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署為營造優質服務環境，並宣示本署組織文化及永續目標，於 108年 6月 26

日 15時 30分假本署一樓舉辦『執法先鋒，公義為先，保障人權，關懷弱勢』揭牌儀

式及新派任主管介紹茶會，除本署同仁外，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王東碧理事長、財

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沈美利主任委員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橋頭

分會柯男烈主任委員均應邀蒞臨，共同見證本署歷史性的一刻。 

    本日活動先由本署莊檢察長、與會貴賓王東碧理事長、柯男烈主任委員及沈美利

主任委員等人共同為本署一樓『執法先鋒，公義為先，保障人權，關懷弱勢』揭牌，

見證本署組織文化及永續目標的建立。本署莊檢察長於致詞時特別強調：「每個機關

都有獨特的組織文化及目標。『執法先鋒，公義為先，保障人權，關懷弱勢』這十六

個字就是橋頭地檢署的組織文化及永續的目標。檢察官除了要霹靂執法，維護公義

外，更要剛柔並濟，隨時注意人權保障，對弱勢加以關懷。二者缺一不可，希望本署

同仁在執行各項業務時，都要剛柔並濟。」 

    本署自 105年 9月成立至今，已邁入第三年。在全署同仁的努力之下，各項業務

表現均十分亮眼，更獲得行政院頒獎表揚為安居緝毒專案有功機關。為拔擢本署表現

優異同仁，以培養優秀主管人才，本署莊檢察長也利用這次活動，介紹本署四位新派

任股長的優秀書記官同仁，分別為一等書記官胡龍朝、書記官劉青霖、書記官蔡淑雅

及書記官辜鈞珩。四位新派任股長，均學有專精，也有十餘年書記官工作經歷，都是

在本署 105年 9月成立時即加入本署服務，一路走來，為本署貢獻良多。本署莊檢察

長表示:「股長是地檢署內的基層主管，要發揮承上啟下的功能，角色十分重要。擔

任股長以後，要肩負各項行政工作，一定會更佳的辛勞，希望股長能帶領同仁一起努

力。」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橋頭地檢署『執法先鋒，公義為先，保障人權，關
懷弱勢』揭牌儀式暨新派任主管介紹聯合茶會  



