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橋頭地檢署長期挹注社會勞動人力，與高雄市野鳥學會共同維護鳥松濕地公園生

態，有鑒於公園舊有木棧道枕木陳舊腐爛需要翻修，鳥會秉持環保意識欲將廢棄枕木回

收再利用，該署得知後亦把握機會，集結具木工、土水

專長的社會勞動人共同構思，打造嶄新的多功能平台，

並於 109年 9月 17日假鳥松濕地公園舉辦「景『社』

再造•物命重生」社會勞動專案活動，為機構及社勞人

以廢棄枕木共同打造的「Love & Dream」多功能活動平

台進行啟用儀式。 

    是日活動，該署檢察長洪信旭、主任檢察官陳竹君、主任觀護人韓國一、野鳥學會

理事長邱滿星、總幹事林昆海及志工隊長翁秀麗等人親自出席。雙方代表於致詞後互相

致贈紀念品，象徵彼此透過不同領域的結盟，共同攜手致力於推動社勞制度與生態保育

的決心。活動最高潮，由雙方出席代表為平台裝置藝術「Love & Dream」字體妝點色彩，

在一陣揮灑後，帶有「愛日惜力、築夢踏實」意涵之多功能活動平台正式啟用。 

    檢察長洪信旭表示，本次專案活動以「物盡其用、再造重生」為主軸，從園區木

棧道的廢棄枕木，經過機構的規劃與社會勞動人的巧手，搖身一變成為多功能活動平

台，這樣的巧思不僅貼近環保、更賦予「新生」，為「物盡其用」下了最好的註解，

而勞動過程更充分運用社勞人的專長，進一步達到「人盡其才」的效果，希望社勞人

在勞動過程能持續學習、有所體悟並記取過去不好的教訓，帶著愛與夢想，重獲新

生，進而熱心公益、關懷社會，體現柔性司法核心價值。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檢結合高雄市野鳥學會 
辦理「景『社』再造•物命重生」社會勞動專案活動  



中秋佳節將至，橋頭地檢署為關懷弱勢族群並彰顯

柔性司法之核心理念，於 109年 9月 24日假聖和基金

會-真善美養護家園，舉辦「中秋送暖․幸福相伴」公

益關懷及慶生活動，希透過是項活動，表達對家園及園

生的關懷與祝福，也讓每個人都能以感恩的心，知福惜

福、把握人生！ 

是日活動，該署檢察長洪信旭率領書記官長李德

農、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執行科長楊淑媛、觀護人吳芳

儀等一行人，與家園主任林文雄、教保組長楊淑清等人

一同出席活動。洪檢察長除致詞感謝家園協助推動社會

勞動制度，更對其長期致力於服務身心障礙朋友表示敬

佩，並親自致贈食用米、泡麵、餅乾等乾糧供家園運

用，藉由民生食品的實質贈與，轉化為人心意念的正向

傳遞，更期盼社會大眾用關懷的實際行動為弱勢的家園

園生加油打氣。另外，家園安排為當月 7位園生舉辦慶

生會，該署特別準備生日蛋糕，與會嘉賓和園生們一同

合唱生日快樂歌為壽星們慶生，在歡樂氣氛的帶動下，

園生個個展露天真、開心的笑顏，提前歡度中秋佳節！ 

    洪檢察長表示，真善美養護家園為該署社會勞動機

構，是一處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於中秋節前夕舉辦是

項關懷活動，除給予弱勢族群實質幫助，更希望藉此

活動拋磚引玉，未來能有更多社會民間團體善心力量

之挹注，共同營造溫暖祥和、友善包容的社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檢辦理「中秋送暖․幸福相伴」公益關懷活動 



