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檢署、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及高雄市立

凱旋醫院於 109 年 12 月 18 日上午 9 時，假高雄展

覽館聯合主辦「高雄領航 2020 毒品防制新作為網絡

合作研討會暨多元處遇成果發表會」，臺灣毒品處遇

政策研究學會、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

合作協辦本次活動，共同發表「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

計畫」實施成果，並舉辦多場專題演講，期能將高雄

地檢署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計畫作為示範並推展全

國，落實「全面減少再犯」之最終目標。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法務部蔡清祥部長、

高雄市陳其邁市長、衛福部心口司諶立中司長親自蒞臨指導，最高檢察署江惠民檢察總

長、高檢署邢泰釗檢察長、高雄高分檢楊治宇檢察長、臺南高分檢張清雲檢察長、高雄

地檢署莊榮松檢察長、橋頭地檢署洪信旭檢察長、臺北地檢署周章欽檢察長、嘉義地檢

署繆卓然檢察長、臺東地檢署陳松吉檢察長、屏東地檢署黃謀信檢察長、澎湖地檢署李

嘉明檢察長等人亦到場共赴盛會。 

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致詞時表示反毒如同防禦型戰爭，必須靠跨領域共同合作努

力，並給予高雄地檢署高度評價，率先實施「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計畫」，展現精湛成

績，堪為全國表率及先驅；相信加以推廣高雄地檢署模式至全國，毒品防制工作將更上

一層樓。法務部蔡清祥部長致詞時強調，106 年起行政院開始實施新世代反毒策略，明

年即將推動第二期，表示毒品防制工作只靠緝毒是無法徹底解決，必須從需求面下手，

並進一步肯定高雄地檢署表現，領先於 107 年 3 月實施「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計畫」，

以高雄地檢署為中心，並與高雄市政府毒防局合作，以及結合醫療、衛政、勞政、社政

及獄政共同組成「貫穿式司法保護戒癮網絡」，全力為吸毒者戒除毒癮，透過緩起訴處

分附命戒癮治療，促使戒癮者接受完整戒癮治療與輔導，兼顧工作及家庭，進一步向國

人展現政府營造無毒家園的決心。 

雄推戒癮心思維 開創反毒新紀元 
高雄地檢署、高雄市政府毒防局、高雄凱旋醫院 

共同合辦「高雄領航 2020 毒品防制新作為網絡合作研討會
暨多元處遇成果發表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專題演講部分，羅秉成政務委員首先以「毒品再

犯防制新展望」揭開序幕，帶來精采演講。接著，高

雄地檢署莊榮松檢察長為「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計

畫成果發表」專題引言，強調多元司法處遇已成未來

趨勢，高雄地檢署率先提出新作法，實施期間，高雄

地檢署全體人員群策群力，依據執行情形及個案狀

況進行滾動式調整及修正，使計畫運作更臻完善，發

揮戒癮治療最佳效果，未來高雄地檢署會持續努力，

積極提升戒癮治療之完成率。隨後，高雄地檢署陳筱

茜檢察官透過多元司法處遇訪談紀錄片，分享「高雄地檢署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

發展歷程；並首次公開播放由高雄地檢署人員所拍攝、改編自戒癮者及其家屬真人

真事之微電影，除強調家庭支持對於戒癮治療的重要性外，藉以介紹高雄地檢署針

對分流至社區處遇執行的成癮性較低個案

所精心設計的社會復健治療課程，鼓勵並激

發戒癮者戒除毒癮之決心及能力。  

  最後壓軸邀請神秘嘉賓演唱「夜空中最

亮的星」，高雄地檢署與戒癮者一起約定，

即使路遙遠，也要一起走下去，為「本土化

多元司法處遇計畫成果發表」專題劃下圓滿

句點。  

    

 