    司法體系常給予大眾冰冷、嚴肅的刻板印象，法務部希冀

以實際行動來關懷與協助更生人，讓民眾感受到，即使在嚴峻

的司法框架下，仍能發揚人道互助的精神！法務部保護司司長

黃玉垣於 6月 11日親自南下橋頭地檢署，偕同該署檢察長莊榮

松、主任檢察官蔡宗聖、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及更保橋頭分會主

任委員沈美利等一行人，前往造訪創業有成的更生人工作坊，以「個案關懷」為出發

點，當面鼓勵當事人「浪子回頭金不換」的可貴與堅持不懈的精神！ 

是日造訪更生人沈員，現年 53歲，14歲加入幫派，18歲因犯殺人、偽造文書等

案逃亡 19年，入獄服刑 11年，103年 3月出獄，108年 6月 11日假釋期滿。身陷囹

圄的日子並沒有擊垮他，除堅定信仰與教友扶持外，最重要的是妻女們不間斷來信支

持與鼓勵，陪伴其度過人生最黑暗時期！假釋出獄後，憑藉原有的烘焙技能及在獄中

取得之烘焙技術士證照，與兼職保險業妻子二人攜手同心開店創業『爸比的烘焙廚

房』，並招生教授烘焙點心技能。假釋期間，更保橋頭分會多次透過各種公益活動邀

請其設點擺攤，表達對沈員家庭與事業的援助，協助其打開烘

焙坊的知名度並藉以穩定工作收入；觀護人除多次購買工作坊

之各類麵包、點心、餅乾等，以實際行動支持並鼓勵其在烘焙

專業上的投入，對於沈員家人也表達關懷，積極協助其順利參

加妻子保險公司辦理的員工眷屬之國外旅遊，讓沈員能一圓家

庭出遊的心願！ 

黃司長表示：「自己藉各種場合都曾勉勵觀護人在輔導專業上一定要以『個案關

懷』為出發點，除協助個案順利期滿外，更要能有效復歸社會，以達到真正的『再犯

預防』，期盼此行能夠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讓社會能夠瞭解並接納更生的朋友，進

一步鼓舞更生人朝正確方向邁進的信心和勇氣！」 

莊檢察長也提到：「『司法保護』業務一直是刑事司法體系中最能彰顯人性光輝

的部分，在『觀護』與『更生』兩大環節的協力下創造一個又一個「改變」的奇蹟﹐

雖然不是一蹴可幾，但透過真心的陪伴與時間的考驗，總能讓我們見證希望，相信這

是所有從事司法保護業務同仁們的信心來源。」 

    沈員亦客氣地談到：「很驚喜自己一個小人物，竟讓法

務部及地檢署長官親自到現場關心，慶幸自己的人生遇到許

多關心自己的貴人，心中的感謝與感動說不出來！規劃假釋

期滿後去神學院再進修，日後想擔任牧師工作，希望自己也

能當別人生命中的貴人，透過付出自己的力量來幫助更多和

自己一樣曾經迷途的人﹐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法務部落實推動柔性司法 保護司司長南下關懷橋檢更生人  



為凝聚社會大眾拒毒共識，並展現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共同合作執行「新世

代反毒策略」之成果，橋頭地檢署配合教育部、高雄市政府於 6月 1日假高雄巨蛋體育

館舉辦「拒毒健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伙來」全國

反毒博覽會，特別在現場擺設反毒攤位宣導毒品

防制。法務部甚為重視是項活動，由檢察司司長王

俊力偕同保護司科長侯淯荏親自南下，與該署襄

閱主任檢察官王柏敦、主任觀護人韓國一等人聯

袂出席，以實際行動表達支持反毒的立場與決

心！ 

是日活動，以九天民俗技藝團的藝陣表演揭開序幕，展現政府反毒的信心與能量，

接著進行各縣市反毒領航員學生代表之授證，期將毒品防制種子向下扎根，隨後活動的

焦點-反毒宣示儀式，由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高雄市副市長

李四川及王司長等人，執掌「拒毒號」船舵，啟動引擎並敲響啟航之鐘，搭配絢麗的聲

光效果，象徵「反毒之船」由港都啟航，領航全國同心拒毒，堅定面對毒品的挑戰，航

向幸福健康的未來！ 

    橋頭地檢署的反毒攤位上人潮絡繹不絕，精心設計有獎徵答的趣味闖關，透過毒

品小常識益智問答，讓現場民眾、學生在遊戲中獲得反毒知識，達到反毒宣導寓教於

樂之效。王司長除親赴該署攤位上慰勉同仁、與民眾親近互動，並表示法務部與橋頭

地檢署對於毒品防制的宣導與推展一向不遺餘力，相信透過家庭、親子一同建立識

毒、反毒信念，才能真正拒絕決毒品，遠離毒品的傷害!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巨蛋全國反毒博覽會  
橋檢設攤籲請全民反毒作伙來  



橋頭地檢署與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全台首創跨域合作，於 108年 5月 2日辦理

「司法處遇藥癮個案關懷服務據點」揭牌暨啟動儀式記者會，檢察長莊榮松致詞表示:

橋頭地檢署轄區幅員廣闊，緩起訴藥癮者到署向觀護人報到後又須至市區的毒防局接

受輔導，除了舟車勞頓之外，花錢又費時，以致接受輔導之意願降低，戒癮成功的機會

也會降低。有鑑於此，透過雙方無縫接軌合作，由地檢署提供場地，毒防局個管師第一

時間介入輔導，可以確實接觸個案並全程掌握其行蹤，給予適度關懷，雙管齊下，必能

協助藥癮者在戒毒的道路上排除障礙，生活更能平順、安穩! 

