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近期國內因 COVID-19 新型冠

狀病毒疫情升溫，在病毒無情地肆

虐下，對眾多產業影響甚鉅，為提

供經濟較弱勢之個案必要支援，本

署依照法務部長蔡清祥指示，於第

三級疫情警戒期間應盡速規劃相

關紓困、振興方案，俾利待疫情趨

緩後可第一時間協助受保護管束

人及更生人。                    

     

 

本署檢察長莊榮松特別指示觀護人室，以實際行動積極關懷特定對象，

由主任觀護人佘青樺偕同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羅守蓁於 110 年 8

月 27 日號召該協進會各理監事及榮譽觀護人， 特地前往自栽檸檬販售的莊

姓受保護管束人之果園農場造訪。莊員為一名具有豐富經驗的農作者，從有

機肥料的挑選到作物品質無不講究，傳承其父腳踏實地的務農精神辛苦耕作

並自行銷售，無奈遭逢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再加上不久前南部地區受豪大雨

之災，使得整體產銷狀況嚴重下滑，後透過本署適時轉介紓困管道，讓莊員

得以在逆風中越挫越勇。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伴你度過人生酸甘甜 

結合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關懷受保護管束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佘主任觀護人與羅理事

長於慰問時給予莊員支持及

關懷，並以長年來成功輔導無

數個案的經驗向其勉勵，不論

遭遇多嚴重的打擊，提醒自己

站穩腳步將心態調整好，秉持

著正面角度去看待它，再怎麼

艱難的處境下亦無需畏懼。                      

  

關懷腳步不停歇，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仍持續自籌經費認購莊員親

手栽種之檸檬再將其發送予本署受保護管束人，有如「伴你度過人生酸甘

甜」。 

此次受保護管束人公益關懷活動，在弱勢對象最需要雪中送炭之時，提

供必要且適當的協助。本署觀護人室於疫情嚴峻期間更密集調查個案近期生

活情形，並結合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相關資源，於受保護管束人的寒冬

中，挹注一股暖流，不僅逐漸建立個案自信心，導向其走回正軌，亦完善發

揮司法保護功能。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伴你度過人生酸甘甜 

結合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關懷受保護管束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本署為有效為提升觀護人

及觀護佐理員之專業職能及心

緒抗壓， 於民國 110 年 9 月 22

日上午 9 時許，假第二辦公室舉

辦「110年度社會勞動觀護人暨

觀護佐理員教育訓練」，因檢察

長莊榮松特別重視與關心社會

勞動業務，偕同主任檢察官董秀

菁及主任觀護人佘青樺一同親

臨現場關心，期許該課程能緩解

同仁工作壓力，及精進能力的再 

發揮。 

是日上午課程活動，特邀請諮

商心理師趙曉娟、瑜珈治療師徐道

權及洪肇良老師擔任講座，並以「從

瑜珈中看見身心寧靜與放鬆」及「情

緒管理壓力調適、非志願個案約談

及溝通技巧」為題分享專業知識，首

場課程由趙老師及徐老師實地帶領

學員如何運用瑜珈技巧，在繁瑣的

工作中，有效率的減壓與放鬆心緒。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110年度社會勞動觀護人 

暨觀護佐理員教育訓練」 提升專業職能及應變能力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是日下午課程活動，由洪

老師運用自身經驗，分享個案

接觸方式及溝通技巧，讓學員

在晤談時，可以秉持平穩的心

緒，並藉由循序漸進探討溝通

模式，引領學員以最佳的輔導

技巧來面對多元的個案，讓觀

護團隊兼具宏觀與微觀的視

野及全面位的處遇能力。                                           

     

    藉由教育訓練課程的研習，不

僅凝聚觀護團隊整體向心力，更藉

由熱絡地互動與問題研討，激盪出

個人潛力及尋找出最佳處遇模式，

相信此次的課程除可增進學員的

團隊榮譽感，提升司法執行效能，

更能協助本署在推動社勞業務上

有更顯著的成果!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110年度社會勞動觀護人

暨觀護佐理員教育訓練」 提升專業職能及應變能力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本署於 110 年 9 月 15日假第二辦公室

