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結合致力反毒不遺餘力的中國信託

反毒教育基金會於本（107）年 4月 27日午

間 12時 30分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1樓中庭

舉辦「識毒－－揭開毒品上癮的真相」開幕記

者會，為日後為期 3個月的特展揭開活動序

幕。 

    記者會當日，首先由九天藝能學園以民俗技藝做為開場表演，接著高雄市樹德家商

反毒熱舞登場，帶動現場氣氛，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法務

部保護司司長羅榮乾、高雄副市長蔡復進及中信反毒基金會副董事長王卓鈞等多位重量

級嘉賓到場慶賀，本署檢察長王俊力亦受邀為座上賓，記者會也正式宣佈「識毒教育特

展」於 4月 27日正式起跑！王檢察長偕主任檢察官李廷輝、主任觀護人佘青樺共同出

席特展開幕記者會，以實際行動支持並響應這個有意義的特展活動！ 

    王檢察長呼籲：從小扎根的反毒觀念必須從「識毒」開始，從「瞭解」到「產生警

惕」，才能做到「拒絕毒品的誘惑」，這也才是一個堅實的教育過程！王檢察長也預

告，橋頭地檢署為了擴大本次特展的受益對象，結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邀請轄區內偏

鄉國小、國中及高中，同時擇定 2所育幼院及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院童，運用「緩起訴

處分金暨認罪協商金補助款」補助交通車資、保險及午餐費用，讓學童（生）能有機會

前往市區參觀展覽，更加期待本次特展的效益能擴及偏鄉及弱勢。 

    橋頭地檢署自成立以來，就是希望能和年輕的學生及社會一起「對抗毒品」，更期

盼能藉著本次在南台灣舉辦大型特展活動，鼓勵大眾走進展場，進行一場最真實的體

驗，也能因此喚起正確的辨毒、防毒、拒毒等觀念，真正達成拒絕毒品誘惑、遠離毒品

的目標！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今年南區最大規模「識毒教育特展」開幕記者會  

橋頭地檢署王俊力檢察長應邀擔任貴賓共同祝賀特展順利成功  



    橋頭地檢署藉著 107年在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所舉辦「識毒－－揭開毒品上癮的真

相」特展活動期間，為偏鄉弱勢的學童辦理 13場次「偏鄉弱勢學生識毒暨法治教育先

鋒營」活動，並於 107年 5月 1日正式起跑！ 

    首場參與先鋒營的學校是六龜區的荖濃國小，自 106年起橋頭地檢署即以緩起訴處

分支持校內有近 8成學生屬於單親、隔代教養及中低弱勢的荖濃國小成立「社區生活

營」，目的是讓這群學童於課後仍能在學校參與書法、樂樂棒球、太鼓及殼仔弦等社團

活動，除了減輕家長照顧的壓力之外，也彌補這群學童缺乏學習才藝的機會。 

    是日活動，現場最特別的開場是：兩位學童代表宣誓成為反毒小尖兵並與王檢察

長、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沈主委共同簽署「反毒宣言」，堅守「拒絕毒品誘惑」且

宣誓成為反毒大使的決心，隨後，王檢察長也頒贈「證書」予兩位學生代表，以示嘉

勉，同時致贈印製有「只讀心情，不毒青春」字樣的橋頭地檢署反毒小書包。結束參觀

科工館展覽的行程，再次搭乘遊覽車前往橋檢，由緝毒組主任檢察官李廷輝親自帶領先

鋒營學生參訪地檢署，從活動中瞭解能為民眾申張正義的司法機關「地檢署」及機關內

相關設施，如 X光掃描機、拘留室、偵查法庭及溫馨談話室等，也詳細說明各有各的功

能與設置目的。  

    王檢察長表示，本署舉辦本次系列活動，協助偏鄉學生離開校園，搭乘專車至市區

參觀反毒教育特展，期待透過參觀展覽，互動體驗等，能深刻瞭解毒品對個人的危害，

並經由參觀地檢署的行程介紹機關設備（施）並安排法治教育課程，期望帶領參與的師

生進行一場人權法治的巡禮，並殷殷期勉每一位參與的同學能在這次活動中有滿滿的收

穫，除了建立法治觀念的基礎外，未來還能成為一股捍衛正義與反毒的力量！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橋頭地檢署舉辦「識毒暨法治教育先鋒營」活動 

