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酒駕行為導致他人傷亡事件在社

會上幾乎每日發生，隨著尾牙季節來

臨，政府亦展開強力取締作業，為加

強宣導酒駕相關法治觀念，本署於

108 年 1 月 2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

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以緩起訴處

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為宣導對

象，邀請呂錡濡心理師擔任講師，以

「法律小常識」及「蛻變，期待美麗

的人生」為主題，為受保護管束人建

立法治觀念。          

        課程中講師透過相關反應機制與酒精濃度關聯性的統計資料向受保護管束人說明

喝酒開車為何容易肇事，並列出酒駕取締規定標準，向受保護管束人宣導安全駕駛的

觀念。除了列出我國相關刑法與行政法規定，呂錡濡心理師也用其他國家的酒駕處罰

制度舉例，列出民眾最害怕的酒駕處罰排行榜，統計顯示由新加坡的鞭刑奪得第一

名，並可看見其他國家對酒駕處罰的方式無奇不有，例如美國的觀看屍體解剖、泰國

的太平間勞動服務，可見酒駕預防是各個國家共同的課題。   

        在心理層面上講師藉由講解提升心理韌力的方式幫助受保護管束人加強忍受挫折

的能力，盼透過提升心理韌力降低酒駕的心理因素，鼓勵受保護管束人勇敢面對生命

的困頓並從挫折中再起，改變心境接受挑戰，開創嶄新人生。   

「法律小常識」 

「蛻變，期待美麗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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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添社會祥和之氣，喚起社會勞動人善的初

衷並感受愛的啟發，高雄地檢署於 108 年 1 月 17

日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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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課程主題為「大愛無國界」，

特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

賴玲吟志工擔任課程講師，由慈濟師兄姐引領學員

以帶動唱的律動方式進入課程，手舞足蹈之際更能

貼近彼此的距離。          

        當日課程，賴玲吟師姐以貧民窟的聖人─德雷

莎修女：用不平凡的愛，做平凡的事為例，當年，

她知道自己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時曾說：「我本人不

配，我是幫貧苦的人代領這個獎項，我很高興窮困

的人，終於受到了注意，希望大家能更瞭解他們並

幫助他們」。愛必須身體力行，就如同長期投入救

災行善的師兄姐，他們用人間的溫暖彌補了悲傷以

及不幸，就連曾受化療之苦的賴玲吟師姐，即便承

受病痛，仍不忘熱心公益，所以一念愛心，可以造

福人間；一念無私，就是淨土。  

        為遏阻酒駕，強化宣導力度，傳遞正向觀念，課

程結束前，特別播放「覺醒年代～醉痛的心聲」節目

報導，片中介紹因酒駕肇事失明且癱瘓的張慶旺先

生， 初期他成天自怨自艾，在眾人鼓勵下終於走出

陰霾， 因自覺受之於社會太多，故願以他自身經歷

做為酒後不駕車的「活教材」。 他用顫抖的雙手撫

摸額頭被削去的缺口說：「人生無法重來， 希望眾

人引以為鑑」。 

        最後，涂茂興師兄提醒大家無論仇恨，還是罪

惡，仍要相信愛，因為一切會歸零，但愛卻會長存。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講題「大愛無國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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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 是大家都朗朗

上口的標語， 然酒駕事故仍頻頻發生， 皆因民眾抱持著

僥倖之心， 應如何破除該心態， 得從「教育」做起，觀

念才會根深蒂固。為防範酒後開車肇事，  加強宣導酒駕

相關法治觀念， 本署於 108 年 1 月 16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邀請湯榮祥技佐擔任講師， 

以「喝得醉醉，撞得碎碎」及「酒後駕車加重處罰之規定」

為主題，  引導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強化

法治觀念。          

        有鑑於國內酒駕死傷事件頻傳，該講師先藉由「酒

駕逆飆國道不要命猶如移動式神主牌」、「＂醉＂沒道

義  撞車棄友」等新聞片段，宣導酒駕害人害己莫讓遺憾

徒傷悲及＂醉＂不上道，盼能心生警惕，再佐以警政署

相關統計資料，讓學員了解酒駕違規雖已逐年遞減，但 

警方強力取締之決心卻全然未減。 

        課程結束前， 講師勸導各學員，喝酒要養成酒後代

駕或乘車的習慣， 才不會讓類似的憾事一再重演，畢竟

生命是美好而可貴的， 為逞一時之便，而造成兩個家庭

的破碎， 悔恨之餘， 更要面對民、  刑事責任與良心譴責，

得不償失，珍惜生命，莫讓杯中物變成「悲中物」！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喝得醉醉，撞得碎碎」、「酒後駕車加重處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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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來政府積極投入反毒工作，因應新興

