民反毒特快車  

        因應青少年毒品濫用問題日益嚴

重，為杜絕毒品危害，凝聚全民共識，法

務部、教育部、衛福部食藥署結合慈濟大

學、慈濟北區教師聯會與臺東縣政府毒

品危害防制中心於9月10日在臺東縣文

化處演講廳舉行「有我無毒，無毒有我，

勇敢反毒，由我作起」反毒教育博覽會暨

人才培訓活動，吸引逾 3百名學員參與，

縣政府陳金虎秘書長、法務部保護司黃

怡君副司長、教育處林輝煌處長、衛生局

張鶯英副局長、臺東縣西藥商業同業公

會林文榮理事長及臺東縣藥劑生公會李

采碧理事長均與會共襄盛舉，表達對反

毒工作的支持。反毒教育博覽會則安排

臺東縣「小團體話劇社」融合反毒元素的

歌仔戲表演、衛生局同仁組成之「正妹舞

蹈團」帶來反毒精彩熱舞，以及基督教晨

曦會戒毒成員詩歌大合唱。 

    縣政府陳金虎秘書長致詞時表示，

臺東縣擁有好山好水，美好的環境吸引

很多希望健康生活的民眾前來定居，而

維持健康的不二法門就是正常生活方

式，遠離毒品就是正常生活的具體表現，

縣政府辦理反毒宣導就是希望透過宣

傳、教育讓民眾瞭解吸毒與不吸毒之間

的差異，也希望透過各個局處單位的合

作，能讓民眾健康成長，遠離毒害。臺東

縣這幾年的發展，大家有目共睹，其實就

是靠著大家的努力，而反毒工作也需要

大家共同的投入與努力。保護司黃怡君

副司長指出，臺東縣這幾年的確不一樣

了，看得出縣政推動非常成功，而自己從

剛剛臺東高商學生們充滿自信的表演

中，相信這些孩子不僅是不會吸毒，還能

協助推動反毒。國內這幾年毒品的發展，

一級毒品施用人口是下降的，二級毒品

維持，但三級毒品人口則是直線上升，施

用者當中以國、高中職學生最多，真的需

要政府和民間共同正視與處理，所以我

們希望與縣市毒防中心攜手，結合社區，

家長一起宣導毒品危害，教育年輕朋友

認識毒品危害，保護自己，而今天參與的

學員們，未來除了可以一起投入教育宣

導工作，也希望可以成為社區反毒的力

量，共同營造健康無毒的社會。 

    當日課程研討主題靜態部分包括

臺東縣衛生局林郁文科長介紹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運作模式及邀請身心科楊

國明醫師分享認識毒品與縣內戒癮資

源；慈濟北區教聯會示範教學反毒教

育宣導模型，以及毒癮者過來人及毒

害者家屬現身說法。活動過後，在許

多學員的回饋分享中，均相當肯定活

動課程安排，也都能對毒品問題有更

深的認識和瞭解，真正成為反毒工作

的一份子。  

保護司黃怡君副司長(右二)與縣政府陳金虎秘書長(右一)共同參與宣誓儀式保護司黃怡君副司長(右二)與縣政府陳金虎秘書長(右一)共同參與宣誓儀式保護司黃怡君副司長(右二)與縣政府陳金虎秘書長(右一)共同參與宣誓儀式保護司黃怡君副司長(右二)與縣政府陳金虎秘書長(右一)共同參與宣誓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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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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年底九合一選舉，新北地檢

