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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反毒大無畏，
太子反毒大無畏，提倡宮廟新文化
由法務部、新北市政府共同指 宮、臺北社子島坤天亭、板橋慈惠宮與全國
導的「2015少年踹輪：太子反毒大無 各太子宮廟等共同舉辦，以宗教、陣頭的力
畏」活動，於104年1月9日登場，連 量結合反毒宣導，倡導正向宮廟陣頭文化，
續三天舉辦電音嘉年華、反毒誓師大 提供宮廟陣頭青少年肯定自我，找尋成就感

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
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
交流平台，
交流平台，因為有您的共
襄盛舉，
襄盛舉
，才能豐富這個司
法保護園地。
法保護園地。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保護司

會、電音晚會，吸引民眾一同體驗宗 之舞臺，引導其正向發展。
教創意活動，並號召民眾共同關注反

而主辦單位1月10日在新北

毒 議 題，希 望 藉 由 正 向 的 理 念 和 思 市 市 民 廣 場 辦 理 反 毒 誓 師 大
考，讓青少年勇敢向毒品說不。
會，會中 邀請法務 部保護 司游
活動發起人知名藝人于美人表示 明仁司長與新北市政府侯友宜
廟會、陣頭是臺灣歷史悠久的本土文 副 市 長、藝 人 郭 書 瑤，以 及 全
化，經常吸引年輕族群參與，但近來 國參與的太 子宮廟，共同 宣誓
由於遭到不肖人士利用，使用毒品， 拒絕毒品的 決心，希望能 以三
暴力滋事等誤入歧途的事件也時有所 太子的信仰 力量，帶領青 少年
聞，所以本次活動結合臺南新營太子 抗拒毒品的誘惑與壓力。

「青春搖擺不搖頭 舞動青春來反毒」
舞動青春來反毒」街舞大賽
為提倡反毒理念，鼓勵青少年從 反毒街舞比賽，提供年輕人
事正當休閒活動，104年1月10日法務部 發洩精力的管道、鼓勵培養
和台北地下街合作社於台北地下街12號 正當娛樂，遠離毒品，用健
廣場聯合舉辦「青春搖擺不搖頭 舞動 康的生活方式來保護自己。
青春來反毒」街舞 大賽，現場熱鬧滾 而由於青少年濫用毒品問題
滾，吸引許多民眾駐足觀賞，感受年輕 日益嚴重，法務部近年來積
學子青春、熱情、精采的舞蹈及傳達不 極結合公、私立部門辦理反
毒宣導，希望讓反毒理念能
接觸毒品的決心。
台北地下街合作社近年來努力改 深入社區，扎根茁壯，進而
善相關設備、降低環境髒亂情形，並規 降低毒品的危害。
競賽活動係由來自各高中職學校 台北地下街還安排現場民眾互動遊
免費使用。法務部羅進明專門委員致詞 參賽隊伍自行設計舞碼，並邀請專業舞 戲，提供豐富紀念品和禮券，讓現場
時表示，感謝台北地下街與現任盧寶鐘 蹈名師擔任評審，過程中參賽者以青春 氣氛相當熱烈。
劃開闢表演及練舞專區，供青少年朋友

理事主席長期以來出錢出力，參與反毒 洋溢的熱情，曼妙精采的舞技，呈現出
工作，連續三年和法務部攜手合作辦理 拒絕毒品，青春無敵的反毒意像。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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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

犯保屏東分會訪視屏東市酒駕撞死孕婦案件之遺屬
104年1月5日下午5時30分左右，上 分至生命館慰問。該會委員李明盛、專 臺幣2,000元整。
班族李女（懷胎3月）下班後，去幼稚 任人員陳姿君與志工蘇秀珠到場慰問，
園接二女兒，騎機車行經屏東市鶴聲國 並向死者丈夫與其家人表達關心之意，
小旁的華盛街時，被後方同向行駛的藍 同時說明該會保護被害人宗旨、法律流
色小貨車擦撞，李女摔落汽車道，小貨 程、調解注意事項、強制險申請、財產
調查等服務項目。該會另附上犯保協會
車直接輾過，1屍2命。
屏東分會於104年1月7日上午取得 簡介、強制險簡介等相關文件，使家屬
案夫聯絡方式，並約定當日下午2時30 更瞭解自身權益。也一併發送慰問金新

