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強化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法治觀念，本署於 111 年 11 月 02 日邀請聖島

國際專利商標聯合事務所經理劉慶芳擔任講師並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體輔導室辦理法治教育課

程，本日課程主題為「淺談仿冒、盜版民刑事責任」、「避免侵犯智財權」，講師將生活中會遇

到的智慧財產相關問題，用許多案例及法院判決分享。 

講師首先介紹智慧財產權的種類，有發明、新型、工業設計、商標及著作權等，例如商

標，生活中處處可見，例如「NIKE」、「GOOGLE」及「王品」等著名品牌，為了避免與其他人有

重複的商標而引發侵權問題，在使用前可以先到智慧財產局商標檢索系統利用關鍵字查詢，並以

夢時代汽車借款及夢時代百貨公司為例(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民商訴字第 54 號民事判決)，

「夢時代」商標變成指示 2 種以上之商品或服務來源，將使相關事業或消費者對「夢時代」商標

產生非單一聯想或非獨特性的印象，而減損「夢時代」商標的識別性；若不制止，亦會使相關事

業或消費者誤以為可任意使用「夢時代」商標，而導致該著名註冊商標識別性之減弱。 

課程後段講師以生活中哪些情形最常發生侵害著作權，例如:直播或上傳非公開短片(例如

演唱會等)、在門市或店面播放 CD(未授權音樂)及在 LINE 群組上傳、轉傳、觀看盜版影片，許

多人會加入像是電影分享社等相關群組，內容都是盜版未經授權的影片，且藉由通訊軟體傳播出

去，這樣就會有違反著作權的問題也會有相關的侵權責任，最後講師再提醒大家智慧財產權是一

種無形的財產，著作權人的心血結晶應該受到保護及尊重。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淺談仿冒、盜版民刑事責任」、「避免侵犯智財權」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精緻化社會勞動制度之執行，強化

社會勞動執行人員、執行機關(構)之專業

知能與因應技巧，高雄地檢署於 111年 11

月 16 日上午 9時 30 分，假高雄地方法院

5樓會議室舉辦「社會勞動機關(構)表揚、

遴聘暨督核業務座談會」，並對執行社會勞

動具成績者予以表揚，由檢察長洪信旭親

自頒發績優獎狀及續聘證書。 

洪檢察長開場時特別感謝與會機構督導，歷經三年新冠病毒的侵擾，仍與地檢署並

肩扛起社會勞動制度的運行，積極配合各項防疫措施，使社會勞動作業不間斷，讓社會

正義得以持續向前挺進；這一年雄檢計有 33,036 人次出勤社會勞動，總執行時數為

219,507小時，在險峻的環境中仍共同創造出令人欣慰的公益產值，依基本時薪計算達

約 3700萬元實益；今年適逢九合一大選，洪檢察長亦向各機構督導致意，感謝其協助本

署進行反賄選宣導，共同維護乾淨、公平的選風。後由洪檢察長頒發感謝狀予高雄市政

府環境保護局南鳳山區清潔隊等 24個執行社會勞動成效優良機構，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會中邀請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處長郭清吉，講授「勞動環境安全注意事

項」，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實是社會勞動執

行中最重要的環節，郭處長以相關法律架構

具體說明社勞人工作場域最常發生的工作

傷害，並提供督導災害預防及應對的有效對

策。最後，佘青樺主任觀護人於綜合座談會

與社會勞動機構進行雙向溝通，探討社會勞

動執行常見問題，機構督導熱絡地分享各種

有效的應變技巧，本署亦說明各項對應問題

的相關法源依據予以釋疑，期能更準確地提

昇社會勞動效能，發揮最大效益。  

雄檢辦理社會勞動機關(構)表揚、遴聘暨督核業務座談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本署與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橋頭地方檢察署、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於 111年 11月 4日在高雄展覽館共同主辦「AI科技毒防智慧高雄領航」活動，