    中秋將近，橋頭地檢署洪信旭檢察長(兼本分會之榮譽主任委

員)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柯男烈主委帶領

工作人員及志工深入案家關懷因職災案件失去至親及因車禍導致身

心重挫之馨生人歐小姐與李家父子，並親送中秋月餅與台新社會公

益信託基金贈送的重傷被害人照護物資。 

    首先驅車前往楠梓區關懷因工廠人員誤觸機器開關導致丈夫過世的歐小姐，歐小姐於

案發後為了重新起步，從台中搬回兒時居住的高雄，離開自己熟稔的工作環境，至勞工局

進修工業製圖努力考證照，並一人扶養兩名幼女，不但現前生活

規劃的井井有條，也對幼女未來教育頗有規劃，自我要求高，目

前也持續接受協會諮商輔導，所以洪檢察長及柯主委不僅給予工

作經驗分享，共同討論未來之職涯規劃，也鼓勵其忙碌之餘也要

給自己休息的時間空間，並預祝其製圖考照順利，也能找到心中

所嚮往的工作。 

    隨後即至大社區關懷因車禍導致不良於行，腦部功能並受有損害的李先生與李爸爸，

兩人雖遭逢巨變，且李先生正值青春年華，但父子倆人心態十分樂觀，也對遭遇的人事物

抱持感謝，並向洪檢察長及柯主委分享雖然向對方求償並不順利，也表示一切交給法官，

目前運用復康巴士，除了每日下午努力至醫院復健外，每天都依循著規律的作息及飲食，

每天上午 9點也會推著輪椅帶李先生到復健公園自行復健，所以復原的速度也較快。洪檢

察長及柯主委皆對李家父子正面的態度非常讚嘆，李先生雖然因為曾氣切所以聲音十分微

弱，但仍不忘給予周邊人溫暖與光明，在訪視時還逗得長官及工作人員哈哈大笑，案父表

示也因此與醫護人員都相處得十分好。洪檢察長及柯主委對於李爸爸所做的一切表達最深

的敬意，並鼓勵李先生表達謝謝父親這段時間的照顧，雖然李先生只說了「謝謝爸爸」四

個字，但仍難掩李爸爸眼角的笑意。最後祝福李先生能早日復原及致贈社會公益信託基金

會提供之物資所，柯主委並邀請參加分會於 10月份所舉辦由

台新所贊助之重傷被害人與家屬的重傷支持團體活動，李家

父子當場即表達強烈參與意願，為這次關懷活動畫下一個句

點，也開啟了下次相聚的新契機。 

   「被害死亡或重傷，循法申請有保障。因他人犯罪行為被

害而死亡或重傷，請家屬撥打『0800-00-5850』（鈴鈴－我

保護您）」。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頭犯保中秋「馨」「新」向榮關懷活動 



 橋頭地檢署為深化榮譽觀護人觀護專業知能及提升輔導技巧，於 109年 9月 3

日(全日)及 109年 9月 7日(半日)假該署 3樓地板教室辦理 109年度榮譽觀護人成長

訓練，由檢察長洪信旭主持開訓，感謝榮譽觀護人對司法保護業務推動上的協助與支

持，並對榮觀們在觀護業務上的盡心盡力及無私付出給予肯定，同時期許學員透過成

長訓練課程，共同精進專業，有效預防、矯治受保護管束人與社會的關係，進而復歸

社會，正常生活。  

  本次成長訓練課程，特別邀請榮譽觀護人李朝清講授「從商業經營談非語言訊

息之覺察」、心理師黃碧枝講授「面對衝突處置與預防衝突發生技巧」及該署觀護人

吳銀倫、吳芳儀、鄒一清、夏以玲等人，分別就「法治教育宣導及文書注意事項提

示」、「概述性侵害社區處遇模式在台灣的操作」、「從榮觀生涯體會生命意義」、

「觀護制度與社區處遇」及「我國及日本觀護制度比較」等主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

引導學員，深化專業知識。另安排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及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王東

碧與學員們面對面討論榮觀執行實務及交流座談，讓參訓學員透過對話分享彼此輔導

經驗，也提供許多創新建議。與會學員咸認該次訓練課程對於在未來受理各項觀護業

務上受益無窮。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檢榮觀成長訓 深化專業知能提升輔導技巧 



橋頭地檢署為有效落實社會勞動制度之推展，於 8月份由檢察官劉淑慧、張家芳分

別與觀護人、觀護佐理員視察該署社會勞動機構，實際瞭解機構業務辦理情形及視察社

勞人執行勞務現況，加強雙方溝通，以發揮最大效益。 

劉檢察官於 8月 10日視察旗山區清潔隊及美濃衞生所；張察官於 8月 19日視察梓

官區清潔隊及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旗山區清潔隊隊長蔡娟華表示，該區隊為

9個行政區的資源回收轉運站，回收量龐大，需藉由社勞人的協助，才能順利完成分類

工作。紅十字會督導王梃隆表示，機構屬性為避難中心，有很多裝備器材與組合屋需清

潔保養，感謝地檢署給予社勞人力的浥注，以維持中心設備的整潔，如遇災難時，能立

即進入備災狀態。     

二位檢察官視察時，除督促社勞人注意

執行進度與遵守規定外，並勉勵社勞人以己

身技能與勞力投入社會公益、回饋社會，從錯

誤中獲得省思，珍惜人生重新出發！  

橋頭地檢署檢察官視察社勞機(關)構  

橋頭地檢署檢察官視察社勞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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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由檢察官李明昌、張家芳分別與

