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怎樣檢舉賄選?高雄地檢署唱給你

聽!怎樣讓開庭更輕鬆?橋頭地檢署播給

你看! 近年來法務部推廣柔性司法，除

了希望擺脫傳統司法給民眾冷冰冰的感

覺外，也希望以輕鬆、活潑方式介紹刻

板嚴肅的議題，化剛為柔讓司法更親

民。高雄地檢署與橋頭地檢署於 108

年 9月 23日上午 10時，在高雄地檢署

六樓大禮堂舉辦「反賄選新歌發表」及

「司法近用權影片」的聯合記者發佈會，這也是兩個地檢署自 105年 9月分署以來，

第一次合體舉辦有關司法保護的記者會。雙方就「反賄選新歌發表」及「司法近用權

影片」兩項司法保護議題同步向外界進行介紹。 

    本次聯合記者會，高雄地檢署推出反賄選新歌「學不賄」，擺脫傳統教條式宣

導，以創新的 RAP饒舌方式來詮釋反賄選，貼近選民。難能可貴的是此歌曲從歌詞、

旋律及後製都是由甫獲[2019 HUG N RAP全國饒舌創作大賽]冠軍的學生團隊「SH!

ZØNE」包辦，希望藉由年輕人的視角賦予

反賄選宣導嶄新的樣貌，輔英科技大學校

長也親率學生粉絲團近百人熱情與會；歌

曲 MV的拍攝，則是在雄檢檢察長周章欽大

力支持下，部分取景自地檢署的偵查庭及

拘留室，逼真的場景也讓人心生警惕，切

勿以身試法。完整影片將上傳於高雄地檢

署的 YouTube、臉書及 LINE供民眾瀏覽，

讓反賄選訊息以歌曲方式傳播出去。 

「好事成雙」! 檢舉賄選、地檢開庭攏免驚 

高雄、橋頭地檢署舉辦「反賄選新歌發表」及「司法近用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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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橋頭地檢署推出的司法近用權影

片，起因是民眾涉訟後，對相關刑事程

序、權利並不是那麼了解，為了讓便民

服務再升級，橋檢幾位熱心的檢察官在

公務繁忙之餘，仍主動積極編劇並親身

參與，自編、自導、自演、自費拍攝

「當事人、證人到署應訊流程及刑事訴

訟程序上權利保障」(簡稱司法近用權)

影片，且同步推出國語、台語、客語、

英語、泰語、印尼語、越南語等版本，

民眾上網或滑手機都可先了解相關訴訟

環境與應訊程序，讓開庭不再令人望之生怯。         

    本次記者會邀請法務部部長蔡清祥、檢察總長江惠民、高雄高分檢檢察長楊治

宇、法務部檢察司司長王俊力、保護司司長黃玉垣等長官親臨與會，另外也邀請到法

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航業處高雄調查站、廉政署南部地

區調查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更生保

護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與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等機關團體共同為司法保護出聲。法

務部蔡清祥部長於致詞時表示，本日好事成雙的主題象徵柔性司法更進一步，現今科

技發達媒體多元，無論是在反賄選或司法近用權上，藉由歌曲與影片的播放，都可擺

脫地域限制，及時傳遞民眾

手中，此點也與法務部推出

反賄選 Q版貼圖、雲端數位

反賄平台的政策不謀而合。

擔任記者會地主的高雄地檢

署也呼籲民眾一同加入檢舉

賄選的行列，發現賄選趕緊

撥打 0800-024-099專線來

檢舉，地檢署絕對會保密，

邀請大家一起來建立乾淨民

主好家園。 

「好事成雙」! 檢舉賄選、地檢開庭攏免驚 

高雄、橋頭地檢署舉辦「反賄選新歌發表」及「司法近用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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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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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日上

