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橋頭地檢署、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首度合作辦

理「106年度修復式程序專業人力培訓課程」，

於 106年 7月 18、19日，在本署 8樓會議室舉

辦，參訓學員眾多、背景多元，除空軍官兵外，

橋頭地檢署、高雄地檢署、高雄少年及家事法

院、高雄律師公會、高雄市各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等，均派人員參加共計 120人，為國內修復式正

義的推廣開啟新的里程碑。 

    開訓典禮盛大且隆重，空軍司令沈一鳴上將、法務

部保護司羅榮乾司長、國防部法律事務司林純玫司長、

空軍官校彭明陽校長、空軍司令部黃志偉督察長等人親

自到場勉勵參訓學員。空軍司令沈上將致詞表示，軍方

與司法機關的成員一同參與本次培訓課程，可以達到雙

方交流及共同成長的目的，空軍從民國 104年開始推動

修復式程序去年有 20件個案，今年迄今也有 15件個

案，經評估幾乎有半數以上對於化解情緒衝突有很好成效。本署檢察長王俊力致詞表

示，懲罰犯罪不單是使被告接受法律制裁，修復式司法的作用就是希望在被告與被害人

的對立、衝突之間，找到新的契機，搭起相互了解的橋樑，讓被害人的痛能有正確的出

口、也讓被告真正從心體會自己行為的錯誤，真誠的向被害人道歉悔悟。橋頭地檢署此

次和空軍共同合作辦理修復式程序專業人力培訓課程，是一項創舉，所代表的不僅是修

復式正義理念的推廣，更代表公部門、軍方及民間單位共同合作為促進社會和諧邁進。 

    為深化第一線修復促進工作者的專業智能及提供

經驗交流平台，並為司法系統引進心理諮商、社工、

精神醫學等專業人士跨界合作模式，本次課程邀請中

華修復促進協會 8位講師授課，除集中式講授外，並

帶領學員分組演練，為期 2天的課程緊湊又充實，內

容深入淺出，讓「修復式正義」理念內化為參訓學員

之人本精神，進而提升面對個案時之處遇能力及晤談

技巧，熟習實際操作方式。希望藉由專業培訓，讓參訓學員成為修復式正義的推廣種

子，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共同擔任為犯罪案件找尋光明出路的尖兵。 

司法與國防首度合作培訓修復式正義人才 

橋頭地檢署結合空軍司令部，攜手厚植修復理念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今年暑假，很不一樣！」本署於 106年 8月 23

日於六龜育幼院舉辦 106年社區生活營成果發表會及

一日夏令營活動，特別邀請偏鄉荖濃國小師生及六龜

育幼院學童共同參與。 

    荖濃國小為偏鄉小學，校中八成學童是單親及隔

代教養，本署運用了緩起訴金補助該校成立太鼓隊、

書法社、樂樂棒營等社團，希望利用活化課程，幫助

弱勢的學童能於課後時間能留在學校學習不同技藝，發展多元性向，藉著學習成就感來

達到自我肯定，並增進未來群體適應能力。 

    當日活動，本署王俊力檢察長出席並參與活動，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

會、六龜區區公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六龜分局等各單位均派員出席本次

活動。首先，由荖濃國小太鼓隊熱鬧開場，隆隆鼓聲展現不凡氣勢，這樣的太鼓才藝是

學生們經過 3個多月，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辛勤練習，透過絕佳的默契，方能完成這

一場精采演出並展現學習成果。接著由知名的六龜育幼院合唱團帶來天籟美聲，更加增

添現場的溫馨氣氛。 

    王俊力檢察長表示，本次活動就是希望有機會讓本署社區生活營學生展現平日學習

成果，也創造一個屬於他們的閃亮舞臺。偏鄉孩童不像市區的孩子有機會參加各類的夏

令營活動，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安排，在假期即將結束前，「大手牽著小手」－－留

給孩子們最為深刻及難忘的暑假回憶！  

「太鼓 SHOW才藝  偏鄉 FUN暑假」 

橋頭地檢署辦理社區生活營成果發表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鑒於新型態毒品層出不窮，為提升偏鄉兒童、少年法律常識及強化反毒知能，避免

