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為提升榮譽觀護人輔導動能與技巧，高雄地檢署於 108

年 4 月 24 至 25 日兩日假高雄地方法院五樓會議室，舉辦

108 年榮譽觀護人表揚、續聘暨成長訓練活動。 

        周章欽檢察長於致詞時特別感謝榮譽觀護人對於觀護業

務長期的支持與付出，不管是協助案件執行，尤其是毒品案

件戒癮治療之輔或是各項業務推動，榮觀團隊都是地檢署最佳伙伴，此次表揚計有 5

名榮譽觀護人榮獲法務部獎、10 名榮獲高檢署獎、29 名

榮獲地檢署獎；未來觀護工作可能更加重，期許老師們

藉由本次表揚及訓練活動，增強團隊榮譽感及輔導知

能，進而能由點轉向面的提升司法保護效能。 

        是日活動並邀請法務部保護司黃玉垣司長，代表法

務部頒發獎狀並進行觀護業務專題講演；黃司長學驗俱

豐，曾任連江、台東、屏東、彰化等 4 個地檢署的檢察

長，在各地服務時，對於司法保護工作推動不遺餘力並

有卓著的績效。在黃司長深入淺出、妙語如珠的專題講

演中，充分顯現對於司法保護業務的擘劃及高度，讓現

場榮觀有更豐碩的體會，相信對觀護工作亦將更認同與

投入。黃司長讚揚雄檢對觀護業務的積極推動，尤其重

視已是國安等級的毒品問題，並對高雄榮譽觀護人對保護

工作的付出與奉獻表達敬佩之意，認為觀護工作是公德

事業，是維護社會安寧、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政策。 

成長訓練課程中，除黃司長專題講演外，另邀聘宗祖

薇創傷療癒師、馬翊芸老師及雄檢陳建頴觀護人，分別就

「阿德勒心理學至神經科學理論」、「繪本跨領域整合之

輔導與療癒」及「榮譽觀護人專業倫理」等課題，強化觀護

輔導個案時之專業知識及技巧，引導參訓之榮譽觀護人對其觀護案件執行能深入瞭解

及有不同層次省思，以增進其自我成長、服務熱忱與觀護效能。 

提升觀護工作輔導動能與技巧— 

雄檢辦理「108年度榮譽觀護人表揚、續聘暨成長訓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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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被告了解緩起訴處分相關法規及履行義務 

勞務應遵守之相關規定，本署於 108 年 4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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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講師洪觀護佐理員聖倚指

導個案填寫個人資料表單，並特別提醒被告連絡

電話及通訊地址務必正確，避免遺漏重要公文，以保

障個人權益。 

        課程中講師說明介紹刑事訴訟法中緩起訴相關法律規定，被告需於一定期間內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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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輔導等各種適當之處遇措施。 

        本次勤前說明會對象為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項第五款所規範之對象，依

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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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經說明後即瞭解自己目前的程序狀態及執行緣由。 

        課程末段由講師運用案例照片向被告講述履行義務勞務時應注意事項，並以正向

觀念宣導回饋社會，期許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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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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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酒駕、毒駕社會新聞不斷，造成許多

傷亡事件、使無數個家庭破碎，本署於 108 年 4

月 17 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

程，邀請張琦臨床心理師擔任講師，以「法律小學

堂」、「壓力之紓解與調適」為主題，循序介紹大

高雄地區預防酒駕處遇計畫，針對大高雄地區酒駕

案件的刑事被告，由檢察官及專業醫療人員進行評

估，採取機構外輔導方式，委託高市凱旋醫院負責

辦理酒駕個案社會復健處遇輔導，計畫內容包括 10 次酒精解癮輔導團體課程及 6 次

門診治療，協助個案戒除酒癮。 

 毒駕刑責介紹，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相關刑責

與酒駕不相上下，無論是何種狀況下都不應酒駕與毒駕，並勸導學員可請代駕開車或搭

乘計程車，切勿自行駕車以免觸犯相關刑責。 

 最後向學員介紹壓力紓解與調適的方法，提醒學員要維持平衡的生活型態，保持身

體健康，瞭解自己，提昇自信心、控制力及堅韌度，適當的情緒管理，必要時需向專業

人員尋求協助，希望每位學員都能擁有快樂與健康。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法律小學堂」、「壓力之紓解與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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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周章欽檢察長向來重視柔性司法，長久

