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橋頭榮觀協進會召開第四屆第一次 

會員大會暨選舉第四屆理、監事及理事長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 111年 12月 22日假高雄市橋頭區臻愛會館小樽日本料理

召開「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聯席會議」，並選舉第四屆理、監事及理事

長。會議由理事長蔣榮欽主持，邀請橋頭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謝肇晶及榮譽觀護人全

國聯合會理事長洪明鑫等人參與盛會。 

謝襄閱表示，感謝榮譽觀護人不間斷地協助司法保護業務推動，用心輔導個案，協

助復歸社會，給受保護人許多的關懷，讓他們感受有人關心他，展現柔性司法的一面，

讓司法不單單只是法條，藉此機會對榮觀表達敬意與謝意，並祝福大會圓滿順利。隨即

進行理監事選舉並召開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在場會員踴躍參與投票，開票結果由王

琮欽先生當選第四屆理事長。 

是日，在襄閱及貴賓、會員見證下進行印信交接，新任王理事長從前任蔣理事長

手中接過印信，象徵傳承榮觀永續服務社會的精神，場面溫馨隆重，蔣理事長並贈送

牌匾給予新任王理事長，祝賀當選。王理事長表示，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將持續結

合社會資源並關懷受保護管束人，強化復歸社會能力，持續協助地檢署推展司法保護

業務，促進社會祥和。當日亦頒發該署榮譽觀護人聘書，肯定榮觀無私的付出。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 

   第三屆第二次委員會議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下稱橋頭犯保)，於 11月 18日舉辦

「第三屆第二次委員會議」，由柯建帆主任委員主持，邀請第三屆委員團隊共同參

與，針對 111年度整體會務以及明年度活動規劃報告，委員們也就自身經歷提出建

議，使橋頭犯保在業務及行政資源上有更多發展性及支持。 

每位委員來自各界善心人士，除了募資捐款外，對於協會的事務也非常熱衷參

與，並在本次會議中決議有關日後辦理馨生人訪視、戶外活動等，委員們將視各自時

間配合參與。會中柯男烈常委也分享在其任職期間，疫情尚未爆發前，曾舉辦馨生人

戶外活動，當時李蜀平委員也因個人特色及魅力與馨生人相處，馨生人也開始願意打

開心門參與協會活動，對此柯建帆主委也表示人與人間的相處、互動，都因著每個人

的特質，不斷摩擦碰撞，相信未來也都會有新的火花，為橋頭犯保增加許多資源及善

的循環。 

本次會議也邀請到橋頭地方檢察署鍾和憲檢察長共襄盛舉，檢察長也分享身為檢

察官的角色及限制，在中秋節也與主委一同前往旗山拜訪重傷被害人，看著被害人正

在經歷的現況，檢察長也提供照護家中長輩的經

驗，聽著被害人家屬分享橋頭犯保給予的協助，內

心很是感動，給予高度的肯定，並期待地檢署與橋

頭犯保能夠共同為被害人爭取應有的權益。 

柯建帆主任委員除了自行捐款外，並向地方仕

紳介紹協會業務，由「微微笑廣播網」石川董事長

捐贈 100萬元，支持橋頭犯保，更將在年底於電台

進行宣導，讓更多民眾能認識犯保，期在犯罪被害

保護領域能夠盡一份力，各委員也透過捐贈善款，

一同出錢出力支持協會! 