主軸為「2022毒品防制跨網絡創新作為～科技智慧毒防成果發表暨國際研討

會」，由法務部常務次長林錦村及保護司代理司長林嚞慧親自蒞臨指導並擔

任專題主持人，檢察長洪信旭主持、主任檢察官劉慕珊報告「毒品緩起訴戒

癮治療多元處遇之成果及經驗分享」專題、主任觀護人佘青樺擔任「司法少

年在地化處遇」專題與談人，另由毒防局發表全國首創的科技智慧毒防、橋

頭地方檢察署報告其辦理毒品緩起訴多元處遇成果、少年及家事法院分享全

國首創司法少年在地化處遇模式。 

主任檢察官劉慕珊於專題報告中，就本署毒品緩起訴處分戒癮治療之發

展歷程、處遇方式及內容進行詳盡介紹，並報告本署自前次成果發表會後二

年來之多面向作為，包括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合作拓展戒癮治療醫院、與高

雄市政府毒防局加強合作模式、醫療費用補助之變革、防疫新作為、緩起訴

處分二犯簡易評估程序之簡化、社會復健課程規劃兩大主軸並行：心理諮商

及多元課程類型等，期透過各網絡平台成員合作，精進戒癮治療處遇模式，

提升緩起訴處分被告戒癮動機，全面減少再犯，共同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 

2022 毒品防制跨網絡創新作為～科技智慧毒防成果發表暨國際研討會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有拜有保庇，全民反賄選 

   廟宇是民眾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信仰中心，而透過廟宇結合反賄選宣導，也可讓民

眾或信徒可以便於接觸反賄選資訊及檢舉專線電話。有拜有保庇，檢舉賄選保清廉！ 

國軍弟兄反賄選，乾淨選風抓票蟲 

本署秉多元分眾宣導精神，近期反賄選宣導活動結合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海軍陸

戰隊陸戰九九旅、陸軍步兵第一一七旅，由本署觀護人前往宣導，除提醒國軍弟兄新型

態賄選態樣外，也邀請共同加入反賄選行列，手機蒐證、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  

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 

本署結合民間廟宇、國軍弟兄辦理反賄選宣導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年底選舉將近，為推展司法保護據點之關懷服務，高雄地檢署結合司法保護

據點-鳳山區公所，於 11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假鳳山區公所四樓辦理「反賄選，

愛台灣」宣導，活動當天由本署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向本署受保護管束人宣

導賄選的態樣及杜絕賄選的重要性，並鼓勵檢舉賄選。 

   講師課程中講述科技日益進步，哪些行為可能會構成賄選，例如有候選人

資格者或其助選員，以金錢或物品，價值超過 30 元以上，或招待旅遊等行為

給予有選舉權之人者，或透過手機行動支付、轉帳，不管是選後「補賄」或是

選前「期賄」，都屬賄選行為；若發現有賄選情事，請勇於提出檢舉，因而查

獲賄選者可獲得 50 到 1000 萬元的高額檢舉獎金，可將蒐集之證據向檢、警、

調、廉機關檢舉，檢舉專線為 0800-024-099 撥通後轉 4。 

    活動最後以有獎徵答方式與現場學員進行互動，建立並加深學員反賄

選法治觀念，為避免假訊息、暴力及金錢介入選舉，影響選舉結果公平性，

鼓勵學員勇於檢舉賄選，期透過乾淨選風，確保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共同

打造幸福美好的家園。   

司法保護據點犯罪預防宣導活動─鳳山區公所 

「反賄選、愛台灣」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本署於 111年 11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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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情圓滿與關係修復」，邀請到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