以來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即擔任協助推動觀護業務的重

要夥伴，為提昇榮譽觀護人服務品質，高雄市榮譽觀護

人協進會於 108 年 4 月 18 日舉辦顧問聘任典禮，並頒

發顧問證書。本次典禮由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劉瑞

卿主持，高雄地檢署周檢察長特別親臨致詞並頒發顧問

聘書，周檢察長於致詞時表示：觀護業務是地檢署相當

重要的一環，感謝顧問團隊的加入讓雄檢增添許多資源，把觀護業務做到更好讓司法的

觀護輔導系統成為國家穩定的力量。 

        高雄市榮觀協進會是雄檢推動柔性司法保護政策的重要助力，榮譽觀護人除了協

助觀護人執行受保護管束人的輔導工作外，也協助本署辦理許多公益關懷活動，以志願

服務的熱忱，為國家司法傳遞溫暖關懷，本次榮觀協進會更敦聘 10 位專業人士擔任協

會顧問，包含漁業署署長黃鴻燕、漁業署副署長林國平、漁業署組長王清要、全國漁會

總幹事林啓滄、雲林區漁會總幹事林傳育、海洋局局長趙紹廉、佳珍海產店負責人蕭受

發、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授江欣潔、樂安醫院院長蔣榮欽及中醫師鄭侯素珠，多元領域

組成的顧問團隊在未來將和雄檢及榮觀協進會一同推展觀護業務，藉由顧問團隊的專

長成為雄檢與協進會強力後盾，讓觀護輔導內容更完整，形成更為全面的社會安全網

絡，期盼彼此攜手創造出亮眼觀護成果，為司法保護業務共展新頁。 

 提昇榮觀服務品質 

―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舉辦顧問聘任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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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5 月 6 日於本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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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孤窮敗，改毒自新 

雄檢第一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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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節前夕，為提昇受保護人與家人的互動關係，

高雄地檢署結合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於

108年 5 月9 日假該署第二辦公室1樓團輔室舉辦－【啡

嚐溫馨母親恩】公益關懷活動，有 50 位受保護管束人及

其家屬參加，葛光輝襄閱主任檢察官及更保主委陳義成

親臨現場勉勵與祝福。 

        葛襄閱主任檢察官於致詞時表示品嚐咖啡，就如同

品嚐人生的經歷—酸、甜、苦、澀，唯有親身體驗才懂

得箇中滋味，唯有歷練過後才知道如何調和一杯屬於自

己的味道，屬於自己的人生。人難免調錯自己的咖啡，但只要適時的學習、修正，終究

會找出自己的特調咖啡。人生的道路很艱難，家人的陪伴很重要，家庭支持在每個人生

階段都是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葛襄閱主任檢察官勉勵受保護管束人把握重生機會，珍

惜身旁親友。 

        是日活動特別邀請精品咖啡達人張翔傑老師擔任講師，以「咖啡與人生」為主題，

與受保護管束人分享其自身經歷，怎麼從一個幾乎是與咖啡絕緣的人，一頭栽進咖啡的

香芬世界裡；課程包含現場實作教學教授如何沖煮一杯精品咖啡，及如何品嚐咖啡，並

結合健康飲食傳授喝得健康、吃得健康的祕訣。 

        「家庭是支持的後盾，家人是改過的動力」，為落實援助家庭政策的概念，本次活

動希望藉由有溫度的觀護關懷，讓受保護管束人走入家庭、維繫關係，讓家庭成為支持

力量，使其融入社區，進而復歸社會，更樂見其貢獻社會。 

「啡嚐溫馨母親恩」-- 

雄檢辦理 108年度受保護管束人母親節公益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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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社會新聞最常聽聞的致死新聞之一是酒