署於 8 月 31 假板橋 435藝文特區舉辦

「一首搖滾反賄選」公益關懷活動暨

幸運草市集特賣會，該活動係以「幸福

太空人揪你反賄選」語音貼圖發表會

為主軸，由新北地檢署檢察長周志榮

帶領民眾宣誓「i幸福—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要檢舉」，一起作為政府反賄

選的後盾，並鼓勵民眾撥打檢舉專線

電話 0800-024-099，最高將可獲得新

臺幣 1000 萬元的檢舉獎金。 

    活動首先由新北地檢署榮譽觀護

人「青春萬歲歌舞團」以反賄氣缸舞揭

開序幕，他們用年過半百但「熱情百分

百」的行動力，舞出對反賄選的熱情。

緊接著由新北市三峽國中峽鼓原舞社

原住民學生登場，帶來原始山林的鼓

舞歌唱，孩子們純淨無瑕的歌聲與無

邪笑靨，傳遞出「乾淨選風、幸福家園」

必須靠全民一起努力的訊息。 

    另為增添反賄選宣導亮點，由罕

見疾病病童的父親組成「不落跑老爸

樂團」參與演出，用生命唱出「一首搖

滾上月球」，在場罕病兒也大聲地為父

親們鼓掌加油。罕爸們要用行動表示，

愛到世界的盡頭，讓愛不「罕」見；罕

爸也需要大家一起行動，讓賄選罕見

進而絕跡。除此，新北地檢署檢察官、

觀護人所組成的鋼鐵人樂團也不落人

後，他們運用工作空暇練唱「反賄選逗

陣行」、「無敵鐵金剛」等歌曲，展現

出柔性司法的一面，也讓現場民眾留下 

深刻印象。 

    活動壓軸為「幸福太空人」語音貼

圖發表儀式，檢察長周志榮表示，新北

地檢署繼推 i幸福筆記本之後，再度與

台藝大才女郭宇榛合作，推出 24款「幸

福太空人」語音貼圖，除結合在地文創

作品外，運用時下最流行之手機 APP進

行宣導，將反賄理念深入每個角落，讓

民眾瞭解賄選之害處，並以實際行動檢

舉賄選。該署期望集結全民力量，不分

大小老少，大家相揪逗陣來反賄選，籲

請民眾多加利用幸福太空人語音貼圖，

營造全民反賄選氛圍。 

    同時新北地檢署、更生保護會新北

分會為關心弱勢更生家庭，也於會場外

辦理幸運草市集特賣會活動，活動中除

集結監所應節產品外，另有更生創業貸

款人、自行創業之受保護管束人及更生

人等事業產品，罕見疾病家庭的手工產

品也在其中。藉由開辦市集方式，讓更

生人、弱勢家庭之產品走入社區，除了

協助其開拓銷售管道外，也希望藉由商

品銷售，讓民眾看到他們努力的成果。

活動現場氣氛熱絡，對於受保護管束

人、更生人及罕病家庭能克服環境，走

出灰暗，迎向新生，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司法保護剪影– 新北地檢總動員—幸福太空人揪你反賄選 

                                     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施雅桂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施雅桂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施雅桂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施雅桂  

司法保護剪影-犯保屏東分會舉辦中秋馨生人關懷活動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時逢中秋佳節，犯保屏東分會由志

工親送佳節禮盒至案家，除表達協會關

懷之意，也體恤馨生人逢節思親之苦。 

    犯保屏東分會志工不辭辛勞，親送

中秋慰問禮盒至每一戶馨生家屬手中，

其中2戶家屬本來不希望分會介入協

助，也婉拒分會的幫忙，但經過志工細

心的解說及關懷，家屬感謝分會的溫

情，也告知志工目前的處境及案件進

度，志工也將持續追蹤關懷，以更即時

協助案家需要。  犯保志工親至案主家中犯保志工親至案主家中犯保志工親至案主家中犯保志工親至案主家中，，，，致贈禮盒致贈禮盒致贈禮盒致贈禮盒，，，，並表達關懷之意並表達關懷之意並表達關懷之意並表達關懷之意。。。。    

保護司游明仁司長(左保護司游明仁司長(左保護司游明仁司長(左保護司游明仁司長(左3)3)3)3)與檢察長周志榮(右與檢察長周志榮(右與檢察長周志榮(右與檢察長周志榮(右4444)共同秀出手機)共同秀出手機)共同秀出手機)共同秀出手機APPAPPAPPAPP語音貼圖語音貼圖語音貼圖語音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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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剪影-中秋佳節金門台開企業義演中秋佳節金門台開企業義演中秋佳節金門台開企業義演中秋佳節金門台開企業義演「「「「KANOKANOKANOKANO」」」」關懷收容人關懷收容人關懷收容人關懷收容人  
                                                 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 