    是日活動，先由莊檢察長、高市府副秘書長張裕榮及毒防局代理局長張瑞琿共同

簽署合作備忘錄，最後再偕同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楊治宇、高雄地檢

署檢察長周章欽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林立人等人進行據點揭牌儀式，透過毒防局

主動進駐橋檢，共同宣誓協助藥癮者接受關懷輔導之決心。  

 

  「司法處遇藥癮個案關懷服務據點」揭牌暨啟動儀式記者會 

--高市毒防局進駐橋檢 戒毒輔導零距離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避免毒品入侵校園毒害年輕學子，並有效主動發覺潛在兒少吸毒人

口，橋頭地檢署結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於 108 年 5 月 8日假旗山高級

農工職業學校，辦理高雄市大旗山區校園毒品防制實地關懷列車座談會，偕

同教育、警政、社政、醫療與社區藥局關懷據點等公私部門，有效落實校園

毒品防制整合機制。 

 是日活動，除邀請長庚醫院醫師蔡孟璋主講「反毒大作戰」，強化師生

對毒品的認知及建立反毒意識，並由代理局長張瑞琿、主任觀護人韓國一、

校長蔣壁輝及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軍訓督導戴一等人，與全校師生及旗美

地區學校代表共同研商與交流，透過互動式意見交換與綜合討論，非僅凝聚

校園反毒之策略與方法，亦營造檢警、校園、社區反毒全體總動員之氛圍!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橋檢結合毒防局辦理校園毒品防制關懷列車座談會 



橋頭地檢署為精進社會勞動業務之推動，

於 108年 5月 14日下午 14時 30分假該署 6樓

會議室舉辦「108年度社會勞動機關(構)督核

檢討會議」，共計邀請北高雄地區 35 個社會勞

動機關(構)出席與會。檢察長莊榮松特別到場

致詞，感謝機構督導們的辛勞，並期許藉此會

議提升與會人員相關業務知能與管理督核的觀

念，落實社會勞動業務之執行。 

    是日會議，先由政風室主任林益年作廉能

反貪案例宣導，也邀請該署社勞機構湖內區清

潔隊及野鳥學會督導對於執行社會勞動管理督

導上之技巧、執行之困境及風險等進行經驗分

享，另透過研討「易服社會勞動執行作業手

冊」之方式，有效傳遞社會勞動相關規範，期

使督導於執行管理面更為嚴謹流暢，藉以提升

社會勞動機關(構)的執行效能。最後再由主任

檢察官蔡宗聖、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及社勞組觀

護人與各機構督導們進行綜合座談與交流，讓

第一線執行人員與該署業務承辦人員面對面溝

通，討論實務上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式，以增

進各機關(構)督導於辦理社會勞動業務上的應

變管理能力。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橋檢舉辦「108年度社會勞動機關（構）督核檢討會議」  



橋頭地檢署為有效推展司法保護業務，並妥

善運用社會資源，積極招募轄區內具服務熱誠的

賢達人士擔任榮譽觀護人，特於 108年 4月 22日、

24 日假該署 3 樓地板教室辦理「新聘榮譽觀護人

特殊訓練課程」。 

 檢察長莊榮松親自主持開訓儀式，除致詞歡

迎榮觀新血的加入，更感謝現任榮譽觀護人無怨

無悔地付出，希望透過 12小時的特殊訓練，能讓新聘榮譽觀護人具備一定的觀護職能

協助相關業務的推動，也期盼大家一同發揮在地的力量，共同為轄區內司法保護工作努

力。 

    是項訓練係對 15位新聘榮譽觀護人進行培訓，並開放現任榮譽觀護人參與，除

安排觀護人講授觀護制度與社區處遇、榮譽觀護人角色與定位、諮商輔導技巧、相關

書類寫作、觀護工作倫理、個案研討…等相關課程。最後，由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及橋

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王東碧共同主持綜合座談，籍意見交換與心得分享，有效

提升榮譽觀護人的專業智能！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挹注榮觀新血 強化柔性司法  

橋檢舉辦 108年度新聘榮譽觀護人特殊訓練  



    橋頭地檢署為提升榮譽觀護人之專業知能及輔導效能，

有效協助受保護管束人復歸社會，於 108年 5月 8日假明陽

中學辦理 108年榮譽觀護人第一次成長訓練，校長涂志宏與

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共同主持開訓典禮。 

    該署為強化司法保護網路之聯結，使矯正、觀護，在司

法保護業務推動上緊密連結，特別邀請明陽中學輔導老師孫

慈愛、訓導處組長陳峰秦，分別就「未成年犯罪個案輔導專

題研討」、「未成年收容人處遇模式及參訪」等二個課題，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與各榮譽觀護人分享，再由專人引導參訪

未成年收容人各項生活教化等設施，瞭解未成年收容人之各

項處遇及國家刑罰執行之過程目的。參與是項訓練之榮譽觀

護人咸認對未來之個案輔導工作頗有助益!  

