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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於104年12月7日在該學院大禮堂舉

辦「2015年犯罪防治研究學術發表會--發現趨勢、創見未

來」及第二屆犯罪防治研究傑出碩博士論文頒獎典禮。 

        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為擔任國家刑事政策智

庫角色，每年依照國家犯罪防治研究的現實需要，擬訂研

究主題，透過專案委託研究，向學界評選優良研究計畫，

以具實證性的深度研究成果，精進政府犯罪防治刑事政

策。另外，為鼓勵更多優秀人才，投入犯罪防治與刑事政

策的研究領域，規劃舉辦「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

獎」，今年是第二屆，共有16位碩博士生得獎，法務部羅

瑩雪部長特別親臨致詞，並頒贈獎狀，以資鼓勵。 

        羅部長表示：今天發表的兩個研究主題，對我們國家

社會的安定，都具有非常高的指標意義，第一個由國立臺

北大學許春金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的研究主題--「103年犯

罪狀況及其分析--2014犯罪趨勢關鍵報告」，可以看到很多

政府刑事政策，所應努力的方向，例如：103年矯正處遇機

構超收問題仍然嚴重（超收8,859人，16.2％），而短期刑

人犯高達八成，至年底實際在監者，僅不到二成，顯示短

期刑人犯進出監獄頻繁，不但無益於教化，亦徒增獄政負

擔。另外新入監之罪名則以公共危險罪人數為最多(其中不

能安全駕駛即酒醉駕車，即有9,631人之多)，就刑罰功能，

短期自由刑對一般民眾雖具有威嚇作用，但對人犯而言，

進入監所服刑，不僅破壞其社會關係之正常運作，造成日

後社會復歸之困難，以及家庭關係之崩解，甚至會產生矯

正副文化的負面效應，如何有效衡平其間利弊，以有效解

決社會問題，正是國內刑事政策發展之重要課題。 

        又如：對於北捷的隨機殺人案，提出隨機殺人的兇手

沒有明確的動機，被害人不特定，與過去殺人案件多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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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恩怨不同。因犯罪人外觀多無特殊跡象，難以立

即辨識，因此，警方除應積極開發可以迅速發現網上犯

罪預告的技術，並在發現類似模仿言論後立即逮捕處

理，以防範未然，並遏制模仿效應的蔓延外，臺灣大眾

運輸系統的發展快速，除捷運外，臺鐵與高鐵均隨時有

大量的交通人潮往返，一旦發生類此事件，傷亡情形，

難以估算。因此，有關大眾運輸體系的安全維護措施，

也應全面檢視，並建立可以立即回應暴力事件發生之SOP

標準處置流程與督導運作機制，以確保社會安全的建

議。 

        對於夜店的襲警案，從第三造警政的觀點，認為維

護社會治安的核心力量，除應聚焦於「加害者」與「警

察」二造外，更不可忽略「第三造」之社區力量。夜店

常是犯罪吸引者，也是犯罪熱點，政府應要求經營者盡

力防治店內及周邊的各種犯罪可能。夜店要開店、要牌

照、要賺錢，就須提出有效的預防犯罪保全計畫，將保

全設備、保全人員、安全訓練、金屬探測器、安檢門、

通訊連絡器材、監視器設置、電擊武器、制定保全人員

處理顧客糾紛或酒醉的處理標準程序和通報責任等等，

均應列入經營成本內。 

        另一個由臺灣警察學術研究學會理事長范國勇副教

授擔任計畫主持人的發表主題「大數據運用在親密關係

暴力犯罪防治分析之探討」，指出「大數據」時代來臨

後，政府對「親密關係暴力」的定義與範圍應有統一的

界定，與親密關係暴力有關的各個機關資料庫，應形成

防治網絡的共識，並為有效之串聯，以建立系統性，且

有效益的婦幼防護工程，減少社會悲劇發生，都是非常

中肯的政策建議，值得政府參考與省思。  

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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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地檢署與新北市汐止區在地企業及公益社團攜手合作，特於