        中秋前夕，福建更生保護會邢泰釗

董事長特邀台開集團金獅影城於金門

監獄義演電影「KANO」。邢董事長於活

動中感謝台開集團支持該會與金門縣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一起關懷收容人。 

    活動首開入監電影義演活動之創

舉，首次將電影院專業放映設備搬進監

獄進行義演，台開集團對於此次活動相

當重視，並台灣指派技術人員蒞金，克

服諸多技術上之困難，令在場參與的更

保志工及收容人非常驚訝與感動。當日

計有更保會邢泰釗董事長(金門高分檢

檢察長)、金門地檢署黃和村檢察長、金

門監獄劉明彰典獄長、台開王金璋總經

理、藍啟仁副總經理、金門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莊水池理事長及更保會董事、志

工等來賓出席。 

    邢董事長藉「KANO」的故事勉勵收

容人，雖然目前身處人生低潮，但人生

如同球賽，即使現狀實力貧弱、一勝難

求，但只要有求勝意志，以不放棄任何

一顆球的精神奮戰到底，終究有逆轉的

機會。另外並表示該會 7月 16日在劉典

獄長支持下，於金城辦公室開辦更生人

產品展示提貨處，已試營運一個多月，

提貨處中與金門監獄合辦輔導的鼎金

陽光麵線、鼎金魚麵、烈嶼阿嬤の燒餅

等技訓產品極受民眾歡迎，提貨銷售量

超乎預期。可見民眾對更生人產品的信

心與對社會公益事業的支持。希望受刑

人用心習藝，順利與社會接軌。習藝受刑

人出獄後可以逆轉人生，創造屬於自己

的事業，造福家庭、貢獻社會。  

        政策宣導專區 

福建更生保護會邢泰釗董事長(金門高分檢

檢察長)(圖中) 

司法保護剪影-         司法保護司法保護司法保護司法保護「「「「更更更更」「」「」「」「觀觀觀觀」「」「」「」「馨馨馨馨」」」」    
       桃檢       桃檢       桃檢       桃檢103103103103年中秋節年中秋節年中秋節年中秋節「「「「iiii幸福幸福幸福幸福----秋節烘焙秋節烘焙秋節烘焙秋節烘焙~~~~送溫情送溫情送溫情送溫情」」」」社區關懷活動 社區關懷活動 社區關懷活動 社區關懷活動     

    每一個心智障礙者面臨的問題都

不太一樣，他們就像是慢飛天使，因為

諸多原因造成他們的身心發展較同齡

遲緩，甚至停滯不前，變成永遠的小孩。

透過特殊教育引導與專業技能訓練，喜

憨兒們不僅開始從容融入社區生活，學

會應對進退等人際溝通，也學會怎麼烤

出一塊香噴噴的餅乾或麵包，改變了外

界對心智障礙者的認知與看法。 

    桃園地檢署秉持著關懷社會及推

展公益之理念，於中秋節前夕結合桃園

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更生保護會桃園

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桃園分會與

中壢市路得啟智學園合作辦理「i幸福-

秋節烘焙~送溫情」活動，讓憨兒們勤勞

雙手所編織的希望，社會一縷新添美味

的麵包香；來感動陷於困境的更生人

(受保護管束人)，相信只要專注努力學

習，也能像喜憨兒們貢獻一己之力。 

    在永平工商餐飲科師生及路得啟

智學園的喜憨兒們協助下，更生人與其

家屬攜手完成鳳梨酥、蛋黃酥等應景糕

點製作。桃園地檢署朱兆民檢察長表

示：從喜憨兒提供的烘焙品與服務中

感受到憨兒們對生命認真的態度，本次

活動不只讓我們的更生人去認識喜憨

兒、提供憨兒就業與職業訓練的機會，

也讓自己舉手做到社會公益的行為。 

會中並舉辦貧困更生人(受保護管束

人)慰問關懷，藉由社會大眾對他們的

關心，喚醒受保護人對眾人的感念，

以家庭及社會支持的力量，預防受保

護管束人再走回頭路。  

桃園地檢署朱兆民檢察長(左四) 