  橋檢辦理榮譽觀護人成長訓練 
有效提升榮觀職能  強化矯正觀護聯結   

    橋頭地檢署為提升及加強榮譽觀護人輔導服務知能及技巧，進而幫助受保護管束

人復歸社會，於 108年 5月 29日（週三）假該署 3樓地板教室舉辦 108年度榮譽觀護

人第二次成長訓練。 

    是日活動，該署檢察長莊榮松於開訓致詞時多次感謝榮譽觀護人們對司法保護業

務推動上的協助與支持，也對其在觀護業務上的盡心盡力與無私奉獻給予肯定，並期

勉各位榮譽觀護人能繼續為柔性司法之策進奉獻心力。 

    本次成長訓練課程，該署特邀請高雄大學法學院院長廖義銘、高雄市勞工局就業

安全科科長楊佩樺、高雄市社會局社工員廖秋如、分別就「認識法律、法學與法門-法

治教育應有之正確觀念與方法」、「受保護管束人就業資源及相關協助措施」、及

「脆弱家庭的辨識、轉介及處遇措施」等 3個主題，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與各榮譽觀護人分享，除讓與會者更瞭解相

關法令與處遇程序外，也期使榮譽觀護人未來受理各項觀

護業務能更加順利、圓滿！參與是項訓練之榮譽觀護人咸

認對未來之司法保護及個案輔導工作頗有助益!  

  橋檢榮觀成長訓練  提升強化榮觀輔導知能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藥物濫用容易造成上癮，不僅傷害個人健康、影響生活，也將

衍生出許多犯罪問題，對社會秩序造成危害。為防範新興毒品進入

社區，橋頭地檢署透過司法保護據點，與六龜區曾藥局合作，於

108年 5月 3日上午 9時假六龜區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辦理犯

罪預防宣導活動。 

    是日活動由藥師曾金課擔任講師，教導社區居民「認識藥物濫

用及杜絕毒品」，並以淺顯易懂的方式，透過新聞案例分享，介紹

常見的毒品種類及對人體造成的危害，同時請居民教導家中孩童避

免誤觸現行的新興毒品，如遇不知名的咖啡包、奶茶包、果凍、軟

糖、巧克力、梅片、跳跳糖、科學麵及飲料等一律拒絕，千萬別因一時好奇或朋友的慫

恿而誤食，希望藉由本宣導活動，提高社區居民的戒心，共創無毒家園的環境。 

    檢察長莊榮松表示，感謝曾藥師透過司法保護據點與社區連結，傳達犯罪預防的理

念，也希望居民善加利用據點提供的相關資源，進而增加犯罪預防的相關知識 。 

  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六龜區曾藥局「認識藥物濫用及拒絕毒品」      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大樹區永安宮「防制酒駕宣導」   

    酒駕問題層出不窮，橋頭地檢署為宣導「酒駕零容忍」，透

過司法保護據點結合大樹區永安藥局，於 108年 5月 20日上午 10

時假大樹區保安宮辦理防制酒駕宣導。 

    是日活動由觀護佐理員黃玉萍擔任講師，用口語化的方式告

知社區居民，有關酒駕有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並宣導全民一起

「拒絕酒駕」，可以從我們週邊的事務做起，例如聚餐或宴客活

動的主人，應該主動提醒賓客勿酒後駕車；一起喝酒的同伴或朋

友，應該相互約制以避免酒駕行為。最後，也提醒現場所有人都

要發揮影響力，主動規勸、制止家人或朋友的酒駕行為，千萬不

能存有僥倖的心理或空間，防制酒駕只要多一份關心，就可以避免悲劇發生。 

    檢察長莊榮松表示:期望藉由司法保護據點的設立，可提供法律諮詢或協助轉介等多

元服務，使需要幫助的民眾能獲得即時的協助。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輔導並提升更生人重返職場之效能，橋頭地檢署結合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岡山就業服務站，共同合作開辦「駐點諮詢馬上問、在地