一樓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由是股觀

護佐理員擔任講師，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暨

緩刑受保護管束人講授交通安全法規及如

何調適壓力等相關議題。 

    講師先介紹何謂駕駛道德到如何建立

正確駕駛觀念逐一講解，駕駛人駕駛車輛

時，需要應有的態度與行為規範，例如靠

山壁行駛的車輛應禮讓靠山緣行駛的車輛

先行，不應直接超車，謹以一個「讓」字來貫穿整個行車安全之主軸，並用生動

的案例為各位同學講解各種行車安全之類型，又例如一台臨停汽車，主要是啟動

前沒打方向燈、擺頭查看動作，突然切出，騎士為了閃避，撞上另一台機車，但

肇事車主竟然沒下車查看就開走，此行為恐涉及肇事逃逸罪等相關罪責。 

 課程中段介紹臺灣十大行車事故原因，有超速失控、酒醉駕車、未依規定

讓車、逆向行駛、違規超車(雙黃線超車、右側超車、雙白線變換車道)、未保持

安全間隔、未保持安全距離、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左轉彎未依規定及未戴安全

帽(包括有帶未戴或有戴未扣)等，講師請各位同學務必注意交通安全，任何一個

的粗心跟失誤都有可能造成最少一個家庭的破碎。 

課程後段介紹如何調適壓力，自身需要維持平衡的生活型態、保持身體健

康、從壓力中認識自己、提昇自我的信心、控制力及堅韌度、建立合理的認知、

適當的情緒管理、願意接受挑戰、維持好的興趣、培養同理心與溝通能力、幽默

感及有困難時應向專業人員尋求協助，善用 1922或相關諮詢電話，轉念看待人

生的道路也會跟隨轉變。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法律小百科」、「放下怨懟、去習氣，諸惡不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本署於 110年 9 月 1 日假第

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法治教

育課程，邀請高雄市政府局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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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酒後對駕駛行為的影響與相關

罰則，並說明交通事故處理流程

與如何申請鑑定。 

    講師說明原先用來助興的酒，卻因「乾杯」文化，現在成了危害許多人

生命及健康的兇手。根據研究，台灣有高達 47％的民眾，肝臟缺乏代謝乙

醛的基因，乙醛長期累積在人體，將提高癌症的發生率。酒後駕車反應在駕

駛行為，比較常見的會有：逆向行駛、蛇行、車輛搖擺不定、近距離跟車、

對交通號誌反應遲鈍、時快時慢、不規則轉彎或猝然煞車、晚上忘了開車

燈、煞不住車或飛蛾效應等情形。數據顯示，台灣酒駕再犯率超過三成，講

師輔以實際案例酒後肇事影片警惕個案「酒後千萬不要開車」！若因一時貪

杯及心存僥倖，波及無辜，恐需承擔法律重責及無法彌補的心理罪責。  

    發生車禍怎麼辦？課程中講師另詳細說明交通事故發生之處理流程，包

含事故處理步驟、如何配合警察處理現場狀況、如何進行違規申訴、申請相

關車禍事故資料、如何進行雙方理賠事宜、如何提起刑事追訴及民事損賠等

實用的生活法律須知。講師最後仍不忘加強宣導，酒後安全回家 3 原則：

1.找家人載、2.請朋友帶、3.叫小黃來。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黃湯下肚，判斷力大減，不可不慎!」、 

「交通事故處理流程與申請鑑定」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有鑑於國內交通事故頻傳及非法棄置廢棄物事件持續發生，本署為加

強宣導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觀念，於 110年 8月 31 日

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此次課程以「生活與法律」為主

題，結合生活時事，宣導道路交通安全及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觀念。適逢

調降第二級疫情警戒期間，現場加強維持報到秩序及防疫距離，循序漸進

引導個案進場，分批管控上課人數，座位間設置透明隔板，落實防疫規

範。 

講師首先呼籲現場個案珍惜生命，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道路，簡介交

通安全規則概念，提醒容易疏忽及混淆的狀況，應隨時注意行車安全，藉

此建立正確認知，行車時切莫一時搶快而造成終身遺憾。課程後半段，講

師介紹廢棄物清理法重點，強調勿為牟取私利，非法傾倒廢棄物賺取不當

利益，不僅破壞生態環境，最後將嚴重侵害國人健康及生命。 

課程進入尾聲，觀護佐理員協助發放由高雄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自籌

經費購買防疫清潔物資，現場加強宣導防疫資訊，提醒個案勤洗手、不群

聚、保持適當防疫社交距離、維持健康生活習慣，守護你我家園，從自己

開始做起。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生活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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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之法治觀念，本署於 110年 8