104年 12月 20日假汐止區雍和臺北園區戶外廣場舉辦「逸享生活

反賄有我」聖誕公益音樂祭，讓弱勢兒童度過一個”藝教於樂＂的

溫馨佳節，藉此呼籲全民：唯有全民齊心反賄選、抓賄蟲，共同響

應反賄運動，未來才有逸樂享福的生活。  

編輯的話編輯的話編輯的話編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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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豐才能豐才能豐才能豐

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謝謝大家！        ！        ！        ！                                                                                                                                                                                                                保護司敬上保護司敬上保護司敬上保護司敬上 

       士林地檢署的反賄選宣導活動採取分眾宣導的策略，針

對不同族群的屬性，設計多樣化的宣導管道與形式，以最低

的成本達到最大的宣導效益。隨著電子產品的普及， Face-

Book（臉書）社交軟體成了年輕一代的生活習慣，由於本次

選舉人口結構，六年級生以下占了多數，故士林地檢署特運

用此一通訊軟體功能，結合新興人類崇拜偶像之心理，與新

一代媒體及廣告 新寵—「白一翔」、「茵茵」、「安唯

綾」、「焦曼婷」等四位藝人，共同創造新的流行話題：

「我是好公民，支持反賄選」，偶像在他的臉書粉絲專頁

PO文，支持反賄選的行動與決心，並在士檢的臉書專頁按

讚，隨著藝人的推文與粉絲群的追蹤流覽，反賄宣導更加的

擴散於無形，達到潛移默化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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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地檢署因應105年正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於104年

12月23日結合吳福洋襪子故事館，辦理「襪!反賄選 溫心

天使 民主向前行」公益關懷活動，邀請50名弱勢孩子參訪

襪子製程，並為其安排一堂精彩的民主法治教育課程，吳

福洋另幫孩子們準備了溫暖圍巾，要讓孩子們暖暖過冬。

活動另結合財團法人竹林山觀音寺捐贈的民生物資及新北

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購置的「聖誕反賄

襪」，組合成「林口i幸福反賄選物資包裹」，贈予林口區

公所列冊410戶弱勢青少年及兒童家庭。  

 

苗栗地檢署結合四大志工團體，於104年12月4日與臺中高

分檢攜手共組約60人的『啄木鳥公民反賄團』，前進苗栗

市最繁榮熱鬧的南苗市場，為明年初的總統、副總統暨立

法委員選舉擴大基層民眾宣導。 

        新北地檢署擴大異業結盟，結合轄內15家觀光工廠異

業結盟宣導反賄選。 

反賄選路跑活動          

       新北地檢署本次宣導以「運動」為主題，藉由全民運

動風氣，提倡選舉的奧林匹克精神，引領候選人展現相互

尊重與公平競爭之運動家風度。為吸引民眾對反賄選宣導

活動的關注與響應，地檢署特別結合新北市體育處，以運

動行銷反賄選，由主任檢察官帶領署內「運動達人隊」，

藉由參與新北市各項路跑、自行車活動、籃球賽事等，以

貼近民眾生活的方式，達成柔性宣導的目標。  

苗檢反賄走入新訓中心 

國軍弟兄熱烈響應啄木鳥公民 

        苗栗地檢署為擴大宣導族群的廣度，特於104年12月22

日前往轄內頭份鎮斗煥坪新兵訓練中心，針對620多名國

軍官士兵弟兄進行反賄選宣導。透過生動的案例，輔以法

律條文概念，在場弟兄們無不聽得津津有味，也對於自己

身為民主社會一員所肩負的責任，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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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檢、彰化縣政府攜手宣誓行政中立、拒絕賄選 