各類毒品滲透進入青少年及國小族群，本署特結合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及高雄市六

龜區荖濃國小及六龜育幼院，於 106 年 8 月 23 日假高雄市私立基督教山地育幼院辦理

「社區生活營反毒種子培訓活動」，期待能建立學童們正確的辨毒、防毒、拒毒等觀念，

讓國家幼苗能遠離毒品、拒絕毒品誘惑，並以己身為反毒種子，共創無毒、友善的生活

環境。 

是日，本署王俊力檢察長偕同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沈美利主任委員、

六龜區公所宋貴龍區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六龜分局等單位一同出席與會。 

反毒種子培訓活動，由荖濃國小學童及育幼院內國小至國中階段學生共同參與。活

動以輕鬆詼諧的遊戲方式進行有關毒品防制及法律宣導的激烈搶答闖關活動，在動態活

動中融入生活法律觀念及對毒品的認識，還準備豐富獎品做為鼓勵。創意手作及趣味魔

術課程則是讓孩子們透過實作引發學習興趣、開發潛能專長、培養良好的休閒興趣，進

而降低接觸毒品的機會。 

    王俊力檢察長表示，本次活動除提供偏鄉弱勢學童在暑期中有機會參加像夏令營式

的活動外，也透過課程的安排增強學童們拒毒意識，藉由同儕互助的力量，策勵彼此，

建立「毒品零容忍」的正確觀念。最後，王檢察長致詞勉勵，期許每位同學都能成為反

毒種子，並將習得的法治及拒毒防毒觀念由自身傳播出去，成為守法、守紀的優質好公

民。  

「反毒種子齊報到 共創無毒新環境」 

橋頭地檢署辦理反毒生力軍培訓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橋頭地檢署於 105年 9月 1日成立後，檢察長

王俊力非常重視司法保護業務，特別指示觀護人室

遴聘熱心服務、願意投身犯罪預防的社會賢達擔任

榮譽觀護人，為了妥善整合民間力量，榮譽觀護人積

極籌組「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 106 年 1 月

13日正式成立。 

    106年7月11日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假橋頭地檢

署 6樓會議室，舉辦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

議邀請檢察長王俊力、主任檢察官徐弘儒、主任觀護人

佘青樺、觀護人吳銀倫等人列席。王檢察長於致詞時對

於榮譽觀護人長期協助推展各項司法保護業務予以肯

定，並針對毒品防治議題提出業務方向，希望能藉由和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的合作，創造出更亮眼的績效，期能

有效推動反毒相關業務。 

 會議中除了呈現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在過去一季在司法保護業務績效之外，理事長王

東碧期望強化榮譽觀護人的力量與功能，提供橋頭地檢署人力及資源上的協助，也希望能

招募更多有志於熱心公益的人，加入「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團隊，一同拓展司法保護

業務，透過愛與真誠關懷，實踐「關心社會，付出最樂」的座右銘！  

橋檢結合民間力量 創造司法保護雙贏 

--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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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頭地檢署於 106年 7月 17日下午 14時 30分

假本署 6樓會議室舉辦「106年度社會勞動機關(構)

督核檢討會議」，共計邀請本署轄區 33個社會勞動

機關(構)出席與會。是項會議由執行主任檢察官徐

弘儒主持，邀請政風室主任蔡侑哲出席，並由主任檢

察官徐弘儒、主任觀護人佘青樺帶領社勞組觀護人

與各機關(構)督導們面對面座談，研討社會勞動執

行相關議題。 

    是日會議，邀請本署社勞機關橋頭地方法院、仁

武清潔隊督導進行心得分享，並由觀護人鄭惠娟帶

領各機關(構)研討本署首版「易服社會勞動機關

(構)執行作業手冊」，希望督導們藉此一平台分享執

行心得並相互交流，亦透過會議研討易服社會勞動

執行作業手冊，有效傳遞社會勞動規範，使督導於執

行管理面更為嚴謹流暢。最後進行綜合座談，讓第一

線執行人員與主任檢察官、觀護人面對面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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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檢察官徐弘儒表示，社會勞動機關（構）及

督導們，於制度推動上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希望藉

由此會議提昇與會人員相關業務知能與管理督核的

觀念，讓督導在執行社勞業務時有所依據。最後期許

並感謝，社勞制度由於各機關(構)的努力，得以發揮

更多面向的功效，不僅創造政府、社區、社勞人三贏

局面，更彰顯了柔性司法的核心價值。 

 106年度社會勞動機關(構)督核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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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維護環境、人人有責」的精神，本署特結合阿