毒品的崛起，加上網路發達造成毒品泛濫，因

此高雄地檢署結合小港醫院於 108 年 1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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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觀

念，讓民眾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是日宣導活動由小港醫院內分泌心臟內科

賴嘉緯醫師及高雄地檢署觀護人吳皆葆分別進

行「骨質疏鬆症」及「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主題宣導，配合海報向現場民眾提醒骨質

疏鬆症的定義及骨質疏鬆症後果，建議平常應多運動、生活作息規律及勿抽煙飲酒過

量…等方式預防骨質疏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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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以有獎徵答方式與現場候機旅客互動，提醒旅客多一分小心少一分危險，將

宣導內容深化入旅客心中並鼓勵大家也向親友傳遞相關訊息，共同營造出無毒安全的

環境。 

 

小港機場反毒宣導-轉角遇到毒品  快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為加強宣導家庭暴力法治觀念，本署

於 108 年 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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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邀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謝

勝隆警務員擔任講師，講授「法律與生活」

及「面對生命的困頓，學習從挫折中再躍

起」，講授對象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

保護管束人。 

     講師由影片做為開頭，讓受保護管束

人感受家暴對於受暴人的負面影響，說明

何謂家庭暴力，接著再藉由一些眾所皆知

的社會新聞，提醒學員家庭暴力的影響力

不只會波及在這一代而已，極有可能在未

來對自身及家人，造成心理上與生活上嚴

重的負面影響。 

     講師提醒心理受挫後不應使用暴力發

洩，應以理性的方式解決，也可撥打關懷專

線來調解負面情緒，另外若想維繫良好家

庭關係，需倚賴良好的互動技巧、適時的關

心及相互包容，家庭成員一起有正向的成

長，也使孩子身心能更健康成熟，期盼大家

都能有幸福的人生。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法律與生活」、「面對生命的困頓，學習從挫折中再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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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2 月 18 日於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第二級毒品戒

癮治療說明會，本場次說明會由謝觀護助理員擔任講師，說明會重點如下: 

一、何謂「緩起訴處分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 

二、參加本計畫之條件為何？ 

三、本計畫治療期間需多久？期間內必須負擔哪些義務？ 

四、參加本計畫是否需負擔費用？ 

五、何種情況下可能導致本計畫終止或緩起訴處分遭撤銷？ 

六、參加本計畫應有哪些心理準備？ 

七、您在戒毒方面的好幫手： 

  （一）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    電話：（07）211-1311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420 號 4 樓 

       （二）法務部戒毒成功專線： 0800-770-885（24 小時無休服務）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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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毒品氾濫程度日益加劇，並且隨著時代演進毒品種類越來越多，毒品的外

觀包裝也變化成糖果、咖啡隨沖包等形式，讓人防不勝防，而青少年在青春期階段容

易受到同儕誘惑或一時好奇而嘗試使用毒品，更有統計數據顯示接觸到毒品的年齡

層有逐年往下延伸的趨勢，因此，高雄地檢署於 108 年 2 月 19 日結合紙風車劇團反

毒劇場的宣導活動，在苓雅國中活動中心三樓禮堂進行反毒宣導，加強青少年拒絕毒

品的法治觀念。  

    本次宣導活動由紙風車劇團以舞台劇形式呈現，劇情內容以渴望友情的青少年

小德為主軸，描述青少年因人際關係的困擾而受到毒品誘惑，最後失去了健康與真正

的友情而後悔莫及，透過模擬青少年生活情境與生動的角色扮演，讓學生在歡笑中了

解毒品的危害，主持人也以圖片向同學介紹毒品常見的幾種例如： K 他命、FM2，

宣導不論是施用、持有、販賣毒品都是犯罪，提醒同學日常生活中要保護自己多加防

範。演出完成後，高雄地檢署謝淑紋觀護人與同學進行有獎徵答互動並致贈反毒宣導

品，宣導反毒專線與強化拒絕毒品的法治觀念。 

    高雄地檢署藉由鍥而不捨的努力宣導，盼望將反毒的法治觀念深化社會，全民一

起打擊毒品犯罪，共創無毒家園，保護你我身心健康。   

「無毒有我，快樂青春-雄檢結合紙風車劇團校園反毒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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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販毒集團不斷將新興毒品偽裝成食品包

