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毒品防制向來為法務部重要政策之一，且毒品危害民眾日趨嚴重，有鑑於此，橋

頭地檢署檢察長王俊力對推動反毒不遺餘力，繼舉辦校園反毒、軍中反毒活動之後，

為讓反毒觀念深入鄰里社區，特別選擇在人潮眾多的臺灣高鐵左營站，舉行「反毒快

閃活動」，吸引許多旅客駐足圍觀，藉此強化民眾對反毒議題的重視。 

    為提升反毒宣導層面及人次，王檢察長特別指示，結合近年來頻頻受邀在海內外

演唱的六龜育幼院合唱團及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輔導所、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蔡秀男醫師、本署同仁共同參與，於 2月 1日 15時 30分，在臺灣

高鐵左營站 3號出口前，舉辦「反毒快閃活動」，參與成員隱身在熙來攘往的旅客

間，下一秒快閃演唱表演、高舉反毒標語、一起高呼口號，短短 30分鐘的活動，讓旅

客驚呼不已。  

  本日活動首先由六龜育幼院合唱團之演唱揭開序幕，悠揚溫暖的天籟美聲洋溢車

站內，吸引眾多旅客目光，演唱過程並加入檢察官、醫師、吸毒過來人的反毒標語提

醒，不少旅客一開始顯露錯愕神情，不久後即感到驚喜有趣。王檢察長則於活動尾聲

現身，除宣示緝毒決心，並帶領成員一同高呼口號：「遠離毒品健康人生，橋檢與您

攜手共創無毒家園」，提醒全民應有拒毒觀念，若不幸染上毒癮，應尋求醫療協助及

早戒除，也為活動畫下圓滿句點。  

  整場活動緊湊且不失創意，打破以往制式化的反毒宣導，在人潮眾多的高鐵車站

內，將反毒活動結合時下熱門的快閃表演，拉近與民眾距離，旅客在匆忙行程中停下

腳步，除近距離欣賞優美歌聲，也期望透過表演喚起大眾遠離毒品之意識，將反毒觀

念深入鄰里社區，擴大反毒宣導之層面與成效，以建立健康安全無毒友善家園。  

為愛拒毒․全民幸福－橋檢舉辦「反毒快閃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有鑑於酒駕及毒品施用造成的社會問題，在新年及春

節假期的前夕，橋頭地檢署檢察長王俊力特別指示觀護人

室於 106年 12月 28日下午 14時假本署九樓大禮堂辦理

「防制酒駕暨反毒宣導活動」，參與聽講的受保護管束人

及社會勞動人超過 200名，希望透過此次活動強化其法治

觀念，進而達到預防犯罪之目的。 

    檢察長王俊力於致詞表示，根據統計，每一年高雄地

區酒駕及毒品案件均超過一萬件，佔刑事案件比例分別高

達 20%；年關將近，在聚會場合難免會飲酒助興，適量飲

酒並非壞事，但切勿因酒誤事!有鑑於酒駕及毒品嚴重影響

社會安全，特別邀請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理事長陳

敏香、理事許以霖醫師及本署主任檢察官李廷輝，向學員

宣導酒駕防制與反毒的重要性，期許學員重視酒駕及毒品

問題，避免日後再次發生令人遺憾的悲劇。 

    是日活動，首先由該協會理事許以霖醫師，向學員宣導酒

駕防制的重要性，許醫師目前任職於成大醫院急診部，經常處

理因為酒駕造成的傷害急救，透過專業醫療角度講述酒駕造成

的嚴重創傷，並由理事長陳敏香以被害人家屬身分，透過沉痛

的經歷向在場學員強調酒駕的可怕，陳理事長因為酒駕失去摯

愛的女兒曾御慈醫師，曾醫師任職於台大醫院，因為一場酒駕

事件，失去寶貴生命，無國界醫師的偉大志向從此殞落，這不

僅造成家屬無盡的傷痛，更是全體社會的損失，曾媽媽為延續

女兒對於社會的愛，化悲痛為力量，呼籲學員「尊重生命，醉

後勿上道」，有感於被害者家屬的沈痛，現場 200多位學員頻

頻拭淚，甚至有學員主動表示願意擔任該協會志工，並以自身

酒駕案件呼籲在場學員引以為戒，場面溫馨感人。 

    最後由本署主任檢察官李廷輝進行反毒宣導，講授各級毒品辨識方法及其對身心健

康的危害，施用毒品不但對身心理產生影響，更須面臨後續法律責任及接受醫療戒癮，

希望學員面臨毒品誘惑時，能勇敢向毒品說不。  

橋頭地檢署與臺灣酒駕防制社會關懷協會  

合作辦理「防制酒駕暨反毒宣導活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農曆春節前，為使榮民長者感受春節氛圍，橋頭地檢察