彰化地檢署與彰化縣政府仿效美國白宮辦理戶外記者會，

宣誓「行政中立、全民得益」反賄概念，即日起彰化縣各

級公務機關張貼行政中立宣誓海報，拒絕候選人進入行政

單位從事選務活動，呼籲人民拒絕賄選，歡迎社會大眾把

關督促各級公務單位秉持行政中立原則。 

        臺 中 高 分檢

江惠民檢察長 與

彰化地檢署張宏

謀檢察長 表 示，

政 府 應 透 過 政績

爭取民眾支持，

非經由行政 資源

的 應用與執政 的

影響力 來影響機

關、團體、學校達成勝選，這也是行政中立的主要目的，

更是民主政治精神的展現。 

        彰化縣縣長魏明谷表示，彰化縣政府與彰化地檢署建

立查賄選的夥伴關係，透過以「抓賄選視同抓槍擊要犯」

口號，扭轉賄選觀念，並督促縣府各局處所屬單位嚴守行

政中立立場，遵行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執行職務。  

 

 

   

巨幅反賄選看板超吸睛 

基隆市民最近經過市區文化中心時，目光都會被文化中心

外牆懸掛巨幅的反賄選看板吸引，若從高速公路進入市

區，率先映入眼簾的也是這幅巨大反賄選看板，這個8層

樓(24.68公尺)高的反賄選看板，儼然成為基隆市區吸睛新

亮點。 

        基隆地檢署檢察長陳宏達指出，基隆地區人情味濃，

讓外地人來到基隆都感到非常親切、熱絡，但也因為人情

味濃，對於選舉不法或是賄選情事就不好意思舉發，但這

次有別於以往以租用方式懸掛看板，而是由基隆市長林右

昌帶領市府團隊共同支持反賄選觀念，並且用具體行動和

基隆地檢署合作反賄選宣導，反賄選不再是檢警調所唱的

獨腳戲，一連串積極配合的行動將讓市民有感，體認到整

個政府機關都動員起來，不必因人情而不敢檢舉賄選，相

信這樣的改變，對基隆選風及未來發展都有帶頭作用，也

會讓市民朋友聞到基隆清新廉潔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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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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地檢署於104年12月7日邀請東華

大學、慈濟大學、慈濟科技大學、臺

灣觀光學院及大漢技術學院等花蓮縣

內大專院校生活輔導組長到場，說明

第十四任正副總統暨第九屆立法委員

選舉的重要性及該署反賄選宣導的推

動情形，同時請與會各校將反賄選宣

導文宣資料帶回校園，協助張貼反賄

選海報及播放反賄選短片、廣播帶、

跑馬燈等，對各校全體師生宣導反賄

選。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鄺東南組長也到場協調各校

協助進行宣導。  

        花蓮地檢署於104年12月22日上午特別由許主任檢察官

建榮前往豐裡社區樂齡站和65位社區老人共度冬至搓湯圓

並進行反賄選宣導，妙語如珠的宣導內容受到社區老人熱

烈歡迎。    

        許主任檢察官建榮全場以實際案例加上俗語將以往查

察賄選的案件類型簡單說明，呼籲老人家不要為了小錢而

接受賄選，並教導老人家檢舉賄選拿獎金：一機一相一袋

一千萬，即用隨身手機拍下賄選照片，將賄款保存於夾鏈

帶檢舉賄選可能獲得一千萬獎金。                                            

        花蓮地檢署林錦村檢察長特別於104年12月7日晚間親

赴花蓮市藍天麗池飯店參加「花蓮港區扶輪社」12月份女

賓夕例會，深入宣導『花蓮i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反

賄選主軸、呼籲花蓮鄉親要勇於檢舉賄選，共同努力創造

一個乾淨的選舉環境。  

選前倒數!! 