裝，讓人卸下心防，藉以誘惑並深入校園，為防

止涉世未深青少年誤觸成癮，法務部及教育部與

紙風車劇團合作，推動「紙風車青少年反毒戲劇

工程」，於 108 年 2 月 20 日假鳳林國中演出

「拯救浮士德計畫」，由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蘇聰榮擔任與會嘉賓，共同展現向毒宣戰，不分

你我的決心。 

        是日活動共分為”少年浮士德”、”毒場現

形記”、”無毒由我” 等三部曲，融合戲劇、情

境和時事，以鮮明活潑的互動方式，循序漸進地

傳遞反毒知識，同時警示周遭青少年，現今毒品

已無孔不入，希望透過戲劇觀賞啟發同儕相互影

響的力量，為校園安全築起一道無堅不催的防毒

牆。為加強反毒知能，並提昇反毒意識，該署以

輕鬆鼓舞的有獎徵答，炒熱現場歡樂氣氛，將該

日活動推向最高潮。 

        主任檢察官蘇聰榮表示，青少年人格特質易

受環境及同儕影響，透過戲劇的呈現，建立反毒

共識，進而落實於生活中，並對毒品誘惑勇敢拒

絕，才能打造一個友善無毒的校園，許孩子一個

健康的未來，並期勉莘莘學子，「食毒久輸」，

莫為一時痛快，換來一生傷害！  

打造「食毒久輸  無毒有我」的友善校園-  

雄檢結合教育部辦理「紙風車青少年反毒戲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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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結合教育部與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等單位共同合作，攜手推動「紙風車青少年反毒

戲劇工程」，於 108 年 2 月 20 日上午在高雄市

鼎金國中精彩演出，劇情引用中世紀浮士德出賣

靈魂與魔鬼交易的故事。 

        是日，透過紙風車青少年反毒劇場工程，提

醒青年學子吸毒的人和「浮士德」一樣，都有共

同的遺憾和懊悔，將青少年切身遭遇問題，以戲

劇的方式呈現，讓現場觀賞學生有身歷其境的感

受，詼諧逗趣又富有教育意義的內容，讓現場觀

看的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後，透過現場有獎徵答活動，由高雄地檢

署吳皆葆觀護人提出反毒宣導題目，由現場學生

熱烈搶答，互動中增進青少年反毒知識，先瞭解

毒品危害，進而遠離毒品，持續推動反毒，宣導

學生拒絕毒品。  

「高雄地檢署結合紙風車青少年反毒戲劇工程-鼎金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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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新型態毒品的崛起氾濫，對於國人生命及

健康危害無孔不入，近年更是悄然入侵校園，造成

青少年學子莫大威脅。高雄地方檢察署為增進青少

年反毒意識，於 108 年 2 月 21 日假高雄市明誠高

中附設國中活動中心，配合紙風車劇團反毒戲劇

「拯救浮士德計畫」，將毒品正確觀念傳達給青少

年學子，以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全劇以校園生活經驗為背景，藉由幽默詼諧的

互動演出，讓觀賞表演的學子有身歷其境的感受，

劇情引用中世紀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的情

節，提醒學子如果吸毒的話，將會有和浮士德相同

遺憾和懊悔。 

        高雄地方檢察署趙慧莉觀護人透過有獎徵答，

引導學子互動問答，引發學子腦力激盪，特別強調

施用、持有、販賣及轉讓毒品均屬犯罪，並宣導反

毒相關知識，進而深化青少年抗毒意識。 

        高雄地方檢察署此次走入校園，向下扎根反毒

觀念，期許協助青少年學子能在無毒環境中，活出

健康亮麗的青春歲月。  

無毒校園 有愛青春─雄檢聯合紙風車劇團推動青少年反毒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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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礙於現今社會刻板印象，造成假釋受保護管

束人普遍謀職不順遂，為避免此一現象擴大蔓

延，後續衍生出更多社會問題，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格外重視更生人之就業媒合，本署於 108 年

02 月 25 日結合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中區就業服務站、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一齊

舉辦特定對象─受保護管束人就業促進活動，共有

31 位本署受保護管束人熱情參與。   

         當日活動特別邀請金琪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藍元夆先生蒞臨本署分享職場成功經驗，