署檢察長王俊力特別指示觀護人室，結合臺灣更生保護會

橋頭分會，運用社會勞動人力，於祥和山莊及岡山榮譽國民

之家辦理春節關懷活動-「祥和溫暖迎旺年，除舊佈新好山

莊」暨「頭頂國徽萬丈芒，大吉大利迎新春」；期待藉由社

會勞動人力之協助，進行社區環境大掃除活動，給予家園清

潔乾淨的環境，讓居住於此的家民能感受社會溫暖，彌補其

思鄉之情。 

祥和山莊由海軍第一軍區承造管理，居住者都為海軍或陸戰

隊退役的單身老兵，同為國軍建軍備戰奉獻心力，因近年來老兵

已逐漸凋零或遷移，目前約僅40餘人居住；岡山榮譽國民之家隸

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現有公、自費住民約 680名，區分

為 6個堂隊，目前居住者大都是抗戰期間隨政府來台，歷經辛勞，

奉獻出一身歲月。現兩地居住者都是平均年齡為 80歲以上的榮民長者。 

    本次活動長達 10天，除動員社會勞動人協助家園環境大

掃除外，分別於 107年 2月 6日及 2月 7日於「祥和山莊」與

「岡山榮民之家」進行專案活動成果驗收及新春祈福，期間除

由橋頭地檢署現役社會勞動人協助，亦有履行完畢後的社勞

人對機構滿懷感恩的心，聽聞本署將於祥和山莊舉辦春節關

懷公益活動，為此主動要求返回祥和山莊，用行動盡一己之力

義務幫忙，並與現役社會勞動人共同協助佈置環境，營造年節

氣氛；另為了讓榮民長者在寒冬中感受社會溫暖，檢察長王

俊力及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主任委員沈美利、常委陳麗

枝，親自替百歲人瑞榮民伯伯戴上毛帽，並致贈福袋及象徵吉

利的柑橘，祝福「祥和山莊」、「岡山榮民之家」長者們平安

喜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吉祥溫暖過好年。 

檢察長王俊力表示，藉由實際關懷行動，除改善社區生活環境及提昇居住品質外，

並激發社會勞動人回饋鄉里的服務熱忱，讓社會勞動人能在勞動中有所體驗與成長，感

受到施比受更有福，創造雙贏的局面。  

「祥和溫暖迎旺年，大吉大利迎新春」  

橋頭地檢署辦理易服社會勞動社區服務公益關懷專案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有鑑於性侵害案件對於社會治安的重大危害，橋頭地檢署檢察長王俊力非常重視

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處遇，透過每季辦理之「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

監督輔導網絡會議」，集結性侵案件社區處遇最直接之網絡成員包含本署檢察官、觀

護人、所轄派出所員警、身心治療輔導教育課程治療師，以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人員，共同針

對中高再犯危險之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進行社區監督輔導處遇網絡會議。 

 

  性侵案件社區網絡會議是網絡人員聯繫的重要平台，在會議中對於高危險個案進

行處遇交流，為了讓會議更具效能，王檢察長特別指示聘請高雄市衛生局局長黃志中

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隊隊長陳玲君，擔任會議外聘專家學者，於會議中針對個案

處遇提供專業建議，並於 107年 1月 23日召開本年度首場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時

頒發聘書，王檢察長期盼透過兩位專家學者的專業意見，提升網絡團隊成員執行性侵

害案件之知能及再犯預防之能力。  

「橋檢聘專家學者，強化性侵害社區監督網絡」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於 105年 9月 1日成立