花檢邀花蓮縣10家廣播電台共同協助反賄選宣導 

       花蓮地檢署於104年12月17日邀請花蓮縣全部10家廣播

電台主持人及記者到場，說明第十四任正副總統暨第九屆

立法委員選舉的重要性及該署反賄選宣導的推動情形，同

時請與會各電台將已製作好的六種語言反賄選宣導帶回，

協助於電台節目中播放宣導，針對全縣廣播聽眾朋友加強

宣導反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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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地檢署為了號召「啄木鳥公民」，利用時下最夯的

facebook打卡活動，來提醒民眾像啄木鳥一樣，抓出賄選

壞蟲，不但可讓國家大樹更加茁壯，更有機會獲得最高

1500萬檢舉獎金，現在只要拿起手機，拍下臺東地檢署左

側(浙江路及開封街交

叉口)「i 幸福 檢舉賄

選 人人有責」的大型

看版，並將照片上傳

臉書打卡，於上班時

間至臺東地檢署一樓

服務台，出示手機打

卡畫面予司法志工確

認後，並簽下反賄選

小卡，即可摸彩領取

精美獎品。  

 

「交織反賄火網—垃圾車穿梭大街小巷」 

       臺東地檢署黃和村檢察長為展現反賄決心，於第十四

任正副總統暨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倒數一個月，特別指示

規劃以垃圾車進行反賄宣導。黃和村檢察長表示：垃圾車

是最貼近民眾生活的必須，穿梭大街小巷，和民眾的接觸

無所不在，因為具備這樣的特性，利用垃圾車懸掛反賄選

布條可以交織成綿密的反賄選火網，藉由每天不斷的提

醒，反賄選的觀念可以自然而然內化。   

       臺東地檢署黃和村檢察長基於本次選舉，法務部選定

啄木鳥做為反賄選宣導slogan，期待全民都能成為「啄木鳥

公民」，象徵大家一起捉出危害選舉公平正義的害蟲，共

同替臺灣民主選舉把關，而陳樹菊女士代表的是一股「正

向」的力量，尤其她是臺東土生土長的鄉親，愛護本土的

決心深獲肯定，在民眾心中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特地前

往中央市場，親自邀請陳樹菊女士擔任反賄選代言人，期

盼能蓄積反賄選的能量，在選舉的最後關頭堅決守護臺東

淨土。  

圖片出處：臺東縣政府網站 

                        「「「「iiii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 我是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 我是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 我是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幸福 檢舉賄選 人人有責 我是臺東地檢署檢察長黃

和村 捍衛國家民主 端正不良選風 是每個國民的義務 讓我和村 捍衛國家民主 端正不良選風 是每個國民的義務 讓我和村 捍衛國家民主 端正不良選風 是每個國民的義務 讓我和村 捍衛國家民主 端正不良選風 是每個國民的義務 讓我

們一起檢舉賄選檢舉賄選最高獎金們一起檢舉賄選檢舉賄選最高獎金們一起檢舉賄選檢舉賄選最高獎金們一起檢舉賄選檢舉賄選最高獎金1500150015001500萬元本署檢舉專線萬元本署檢舉專線萬元本署檢舉專線萬元本署檢舉專線

361361361361----169  361169  361169  361169  361----169169169169免費專線電話  免費專線電話  免費專線電話  免費專線電話  0800080008000800----024024024024----099099099099撥通後按 撥通後按 撥通後按 撥通後按 4444」」」」    

       為讓更多民眾瞭解不買票、不賣票的觀念，並投入

「啄木鳥公民」行列，揪出妨害選舉害蟲，臺東地檢署黃

檢察長前往正聲廣播公司及臺東之聲廣播電台錄製反賄選

台呼，透過廣播無遠弗屆的穿透力，募集啄木鳥公民，並

且讓反賄選觀念深植群眾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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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保高雄分會於日前假高雄地檢署多功能會議室舉辦

104年第二次志工大會暨專業研習。 

       本次志工大會議程為志工隊幹部選舉、勤務分組、值勤

排班及提報 104年度服務績優志工忠勤獎名單，會議中志工

們積極填報 105年度值班勤務，熱烈討論 104年執勤情況，

可見志工們對於志工團隊之認同及犯保業務之投入。 

       有鑑於分會志工執行訪視工作漸趨嫻熟，且能運用時下

流行通訊軟體-LINE及電子郵件回報勤務之情形，本次專業

研習課程特別安排分會郭如君助理秘書講習『志工訪視實務

及回報資訊軟體應用』，透過現場實「機」演練及分享志工

訪視記錄等，以加強志工訪視觀察之面向與回報即時性。另

安排高雄市警察局李瑞南科長(同為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資深委員)講解『車禍鑑定之實務解