司法保護剪影-

社會勞動人感受花蓮地檢署柔性司法
社會勞動人阿惠（化名）於103年1 的 期 限，阿 惠 得 知 可 以 延 長 2 月 的 期 人一項雙贏的選擇，阿惠自103年4月參
月間因酒後駕車遭法院判處3個月有期 限，心中大石放下，非常感謝檢察官 與花蓮市公所走動式社區清潔整理專
徒刑，因無力繳納罰金，所以聲請社會 的美意，更感受到花蓮地檢署柔性司 案，專案的內容有道路清掃、路樹修
勞動折抵刑期，自103年4月開始執行至 法的溫馨，也表示一定會在期限內完 剪及公園美化，逢特殊節日更會配合
10月執行了502小時，很不巧的就在勞 成所有勞務時數。
務即將完畢前受傷，右手鎖骨骨折，經

機關協助辦理弱勢關懷活動，阿惠出

花蓮地檢署表示，聲請易服社會勞 席率及執行態度都很好，而在服務過

醫師治療後，醫師建議要休養一陣子， 動不但可以兼顧家庭及工作，將生活 程中，阿惠也體會到司法原來不是冰
才可以執行較粗重的工作，聽完醫師的 的作息影響降到最低，可說是對當事 冰冷冷的，而是有人情味的！
建議，阿惠感到晴天霹靂，因為接下來
無法執行勞務，而勞務期限又一天一天
逼近，不知如何是好。
阿惠透過觀護佐理員讓執行檢察官
了解相關情況之後，執行檢察官陳宗賢
考量其身體狀況，審酌其平時執行態度
表現良好，斟酌後同意准予延長2個月

司法保護剪影司法保護剪影-

啟動【
啟動【無毒有我‧
無毒有我‧有我無毒】
有我無毒】師資進階培訓活動
為深入反毒宣導成效，法務部、教 毒 宣 導 團 隊，至 各 個 社 區、學 校 宣 網\反毒防護網\志工園地\招兵買馬區
育部、衛福部食藥署、慈濟大學與各縣 導，讓反毒觀念能深入各個社區、學 下載。
市毒防中心繼102-103年巡迴各縣市辦 校，防微杜漸，抗拒毒品的入侵。歡
理反毒教育博覽會暨人才培訓活動後， 迎民眾的加入與支持。

每場次於辦理日期2個月前開始
受理報名，詳填報名表後，請就近交

104 年 持 續 辦 理「無 毒 有 我．有 我 無 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 ： 採書面報名，報名表可向 由住家附近燦坤3C賣場，由燦坤彙整
毒」師資進階培訓活動，以建立在地反 燦坤3C 門市索取或自法務部無毒家園 後交予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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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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快報更生保護快報脫胎＆
脫胎＆築夢－「
築夢－「徵
－「徵」的就是你！
的就是你！收容人多元就業博覽會
在臺灣經濟出現景氣回春的同時， 及家屬對其永不放棄的親情
南投看守所結合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 力量，使其恢復自信遠離犯罪
分會、南投就業服務中心辦理「『脫胎 邊緣。
＆築夢』－「徵」的就是你」！協助收

當日活動共計有 33 位收

容人出所後能順利找到工作，返家後即 容人參與徵才，參與就業媒合
與職場接軌，特於 103 年 12 月 16 日共 的廠商，包括營造工程、環保
同合作邀請在地績優廠商提供職缺。

工程、餐飲業、公益團體等 8

本次媒合就業活動最大特色乃邀 家公司，共同釋出 64 個職缺，
請家屬及就業廠商入所提供職缺，並由 所方希望能藉由此次媒合活
家屬陪伴收容人媒合面談求職，藉由家 動，讓收容人感受到社會各界
屬的引領及家庭親情的力量與支持，期 的關懷與家庭功能聯繫的再強化，使其 淬煉；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亦將針
望收容人出所後能穩定順利就業。主辦 恢復自信心，並期許所有參加的同學， 對即將出獄個案進行個別輔導及出獄後
單位表示，除了對於參與之廠商願意提 都能心懷感恩，努力向前，開創新生， 安排更生輔導員進行就業追蹤輔導，協
供職缺給予肯定外，最重要的是讓即將 順利復歸社會成為有用之人，讓家人及 助個案順利重返職場。
出所之收容人感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懷 社會感受到『脫胎換骨、浴火重生』的