後，檢察長王俊力非常重視柔性司法業務，為有效推展

司法保護業務，強化運用社會資源，亟需榮譽觀護人的

協助與參與。為妥善強化整合社區力量，橋檢聘任之榮

譽觀護人於 106年 1月 13日成立「橋頭榮譽觀護人協

進會」，迄今已滿一週年。 

    該會為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慶祝成立

一周年大會」，訂 107年 1月 22日下午 17時假高雄

市岡山區東區海口味海鮮餐廳辦理是項活動，大會由

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王東碧主持，橋檢王檢

察長、主任檢察官、書記官長、主任觀護人、高雄高

分檢檢察長楊治宇、高雄地檢署檢察長周章欽、高雄

市副市長許銘春、毒防局宋孔慨等人應邀共襄盛舉；

橋頭地檢署也於該大會公開表揚 106年績優榮譽觀護人

及頒發 19位新進榮譽觀護人聘書。 

    表揚活動，由檢察長兼該會名譽理事長王俊力，親

頒獎狀表彰績優榮譽觀護人，計有榮譽觀護人 2名榮獲

法務部獎、4名獲高檢署獎及 14名獲地檢署獎，會中

並頒發該署今年新聘 19名榮譽觀護人聘書及服務證。 

    王檢察長於致詞時特別恭賀該會成立一週年，也感謝榮譽觀護人過去一年來對司

法保護業務推動的協助與支持，也對其在觀護業務上的盡心盡力與無私奉獻給予肯

定，並期勉榮譽觀護人能繼續為柔性司法之策進奉獻心力；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

事長王東碧，也於會中感謝全體會員成立一年來的辛勞付出奠定良好基礎，並衷心期

盼榮譽觀護人發揮己才、回饋社會，提升志願服務之高尚情操與專業智能，為打造和

諧社會一同努力！   

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召開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成立一周年慶祝大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毒品型態日新月異，施用毒品對國民身心及社會危害甚

鉅，為加強毒品防制觀念，本署於 107年 1月 17日假本署 3

樓團輔室舉辦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課程，特別邀請高雄市高

安診所蘇毅臨床心理師擔任講座，教導學員認識常見毒品、

危害影響及相關法規，並引領學員瞭解自身心理健康，介紹

物質濫用、拒毒方法與減害措施。 

    是日課程，講師自毒品影響層面由個人至國家開始解說，並循序漸進介紹各級毒品

成分種類、對生心理影響及所面臨的刑責，其中特別指出，近來為吸引年輕族群興趣，

常見毒品包裝方式已進化成酷炫新穎的程度，改頭換面多以王子麵、咖啡包、果凍、跳

跳糖、爆米花、郵票等各類零食型態流竄於娛樂場所，藉此提醒學員提高警覺，避免誤

觸新型態毒品的陷阱。後段課程中，講師解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相關刑罰，提供戒毒資

源，包含減害計畫、替代治療，傳達拒毒六招，希望學員當面臨毒品誘惑時得以全身而

退。 

107.01.17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毒品防制，別讓負面情緒左右你」  

     為強化民眾對遵守行車規則、切勿酒後駕駛及肇事逃逸的

法律認知及預防教育宣導之目的，本署於 107年 2月 7日假 3

樓團輔室舉辦緩起訴被告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左營區

調解委員會楊純菁秘書擔任課堂講師。是日課程，講師楊純菁

秘書第一堂課以「酒後駕車，害人害己」為題，向與會學員說

明酒精對駕駛行為的影響，探究酒精對身體各部位所造成的影

響及酒後駕車反應在駕駛行為上常見現象，期間並透過案例影

片撥放及酒後駕駛相關罰則說明，以加強學員養成遵守「酒後千萬不要開車」！第二堂

課以「淺談車禍處理流程」為題，向學員說明如發生車禍時冷靜處理才是最佳方法，當

意外事故發生時，有「事故處理５步驟」，可安全又快速的解決車禍現場的危險情況：

(1)放：放置車輛故障標誌，以提高後方來車警覺，避免後方來車不察再次追撞。(2) 

撥：撥打 110或 119請求協助，儘速請警方來處理現場。(3) 劃：將事故雙方車輛位置

劃線定位，可以確定雙方事故責任，並且便於警方勘查現場。(4) 移：將車輛移到路

邊，不要隨意佔住後方車道。(5)等：在安全處所平心靜氣等待警察，不要與車禍對象

爭吵，以免造成後方車道車輛容易發生事故擦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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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條文規定能有一知識概念，進而提昇道路交通安全。  

107.02.07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淺談酒後駕車及車禍處理流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王俊

力指示觀護人室觀護人張育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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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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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12 月 19 日及 107 年 1 月 16日假本署三樓團輔室辦理義務勞務說明會。兩場次分別

由陳怡仁觀護佐理員、李家豪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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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12月、107 年 1月「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107 年 2月修復式司法宣導—橋頭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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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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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 月、2 月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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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訊 息 宣 導 

活   
動   

預   

告 

1. 107 年 3 月 6、20 日辦理社會勞動勤前 

     教育說明會。 

2.107 年 3 月 12 日辦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  

    治療說明會。 

3. 107 年 3 月 13 日辦理緩起訴義務勞務勤前 

    說明會。 

4. 107 年 3 月 14 日辦理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 

    課程。 

5. 107 年 3 月 26 日辦理第二級毒品戒癮治  

    療說明會。 

社 

勞 

Q 

& 

A 

Q ：社會勞動人可以挑選執行時段嗎?  

Ａ： 1.為符合社會勞動執行成效，本署規定社會  

            勞動人每週至少要完成 24 小時的社會勞動。  

         2 .社會勞動人須配合機關(構)之需求，在履行 

            期間內完成社會勞動，不能隨意指定勞動時  

            間， 但有特殊事故致無法到執行機關(構)履  

            行勞動時，則需事先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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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5， 

者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編輯：林盈秀、王宜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