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橋頭地檢署莊檢察長就任以來積極推動司

法保護相關業務，希望透過柔性司法「感性」的

面相翻轉一般社會大眾對檢察機關刻板的冰冷

形象。於 108年 2月 22日辦理司法保護業務座

談會，由法務部保護司黃玉垣司長親自蒞臨指

導，希望能為司法保護工作加油打氣！ 

    莊檢察長致詞時表示：「『司法保護』是最能彰顯柔性司法的區塊，透過與榮觀、

犯保、更保三大團體的結合，總是能帶給需要幫助的更生人、馨生人一些鼓勵與支持，

讓人性的溫暖與善意能夠在司法機關中傳遞，是相當值得重視的一環。而對於最近轄區

內發生的一些犯罪被害案件，犯保分會也在第一時間啟動被害人關懷機制，提供心理及

法律輔導，關心被害人，發揮司法柔性的溫暖。」隨後並與黃玉垣司長一一拜會與司法

保護業務密切相關的三大團體，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橋頭分會、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橋頭分會，除了關心業務推展外也為分會同仁加油打氣。之後，並與

觀護人進行業務座談，針對司法保護的內涵及創新方式進行意見交流，希望透過集思廣

益及腦力激盪為未來的司法保護工作帶來不一樣的創新格局。黃玉垣司長勉勵在場的觀

護人，除了應有的監督及預防再犯等措施外，更應該將「人性關懷」注入日常輔導工作

中，主動發掘問題、積極協助解決問題，讓受保護管束人感受到希望，修復自我功能，

重新面對出獄後的生活及挑戰。 

        保護司黃玉垣司長的到來，實為第一線的司法保護人員提振了工作士氣，行程中

黃司長還參與了犯保、榮觀、更保三大會 108年度業務聯繫會議，聽取各方意見並頒

發 107年績優人員獎狀、有功人員感謝狀及志工聘書，當面鼓勵積極投入司法保護業務

的榮譽觀護人及犯保、更保志工，並期待大家在新的一年能有更加亮眼的成績。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新春新氣象 司法保護開新局」 



     橋頭地檢署為協助受保護管束人就業，特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於 108年 3月 11日下午假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就業訓練系列活動」。是日，由楠梓

就業服務站個管師莊雯妃擔任講師。首先介紹有關訓練就業中心所提供的各項服務

業務，並分享多元求職管道資訊，例如親自前往就業服務站台求職、參加現場徵才活

動，還有新型態在路上跑的行動就服車，以及網際網路(台灣就業通)等。另外，更重

要的求職應有之面試禮儀，講師亦在課堂上舉例分享，提供在場學員可作為返回職場

前的事先準備。 

  是項活動，另邀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執行秘書郭寶蓮律師到場，

向學員們宣導如遇有法律相關問題可洽詢法扶基金會，並說明法扶基金會所提供的

各項服務內容，強化學員「正常途徑有保障，司法黃牛不上門」的正確觀念。 

  觀護人林存越表示，期藉由就業促進課程，提升受保護管束人正確的求職觀念及

習得目前就業市場新資訊，加強受保護管束人順利重返社會職場的信心，邁向薪人

生。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108.3.11 受保護管束人就業促進團輔活動 



     為積極促進受保護管束人就業規劃，橋頭地檢

署特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楠梓就

業服務站，於 108年 4月 8日下午假該署三樓地板

教室辦理就業促進團輔活動，希經由專題講座增加

學員投入職場時的求職技巧，並提升自我價值的認

同感以建立個人信心。 

    是日課程，講師謝明澍個案管理師以「職訓 e點通」為題，向學員介紹近期所

開辦之各項職業訓練課程內容，舉凡有：觀光休閒、農業相關領域、新興科技產業、

電腦基本操作、物流服務、照顧服務員、中式餐飲……等課程，希望學員可評估自

身興趣並善用就業服務中心所提供之個別諮詢服務，由專員協助轉介參加相關職

業訓練，強化就業適應能力，另外亦可直接撥打勞委會免付費專線： 0800-777-888

洽詢，利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資源順利重新返回職場。 

    另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亦到場宣導法律扶助設立之目的，並介紹法扶諮

詢駐點及預約方式，藉由法扶專案的案例分享，讓學員能更進一步認識有關法扶基

金會所協助的各項業務服務。課程最後，由觀護人帶領學員填寫課程心得回饋單，

了解學員參與是日課程活動之建議，作為日後課程內容安排的參考依據。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108.4.8 受保護管束人就業促進團輔活動-職訓 e 點通 



    橋頭地檢署為關懷目前在監所服刑的受刑人，特別舉辦假釋法令宣導暨團體輔導活

動，以利未來假釋出獄後的保護管束能予以銜接。日前檢察長莊榮松特別指示觀護人鄒一

清、夏以玲前往高雄二監及高雄戒治所，期盼能將法治觀念深植，並期盼透過宣導，讓曾

經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其所犯的過錯及對社會的影響，並於將來出獄後能熟悉保護管

束流程，利於教化避免再犯。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3、4 月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暨團體輔導活動                     