 

只讀心情只讀心情只讀心情只讀心情、、、、不毒青春不毒青春不毒青春不毒青春————明星染毒事件的背後省思明星染毒事件的背後省思明星染毒事件的背後省思明星染毒事件的背後省思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吳永達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吳永達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吳永達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吳永達     

    毒品藉著刺激、流行的美麗包

裝，誘惑、麻醉人心，讓很多人的生

命因而迷失、變調，喪失自我，不斷

沉淪…。毒，無法淺嚐即止，不是想

吃就吃，說戒就戒。人總是在成癮之

後才驚覺，毒品對自己的宰制，已遠

遠超過原本所想像…~ 

震驚社會的明星染毒事件震驚社會的明星染毒事件震驚社會的明星染毒事件震驚社會的明星染毒事件    

    近年來，藝人染毒事件，層出不

窮，法務部為了遏阻「吸毒是一種時

尚」的非理性迷思，這幾年費盡苦

心，邀約了多組形象清新的明星，拍

攝一系列反毒公益影片，並透過各種

行銷管道，呼籲廣大社會避免毒害，

其中有一片是九把刀帶領旗下明星群

一起熱血反毒的短片，令人印象深

刻，沒想過其中深受年青人喜愛「那

一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電影中的男

主角，那位青春洋溢的大男孩，竟成

為今日染毒事件的男主角。 

    報載：「今（103）年8月14日二

十三歲台灣男星柯震東和三十一歲的

成龍之子房祖名在北京吸毒被抓，尿

檢呈大麻陽性反應，隨後警方到房祖

名住所搜查，在保險箱發現一百多克

大麻，震驚兩岸演藝圈。央視播出

『房東』二人被逮捕及自白影片，且

再爆房祖名吸毒長達八年，柯震東也

坦承已吸毒兩年！柯震東在自白影片

裡 穿 著 囚 衣 哽 咽 說 ：『我 做 錯

事。』、『做了最壞示範』、『我希

望我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喜歡我的

人，同樣可以張開他們的手，給我一

點……擁抱』。柯震東接受警方偵訊

時表示：首次呼麻就在房家，『當初

第一次在（房祖名）他家拿出來（大

麻），是有點意外，但是因為他的關

係，所 以 我 會 覺 得 好 像 沒 有 關

係…』，諷刺的是，柯爸爸一直相信

兒子是初犯，如今他坦承沾毒兩年，

再傷一次父母心。」當然這個事件也

傷透社會的心，以及喜愛柯震東影迷

們的心。  

毒品氾濫毒品氾濫毒品氾濫毒品氾濫，，，，猶如地獄之火猶如地獄之火猶如地獄之火猶如地獄之火    

    毒品危害人類健康以及社會治

安，舉世皆然，依據聯合國毒品與犯

罪辦公室(United Natio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出版的2012

年世界毒品報告中指出，2010年全球

15-64歲人口中約1.53億至3億人（占

該年齡層之3.4%至6.6%）曾經使用過

非法藥物，並以大麻為最多，其次為

安非他命類(不包含搖頭丸)，鴉片類

再次之。 

    在國內，由於政府於87年修正公

佈施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依規定給

予初次施用毒品者1次勒戒自新的機

會。92年7月2日再度修正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自93年1月9日起，延長最低

應接受戒治處分期間至六個月，並取

消停止戒治裁定後交付保護管束及二

犯、三犯接續戒治之規定，改以施用

毒品者接受勒戒處分，5年內再犯者，

即依法追訴處罰。毒品犯罪於93年以

前雖稍見緩和，惟因毒品犯罪具有高

成癮性及高再犯性，94年毒品犯罪人

數又大幅增加至22,540人，較93年大

幅增加7,900人，爾後逐年增加，97年

則大幅攀升為41,120人，為近10年最

多，所占整體犯罪人數比例20.70％，

亦為近10年第三高，近2年毒品犯罪人

數雖略有減少，101年為人數為36,410

人，但所占犯罪比率卻有增高趨勢，

101年所占 20.94％，為 10年來之最

高，也高居所有犯罪類型的第二位，

僅次於公共危險罪，如圖一、二。  

公共危險罪

27.3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20.94%

竊盜罪 11.77%

賭博罪 5.61%

詐欺罪 5.17%

其他 29.20%

圖 一圖 一圖 一圖 一    
地方法地方法地方法地方法
院檢察院檢察院檢察院檢察
署執行署執行署執行署執行
裁判確裁判確裁判確裁判確
定有罪定有罪定有罪定有罪
人數統人數統人數統人數統
計表計表計表計表  

圖 二圖 二圖 二圖 二        
101101101101 年年年年
各地方各地方各地方各地方
法院檢法院檢法院檢法院檢
察署執察署執察署執察署執
行裁判行裁判行裁判行裁判
確定有確定有確定有確定有
罪主要罪主要罪主要罪主要
罪名罪名罪名罪名  

    而在少年兒童毒品犯罪部分，毒

品犯罪自87年政府將肅清煙毒條例修

正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單純施用

毒品之少年兒童依規定先行移送觀察

勒戒處所施以觀察勒戒（期間最長為

二個月），其後，若經評估有無繼續

施用毒品傾向者，則由少年法庭為不

付審理之裁定或再移送少年戒治處所

施以強制戒治處分。受到此一措施之

影響，92年至96年間少年兒童毒品犯罪

人數占整體少年兒童犯罪比例在1.52%-

3.03％之間，惟自97年起毒品犯罪人數

明顯增加，所占比例增為4.41％，近3

年來所占比例皆維持在9.00％以上，雖

仍遠低於竊盜罪及傷害罪等主要犯罪類

型，但持續成長的現象，亦值關注，如

圖三。 

    毒品氾濫問題的嚴重性，正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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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之火，不斷地蔓延，摧毀人心、意