首場由社區生活營荖濃國小參與並宣誓成為反毒尖兵   



    在橋頭地檢署檢察長王俊力強力推動下，結

合輔英科技大學整合高雄大學、高雄科技大學、

高雄餐旅大學、高雄師範大學、正修科技大學、

三信家商及樹德家商等八所學校的青年學子，成

立『拒毒者聯盟志工社團』前進國小校園，107

年 2月 23日第一節列車由高雄師範大學開往樟

山國小，秉持『大手拉小手、拒毒齊步走』的精

神，從大專院校到小學、都市到偏鄉，一起辦理

高雄地區反毒宣導活動。 

    107年 4月 28日反毒聯合列車最終場宣導活動結束，橋頭地檢署於 107年 5月 15

日舉辦『大手拉小手、共創無毒校園』成果發表大會，並邀請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執行長黃義佑、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專門委員鄭文瑤、樹德家商嚴品副校長、

輔英科大學務長林惠賢教授、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沈美利主任委員等多位

貴賓及各校帶隊教官共襄盛舉。 

    回顧青春學子前進校園完成反毒宣導的點滴，成果紀錄影片中大專青年熱血的態

度，由學長姐們帶著學弟妹自發性組織、創意發想及排練，以魔術、遊戲、短劇、新興

毒品樣貌仿真品展示及有獎徵答等方式，讓學童在活潑歡樂的氛圍中，認識新興毒品樣

貌與學習防制毒品，從孩子稚嫩的臉龐我們知道已深深種下『拒絕毒品』的種子。 

    成果發表會最後，由本署王檢察長頒發感謝狀及紀念品給校方代表及學生，讓每位

參與的青年學子大聲且驕傲地說出：「我的青春不只熱血、更有態度與價值！」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橋檢結合八所大專院校共同辦理 

『大手拉小手、共創無毒校園』反毒成果發表大會   



   有鑑於毒品型態日新月異，滲入校園的情形日趨嚴

重，青少年一旦染毒成癮性即高，為了避免這些毒物正

迫害著懵懂無知的莘莘學子，橋頭地檢署檢察長王俊力

積極推動反毒宣導，期將毒品防制的理念持續向下紮

根，建立青少年對於毒品危害社會的正確認知。 

    於 107年 6月 5日上午 7時 40分時假左營區大義國

中活動中心，舉辦「青春不吸毒，反毒我最行」反毒戲

劇宣導活動。由王檢察長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社區心衛

中心共同宣導反毒拒毒，讓年輕學生提高警覺心，遠離

毒品的危害。 

    本次宣導結合紙風車劇團，透過活潑生動的反毒劇-

-「拯救浮士德」，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吸引學子目光。

台上台下參與式互動熱烈，輕鬆活潑的呈現主軸意識，

將正確的反毒資訊帶進青少年心中，提醒其勿因好奇心

接觸毒品，以免最後深陷毒癮之苦。 

    王檢察長於致詞時表示，「浮士德」為中古世紀著

名巫師，為了追求知識和權力，向魔鬼作出交易，出賣

了自己的靈魂，紙風車劇團此次劇碼即是以該意象勸說

年輕學子勿因一時迷惘而做出錯誤抉擇，王檢察長並以

目前毒害年輕人最嚴重的 K他命為例，不少年輕人因施

用而造成膀胱終身危害需包紙尿布，導致人生完全變

調。橋頭地檢署持續積極結合多元反毒資源網絡，深知

反毒向下扎根觀念尤為重要，盼透過生動有趣的方式讓

年輕學子接受反毒知識。本次也結合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與市立凱旋醫院規劃「反菸毒英雄聯

盟」Line生活圈 APP，透過通訊軟體的便捷性，提供拒

菸反毒的豐富資源，並與民眾進行即時的互動，期盼社

會大眾能多加運用，共同努力一同邁向「無毒家園」！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青春不吸毒 反毒我最行 



    橋頭地檢署為持續社會勞動制度之推展及增

進勞動機關(構)執行勞務之督核效能，於 107年

6月 21日下午 14時 30分假本署 6樓會議室舉辦

「107年度社會勞動機關(構)督核檢討會議」，

共計邀請北高雄地區 34個社會勞動機關(構)出

席與會。是項會議由主任檢察官劉俊良主持，邀

請政風室主任蔡侑哲出席，並由主任檢察官劉俊

良帶領觀護人室與各機關(構)督導們面對面進行

座談，研討社會勞動執行相關議題。 

 

    是日會議，邀請本署社勞機關燕巢區清潔

隊、第二殯儀館仁武本館督導對於執行社會勞

動管理督導上之技巧，執行之困境及風險等進

行經驗分享，藉以提升社會勞動機關(構)的執

行效能。最後進行綜合座談與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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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檢察官劉俊良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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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推展並落實社會勞動

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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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彰顯柔性司

法的核心價值。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橋檢辦理 107年易服社會勞動機關(構)督核檢討會議 