—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  3、4月修復式司法宣導—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橋頭地檢署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莊榮松特別指示觀護人鄒一清、

夏以玲、吳芳儀前往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與本署進行宣導，期盼能深植修復式司法理念，

並期盼透過宣導，讓曾經犯過錯的受刑人深自思考對他人所造成的影響，若有意願可向橋頭

地檢署提出申請，進行相關修復程序。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或譯為修復式正義）是對於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

接影響的人，即加害人、被害人、及其家屬、和具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社區民眾，提供各種

談論犯罪及說出自己感受的對話機會，以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化，並修復因犯罪所造成的傷

害。換言之，修復式司法是犯罪行為的所有利害當事人聚在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果及其未

來意涵的過程（Tony Marshall,1996）。 



    近來新興毒品入侵校園問題日趨嚴重，且吸毒者有年輕化趨

勢，另毒品的外觀已有別於傳統的形式，為防制毒品進入校園，

讓學生認識不同樣貌的新興毒品和吸毒造成的傷害，反毒宣導工

作刻不容緩。為延展司法保護精神，並加深與在地資源之連結，

橋頭地檢署特別與旗山區錦昌藥局合作設立「司法保護據點」，

並於 108年 3月 21日假旗山區旗山國小視聽教室舉辦「認識毒

品、拒絕毒品」之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是日課程由旗山區錦昌藥局－林錦良藥師擔任講師，講師透過生活化的方式，讓

學生了解現今毒品大多藉由滲入零食、飲品等方式偽裝變身，來鬆懈青少年的警覺心

並逃避警方查緝，以實際案例告訴學生，毒品會以何種樣貌出現在生活中，不法人士

會用何種方式引誘單純且涉世未深的學生，並告訴學生如何提高警覺辨別聚會場合及

保護自身安全的方式。接著說明吸食毒品後對身體及大腦造成的傷害，且可能衍生的

犯法行為，並透過毒品案件新聞影片讓學生了解社會上犯罪手法，提醒同學千萬別因

一時好奇或因同儕教唆、慫恿下而誤食，經由本日的犯罪預防宣導活動，期將反毒知

識落實於校園生活之中，共同打造一個安全無毒害的校園。         

    課程最後，講師實施有獎問答加深同學對課程的印象，橋頭地檢署期望藉由司法

保護據點的設立，拉近與偏鄉校園的距離，另藉由辦理犯罪預防宣導活動，加強校園

反毒意識，避免學生好奇誤用；據點可提供法律諮詢或協助轉介等多元服務，期使需

要幫助的民眾能獲得即時的協助。 

108.3.21 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旗山區錦昌藥局「認識毒品、拒絕毒品」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司保據點:錦昌藥局 



    近年來酒後駕車肇事嚴重影響公共安全，深刻危害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加諸毒品滲入校園，以新樣貌竄起毒害莘莘

學子。為落實司法保護精神，橋頭地檢署特別與司法保護據

點-旗山區良安藥局於 108年 4月 12日假勝湖社區活動中心

辦理「酒駕零容忍、不與毒為伍」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是日活動由許珠美藥師擔任講師，活動開始講師為鼓舞現場氣氛，先以有獎

徵答方式與民眾互動，民眾專注聽講且踴躍舉手回答問題，現場笑聲此起彼落，

藥師更以自身親人酒駕繳納罰金為例，詳細說明目前最新酒駕相關罰則，提醒民

眾當心荷包失血。接著講解酒精對人體的影響，會降低視覺能力及遲緩運動反射

神經，使得速度與距離的判斷力變弱致影響駕車安全，反覆叮囑民眾務必將酒後

不駕車觀念分享予親友。課程尾聲，講師提及目前毒品以五花八門之新樣貌流竄，

如混入茶包或咖啡包等即溶飲品，或包裝成巧克力、糖果等零食形式，讓人難以

判斷而不自覺接觸毒品，提醒勿接受來路不明及陌生人提供之飲料食物，可將疑

似毒品之飲料食物提供給警政單位。 

    橋頭地檢署除確實連結在地社區資源，並希冀藉由辦理各項犯罪預防宣導活

動，將司法保護據點之柔性司法精神發揮至淋漓盡致！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108.4.12 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旗山區良安藥局「酒駕零容忍、不與毒為伍」 