「邀請您一同支持被害人保護領域，愛心捐款

專戶：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橋頭分

會，臺灣土地銀行楠梓分行『14900-1007983』」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 

          2022「綠意盎然．馨球苔」成長團體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橋頭分會（下稱橋頭犯保），因應疫情趨緩，

特別舉辦「綠意盎然馨球苔」植栽活動，讓馨生人能夠在後疫情時代，體驗手作的療

癒，透過佈置聊馨小天地，一點一滴創造屬於自己的作品，減輕生活壓力。 

本次活動由講師帶領，從植物的選擇到節慶及花語，都代表著橋頭犯保對於每位

馨生人的祝福。墨西哥鐵樹（又稱幸運草），除了象徵幸運及堅忍的花語外，每一片

葉子更是代表了希望、信心、愛情與幸運，而當種子灑下的那刻，也在我們心中種下

希望，植栽佈置也結合西洋聖誕節，透過家家戶戶向聖誕老人許下願望的寓意，更讓

這場活動增添了許多對自己及未來的期許。 

看見高齡 80歲的葉先生，自從太太過世後頓時失去重心；重傷的兩位年輕被害

人，一位坐著輪椅、一位拄著拐杖，將重新適應新的生活；帶著孫子女的嚴奶奶，因

為女兒的離開，重新面對隔代教養及磨合；失去女兒的夫妻，平時強忍著思念，只能

透過手機殼上的照片，提醒自己時刻想著女兒。在這場活動中大家各自帶著不同的故

事，讓自己沈浸在植物及療癒中，有的與父母有說有笑、有的願意踏出那一小步、有

的用自己的方式面對哀傷失落的過程，而每個人的互動及眼神，在工作人員的眼中都

深刻感到充滿了愛意及感謝，也讓橋頭犯保更有動力能夠陪著馨生人一起面對所有的

過程，不管是難過、傷心、憤怒或是開心，都可以在這邊找到安適自在的空間。 

橋頭犯保主任委員柯建帆此次也一同參與手作活動，更鼓勵家屬及重傷被害人，

並且希望透過活動能讓馨生人暫時忘卻訴訟及生活上所面對的傷痛，專注在當下，正

也因為大家都正在面臨不同的考驗，而要記得橋頭犯保會是大家後盾，陪伴著馨生人

一起成長。 

「邀請您一同陪伴被害人家屬，如身旁有人因他人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或重傷，請

撥打『0800-00-5850（鈴鈴－我保護您）』」 



橋檢辦理社會勞動執行機關(構)督核暨表揚(遴聘)座談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頭地檢署為精實社會勞動業務之執行成效，特於 111年 11 月 24日辦理「社

會勞動執行機關(構)督核暨表揚(遴聘)座談會」，邀集轄內 34個執行機構代表出

席與會，由檢察長鍾和憲、主任檢察官王聖豪親頒績優執行機構表揚狀及新(續)聘

聘書，肯定各機構督導們的辛勞付出。鍾檢察長致詞，感謝各機構歷年來的支持與

配合，使社會勞動人得以身體力行的方式來回饋社會，在接受處罰的同時，能潛移

默化地對環境及人生態度產生重要的啟發，形成一個良好的循環。 

  是日座談會，除安排政風主任進行廉政宣導，並由社勞組觀護人說明「易服社

會勞動最新政策及規定」，藉由案例的分享，提醒各機構落實社勞人之管理與督核。

最後，再由主任觀護人韓國一偕同社勞組觀護人與各機構代表進行座談與交流，並

分享今年度社會勞動專案活動辦理概況，期盼機構有效運用社勞人力資源實現社

會公益，進而促使社會勞動制度達到更高的效益！ 



橋檢舉辦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遴聘暨表揚座談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頭地檢署為肯定義務勞務執行機構的辛勞付出，特於 111年 11月 17日舉辦

「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遴聘暨表揚座談會」，共計邀請轄區內 21個執行機構與

會，檢察長鍾和憲、主任檢察官王聖豪除頒發表揚狀予楠仔坑圖書館等 9個績優單

位，並頒發續聘證書，讚賞機構在社區轉向處遇中，對個案改過遷善及公共利益的

維護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是日座談會，由觀護人夏以玲說明義務勞務相關作業規定，提醒各機關執行