雄推戒癮心思維 開創反毒新紀元 

高雄地檢署、高雄市政府毒防局、高雄凱旋醫院 

共同合辦「高雄領航 2020 毒品防制新作為網絡合作研討會暨多元

處遇成果發表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檢署於 109 年 12 月 7 日辦理今年最後一

場緩起訴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持續為施用毒品個案講解戒癮治療流程及相關規

定。是日說明會由陳觀護助理員擔任講師，於一開

頭解釋參與今日說明會之重要性，尤其為安排個

案至醫療院所接受初診，醫生會為個案評估制定

其適合之處遇，若安排約診無故未到，錯失初診之

機會，本案也將會再退回給檢察官裁示是否撤銷。

因已遇過個案約診未到或履次安排卻爽約而經檢

察官裁示撤銷，所以會再次對參與個案強調說明，

希冀參與說明會後，除了了解戒癮治療之過程，更

能珍惜緩起訴處分的機會，攜手擺脫毒癮困擾迎接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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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惜您我健康，一起拒毒不返毒 

雄檢辦理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有效管理與執行緩起訴附帶應履行

義務勞務案件及附條件緩刑義務勞務案件，

使被告了解相關法治觀念與義務勞務執行

規定， 高雄地檢署於 109 年 12 月 26 日假第

二辦公室團輔室辦理義務勞務勤前說明會，

由洪聖倚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向緩刑及緩

起訴處分被告宣導相關法治觀念與執行須

知，當日共有 12 人參加。 

 為建立新的法治觀念，於課前播放「修復式司法」宣導影片，期以新的視角看待犯

罪，建構以人為本的柔性司法體系，講師向被告宣導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規定，及義務

勞務相關條例說明，提醒被告務必於期間內遵守相關規定並完成義務勞務，期許被能告

知法守法、建立良好法治觀念，在緩起訴的一定期間內，被告都能保持良好的行為，沒

有違反緩起訴的條件，則據為緩起訴的犯罪事實，便得以免其訟累與刑罰。開一條自新

的路給真心悔悟的被告，使其藉由社會服務回饋社會並回歸社會。 

最後以案例介紹，讓被告了解回饋社會的正

向循環，並藉由了解法律避免觸法，達成柔性

司法保護與觀護輔導矯正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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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榮松 

  現今社會上犯罪多數為酒駕案件，藉由飲酒紓解

壓力或助興後，因心存僥倖而酒後駕車，不僅危及自

身安全，更是造成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危險，甚至造成

終生遺憾。 

   高雄地檢署為加強法治觀念，於 110 年 1 月 6 日

上午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

邀請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會潘海義總幹事及葉展逢

理事擔任講師，以「暢快喝茫，視線茫茫，死神伴身

旁」及「馬路危機多，尊重路權少事故」為主題，以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

人為對象進行宣導。 

    課程開始，講師向現場受保護管束人宣導，現行法規針對酒駕行為已加重罰則，並以

自身車禍脊髓受傷經驗，傳達酒後駕車的危險性，強調酒駕所付出代價，往往超出預期，

酒後駕車前，除考量自己安全外，亦須顧慮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提醒切莫貪圖一時

方便而釀成不能挽回的悲劇。 

    除預防酒駕行為以外，講師提醒平時駕車上路，亦須多加注意用路安全，期望透過今

日課程能增進法治觀念，現場受保護管束人藉此保護自己也能保護他人，最後期勉現場

受保護管束人，即使人生無法重來，但可以重新開始。 

 

高雄地方檢察署法治教育課程－ 

「暢快喝茫，視線茫茫，死神伴身旁」 

「馬路危機多，尊重路權少事故」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檢署為促進受保護管束人在地之就業、家庭、健康、法律觀念及成人教育等

全面之進化，自 87 年起與高雄市鳳山區公所合作，95 年 7 月起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高雄分會亦加入推行鳳山區觀護輔導業務，本署檢察長莊榮松今(8)日親臨鳳山區公所

致贈感謝狀予鳳山區區長施維明與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高雄分會資深志工許武南，感謝