就業找工作」關懷服務據點，於該署三樓約談報到等候區設置駐點櫃臺，由就業服務專

員及分會人員在現場提供立即性的就業服務與諮詢輔導，希有助於受保護管束人順利

復歸職場。 

    該署檢察長莊榮松表示，岡山就服站到署駐點服務有別於一般就業促進宣導講

座，是以直接「一對一、面對面」的方式個別諮詢，除現場發放就業快報，提供鄰近

就服站最新之就業媒合訊息，受保護管束人亦可前往駐點櫃臺，由現場工作人員提供

直接又安全的就業諮詢服務，相信一定能提升就業媒合之比例！觀護人林存越亦表

示，受保護管束人於每月到署向觀護人完成報到後，即可就近在駐點櫃臺尋求就業相

關之多元協助，岡山就服站於地檢署的駐點，提供了更生人零距離的貼心服務，著實

便民又實惠。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岡山就業服務站進駐橋頭地檢 啟動更生人求職關懷服務據點  



橋頭地檢署為增進受保護管束人就業職場新知，特偕同高市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

心楠梓就服站，於今年 3月至 11月期間每月各辦理一場次就業促進團輔活動，希藉由

不同課程主題的宣導講座，強化求職或在職學員的職場資訊新知。 

  第三場次於 108年 5月 6日假該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是日活動，講師麥家怡個案

管理師以介紹各區域就業服務據點為開場，講述各據點的交通方式及服務時間，以利學

員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就近前往洽詢。課程中並說明有關「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推介作

業流程，及近期就業服務中心所開設的委辦職訓課程、職訓津貼請領資格供學員參考。

是日活動，在橋頭地檢署與楠梓就業服務站用心規劃課程內容，及學員們的熱心參與中

圓滿結束，期待在每場次一同參與活動的更生受保護管束人，都能透過課程活動收穫滿

滿並慢慢的一點一滴改變現況，轉變自身內在能量創造屬於自己的薪生活。 

第四場次於 108年 6月 10日辦理，講師謝明澍個案管理師先轉知近期開課報名中

的各類職訓課程，鼓勵有興趣的學員可前往鄰近就服站亦或撥打訓就中心專線(07)733

-0823洽詢。而後更與現場學員分享曾協助關懷的輔導案例，發現非本科系出身不全然

是進入產業的障礙，重要的是日後職場上積極學習的態度，勉勵受保護管束人只要懷抱

積極正向的信念，一定可以藉由職訓後習得的一技之長，進而提升對新行業別的適應，

適時的在職場轉個彎、給予人生新開端。活動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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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學員們宣導有關債務協商應行注意之基本法律知識，並說

明法扶基金會提供的服務內容，期建立學員正確觀念並適時適地的善用服務資源、保障

個人訴訟權益。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5、6月受保護管束人就業團輔活動 



    為啟迪易服社會勞動人對生命之正確體認，進而自發性探索生命意義，橋頭地檢

署於 108年 5月 24日上午 10時假 3樓地板教室舉辦生命教育課程，特邀請慈濟基金

會現任職於高市林園分局交通組郭水盛警員擔任講師，希冀透過其自身經歷，協助並

引導與會學員瞭解如何找到自己的價值定位，及如何找到適當方法安身立命，復歸社

會。 

    是日課程，一開始由慈濟師兄姐們表演手語歌曲，透過歌曲及肢體的帶動演出，

表達人間有愛與關懷的信念，現場參與學員紛紛被吸引而專注觀賞並與之互動；緊

接，講師郭水盛師兄分享自己年輕時拚酒糟蹋身體，現身體糟蹋自己的過程，以及分

享進入慈濟如何蛻變，經由 144場的告白中「感恩慈濟，回收一個平凡的我，並在人

群中學習做人」，最後向與會學員講授交通安全宣導課程，讓大家了解酒駕其衍生的

後果，酒駕的人如能在悲劇發生前仔細思考其造成的危害，旁人並加以阻止，酒駕的

案件必定可以降低。 

  課程最後，講師透過交通法令與知識有獎問答，讓與會學員以互動方式問答，並

對學員發送小禮品以茲鼓勵；另分享靜思語並再次提醒與會學員，多注意、多禮讓，

小心駕駛，珍愛生命，不要讓家人傷心，也不要造成別人家庭破碎！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法」與「酒」的省思  