時不得涉及個人利益、政治色彩或與現行法令有所牴觸。最後由主任觀護人韓國

一主持綜合座談，針對執行現況釋疑，並期盼機構於執行過程中強化對個案的教

化、輔導功能，進而展現緩起訴制度預防再犯精神。 



那瑪夏重陽敬老  橋檢攜手高市原民會入偏鄉反賄選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頭地檢署轄區內涵蓋了那瑪夏、桃源、茂林三個原住

民區，今底將選出原住民區區長及區民代表。鑑於特定的選

舉種類及族群，該署特別選定平時即肩負在地服務、凝聚部

落情感的「文化健康站」辦理反賄選宣導，期望藉由親身走

入偏鄉、嘗試著「接地氣」，才能夠更加貼近原民鄉親的日

常生活，也擴大宣導的效果。 

 橋頭地檢署與高市原民會結合那瑪夏區「重陽敬老」活

動，日前跋涉至南布中會大光教會進行福利政策及反賄選宣

導。哈瑪星、瑪雅、達卡努瓦三個文健站的部落長輩齊聚一

堂，原民會首先以族語問候大家，為我們與原住民鄉親拉近

了距離，宣導內容除了解說相關的法律規定外，也提醒耆老

們切莫因不慎而涉及賄選。一位參加有獎徵答的奶奶跟我們

說：「你們的扇子上有檢舉電話，如果我知道有人買票，我

會打電話給你們的啦！」原（偏）鄉反賄選宣導在熱鬧氣氛及面對面的互動中圓滿完成。 

    橋頭地檢署為強化原住民區民眾反賄意識及展現查賄

決心，檢察長鍾和憲特別指示觀護人室與榮觀、更保、犯保

三大司法保護團體，共同合作深入部落進行一系列宣導活

動，期將「檢舉賄選，人人有責」之反賄理念融入原鄉民眾

生活，一起為維護乾淨的選舉風氣而共同努力。 

    該署反賄團隊同仁與三會志工，足跡遍布各原民區民俗

慶典、觀光活動與文化健康站。除了於宣導活動中播放最高

檢察署「反賄選，愛臺灣系列-原住民篇」宣導影片，以原民

各族母語宣示反賄選決心，也透過法規解說、行動劇宣導、

有獎徵答及發放文宣品等多元方式，以「一機一袋、1000萬、

照相取證、指紋定罪」的反賄主軸，讓原民了解可以透過簡

易的方法來檢舉，並鼓勵加入「橋檢向前衝 反賄 Let’s go」

粉絲團，以獲取更多反賄選相關資訊，充分達到反賄零距離防賄無死角的效果。  

橋檢結合三會前進原鄉 啟動反賄選原動力 



橋檢「散步岡山散佈愛」反賄宣導 籲請鄉親不買票不賣票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隨著年底九合一選舉投票日的逼近，選情日益升溫，為加強民眾反賄意識，

橋頭地檢署特別結合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國際獅子會、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

主辦之「散步岡山散佈愛，校園傳獅愛、反毒反賄選」健走活動，並由觀護同仁

及榮譽觀護人於園遊會現場設攤進行反賄選宣導，攤位人潮絡繹不絕，總計參與

人數近萬人，獲得廣大迴響。 

    是日活動，由前導車引領健走隊伍散步漫遊岡山街道，參與者手持宣導標語

及布條、呼喊口號，車上同時播放該署檢察長鍾和憲及反賄大使戴資穎親自錄製

之廣播帶，向在地鄉親傳遞反毒、反賄選理念。協進會理事長蔣榮欽表示，近來

毒品泛濫問題嚴峻，反毒工作刻不容緩，同時也因應年底大選的到來，教導大眾

選賢與能、杜絕賄選。主任觀護人韓國一也上台致詞提醒民眾不買票、不賣票，

並可透過便捷快速的檢舉賄選三部曲：「蒐證」、「檢舉」、「領獎金」，勇敢

對賄選行為提出檢舉，進而營造乾淨清廉的政治環境。活動尾聲，攤位文宣品早

已在鄉親們的熱情響應下一掃而空，大家帶著歡樂滿足的笑容離開，也為本次活

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橋檢結合企業反賄  展現鋼鐵決心打擊賄選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即將舉行，為淨化