析』，李科長分享其多年車禍鑑定經驗並佐以影音資料，有

助於志工理解常見之車禍肇責爭議，提升志工專業服務之

能力。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高雄分會舉辦犯保高雄分會舉辦犯保高雄分會舉辦犯保高雄分會舉辦 104104104104 年度第二次志工大會暨專業研習 年度第二次志工大會暨專業研習 年度第二次志工大會暨專業研習 年度第二次志工大會暨專業研習     

        為了避免被害家庭馨生學子學習中斷，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於年前舉辦『生活有愛 學習無

礙』生活補助金及助學金發放活動，本次共資助47名就讀

學子並發放新台幣40萬7,000元助學補助。分會劉明泰名譽

主任委員寒冬送暖，特別結合大衆銀行贈予白米，同時到

場表達關心並鼓勵受害家庭的學子，期勉他們不要因為遭

遇被害案件的創傷而學業中輟。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高雄犯保有愛高雄犯保有愛高雄犯保有愛高雄犯保有愛~~~~助學被害家庭復歸生活助學被害家庭復歸生活助學被害家庭復歸生活助學被害家庭復歸生活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屏東分會委員志工聯合會議犯保屏東分會委員志工聯合會議犯保屏東分會委員志工聯合會議犯保屏東分會委員志工聯合會議        

        為推展犯罪被害保護業務，讓委員、志工更了解犯保

業務及方針、增進彼此情誼與團隊溝通，犯保屏東分會於

104年12月23日假屏東地檢署四樓會議室辦理『104年度第

五屆第一次委員會議暨第七屆保護志工聯合會議』。 

        會中由屏東地檢署檢察長黃玉垣頒發推展犯罪被害有

功人士獎，感謝受獎委員、志工對業務的熱忱與付出，落

實犯罪被害保護機制；第四屆主任委員李昭仁於104年度已

服務6年任期屆滿，由檢察長黃玉垣主持交接儀式，希望李

主委將對犯保的熱情、努力不懈之行動力傳承下去。  

 

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活動訊息----犯保屏東分會慰問縱火案被害家屬 犯保屏東分會慰問縱火案被害家屬 犯保屏東分會慰問縱火案被害家屬 犯保屏東分會慰問縱火案被害家屬         

       104年11月29日晚間10點許，嫌犯黃姓男子疑似不滿被

害人分手，於被害人返家時向其潑灑汽油點燃，致被害人

嚴重燒傷，送醫不治身亡。 

        犯保屏東分會於104年11月30日立即與被害家屬取得聯

繫，同時表明分會關懷慰問之意；104年12月2日屏東地檢

署檢察長黃玉垣、書記官長林佩宜會同分會陳秘書、志工

前往屏東市圓滿館慰問家屬，檢察長安撫其情緒，也表示

犯保協會將會積極協助家屬，請其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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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地檢署配合法務部辦理之受保護管束人生命教育

講座， 於104年12月1日特別邀請花蓮縣動物權利促進會-

執行秘書李旻穗小姐與70餘位的受保護管束人分享其結

紮、領養及動物保護知識的教育宣導，檢察長林錦村以海

倫凱勒故事勉勵受保護管束人凡事以正向態度面對，建立

尊重生命吸收逆境不氣餒之觀念。 

      「花蓮縣動物權益促進會」由幾位不捨眾生苦、愛護

動物的同好共同成立，相信每個物種對地球上許多不可思

議的變化及美麗都有特別的貢獻，保衛所有動物的基本權

益，使他們的生命免於被剝削濫用。藉由生命教育、流浪

動物結紮、流浪動物送養等活動來逐步推廣動物保護的理

念，以其喚醒社會大眾對周遭生命的關心與重視。 

 

