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鑒於酒駕肇事案件層出不窮，交

通事故頻傳，為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

安全及提升國民遵守路權觀念，本署

邀請陳君楓志工擔任講師，假第二辦

公室一樓團輔室於 112 年 1 月 4 日以

「開車貪杯樂極生悲」、「尊重路權生

命安全」為主題，講授對象為緩起訴被

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 

講師首先播放因酒駕肇事造成人員死傷的相關新聞為今日課程揭開序

幕，接著講解酒測標準與酒駕新制，警惕個案酒駕帶來的後果除了得面對行

政罰或刑法的審判，更是造成許多家庭的破碎，把握酒後安全回家三原則:找

家人載、請朋友帶、叫小黃來，呼籲個案酒後駕車害人害己，切勿心存僥倖 

，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課程後段講師說明何謂路權？路權就是「道路的優先權」，並舉例說明

各種情況下何者擁有道路優先權，路權也是判斷交通事故安全的基礎。一旦

發生交通事故，切勿逕行逃離現場，

須向警察機關報案並留在現場等候

警方到場處理，遵守交通事故處理原

則五步驟：放、撥、劃、移、等，以

保護自己及他人權益。最後講師再次

宣導遵守路權的重要性，建立路權觀

念、培養禮讓精神及依照道路交通標

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行車，才能創

造安全便利的優質交通環境。 

 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開車貪杯樂極生悲」、「尊重路權生命安全」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幫助社會勞動人自我價值的建

立並提昇社會認同，本署於 112年 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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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過去，做自己生命中的貴人」，

邀請到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

善事業基金會—鍾炯元志工擔任講師，

藉由引導個案閱讀靜思語小箋，分享靜

思語與溫馨手語的律動表演，帶領學員

以活潑的律動方式進入課程。 

    是日課程以「懺悔過去，做自己生

命中的貴人」為主題，講師鍾炯元志工首先透過投影片介紹自身經歷，分享

曾經有一次駕駛拖板車送貨途中，因吸毒後精神不佳，在山上翻車被送到汐

止長庚醫院，不識字的媽媽獨自從高雄坐車出發，一路問路到醫院，直到此

時還是執迷不悟，將財產、健康及家庭幸福全葬送掉，顫抖、嘔吐、頭痛、

發高燒等吸毒後遺症，身體經常承受痛苦萬分的折磨，期勉學員行孝與行善

要即時，有些人總以為來日方長，機會常有，但人生變化莫測，親情回報的

機會也是稍縱即逝，應當保握當下善盡孝道。 

課程後段講師勉勵學員人生最大的

錯誤就是放棄自己，人生不怕慢，只怕

站著不動，透過自己過去的灰暗經歷來

提醒學員，希望學員能先從行孝與行善

做起，好好的行孝行善，創造生命存在

的價值，感恩付出的對象，有能力時做

他人生命中的貴人！ 

高雄地檢署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講題「懺悔過去，做自己生命中的貴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癸卯年新春前夕，為鼓勵受保護

管束人樂觀面對生活，高雄地檢署結合財

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於 112

年1月11日在本署第二辦公室1樓團輔室

舉辦春節受保護管束人公益關懷活動，由

檢察長洪信旭及主委陳義成親自頒贈春

節慰問金，協助弱勢受保護管束人及其家

庭能在寒冬中過個好年，希望即時的祝福

能給予其等繼續前進的力量。 

洪檢察長相當重視柔性司法的落實，尤其

歷經三年的疫情侵擾，為鼓勵受保護管束

人在復歸社會的路上不氣餒，洪檢察長特

別於農曆年前向受保護管束人拜年及打

氣，勉勵不管外在環境如何衝擊，應時時

保持身心健康，勇敢嘗試，努力學習。 

 

HAPPY NEW YEAR 兔 YOU 

雄檢辦理春節受保護管束人公益關懷活動(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將困境轉化為推進自己向前的動