觀護人、觀護佐理員視察燕巢、仁武及鳥松區社會勞動機構，現場

瞭解機構業務辦理情形及視察社勞人執行勞務現況。 

    9月 15日李檢察官視察燕巢區清潔隊、高雄第二監獄及岡山榮

民之家；清潔隊督導韓班長表示，有社勞人的加入減輕區隊人力負

擔，同時也可幫助經濟困難的社勞人折抵刑期、回饋鄉里。監獄梁

科員表示，自從有社會勞動之後，環境變的比較整潔乾淨，遇到有

專長的社勞人還能幫忙油漆及修繕水電，除讓社勞人折抵刑期，也

有效回饋社會公益。 

9月23日張檢察官視察仁武區清潔隊及野鳥學會;隊長特別感謝橋檢挹注社勞人力，

緩解清潔隊員人力不足的窘境。鳥會督導李翠紅對於社勞人力協助園區整體環境營造與

維護，及無償提供技術與器機具支援，由衷表示感謝。 

兩位檢察官於結束視導前，除感謝各單位協助該署推動社會勞動，也不忘提醒機構

督導落實督核並注意社勞人執行安全!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啟發受保護管束人及社會勞動人對於生命之正確體認，進而自發性探索生命意

義，同時強化宣導酒駕防制觀念，橋頭地檢署於 109年 9月 15日上午 10時假該署 3

樓地板教室舉辦生命教育課程，特邀請慈濟基金會黃明朝師兄擔任講師，希冀透過其

自身經歷及奮鬥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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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的人生開創光明的道路！ 

    是日課程，一開始由該署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引言勉勵在場學員珍惜所有、把握人

生！緊接著，慈濟的師姐們以手語表演，透過歌曲結合肢體呈現，表達人間有愛與關

懷的信念，學員無不專注觀賞並與之互動。進入課程主軸，講師分享其成長故事，從

小家庭關係的不睦，衝動易怒的性格，一直是他心中揮之不去的陰霾。因緣際會下，

一腳踏進慈濟的世界，學習到如何放下與蛻變，最後讓家庭關係與心靈因此得到修

復。黃師兄認為，人生或許不都盡如人意，但仍可依靠外在學習和自我努力找到正確

的人生道路，希望透過自身經歷，勉勵學員勿妄自菲薄，重要的是以正確觀念重建自

我人生。 

  課程最後，由該署觀護佐理員向與會學員講授交通安全宣導課程，讓大家了解酒

駕可能衍生的後果與可能承擔的刑責，有酒駕風險的人們，如能在悲劇發生前仔細思

考其可能造成的危害，連帶旁人加以勸阻，酒駕案件必定可以大幅降低。唯有小心駕

駛，珍愛生命，切勿飲酒駕車，才能使家人不傷心，也不造成他人家庭破碎！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檢辦理受保護管束人暨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  



乾杯文化充斥台灣社會，成為危害人體健康及公共安全的兇

手，橋頭地檢署於 109年 8月 12日假本署 3樓地板教室舉辦緩起

訴處分法治教育課程，特別邀請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法制秘書

楊純菁擔任講師，講授酒精對身體、駕駛行為的影響以及酒駕罰

則，另亦教導學員如遇交通車禍事故，除冷靜、謹慎留在現場處理

人車問題外，後續相關權益責任之擔負處置。 

是日課程，講師先以說明乾杯文化開場，勸戒學員應小酌輒止，過量酒精會抑制中樞

神經反應，使神經反應遲緩、注意力不集中，進而反應在駕駛行為，造成公共危險罪，如

危及他人之生命、健康法益，恐為無法彌補之傷痛。進而詳細說明如遇交通車禍事故，可

謹記處理五步驟：放、撥、劃、移、等，日後可提出違規申訴、申請肇事原因鑑定及相關

強制責任險，並提醒刑事責任追訴、民事損害賠償申請之方式;再者，發生車禍時不論是

否有肇事責任，務必留在現場並將傷者送醫，否則即可能構成犯罪。 

課程尾聲，講師播放交通車禍事故影片，怵目驚心的畫面撼動現場氣氛，講師以影片

內容告知學員應引以為戒，謹記酒後不開車，保護自己與他人，勿讓酒精毀誤人生。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 
「醉」不上道  生命安全有保障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 
「剖析常見詐騙手法-遠離詐騙陷阱」 

