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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端正選風，革新政府廉潔

形象，高雄地檢署結合高雄市調處

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

局，共同於 107 年 8 月 30 日假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十樓

禮堂舉辦「107 年高雄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反賄選宣導座談會」。本日

會議由地方里長、鄰長、大樓主委、民間團體一同參與，藉此座談會激發民眾拒絕賄

選之決心，建立反賄共識。 

       是日活動周章欽檢察長宣導民眾應勇於檢舉以嚇阻候選人不敢輕易行賄外，透過

多方監督機制讓侯選人感受政府嚴密查賄之氛圍，嚴懲金錢、暴力介入選舉，使侯選

人不想、不能、不敢買票，阻斷賄選念頭與可能。地檢署對於檢舉者身份甚是保密，

檢舉經起訴後分三階段領取檢舉獎金，檢舉專線撥打 0800-024-099，撥通後轉 4。 

       會中以有獎徵答方式與現場民眾互動，加強深化民眾反賄意識，期許藉由正確觀

念傳遞全面提升反賄意識，為民主價值彰顯，在檢、警、調及民眾共同連手，維護公

平、公正、客觀及乾淨的選舉環境。 

107 年高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反賄選宣導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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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隨著候選人姓名號次

抽籤完成後，各地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高雄地檢

署檢察長周章欽為落實反賄、查賄決心，於 107 年

10 月 22 日接受中廣高雄台專訪，深入談論賄選犯

行例舉、十面埋伏之查賄方式及相關蒐證及檢舉賄

選之手法，積極將反賄選理念、案例及相關刑責向

全民宣傳，極力拼搏一個完全乾淨的選舉風氣。 

        專訪中周檢察長清楚列舉 24 種可能涉及賄選

的行為，如免除債務、介紹工作、招待旅遊、捐助

活動經費、代繳保費（或）黨費等，變相現金買票

或變項招待旅遊或餐會，都有可能構成賄選；買票

罪，最高可處 10 年有期徒刑；賣票罪，最高處 3 年

有期徒刑。日前雄檢以一戶一信封的發放，邀請民

眾一起加入查賄式的主動反賄選運動，對於提供檢

舉的民眾絕對保密，請民眾安心共同努力打擊犯

罪，領取檢舉獎金。 

        周檢察長提醒大眾勿以身試法，強調該署與警

察局、調查局等單位已佈下天羅地網查賄，並於日

前舉行 107 年度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查賄警

察專隊」開訓典禮及「選舉查察聯繫中心」揭牌儀

式，在周檢察長號召之下本月 24 日起檢警調將全

體動員，徹底掃除賄選歪風，0800-024-099 專線

全天候受理選舉不法案件之檢舉。 

「大家一起來蒐證 全民抓賄選」 

—高雄地檢署檢察長接受中廣高雄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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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落實社會勞動執行制度，強化社會勞動分層督核

機制，高雄地檢署於 107 年 10 月 24 日上午假高雄市政

府毒品防制局辦理「107 年度社會勞動機關(構)督核檢討

會議」，共有 34 位社會勞動機關(構)督導出席參與。會

中邀請執行機關(構)督導分享管理社勞人力經驗，並由檢

察官盧葆清主持綜合座談，進行社勞業務相關問題交

流。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新興區清潔隊黃權煒分隊長及三民

東區清潔隊蘇憶貞分隊長於簡報呈現社會勞動人力挹注

清潔隊—協助垃圾清運、資源回收、道路清掃、溝渠清

疏、登革熱防治消毒等業務展現之豐碩成果，兩位分隊

長均表示社勞人素質雖參差不齊，但只要配合地檢署執

行作業要點，管理得宜，社勞人絕對是機構運作的一大

助力，並肯定社會勞動制度為社會帶來的公益價值。 

      雄檢本年度至 9 月止社會勞動執行時數累計 274,257

小時，41,343 人次，依基本時薪計算共創造高達 3840

萬元實益，不僅為國庫節省開銷，也為真心悔悟的微罪

者開闢一條回家的路；易服社會勞動執行面向多元，雄

檢鼓勵機構創造更多在地化勞務機會，以加深社會勞動

人教化層次，提昇服務品質，使社勞機構不僅在於法令

規定、勞務操作上申請社勞人力、運用社勞人力，更在

於心理層面上輔導及影響社勞人學會自省、尊重他人、

協助弱勢，以展現社會勞動制度最大效能。 

落實社會勞動監督考核機制，增進執行機構管理知能 

—雄檢辦理 107年度社會勞動機關(構)督核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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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政府竭盡全力投入反毒工作，因應新