司保據點: 
 良安藥局 



    近年來酒駕行為逆勢增長，為減少酒後駕車行為造成

不幸，橋頭地檢署於 108年 3月 13日假 3樓地板教室舉

辦緩起訴被告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警局督察室

陳禎筌督察擔任課堂講師，藉由課程加強學員對我國法

律應有之認知，期使民眾強化酒後不開車安全駕駛的理

念，防制交通事故發生，減少對社會帶來之影響與危害。 

是日課程，講師陳禎筌以「零酒駕，才上道-逃過酒測，死神難測」為題，向

學員宣導各種酒類計量表，及人體內酒精濃度代謝率，告知一般人喝酒後，完全酒

精代謝時間為：飲酒量 x酒類酒精濃度 x酒精密度(0.8g/ml)除以飲酒者體重 x酒

精代謝能力，希望大家養成「酒後不開車、開車不喝酒」的好習慣，珍惜自己的生

命，更關懷他人的安全，共同建構安全的交通環境。緊接再以「酒後駕車，相關處

罰規定」為題，分析酒後危險駕駛之前因探討、酒後駕車之處罰種類及酒後駕車之

車禍案例，並解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之相關規定，及向學員宣導警政

署對酒駕防制工作不遺餘力，為確保交通安全，各警察機關仍將持續加強取締酒後

駕車勤務作為，適度提高勤務密度，以遏止駕駛人酒後駕車的僥倖心理。 

課程尾聲，講師講解課程回饋單，並苦口婆心的叮囑，取締只是一種手段，

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維護更多用路人的安全，以及避免更多不幸悲劇的產生，共

同維持交通安全秩序。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108.3.13 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 

「逃過酒測，死神難測」、「酒後駕車相關處罰規定」 

 逃過酒測 
    死神難測 



    近年危險駕駛事件頻傳，其中又以酒後駕車為最

常見的類型，為防制酒鴐，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橋頭地檢署於 108年 4月 17日假 3樓地板教室舉辦

緩起訴被告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左營區調

解委員會楊純菁秘書擔任講師，希藉由課程加深學

員對酒後駕車危機的警覺性及瞭解酒後駕車之相關

罰則，期降低爾後再犯可能性，減少對社會帶來之影

響與危害。 

 是日課程，講師第一堂課以「酒後駕車，傷人

害己」為題，向與會學員說明酒精對駕駛行為的影

響，另外針對新近「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訂

內容與刑法修法方向做重點說明，並透過案例影

片播放提醒學員「酒後千萬不要開車」！第二堂課

以「勿慌張-淺談車禍處理流程」為題，除向學員

說明如發生車禍時冷靜處理才是最佳方法，並說

明肇事逃逸相關法條規定與嚴重性，提醒學員如

發生車禍切勿肇事逃逸，應踐行「放、撥、劃、移、

等」事故處理五步驟，才能安全又快速的解決車禍

事故!  

 課程尾聲，講師帶領學員填寫課程回饋單，學

員們均表示:藉由課程內容建立了「酒駕防制」的

觀念，一生受用無窮。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108.4.17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酒後駕車，傷人害己 」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橋頭地檢署於 108年 3月 7日、108年 4月 11日假三樓

地板教室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該場次由觀護佐理員余若嫣、

邜雅鈴擔任講師，說明緩起訴被告於一定期間遵守或履行事

項，例如向被害人道歉、立悔過書、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

心裡輔導或其它適當之處遇措施，並宣導緩起訴處分義務勞

務相關法治觀念與注意事項。 

    接下來由講師指導個案填寫表格與資料，並告知履行期

間不得向勞動機構提出自願性捐款換取勞動時數，不得涉及

個人利益及政治色彩，也不得與現行法令有所抵觸；同時提

醒個案勿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行勞動服務云云，若遇有

類似情形，可向本署觀護人室或政風室提出檢舉。 

    最後再輔以投影片案例之介紹，使被告避免進入司法審

判程序，期勉被告遵守法律規章避免再犯，激發其以志工精

神行善及回饋社會，順利讓被告在履行期間完成義務勞動。 

  3、4 月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所謂「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是指將醫療模式導入檢察官偵辦施用

第一、二級毒品者之處遇；亦即由檢察官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查作為，命施用第一、二

級毒品之被告接受醫療專業上的戒癮治療，而不影響其家庭及生活之人性化的司法處遇

措施。 

而透過說明會的講解，讓被告確實瞭解毒品戒癮治療之內容，包含治療期間、期間

內需負擔的義務、何種情況下會導致計畫終止或緩起訴處分遭撤銷等，知悉參與毒品戒

癮治療係緩起訴處分之指定命令事項，並且「同意自費」參加毒品戒癮治療及充分配合

及遵守或履行規定之事項，否則，願意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3、4 月緩起訴處分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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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地檢署網址： http://www.qtc.moj.gov.tw 

橋頭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613-1765。 

橋頭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613-1765轉 3315，者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hui-chuan@mail.moj.gov.tw 

編輯：郭文財、余若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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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社會勞動人於執行期間是否有勞健   

保的適用？  

A ：社會勞動為易刑處分，社會勞動人實際

係執行國家刑罰，其與執行機關（構）之

間非聘雇關係，不屬勞工保險範疇，亦無

勞基法之適用。另外，社會勞動人雖具有

受刑人身份，但實際並未入監服刑，執行

期間應仍有健保資格，政府亦有編列社會

勞動人本人之保險費，做為日後發生意外

事故時的理賠機制。  

1.108年 5月 7日及 5月 21日辦理社會勞動

勤前教育說明會。 

2.108 年 5 月 2 日辦理緩起訴義務勞務說明

會。 

3.108 年 5 月 13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第一級

及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4.108 年 5 月 15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法治教

育宣導活動。 

5.108 年 5 月 27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第二級

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