更生保護快報更生保護快報獅子會送來年菜 更生弱勢家庭過年有暖
南投縣埔里水秀獅子會昨天捐贈 弱勢家庭也能享有豐盛春節年菜，決 讓弱勢家庭及更生人安心過好年，每
價值60多萬元的200份年菜，給南投縣 定運用剩餘的款項捐贈60多萬元，委 份年菜為5菜1湯，還將由獅友親自送
政府食物銀行、良顯堂社會福利基金 由埔里金都餐廳製作200份年菜套餐， 達弱勢家庭，偏遠地區則會委託管區
員警協助，務必在農曆年前將年菜送
會，以及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響 再加碼關懷弱勢。
代表接受的南投縣府社會處處長 達，讓所有獲贈弱勢民眾都能高興享
里及竹山140個低收入戶及60名經濟弱 林俊梧指出，埔里水秀獅子會關懷社 用年菜過好年。
應提供手作年糕及蘿蔔糕，將分送埔
勢更生人。

區，匯聚縣內各界的愛心，捐贈年菜

埔里水秀獅子會響應南投縣政府
食物銀行愛心，103年發起「支持反毒
和食物銀行慈善義賣餐會」，廣邀縣
內藝術大師共襄盛舉、捐畫義賣，共
募得善款160萬元，已先捐出價值70元
的餐券一萬張給縣府食物銀行，並捐
助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及草屯療
養院茄荖山莊，購置更生人戒毒學員
學習電腦之設備共約25萬元。
水秀獅子會長林素貞指出，獅友
們有感年關將近，希望更多縣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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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權益宣導–

愛滋修法通過 建立人權保障堡壘
醫療技術日新月異，國際已將愛 灣接受醫療過程中感染，因此夫妻兩
滋視為慢性病，對於愛滋感染者不應 人被迫長期分隔兩地。
再有歧見或不平等待遇，這不僅與國
本次修法通過後，這些悲劇將不
際人權趨勢相悖，對愛滋防治的成效 再重演，外籍感染者不再因愛滋被拒
亦十分有限。為落實疾病平權，我國 於境外，並可享有平等的居留權。此
積極推動「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 外，治療也是防疫的重要環節，愛滋
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部分條文 用藥回歸健保給付後，除了能讓感染
修正，1月2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未 者獲得同等的醫療照護與保障，也能
來非本國籍愛滋患者入境及停居留將 避免因為經濟壓力及其他因素而延遲
不再受限，愛滋醫療費用也將回歸健 或不願就醫，造成防疫缺口。
保。本次修法除了將我國愛滋防治政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
策與國際接軌，也為愛滋患者的權利 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自79年12月17日
保障開創新頁。
制定公布後，曾歷經6次修正，本次
自73年至103年，國內通報外籍愛 修法不但符合國際人權精神，也切合
滋感染者共954人，有48人因申覆成功 愛滋防治的需要。我國愛滋醫療技術
得以在台居留，其餘依法不得長期居 已達國際水平，愛滋感染者在積極地
留，僅能短期停留。過去由於申覆的 追蹤及治療下，健康已可獲得良好控
程序複雜，如沒有專業人員協助幾乎 制。未來疾管署將持續與各部會、地
無法成功，即便送出申請，也常因為 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合作，期望藉由各
某些條件資格不符，最終仍必須放棄 項愛滋防治教育的推動，導正民眾對
在臺灣的學業、工作，甚至與配偶、 於 愛 滋 的 錯 誤 認 知，以 關 懷 取 代 歧
子女分離。其中阿梅（化 名）的遭遇 視，鼓勵易感染族群主動篩檢，感染
就是一個真實的案例，阿梅在日本認 者持續接受治療，讓臺灣的愛滋人權
識馬來西亞籍的先生，兩人決定在臺 與治療與國際接軌，邁向「Close the
灣定居，在申請居留證時做了健康檢 Gap」的目標。(摘錄自衛生福利部疾
查，結果發現雙方都感染愛滋。由於 病管制署)
先生無法證實是受阿梅傳染或是在臺

政策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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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資訊業者研發軟體供使
用者建置地籍資料，
用者建置地籍資料，是否違反
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A：

法第 19 條規定，
且免為個資法第 9 條

例如：是否選任適當之人員、適當

所定告知義務。

之組織分工、訓練、說明、指示、
查看、對於不當行為之糾正改進、

自然人之姓名、聯絡方式、財務情

Q ：關於個資法第 50 條規定，
條規定，
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
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管理人
或其他有代表權人如何證明已
盡防止義務？
盡防止義務？
？