業基金會—黃明朝志工擔任講師，

引導個案閱讀靜思語小箋，透過手

語律動溫馨表演，啟發個案體會生

命意義，發揮自我生命的良能。 

    是日課程以「親情圓滿與關係修復」為主題，講師從自我的生命故事開始

延伸，自述著從小來自一個破碎的家庭，因為父親喜歡酗酒沒有責任，由母親

一肩扛起家庭責任，直到父親因病故後，透過生命體悟才了解親情的圓滿才是

此生最大的功課，另近期因酒駕事故頻傳，課程中段講師用影片生命經驗帶入

酒駕致人於死的案例中，仿佛過程歷歷在目，期望在座學員們能體會到生命的

重要性，並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價

值。 

  課程後段講師傳遞生命的價值是由

自己決定，在大苦大慟中洗滌心靈，體會

無常，開啟悲心和善念，就是解脫的契

機，掌握機會，把握人生中的每一刻，共

勉之。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親情圓滿與關係修復」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高雄地檢署與佛光山小港講堂合作辦理「佛

法講座，心靈成長」多年，成效顯著，昨(1)日檢

察長洪信旭特親自前往佛光山小港講堂致贈感

謝狀，以表達本署最誠摯的感謝之意，並勉勵參

與活動的受保護管束人。 

檢察長洪信旭致詞時表示，今年是疫情肆虐的第三年，即便 Covid-19依舊為民眾的

身、心、靈帶來不同的困難，佛光山小港講堂仍不畏疫

情影響，積極辦理佛法講座，讓受保護管束人能透過佛

法所帶來的智慧建立自信、步向正途，並感謝佛光山小

港講堂對高雄地檢署的協助與對社會的貢獻。佛光會

侯佳君督導長致詞時則以「仁和安康，富樂吉祥」與大

家分享，望受保護管束人為自己創造更美好的未來，以為社會帶來更多正向的力量。致

詞後檢察長洪信旭頒贈感謝狀與禮品給小港講堂，由佛光會侯佳君督導長代表受贈，小

港講堂則以大師墨寶「仁和安康，富樂吉祥」回贈高雄地檢署。  

宗教輔導不只是讓人平靜心靈提升自我，更期盼讓參加的受保護管束人提升心靈成

長，學習傾聽生命的本源，善加應用精神、能量，

來發掘自己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好為人生帶來

正能量變化，再輔以「佛法教育」昇華心靈，蓄

積更多的力量，開創出更好的未來。 

雄檢與佛光山小港講堂合作辦理 

「佛法講座，心靈成長」宗教團體輔導活動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高雄小港區一家沙發維修工廠，招牌名藏有洋蔥。46 歲的老 

    闆「阿志（化名）」曾涉入毒品案入獄 5 年，假釋後在更保 

    高雄分會協助下創業，他從兩名孩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作為 

    招牌，創業 3 年半以來事業漸入穩定。 

 

    111 年 12月 5 日下午法務部保護司副司長陳佳秀與高雄地檢 

    署觀護人、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夥伴前往探視阿志，為他加 

    油打氣。他分享創業走來的艱辛，指著店門口招牌，「每天 

    看到公司名字，就是提醒他為了孩子，不能輕言放棄」，感 

    謝更保協助讓他有這間工廠撐起他的家，以及陳副司長親自 

    給予的鼓勵與關懷。 

二寶爸出監創業雄檢、更保當靠山 小小工廠命名藏洋蔥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24 歲女子張簡子楨去年下班途中遇重大車禍，命雖保住卻 

     癱瘓在床，生活起居靠家人及看護照料。法務部保護司副 

     司長陳佳秀偕同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高雄分會主委陳保 

     合，於 111 年 12月 5 日下午到高雄鹽埕區探視張簡子楨， 

     鼓勵她要更勇敢、堅強，一定能愈來愈進步，強調高雄犯 

     保團隊也會當被害人家屬後盾，持續給予支持。 

 

     張簡子楨的媽媽說，看女兒受苦，她心如刀割，感謝在最    

     難熬階段有犯保等夥伴給心理支持，讓他們有勇氣挺過難 

     關，也非常感謝陳副司長親自給予關懷與慰問。 

陽光妙齡女車禍成殘 母鼓勵：趕快好起來去美國看 NBA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強化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之運作，並落實施用

