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落實毒品被告緩起訴處分之處遇朝多元化

發展，橋頭地檢署與高市毒防局於 109 年 7 月 23

日共同舉辦「高雄市本土化多元處遇計畫合作備

忘錄記者會」，希冀透過司法與醫療的多元處遇，

依毒品個案成癮輕重，評估適合的分流處遇，俾利

個案重獲新生、復歸社會。 

是日活動，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

長楊治宇、橋頭地檢署檢察長洪信旭、高雄地檢署檢察長莊榮松及高雄市政府代理

副市長王世芳等人親自出席記者會。王代理副市長頒發感謝狀，對參與協助戒癮治

療的醫院表達感謝之意。洪檢察長致詞表示：橋檢參酌雄檢已推行的「多元分流處

遇計畫」，使緩起訴戒癮治療精緻化，讓重度成癮者在醫院接受治療，輕度成癮者

可藉由社區處遇接受社會復健課程或執行義務勞務，以利其回歸社區。 

    記者會中，由莊檢察長以「本土化多元處遇計畫」之沿革作引言，接著由雄檢

檢察官陳筱茜及高雄長庚醫院醫師蔡孟璋簡介計畫內容並進行經驗分享。活動最高

潮，由橋檢、雄檢、毒防局與義大、高雄榮總、旗山及樂安等九家醫院共同簽署合

作備忘錄，並由現場與會貴賓見證新的團隊合作模式即將展開，象徵攜手合作與同

心抗毒，一同為開創「本土化多元處遇」戒毒新局齊心努力！   

高雄市本土化多元處遇計畫合作備忘錄記者會 

橋檢與高市毒防局、醫療院所跨域攜手合作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頭地檢署為有效推展社會勞動制度並帶給社會勞

動人正向的人生態度，進而落實柔性司法，特結合更生保

護會橋頭分會，於 109年 8月 5日上午 10時假該署社會

勞動機構聖和基金會-真善美養護家園，舉辦父親節「橋

檢慶 88․養護『髮』理情」社會勞動專案活動，藉由社勞

人之勞動服務及髮型設計師的巧手義剪，讓園區煥然一

新、園生改頭換面，通力合作為社區公益盡一份心力。 

活動當天，檢察長洪信旭、更保主委沈美利、區長周益堂及家園主任林文雄等人親

自出席，一同為機構園生與社勞人加油打氣。活動由園生充滿活力的打擊樂開場，現場

營造出歡愉溫馨的氛圍，洪檢察長除致贈雞腿、奶粉及麥片予機構，幫園生加菜，也補

充園生的日常健康營養，並勉勵社勞人接觸身心障礙的園生後，能夠激發正向自我並反

思人生，日後還應繼續以一己之力投入公益、回饋社會；緊接著由三位園生代表將親手

製作的小卡片，贈予洪檢察長、陳主任檢察官及沈主委，並由三位貴賓分別牽著園生的

手，相偕將代表「感恩與祝福」的卡片懸掛到生命之樹上，象徵每位園生縱然身心有所

缺乏不足，卻還是能在旁人關懷與協助下，以滿滿的生命力努力生活。 

    活動最高潮，安排貴賓與園生代表共同參與義剪啟動儀式，貴賓手持利剪，象徵性

地剪下園生的頭髮，希望與會的嘉賓在繁瑣的生活中擺脫煩惱，也祝福園生和社勞人可

以打破陰霾障礙，重拾未來光明。儀式後，該署商請已執行完畢且具剪髮專長之李姓社

會勞動人加入此次義剪行列，與更保邀請來的專業美髮設計師們一起合作，為園生及父

親代表修剪頭髮「理出好心情」，在設計師巧手工夫下，園生們滿足地摸摸自己清爽、

俐落的頭髮，個個展露出純真、開心的笑顏，歡欣喜地的提前慶祝溫馨的父親節！ 

洪檢察長表示，橋頭地檢署有感於落實弱勢關懷及推動柔性司法的理念，特於父親

節前夕舉辦此次社會勞動專案活動，除希望做到「讓愛無礙」，讓每個人都能時時不忘

感恩與回饋，並賦予社勞人深層的教育意義，更激發社勞人的成就感與自我認同，藉以

期勉社勞人珍惜人生重新出發，創造更多社會勞動制度之價值！  

橋檢舉辦父親節「橋檢慶 88․養護『髮』理情」 
社會勞動專案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頭地檢署一向重視對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的

關懷及慰問，本次趁著端午節前，特別結合臺灣更生

保護會橋頭分會辦理愛輔村參訪活動，除了關心收容

學員們的生活外，更希望送上如家人一般的關懷，讓

離家在外的異地生活仍能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該署檢察長洪信旭與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常務