月 27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課程。因應防疫政策，安排緩起

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在維持防疫距離下報到入座，本日以「生活與法

律」為主題，宣導急診醫療暴力零容忍、施用毒品造成的危害，以及介紹本署推

動之本土化多元處遇計畫--『戒癮心思維』等課程內容。 

    是日課程前段以日前「醫療暴力」新聞短片導入，強調急診醫療暴力不僅危

害醫事人員身心安全，更妨害危急病人的就醫權益，尤以 COVID-19疫情艱困期

間，醫療機構人員甘冒染疫風險、犧牲奉獻照顧病患，但仍有病患僅因一時個人

情緒，對醫護人員實施醫療暴力行為，實不可取。呼籲現場學員，一起支持對醫

院暴力零容忍之立場，共同為就醫安全把關，讓醫事人員從事醫療業務時，不會

有所恐懼或遭受影響，保障全民安定有序之健康醫療權利。 

    課程後段，除解說毒品對個人、  

家庭、社會的危害，並透過播放宣

導短片向學員宣導反毒及戒癮心思

維，期望現場學員能堅定拒絕毒品

的誘惑，如果自己或周遭親友遇有

施用毒品問題，也不要逃避、勇敢

面對，才找到求救的出口，突破困

境。期盼學員能藉由本日課程將法

治觀念深植於心，共同營造「無

毒」、「零暴力」的祥和社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生活與法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為加強宣導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觀念，本署於

110 年 8 月 23 日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法治教育，為因應防疫措

施，座位間皆設有隔板，並安排學員們依序入座，此次課程以「生活與法

律」為主題，宣導防治家庭暴力及自殺防治等觀念。 

 課程上半段透過觀看「家庭暴力防治法」宣傳片，以淺顯易懂的動畫

片解說，讓現場學員了解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起始及實施後的成效，提醒學

員如遇家庭暴力時，及早尋求幫助以降低暴力傷害，並提供各種求助管

道，如 24小時的 113保護專線、社會安全網關懷 e 起來通報平台或各地方

政府家庭暴力防治中心，都可以尋求協助，透過各方合作形成保護網從醫

療、法律、庇護安置等多方援助下，共同打造更安全的環境。 

 課程下半段以 PPT 講解如發現身邊親友有自傷徵兆，該如何給予協助，

課程中播放「自殺防治學會心理健康」衛教短片，讓學員對自我傷害或自殺

的防治能夠有更深的了解，自殺行為往往伴隨有生物、心理、社會、經濟與

文化之複雜成因與背景，絕非由單一危險因子所造成的，藉由「一問二應三

轉介」簡單三步驟，可以讓每個人都能成為拯救及守護他人生命的貴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生活與法律」  

https://ecare.mohw.gov.tw/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莊榮松 

本署於 110年 9月 28日下午 2時 30分，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緩

起訴處分義務勞務勤前說明會，是日由晶股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向緩起訴處

分被告宣導基本法治教育相關概念與執行須知，俾利其瞭解緩起訴處分義務

勞務於一定期間應遵守之規範，並期許順利完成。本次說明會因適逢 COVID-

19 疫情警戒標準第二級期間辦理，為配合相關防疫規範，本署均配合相關防

疫措施及落實人數總量管制。 

為有效提昇被告對義務勞務執行之意願，避免進入司法審判程序，講師

先輔以投影片介紹，說明被告在一定期間內應遵守事項，例如向被害人道

歉、立悔過書、向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提供 40小時以上 240小

時以下之義務勞務、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裡輔導或其它適當之處遇

措施等，並提醒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當發生撤銷緩起訴處分之事由時，檢

察官仍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緩起訴處分，且緩起訴處分被撤銷

時，已履行之部分，不管是金錢或勞務，都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繼續偵查

該案件或對被告提起公訴，可以說是得不償失，藉此期勉被告珍惜緩起訴處

分機會，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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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緩起訴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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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署於 110年 9 月 6 日辦理緩

起訴處分第一級及第二級毒品戒癮

治療說明會，由陳方案人員及林觀

護助理員擔任講師，為施用毒品案

被告講解戒癮治療流程及相關規

定。 

    會中首先說明緩起訴處分與傳

統觀察勒戒之差異，以及緩起訴處

分諭知被告應遵守及履行事項。例

如被告須定期向觀護人報到、或至

指定醫院履行戒癮治療、或至本署

履行社會復健治療課程、或為社區

處遇等之必要命令。又如本署結合

安得烈食物銀行，安排被告協助分

發、包裝食物給偏遠地區或是弱勢

家庭的孩童，希冀從活動中讓被告

找到自我認同及社會互助之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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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 
「一、二級毒品戒癮治療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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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珊、李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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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