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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勞動制度自民國 98 年開

始實施至今屆滿十週年，為檢視業

務成效、強化執行效能，高雄地檢署

於 108 年 11 月 22 日上午假高雄地

方法院五樓會議室辦理「108 年度社

會勞動機關(構)表揚暨督核業務座

談會」，邀請本署 36 個社會勞動機

關(構)與會交流，由周檢察長章欽、

佘主任觀護人青樺主持會議並頒發

表揚狀。 

 會中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前金區

清潔隊隊長吳愛華、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林園分局警員陳博彥分別以簡

報呈現社會勞動人平時垃圾清運、

溝渠清理、街道清掃及環境清潔、

廚房備料等勞動情形，感謝地檢署提供社會勞動人力紓解人力不足問題，並分享督導

社會勞動人經驗與特殊事項處理心得，認為擔任機關(構)督導不只是第一線監督社會勞

動執行的管理者，更是在社會勞動人遇到人生瓶頸時適時給予提點與協助的重要角

色。 

周檢察長表示，社會勞動制度不只減

輕監所單位案件負荷量，也避免輕微案件罪

犯於監所提升犯罪技巧，更讓其有彌補過錯

的機會、保有正常家庭生活，使其有足夠的

家庭支持能量支撐，提高其身心復原效率、

降低再犯風險，形成社會勞動人、社區、國

家三者，點、線、面全贏局面；感謝各位督

導遵行本署「執行社會勞動應行注意事項」

協助執行社會勞動作業，並給予社會勞動人

心靈支持，讓許多人在時數履行完畢後仍自

發擔任志工回饋社會，發揮社會勞動的正向

功能。 

雄檢辦理 108年度社會勞動機關(構)表揚暨督核業務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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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辦理此次反賄選宣導，有多項創新作為，更首次與台灣中油高雄營業處

合作，推出限量 7200 罐「加油送水」活動，於民國 108 年 12 月 20 日活動首日，假苓

雅區三多三路加油站舉辦聯合記者會，只要民眾到指定加油站加油，就有機會獲得印製

有反賄選文宣的瓶裝水，希望藉此加深社會大眾對反賄選的重視，進一步將檢舉賄選資

訊帶到民眾生活中。 

    喝水是人們生活基本需求，純潔乾淨的選舉風氣也是民眾最深切的期

待。高雄地檢署運用水的意象，結合台灣中油高雄營業處，於 108 年

12 月 20 日起推出「加油送水」活動，由檢察長周章欽及處長朱峯鎮共

同出席。檢察長周章欽致詞時表示此次反賄選宣導，高雄地檢署陸續推

出 RAP 歌曲、有線電視開機反賄畫面、300 台 CityBike 反賄廣告等多

項創新反賄選宣導活動，都是希望讓反賄選資訊可以深入人心。本次與

中油合作，是一個跨域結合、攜手反賄的重大象徵，民眾只要到指定的 15 家中油直

營加油站加油（詳高雄地檢署臉書），且金額超過新台幣 500 元，就可獲得印有反

賄選文宣的瓶裝水一罐，限量 7200 罐，送完為止。檢察長周章欽也特別強調，除了

傳統賄選花招外，賭盤、假消息、境外資金等也都有可能影響選舉的公正性，查察賄

選需要全民齊心努力，發現任何不法請趕緊蒐證並撥打檢舉專線 0800-024-099，讓

我們的選舉純淨如水。   

「加油送水反賄選」 

-高雄地檢署與台灣中油合作反賄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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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檢署為遏止毒品犯罪及賄選

情事發生，對於查緝毒品及賄選不遺餘

力，而於宣導上更希望透過社區力量來共

同防範。 故特於 108 年 11 月 8 日結合本

署司法保護據點「高雄市苓雅區建軍社區

發展協會」，辦理「檢舉賄選，你我有責」

暨「遠離毒品，從我做起」反賄選暨反毒

宣導活動。 

                                                                                                                                                                                                                                                                             

是日活動由本署同仁說明賄選常見型態，除傳統的現金買、賣票外，舉凡招遊、

餐會、提供走路工及幽靈人口等方式，都有可能是構成賄選的情形，提醒民眾切莫因

一時貪念而蹈入法網，並進一步教導民眾如何蒐集證據來檢舉賄選。另外也介紹新

興毒品的可能態樣，生活當中常見的飲料、咖啡包、糖果、梅粉及巧克力等零食飲

品，都有可能是毒品包裝，一旦食用將後患無窮，提醒民眾不可不防！ 

 

