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健全義務勞務制度之執行，彰顯

司法經濟與教化之效能，高雄地方檢察

署於 110年 3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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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暨業務

座談會」對執行義務勞務具成績者予以

表揚，由莊榮松檢察長親自頒發績優獎

狀。  

    莊檢察長於致詞時向與會機構督

導表達感謝之意，感謝其長期配合推動

社區處遇制度，109 年度執行緩起訴義

務勞務計有 643人次，總時數為 15,400小時，各機構提供相當多元之公益實質的

勞務需求，不僅給予緩起訴個案彌補過失的機會，亦促成國家公共利益的推展，使

義務勞務制度之精神得以永續經營。  

是日活動除頒發表揚狀外，亦邀請「高雄市立明華國民中學」楊俊宏總務主任

進行經驗分享，楊主任談及個案執行的心路歷程，個案由聽見學生說謝謝的心裡悸

動，反思自覺做錯事應坦然面對，把握不用入監服刑之自新機會，更加警惕自己日

後避免因僥倖或對法律的無知而觸法。這簡單的分享在在體現了義務勞務的核心

價值，實是政府、社會、民眾的三嬴。另由佘青樺主任觀護人主持綜合座談會，與

機構督導意見交流及許為淵觀護人以案例報告說明勞務機構風險管理之重要性，

希能提昇並精進義務勞務制度執行效能。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緩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表揚暨業務座談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方檢察署及橋頭地方檢察署為因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戒癮治療
實施辦法及完成治療認定標準於近期修正，特於 110年 3月 23日下午 3 時 30
分，假高雄地方法院五樓會議室聯合召開「110年第 1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
會議」，由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長莊榮松與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洪信旭率領
(主任)檢察官及同仁與會，並邀請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局長林瑩蓉、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隊長王春生、大高雄各醫療院所及非政府組織等共襄盛舉。 
 
    本次會議以兩位檢察長之致詞
揭開序幕，高雄地方檢察署莊檢察
長表示，自 107年度申請毒品防制基
金，對毒品再犯防制投入大量心力，
執行成效有目共睹，亦感謝各機關
(構)的鼎力相助，因應毒品相關法
規近期修正，高雄地方檢察署設立
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並設置專
責聯繫人員，有效加速各機關機構
平台成員之溝通聯繫，期能使戒癮
者在更緊密且多方的聯繫網絡中全
面戒除毒癮、避免再犯。 
 
     

    橋頭地方檢察署洪檢察長亦
表示，會跟隨高雄地檢署之腳步，
於 109年 8月試辦針對毒品戒癮者
的多元處遇方案，此次設立毒品再
犯防制聯繫平台，期能藉由平台，
與網絡內各成員加強合作，取得預
防毒品再犯之良好成效，橋頭地方
檢察署亦會依此次會議的討論，全
力配合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之
業務執行。 
 
     
    
           

高雄地方檢察署、橋頭地方檢察署聯合召開 

「110 年第 1 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 (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會議中，高雄地方檢察署針對毒品再犯

防制，提出緩起訴處分附命戒癮治療相

應措施及修正之各類表單，並與醫療院

所就目前毒品戒癮治療醫療端所面臨
之執行問題進行充分討論。針對毒品再

犯防制聯繫平台之合作機制，凝聚相當

的共識，並協調戒癮治療各部分的流程
及建立標準，強化戒癮治療之效能，減

少毒品再犯，逐步邁向無毒家園。  

高雄地檢署、橋頭地檢署聯合召開 

「110 年第 1 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  (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方檢察署於 110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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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藥癮者視為病患，給予藥物及心理治療，並依其個別狀況給予不
同之處遇措施，期能與個案攜手達成降低藥癮者再犯的終極目標。   

為辦理緩起訴戒癮治療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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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各項輔導與社會
支援網絡之支持。在說明會最後，本署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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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時完成義務勞務，戒除對毒品的依賴，迎向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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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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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緩起訴，無毒一身輕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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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地方檢察署於 110年 2月 23日