「「「「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勇敢的小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 APPAPPAPPAPP，，，，教你如何教你如何教你如何教你如何

聰明拒絕毒狼聰明拒絕毒狼聰明拒絕毒狼聰明拒絕毒狼            

法務部今年推出法務部今年推出法務部今年推出法務部今年推出

APPAPPAPPAPP 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勇勇勇勇

敢的小豬篇敢的小豬篇敢的小豬篇敢的小豬篇」，」，」，」，透透透透

過熟悉的童話故過熟悉的童話故過熟悉的童話故過熟悉的童話故

事讓大朋友事讓大朋友事讓大朋友事讓大朋友、、、、小朋小朋小朋小朋

友認識毒品的危友認識毒品的危友認識毒品的危友認識毒品的危

害害害害；；；；同時也傳授同時也傳授同時也傳授同時也傳授

保護自己的最佳保護自己的最佳保護自己的最佳保護自己的最佳

密技密技密技密技，，，，讓家長或老讓家長或老讓家長或老讓家長或老

師多一份安心保師多一份安心保師多一份安心保師多一份安心保

障障障障！！！！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嗎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嗎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嗎想知道三隻小豬如何運用智慧拒絕毒品嗎？？？？趕快下載趕快下載趕快下載趕快下載

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反毒繪本 APPAPPAPPAPP，，，，一起加入一起加入一起加入一起加入「「「「戰毒聯盟戰毒聯盟戰毒聯盟戰毒聯盟」」」」成為反毒英雄成為反毒英雄成為反毒英雄成為反毒英雄！！！！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 APPAPPAPPAPP 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下載網址：：：： http://goo.gl/mJn2W7 http://goo.gl/mJn2W7 http://goo.gl/mJn2W7 http://goo.gl/mJn2W7     

影片內容係以曾吸影片內容係以曾吸影片內容係以曾吸影片內容係以曾吸KKKK青少年團體訪談為主軸青少年團體訪談為主軸青少年團體訪談為主軸青少年團體訪談為主軸，，，，搭配對個案搭配對個案搭配對個案搭配對個案

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輔導老師輔導老師輔導老師輔導老師、、、、教官教官教官教官、、、、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專家學者

之訪談之訪談之訪談之訪談，，，，深入剖析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各種成因深入剖析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各種成因深入剖析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各種成因深入剖析青少年接觸毒品之各種成因，，，，除讓大除讓大除讓大除讓大

眾眾眾眾、、、、家長家長家長家長、、、、老師更能瞭解青少年吸食老師更能瞭解青少年吸食老師更能瞭解青少年吸食老師更能瞭解青少年吸食KKKK他命等三他命等三他命等三他命等三、、、、四級毒四級毒四級毒四級毒

品之現象品之現象品之現象品之現象，，，，增進相關工作人員持續投入之動力增進相關工作人員持續投入之動力增進相關工作人員持續投入之動力增進相關工作人員持續投入之動力，，，，並期許成並期許成並期許成並期許成

為青少年生命改變歷程之重要他人為青少年生命改變歷程之重要他人為青少年生命改變歷程之重要他人為青少年生命改變歷程之重要他人。。。。        

家庭暴力防治法新修宣導家庭暴力防治法新修宣導家庭暴力防治法新修宣導家庭暴力防治法新修宣導    

司法保護訊息    

『從12夜探討對生命的尊重』專題講座   

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法務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衛福部食藥署聯合出品衛福部食藥署聯合出品衛福部食藥署聯合出品衛福部食藥署聯合出品    

「「「「再生樹再生樹再生樹再生樹----kkkk 他命防治教育影片他命防治教育影片他命防治教育影片他命防治教育影片」」」」            



 

大的成效，大部分規則服藥的患者，血中的病毒量已無法

用儀器檢測得到，不僅減少了傳染的機會，而且CD4淋巴

球數升高，也大幅地降低了病患發 生伺機 性感染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和腫瘤的機會與致死的風險，但