力，而機會來臨時，即是揚眉「兔」氣

之時。洪檢察長亦對更生保護會高雄分

會表達謝意，感謝渠不遺於力地協助本

署各項柔性司法的推動。 

 

本日活動特別邀請花藝師蔡曼霆老師

擔任講師，以「兔來運轉紅包袋手繪活動」

為主題，以實作教學教授手作應景紅包袋，

課程中老師引導受保護管束人發揮創造力，

寫下新年吉祥語及對來年的期許，現場洋溢

著節慶的歡樂氣氛，活動亦在與會人員互道

祝賀中圓滿結束。 

 HAPPY NEW YEAR 兔 YOU 

雄檢辦理春節受保護管束人公益關懷活動(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本署於 112年 1月 3 日及 1月 16日辦理今年度首場緩起訴一、二級毒

品戒癮治療說明會，由郭觀護助理員及歐計畫人員擔任講師，為施用毒品

個案講解毒品緩起訴戒癮治療之相關規定及程序。 
 

於說明會中除告知即將參加戒癮治療者緩起訴處分應遵守事項及後續

處遇內容外，另強調應配合戒癮治療醫院安排之療程，不得因私人事由而
擅自停止，一方面戒癮治療是緩起訴處分之制約，不積極配合，恐會遭致

撤銷緩起訴處分之結果，另一方面，希透過醫療之專業協助，輔以毒防局

之追蹤輔導，使戒癮治療者早日覺察，帶領其擺脫藥癮，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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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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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毒迎春，邁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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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信旭 

        法治是國家、社會運作的基石，

情緒則是每個人必須面對、覺察的課

題，本署此次邀請王美懿社工師擔任

講師，假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於

112年1月 18日以「認識法律小常識，

守護你我小知識」、「管理良好情緒，

建立友好關係」為主題，講授對象為

緩起訴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 

  講師以本身工作中所接觸的自殺案件數拉開課程序幕，亦播放鄧如雯殺

夫案的新聞影片帶入婚姻暴力問題，臺灣則於民國 87年通過亞洲地區第一個

家庭暴力防制法，然而這樣的安全網並非政府的責任，更需要大家有智慧的

接納自己的負能量、調適壓力、管理及表達情緒，逐步往心理衛生的三個指

標邁進。 

    講師提醒大家未來酒駕、拒絕酒測的再

犯累計期限已延長為 10年，主管機關將公佈

其姓名、照片、違法事實，而酒駕同車乘客

的處分也提高罰鍰。最後講師殷切叮嚀大家

發覺壓力源，從信仰、運動、同在、轉念去

排解、處理、放下，穩固了內心，並瞭解法

律的意義在於保障人民權益及維持社會秩

序，使法治觀念落實生活中，不再身陷法網。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辦理法治教育課程 

「認識法律小常識，守護你我小知識」、「管理良好情緒，建立友好關係」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為使緩起訴被告瞭解履行義務勞務相關法治觀念與注意事項，本署於

112年 1月 31日下午 2時 30分假本署第二辦公室一樓團輔室辦理緩起訴義務

勞務勤前教育說明會，由楊博渝觀護佐理員擔任講師。 

    課程開始前先播放「修復式

司法」宣導影片，以淺顯易懂的

影片使緩起訴處分被告瞭解修

復式司法之意涵，並建構以人為

本的柔性司法體系。講師引導緩

起訴被告填寫填寫基本資料表、

義務勞務執行須知、緩起訴被告

應行注意事項具結書等相關資

料，並向被告逐一說明並悉心提

醒須確實填寫以保障自身權益。

接著於課程中宣導刑事訴訟法相關法律規定，參加本次勤前教育說明會對象

需向本署指定之符合公益目的機構或團體提供 40 小時以上至 240 小時以下

之義務勞務於履行期間內完成，講師並提醒被告在緩起訴期間內應遵守或履

行檢察官之必要命令事項且於期間內不可再故意犯其他罪，如遭檢察官撤銷

緩起訴處分時，被告已履行之部分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 

最後講師也勉勵被告，以服務他人

及回饋社會的心情執行義務勞務，勿因

再犯而進入司法審判程序，珍惜改過向

善、重新出發的機會，在履行期間內順

利完成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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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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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 02月 08 日邀