駕、毒駕，造成許多傷亡事件、使無數個家庭破碎，

本署於 108 年 5 月 8 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

法治教育課程，邀請高雄市脊髓傷者協會 葉展連訓練

員，以「平安不酒駕、酒駕不平安」、「珍重生命、不

危險駕駛」為主題，說明自身車禍脊髓損傷經歷，當失去所 有 依

靠的時候，重新選擇用熱情來面對人生的挑戰，用勇氣當糧食，用毅力來寫人生，以永

不放棄的決心活出自己的尊嚴；脊髓傷友洪振航、潘海義分享車禍後身、心調適過程，

在經歷身體損傷復健、生活重建及家庭支持難關後，克服心理障礙重新面對人群，呼籲

在每一個酒駕者背後，都隱藏著可能致人死傷、家庭離散、經濟困難的下場。 

葉講師最後向學員說明酒醉駕車該負責的法律責任，除了民事賠償，亦負擔刑事罰

責及酒駕對自己、他人及社會產生的危害，加強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

治觀念，並勸導學員聚會喝酒應請代駕或搭乘計程車，酒駕只能帶來傷痛、造成自己及

他人的生命危險，連帶更多是家人的眼淚，勸導每個人都應遵守交通規範，維護自身及

社會大眾安全。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平安不酒駕、酒駕不平安」、「珍重生命、不危險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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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持續推動本土化零毒害多元司法處遇計畫，高雄

地檢署與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合作，於 108 年 5 月 23 日

上午假該院三樓第一會議室辦理研習及精進會議，由高

雄地檢署檢察長周章欽偕同本署觀護人室出席，凱旋醫

院則由院長周煌智率領心理醫療團隊出席會議。 

        會議開始由凱旋醫院周院長致詞歡迎並介紹醫療團隊，再由凱旋醫院成癮防治科吳

泓機主任介紹目前與雄檢合作毒品緩起訴個案實施的現況，並分享 RANT 量表操作及實

務遇到的問題與解決辦法，加深檢方瞭解醫院在毒品緩起訴實務上實施的治療與處遇。 

        周檢察長表示，凱旋醫院一直以來都是雄檢很好的合作夥伴，不論是在監護處分、

毒物檢驗或是緩起訴戒癮治療。從 107 年三月，高雄地檢署推動本土化零毒害多元司法

處遇計畫，就是希望藉由地檢署跟醫院的共同評估，能讓每個個案得到最合適的處遇，

因此從今年 4 月起，也開始到各醫院座談及參訪，除了瞭解各醫院的執行狀況外，也希

望能強化檢醫雙方在執行上的互動。如今高雄地檢署試辦緩起訴毒品案件分流處遇的評

估，對地檢署跟醫院而言都是新的挑戰，如何讓評估做到最精確，或是後續的滾動處遇

如何進行，都有賴檢醫雙方密切聯繫與溝通。 

「反毒戰爭，期待凱旋歸來!」 

-雄檢結合凱旋醫院辦理零毒害多元司法處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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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於 108 年 5 月 22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

室舉辦法治教育通識課程，特邀高雄市鳥松長青健康

促進會張炳隆理事長擔任講師，講授「法律小辭典」

及「信念轉個彎，世界跟著不一樣」，現場講授對象

主要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 

        為增進學員法律概念，講師以淺顯易懂方式介紹「簡易判決刑罰」、「緩起訴與不

起訴」、「過失犯、故意犯及教唆犯之差異」以及「併科罰與易科罰之區別」等法律名

詞，並以三國通道警語─「逞一時之快，七日後回家」，勸導學員行車安全勝於一切，

欲速則不達。 

        課程後段，講師以「信念轉個彎，世界跟著不一樣」為主題，透過境隨心轉原理強

調轉念的重要性，輔以生活經驗與佛法「萬法為心造」之理，唯有藉由轉念方式了悟一

切，進而真正改變自己人生及命運。講師最後以「安全在你腳下，生命在你手中」勉勵

學員，並作為本日課程精彩結語。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法律小辭典」、「信念轉個彎，世界跟著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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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社會勞動人脫離錯誤的過去，迎向美好的未來，進而積極的改變自我的人生價

值，本署於 108 年 5 月 16 日上午假第二辦公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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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富丁志工擔任講師，以