    活動的最後並藉由有獎徵答與民眾互

動，鼓勵民眾勇於擔任社區守護者，如遇

賄選或毒品犯罪情況，立即撥打檢舉專線

0800-024-099，檢舉毒品請按 2，檢舉賄

選請按 4，呼籲民眾共同加入反毒反賄選

行列，為清廉政治及善良社會攜手努力。  

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建軍社區發展協會「檢舉賄選，你我有責」暨「遠離毒品，從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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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勉勵假釋受保護管束人跨出這道高牆，本

署於 108 年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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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分會專程前往順億超低溫冷凍股份有限公司

一齊舉辦特定對象─受保護管束人職場觀摩活

動，共有 18 位本署受保護管束人共襄盛舉。 

    當日活動特請順億超低溫冷凍股份有限公司

品管主任許雯媚小姐分享水產加工之發展趨勢及

該產業現況介紹，本次就業促進活動以職場觀摩形式為亮點，課程開始先由許雯媚品

管主任鉅細靡遺講解水產加工業之運作流程，最後才將漁獲最初的鮮味於餐桌上完美

呈現，使在場學員對其產業的認知更加清晰；課程後段則由本署陳佩鳳觀護人以心靈

導師角色向在座學員關懷，說明這次職場觀摩能與市政府勞工局、 順億超低溫冷凍股

份有限公司結合實屬非常難得，並提及該企業對雇用特定對象更持樂觀開放的態度，

因此用心叮嚀學員莫過於擔心外界異樣眼光，好好耕耘並經營自我價值，沒有任何逆

境是過不了的。另外，許雯媚品管主任亦不吝開放部分作業廠區，帶領同學至產線參

觀，藉由許品管主任精彩豐富的實作解說，加上陳佩鳳觀護人的循循善誘，提高不少

學員們求職意願。 

職場觀摩活動尾聲透過現場徵才，特別安排許

品管主任與欲瞭解水產加工業之學員直接進行媒合

面試，以增進特定對象就業率，除了能讓更多民間企

業對受保護管束人重新改觀，唯才適用並給予力量

支持，亦使更生人能再次肯定自我，於人生旅途中不

再迷惘，盡快捱過難忍的就業寒冬，迎接幸福春天的

到來！ 

  

高雄地方檢察署結合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共同

辦理—『順億超低溫冷凍股份有限公司職場觀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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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 109 年 1 月 11 日第十五任總統、副總統及第十屆立法委員之選舉，本

署於 108 年 11 月 3 日假中山大學所舉辦之議長盃防毒馬拉松活動辦理反賄選宣導，希

望民眾在強健身心之餘也能建立良好法治觀念，將反賄選的資訊深入民心，本次高雄地

檢署在馬拉松活動會場擺設攤位，提供多樣精美又實用的獎品，利用有獎徵答之方式讓

民眾瞭解賄選的多種態樣(例如:走路工、餐飲款待、代繳稅收、贈送具有一定經濟價值物

品或免除債務等)，現在賄選方式花招百出，請民眾一定要特別留意，切勿貪小便宜，若

有發現疑似賄選之情形，請立刻撥打檢舉專線 0800-024-099，撥通後再按 4，即可檢

舉不法行為，檢舉獎金最高新台幣 1500 萬元，所有個資絕對全程保密，請各位民眾共

同「蒐證一起來，全民抓賄選」。 

        

     

  

 

 

「山海戀歌 再現柴山」議長盃防毒馬拉松 

-雄檢結合馬拉松辦理反賄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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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總統及立法委員大選將至，為端

正選風及提升民眾法治觀念，高雄地檢署

於 108 年 11 月 03 日上午結合鼓山在地

知名的哈瑪星濱線祭活動，於現場辦理反

賄選宣導及邀請民眾共同打擊賄選。 

     是日活動，本署宣導同仁於現場設置有

獎徵答攤位，藉由輕鬆逗趣的遊戲互動，

向現場民眾傳達反賄選相關資訊，呼籲全

民攜手一同打擊賄選、選賢與能，並提醒

民 眾不論買票或賣票都可能構成賄選行為，如有

發現可疑的賄選情形，請盡速透過錄音、錄影等方式蒐證，並向地檢署、警察局或調

查處提出檢舉，就有機會獲得高額檢舉獎金。另外現場也懸掛本署「蒐證一起來，全

民抓賄選」的布條，於與民眾互動時鼓勵大家勇於檢舉賄選，檢舉電話 0800-024-

099。 

雄檢辦理鼓山哈瑪星濱線祭反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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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賄觀念深耕校園 民主法治從小開始」 
                 -雄檢結合民族國小校慶辦理反賄選宣導  