請文鋐營造採購主管張雅婷主管擔任講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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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圖獲利，自困牢

獄」、「智慧有權，盜用無權」，講師將生

活中會遇到的詐欺類型及智慧財產相關問

題，用許多案例及法院判決分享。 

講師首先介紹關於詐欺的定義，係指嫌

犯以不法之手段或詐術等方式，取得被害人之財物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

而所謂「詐術」乃指以「欺騙」之方法，使人陷於錯誤而為交付，從而取

得本人或第三人所持有之財物。 

    課程後段講師介紹什麼是智慧財產

權？智慧財產權即是人類的精神活動成

果，產生財產上的價值，國家制定法律

來保護創作人各種的權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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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圖獲利，自困牢獄」、「智慧有權，盜用無權」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觀護人 陳佩鳳 

「老師，我跟您說喔！我拜的是釋迦牟尼佛！」 

看著眼前睜著一雙大眼睛的小淳如此認真的分享，不禁微笑著問她為什麼會

選擇佛陀，「因為既然要拜就拜大尊一點的，這樣保佑的力量才大」。 

小淳是因為吸食毒品而入獄的，服刑期間有幸遇見慈濟團體加以感化而開始

信仰佛教，出監後慈濟的老師繼續陪伴找尋有技術性的工作、協助房子承租，甚

至陪同報到等等；小淳每次來報到都很開心的分享念經的踏實感，發願努力做好

自己，滿懷希望等待即將出監的女兒一起改變人生。 

但是一切就在看似順遂的情況下，暴風雨─生活的考驗─還是來了；由於小

淳甫出監的女兒不但抗拒與其同住，讓原本為迎接其到來的大間租屋變成經濟上

之難題，不僅如此，案女還變本加厲與之前的損友往來，傷透她的心；另外小淳

的最小女兒也突然不能見面了，原本前公婆答應假日可以探視，但在發現小淳與

小女兒關係越來越親密勝過於兩老時，突然就失去聯絡，一直到小淳去市場找尋

前公公瞭解原因時，只淡淡回應擔心小淳會對小孩有不好之身教；最後壓死駱駝

的一根稻草就是小淳原生家庭的經濟困難告急，希望其北上重拾就業一起賣鹹水

雞，這就意味著必須辭掉美髮的學徒工作，於是小淳與慈濟老師決裂了。 

 

  溫馨小故事-本心(1)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觀護人 陳佩鳳 

生活無情的磨練，遭遇變化如此之大的小淳，讓她完全放棄這段時間的努

力，只想回到以前的樣子，眼看著就要前功盡棄的時候，小淳來到約談室告知預

備北上回老家。 

「老師，我別無選擇……」，看著在生活中掙扎之小淳，我提起她一開始所

分享的初衷，「還記得最大尊的佛嗎？」，「既然已經信佛，就會明白這一切磨

難來自因果業力，如果不選擇平心靜氣好好面對償還業債，那麼又如何改變自己

的未來呢？」。 

「不能貪進，做最好的自己才能幫助孩子及家人；不要躁急，堅定自己的信

念，一步步耕耘，慢慢的，將來就會有屬於自己的一間店鋪，在屬於自己的天地

裡弘揚佛法做自己，才是你最想要的吧！」 

那天小淳哭了，哭了很久，長久的壓力終於得到釋放，在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中對我說：「老師，我終於懂了……」 