志，也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安；面對這

樣的現象，很多人不禁要問，為什麼

會有那些多人吸毒？ 

吸毒者的困境吸毒者的困境吸毒者的困境吸毒者的困境--------煮蛙理論煮蛙理論煮蛙理論煮蛙理論    

    美國康奈爾大學著名實驗...將一

隻青蛙丟進沸水中，牠就會感受到立

即的危險，奮力跳出來。但如果把一

隻青蛙放進冷水鍋裏，慢慢地加溫，

青蛙起初在暖水中悠然自得，並不會

立即跳出鍋外，水溫逐漸提高的最終

結局是青蛙被煮死了，因為等水溫高

到青蛙無法忍受時，牠已經來不及，

或者已經沒有能力跳出鍋外了。煮青

蛙理論告訴我們，立即性的危險事

件，往往容易引起人們的警覺，因不

致讓自已身歷險境，反而安全，倒是

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情況下，對實際情

況的逐漸惡化，沒有清醒的察覺，才

容易致人於死地。社會大眾所不知道

吸毒者的困境，也在於此，防毒與戒

毒之難，就難在吸毒有所謂的「蜜月

期」，吸毒者一開始吸毒會有強烈的

快感，而在暫時沒有明顯身體傷害的

情況下，欠缺戒心，重複使用，等到

發覺上癮時，身心對毒品已產生嚴重

依賴性，完全被宰制，無力可回天，

所以，吸毒者一開始是「玩毒品」，

到最後變成「被毒品玩」，到了想戒

卻戒不掉時，才會驚心動魄的發現，

自己這輩子已經完蛋了！ 

反毒成功關鍵反毒成功關鍵反毒成功關鍵反毒成功關鍵    

    有人認為，只要政府全力掃蕩，

這個社會沒有毒品，自然就不會有人

吸毒，但是，事實告訴我們，不論那

一個國家，不論政府再怎麼努力，總

是難以避免毒品的侵害，尤其台灣係

屬海島型國家，因為先天的限制，毒

品透過陸、海、空等不同管道入侵，

更是防不勝防，所以，遠離毒品最好

的方法，應該是培養我們對毒品的免

疫力，當社會上所有的人，都能有過

健康生活，抵抗毒品誘惑的共識與能

力，都能夠堅定跟毒品說不的時侯，

毒品才會自然而然的遠離我們的社

會。 

    另外，犯罪問題，自古以來，就

是社會群聚生活現實存在的部分現

象，犯罪人在接受處罰之後，也不會

憑白從現實社會中消失不見，所以，

面對犯罪問題，除了設計良好制度，

控制犯罪問題的衍化以外，如何引導

犯罪人復歸社會，也是社會控制的一

項重要課題；從筆者以往長期的觀護

人工作實務經驗中，發現吸毒者能夠

戒毒成功，復歸正常社會的關鍵因

素，包括「自己意願、家人不棄、遠

離惡緣、貴人陪伴、要有工作」五大

條件，首先個案要有決心，離開惡友

以及穩定工作，而以上的決心又來自

其生命中無條件關愛他、重視他、永