午假該署第二辦公室 1樓團輔室，舉辦

受保護管束人中秋節公益關懷活動－

「月圓我雄嗨」心靈的力量講座，近 50

位來賓參與，檢察長周章欽及更保主委

陳義成亦親臨現場勉勵與祝福。 

    周檢察長於致詞時表示人生成長

須不斷進修，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生活才會有不

同思考層面，以鼓勵大家勇於學習，而中秋節是國人團聚的重

要時節，鼓勵受保護管束人除了佳節與家人歡聚吃飯外，平時也應對家人付出關懷維繫

情感，因為家是支持個人心靈成長的重要補給站。 

 此次活動特別安排一位汪姓受保護管束人先為大家朗誦一首艾青的詩《我的思念

是圓的》為活動揭開序幕，接著由 7位受保護管束人作為代表，帶來一曲《母親您真偉

大》，透過詩歌朗讀及歌頌，頌揚家人的愛就如同中秋月圓般皎潔美好，要心懷感恩及

時回報。最後壓軸的是特別聘請龔敬凱諮商心理師，透過楊定一教授「心靈的力量」影

片，引導受保護管束人如何透過心

靈力量，照顧內在負面能量以及

增進內在正面能量，期望受保護

管束人調整自心，以促進家庭關

係的和諧。 

    雄檢於中秋節前夕辦理公益

關懷活動，希望受保護管束人能

提升內在身心靈喜悅，透過社會

及家庭支持系統的連結，促進家

庭和諧並提升幸福感。最後，希

望讓受保護管束人提前感受月圓人團圓的溫暖，特別致贈中秋禮盒，期能增添佳節氣

氛。  

「月圓我雄嗨」心靈的力量講座活動 

--雄檢辦理 108 年度中秋節公益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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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進榮譽觀護人了解社會勞

動業務，高雄地檢署於 108年 8月

30日在高雄市鳥松濕地公園舉辦榮

譽觀護人參訪活動，本署觀護人與

觀護佐理員也一同參與，藉由參訪

他署具有特色之社會勞動機構，實

地瞭解社會勞動業務執行情況。     

       藉由高雄地檢署檢察長周章欽到場

致詞展開是日參訪活動，除了讓大家了解保護濕地的重要，也對社會勞動業務別具意

義，透過與社會勞動服務讓社會勞動人學習不同面向的事物，正向發展人生的能量，

許多社勞人履行完成後仍繼續回機構做志工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往後可以在執行勞

動前先讓社勞人知道勞動內容與機構性質，執行社會勞動更有意義。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劉瑞欽理事長也致詞勉勵大家透過貼近大自然可以使心情愉悅，同時祝福大家有一

場愉快的生態體驗。 

    活動首先由高雄地檢署主任觀護人佘青樺偕同本署觀護人與榮譽觀護人進行經驗

交流會談，分享社會勞動執行經驗，在場榮譽觀護人也提出關於執行細節的詢問，包

含觀護佐理員如何訪查機構的流程以及假日是否能夠執行等…，透過經驗的交流與分

享，加強榮譽觀護人對社會勞動業務的認識，讓觀護輔導內容更為完整。 

    會談活動過後，由野鳥學會專人引導參訪，講解濕地公園的緣起與生態內容，也

講解鳥類、昆蟲及植物與人類生活的關係，藉此更加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學習到尊

重生命，讓榮譽觀護人有更寬廣的視野。除了對人的關懷輔導，對於環境也應該善盡

做為地球公民的責任，期盼透過參訪活動激勵大家一同發揮在地的力量保育環境，讓

社會勞動業務更增添公益色彩。 

高雄地檢署榮譽觀護人－鳥松濕地公園生態觀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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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進社會勞動執行之效能，充

實觀護人及觀護佐理員執行業務的應

變力及專業知能，高雄地檢署於 108

年 8月 30日辦理 108年度「社會勞

動觀護人暨觀護佐理員教育訓練」；

首先，是日上午 9時假鳥松濕地公園

進行動態的社勞機構參訪，下午 2時

則是假本署第二辦公室進行一系列

「個人資料保護法」、「新聞稿撰寫」、「公

務倫理」等課程的研習。 

 

是日課程，在野鳥學會總幹事林昆海、理事陳新政陪同及導覽解說下，參訪鳥

松濕地公園，藉由野生鳥類的欣賞、自然觀察，探討到自然生態的研究及保育，徜

徉在自然芬芳的生態綠洲，更讓觀護團隊及榮譽觀護人深刻感受，在有效管理下，

社勞人對園區維護及關懷社會公益的具體作為。 

 