最後慈濟老師偕同小淳來找我合影留念，表達希望能將此段經過做為案例分

享，這樣就可以讓小淳幫助更多人。 

   小淳說：「老師，期滿後還可以再來找您嗎？」「可以啊！只要我在。」  

 

  溫馨小故事-本心(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發行，代表人：洪信旭 

 觀護佐理員王慈恩 

   人的一生是段旅程，交織著跌宕起伏與酸甜苦辣，對小怡而言在短短幾個月裡便體認

到低潮的苦，最初的她是一名妻子及六歲兒子的母親，因妨害自由的案件又多了一個社

會勞動人的身份；不過生命的章節往往出現意料不到的變奏，在六月初她的丈夫於燕巢

第二監獄服刑，生活的步調全被打亂，小怡頭一次感覺無助像一面網子困住了她。 

    接二連三的不順遂讓小怡思及自己的公公已過世，婆婆還得照料曾祖母，且與大伯

疏離久未聯絡，娘家的兄長亦有家庭難以幫忙，僅仰賴單親的姐姐工作支撐娘家開銷及

照顧雙親，然而自己的經濟狀況本就拮据，光是房租、三餐、水電、小孩學費等開銷，

生活的壓力更加嚴峻，她只能跟姐姐咬緊牙關度日，未料兒子、外甥陸續感冒，自顧不

暇的姐姐先代墊看診費，她留在家中照顧生病的兒子，無法兼顧社勞之執行，進度的落

後反映在工作日誌上的累積時數，佐理員去電詢問，電話那頭小怡充滿疲憊的聲音娓娓

道出自身窘境。 

       在瞭解小怡的狀況後，除了協助她聲請急難救助金、物資外，亦提醒她與佐理員保

持聯繫。訪視時她對於本案的起因歸究為一時情緒失控所衍生的觸法行為，為了執行

社會勞動，暫緩找工作來貼補家用的打算，現今連串的不如意令她懊悔不已；看著滿

臉煩躁、頓失方向的小怡，當下勸導她事情已然發生，該讓內心沉澱下來，別再沈溺

運氣不佳、命運不眷顧的消極思惟，唯有自己主動尋求資源、安排時間做勞務，才能

扭轉捉襟見肘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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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同在女子監獄執行社勞的夥伴也不吝給予她打氣，爾後幾次訪視遇到小怡，

除關心她的近況，開始發現鬱鬱寡歡的小怡嘗試申請中低收入補助，她表示亟欲解決

經濟問題，較常至女監執行勞務，不讓自己的怠惰耽誤社勞的進度，進而延宕找工作

的時間，經過數月的努力，她從徬徨無主到平常心看待，不再自艾自怨累積悲觀心

念，抱持改過的心態付出，把過往的錯誤好好地面對承擔，才是幫助自身的第一步。

此外她與其他社勞人相處融洽，培養出清掃默契、良好的工作效率，是女監督導值得

信賴的好幫手，隨著剩餘時數日漸減少，心中的忐忑隨之縮減，她知曉離工作養家的

目標更踏進一大步。 

    自身的可能性往往比想像的還要強靭!小怡在中秋節前完成 720小時，直呼自己盡

了最大的努力撐下來，回顧兒子生病時，親人也陸續得了流感，胞姐分身乏術之際只

能援助看診費用，那時的她暫停執行社勞，在家觀察小孩的病況，待小孩康復又馬不

停蹄地執行社勞，若不是兒子的笑顏、雙親及胞姐背後的關懷、夥伴們的鼓勵，還有

急難救助金、物資緩解一時的困窘，她險些一蹶不振，這些支持的動力促使她走出人

生的谷底，再問她執行社勞有何想法？她笑笑地說過往的難關磨去不少急躁的脾性，

日後不會衝動行事，雖然一度被現實擊垮了，頹喪過後，得靠自己站起來前進，總之

去做就對了，在這過程中看自己能體會到什麼？便是最大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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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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1468。 

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07)215-2565 轉 3851，甲股觀護人。 
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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