    為提升性別意識與性別平權的認知，增進民眾對於「性騷擾防治」的法律常識，該

署於 108年 5月 15日假 3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被告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臨

床心理師公會常務理事蘇毅擔任講師，希藉由課程使上課學員能進一步了解不同性別、

性向目前存在的迷思及面對性犯罪下產生不平等的因應之道。 

         是日課程，第一堂課以「拒絕性騷擾，破除性迷思」為題，讓學員了解每個人都

擁有身體自主權，並以實際案例說明何謂性騷擾、性霸凌、性暴力、妨害性自主等專有

名詞。第二堂課則以「正視性暴力背後的性別不平等問題」，透過相關法規探討性暴力

犯罪下，實際存在的不平等狀況，進而呼籲學員應建立正確觀

念，以免自己也成為造就不平等的幫兇！ 

課程結尾，由講師帶領學員填寫課程回饋單，學員們均表示:

「原來自己過往有很多性別的觀念是需要修正的，此次課程在講師

言簡意賅的說明下，真的感到受益良多！」 

  
橋檢緩起訴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拒絕性騷擾，破除性迷思」     橋檢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酒後駕車危險高」 

     酒駕肇事案件已成為社會矚目事件，每每一發生，都讓社會大眾深惡痛絕。為加

強民眾法治觀念，遠離酒駕危害，該署於 108年 6月 12日假 3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

被告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陳楨筌擔任講師，透過實務經驗與修

法分析，加強學員們對於現行酒駕罰則的瞭解，保護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並更加謹慎地從事駕駛行為。 

    是日課程，講師先以「酒後駕車危險高」為題，舉出各式酒後出現的危險駕駛態

樣，如：忽快忽慢、反應遲鈍、酒駕趨光性(飛蛾效應)…等，並導讀近期酒駕實例新

聞，說明身體在酒精作用下產生的異常行為，以及酒駕肇事的恐怖後果。次堂課程，講

師解析新修正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比較修法前後處罰差異，並解說刑法對酒

駕的逮捕判斷原則，也強調政府在「酒駕零容忍」政策下，酒駕刑度不斷提高，除同車

乘客將受罰外，並需裝設酒精鎖，處罰愈趨嚴格，處罰層面也更加廣闊，影響重大。 

    課程結尾，講師帶領學員們填寫課程回饋單，並逐題解說以檢

視學習成效，希望透過課程喚起學員們的警惕與預防心理，酒駕行

為危險性極高，將造成包含自己在內的用路人或其家庭無法彌補的

傷害，珍惜生命，拒絕酒駕，必須從你我做起。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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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芳儀、

鄒一清、鄭惠娟往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與該署進行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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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保護管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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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月修復式司法宣導—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橋頭地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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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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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前往高雄戒治所及高雄二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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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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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月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5、6月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橋頭地檢署於 108年 5月 2日、108年 6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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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瑜、余若嫣擔任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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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該署觀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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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訊 息 宣 導 

1.108 年 7月 2日觀護佐理員教育訓練。 

2.108 年 7月 4日辦理緩起訴義務勞務說明會。 

3.108 年 7月 8日受保護管束人就業促進講座。 

4.108 年 7月 8、22 日辦理第一級、二級毒品戒癮

治療說明會。 

5.108 年 7月 9日家暴團體課程。 

6.108 年 7月 9日、23 日辦理社會勞動勤前教育

說明會。 

7.108 年 7月 15 日毒品團體輔導-戒癮概念溝通。 

8.108 年 7月 17 日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說明會。 

9.108 年 7月 19 日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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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什麼是「社會勞動」?    

Ａ： 

『社會勞動』是參考外國的『社區服務』

（community service）制度及我國現行刑

法第 74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235 條之 2。關於

緩刑及緩起訴處分附帶義務勞務制度而設

計，是以提供無償的勞動或服務，做為刑罰

之一種替代措施，接受六小時社會勞動可以

折抵一天或新台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

之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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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仁、黃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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