  小學是接受最初正規的教育階段，更是人格發展的基礎養成，高雄地檢署為宣導學

生正確選舉的法治觀念，並讓反賄意識向下紮根，特於 108 年 12 月 14 日結合高雄市

立民族國民小學 37 週年校慶暨運動會，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讓沒有投票權的學生也

可以成為反賄種子，藉而將反賄觀念深耕校園，民主

法治正確觀念可以從小開始。為讓學童了解反賄選的

意涵及重要性，更希望反賄觀念能薪火相傳，本署特

選在朝氣蓬勃的校園辦理有獎徵答趣味互動，運動完

拖著疲憊身體的小朋友，望著大排長龍的隊伍，仍井

然有序地排隊，當本署同仁問及檢舉賄選專線是多

少？更是熱絡踴躍地搶答 0800-024-099，答對時臉上

洋溢著驕傲又滿足的神情。   

「全力查賄  齊心反賄」 

-雄檢結合大眾、中廣電台進行反賄選廣播宣導  

    為建立乾淨民主的選舉風氣，並凝聚「全力查賄 齊心反賄」的全民意識，高雄地

檢署特於 12 月 9 日及 16 日，由檢察長周章欽親上大眾及中廣電台，進行廣播收音與

專訪，期藉由電台傳播速度快、不受地域限制的特性，讓反賄選資訊可藉由雲端傳遞

深植每位聽眾心中。  於專訪中，周檢察長以輕鬆詼諧方式，說明相關賄選犯行；亦針

對今年法務部推出之宣導主軸「科技查賄  雲端反賄」概念，及如何運用雲端來檢舉賄

選。所謂科技查賄即運用科技設備來作蒐證及進行偵

查程序，本署設有數位科技辦案中心建立選情資料庫

及數位採證；也運用創新的宣導方式，如 RAP 反賄選

歌曲上傳到臉書及 YOUTUBE，或是 35 萬以上家用戶

有線電視數位機上盒開機反賄畫面…等等，將反賄選

宣導以環保、迅速、便民等方式傳遞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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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於 107 年年底全面鐵路地下化後，除了旅客搭乘更便利外，也吸引許多鐵

道迷及觀光客到這些新興車站拍照打卡，雄檢也看準此宣導契機，周章欽檢察長特指

派吳協展主任檢察官率同政風室、觀護人室同仁拜會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高雄運務

段，雙方對於運用現行通路進行反賄選宣導達成共識，段長並允諾高雄各臺鐵車站都

可以加入宣導行列，希望讓搭乘火車的旅客或鐵道迷都可以接觸到反賄選資訊，並勇

於撥打 0800-024-099 專線檢舉賄選。吳協展主

任於會談中感謝臺鐵對反賄選宣導的協助，而為

了加強宣導力道，除了於車站內製放海報及布條

外，也會運用跑馬燈及電子看板播放「學不賄」

MV，希望讓反賄選資訊可以更吸睛。  

｢鐵定要反賄 ｣ 

-高雄地檢署吳協展主任檢察官拜會臺鐵高雄段合作反賄選  

 高雄市經發局 108 年 12 月 7、8 日於駁二大勇區 8 號倉庫及蓬萊區 B6 倉庫舉

辦「2019 大港自造節」，本署此次結合第四屆的自造者嘉年華活動，融入「享受自

造、動手做」的自造特區，持續宣導反賄常識及「雲端反賄 APP」下載等資訊，讓反

賄透過無遠弗屆的網路世界發揮便捷有效的新力量，凝聚民眾反貪腐的信念，達到清

廉民主的目標。 

是日雄檢與高雄各級學校、微型創業者、自造團隊在 M.ZONE 大港自造特區設

攤，現場約有一百多個單位參展，更有自造市集、自造教育主題館、街頭表演集結，

即使略飄雨絲，洋溢歡樂氛圍的駁二不受陰霾的天候影響，陸續湧入人潮，本署同仁

邀請遊客參與有獎徵答，問答之間，大、小朋友對於構成賄選的行為、檢舉獎金、檢

舉專線、「雲端反賄 APP」有了初步的瞭解，並加深不

買票、不賣票的法治觀念，亦鼓勵大眾把手中神聖的選

票投給賢能的候選人，一旦發現不法之情資，以正確的

蒐證方法共同打擊黑金賺獎金，切勿心存僥倖而誤觸法

網，全力遏止貪腐的歪風漸長，人人善盡公民責任，人

人齊心反賄，促使國家未來發展、社會生活環境益加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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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幫助社會勞動人提昇自我價值，進