及肯定其多年來為司法保護的付出。 

鳳山區公所於 87 年起提供場地予本署觀護人室辦理「全人再造」活動，使受保護管

束人能就近接受多元處遇，且省其舟車勞頓之苦。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高雄分會於

95 年 7 月加入輔導行列，每月由一位師兄姐至活動現場分享人生經驗，有時也會帶領個

案至監所現身說法，傳遞常存感恩、知足、惜福之心，多年來地化的輔導成效卓著，甚

至有受保護管束人於保護管束結束後全心投入慈濟資源回收志工、監所教誨志工，還曾

接受大愛台的採訪；雄檢更於 100 年與鳳山區公所合作開設「高雄司法便利店」，是全

台第一家司法保護據點，結合民間團體，提供相關法律協助及轉介服務。 

檢察長莊榮松表示環境影響人的心境，尤其目前全民需對抗疫情的襲擊，公私部門

合作共同建立友善的空間，協助民眾或受保護管束人自我管理、提昇心靈的管道，實是

貫徹法務部施政重點：拉近人民與司法距離、提升打擊犯罪量能、建構便民法制體系、

創新專業效能的法務政策，營造一個安居樂業、世代健康的幸福家園，藉由與其他部門

的合作，區域聯盟的司保功效會一直持續著、發亮著。  

司保據點雄便利 全人再造更 Easy － 

高雄地檢署、鳳山區公所、慈濟高雄分會共同推行鳳山區柔性司法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鼓勵受保護管束人積極復歸社會，高

雄地檢署結合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

雄分會及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春節前

夕進行寒冬送暖活動。本署檢察長莊榮松一

向重視柔性司法的落實，特於今(13)日偕同

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主委陳義成、高雄市榮

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劉瑞卿前往弱勢受

保護管束人家中探視，由檢察長莊榮松親自

頒贈 3000 元慰問金、陳主委及劉理事長致

贈禮物予個案，希望其能過個好年。 

     本次春節公益關懷活動，係於過年前發

送慰問金予生活較困頓之受保護管束人。是日活動訪視之受保護管束人，三年前因工作

自高處摔落重傷，造成下半身癱瘓，無法完全自理生活，個案需租屋、就醫復健，生活

及經濟十分冏迫，幾度無法面對遭逢變故的人生。莊檢察長、陳主委及劉理事長親自到

受保護管束人住家，為其加油打氣，鼓勵其相信醫療、相信自己有復原的機會。 

      莊檢察長本日親訪受保護管束人，希望在

冷凜的寒流中能為其帶來溫暖，勉勵其迎接新

牛年，應仿效牛的精神，勤勉、耐勞，穩穩地

一步步向前，勇於面對困境，不放棄希望。莊

檢察長亦感謝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及高雄市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協助本署各項柔性司法的

推動不遺於力。 

 

祝福受保護管束人 HAPPY 牛 YEAR 

高雄地檢署結合更保高雄分會、高市榮觀協進會寒冬送暖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檢署於 110 年 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特邀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李蕙妙志工擔任講師，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

課程，藉由溫馨的表演與分享靜思語，傳達愛與關懷的宗旨，協助社會勞動人復歸社會

並提昇自我認同。 

   是日課程以『把愛找回來』為主題，講師李蕙妙志工分享自身案例，本身曾是一位知

名美髮設計師，享譽國際並經常受邀擔任講師，收入豐碩名利雙收。但夫妻感情不睦，

丈夫長期酗酒家暴造成身、心、靈嚴重受創，並面臨離婚邊緣，在一次出國比賽發生的

溺水意外，亦差點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因此讓自己對人生觀起了根本的變化，在一個

慈濟的因緣改變自己一生的想法與作為。課程中講師透過投影片向學員分享面對苦，能

甘願、認命，且盡己之力為人群付出，心靈就能美滿幸福，慈悲不是用口說，貴在走入

人群付出；宗教不應存於形式，要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節能、環保、茹素等等做法都是