選舉風氣、營造清廉的政治環境，橋頭地檢署特結合

「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燁聯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進行反賄選宣導。除了讓企業勞工與主管們了解

反賄選的重要之外，更希望達到防弊興利之效果，一起

攜手反賄選，彰顯反賄廉能及企業誠信之核心價值，共

創廉潔的社會環境。  

    宣導是日，該署反賄選宣導大隊同仁前進企業現

場，藉由播放反賄選宣導影片，聚焦「檢舉賄選、人人

有責」之公民義務，並說明買票、賣票之賄選態樣及相

關刑法罰則，強調一旦發現賄選，可透過檢舉賄選三部

曲：「蒐證」、「檢舉」、「領獎金」來檢舉賄選行

為，且檢舉過程全程保密，最高檢舉獎金 1000萬元。        

    最後再邀請現場勞工與主管們手持反賄標語牌，共

同展現鋼鐵決心打擊賄選，為淨化選風一起努力！ 

    隨著年底九合一大選如火如荼展開，橋頭地檢署為了

避免新住民因不諳法規而成為賄選對象，特於日前結合內

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二服務站宣導反賄選，

以案例說明方式讓新住民輕鬆瞭解構成賄選行為的態樣，

並期盼將此觀念傳遞至下一代、向下扎根，邀請新住民共同

守護得來不易的民主價值，共建台灣美好未來。 

  是日活動，藉由播放最高檢察署「反賄選，愛臺灣系列

--新住民篇」宣導影片以拉近彼此距離，影片中新住民各自

使用母語表達反賄選立場，也藉由有獎徵答的互動方式，幫

助新住民更清楚賄選態樣，並能輕鬆記憶檢舉賄選三部

曲：「蒐證、檢舉、領獎金」，過程中，現場新住民朋友反

應踴躍、積極搶答，充分達到「反賄不分你我、沒有國界」

的效果。 

橋檢共邀新住民 支持反賄無國界  



「六龜觀光藝文季」反賄宣導 打擊賄選快找橋檢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六龜觀光藝文季暨踏尋山城農遊趣，日前假十八羅漢山隧道口休閒園區舉辦開幕典

禮，現場琳瑯滿目的市集攤商，就是希望前來參與活動的民眾都能玩的盡興，其中最熱

鬧的就是橋頭地檢的反賄選宣導攤位！ 

  為因應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橋頭地檢署特別結合在地知名的觀光活動，由觀

護人室團隊前往會場擺設攤位強力宣導「拒絕賄選、檢舉賄選」。觀護人劉祐群以幽默

逗趣及國台客語的親和力，吸引現場民眾熱烈參與有獎徵答互動遊戲，藉由問答方式，

在場的老中青都能清楚了解：發現買票、賣票，一定要蒐集證據，並親自、書面或電話

等方式提出檢舉，還有最高檢舉獎金 1000萬元。橋檢藉由這趟六龜人文生態之旅，將反

賄選觀念深入社區鄉里及觀光遊客，鼓勵全民勇於檢舉賄選、齊心反賄選。 

 

 

 

 

 

    為具體落實反賄選達成「分眾」目標，橋頭地檢反賄選宣導團隊特地結合各區國小，

利用該校班會、朝會或法治教育活動向學童灌輸「我們要支持誠實的候選人」、「選出

不會買票的候選人是我們的權利與義務」等重要觀念！ 

    觀護人室為了配合國小學童學習特性，宣導方式特別花費心思設計，除了運用多

媒體影音教材、說故事、角色扮演、結合中心的德目等方式來引導，還會播放橋檢反

賄選大使戴資穎的宣導影片，進行熱鬧的有獎徵答活動，都成功吸引孩子們的注意。

水寮國小的同學說：「我會告訴我的家人，買票和賣票都是不誠實的行為。」彌陀國

小的小朋友說：「我喜歡戴資穎，我要和戴資穎一起反賄選。」橋檢在轄區內選擇十

所不同類型、不同區域的小學宣導反賄選，悄悄地讓反賄種子萌芽了！ 

 