興毒品的的崛起，加上網路的發達，因此，高雄

地檢署結合小港醫院於 107 年 9 月 13 日在高雄小

港國際航廈一同舉辦反毒、衛教快閃活動，深化

國人對反毒的意識及加強衛生觀念，讓民眾快樂

出門平安回家。 

        是日宣導活動由地檢署觀護人吳皆葆及小港

醫院心臟內科李文賢醫師分別進行「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及「淺談高血壓」主題宣導，配合海報向

現場民眾提醒高血壓是種普遍長期潛伏體內的慢

病，故平常應多運動、生活作息規律及勿抽煙飲酒

過量…等方式預防高血壓，另宣導毒品等級類別，

還有 4 大反毒教戰守則：不受誘惑運毒、不接受他

人請託運送物品、不將行李交別人推送、不觸碰非

本人的行李。地檢署利用難得的機會，向在場旅客

強化宣導反毒觀念，盼望你我都能遠離毒品。  

小港機場反毒宣導- 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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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於 107 年 9 月 20 日，假高雄

地檢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易服社會

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邀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潘順良志工擔任講

師，以「反轉人生」為主題，分享人生故事。 

 

       課程中，講師提到自身的過去，少年時因

年輕氣盛、恣意妄為導致了家庭失和，而後透

過弟弟的循循善誘，他體悟到行善與付出的美

好，決意洗心革面，改變自己的人生，現在的

他家庭和諧，心中懷有正向能量，甚至能為了

他人的健康，將辛苦種植多年的檳榔樹砍除改

種蔬果，回饋社會。 

 

      最後講師輔以酒駕影片賞析，鼓勵個案們

從錯誤中學習成長，積極面對自己的人生，期

望藉由本次課程，讓個案們瞭解到「知錯能改，

善莫大焉」的真諦，使其能改正惡習，開始另

一個「反轉人生」。 

生命教育-「反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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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受保護管束人就業不易，進而影響其社會

復歸，高雄地檢署檢察長周章欽特別重視更生人就業 

輔導，該署於 107 年 9 月 21 日結合台灣更生保護會 

高雄分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共同舉辦

受保護管束人就業促進活動，安排該署 34 位受保護管

束人參加。 

        是日活動邀請大手町日本料理陳冠宏創辦人到 

場分享其事業成功經驗，以「大手向前薪轉人生」為 

課程主題，說明為什麼踏入餐飲業，以及其對專業理 

念的堅持，陳創辦人藉由分享自己本身的創業的心路 

歷程，帶領學員深入瞭解餐飲產業之就業趨勢與現況，

於活動中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學員說明求職防騙教 

戰守則(3 問、7 不、5 看)、如何跨越就業障礙及面試 

及徵人技巧等，活動主軸是讓就業能力弱勢的受保護 

管束人提升自我競爭力同時亦勉勵學員，培養具備一 

技之長，才能具備競爭力以適應社會。                                                                                                                                                                                                                                                                                                                                                                                                                                                                                                                                                                                                                                                                                                                                                                                                                                                                                                                                                                                                                                                                                                                                                                                                                                                                                                                                                                                                                                                                                                                                                                                                                                                                                                                                                                                                                                                                                                                                                                                                                                                                                                                                                                                                                                                                                                                                                                                                                                                                                                                                                                                                                                                                                                                                                                                                                                                                                                                                                                                                                                                                                                                                                                                                                                                                                                                                                                                                                                                                                                                                                                                                                                                                                                                                                                                                                                                                                                                                                                                                                                                                                                                                                                                                                                                                                                                              

        最後，透過現場徵才活動，安排講師直接與學員 

媒合面試，藉此增加受保護管束人的就業機會，同時 

也讓企業重新認識更生人，改變刻版印象並給予正 

面關懷，為社會帶來正向回饋。 

雄檢結合高雄更保、高市勞工局共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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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政府對酒駕案件日趨重視，社