這並不等於治癒，因為儀器本身有其敏感度的限制，再

者，病毒仍可能存在於淋巴結、巨噬細胞、中樞神經系統

或其它組織、細胞中。因此，目前的治療方式仍沒有辦法

治癒愛滋病毒感染，感染者必須耐心持續服藥才能控制病

情，不規則服藥會導致HIV病毒產生抗藥性，造成日後治

療的困難性。此外，維持安全性行為是防止抗藥性病毒重

複感染的重要關鍵。我國自1997年4月開始免費提供高效能

抗愛滋病毒治療藥物，感染者及患者可以在愛滋病指定醫

院獲得專業的醫療服務。(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

站) 

愛滋權益宣導–治療照護簡介 

         高效能抗愛滋病毒治療（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

py；HAART），俗稱「雞尾酒療法」是組合至少三種抗愛

滋病毒藥物，以有效控制愛滋病毒感染者的血漿病毒量

（plasma viral load）、提高CD4淋巴球數，大幅降低病患發

生愛滋病毒感染相關的伺機性感染、腫瘤與死亡的風險，

並減少愛滋病毒傳播。一般以兩種核苷酸反轉錄酶抑制劑

（nucleoside reverse-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RTIs）為治療骨

幹，再從非核苷酸反轉錄酶抑制劑（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NRTIs）、蛋白酶抑制劑（protease 

inhibitors；PI）或其他具有新抗病毒機轉的藥物，例如融合

抑制劑（fusion  inhibitor；FI）、嵌入酶抑制劑（integrase 

inhibitor；II）和CCR5拮抗劑（CCR5 antogonist），挑選一種

藥物搭配，以構成抗愛滋病毒藥物組合。 

     「雞尾酒療法」對於抑制人體中愛滋病毒的繁殖有相當

政策宣導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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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QQ ：：：：人壽保險公司對於未承保保戶之個人資料人壽保險公司對於未承保保戶之個人資料人壽保險公司對於未承保保戶之個人資料人壽保險公司對於未承保保戶之個人資料，，，，是否得是否得是否得是否得

不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予以刪除不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予以刪除不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予以刪除不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予以刪除，，，，而將之建檔封存而將之建檔封存而將之建檔封存而將之建檔封存？？？？    

A：一、 人壽保險公司原可能依「人身保險、契約或類似

契約事務」等特定目的，基於「法律明文規定」或「與當

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所蒐集、處理之個人資料

（個資法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參照），嗣

因保險契約未成立或有其他未完成保險交易之因素，該

等所稱之「未承保保戶」之個人資料，因人身保險或其他

履行契約事務而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已不存在，除

有個資法第 11條第 3 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外，人壽保險公

司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等

個人資料，合先敘明。 

二、 次按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1條第 3款規定所稱「其他

不能刪除之『正當理由』」係屬不確定法律概念，須依具

體個案事實予以認定。本件壽險公司所主張，有關未承保

保戶之個人資料，須提供壽險公會、保險犯罪防治中心、

檢調機關、法院、稅捐機關、主管機關等單位，為調查洗

錢防制、保險詐欺、稅務查核、扣押當事人財產等用途等

節，查上開提供資料事由應係指已與壽險公司成立保險

契約之保戶而言，始有該等用途；至於未承保保戶之個

人資料，因保險契約尚未成立，未有相關保險交易產生，

如前所述，壽險公司原蒐集該等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已

不存在，後續亦無利用該等資料履行契約之需要，本應依

個資法第 11條第 3 項本文規定，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該等個人資料，尚難認為壽險公司得主張上開事由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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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務所必須之正當理由，並得無限期留存該等個人