本次就業促進活動以「裝備技能，從薪出發」為主

題，一開始先由該公司工地主任張先生簡明扼要

闡述該公司所承辦之工程、主要工作內容及透明

化升遷制度，使各學員對營造業目前發展趨勢能

有更深一層瞭解；接著，藍負責人藉著分享其旗

下員工從基層慢慢往上爬升至管理階級之亮眼案

例， 向在場學員強調〝工作態度〞其重要性，良

好的職場態度甚至比優秀的工作能力更為吸引他

人注意。本次活動主軸是讓就業能力較為弱勢的

更生人提升自我競爭力，藍負責人於本日課程中

不斷勉勵在場學員，平時可利用閒暇時間視自身

興趣培養相關專業技能， 亦向各位傳授面試技

巧，以跨越巨大求職障礙這面高牆。   

  課程尾聲透過現場徵才活動，安排藍負責人

與學員們直接進行意見交流與媒合面試，藉此增

加更生人就業機會，除了讓更多企業重新認識受

保護管束人， 用人唯才並給予支持與鼓勵，也使

受保護管束人能早日解開束缚，走向屬於自己的

康莊大道！   

「裝備技能，從薪出發！」 

高雄地檢署結合更保會高雄分會、勞工局共同辦理受保護管束人就促活動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本署觀護人室為使義務勞務人瞭解義務勞務

執行規定，108 年 2 月 26 日假本署第二辦公室

一樓團輔室辦理緩起訴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

會，開場由講師洪觀護佐理員聖倚指導個案填寫

個人資料表單，提醒個案連絡電話及通訊地址必

須確實有效，確保能有效送達公文訊息，以維護

個案權益。 

另於課程中段介紹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緩起訴被告於一定期間內應遵守或履行檢察官命令事項，例如向被

害人道歉、立悔過書、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等其它適當之處遇措

施，並指明本說明會對象即為該條項第五款所示，向該管檢察署指定之符合公益目

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至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者，使個案瞭解

自己目前的程序狀態及執行緣由。 

課程末段由講師向個案諭知緩起訴義務勞務相關法治觀念與注意事項，解釋緩

起訴期間內除有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3 第 1 項法定事由檢察官得依職權撤銷

外，也向個案宣導不得向勞務機構提出自願性捐款換取勞動時數、執行過程言行不  

得涉及個人利益及政治色彩，也不得與現行法令有

所抵觸，並提醒個案勿輕信司法黃牛花錢可免執

行勞動服務云云，若有遇到類似不法情事可向觀

護人或本署政風室檢舉。 

       最後輔以投影片之案例介紹，激發其志工精

神行善及回饋社會、期勉個案遵守法律規章，讓

個案在履行期間內順利完成義務勞務，避免再犯

而進入司法審判程序，達成觀護輔導矯正之效。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緩起訴義務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近年酒駕所造成的事故層出不窮、傷亡慘重，

為提升民眾法治觀念，加強酒駕宣導，本署於 108

年 2 月 27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

育課程，邀請陳楨荃擔任講師，以「零酒精，才上

道」及「危險駕駛，小心吃上刑責」為主題，協助

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加深法治觀

念。 

        是日課程，講師論述了駕駛人體重與飲各酒

類計量表及一般人體內酒精濃度代謝率，向學員

說明酒精不易代謝並呼籲勿酒駕，接著帶領學員

探討酒後危險駕駛之前因、酒駕者僥倖之心態，

搭配酒後駕車之處罰種類介紹及酒後駕車車禍之

案例說明，勸戒在座學員應愛惜生命，切勿逞一

時之快而抱憾終身。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零酒精，才上道」、「危險駕駛，小心吃上刑責」  



編輯：李雅惠、余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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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用

資訊 

                             訊 息 宣 導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Ｑ：聲請「易服社會勞動」有條件嗎？  

Ａ：限於刑罰輕微之案件，包括下列三類： 

        (1)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案件。 

        (2)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3)罰金刑案件得易服勞役且勞役期間一年以下之案件。 

 

社

會

勞

動

Q 

&

A 

Ｑ：推行「社會勞動」有什麼好處？  

Ａ：易服社會勞動讓經濟弱勢者，即便無力繳納罰金，仍有機會以提供

勞動或服務替代入監執行，既可維持現有的工作與生活，又可兼顧家

庭，且社勞人提供之勞動服務，可以為其服務機構創造產值，以達到回

饋社會的正面效果；另一方面，亦能節省政府監獄的收容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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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