下午 2 時 30 分假第二辦公室團輔室辦

理義務勞務勤前說明會，向緩起訴處分

被告宣導相關法治觀念與執行須知，並

說明緩起訴制度與義務勞務相關細節，

講師觀護佐理員王慈恩細心講解，讓個

案日後前往機構能順利進行執行勞務。 

當日於課程開始前先播放「修復式司

法」制度說明影片給學員觀看，希望讓

學員理解除了訴訟以外，有些糾紛能夠

有更妥善的解決途徑。課程開始後講師帶領學員填寫相關資料，接著向學員宣導緩起訴

制度目的與若遭撤銷緩起訴會面臨的法律效果，講師慎重提醒學員履行期間應確實遵守

法律，不得有以金錢換取勞動時數、在機構有言語或肢體暴力與違反現行法令等行為。 

在課程尾聲，講師勉勵學員若完成緩起訴所要求的條件，於緩起訴期間保持良好行

為，未來期間屆滿後不會留下前科紀錄，勞動服務亦能產生回饋社會的正面力量，期盼

學員一同努力營造圓滿社會。    

高雄地方檢察署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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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與死每人皆有這麼一個關口，而老與

病則是中間必修的課程，所有生命都有其獨

一無二的價值，每個人的價值觀更需要受到

保障與尊重，病人自主權利法就是基於這樣

的人權信念應運而生，為讓緩起訴處分被告

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認識病人自主權利

法」與「不可不知的情緒管理撇步」，於

110年 2月 24日假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二辦公

室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邀請王嘉正社工師為學員講授。 

講師先以李登輝病逝!沒人敢拔管曾文惠悲痛放手為引言，讓學員知道病人自主權

利法，是以病人為主體的醫療法規，也是一部完整保障病人自主權利的專法，適用對

象更擴大為五大疾病（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

度失智、法定疾病)，除可減少醫療人員陷入兩難的倫理困境，賦予我們在醫療中有知

情和做選擇的自主機會，能有尊嚴地來規劃自己的終點，更不會把最困難的決定留給

最愛的家人，生命走最後就讓死者善終、生者善別吧！ 

    接著為學員講授「不可不知的情緒管理撇步」，講師先說明主宰我們人生的不是命

運，而是內心的情緒，如何善用自我調節成為

情緒的主人，則是一門高深的學問，要將思緒

從負面中抽離雖然不易，但可藉由聊天、深呼

吸、聽音樂、動動身體、找人聊聊、接觸大自

然等方式紓解壓力。最後講師期勉學員，常以

理性而不是非理性觀念來看待事情，除壓力難

以近身外，也比較不會被困擾及痛苦的情緒左

右。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認識病人自主權利法」、「不可不知的情緒管理撇步」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方檢察署於 110 年 3 月 8 日辦理緩起訴第一級、第二級毒品戒癮

治療說明會，由本署林觀護助理員擔任講師，為個案說明參與緩起訴戒癮治

療之流程及相關須遵守之規定，並囑咐個案須確實履行必要命令，以利後續

人生順利開展。 

    林觀護助理員於說明會中提到，目前高雄地方檢察署就緩起訴施用毒品

案件，採分流處遇之方式，藉由醫生評估後之建議，再由檢察官作出緩起訴

處分，希望讓不同情形之個案都可以得到最佳之處遇方式。另外，也向個案

說明違反緩起訴命令之效果，提醒個案珍惜緩起訴機會，確實履行應遵守命

令。而課程最後也邀請高雄市毒品防制局到場說明可提供之課程，希藉由多

方關懷協助個案加強戒毒意志，並期能早日正向復歸社會。  

毒害深深深幾許，戒癮迎接新人生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緩起訴毒品一級、二級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有鑑於現代社會酒駕案件層出不窮，仍有許多人心存僥倖酒後駕車造成數個