保護地球愛護下一代最積極的行為，期盼學員參加完本次講座能有所省悟，打開心門把

愛找回來！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講題「把愛找回來」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110 年 1 月 16 日高雄市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召開會員大會並選舉第 18 屆理、

監事及理事長，高雄地檢署檢察長莊榮松

偕同襄閱主任檢察官徐弘儒，榮觀全國聯

合會理事長洪明鑫亦率幹部一同參與盛

會。 

莊檢察長致詞時表示感謝榮譽觀護人不辭

辛勞地協助地檢署，協助推動各項司法保護業務辛勞付出，藉此機會表達敬意與謝

意，祝福協進會運作圓滿順利。會中理事長劉瑞卿報告協進會相關會務，並感謝所有

榮觀對協進會的支持及推展觀護業務、增進司法保護業務之參與。隨即進行理監事選

舉並召開第 18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在溫馨和諧的氣氛下會員踴躍的投票，選舉結果

由羅守蓁女士當選為第 18 屆理事長。 

卸任理事長劉瑞卿在莊檢察長及會

員見證下，將印信交接給新任理事長羅

守蓁。新任理事長羅守蓁表示，高雄市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倡導全民知法、守法

運動，運用社會資源、關懷社會上需要

幫助的人，希冀透過榮譽觀護人的關

懷、專業知能與輔導技巧，協助地方檢

察署推展觀護業務，為和諧社會與犯罪

預防的目標共同努力。  

   

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召開會員大會 

暨選舉第 18 屆理、監事及理事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檢署於 110 年 1 月辦理緩起訴毒

品戒癮治療說明會，為施用毒品個案講解戒

癮治療流程及相關規定，並說明本署推動本

土化多元司法處遇計畫之美意，可以在不用

進勒戒所、並在影響日常生活最小幅度的情

況下，於緩起訴期間內完成戒癮治療與義務

勞務，戒除毒癮，還給自己一個乾淨明亮的無毒人生。  

為辦理緩起訴戒癮治療業務，高雄地檢署替藥癮者引進更多資源以穩定其日常生

活，故與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及轄區內各大醫院合作，積極推動各項輔導。在說明

會最後，講師也叮囑個案務必於指定日期至醫院門診，積極接受戒癮治療，擺脫毒癮

困擾，迎接更明亮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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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戒毒成功專線： 0800 － 770 － 885 

戒毒，淨化自己的人生 

雄檢辦理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多數誤觸法網者均為法律知識不足，

因此覺得法律理念跟生活常識略有距離，

而萌生所謂的司法不公之意，為強化學員

法治觀念並免於走在法律的風險線上，高

雄地檢署於 110 年 1 月 20 日上午，假第

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邀請高雄市榮民總醫院精神部張琦臨床心

理師擔任講師，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引領

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進入

「法律小學堂」。 

講師先講解何謂緩起訴及緩刑，再告知施用毒品之緩起訴多元處遇模式為何﹖並

強調為遏止新興毒品的散播，將重罪重懲毒販以守護國人免於危害；為宣導現階段家

防系統，已給予受暴者足夠的保護能量，更希望在面對家性暴兒虐事件時能伸出援

手，及時撥打保護專線 113 或緊急救援電話 110、119，以降低受暴者傷害的可能。 

回顧去年 COVID-19 對世人身心及經濟的衝擊下，失業率爆增，但，在全民的守

護下我們仍享有相對平安自由的生活，有些人心存感恩、有些人卻因此過度恐慌，這

是因為壓力承受度因人而異，適度的壓力可以培養自信，長期陷在消極負面的情緒

中，只會讓人看不見其他的可能，最後講師期勉現場學員，美好的人生是建立在健康

的身心上，希望與會者能適度紓壓，並提升自我了解。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法律小學堂」、「心存善念、認真生活，掌握在己」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使緩起訴處分被告瞭解相關法制觀念與