 

從「小」出發讓反賄種子發芽 橋檢出招宣導反賄選 



橋檢召開性侵害案件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頭地檢署為落實性侵害案件社區監督機制，於 111年 11月 25日召開本年

度第四次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由主任檢察官王聖豪

主持，集結觀護人、管區員警、治療師、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社會局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婦幼警察隊及各分局家防官一同參與，並聘請高雄市政

府衛生局局長黃志中及臨床心理師蘇毅擔任專家學者，針對中高再犯危險之受保

護管束人進行討論，共同制定預防再犯及治療策略。 

 本次會議，計討論 5名輔以科技設備監控之個案，再由專家學者檢視處遇措

施並提供專業建議，是項會議為轄區網絡成員聯繫的重要平台，透過每季討論提

升網絡團隊執行性侵害案件危機處理之能力，並掌握中高危險個案之現況，有效

預防再犯之發生。 

 

 



橋檢緩起訴酒駕個案義務提供生命關懷服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酒駕肇事致人死傷事件至今仍是社會上的重大議題，面對不可取的酒駕歪風，橋頭

地檢署特別安排 9位酒駕緩起訴個案於第二殯儀館仁武分館進行生命關懷服務。 

是日課程，首先由觀護人夏以玲提示相關注意事項，再由現場管理人員向個案說明

殯儀館周邊環境及工作內容，隨後指派個案至館內進行冰櫃擦拭及納骨塔內清潔工作，

在個案以實際付出勞動體驗後，希望能讓所有參與的個案在為亡者服務的過程中，體會

生命存在的重要意義，也為自己的犯行付出代價，不再重蹈覆轍，害人害己。 

橋頭地檢署最後提醒個案，如需赴飲酒場合，應多利用「指定駕駛」、「代客駕駛」

或搭乘計程車、大眾交通工具，以維自身及大眾生命財產之安全。 

 

 

 

 

 

    橋頭地檢署對於高關懷學童教育之推動不遺餘力，持

續以緩起訴處分金補助偏鄉地區荖濃國小、阿蓮國中辦理

「社區生活營」，於課後開辦社團提供學生適性發展課程，

檢察長鍾和憲期藉由處分金挹注社區生活營，提供弱勢學

生課業、生活等輔導，並開發學生潛能與培養特殊專長，不

僅從學習中獲得成就感，更能提升對群體的適應能力，以達

到預防犯罪之目標。 

    荖濃國小規劃體育類社團，包含暑期游泳育樂營、體育

競賽等社團，讓缺乏資源的偏鄉學童仍可以從學習中建立

自信心，以促進課後生活與學習穩定，並培養正當休閒習慣

及發展興趣與潛能。阿蓮國中則規劃體育類、舞蹈、音樂、

傳統技藝等社團，其中又以傳統傀儡戲聞名，無論操偶、口

白、配樂、布景等，都展現了學生的學習成果，其表演內容

感動人心，更獲得全國學生創意戲劇比賽特優「七連霸」的

殊榮。荖濃國小校長林驛哲表示，教育的推展猶如灌溉幼苗，感謝橋頭地檢署緩起訴處

分金的挹注，讓學校更能關注偏鄉學童，使偏鄉教育的薪火延傳不斷。 

橋檢推動社區生活營 培植偏鄉學生技藝專長 



橋檢檢察官視察社會勞動機構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頭地檢署為了解社會勞動機構執行現況，111年 10月 21日由檢察官陳志銘