會也期待國家能加強相關規範來有效降低

對酒駕行為，因此高雄地檢署於 107 年 10

月 3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舉辦法治

教育主題課程，以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

受保護管束人為宣導對象，邀請高雄市警

局督察室陳楨筌督察向學員宣導酒後駕車

的危險性，加強學員法治觀念，了解酒後不開車的重要。 

本次課程講師以自身執法經驗出發，分析酒駕常見原因例如:心存僥倖自信不會遭

到攔檢、想要省隔日取車的麻煩、省計程車費…等等，但酒駕行為可能造成自己與他

人終身的遺憾，若遭查獲則要面對法律嚴厲的處罰，貪圖一時方便最後卻得不償失。

在講解過程中講師輔以新聞片段講解酒駕實際案例，影片中可以看見酒駕車禍的當事

人事後總是深感懊悔，但對被害人所造成的傷痛卻永遠無法抹滅。 

在了解酒駕的危害後講師亦從酒駕相關的行政處罰出發，向學員宣導酒駕後續將

面臨十多萬高額罰單與扣留車輛等嚴重影響生活的處罰，讓學員學習到相關的法律知

識並深自警惕，日後能堅持安全駕駛，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夜再黑，心存僥倖，藏不了酒駕的人」 

「嚴執法，疏而不漏，明天沒有人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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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財產權，主要包括專利權ヽ商標 

權及著作權等，國家制定法律來保護創作人各種的權益，我們應該予以尊重和保

護。為了加強尊重智慧財產權的法治觀念並了解智慧財產權的性質與特性，本署

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假高雄地檢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通識課

程，邀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高雄服務處郭振銘主任，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

保護管束人講授「保護智慧財產權，你我都有責」及「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案例分

享」。 

        講師先介紹智慧財產權包括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積體電路

電路布局等，並透過違反智慧財產權之實例分析，讓學員們充分了解。課程後

段，講師以「侵害智慧財產權需負什麼法律責任」為主題，將侵害專利權應負的

責任、及侵害商標權、著作權應負的刑、民事責任等一一說明，例如 侵害著 

作權在民事部份，若被害人不易證明其實際損害額，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在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酌定賠償額，而刑事部份，原則上為「告訴乃

論」，若是以侵害著作權為常業，或是重製、販售盜版光碟者，則為「非告訴乃

論」，罰則加重。透過講師的豐富的舉例及說明，讓學員牢記侵害智慧財產權需

負的法律責任，保護智慧財產權，人人皆有責。 

保護智慧財產權，你我都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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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五合一選舉，高雄

地檢署將反賄選風氣深入基層，自今年 5 月起結

合轄區內各地特殊活動慶典，多元化宣導反賄理

念，日前特與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鹽埕稽徵所，假

駁二藝術特區設攤辦理租稅及政風宣導暨反賄選

活動。 

  是日活動除了反賄知識宣導外，另以有獎徵

答方式與民眾互動，吸引現場數百位民眾踴躍參

加，挑戰反賄基本常識快問快答，民眾亦一同拉

起反賄布條與本署同仁合影，以實際行動積極支

持反賄。本次活動期望將相關法治觀念深植人

心，提升民眾反賄意識，主動擔任檢舉人，為淨

化選風盡一份心力，與檢警調單位共同維持選舉

制度的公平性。 

雄檢與民一同反賄選 營造乾淨選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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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結合司法保護據點

-五甲老人活動中心，於 107 年 9

月 22 日上午假活動中心禮堂辦理

「廉潔反賄做伙行」宣導活動，鑑

於年底選舉將至，為端正選風還給

民眾一個公平公正的民主選舉，並

避免民眾因不了解賄選態樣不慎觸

法，藉由發揮司法保護之功能，協助民眾了解相關知識。 

是日活動，本署宣導人員先進行反賄選宣導，協助民眾如何分辨賄選態樣並提

醒民眾買票、賣票都有罪，並鼓勵民眾勇於檢舉賄選拿獎金，講師續以介紹常見賄

選手法類型、請其熟記檢舉專線 0800024099 撥通後按 4 並敘明具體特定之人、

事、時、地、物，並教民眾反賄 5 要領「蒐、證、拿、獎、金」，活動在熱烈的有

獎徵答中畫下完美的句點，希望本次宣導活動能幫助喚醒民眾選賢與能的精神! 