義務勞務執行規定，高雄地檢署於 110 年

01 月 26 日假第二辦公室團輔室辦理義務勞

務勤前說明會，由王慈恩觀護佐理員擔任講

師，向緩起訴處分被告宣導重要法治觀念與

執行須知。 

是日課程中，首先播放「修復式司法」

影片給學員觀看，並宣導修復式司法的理

念，接著講師向學員宣導緩起訴義務勞務相

關法治觀念、緩起訴期間若再犯則撤銷緩起

訴等注意事項，並告知學員履行期間不得向

勞動機構提出自願性捐款換取勞動時數，不

涉及個人利益及政治色彩、不得與現行法令

有所抵觸等相關規定。課程結尾，講師藉由

案例分享，讓學員了解並利用勞動之機會來

回饋社會形成正向循環，達成柔性司法保護

與觀護輔導矯正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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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榮松 

在資訊社會、數位時代與知識經濟裡，如何保護自己的知識不被他人取得已是現

在備受注目的焦點，然而，網際網路的發達，使各項領域知識的流通與擷取更加便

利，產生了眾多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爭議與問題。高雄地檢署於 110 年 2 月 3 日假第

二辦公室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邀請陳鏗年律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

護管束人講授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智慧

財產權及其他易誤觸之罪型。 

智慧財產權是一種無體財產權，係指人類

精神活動成果，而能產生財產的價值，由

法律所創設的一種權利，包括專利權、商

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積體電路電路

布局等。講師特別針對民眾較易觸犯之著

作權、專利權及商標權做進一步說明與案例分析，尤其網路的使用如文章的引用或轉

貼；商標使用行為是否獲得商標權人的同意；或販賣偽造或仿造之商標、商號貨物等

行為，透過案例使個案認識侵權行為與相關刑

責，讓個案了解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 

     講師舉生活實例引領個案更加認識課程另一主

題—侵占、賭博、恐嚇及贓物等罪刑，例如拾獲皮

夾據為己有、自宅營利性賭博、恐嚇取財既遂未遂、

網路購得明顯價差之來路不明貨物等，可能構成之

犯罪行為與刑責，特別提醒個案日常生活行為與法

律密不可分，若存僥倖心理，即可能引禍上身。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認識智慧財產權與侵權爭訟」 

「淺談侵占、賭博、恐嚇、贓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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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2 月 21 日基層農會將進行農事

小組組長(副組長)、會員代表之選舉，而高

雄地檢署日前除召集轄區內警、調、廉等單

位會商查察賄選及防制暴力因應對策外，也

於２月 5 日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南區

分署高雄辦事處（下簡稱高雄辦事處）二樓

會議室，就與會之農民及職員進行反賄選宣

導，呼籲本次農會選舉不容許有任何黑金或

暴力介入，高雄地檢署會積極查賄，也請各

位農民朋友們一起來支持反賄選。  

    當日反賄選宣導活動由高雄辦事處王惠嫈主任開場致詞，並由高雄地檢署劉穎

芳主任檢察官擔任講師，藉由精心製作的簡報，以生動圖示輔以文字、法規的方式，

來說明選舉買票、賣票之利益交換行為都是涉及賄選，搓圓仔湯、強暴脅迫妨害競選

與投票等不法情事也都有對應之刑責，並以本次法務部推出的反賄標語「不買票、不

賣票，讓傳承多一分責任」作為結語，希望各位農民朋友共同加入反賄選行列。 

  而於宣導最後，由高雄地檢署許正杰

政風主任進行有獎徵答，藉由互動方式來

加深農民朋友對反賄選的認知，共同來維

護乾淨選風進而打造無賄家園。  

「農會反賄選  選舉不容賄」- 

高雄地檢署與農糧署南區分署高雄辦事處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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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2，乙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編輯：蔡瑩純、李瑞敏 

實用

資訊 

                                                                          訊 息 宣 導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