遠等他回頭的家人、親友。戒毒的路

很漫長、艱辛，在來來回回、反反覆

覆的戒毒過程中，支撑他改變的家庭

力量能否持續，成為關鍵。所以，在

反毒的路上，我們不能讓戒毒者的家

庭孤單，我們必須給戒毒者家庭力

量，家庭才能有能量支持毒癮者在戒

毒路上繼續努力，讓戒毒者在強烈毒

品心魔的召喚下逆轉勝。  

政策宣導專區 

消費者保護專線 

圖 三圖 三圖 三圖 三    
歷年少歷年少歷年少歷年少
年兒童年兒童年兒童年兒童
毒品犯毒品犯毒品犯毒品犯
罪類型罪類型罪類型罪類型
人數統人數統人數統人數統
計表計表計表計表  

司法保護剪影- 犯保屏東分會犯保屏東分會犯保屏東分會犯保屏東分會103103103103年年年年「「「「全馨支持全馨支持全馨支持全馨支持」」」」馨生馨生馨生馨生
人家屬支持團體    人家屬支持團體    人家屬支持團體    人家屬支持團體                    

    一通電話，一個突如其來的惡耗電

話，又多了一個破碎的家庭！馨生人接

到家人遭受犯罪被害重傷或死亡通知

後，往往不可置信與懷疑，面對後續的

司法訴訟、經濟壓力、尚待扶養的孩

子…等，生活頓時就如同千斤重的石頭

砸在自己身上，沈重且痛苦。 

    協助、陪伴馨生人度過漫久的訴

訟，消弭其因被害事件帶來之痛苦，並

培養、修復自身能力與信心，該會舉辦

103年「全馨支持」馨生人家屬支持團

體，透過舒壓與感知練習，塑造溫馨療

癒氣息，激發馨生人潛在自我修復能

力，藉由團體成員共同分享與情感交

流，使之獲得扶持、共擔的能力，並重

拾對自己、家庭與社會的信心與溫暖。 



 

 QQQQ ：：：：民眾因受路邊違規停車影響民眾因受路邊違規停車影響民眾因受路邊違規停車影響民眾因受路邊違規停車影響

致生交通事故致生交通事故致生交通事故致生交通事故，，，，為聲請與違規車為聲請與違規車為聲請與違規車為聲請與違規車

主調解主調解主調解主調解，，，，能否向處理之警察機關能否向處理之警察機關能否向處理之警察機關能否向處理之警察機關

或管轄之監理機關申請提供該或管轄之監理機關申請提供該或管轄之監理機關申請提供該或管轄之監理機關申請提供該

違規停車車主之住違規停車車主之住違規停車車主之住違規停車車主之住((((居居居居))))所資所資所資所資

料料料料？？？？ 

AAAA ：：：：    

一一一一、、、、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下稱個資下稱個資下稱個資

法法法法））））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公務機關對個人公務機關對個人公務機關對個人