預防犯罪宣導「廉潔反賄做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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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1 月五合一選舉將至，檯面上各

候選人的競選活動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而藏

身暗處蜇伏已久的賄選風氣也蠢蠢欲動地將觸

手伸向民眾。為強化公民意識、彰顯打擊賄選

之決心，雄檢日前特結合澄清湖棒球場設攤辦

理反賄選宣導活動。 

    

       是日，現場設有反賄選攤位，除讓民眾透

過有獎徵答活動方式了解反賄的重要性，並將

反賄選相關常識及檢舉管道烙印於腦海中，亦

呼籲現場鄉親朋友們勇於挺身站出檢舉，與雄

檢攜手一同強棒打擊、三振賄選，讓賄選情事

無所遁形，以維護優質清新的選舉環境。 

雄檢與民強棒出擊 三振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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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日漸

近，高雄地檢署藉由各地區多樣貎活

動倡導廉能政府重要性，於 107 年

10 月 13 日與旗津區公所，假高雄科

技大學旗津校區體育館所舉辦的聯

歡會傳達反貪反賄理念，建立大眾不

買票不賣票的良好觀念。 

       是日敬老聯歡活動，旗津區 14 里的長輩熱情參與一年一度的盛會，除老中青的表 

演團體粉墨登場，本署亦與衛生所、消防分隊穿插宣導，透過布條醒目的檢舉專線吸 

引老人家目光，再說明面對賄選花招時，如何「蒐」「證」「拿」「獎」「金」的撇 

步， 鼓勵大家提供賄選情資，成為抓賄尖兵來領獎金，最後發放宣導品加深檢舉專線 

印象，期善盡公民反賄使命，打擊賄選歪風。 

       乾淨的選舉是全民責無旁貸的責任，本署持續深入地方建構查賄網絡，同高雄市

民並肩反貪反賄，莫讓黑金､暴力破壞民主政治的運作，以穩固廉政國家基石。  

旗津區公所重陽節敬老聯歡會反賄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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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高雄

地檢署結合轄區內公私部門辦理各種活動，

以多元化方式進行反賄選宣導，希望藉此將

反賄選觀念推廣至社會大眾，深入人心，於

107 年 10 月 13 日與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假高

雄文化中心西側草皮設攤辦理反賄選活動。 

  是日有狗搖擺寵物嘉年華活動，有熊爸

講座、風和日麗音樂會、寵物免費健檢活動，

因此匯集眾多人潮駐足，本署特此進行反賄選宣導，

並贈與反賄選宣導品，與現場民眾互動，加強反賄選

法治觀念，再與民眾在反賄選宣導攤位前合照留影，

推行民眾反賄選知識與管道，願意以行動支持反賄

選理念。 

  為了端正選風，有效打擊賄選，鼓勵選民勇於

檢舉，還給人民一個乾淨的選舉環境，本次宣導活

動希望藉由正確法治觀念普及社會大眾，全面提升民眾反賄意識，讓本署及民眾共同

攜手，共同創造良好的選舉風氣，讓國家社會更加安定、進步，創造安居樂業生活環

境。 

高雄文化中心有狗搖擺寵物嘉年華反賄選活動  



編輯：洪煒育、歐珈汶 

高雄地檢署網址： http://www.ksc.moj.gov.tw 

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07)216-1467。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037，明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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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有不適當的行為或糾紛發生，執行機關（構）如何處置？  

Ａ：由於社會勞動人於聲請時，檢察官已告知其履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及

遵守事項，並且令其簽立切結書，社會勞動人如有拒絕勞動或有違反相關

規定，執行機關(構)可通知本署承辦之觀護人或觀護佐理員，採取適當的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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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社會勞動人可以挑選執行時段嗎？ 

Ａ： 

1.原則上檢察官會要求社會勞動人每週至少要完成 24 小時的社會勞動。 

2.社會勞動人需配合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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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履行勞務時則須事先

請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