    在生活日常中，我們常常聽到詐騙手法層出不窮，有鑒於

此橋頭地檢署於 109年 8月 25日假該署 3樓地板教室舉辦緩起

訴處分法治教育課程，特別邀請檢察事務官組長-洪義勝擔任講

座，教導學員如何預防詐騙找上自己及詐騙求證的方法。 

    是日課程，講師解說詐騙手法的分類，包括電話、簡訊、

LINE或 E-MAIL詐騙、網路媒體詐騙以及常見詐騙集團取得帳戶金融卡之手段等，並教

導學員要如何預防詐騙，如遇到可疑電話可撥打警政署防詐騙專線「165」，遇到詐騙

一定要冷靜、查證、打 110報警，如果已遭詐騙，也一定務必要保留相關證據交由警方

調查，現場學員都非常認真的聆聽，或許詐騙不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但也有可能發生

在親朋好友身上，「165」專線不怕你查證只怕你不打。 

課程尾聲，學員們踴躍舉手分享曾經遇到過的詐騙手法及如何處理？讓彼此留下深

刻印象，講師也再特別提醒防詐騙三口訣、防詐騙五部(不)曲，避免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性騷擾是一種對人身安全的傷害與侵犯，為防治性騷擾及增進學員對於「性騷擾

防治」的法律認知，橋頭地檢署於 109年 9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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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參加學員瞭解性騷擾的定義、類型及如何尋求支援，並教導學員正視自身壓力來源

及如何釋放生活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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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尊重，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侵犯他人，並以問答方

式引導、解說何謂性騷擾、性霸凌、性侵害及性剝削等，希冀藉由課程讓與會學員能

有正確的認知，以實現性別公義；另提醒學員千萬別逾越分際而觸法。第二堂課則以

「壓力之紓解與調適」為題，說明學習控制和調整情緒的重要性，並告知提升自我能

力才能抗壓，期勉學員在壓力下仍能保持健康心態，以正當管道尋求舒壓方法，並於

過程中汲取經驗，將挫折內化成成長的養分，積極面對自己的人生挑戰。 

    課程尾聲，講師提供本日課程相關諮詢及救援服務專線，提醒學員於需要時可適

時運用，最後，鼓勵與會學員建立與經營良好的人際互動關係，遇到困難、聰明求

助，才能創造人生幸福之道。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 
「拒絕性騷擾、破除性迷思」、「壓力之紓解與調適」  



    橋頭地檢署為提升受保護管束人就業可能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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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4日上午首次舉辧「促進特定對象暨弱勢者就業」職場

參訪活動，共有 10餘位學員參與。 

  是日活動，由該署觀護人林存越及楠梓就服站業務輔導員黃昱蘋領隊，前往仁武區

大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參訪。首先由該公司總經理室高級專員黃忠孝進行公司產

業現況與服務項目簡介，並帶領學員實地參訪工作環境及瞭解工作內容流程，在現場更

提供就業媒合與即時性的面試，於實地瞭解各學員之就業知能及專長後，媒合適當職

缺。活動中，同時也安排求職防詐騙的犯罪預防宣導，提醒學員於求、轉職時都應提高

警覺性，除了慎選求職管道外，亦應謹守「３必問、５必看、７不為」求職原則，以防

堵被詐騙集團利用而成為共犯，甚至吃上官司。 

  活動最後，觀護人林存越仍不忘勉勵在場學員，希望透過活動的參與能增添學員

對於不同領域的瞭解，除激勵學員們對於生活上學習態度的展現，也能感受到社會相

關單位對於更生人推介服務的用心，是日的職場觀摩活動在與現場學員面試互動及熱

烈的回饋反應中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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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檢辦理受保護管束人職場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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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8月 17日、109年 9月 21日、109年 10月 19日