委員陳秋雄、書記官長李德農及主任觀護人韓國一

等，於 109年 6月 19日下午前往位在美濃區特別為藥癮者設立的安置機構進行參訪

及慰問。更保橋頭分會與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晨曦會自 106年起共同辦理藥癮者

的收容及輔導工作，讓許多失去希望及沉淪的藥癮者能夠透過宗教輔導的力量，重

新找到人生的方向，近期還運用法務部技能訓練補助經費開設辦理陶藝技能訓練

班，讓收容學員能因此學習一技之長並陶冶心性。 

洪檢察長提到：先前在花蓮地檢署服務時，對「主愛之家」運用宗教力量讓藥

癮者發現生命意義，印象深刻，晨曦會同樣也以福音戒毒的方式來協助藥癮者自毒

品束縛中掙脫以重獲新生，是意義重大的社會貢獻。陶藝班邀請到臺南廣山窯黃福

昌老師授課，將傳統陶藝價值傳授給參與的學員，期許學員們都能夠用心學習、盡

數吸收教學精華，並感佩黃老師無私的付出及基督教晨曦會對社會服務的積極投

入，讓許多人的生命能夠再添光彩。 

  參訪活動事先添購了一些端午節應景禮品，提前祝賀「村裡」的每位工作人

員、學員端午佳節愉樂，整場活動圓滿溫馨！  

橋頭地檢署送上溫馨關懷  愛輔村提前歡度端午節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有效推展司法保護業務，橋頭地檢署結合社會資源於 106年 1月 13日成立

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至今已滿三週年。 

該會因今年初疫情嚴峻延至 109年 7月 13日假高雄市橋頭區臻愛會館召開「第

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大會由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王東碧主持，橋檢洪

檢察長信旭、陳主任檢察官竹君、顏主任檢察官郁山、榮譽觀護人全國聯合會邱理

事長建民、高市府水利局蔡局長長展、高市府警察局湖內分局洪分局長振順等人應

邀共襄盛舉。 

會中並公開表揚 108年績優榮譽觀護人及頒發聘書，由洪檢察長親頒獎狀表彰

38名績優榮譽觀護人，並頒發新聘 11名榮譽觀護人聘書。 

    洪檢察長於致詞時特別恭賀該會成立三週年，勉勵並感謝榮譽觀護人協助推動

各項司法保護業務辛勞付出。該署因轄區甚大，非常需要榮譽觀護人參與奉獻，透

過柔性關懷及資源的提供，幫助受觀護個適應社會生活，降低其再犯的可能性，對

觀護制度推動維護功不可沒，並推崇榮譽觀護人之高尚情操與專業知能，最後期盼

並肯定榮譽觀護人發揮已力，為維護社會治安與和諧社會一同努力！    

橋頭榮觀協進會召開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頭地檢署為與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建立良好聯繫，以確保社會勞動履行之

公平與落實，由檢察官劉淑慧、張家芳偕同觀護人、觀護佐理員親自走訪湖內區、

路竹區、阿蓮區、橋頭區、左營區及楠梓區等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積極深入了

解機構特性及執行第一線。 

劉檢察官訪查湖內區清潔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湖內分隊、楠梓分局

及橋頭清潔隊。各機構勤務繁忙，透過社勞人力挹注支援，均見社勞人勞動成效。

訪查過程中，劉檢察官親切問候每位社勞人，並鼓勵社勞人盡力執行，為自己的案

件負責。 

張檢察官視察阿蓮區清潔隊、高雄市殯葬管理處第二殯儀館橋頭分館、左營

分局及左營清潔隊。督導表示，透過勞務的提供讓犯罪之人能以實際行動悔過，

同時改善民眾洽公環境，可謂一舉數得，並感謝地檢署提供社勞人力給予支援，

舒緩機構人力不足的窘境，透過社勞人揮汗勞作回饋鄰里，對於個人乃至社會均

為一大益事。訪查過程中，張檢察官仔細閱覽社勞人案件資料，且與督導討論，

充分獲得督導意見回饋。 

二位檢察官於視導機構後，咸認社會勞動制度立意良善，使社勞人得以勞動服

務折抵刑期，期許社勞人更應抱持反省態度、調整心境，於執行中貢獻己力，並將

社會勞動視為公益回饋，進一步記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從而彰顯柔性司法的效

益！  

橋頭地檢署檢察官視導社會勞動機構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頭地檢署為強化緩起訴毒品被告戒癮治療之成效，落實毒品多元處遇，擇定