為使與會者汲取專業知能和實務經驗，社勞組觀護人特將核心經驗深入淺出地

交流與傳承，而為更了解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運用，特聘梁志偉律師用淺顯易懂

的案例解析，以利迅速正確的認識個資法，另因應司法保護的宣導作為及提昇機關

形象，由黃子芳講師從了解新聞價值，啟發撰寫新聞稿的「靈敏度」、「創意

感」、「新思維」，課程最後更安排主任觀

護人佘青樺親授公務倫理，為本次的課程畫

下圓滿的句號。 

檢察長周章欽表示，走出戶外除可撫慰

身心靈，激勵工作士氣更可重新充電再出發，

藉由本次多元充實的教育訓練，除緩和平日

工作壓力、凝聚整體的向心力外，盼協助觀護

團隊提昇輔導知能和技巧，並具更宏觀的視

野與全面性的處遇能力。  

「凝聚激盪，引領成為一道光」 

-雄檢辦理 108年度社會勞動觀護人暨觀護佐理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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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中華民國第十五任正、副總統大選暨第十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已剩下不到百日，隨著各候
選人出馬表態參選，選戰將正式進入最後白熱化階
段。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長周章欽為貫徹反賄
決心，於 108 年 10 月 14 日下午受內政部警政署警
察廣播電臺高雄分臺特別邀約，參與「蒐證一起來，
全民抓賄選」廣播的錄製，探討現行賄選方式花招
百出，若民眾發現疑似收賄情形該如何進行蒐證、

檢舉，盼透過本署周章欽檢察長大力宣導，將反賄選理念深植人民心中，一齊打造
廉潔選風。 

是日錄音由本署周章欽檢察長擔任主講人，周檢察長在節目中除了向聽眾提及
現今賄選樣貌日新月異，亦親授相關蒐證方式，如利用智慧型手機錄音、錄影等，
深化大眾反賄選的法律常識；此外，周檢察長在此亦向社會大眾呼籲，賄選不論買
票、賣票皆屬犯罪行為，買票最高關十年，賣票最高關三年，希望聽眾朋友能有所
警惕，切勿以身試法。 

即日起，周檢察長於警廣高雄臺精心熱情錄製的廣播將不分時段播送，檢舉專
線 0800024099 亦全天候受理選舉不法收賄案件，冀望藉由廣播發送，邀請全體國

「蒐證一起來，全民抓賄選」錄音廣播 
-雄檢結合警廣高雄電臺辦理反賄選宣導 

「反賄選宣導及實務案例」專題演講 

-雄檢結合內政部移民署辦理反賄選宣導  

 高雄地檢署結合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

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於 108 年 10 月 4 日上午假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10 樓會議室辦理反賄

選宣導，宣導對象為移民署內部行政人員及辦理

新住民業務相關單位，宣導目的期藉由本署具專

業法律背景講師授課，以各機關公僕為種子，將

反賄選的重要知能散播給新住民，以具體的法治

觀念輔導新住民有效融入本國民 主文化。 

本次宣導由本署佘青樺主任觀護人擔任「反賄選宣導及實務案例」專題演講」

講師，是日課堂中以實務實例說明各種賄選樣態，並呈現過去幾年查賄的有效成果，

提供各種檢舉管道，加深各單位反賄選的具體法律知識，邀請聽講者共同廣為宣傳，

檢舉賄選不僅為國家爭取公共利益，還可以獲取高額獎金，實是一舉兩得。 

透由佘主任觀護人風趣且豐富的演講，冀希移民署戰友的投入能將反賄選的重

要性傳達給人口比率越來越高的新住民，避免其因對環境及法律不熟悉而遭金錢誘

惑觸法，邀請其加入國人全民反賄選的行列，共同營造乾淨自由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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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地檢署結合司法保護據點-明義社區發展協會，於 108年 9月 20日上午假明

義社區活動中心辦理「檢舉賄選，你我有責」宣導活動，宣導對象為社區銀髮族，宣

導目的期藉由發揮司法保護之功能，邀請民眾一起打擊犯罪，建立乾淨民主家園。 

是日活動，本署宣導人員向聽眾介紹賄選樣態，現場民眾互動踴躍主動舉例所知

賄選方式，例如：現金買票、贈送禮品、招待旅遊或餐會…等，民眾對於賄選方式有

相當程度的了解，宣導人員進而鼓勵一起抓賄選獲得檢舉獎金，本次總統、副總統選

舉最高檢舉獎金為新台幣 1500 萬元，立法委員選舉最高檢舉獎金為 1000 萬元；並

教導蒐證技巧以及相關法律知識，告知檢舉賄選

管道：親自、書面、撥打專線 0800024099#4，或

以電子郵件向地檢署、警察局、調查處或機動組檢

舉。 

    透過本署人員活潑生動解說，現場老人家

個個爭相搶答有獎徵答題目，氣氛相當熱烈，最

後大合照大聲高呼「蒐證一起來，全民抓賄

選」，希望本次活動能帶動社區民眾為民主抗拒

金錢利誘，拒絕賣票、向買票說不。  

「檢舉賄選，你我有責」 
-雄檢辦理司法保護據點反賄宣導活動  

  鑑於 109 年 1 月 11 日即將舉行「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暨第十屆立法委員」