毒品者再犯防制推進計畫，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特

於 111年 12月 7日下午 2時，召開「111年第 2次

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暨多元司法處遇網絡

精進會議」，由高雄地檢署檢察長洪信旭率領主任

檢察官及同仁，邀請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局長林

瑩蓉、大高雄各醫療院所及社會復健治療課程講師

等共同與會。 

洪檢察長致詞表示，近半年來高雄地檢署與毒防局共同構思推動多項計畫，透過與毒防

局之聯繫與合作，強化對個案即時追蹤輔導，並於復健治療課程中新增「愛與陪伴」課

程，以支持施用毒品者戒癮之決心與動力。另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漸進式戒癮並復歸社會，

將於明年度規劃推行獎勵補助計畫。希藉由本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整合各單

位資源、強化共識，以提升施用者戒癮治療完成率，全面減少再犯。 

本次會議特安排二場專題講座，分別從政策面與實務面進行分享及經驗交流，首先由臺

灣高等檢察署預防再犯推進小組執行秘書柯怡如檢察官，介紹行政院制定之「新世代反

毒策略行動綱領」中新增之「施用毒品者再犯防制推進計畫」，法務部以貫穿式保護為

核心思想，結合衛福部、教育部、毒防中心、醫療機構、民間團體等資源形成全方位防

護網絡，於施用毒品者復原之各階段提供協助，議題聚焦解決毒品施用者高再犯問題及

社會復歸需求；另邀請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蔡孟璋醫師，分享醫院申請

「衛福部藥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之實務經驗，透

過推動多元藥癮醫療服務及協助個案申請費用補

助，降低個案就醫障礙，提升治療效果，減少藥癮

問題對社會安全之危害。 

本次會議亦針對現行毒品戒癮治療之執行議題進

行討論，促進平台成員跨機構、跨院所之交流，凝

聚成員共識，加強橫向連結，共同為施用毒品者復

歸而努力，以達成預防再犯之目標。 

高雄地檢署召開 

「111 年第 2 次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 

暨多元司法處遇網絡精進會議」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別人點一盞燈，照亮別人，也照亮自己 

觀護人兼組長趙慧莉 

我是一個更生人，在鐵窗裡住了快 5年。在這趟囹圄之旅讓我學會感恩，唯

有感恩惜福才能改變未來。在這期間我認識了我命中貴人在此稱王姐吧！是她給

予了我對人生有所改變頓悟，她是一個機構的負責人，告訴我有關長照的訊息，

在這將近 5年的歲月裡，時常來信給我安慰加油打氣，常寄有關機構裡的活動訊

息，讓我知道我不是最不幸的人，有更多的人需要我去照顧，從此就立定了我未

來的志向了。 

每當心情低落時就告訴自己要好好表現早日出監，去幫助更多的人，因為自

己過往犯了太多的錯誤了。佛法說，孰人無過，只要改過就有回頭的一天。所以

支持我的座右銘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助人為快樂之本。把助人當做贖罪，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這就是我在枷鎖裡的動力，我告訴自己別浪費光陰，能