資料而不予刪除，否則，任何機關如均得主張未來提供

稅務查核、檢調偵查而拒絕刪除，則上開刪除規定豈非

形同具文。 

三、 至於本件壽險公司另有主張，留存未承保保戶之

個人資料作為該壽險公司用於對抗未承保保戶主張權

利之證據資料乙節，是否屬於「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

由」應視具體個案情況而定，原則應將上開事由列入個

資法施行細則第 21條第 1款之保存期限長短之考量因

素，如超過上開期限而因司法訴訟或保全證據程序刻

正進行而不能刪除，始屬同條第 3款事由，倘若泛稱為

預防日後有訴訟或證據保全之需要即得不刪除該等蒐

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之個人資料，豈非於訴

訟或相關保險爭議產生前，均得無限期保存該等個人

資料，故宜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所管各該行

業專業領域之特性，例如保險業之相關保險業務易有

相關訴訟或證據保全之業務需求，而於保險相關法規

內規範因「訴訟或證據保全之業務需求」得保存個人資

料之適當年限，而屬於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21條第 1款

規定所稱「有法令規定之保存期限」之情形，使保險業

得以遵循，並同時兼顧個人資料當事人之權益保障，避

免業者無限期保存該等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

滿之個人資料。(摘錄自法務部全球資

訊網個人資料保護專區) 

詐騙新手法宣導詐騙新手法宣導詐騙新手法宣導詐騙新手法宣導----「「「「你有一條新留言你有一條新留言你有一條新留言你有一條新留言」」」」點閱簡訊連結 信用卡遭盜刷點閱簡訊連結 信用卡遭盜刷點閱簡訊連結 信用卡遭盜刷點閱簡訊連結 信用卡遭盜刷    

        收簡訊也可能會被盜刷信用卡！一名莊姓男子的手機

收到一則簡訊，內容為「你有一條新留言」和一個連結網址，

不疑有他點進去看，沒想到接著就陸陸續續收到銀行通知

信用卡消費簡訊，總共被盜刷了 2萬 4,000元。警方表示，

目前手機綁定信用卡的支付方式非常普遍，但一不小心點

選了來路不明的網址，卻會讓自己深陷被詐騙集團植入木

馬程式後盜刷的風險。 

        莊姓被害人（67年次，服務業）今年 11月 6日晚間收

到詐騙簡訊「你有一條新留言 http://cht.tw/n/6qa39」，由於網

址開頭看起來很像某電信業者的簡稱，而他剛好不久前才

剛申辦了另一支手機，便誤以為是電信業者的回復訊息而

直接點選連結。點了之後，手機開始自動下載一個安裝程

式，莊男還猜測是電信業者贈送的遊戲軟體，安裝後也不以

為意。沒想到隔天凌晨 3時，手機忽然叮咚叮咚響個不停，

陸續收到共 8則訊息，內容全都是銀行通知他使用信用卡消

費了 3,000元，總共刷了 2萬 4,000元，莊男當場傻眼，連忙

打 24小時客服專線辦理止付，卻仍輾轉難眠，撐到天一亮，

立刻跑到派出所報案，才確認自己誤點了詐騙簡訊的惡意

連結。 

        刑事警察局表示，過去被害人點選這類惡意連結並下

載木馬程式後，詐騙集團即取得被害人手機收發簡訊的功

能，並以此透過手機小額付費機制購買遊戲點數，其後在警

方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電信業者合作下，將小額付費

機制預設為關閉，成功阻擋是類詐騙氾濫。然後近來手機結

合金融卡的支付型態越來越盛行，許多民眾手機門號皆有

綁定信用卡卡號，當誤點惡意連結後，詐騙集團隨即透過木

馬程式盜取該卡號及其他個資，並以此盜刷遊戲點數，更可

惡的是，歹徒慣於刻意利用深夜民眾熟睡之際犯案，讓許多

被害人在睡夢中不知不覺中遭盜刷，無法及時辦理止付，等

一覺醒來發現被害已來不及。警方呼籲民眾，切勿點選來路

不明的連結，以免誤入詐騙或釣魚陷阱，如有任何疑問歡迎

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摘錄自刑事警察局 165反

詐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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