109 年度試辦推行結合司法端與醫療端的多元司法處遇計畫，讓毒品施用者依成癮

輕重評估分流處遇，並於 109 年 7 月 17日假該署 6樓簡報室，辦理毒品案件多元司

法處遇網絡聯繫會議，邀請與該署合作戒癮治療之義大、高雄榮總、旗山、樂安、

高雄長庚、高醫、國高總、慈惠及凱旋等九家醫院與會。 

是日會議由該署主任檢察官呂建興擔任主席，首先呂主任對各家醫院協助執行

緩起訴處分毒品戒癮治療業務表達感謝之意，並表示因應今年新法生效及新興毒品

取得容易，導致緩起訴戒癮治療潛在被告數量增加，為使醫療資源妥善運用，該署

依循雄檢及長庚醫院合作模式，由醫師透過多元處遇量表，將低再犯、低醫療需求

毒品被告分流至社區處遇，希冀透過檢、醫合作以降低社會遭受毒品危害之目標。 

本次會議中，邀請高雄地檢署檢察官陳筱茜分享推動雄檢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

計畫之實施現況，提供與會人員參酌。此外，也安排長庚醫院醫師蔡孟璋，針對毒

偵案件緩起訴多元處遇評估量表操作加以說明，讓司法端及醫療端，進行專業雙重

評估，以增進對個案屬性之瞭解與處遇條件之研判，讓重度成癮者進入醫療處遇接

受專業治療，輕度成癮者接受社區處遇參加社會復健課程或執行義務勞務，節省醫

療資源並達到戒癮最佳療效及正向回饋社會之功效。最後，透過網絡綜合討論，由

專家回覆醫院提出的相關問題，經由檢、醫互動溝通，進行意見交流及經驗分享以

達成共識，讓毒品案件多元司法處遇業務之推行能更精進，俾利毒品施用者能重獲

新生、復歸社會。  

橋檢辦理毒品案件多元司法處遇網絡聯繫會議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頭地檢署為提升受保護管束人就業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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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7月 20日下午假該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就業促進」

團體輔導活動，共計 16名學員參與。 

  是日課程，係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後第一場就業促進活動。由楠梓就業服務站個

案服務員麥家怡擔任講師，首先介紹就業中心所提供之各項服務，並分享近期現場

徵才活動及多元求職管道資訊，鼓勵學員適時適地善用社會資源，積極強化己身各

項職前之準備，以增進求職成功機會！接著，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

法務專員張曜軒到場，向學員宣導法扶基金會服務項目及申請方式，建立學員正確

的法治觀念，遇有法律問題應尋求正確扶助管道。 

活動最後，講師麥家怡於現場接受學員提問，即問即答互動熱絡，也讓在場學

員對於就業資訊、求職技巧都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與認識。觀護人林存越亦期許學員

都可以順利重返工作行列，進而促使生活穩定，該署與楠梓就服站於求職就業路上，

都會隨時以實際行動關懷協助更生人！  

橋頭地檢署辦理「就業促進」團體輔導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增進觀護佐理員專業知能、強化社會勞動業務處理能力，橋頭地檢署於 109

年 6月 2日、7月 7 日、8 月 4 日假該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109年度觀護佐理員社

會勞動精進教育訓練」，分別邀請該署執行科科長楊淑媛、園藝治療師何佳樺及永

豐銀行經理陳文川擔任講座，期藉由不同領域課程安排與學習，拓展專業能力並紓

緩工作壓力。 

    是項訓練分為三場次辦理，第一場次由楊科長分享業務經驗、介紹偵查及執行

之冠字，提升學員問題解決及案件處理效能；第二場次則安排植物盆組 DIY 體驗 

課程，由園藝治療師帶領學員為盆栽親手移植，運用植物力量療癒身心、紓緩工作

壓力，為心靈充飽電再出發；最末場次則藉金管會銀行局免費推廣之「走入校園與

社區金融知識宣導課程」，由銀行局指定之金融機構講師為學員建構正確金錢觀

念、理財知識與防詐宣導，除增進自我資金運用管理和金融理財知識外，更在洗錢

防制與預防詐騙部分，讓學員可給予社會勞動人一定程度地協助與輔導；課程後

段，由觀護人吳芳儀、許潔怡主持社會勞動督核及管理實務討論，除學員相互分享

實務案例、交換意見外，亦對於即將進行之酒測及相關規定進行流程說明與實境演

練，期能更加精進易服社會勞動制度之運行。 

課後，觀護佐理員均感收穫滿載，並期待將課程授予之專業知能運用於未來之

晤談與輔導過程，為社會勞動業務以及柔性司法的推展增添助力。  

橋檢辦理「109年度觀護佐理員社會勞動精進教育訓練」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向受保護管束人及社會勞動人宣導酒駕防制觀念，啟發對於生命的關懷與

體悟，橋頭地檢署於 109 年 7 月 28 日假該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邀請社團法人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理事葉展逢、總幹事潘海義及社工員洪振航