蓮區公所及阿蓮區清潔隊，運用社會勞動人力，於 106年 6

月 24 日(星期六)假阿蓮區大崗山生態園區辦理社勞專案淨

山活動，除讓社會勞動人及參與民眾以實際行動淨化環境

外，同時藉由親近大自然，達到強健身心之效益。 

是日，本署社會勞動人力投入淨山愛環保行列，協助當

日活動場地佈置及發放淨山工具給予參與民眾，並親沿登

山步道進行淨山、撿拾垃圾；淨山沿途，還不時有清脆響亮

的蟬鳴聲傳來，亦讓活動多了熱鬧的樂聲相伴。本署社會勞

動機構阿蓮區清潔隊，主要執行勞務內容是以清運垃圾、街

道清掃、水溝清疏、資源回收物之分類及大型傢俱清運等工

作為主。 

本日專案活動，有別於平日執行的場域，讓社會勞動人

以健走淨山的方式，嚮應為環境保育齊盡心力的精神，在陸

陸續續撿拾起保特瓶、廢紙、垃圾袋等雜物的同時，亦還給

生態園區原有的潔淨空間。 

本署為了能擴大專案活動成效，另設置攤位由觀護人

鄭惠娟進行犯罪預防宣導及有獎徵答送宣導品的活動，現

場參與民眾反應熱絡。 

經過一早上的淨山，社會勞動人將一袋袋撿拾的垃圾予

以清運及分類，且透過本次共同參與專案活動的機會，除加

強環境教育的推行與柔性司法的展現外，亦讓社會勞動人習

得環境保護不落人後的精神，進而在執行社會勞動的過程中

留下別具意義的省思。 

「2017 大崗山  社勞淨山齊力行」 

橋頭地檢署帶領社會勞動人為環境保育齊盡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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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頭地檢署運用社會勞動人資源，結合橋頭榮

譽觀護人協進會及野鳥學會於 106年 8月 16日上

午 10時假鳥松濕地舉辦「生態․藝術」打造綠色

城市，環境教育暨社會勞動專案活動，藉由團隊手

作體驗，感受大自然無限的生命力，達到寓教於樂

的目的。 

    野鳥學會係本署社會勞動機構，平日即藉由社

勞人之勞動服務協助於鳥松濕地公園進行生態之保育、復育，本屬於暑假期間特別結

合該學會招募國、高中學生從事志願社會服務等正當活動，提供學習及服務平台，鼓

勵青年學子積極參與，期許成為校園生態教育的推廣尖兵，傳播正確的生態知識及永

續經營的概念。 

    是日，檢察長王俊力、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總幹事李頓等人出席與會，王檢察長及

李總幹事親手將參加青年志工培訓的團隊利用園區內原木手作的昆蟲屋安置於園區木

棧道，讓昆蟲得以歸巢，象徵回歸自然生態的概念。 

    由於時值暑假期間園區人潮眾多，本署特別藉由活動，加入反毒元素，製作反毒

宣導卡片讓民眾自由索取，進行毒品防制宣導，活動當天配合有獎徵答方式，致贈反

毒宣導卡片及宣導品給參與學生，以簡單易懂的方式，增強學生拒絕毒品誘惑之效

益，透過反毒宣導、環境導覽、生態解說及參與手作昆蟲屋等一系活動，不僅帶動學

生關注濕地的探索想像力，將生態教育、預防犯罪提昇成為真善美兼具的層面，另一

方面，社會勞動人於協助過程中，能體認藝術之美，對環境生態進，也能貢獻一己之

力。 

 

  

社會勞動專案活動 「生態․藝術」打造綠色城市 



    橋頭地檢署為協助藥癮受保護管束人、緩

起訴被告等能順利接軌就業市場，了解新興創

業型態，以重新復歸社會，本署與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共同辦理四場「就業行動

家、行動就業佳」系列研習活動，以激發本署

藥癮受保護管束人就業與創業意願。 

    第一場次於 106年 7月 4日假本署三樓團

輔室辦理，邀請就業情報職涯發展諮詢顧問師葉麗伶擔任講師，以「平民美食-銅板生

意秘笈篇」講座，從平民美食緣起，漫談創業並檢視創業指標。課程除介紹臺灣街頭

特色、在地文化及美食代表外，更講述創業應具備追根究底解決問題、培養熱愛新知

積極學習、調適挫折不怕失敗等特質。 

    第二場次於 106年 8月 1日辦理，邀請意直創意多媒體有限公司許漢義總經理擔

任講師，帶來擁「網」錢進，新興市場崛起、生意新哲學之講座，傳達數位時代人人

皆可透過網路賺錢的理念。課程中除分享泰式餐廳、農產直送、手工餅乾、香皂及果

醬等網路創業成功之案例，更講述創業者該具備那些條件及專業知識，同時建立專屬

的網站、部落格、LINE群組及臉書粉絲團等資訊通路，善用媒體行銷。 

    本署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精心規劃一系列活動，期待所有藥癮受保

護管束人、緩起訴被告等，透過每日一點一滴的改變，設立方向找到目標，轉變自身

內在能量，將能成為比昨日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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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癮者自立更生「就業行動家、行動就業佳」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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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