    橋頭地檢署為提升榮譽觀護人之專業知能及輔導效能，進而幫助受保護管束人復歸

社會，於 107年 5月 11日假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辦理 107年榮譽觀護人第一次

成長訓練及 107年 5月 25日假本署 3樓地板教室辦理 107年度榮譽觀護人第二次成長

訓練。檢察長王俊力親自出席並於開訓致詞時感謝榮譽觀護人們對司法保護業務推動上

的協助與支持，也對榮觀在觀護業務上的盡心盡力與無私奉獻給予肯定，並期勉各位榮

觀能繼續為柔性司法之策進奉獻心力。 

    第一次成長訓練課程，為強化司法保護網路之聯結，使矯正、觀護，在司法保護業

務推動上緊密連結，結合高雄第二監辦理是項研習，特別邀請高雄第二監獄教誨志工游

宏琦、教誨師趙彥博分別就「志工倫理及如何提升專業職能」、「各類收容人處遇模

式」等二個課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與各榮譽觀護人分享，讓與會者更瞭解志工倫理職

能提升之重要性及瞭解受刑人相關處遇等。並在高雄第二監獄細心安排，專人引導參訪

受刑人各項生活教化等設施，瞭解受刑人各項處遇，期待未來榮譽觀護人輔導受理各項

觀護業務能更深入瞭解國家刑罰執行之過程目的，使觀護工作更加順利、圓滿！ 

    第二次成長訓練課程，本署特邀請凱旋醫院蔡景宏醫師、樂安醫院臨床心理師陳筱

萍、觀護人林存越、吳銀倫分別就「精神疾病個案輔導」、「家暴、性侵個案輔導」、

及「榮譽觀護人角色定位與相關書類填寫事項」、「法治教育宣導」等 4個主題，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與各榮譽觀護人分享，除讓與會者更瞭解相關法令與處遇程序外，也期使

榮譽觀護人未來受理各項觀護業務能更加順利、精進！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橋檢提升榮觀職能  強化矯正觀護之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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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觀護人佘

青樺於 4月 16日前往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對監所受刑人進行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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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橋檢前進高雄二監、高雄戒治所進行 4、5月份修復式司法宣導   橋檢辦理受保護管束人 4、5 月份修復式司法宣導 

    橋頭地檢署對於修復式司法之推動不遺餘力，檢察長王俊力特別指示觀護人室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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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社會毒品氾濫，吸毒問題日益嚴重，且有年輕化趨勢。為防範新興毒品進入社

區，讓社區民眾認識不同樣貌的新興毒品，並加深與在地資源之連結，橋頭地檢署特與

六龜區曾藥局及旗山區良安藥局合作設立「防毒保衛站」之司法保護據點關懷服務，並

於 107年 5月 4日假六龜社區發展協會活動中心及 107年 5月 16日假旗山社會福利中

心辦理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課程皆由藥師擔任講師，參與活動的對象以社區志工與民眾為主，藥師先是講述所

謂藥物濫用之定義，係泛指非以正當醫療用途為目的，且未經醫師處方或藥師指示情況

下的自行用藥，而對於經常使用特定藥物之對象，造成過量或成癮的情況稱之。這種擅

自濫用藥物的行為，很容易造成上癮使人無法自拔，不但傷害個人健康，嚴重的話還會

對社會安全與公共秩序造成嚴重危害。近來藥物濫用者的年齡層有逐年下滑的趨勢，探

究其原因，時有同儕壓力或是礙於當時氛圍而不懂拒絕的莘莘學子，或遇有生活及工作

壓力的民眾等；加上現今新興毒品不斷推陳出新，常常偽裝成新穎或一般零嘴食品的外

包裝，造成民眾降低防備心而誤染毒癮。藥師提到目前毒品分四級，分別為第一級的海

洛因、嗎啡、鴉片、古柯鹼等；第二級的安非他命、浴鹽、大麻、搖頭丸等；第三級的

FM2、愷他命、一粒眠等；第四級的蝴蝶片、佐沛眠等，藥物濫用的毒害是無分國界，

倘若沒有做好防制措施都將難以倖免。預防勝於治療，希望大家在課程後，也能一同協

助周遭親朋好友知道濫用藥物的害處，鼓勵建立正確的價值觀與健康的生活型態。       

    橋頭地檢署期望藉由司法保護據點的設立，拉近與偏鄉社區的距離，另藉由辦理犯

罪預防宣導活動，讓反毒意識深植人心，據點可以提供在地法律諮詢或協助轉介等多元

服務，期使需要幫助的民眾能獲得即時的協助。此外本署將不定期舉辦犯罪預防宣導及

法律新知推廣，希望讓民眾都能對司法保護的內涵多一層認識並感受社會關懷的溫暖。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王俊力  