自身生活經歷為借鏡、進而使學員能感受講師如何從逆境中突破的生活態度，進而能歡

喜付出，發揮生命良能。 

        是日課程主題為『慈濟心、菩薩行』，講師以自己為實例，首先談及自己人生的改

變過程，從接觸慈濟後開始思考，我到底需不需要改變，原來的生活中是每天酒跟麻將

都是形影不離的，沒有間斷過，從一開始的交際應酬，到後來成為習慣，每天沉浸在醉

生夢死的生活中，自從加入慈濟之後，我才開始改變，甚至我的岳父、岳母都不能相信

我已經改過向善，想說有一堆壞習慣的人，怎麼可能說改就改，我只能用行動來證明，

所以說人生最難的不是努力，也不是奮鬥，人生最難的就是選擇，選擇了一條對的路才

真正會讓自己的生命有價值，無所求的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得到的回饋，不只幫助了

別人，同時也讓自己的生命產生了價值。 

        本日課程後段，藉由播放酒駕及交通肇事案例宣導短片，呼籲學員應善待每位身邊

的人，學會感恩，不要再讓「酒駕事件」造成的悲劇一再發生，提倡「愛惜生命、尊重

生命」的認知，請大家切記「酒駕」造成的危害，不僅影響自己，還會波及無辜的受害

者，若肇事，將造成兩個以上家庭的悲劇，期勉大家切莫心存僥倖，貪圖一時方便，而

自毀前程，祈請大家共同發揮監督的力量，一起來杜絕「酒駕事件」的發生。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講題「慈濟心、菩薩行」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近年來社會上關於詐騙之新聞報導層出不窮，導致許多無辜百姓受騙上當、進而平

白造成財產損失，無法追討，故本署於 108 年 6 月 5 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法

治教育課程，特邀高雄市政府左營分局偵查隊蔡信助隊長擔任本次課程講師，以「防詐、

反詐，大家一起來」、「詐騙案例宣導與破解」為主題，深入探討台灣社會最常見之詐

騙手法究竟為何，以及教導民眾如何防範詐騙集團之話術等等。 

        講師於課程中向學員說明目前最常見詐騙案例仍屬網路購物佔最大宗，其集團成員

最初先於各大網購平台以不法手段竊取民眾個資，再進一步嘗試撥打電話誤導其訂單誤

設為分期付款方式，要求不知情民眾逕行至自動提款機(ATM)，以匯若干款項入指定帳

戶為由，即可解除分期付款設定，使民眾信以為真，便大量匯款予詐騙集團手中；除前

述案例外，詐騙集團目前偏好誆稱有輕鬆高額工作，騙取他人金融帳號、實體存簿及信

用卡，以作人頭帳戶洗錢一用，如有民眾在利慾薰心之情況下，以為提供上述財物予詐

騙集團便可獲得高額報酬；殊不知最後可能淪為詐騙工具，被視為集團成員之一進而遭

檢察官起訴，得不償失。 

        富有相當辦案經驗的蔡信助偵查隊隊長最後仍不忘向學員貼心叮嚀，如日後接獲類

似詐騙電話，務必先保持冷靜，再撥打「165」反詐騙專線向承辦人員查證是否屬實或

提供可靠情資，如此一來即可避免荷包大失血，亦可協助警方成功破獲隱藏在暗處的不

法份子。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防詐、反詐，大家一起來」、「詐騙案例宣導與破解」 



編輯：吳佩宜、洪聖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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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社會勞動之准駁標準為何？ 

Ａ： 1.必須經檢察官篩選後，斟酌裁量是否適宜准許易服社會勞動。 

     2.若聲請人有「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確因不執    

            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之情形，檢察  

            官得不予准許。 

 

社

會

勞

動

Q 

&

A 

Ｑ：社會勞動人於執行期間是否適用勞健保？  

Ａ：社會勞動人係執行國家刑罰，其與執行機關（構）之間非屬聘雇關

係，不屬勞工保險範疇，亦無勞基法之適用。另外，社會勞動人雖具有

受刑人身份，但實際並未入監服刑，執行期間應仍有健保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