資料之利用資料之利用資料之利用資料之利用，，，，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

要範圍內為之要範圍內為之要範圍內為之要範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並與蒐集之特定目並與蒐集之特定目並與蒐集之特定目

的相符的相符的相符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得為得為得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特定目的外之利用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法律明法律明法律明法律明

文規定文規定文規定文規定、、、、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

害害害害、、、、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經當事人書面同意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有關道路有關道路有關道路有關道路

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向處理之警察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向處理之警察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向處理之警察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向處理之警察

機關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資料乙機關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資料乙機關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資料乙機關請求提供他造當事人資料乙

情情情情，，，，前經本部認為警察機關受理處前經本部認為警察機關受理處前經本部認為警察機關受理處前經本部認為警察機關受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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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交通事故而蒐集理交通事故而蒐集理交通事故而蒐集理交通事故而蒐集、、、、處理雙方當事人處理雙方當事人處理雙方當事人處理雙方當事人

之個人資料之個人資料之個人資料之個人資料，，，，係為執行道路交通管理係為執行道路交通管理係為執行道路交通管理係為執行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事故

處理辦法規定之職務處理辦法規定之職務處理辦法規定之職務處理辦法規定之職務，，，，且基於交通事且基於交通事且基於交通事且基於交通事

故處理之故處理之故處理之故處理之「「「「警政警政警政警政」（」（」（」（代碼代碼代碼代碼 167167167167））））特定特定特定特定

目的為之目的為之目的為之目的為之，，，，而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而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而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而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

人一方個人資料予他方作為交通事人一方個人資料予他方作為交通事人一方個人資料予他方作為交通事人一方個人資料予他方作為交通事

故雙方當事人進行該事故後續之損故雙方當事人進行該事故後續之損故雙方當事人進行該事故後續之損故雙方當事人進行該事故後續之損

害賠償害賠償害賠償害賠償、、、、和解和解和解和解、、、、調解調解調解調解、、、、鑑定及訴訟等鑑定及訴訟等鑑定及訴訟等鑑定及訴訟等

事宜事宜事宜事宜，，，，應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應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應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應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屬屬屬屬

執行上開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執行上開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執行上開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執行上開法定職務之必要範圍內，，，，符符符符

合個資法第合個資法第合個資法第合個資法第 16161616 條本文規定條本文規定條本文規定條本文規定。。。。如如如如「「「「違規違規違規違規

停車車主停車車主停車車主停車車主」」」」經警察機關認定為交通事經警察機關認定為交通事經警察機關認定為交通事經警察機關認定為交通事

故當事人之一方者故當事人之一方者故當事人之一方者故當事人之一方者，，，，應有上開規定之應有上開規定之應有上開規定之應有上開規定之

適用適用適用適用；；；；如並非交通事故當事人之一如並非交通事故當事人之一如並非交通事故當事人之一如並非交通事故當事人之一

者者者者，，，，則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於符合上則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於符合上則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於符合上則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於符合上

開個資法開個資法開個資法開個資法 16161616 條但書規定之情形時條但書規定之情形時條但書規定之情形時條但書規定之情形時，，，，

始 得 為 個 人 資 料 之 利 用始 得 為 個 人 資 料 之 利 用始 得 為 個 人 資 料 之 利 用始 得 為 個 人 資 料 之 利 用。。。。    

二二二二、、、、民眾向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申民眾向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申民眾向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申民眾向警察機關或監理機關申

請提供違規停車車主之住請提供違規停車車主之住請提供違規停車車主之住請提供違規停車車主之住（（（（居居居居））））所所所所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因該等資料為機關於職權範因該等資料為機關於職權範因該等資料為機關於職權範因該等資料為機關於職權範