偕同觀護人夏以玲及觀護佐理員，實地訪查高雄第二監獄、岡山榮民之家，除向社

會勞動人宣達相關法律知識，並提醒執行規範。 

    訪查是日，高雄第二監獄科長楊瑞興說明目前社勞人力執行內容為戒護區外

之公共停車場、大門周遭步道及會客室外之環境清潔整理，偶爾協助社區敦親睦鄰

活動，岡山榮民之家主任詹光宇解說家區之住民現況，並說明社勞人力執行內容為

協助園藝工作、清掃落葉及割(除)草、家區排水溝消毒。兩位督導咸認藉由社勞人

力大幅提升機構公共區域之環境衛生、整潔，肯定社勞制度帶來之正向收益及回

饋，檢察官最後勉勵督導，管理社勞人力實為任重而道遠，執行上遇任何困難阻礙，

應及時向地檢署聯繫反映，且須恪守執法者之公正性，以維社勞的公益價值。       

 



    橋頭地檢署於 111 年 10 月 12日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特

別邀請心理師柯俊銘擔任講師，期藉由課程講解讓學員瞭解毒品種

類及宣導毒品防治觀念，讓民眾提高警覺意識。 

  是日課程，講師第一堂課先帶領學員認識毒品的種類和特色，

說明施用毒品所付出的慘痛代價。第二堂課則是說明新興毒品的性

質，對身心健康所造成的危害，並教導學員建立正確的情緒舒解方

法且勇於拒絕毒品，向毒品說不。 

  課程尾聲，該署也向學員宣導今年 11月將舉辦 2022 年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呼籲學員若發現有買票、賣票情形，應勇於檢舉賄選

行為並撥打檢舉專線 0800-024-099 轉 4。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二)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檢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一) 

    為提升學員對智慧財產權之認識，

橋頭地檢署於 111 年 11 月 9 日辦理緩

起訴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該署檢察事

務官組長黃瓊慧擔任講師，期藉由課程

讓學員建立正確智慧財產權觀念，避免

日後誤觸法網。 

    是日課程，講師帶領學員認識何謂「著作權法」及其相關法律責任，並輔以常見生活案例，

例如:影印教科書、轉寄分享圖文、在公園播放音樂跳舞、電腦灌用盜版軟體等，說明構成侵害

行為態樣，講師提醒使用或分享網路資料時，應抱持嚴謹態度，於合法範圍內適當引用。 

    另有鑒於酒後駕(騎)車肇事案件屢屢成為大眾關心議論的社會問題，橋頭地檢署於 111

年 12 月 7日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特邀本署檢察事務官洪義勝擔任講師，清楚說明酒精

濃度與肇事率的關聯性及酒醉駕車

所帶來的法律責任及罰則，課程中

並不時穿插實際案例讓學員更心生

警惕，講師也期許學員對於酒駕切

勿以身試法，以多種管道代替自駕

才是安全回家的路。  



緩起訴處分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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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和憲 

   「緩起訴處分毒品戒癮治療」為結合司法與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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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健治療課程及義務勞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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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10月 11、24日及

11 月 14、28 日假本署三樓

地板教室舉辦說明會由觀

護助理員擔任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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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起訴處分毒品新案報到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頭地檢署於 111年 10月 27日及 11月 24日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緩起訴

處分毒品新案報到說明會，由觀護助理員及方案人員擔任講師，向緩起訴處分毒品

案件被告說明緩起訴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並期勉被告勿存僥倖心態，勿再施用

毒品，且務必遵守相關規定，進而順利遠離毒害，邁向嶄新人生。 

首先由講師告知緩起訴毒品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須按時向本署觀護人室及高

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報到及接受輔導，且接受本署觀護人室不定期尿液檢驗，亦告

知個案若違反相關規定，其緩起訴處分恐遭撤銷。此外，叮囑個案戒癮療程期間內，

應定期至醫院接受戒癮治療，或應依指定日期至本署參加復健治療課程，並至機構

執行義務勞務。 

最後再帶領個案填寫相關表單與資料，約談個案諭知下次報到時間，同時轉介

個案至本署結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所提供駐點服務接受關懷輔導，由個管師

介入關懷，提供心理支持、相關醫療戒治、就業、社福補助等資源評估。期許個案

珍惜緩起訴處分之機會，本署會協助個案在戒毒的道路上排除障礙，恢復正常的生

活與工作。  



修復式司法宣導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鍾和憲特別指示觀護人吳芳儀、許

潔怡、夏以玲於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團體輔導活動，對受保護管束人進行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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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復式司法宣導活動暨受刑人假釋法令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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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檢察長鍾和憲特別指示觀護人吳銀倫、夏

