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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結合南區扶輪社及高

雄市苓雅區建軍社區發展協會，於

108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 時假建軍社

區發展協會舉辦暖心灶咖捐贈啟用記

者會及剪綵儀式，因建軍社區發展協

會為高雄地檢署的社會勞動機構，挹

注許多社會勞動人力，檢察長周章欽

親臨現場，現場與會的貴賓除了有國

際扶輪 3510 地區總監及主委和南區

各扶輪社社長等人，特別邀請了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葉壽山局長出席活動，

希望透過此次捐贈儀式活動宣揚公益行善的理念及培養種子志工之目的，促使社會大

眾從認同善舉到發心幫忙，匯聚成愛的暖流，永不停歇。 

  周檢察長於致詞時特別感謝南區扶輪社各地區的總監、社長及各位社友的付出與

支持，讓可能面臨斷炊的暖心灶咖得以繼續運作，另外對於建軍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洪惠雀女士在地深耕 21 年始終以無怨無悔、不計任何回饋的心情投入公益表達感動與

讚揚之意，特於記者會上頒發感謝狀，予以肯定其社區服務及公益關懷理念，期許建

軍社區發展協會藉由扶輪社捐助新進餐廚設備，持續串聯社會勞動人及社區服務關懷

橋樑，溫暖社會被忽略的角落。 

  周檢察長特別提及，無論是公務

機關或是民間團體，各個單位若有需

要社會勞動人協助公益服務，都可以

向高雄地檢署提出申請，讓社會勞動

人有機會走入社區，付出勞力扶助他

人，從中體會執行社會勞動意義、反

省過去錯誤，喚起人性初始善心，進

而達到教化、矯正社會勞動人的目

的，期盼能創造多方皆贏局面，營造

祥和社會。 

「建軍有愛護鄰里、雄檢給力助公益」 

雄檢結合扶輪社及建軍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暖心灶咖捐贈啟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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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於 108 年 3 月 6 日上午 9 時 30 分，

假高雄地方法院 5 樓會議室舉辦「緩起訴義務勞務

執行機關(構)續、新遴聘暨表揚座談會」，邀請協助

執行義務勞務之機關(構)共計 31 個單位一同與會。

是日活動，由該署檢察長周章欽親自頒發績優表揚

獎狀及遴聘證書。 

 

       本次受表揚之機關(構)計有高雄監獄等 20 個單

位，另介紹新遴聘機構—社團法人臺灣喜信家庭關

懷協會共同擔任緩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制度的推手。

會中亦安排績優機構「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及

「高雄市大寮區山頂國民小學」進行經驗分享，體

現被告推展公共利益之成果。最後由主任觀護人佘

青樺與機構督導進行座談，期望透過各機構的寶貴

意見精進義務勞務制度之推動。 

 

        檢察長周章欽表示，該署 107 年度執行緩起訴

義務勞務計有 331 人次，執行義務勞務總時數為

11,174 小時，為公益團體提供相當多元之勞務項

目，此制度之施行實現寬嚴並濟的刑事政策，並創

造政府、社會與民眾三贏局面；除可減輕財政負

擔，使刑罰發揮威嚇與教育作用，被告更可避免監

獄內處遇，衍生家庭問題或製造犯罪，藉由無償服

務，落實修復式正義理念，提昇社區接納之機

會，修復社會關係。 

雄檢辦理「緩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續、新遴聘暨表揚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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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檢結合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辦理反毒宣導研討會為有效推展

司法保護業務、增進榮譽觀護人專業

知識，高雄地檢署於 108 年 3 月 4 日

結合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第 17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進行反毒宣導

研討會。   

        本次大會由高雄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理事長劉瑞卿主持，本署檢察

長周章欽、主任觀護人佘青樺、觀護人

組長陳建頴、觀護人趙慧莉及陳鏗年也到場參與，周檢察長致詞時特別表達高雄地檢署

對於榮譽觀護人的感謝，在觀護業務的推動上榮譽觀護人是高雄地檢署不可或缺的夥

伴，許多活動也需要榮觀的大力幫忙，期勉今後彼此繼續共同努力。   

       本次大會同時也結合反毒宣導研討會，由趙慧莉觀護人及陳建頴觀護人組長向

榮譽觀護人宣導毒品危害防治相關觀念，介紹毒品種類及常見被濫用的毒品藥物，並輔

以許多新聞剪輯說明毒品其實就在你我身邊，連國、高中生都逐漸有被毒品滲透的趨

勢，希望藉著研討會的交流加強榮譽觀護人的專業智能，在輔導個案時能更加順利。 

  

雄檢結合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辦理反毒宣導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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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是人類智慧創造出來的無形財

產權，主要包括商標權ヽ專利權及著作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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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認識及深化智慧財產權