擔任講座，帶領學員認識酒駕引發的重大危害，並分享各自歷經重大變故後獲得的

生命啟示。 

    是日課程，講師播放影片介紹脊髓損傷的成因，提醒學員注意各種生活意外 

，舉凡交通事故、高處跌落、職場意外、運動傷害等…都可能傷害脊髓，由於脊髓

佈滿神經，為人體活動的控制中心，一旦受損不僅直接威脅生命，引發的長期併發 

症更為往後的復健之路帶來苦難與折磨，藉此警惕學員安全駕駛、拒絕酒駕，一時

的僥倖與疏忽將在自己及他人生命中留下難以承受之痛。 

    第二堂課則由三位講師輪番上陣，分享受傷前後的生命歷程、心態轉變與創 

業故事，並鼓勵同學，苦難為人生的內涵之一，無法避免，卻可以學習如何應對 

，同時引用聖嚴法師的「四它」勉勵，過去已經存在，但現在卻能創造未來，面對

困境時，我們或許能幸運接受他人的協助，但同時自己也要加油，放下對人生的埋

怨與仇恨，才能走出未來的道路。 

    課程尾聲，講師逐題解說回饋單並檢視學習成效，期許學員們在生命中持續

保有熱情並發揮自我價值，對於訂定的目標堅持到底且不斷努力，過一個身心靈

富足的健康人生！ 

橋檢辦理受保護管束人暨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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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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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陳楨筌督察及高雄榮總

醫院精神部王美懿社工師擔任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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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帶領學員瞭解成癮的概念、認識毒品之危害及毒品戒治相關資訊，並

教導學員正視自身壓力來源及如何釋放生活壓力。 

    陳講師向與會學員說明酒後駕車之車禍型態，並透過酒駕車禍實例所造成的

悲劇後果，警惕並提醒學員「酒後千萬不要開車」！另提醒學員如發生車禍切勿

肇事逃逸，期透過本日授課內容促使學員對於酒駕防制與肇事逃逸等相關規定能

有一定認識，進而提昇道路交通安全。 

    王講師解說成癮的種類，分為物質成癮(酒精、毒品、咖啡、抽菸)及行為成

癮(網路、手機、賭博、購物)，這些重複性的強迫行為，所產生不良的後果，將

造成身心靈的危害，並建議成癮者透過減害，逐漸改變用藥行為，逐步調整自我

需求及價值觀。 

    課程尾聲，講師解說課程回饋單，並歡迎學員踴躍提出意見相互交流，期許

藉本次課程遠離因壓力源所造成的成癮性，學習釋放壓力，建立心理健康與良好

的生活習慣。  

橋檢緩起訴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酒後駕車風險高，傷人害己」 、「毒品防治宣導、揮別狹隘衷心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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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範新興毒品進入社區，橋頭地檢署透過司法保護據點，與六龜區曾藥局及

大樹區永安藥局合作，辦理「認識藥物濫用與杜絕毒品誘惑」及「正確用藥、拒絕

毒害」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是日活動由藥師曾金課及吳英傑藥師擔任講師，教導社區居民認識藥物濫用所

造成之傷害與如何杜絕毒品誘惑，使民眾了解毒品危害社會的嚴重性；課程中講 

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透過新聞案例分享，請居民教導家中青少年及孩童，如遇不

知名的果凍、巧克力、糖果、科學麵、咖啡包及飲料等一律拒絕，千萬別因一時好

奇或朋友的慫恿而誤食。另告訴民眾「藥品」與「毒品」的差別及認識生活中常用

的藥品與看病取藥的正確管道，並呼籲民眾勿購買電台及非醫囑指示藥物，才能為

自己的健康做好把關，希藉由今天課程讓社區民眾認識毒品危害，進而教導家中青

少年正確防毒、拒毒觀念，讓毒品於社區無所遁形。 

檢察長洪信旭表示，希藉由司法保護據點，延展司法保護精神，強化在地資源

連結，改變外界對司法刻板印象，另辦理犯罪預防宣導活動，除讓反毒觀念深植各

階層，也希望大家都能遠離毒品，共創無毒家園。 

橋檢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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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聲請「易服社會勞動」有條件

嗎？ 

A ：限於刑罰輕微之案件，包括下

列三類： 

 1.受 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之宣告的案件。 

 2.得易科罰金的案件。 

 3.罰金刑案件易服勞役而勞役 

     期間 1 年以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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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9，道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wfy@mail.moj.gov.tw 編輯：黃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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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 年 9 月 8 日辦理社會勞動勤前
說明會。 

2.109年 9 月 9日辦理推動修復式司法
方案經驗分享發表會。 

3.109 年 9 月 10 日辦理緩起訴義務勞
務說明會。 

4.109年 9月 15日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5.109 年 9 月 16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法
治教育。 

6.109 年 9 月 14 日、109 年 9 月 28 日
辦理緩起訴處分第一級及第二級毒
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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