以玲、夏媺婷前往高雄二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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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進行修復式司法宣導，若有意願之受刑人可向橋頭地檢署提

出申請，進行相關修復程序。 



緩起訴義務勞務勤前說明會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橋檢於 111年 11月 10日及 12月 8日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本場次由觀護佐理員任

金正擔任講師，除說明緩起訴被告於一定期間應遵守或履行事項，並宣導相關法治觀念。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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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提醒個案勿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行勞動服務，若遇有類似

情形，可向觀護人室或政風室提出檢舉。 

    此外，除針對酒駕相關規定提醒個案，有效達成酒駕防制宣導之目的外，並播放

高檢署反賄選宣導影片呼籲在場個案，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將於今年度 11

月舉辦，如有發現買票、賣票行為，務必記得『一機一袋、1000萬，照相取證、指紋

定罪』勇於檢舉，期勉個案遵守法律規章避免再犯，激發齊心反賄的精神。  

橋檢辦理就業促進團體輔導活動 

   橋頭地檢署於 111年 10月 18日及 11月 16日結合更保橋頭分會及岡山就業服務站，

辦理受保護管束人就業促進團體輔導活動，由就業服務專員顏雅玲擔任講師，講述多元

求職管道資訊，並透過案例分享，特別宣導防範職場詐騙，並針對求職管道、就業補助

方案進行講解，希望能協助更生人順利求職，並重建職場信心。課程中，特別宣導因應

疫情所推出的就業促進措施，像是為鼓勵雇主僱用失業者的「安穩僱用計畫」，符合資

格者可申請獎勵金，進一步詳細資料皆能透過「台灣就業通」網站查詢。 

  是日，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橋頭分會亦到場進行宣導，說明法扶基金會服務項

目，並提供法律諮詢時間、地點及

諮詢專線 07-6121137，希望學員能

善加利用資源，並維護自身權益。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鍾和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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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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也股觀護

人。 
編輯：李國瑜 

實用

資訊 

活 

動 

預 

告 

1. 112 年 1 月 10 日及 2 月 7、21 日辦理社會勞動勤前說

明會。 

2. 112 年 1 月 11 日及 2 月 8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法治教

育。 

3. 112 年 1 月 12 日及 2 月 9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

說明會。 

4. 112 年 1 月 9、30 日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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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12 年 2 月 16 日辦理修復式司法宣導說明會。 

6. 112 年 1 月 6、13 日及 2 月 3、17 日辦理緩起訴毒品案

件多元處遇社會復健治療課程。 

7. 112 年 1 月 19 日及 2 月 23 日辦理緩起訴毒品新案統辦

說明會。 

8. 112 年 1 月 30 日及 2 月 13 日辦理酒癮治療說明會。 

Q ：推行「社會勞動」有什麼好處?  

A ： 1.易服社會勞動制度讓經濟弱

勢者，即便無力易科（繳納）罰

金，仍有機會以提供勞動或服務

來替代入監執行，既可維持既有

的工作與生活，又可兼顧家庭照

顧，而且可以避免因入監執行產

生新的社會問題。 

2.社會勞動人提供勞動服務，可

以為其服務的機構節省人力成本

以達到創造產值、回饋社會的正

面效果。 

3.可以節省政府監獄的收容成本

及伙食、人事管理等矯正費用，

減少國庫的支出，相對就是節省

納稅人的血汗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