家庭的破碎，為讓民眾更了解酒駕罰則。於 110年 3月 10日假高雄地方檢察署

第二辦公室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特邀高雄市政府局法制秘書楊純菁擔任講

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講授酒後駕車相關罰則，遇車禍應如

何處理及後續法律問題。 

    講師首先以酒精對人體的危害為

今日課程拉開序幕，酒能助興，亦能

傷身，酒精對駕駛行為的影響更是巨

大。過量的酒精會抑制中樞神經，使

大腦控制力減弱，行為失常，並使神

經反應遲緩及注意力不集中，而酒駕

造成的憾事往往就在這一瞬間發生。

數據顯示，臺灣酒駕再犯率超過三

成，顯示民眾仍存有僥倖心理，講師特別提醒個案，酒駕上路不只須面對相關罰

則，更常波及無辜的受害者及其家庭，勿讓一時僥倖造成一生無法彌補的遺憾。 

    課程後段，講師帶領個案了解

如遇車禍在現場應如何應變，應平

心靜氣等候警察，與對方當事人協

商處理時，千萬要心平氣和，切勿

動氣爭執，徒增事端。把握事故處

理五步驟：放、撥、劃、移、等，

千萬不可擅自離開事故現場，避免

惹上肇事逃逸之相關刑責。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帶著醉意上路，高風險易肇事」 
、「車禍處理守則及後續法律問題」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促使社會勞動人啟發良知、體會生命意義，找回健康積極的生活態度，
於 110年 3月 18日上午 10時假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
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特邀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
會鄭慶良志工擔任講師，透過分享靜思語小箋、吸睛的手語律動，拉近彼此的
距離，活絡課程氛圍。  

    本次講座主題為『生命轉彎處』，
講師鄭慶良以轉彎的圖案引導大家思考
如何面對轉彎處，再分享自己從 29歲加
入慈濟團隊，期間亦前往監獄擔任教誨
志工，卻在五甲媽祖港橋接觸一名流浪
漢時，有了峰迴路轉的體悟，一開始他
協助行動不便的男子洗澡、剃髮、重新
辦理身分證、開刀，並安排住處，男子
痊癒後發願要當環保志工來回饋師兄姐
及社會，豈料翌日他又重回媽祖港橋行

乞，接獲消息的師兄姐趕到橋上，但男子
眼神閃躲不願道出緣由，令師兄姐感慨萬
分，一年多後，男子告知在外租屋也找到
工作，有了目標的他不再是以前孱弱消極
的模樣，師兄姐見證他蛻變的過程就像一
道道的轉彎處，雖然不是每一次都能順暢
通過，唯有自己不放棄，終究能扭轉劣
勢。其實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畝田，別吝
於撒下善念的種子，把心顧好、發好願，
成為對方的貴人，讓破土而出的幼苖有無
限的可能，一起帶動善的循環。  

   課程後段，慈濟團隊播放『覺醒年
代-醉痛的心聲』，影片中的張慶旺先生
因酒後發生自撞，自此眼睛全盲、半身癱
瘓，徹底失去了工作、婚姻、健康，一家
人的生活全變調，慈濟師姐盼大家引以為
戒，珍惜寶貴的生命、切勿酒駕，共同凝
聚零酒駕風氣，來營造平安的用路環境。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生命轉彎處」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高雄地方檢察署於 110 年 3月 22日辦理緩起訴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

會，由陳方案人員擔任講師，說明因應柔性司法訴求，高雄地方檢察署推

動本土化多元司法處遇計畫，希個案能珍惜後續緩起訴機會，除完成緩起

訴必要命令之外，能遠離毒品、復歸社會。 

 陳方案人員並於說明會中提到，緩起訴處分與傳統觀察勒戒之不同，

在保有相當程度之人身自由前提下，個案若能在醫院(或社區)順利完成處

遇且無再犯情形，此次吸食毒品一案將不會再被追訴。因此，緩起訴除可

維持自身家庭照顧與工作或學業之進行外，也有助減少監獄短期自由刑之

流弊。而於說明會後，本署同仁依個案情形及醫院狀況進行轉介，並叮囑

個案應如期至醫院進行門診及確實遵守緩起訴附帶命令。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緩起訴毒品二級戒癮治療說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強化緩起訴處分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觀念，於 110年 3月 24 日