的法治觀念，本署於 108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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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蔡明樹律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

受保護管束人講授「認識智慧財產權」及「創意無價，盜版有罪」之案例分享。 

 

    講師先介紹尊重別人的智慧財產權，合理使用

的另類思考-創用 CC，創用 CC（Creative Com-

mons）是一種針對受著作權保護之作品所設計的

公眾授權模式。任何人在著作權人所設定的授權

條件下，都可以自由使用創用 CC 授權的著作。包

含有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相同方式分

享等精彩課程內容。 

    課程後段，講師以「創意無價，盜版有罪」之

案例分享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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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在埸

聽講者牢記侵害智慧財產權須負的法律責任，保護智慧財產權，人人皆有責。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認識智慧財產權」、「創意無價，盜版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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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社會勞動人從錯誤中學習成長、肯定生

命價值，進而積極面對自我人生，本署於 108

年 3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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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秋風志工

擔任講師，為營造溫馨氛圍、拉近與學員間的距

離，特結合慈濟團隊帶領學員，以活潑的手語律

動方式與學員增進互動，揭開課程序幕。 
 

  是日課程主題為『幸福人生』，講師舉自己為例，首先談及自己與父母、子女相處之

道，起先並非外人眼前所見一般融洽和睦，感謝遇見生命中的貴人～證嚴法師，才讓

自己起心動念決定要改變，為親子關係覓得重生之機會，原來幸福人生是需要自己爭

取的。但是幸福人生的背後也難逃人生無常，原本講師與子女幸福出國旅遊，未料一

次跌倒導致腦幹中風，突來的意外加上身處語言不通的異國，造成送醫急救困難，所

幸有慈濟大家庭的援助，為自己絕望的人生帶來一線希望。進入慈濟團隊服務後，歡

喜付出，希望發揮生命的良能，尤其在民國 88 年發生 921 大地震，震碎了許多的家

庭、許多人的希望後，講師立志成為救人菩薩，運用自己在前一年參加急難救助訓練

所學，積極投入救災，看見災區中一幕幕的無常， 更

領悟在娑婆世界旅行，每個因緣、每段生命都值

得我們善待、珍惜。 

   本日課程後段，藉由播放交通事故新聞採訪怵

目驚心的畫面及肇事者沈痛的心聲等短片，呼籲

學員應善待生命、珍惜每個當下擁有的幸福，切

勿讓「酒後駕車」的悲劇一再重演，並引用靜思

語「人生最大的懲罰就是『後悔』」，勉勵大家

共創沒有酒駕的社會，掌握屬於自己的幸福人生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講題「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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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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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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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講師洪觀護佐理員聖倚

指導個案填寫個人資料表單，提醒被告確實填

寫書面資料，以維護個人權益。 

    在課程中段介紹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規定，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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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指明本次勤前說明會對象即為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2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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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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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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讓反毒教育向下扎根，讓小學生建立反毒意識，以科技反毒 VR 虛擬實境組成

「超能反毒-打怪者聯盟」帶領小戰士、小天使宣誓反毒決心，高雄地檢署於今(27)

日結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在新上國小舉辦「反毒領航員，健康好校園」暨「科技反毒

VR 教具」發表會，活動除了兩位代表宣誓的「反毒小戰士小天使」之外，現場另有

高雄市 119 所小學的反毒小戰士小天使參與，共計超過 500 人到場。 

    高雄地檢署周章欽檢察長非常重視校園毒品問題，特別指示緝毒組李門騫主任

檢察官參與該場活動。反毒教育要從校園扎根，從源頭阻絕才能解決問題，許多毒品

偽裝成咖啡包或糖果等型態流竄，容易使青少年誤觸，活動中利用有趣的科技 VR 設

備的方式，為學生建立正確的反毒觀念及拒絕毒品技巧，增進青少年對毒品及藥物濫

用的正確認知，讓校園回歸到安全溫暖的學習環境，展現強烈反毒決心。 

    反毒不分你我，高雄地檢署與教育局攜手落實各項反毒工作，毒品犯罪層出不

窮，吸毒年齡層有年輕化趨勢，許多人在好奇心及同儕誘惑下，導致染毒遺憾終身，

青少年應從小紮根，將拒毒意識深植內心，祈望透過多元宣導，加強反毒教育，營造

健康校園，建立校內班級反毒觀念，攜手反毒，守護孩子的健康與幸福。 

「反毒領航員，健康好校園」 

--雄檢結合教育局辦理反毒小戰士小天使誓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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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邇來社會新聞酒駕事件頻傳，造成許多