下午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就業促進團輔活動，期透過就服站第一線工作人員的到

場宣導，進而協助受保護管束人瞭解職場現況的新知。 

    是項活動，分別由楠梓就業服務站個管師謝明澍、麥家怡擔任講師，介紹「高市

府訓就中心主要服務業務」及「職業訓練資源介紹」，並透過影片分享讓學員對於職

訓課程的進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另外，針對特定對象及弱勢者的就業輔導，訓就

中心設有一系列專職服務項目，舉如：求才求職登記、受理失業給付資格認定及申

請、職訓課程與就業資訊相關諮詢、現場徵才活動期程等多項業務。另外，鑒於就業

服務管道多元，除可親自前往各服務據點外，亦可撥打勞委會免付費專線 0800-777-

888，或上網搜尋「台灣就業通」，於合法又安全之平台查詢相關資訊。同時，目前

求職管道日新月異，慎防職場詐騙不可少，為避免求職民眾誤入危險資訊，講師亦向

與會學員宣導「求職防騙 3、5、7」技巧，於求職或就業的同時，更應懂得保護個人

勞動之權益。 

    活動最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亦到場進行宣導，說明法扶基金會

各項業務及免費法律諮詢服務時段，強化學員正確觀念，防杜司法黃牛危害。觀護人

林存越於會後再次勉勵學員的參與，並期許藉由活動課程各位學員都能有所收獲，並

適時善用相關資源，進而促使工作順利及生活的穩定。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頭地檢署辦理「就業促進」團輔活動   



橋頭地檢署結合司法保護據點-旗山區錦昌、良安藥局於 109年 8月辦理毒品

犯罪預防宣導活動，分別由林錦良、許珠美藥師擔任講師，邀請旗山大林社區、內

門溝坪社區民眾熱情參與，活動中除推廣社區毒品防制，亦教導民眾正確用藥觀

念。 

    活動過程講師引導民眾漸進式思索毒品危害後自發性回答，並說明毒品成癮

所帶來的身體、生命、及親情傷害，詳細介紹毒品之種類、成癮性、濫用性、對

社會危害程度；另提醒民眾應積極吸收各式犯罪預防新知，並關心家中成員，如

身體不適，養成即時就醫習慣，由醫生依病況開處方籤藥物，正確用藥保持健

康，呼籲可隨時透過司法保護據點獲得用藥或犯罪預防資訊。參與活動民眾咸認

受益良多且認同司法保護據點之用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橋檢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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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檢察長洪信旭特別指

示觀護人吳銀倫、吳芳儀、鄭惠娟、許潔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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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暨團體輔導活動  

修復式司法宣導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

洪信旭特別指示觀護人吳銀倫、吳芳儀、鄭惠娟、許潔怡、

夏以玲於本署及前往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進行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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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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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是結合司法

與醫療行為之多元司法處遇計畫，將戒毒療程納入緩起訴制度

內，將醫療處遇或社區處遇導入檢察官偵辦第一、二級毒品施

用者之處遇措施，運用緩起訴處分之偵查作為，讓司法端及醫

療端就個案狀況共同進行評估，使重度成癮者在醫院接受專業

治療，輕度成癮者藉由社會復健課程及義務勞務，以利其回歸

社區，既可彰顯司法制度與醫療資源結合之優勢，更可讓毒品

施用者依成癮輕重得到妥適的分流處遇，俾利個案重獲新生、

復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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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起訴處分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109年 9月、10月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本場次由觀護佐理

員余若嫣、任金正擔任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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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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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 息 宣 導 

1. 109年 11月 3日、109 年 11 月 17日辦理社會

勞動勤前說明會。 

2. 109年 11月 5日辦理緩起訴義務勞務說明會。 

3. 109年 11月 9日、109 年 11 月 23日辦理第一

級、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4. 109年 11月 10日辦理家暴團體課程。 

5. 109年 11月 11日、109年 11 月 19日辦理緩起

訴法治教育說明會。 

6. 109年 11月 12日辦理修復式司法宣導說明會。 

7. 109年 11月 17日辦理修復促進者教育訓練。 

8. 109年 11月 24日辦理社會勞動暨義務勞務執行

機關(構)遴聘表揚座談會。 

社 

勞  

Q  

&  

A 

Q ：社會勞動人做那些工作？    

Ａ： 

社會勞動提供之勞動服務內容包含清潔整

理、居家照護、弱勢關懷、淨山淨灘、環境

保護、生態巡狩、社區巡守、農林漁牧業勞

動、社會服務、文書處理、交通安全以及其

他各種符合公共利益具有無償性質之勞動或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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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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