圍內所取得圍內所取得圍內所取得圍內所取得，，，，性性性性質質質質上屬於政上屬於政上屬於政上屬於政府府府府資資資資

訊訊訊訊，，，，有政有政有政有政府府府府資資資資訊訊訊訊公開法公開法公開法公開法（（（（下稱政資下稱政資下稱政資下稱政資

法法法法））））之適用之適用之適用之適用（（（（如如如如已歸檔已歸檔已歸檔已歸檔，，，，則則則則優先優先優先優先適適適適

用用用用檔檔檔檔案法案法案法案法）。）。）。）。民眾得民眾得民眾得民眾得否否否否向處理之警向處理之警向處理之警向處理之警

察機關或管察機關或管察機關或管察機關或管轄轄轄轄之監理機關申請提之監理機關申請提之監理機關申請提之監理機關申請提

供違規停車車主之資料供違規停車車主之資料供違規停車車主之資料供違規停車車主之資料，，，，除除除除應應應應由由由由警警警警

察機關或監理機關察機關或監理機關察機關或監理機關察機關或監理機關審度審度審度審度具具具具體體體體情情情情節節節節

是是是是否否否否符合個資法第符合個資法第符合個資法第符合個資法第16161616條規定外條規定外條規定外條規定外，，，，尚尚尚尚

應應應應注注注注意有意有意有意有無無無無（（（（檔檔檔檔案法第案法第案法第案法第 11118888 條或條或條或條或））））政政政政

資法第資法第資法第資法第 11118888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1111 項項項項各各各各款款款款規定應規定應規定應規定應不不不不

予提供之情形予提供之情形予提供之情形予提供之情形，，，，以為決定以為決定以為決定以為決定。。。。     

  

詐騙新手法 
網路購機要小心網路購機要小心網路購機要小心網路購機要小心，，，，避免機避免機避免機避免機「「「「皇皇皇皇」」」」變機變機變機變機「「「「惶惶惶惶」」」」    

了許久都沒有收到手機才知受騙。 

另家住屏東的陳小姐，本月初趁著新手

機即將推出、舊手機降價的時機，於網路

購物平台上購買一支 iPhone 5S，賣家保

證全新、未使用過且價格硬是比別人便

宜新臺幣貳仟元，因為賣家網頁一直強

調只有一支，讓陳小姐不疑有他，立刻下

訂了一支，並將款項立即付清，期間並與

賣家持續使用通訊軟體聯絡，確認出貨

進度，等到 2個禮拜後收到貨，卻發現是

收到 iPhone 5C，而且螢幕出現碎裂，外

觀殘破不堪，與當初商品敘述及照片差

異極大，使用通訊軟體聯絡賣家卻都無

法獲得回應，撥打包裹上的電話也都是

空號，才發現被騙。 

    日前，iPhone 6 的預購在短短一小

時內就搶購一空，網路上亦開始出現兜

售預購號碼或空機的資訊，由於目前仍

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況下，預期詐騙集團

        每年的 9、10 月份一直都是手機

迷最期待的時刻，各家手機大廠相繼

推出新產品搶攻民眾荷包，從蘋果的

iPhone 6 及 Apple Watch 到索尼的

Xperia Z3，每支都是高階規格手機，

要價不菲，而根據以往經驗，只要每

次有新的手機推出，也是網路購買手

機的詐騙高峰期，請大家務必提高警

覺。 

    臺中的李小姐於今年年初紅米

機風靡全臺時，想要購買跟隨流行，

但廠商出貨速度不及，造成有錢也不

一定買得到的狀況下，偶然在網路購

物平台看到有賣家在兜售現貨，雖然

較市價貴，但在能夠立刻拿到的誘惑

下，仍與同事一人訂購了一支，並依

賣家簡訊通知的帳號匯款，並於匯款

後收到賣家確認通知及出貨日期，沒

想到從此之後賣家就失聯了，一直等

將利用此機會對民眾實施詐騙，警方在

此呼籲民眾切勿相信網路上不實資訊，

且網路購物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風險，除

了無法了解賣家的背景，亦無法保證可

以如實拿到商品，建議民眾選擇各大電

信業者或具有審核機制的購物網站平臺

購買手機會較有保障，而低於市價是假

賣家吸引被害人的常見手段，切勿貪圖

便宜反而損失慘重，如有任何詐騙相關

的問題，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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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    「「「「iiii 幸福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幸福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幸福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幸福 選舉不買票  不賣票  要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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