 

橋檢辦理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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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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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檢辦理 4、5月緩起訴處分第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橋檢辦理 4、5月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橋檢假本署三樓地板教室辦理之 4、5月義務勞務說明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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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強化民眾對「酒後駕車危險性」的認知，本署於 107

年 4月 18日假 3樓地板教室舉辦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課

程，特邀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陳楨筌督察擔任課堂講

師，希藉由課程加深學員對酒駕危機的警覺性及瞭解酒駕罰

則相關規定，進而降低酒駕肇事案件的發生率。   

    是日課程，講師先向學員講解酒精濃度對駕駛能力的影響，例如：視覺與反應靈敏

度減弱、判斷力控制不佳、酒駕趨光性…等，並播放實際案例影片，讓學員瞭解酒後駕

車對交通安全的影響，強化「醉不上道」的概念；下一堂課則帶領學員認識酒駕相關刑

罰責任，講師並對「公共危險」、「肇事逃逸」所涉及的刑責一一說明，希藉此提昇學

員對酒後駕車及肇事逃逸的法律認知，達到預防犯罪宣導之目的。 

  課程最後，講師期許參與課程的學員應記得「酒後不駕車，指定駕駛才安全」的正

確觀念，勿讓酒後駕車造成自己及對方終身無法彌補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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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酒後駕車之風險與危機」   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毒品防制，養成健康生活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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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6日假本署 3樓地板教室舉辦緩起訴處分法治教育課程，特別邀請高雄市蘇毅臨床心

理師擔任講座，帶領學員認識常見毒品、藥物濫用及毒品對人體的危害，並教導學員如

何建立心理健康與良好的生活習慣。  

    是日課程，講師解說菸、酒、檳榔、毒品、網路，各種成癮對身心靈造成的傷害。

後段課程中，講師引導學員從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開始，並傳授 5L幸福捕手口訣，

「Looking」看徵兆、「Listening」聽心聲、「Learning」轉念頭、「Loving」牽資

源、「Living」走到新選擇，希望學員能積極主動譜下自己的生命樂章。 

    課程尾聲，講師期許藉本次課程瞭解毒品對身心危害的影響，進而自我警戒，勇敢

拒絕成癮，迎向健康美好人生！ 



   為啟迪個案對生命之正確體認，進而自發性探索生

命意義，本署於 107年 5月 3日假 3樓地板教室舉辦

生命教育課程，特邀請慈濟基金會高惟碤師兄擔任課

堂講師，希冀透過生命教育課程，協助並引導渠等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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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歸社會。 

 

    是日課程，一開始由慈濟團隊演出小家庭情境

劇，詮釋雙親照顧幼兒自出生至長大之歷程，更深刻

表達年邁雙親對於誤入歧途之逆子不斷的包容接受與

操煩，現場學員紛紛被劇情吸引而專注觀賞；緊接，

由講師高惟碤師兄以自身更生經驗，講述自年輕時不

學無術，因一時偏差誤入歧途，讓母親拭淚度日，但

母親和太太從未放棄，也因堅強的家庭支持力量，讓講師大徹大悟確立人生方向，方

懂得付出愛與關懷，明白要做自己的貴人，並教導現場學員人生的因與果，有善行必

有善果回溯於自身。 

  課程最後，講師高惟碤師兄分享靜思語內涵「世界上有二件事情不能等，第一是

行善，第二是孝順」，強調人生時間有限，時刻念茲在茲不忘行善，學會珍惜身邊之

人，並及時對雙親盡孝，莫徒增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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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回頭是愛-做自己生命中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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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 息 宣 導 

1. 107 年 7 月 4 號本署辦理暑期學童夏

令營活動。 

2. 107 年 7 月 6 日本署記者室舉辦「觀護

案例選輯」新書發表會。 

3. 107 年 7 月 13日高檢署來署進行觀護

業務評鑑。 

4. 107 年 7 月 13日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假本署記者室召開理監事會議。 

5. 107 年 7 月 24 日本署召開「性侵害社

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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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何謂「社會勞動人」？  

Ａ：依檢察機關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作業要點第

二點，符合聲請要件，聲請易服社會勞動

並獲檢察官准許者，稱之。惟社會勞動乃

刑罰之替代，社會勞動人就本質上仍為受

刑人，只是為了與入監執行之受刑人有所

區別，以避免標籤化並提高機構對其接受

程度，始用「社會勞動人」一詞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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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hui-chuan@mail.moj.gov.tw 

編輯：李家豪、郭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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