況，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

A：

別該個人之資料等。如資訊業者僅

一、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管理人或

研發軟體工具，提供使用者(即個人

其他有代表權人，監督義務之範圍，

資料之蒐集者)於資料蒐集後之編

並不僅以訂定個資法第 27 條第 2 項

輯、建置地籍資料之用，資訊業者本

規定之個資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

身並無蒐集個資者，自與個資法無

務終止後個資處理方法，即為已足。

涉。而蒐集資料者所蒐集之個人資

尚須就具體個案，視非公務機關之規

料如屬已依法公示、公告或以其他

模大小與組織、所違反個資法規定條

合法方式公開者（如土地登記之第

文之內容與意義、個資數量多寡、機

二類謄本），因該等人之個人隱私應

敏性之風險程度、監督可能性等因素

無被侵害之虞，則其蒐集符合個資

而定。一般而言，必要之監督措施，

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
第 2 條規定，
本法所稱個人資料指：

騙
防詐

新

手法

依法規改善設施…等，惟以客觀上
有必要且有期待可能性者為限；
如有特殊情況（發現營運有不正常
現象、選任之人員不能勝任…等）
亦當提高其要求標準。有關組織上
之欠缺，包括分工未周而無人負
責、責任重疊致相互推諉、權責過
度下放等，亦可能構成違反監督義
務。
二、綜上所述，代表人所應盡之防
止義務，應考量組織規模與保有個
資之數量或內容，依比例原則建立
技術上與組織上之措施，並視體個
案情形判斷之。(摘錄自法務部全球
資訊網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買「Running Man」
Man」見面會門票遭詐萬元
小資女嗑泡麵度日

見偶像一面，代價是一個月的生 露天拍賣網站碰碰運氣，並向一名暱稱 以低於市價的價格吸引網友上門，許多
活費！韓國超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sweetgirl26 的賣家談妥以每張含代購費 5 網友為求見偶像一面，未多加考慮即先
Man」預計明年來臺舉行見面會，入場 千元，兩張共 1 萬元的價格交易。對方將 付款，結果錢都落入詐騙集團的口袋。警
券開賣 2 小時內全被搶購一空，兩名 門票照片以 LINE 傳給賴女取信於她，並 方呼籲，民眾使用網路購物應避免私下
小資女乃集資在拍賣網站購買黃牛 再三保證只要一匯款就立刻寄出門票， 交易，並仔細觀察賣家評價和所賣商品
對 內容與價格是否合理，此外亦應儘量以
票，不料卻遇上詐騙集團，兩人把每 然而 1 萬元轉帳至對方指定的帳戶後，
天吃泡麵省下來的 1 萬元轉帳給賣家 方就再也不回應，等了半小時都沒下文， 面交或貨到付款方式，檢查過貨品相符
再行付款，才不致衍生糾紛甚至遭詐騙。
後，還沒收到票就被對方封鎖斷絕聯 兩女始知遭詐報警。
刑事警察局發現，從今年 12 月 14 至 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見面會門票開賣才 3 天就有 12 名粉 16 日短短 3 天，就有 12 件因網購
「Running 165 查詢。

繫。刑事警察局統計，
「Running Man」

絲遭假賣家詐騙報案，呼籲民眾務必 Man」見面會門票遭詐案件，許多歹徒除 (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反詐
注意網路購物安全。
慣於要求用 LINE 等通訊軟體私下交易， 騙宣導網站)
家住新北市，月入 22K 的賴姓被 以規避拍賣網站的交易保障機制，更往
害人（女，74 年次，服務業）和閨密 往使用女性抱著小孩的 LINE 大頭貼來
都是哈韓族，兩人得知「Running Man」 降低被害人戒心，十分狡猾。刑事警察局
來臺的消息後即開始節衣縮食，天天 表示，歹徒看準民眾亟欲購買時下最夯
吃泡麵度日，好不容易省下 1 萬元買 的演唱會、見面會入場券，或其他熱門商
票，豈料門票才一開賣立馬被秒殺還 品的渴望心理，盜用他人網拍帳號後刊
造成售票系統當機，兩人只好轉而上 登販售這些熱門商品的訊息，有時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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