王俊力特別指示由觀護人鄒一清於 106 年 7 月 5 日前往明

陽中學，對學生（少年受刑人）進行宣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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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共同處理犯罪後

果及其未來意涵的過程（Tony Marshall,1996）。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

王俊力邀請參與修復式司法實務經驗頗豐的修復促進者陳筱

萍女士於 106年 7月 13日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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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項活動，以團體課程方式進行，一一講解有關修復式

司法的制度緣起、目的、如何申請、對話在何處進行、對話如何進行、當事人申請對話

有何好處、誰來擔任促進者、哪些人可能參與對話、實施流程

等，活動中更不時輔以影片案例，因為都是經當事人同意之下

所拍攝的真人真事，感動不少學員，與會的陳同學說：「修復

式司法能讓我們有機會向被害者道歉，讓我們能減輕自己的過

錯，有良好的溝通平台，修復式平台，加害人真心的悔改當面

道歉，能讓被害人放下仇恨、原諒、從傷痛中走出來。」          

修復式司法宣導—橋頭地檢署 

修復式司法宣導—明陽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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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化民眾對「酒後駕車危險性」及「危險駕駛嚴重性」的認知，本署於 106
年 08月 09日假 3樓團輔室舉辦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保防科陳楨筌專員擔任課堂講師，藉由課程強化緩起訴被告對於酒駕行為的高危
險性有更確切之認知，期降低爾後犯罪可能性，減少對社會帶來之影響與危害。 

  是日課程，講師陳楨筌專員，第一堂課以酒後駕車危險高為題，共分二個部
分：一、酒精濃度對駕駛能力之影響。二、酒後駕車之危駕態樣。向與會學員講
解酒精對駕駛行為的影響，並例舉許多實際案例，希望學員能從各項案例中了解
到，其酒後駕車之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傷害，藉此叮嚀學員「醉不上道」之概念。
第二堂課以酒後駕車之處罰為題，課程內容為提升民眾對酒後駕駛及肇事逃逸的
法律認知為主，希透過課程讓與會學員習得相關罰則，進而奠定學員對於各項防
治違法的概念，以達到預防教育宣導之目的。 

  課程最後，講師講解課程心得回饋單，並歡迎學員踴躍
提出意見相互交流，亦期許並提醒學員酒後千萬別駕車，
「指定駕駛」或「代客叫車」都是正確的選擇，因為人人安
全駕駛，才能快樂出門平安歸。 

    邇來生活壓力如何影響身心健康發展之議題廣為

民眾討論，本署於 106年 7月 12日假三樓地板教室

舉辦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立凱旋

醫院陳清文諮商心理師擔任講座，希望藉由課程使學

員了解調適壓力的方法，同時亦讓學員知曉藉酒澆愁

不但傷身更有可能觸犯法律刑責。 

    是日課程，講師先與學員建立觀念，適當的壓力

可促使人成長，但過度壓力會對個體產生心理、生理及行為病徵，壓力若無法適時紓

解，嚴重的話將導致身心疾病(例如:胃潰瘍、憂鬱症…等)，勉勵學員尋求正當管道排

解壓力，並以多方角度看待事物，切勿藉由飲酒逃避挫折及壓力；課堂上除了討論壓力

議題外，講師亦帶領學員探討形成酒癮的原因，若要有效戒除酒癮，講師建議必須以積

極態度尋求改變，並強調酒後駕車產生的觸法行為，學員們更須引以為戒。 

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活動---「酒駕防制-壓力紓解與調適」 

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酒駕防制-酒後危險駕駛，小心吃上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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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 息 宣 導 

活   

動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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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 5 日辦理藥癮者自立更生就業研習。 

2.9 月 5 日辦理社會勞動勤前教育說明會。 

3.9 月 11 日辦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 

   說明會。  

4.9 月 13 日辦理緩起訴法治教育課程。 

5.9 月 14 日辦理修復式司法宣導說明會。 

6.9 月 19 日辦理緩起訴義務勞務勤及社會 

   勞動勤前說明會。 

7.9 月 25 日辦理第一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 

   會。 

社 

勞  

Q  

&  

A 

Q ：社會勞動人於休息時間臨時有事外出，已 

       向督導報備，之後再回到機構繼續執行， 

       該如何因應且如何認證時數？ 

Ａ：社勞人執行中可能身體不適或臨時有事 

       需要離開機構，督導應請社勞人於執行登 

       記簿簽退後，才能讓社勞人離開機構，並 

       核實認證時數，切勿讓社勞人短暫離開再 

       繼續執行，以免途中發生意外，產生責任 

       歸屬問題。 

實用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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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3231@mail.moj.gov.tw  

編輯：陳怡仁、邜雅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