學習多少盡量去學，所以在監裡舉凡有開課我都會去報名参加，很可惜我最想要

學的就是照顧員，礙於名額有限而主管希望讓年輕人参加，當然我就不能参加

了，但我不氣餒，在我踏出高牆的那天，信誓旦旦的跟我主任說當初沒讓我参加

照顧員訓練，我出去一定會去報名的，皇天不負苦心人我終於當上照顧員了。 

當踏出監門時即期待更怕受傷害，雖然已立定了志向就要勇往直前，但跟社

會脫離了快 5年還真的怕無法適應，很慶幸我有不離不棄愛我的家人跟我的貴人

姐姐，他們從不會看不起我，更給予我支助，我去年 8月初回來就由我二哥的幫

忙在網路上報名上照顧員訓練班，王姐更慷慨的借我二萬元當學費及零用，真的

很感恩有您們，有您們真好。就這樣無後顧之憂的順利的拿到結業證書了，也如

願的當上照顧服務員了。 其實我最大的願望是「當我有能力時一定要設立一間

屬於更生人的關懷 c聚點(裡面的照服員全是更生人)」。因為我就是一個案例，

更生人真的不好找工作，雖然有更生保護會能幫助我們(顧及不願讓人知道自己

的黑歷史，我沒表明是更生人，更保留更生人的福利去報名照顧員的訓練，所以

照顧協會沒人知道我正在假釋，這應是我想保有僅存的一點尊嚴)。我現在的公

司就是我結業的訓練班，也是一家新成立的照顧協會，所以要求不多，但我的表

現公司很看重，其中的心酸過程非筆墨所能形容。 

溫馨小故事—點燈(一)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在職訓過程中我遇到了不公不義的事情很多，約談時觀護人開導我，提醒我這些
不公的的事，都是生命中的考驗，運用智慧面對後，就會在人生中留下正向養分，讓
自己的未來走的更平穩；後來我禪宗的師父勸我不要再生氣，當做修行吧！觀護人跟
師父一樣，要我逆向思考，我「行的正」不怕受外界檢驗，就當是一種考驗吧！只是
當時心裡想說要改變真的那麼難嗎？難道更生人回歸社會，就要承受如此的難堪嗎？
時間的確是一劑良藥，事過境遷後的現在，當初讓我受傷的人變成我的朋友，看到我
的積極正向也都非常肯定，時常噓寒問暖，工作上也互相提醒與照應。如果有人要往
長照專業發展，我會非常樂意去幫助他們，只要願意改變，我相信我可以，其他更生
人也一定可以的。 

我很感恩政府的德政辦理了長照 2.0讓我有服務大衆的機會，很高興我留在這個
發展照顧協會工作，理事長很看重我，要我在 C聚點當店長，我想我又往自己的夢想
跨進一大步，令人雀躍。 

在服務當中讓我非常有成就感，有一個案主只有四十幾歲因腦瘤開刀後卻癱瘓
了，需要我幫她擦澡洗頭及復健，透過我用心照護，當我看到她越來越有知覺時，心
中特別覺得自己很有價值。還有洗腎案主、糖尿病案主，看到病魔在人體身上的折
騰，讓我明白生病不是老人的權力，你我都有可能生病，所以平時要保重身體才能照
顧他人。很感恩我的觀護人，讓我透過一路走來的心酸歷程，不斷提醒自己所訂立的
目標--未來要成立一個屬於更生人的關懷 C聚點，讓更多的人對我們(更生人)改觀。
這輩子從來沒有像現在如此的踏實，現在的座右銘是「超越自己成就別人」。感恩所
有愛我及我愛的人…… 

我期盼有一個真心接納並僱用更生人的照顧機構誕生，在用心規劃下，我們已經
送件審核，預計在 10月中旬就會成立了。而這間機構的創辦人也是我的貴人，是她認
同我的理想，她說看到我的成長很有成就感，所以願意為我們的理想共同成立照顧機
構，我很感恩在這種時下還有人願意伸手援手來幫助我們，感念我的貴人督導黃○
婷，是她不曾嫌棄我們曾是犯過錯的人，不辭辛勞用心付出，在黃督導的指導帶領
下，讓我們讓我們有將功贖罪的機會，領受在服務需要幫助之人時內心的喜悅，讓我
們有將功贖罪的機會，活出自己價值，也修補自己生命的缺損。 

加入我行列的更生人，正陸續的增加中，目前累積近 10位更生人有投入長照
2.0工作之意願，我很雀躍，因為我的人生第一步即將開始，希望未來因我們的鼓勵
與支持，讓更多更生人在更生路上，不再被社會貼標籤；我們會把長照 2,0發揚光
大，這是一個更生人想要服務、回饋社會大眾的真實心意，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我們以正面能量去幫助關懷服務他人，成就自己、超越自己，讓生命的景象變的大不
同，用力發光，為別人點燈，照亮別人，也照亮自己。 