而肯定自己並實踐於生活，本署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辦

理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課程主

題為「自我價值的肯定與實現-心六倫的

體現」，邀請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方麗

雲女士擔任講師。 

    課程開始前，講師引導學員透過調整氣

息來放鬆，進而覺察內心的起伏動念，不隨外在環境影響心情。講師舉例郭台銘與證

嚴法師的對話來告訴學員，行善要讓人有尊嚴，就算是行善也要本著以對方的角度去

思考。 

    搭配故事來提醒家庭關係是倫理關係而非”論理”的關係，只求生活和諧不爭對錯，

時時存感恩的心，時時予以掌聲，讓家人相處起來更加愉快輕鬆。而在職場倫理上，

利用影片反思面對職責應該有的態度，除了守本分以外應該用心思考，態度積極的去

完成事情，互相尊重彼此成就。 

    講師更透過有獎徵答增加與學員互動，讓

學員有機會回饋，最後提醒學員若以關懷感

恩的心，愛人及愛物，倫理的實踐將不再困

難，先由自身做起，進而推廣並影響他人，使

人人都能成為心六倫的實踐者。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講題「自我價值的肯定與實現- 

心六倫的體現」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本署於 108 年 12 月 04 日假高雄地檢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

智、財犯類課程，邀請聖島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 劉慶芳 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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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分享。 

       講師從智慧財產權特色開始講解，從保護人類智慧結晶，而藉法律擬制出之權

利、種類、範圍、保護方法隨時代進步不斷變化，接著介紹智慧財產權性質，在一定

期間受到保護，超過期間則成為公共財，法律給予智慧財產權人一定權利，鼓勵創

新，但若權利過大或遭濫用，可能造成不公平競爭或限制知識、文化之散佈，法律須

於兩者間取得平衡，訂對智慧財產權之限制，如著作權法中的「合理使用」及專利法

中的「強制授權」，詳實的課程內容讓同學們留下深刻之印象。 

       課程後段介紹「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案例分享」，以實際案例分析商標的侵權行

為，例如明知為他人著名之註冊商標，而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

號、團體、網域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或減損該

商標之識別性或信譽之虞者，或明知有侵害商標權之虞，而製造、持有、陳列、販

賣、輸出或輸入尚未與商品或服務結合之標籤、吊牌、包裝容器或與服務有關之物

品，皆屬侵害他人商標權，課程中講師以時事新 聞

影片等貼近生活的方式提醒學員，勿貪一時方

便而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期勉學員共同攜手

來保護智慧財產權。   

高雄地檢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講題「保護智慧財產權，你我都有責」、「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案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周章欽 

  為幫助社會勞動人提昇自我價值進而實踐於生活，本署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課程主題為「遇

見自己的圓滿」，邀請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張耀心女士擔任講師，期望透過實現

心六倫的核心理念，啟發學員發現自我價值。 

  課程之初，講師利用心理測驗(現在的你幸福嗎?)做開頭來跟學員互動，進而導入

本次主題「圓滿」，講師表示圓滿是一種心理狀態，它是一種主觀感受，只要你自

己覺得接受，而且沒有抱怨，甚至於存在著喜悅，那就是圓滿，圓滿幸福是可以練

習的，「對於過去」練習與過去的自己和解、接納不完美的自己，「對於現在」活

在當下，心無罣礙，「對於未來」做自己的命運規劃師。 

      課程後段推廣心五四運動，透過四安(安心、安身、安家、安業)、四要(需要、

想要、能要、該要)、四它(面對、接受、處理、放下)、四感(感化、感動、感恩、

感謝)及四福(知福、惜福、培福、種福)等行動方針，希冀學員加以運用，進而創造

幸福美好人生，達到心靈環保的最終目標。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講題「「遇見自己的圓滿」 」  



編輯：蔡瑩純、李瑞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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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