人員傷亡、無數個家庭失去摯愛，本署於

108 年 4 月 3 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

法治教育課程，邀請傅柏嘉技佐擔任講師，以

「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公共危險刑

罰知多少？」為主題，循序介紹酒醉駕車與行

車中通話可能對自己、他人及社會產生的危害，與應該負擔的法律責任，加強緩起訴

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觀念。 

        以「臺大研究生遭酒駕車禍死亡」與「村長兒酒駕逆向撞死母子」新聞破題，讓

現場學員感受被害者家屬的悲憤與傷痛，無論是何種社經地位都不應酒醉駕車，並勸

導學員聚會喝酒應請代駕或搭乘計程車，切勿自行駕車以免發生憾事。 

       最後向學員介紹酒駕應該負責的民事及刑事責任，讓學員知曉危態駕駛應負擔的

法律責任，除了民事賠償，亦負擔刑事罰責，提醒同學應遵守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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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行，酒駕醉不行」、「公共危險刑罰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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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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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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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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莊員國小畢業後，因家庭困頓又無一技之長，當別的孩子無憂無慮地過著屬

於他們的快樂童年時，他卻為了一家溫飽，選擇到海上打拚，從此他的世界裡，只有

漁網、無盡的藍天和大海，每當想家，船上又舉目無親時，也只能暗自將淚水和水吞

下，航運時若遭逢風雨無情打擊時，就會想起海難事件不勝枚舉而驚恐萬分，莊員望

向遠方大海，神情無奈地問道：若非我學識太低又窮途末路，誰會願意被陸地驅逐而

選擇海上飄泊的人生？ 

  目前無業、離婚與家人同住，癌症第三期纏身的莊員，因有刑事等案件，礙於經

濟因素聲請易服社會勞動服務，在服務期間需定期至醫院化療，並於化療後接續電

療，導致莊員僅能以流質營養品代替食物，身、心、靈正處於最痛苦的莊員，並未因

病痛的煎熬，而怠惰於社會勞動之執行。 

  瘦骨嶙峋的他坦承經過此次教訓，除被沒收犯罪所得，併科罰金外還要面對日後

沈重的生活負擔，深深感受所要付出的慘痛代價，還好社會勞動就猶如及時雨，在沒

有任何所得的當下，讓他得以替代刑來面對所犯的過錯，夏天的陽光很炙熱，邊打掃

斗大的汗珠就會不停地落下，烈陽照射下更顯皮膚黝黑，揮汗如雨的他仍樂此不疲的

打掃著，問他怎麼可以做的這麼快樂，他說如果沒有社會勞動，就沒辦法去體會當志

工那種無私付出的心，在贖罪的同時，獲得無言可喻的滿足回饋，所以，執行社會勞

動將是我生命蛻變的開始。 

  社會勞動制度就猶如茫茫大海中的一盞明燈，陪伴你度過曾經的黑暗無助，照亮

你的心扉，更指引往正確的方向前往，人生的每段旅程，難免遭遇風雨，只要不逃

避，能用積極正向的心態面對每一次的考驗，終會迎來陽光普照。  

雄檢社會勞動人生命小故事- 

                                        「海海人生 風雨生信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為推動本土化零毒害多元司法處遇計畫，本

署於 108 年度向毒品防制基金申請經費推動緩起訴

毒品被告處遇多元辦法，而為精進此計畫之推行，

高雄地檢署將於 108 年 4 月 26 日上午假該院成癮

戒治中心復健大樓 11 樓精神科行政區討論室辦理研

習及精進會議，特邀凱旋醫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

中和紀念醫院、慈惠醫院、國軍高雄總醫院等醫院

與會，並將由周章欽檢察長偕同地檢署同仁出席。 

           該研習會議由高雄長庚醫院蔡孟璋醫師為與會

的實務工作者進行實施現況的介紹意見交流的分

享，以提升合作醫院對於零毒害多元司法處遇計畫

的認識與了解。並將由蔡明哲心理師分享 RANT 量 

                                                         表操作及 實務遇到的狀況與解決辦法。 

                                                        

「入監不是吸毒唯一的路」 

-雄檢結合長庚醫院辦理研習及精進會議 



編輯：謝佳玲、謝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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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社會勞動」?  

Ａ：『社會勞動』是參考外國的『社區服務』（community service）

制度及我國現行刑法第 74 條及刑事訴訟法第 235 條之 2 關於緩刑及緩

起訴處分附帶義務勞務制度而設計，是以提供無償的勞動或服務，做為

刑罰之一種替代措施，接受六小時社會勞動可以折抵一天或新台幣一千

元、二千元或三千元之刑罰。 。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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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社會勞動人可以做那些工作？  

Ａ：社會勞動提供之勞動服務內容包含清潔整理、居家照護、弱勢關

懷、淨山淨灘、環境保護、生態巡狩、社區巡守、農林漁牧業勞動、社

會服務、文書處理、交通安全以及其他各種符合公共利益具有無償性質

之勞動或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