溫馨小故事—點燈(二)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堅持，看見生命的韌性 

觀護佐理員楊雅評 

一開始受理彪哥時，他體格健壯，言談間精神奕奕，就像一般鄰居阿

伯一樣，完全感受不到他深受白血病所苦，詢問其身體狀況，他說目前都

有定期化療，執行社會勞動沒問題，切菜送便當都難不倒他! 多次前往機構

訪視時，彪哥總是默默著提著便當，準備要去老人住處送餐，認真工作的

態度備受機構督導肯定，一向嚴格的督導也難得開金口誇獎他很認份，不

會挑剔工作，在勞務機構總會看見他流著汗、認真執行的身影。 

幾次訪視時跟他多聊幾句，他說著年輕時自己也是風裡來浪裡去的，

「金價足漂泊!」，一晃眼只是沒想到到了這種年紀，竟然會遇上這個病，

再遇到這案子的時候，本來想說就這樣放棄吧，反正身體都已經這樣了，

怎麼扛得住，但在他身後的是已經滿頭白髮的老母親，回頭想想，還是能

做多少就算多少吧! 

剛開始來機構執行時，他總是帶著些許無奈，經過幾次幫老人送餐，

他發現自己做的事是很有意義的。令他最難忘的，是每次送便當給獨居老

人時，他們滿懷感謝的笑容與神情。彪哥說很多老人家都跟他媽媽年紀相

仿，看到他們感覺就像是看到自己長輩一樣，那些獨居老人其實內心都很

孤單，送餐時多問候幾句，他們就很開心了，這是他來執行社會勞動感受

到最大的成就。他笑著說，沒想到自己感覺對社會最有貢獻竟然是這個時

候，送餐不只是一頓午餐或晚餐而已，還傳遞著關心與溫暖，對彪哥來

說，在生命如此脆弱的時候，還能做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也讓他感覺更

有力量撐下去。 

溫馨小故事—綻放生命的光采(一)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突然有一陣子，訪視機構沒再看見彪哥了，跟他一起執行社會勞動感

情很好的阿祥，無奈地對我說「佐理員，彪哥最近又去化療了! 」其他社勞

人接著說，彪哥身體不好，都是由他年邁的老母親在照顧他，一個老的顧

一個生病的，大家都很難過。 

阿祥跟我說，彪哥想聲請易科罰金，但他的身體也不適合跑那麼遠的

距離，最近彪哥又常常要去醫院打針，眼看履行期間將屆，我說要不我跑

這一趟吧，彪哥在哪個醫院我拿去給他簽名，確認好時間後，就直奔醫

院。到了他回診的診間，遍尋不著他的身影，突然一聲「佐理員」，我愣

住了!我壓抑著哽咽的聲音問：「你怎麼瘦那麼多!」，眼前的他已經不是

那個體格壯碩、精神奕奕的彪哥，兩頰凹瘦，身形單薄，不知道這段時間

他受了多少病痛的折磨。他無奈笑笑，我擔心著問「你一個人來回診

啊？」彪哥說現在疫情嚴重，不敢讓媽媽陪他來醫院。 

彪哥邊寫聲請書邊說著「佐理員歹勢啦，沒有做完，還讓你特地跑這

趟，你和阿祥、督導他們都很關心我，我知道，我會好好保重的!」再一次

叮囑他要好好保重身體，彪哥露出難得的笑容對著我說「麥煩惱，我很堅

強，只是瘦了一點啦，你回去小心騎車!」 

易服社會勞動曾讓一度想放棄自己的彪哥感受到付出的喜悅，看見比

他更無助弱勢的族群也認真思考自己存在具有奉獻的價值，他也時常以自

身為例勸誡社勞好朋友別飲酒過量，身體要健康才是王道。我相信他不會

被病痛擊倒的，彪哥加油!   

溫馨小故事—綻放生命的光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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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mail.moj.gov.tw  編輯：陳怡安、余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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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訊 息 宣 導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