選舉投票，高雄地檢署結合司法保護據點-五甲老人活動中心，於 108 年 9 月 18 日

上午假五甲老人活動中心一樓辦理「檢舉賄選，你我有責」反賄選宣導活動，針對

上了年紀的銀髮族加強反賄選的概念，藉此發揮司法保護之功能，杜絕賄選惡習，

打造一個公平、公正、乾淨的選舉環境。 

 是日宣導活動，講師先解說何謂賄選和一般

常見賄選之手法，避免民眾因不了解賄選態樣不

慎觸法。也請民眾如有發現任何賄選情事，請撥

打檢舉專線 0800-024-099 按 4 並敘明具體特定

之人、事、時、地、物，藉由此次宣導讓民眾了

解到賄選是貪污的根源，切勿讓候選人以不正當

手段影響選舉結果，唯有選賢與能，才能讓人民

擁有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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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防止故意或過失的不法行為，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更有鑑於網路時代來

臨，民眾習慣利用網路進行各項日常活動，而犯罪集團則充分利用網路的便利性來進

行詐騙，且手法日新月異，令人防不勝防，故本署於 108年 9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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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的分類及特點」、「剖析詐騙手法遠離詐騙陷阱」為主題，

宣導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並分析詐騙貫用手法，進而教導民眾除應尊重智慧財產權

外，更要遠離詐騙陷阱。 

  講師於課程中告訴學員，政府為運用智慧從事創作活動，所賦予在一定期間內的

權益保障，特加以立法保護，而這些法律所規範的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等的權

利，均稱之為「智慧財產權」，因現今網路資源無限，大家在不經意間易誤觸法網，

故藉由諸多實務案例之探討，引領了解何謂侵權行為及其相關之罰責；另為教導學員

能遠離詐騙陷阱，講師將去年排行前三項的詐騙手法 1.ATM解除分期付款設定 2.假網

拍 3.假冒親友名義，還有較為常見的公務詐騙、援交詐騙、中獎詐騙、假綁架詐騙…

等，逐一分析詐騙話術及詐財手法，更藉機宣導詐騙行為所會觸犯之罪責。 

  講師最後更貼心叮嚀在坐的學員，如日後接獲「購買遊戲點數」、「ATM解除分

期付款設定」、「假購物詐騙」等關鍵字就是詐騙，務勿要多加留心，一旦察覺有異

先不要驚慌，應立即撥打「165」反詐騙專線諮詢，由承辦人員分析是否為詐騙伎

倆，除能避免鉅額的財產損失，更可協助警方打擊犯罪進而破獲不法集團。  

高雄地方檢察署 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智慧財產權的分類及特點」、「剖析詐騙手法遠離詐騙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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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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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添浩志工

擔任講師，特結合慈濟團隊帶領學員，以活潑的

手語律動方式帶來「美麗晨曦」歌曲，溫暖學員的心，拉近與學員間的距離。 

是日課程以『東非義診之天堂與地獄』為主題，講師葉添浩醫師分享了他長年投

入海內外義診的心路歷程，東非三國因為伊代造成的大風災，原本困苦的生活環境更

雪上加霜，講師講述他在東非所看到的情境，衛生環境不好，看醫生對他們來說更是

奢求，葉添浩醫師運用自己的學醫技術，積極投入救災，看見災區中一幕幕的無常，

見苦知福，更了解要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個好念就是一件好事，儘管能力有限，但

盡自己所能去幫助別人，心靈上卻是充實富足，每個因緣、每段生命都值得我們善

待、珍惜。 

本日課程後段，講師也呼籲學員，酒駕已

連續十年成為車禍死亡原因的榜首，同時

撥放影片傳達了酒駕受害者家屬的心聲，

酒駕造成的不只是一個人生命財產的損

失，更毀了一個圓滿的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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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大家有著「開車不喝酒，酒後

不開車」的正確觀念。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講題「東非義診之天堂與地獄」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近年來，酒駕事件仍時常充斥在社會新聞中，不僅造成傷亡，更使無數個家庭破碎，