假高雄地方檢察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課程，邀請高雄市鳥松

長青健康促進會張炳隆理事長，以「法律停看聽」、「面對無常的勇氣」為主

題向學員分享健康食品本質上仍屬食品，並不等同於藥品的功效，亦無法取代

正規醫療，期許學員能藉由本課程獲得正確的保健觀念。 

    前段課程中講師開門見山以「法律停看

聽」為題，向學員說明對於食用「健康食

品」，最重要是應考量自身需求，選擇適合自

己的健康食品做為聰明的消費者，應掌握健康

食品選購「停」、「看」、「聽」三要訣，講

師特別說明若有疾病仍需就醫，千萬不可仰賴

健康食品，以免延誤病情，平時更應有正確飲

食觀念，均衡飲食、正常作息加上持續運動才是保健王道。  

「面對無常的勇氣」主題中，講師

分享「無常」，是一直在我們身邊的，

它成了人生常態，考驗著我們，磨練著

我們，然而，它也等待著我們，好好地

去面對它，去接受那不可預期的變化，

鼓勵學員可以用正向的態度去面對無

常，傾聽失落，每一個失落也將會化做

養分，滋養著我們生命，讓我們得以用

新的視角看待自己與人生，而更珍惜當

下，繼續踏穩腳步往前行。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法律停看聽」、「面對無常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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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暴力行為在社會案件中是常

見的類型，現代社會結構多以核心家庭為

基礎，家庭成員間每日緊密相處難免有摩

擦，越親近的人越容易成為家暴的受害

者，為了增強受保護管束人的法治觀念，

本署於 110年 4月 7日假高雄地方檢察署

第二辦公室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特

邀王嘉正社工師擔任講師，為緩起訴處分

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講授家庭暴力防

治法與自殺防治法相關細節，讓學員瞭解如遭遇家暴應如何處理及後續法律問題。 

王社工師首先以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介紹家庭暴力類型如身體、經濟及精神的

騷擾、控制，家暴法保護的範圍除了有親屬關係的人外，也包含了 16歲以上的男女朋

友，若需申請保護令則有通常、暫時與緊急保護令三種，並特別叮嚀以暴制暴並非正

確處理家暴問題的方法，若孩童成為目睹兒會造成心理陰影而影響身心發展。 

    課程第二主題為兒虐、自殺防治，並生動舉

例包含叫兒童去乞討、不給兒童吃飯……等等，

都是屬於虐待兒童的行為，是｢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 49條所明定禁止。另外介紹

於 2019年所制定之自殺防治法，要求中央及地

方主管機關設置自殺防治組織，並將經費預算、

相關資源與自殺防治網絡整合，對新聞媒體報導

自殺事件、網際網路社群網站之自殺報導建立整合性規範，提升自殺防治之成效，盼

能落實「以病人為中心、家庭為單位、社區為基礎」之心理衛生與全人醫療。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範圍及相關規定」 

、「家暴、兒虐、自殺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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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 4月 6日高雄市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召開第 18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長莊榮松、主任觀護人佘

青樺及榮觀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洪

明鑫亦一同到場參與，現場並頒

發本屆理監事與顧問聘書。 

    檢察長莊榮松致詞表示榮譽觀護人來自各行各業的傑出人士，擁有豐富

的社會人脈，相信在第十八屆理監事的帶領下協會一定能夠會務順暢充滿活力，

祝福協進會今日會議圓滿順利。理事長羅守蓁在本日開會前致詞感謝會員們的參

與，期許協會未來持續成長茁壯，業務推展能夠順利，將持續召集優秀人才加入

榮觀協進會。 

    本次大會除討論相關議程，並特邀

檢察長莊榮松頒發第 18屆理、監事與

顧問聘書，期盼未來藉由榮觀協進會每

位理、監事與顧問團隊的專長，高雄市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能成為高雄地方檢察

署的強力後盾，一同打造更全面的社會

安全網絡，為高雄地區司法保護共創佳

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第 18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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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慈恩、謝商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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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