為減少酒駕情形屢屢發生，立法院修法提高酒駕刑責，並於 108年 7月 1日酒駕新法正

式上路，期望駕駛者們能夠更加警惕，飲酒過後切勿駕車上路，本署於 108年 8月 21日

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特邀請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洪振航訓

練員擔任講師，藉由分享親身經歷及重新出發、適應社會過程，鄭重向學員呼籲酒駕之

惡果-害人害己。 

  是日課程以「醉不上道-快樂出門平安歸」、

「肇事勿逃逸，下車停、看、聽」為主題，洪講師

說明自身車禍脊髓損傷經歷，當失去所有希望的

時候，重新選擇以勇氣、毅力及親情之支持來面對

生命的挑戰，努力活出自己的尊嚴。脊髓傷友潘海

義先生亦上台分享車禍後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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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最後向學員重申酒醉駕車之後果，除了有民事賠償、行政處罰、刑事罰責等法

律責任，以及對自己、他人及社會產生的危害。另外，提醒學員如不幸遇車禍肇事切勿

逃逸，現場處置 3步驟：「停」、「留」、「打」，分別為停車查看、必要救護及現場

維持、撥打 110專線向警察機關報案，並於現場等候派員處理。期望透由本課程內容之

宣導，加強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觀念，勸導每個人都應遵守交通規

範，維護自身及社會大眾安全，大家都能快樂出門平安歸。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醉不上道-快樂出門平安歸」、「肇事勿逃，下車停、看、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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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政府不斷落實反毒政策，致力打擊毒品犯罪，為喚起全民對反毒的重視，

建構綿密防毒保護網，高雄地檢署結合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於 108年 9月 28日

在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中庭盛大舉行「108年新世代反毒總動員-反毒志工大會

師」。結合在職、在學、在營、在社區等共計 47個單位與會，透過各界反毒志工隊

的力量一同舉旗會師，共同推動毒品防制業務，雄檢除了組合志工隊代表在職力量參

與會師外，亦特別在現場擺設反毒有獎徵答攤位宣導新興毒品態樣與危害。 

是日活動，首先由義守大學宋江陣文化社帶來氣勢驚人的民俗表演，宋江陣早

期為民眾團結保護家園而形成，武器有旗、斧、刀、叉、棍、盾...等，有保衛祈

福、驅邪避煞的意念，表達全民反毒的決心，保護清新家園的意象。接著為在職、

在學、在營、在社區代表小隊長舉行授旗儀式，並揮舞旗幟宣示反毒決心，隨後大

高雄各公部門及民間單位代表一起啟動反毒手掌並高喊「心手相連、反毒總動員，

共創健康家園」，現場氣氛瞬間沸騰，反毒手掌象徵心手相連傳遞反毒的精神及各

界志工隊推動、凝聚社會大眾拒毒共識，一同為毒品防制努力，營造安全、健康無

毒的大高雄。 

高雄地檢署的反毒攤位活動一開始即受到

民眾熱烈的歡迎，呼朋引伴的參加有獎徵

答，透過圖文並茂的畫冊宣導新興毒品的危

害，建立家長與學童對新興毒品的認識及如

何拒絕與防備，進而用趣味的有獎徵答加深

民眾的印象。藉由現場宣導及同樂下，拉起

政府與民眾間的心手相連，全體一起為反毒

動起來，才能真正營造健康無毒的美麗家園。  

心手相連、反毒總動員，共創健康家園 
雄檢結合毒防局辦理 108 年新世代反毒總動員-反毒志工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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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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勞動時數如何換算呢？ 

Ａ：社會勞動 6 小時折算徒刑或拘役 1 日，如單一案件履行期間已為

一年不得再延長。  

 

社

會

勞

動

Q 

&

A 

Ｑ：給他關一關比較省事，幹嘛要去做社會勞動？ 

Ａ：社會勞動主要是針對輕微犯罪者，提供一個不同於入監服刑的轉向矯

正制度，相信不會有人願意待在監獄不出來，或是喜歡經常反覆進出監

獄，檢察官更不會以關人為樂！所以，在希望社會大眾給予真心悔過者一

個寬容且溫暖的懷抱的同時，受刑人是否也應該好好想想，要不要給自

己、家人及未來一個機會？雨後總會天晴，正面看待社會勞動制度，認真

執行，它會協助你重獲新生。 

http://www.pcc.moj.gov.tw/content.asp?CuItem=222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