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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9月號 

Hot News 

        法務部於 9 月 1 日下午辦理記者茶敘，就日前

發生大麻電子菸案件，引發大眾討論大麻合法化

議題，蔡部長重申，大麻合法化，目前是不可能的。 

       蔡部長表示，民眾不要存有僥倖心理，以為透

過不同方式可以施用大麻，目前國情是不容許大

麻合法化，大麻電子菸案件發生後，檢察機關已積

極偵辦，這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關二級毒

品的販賣跟施用刑責很重的，民眾千萬不要以身

試法。 

       本部重申吸食大麻屬違法行為後，獲民眾支

持，並投書肯定本部的決心。投書者表示，國內施

用大麻者不在少數，不少都是社經地位較高或是

海外留學歸國的族群，且多數從大學時便開始吸

食，他們誤認為大麻對人體的危害與香菸相同，因

此應該比照荷蘭或美國部分州予以合法化。投書

者以一名學生吸食過量而喪命之案例，支持政府

反對大麻合法化政策。 

       法務部除與教育部強化校園新興毒品與大麻

防制宣導外，亦責由臺灣高等檢察署統合緝毒單位，

利用科技設備及溯源斷根方式加強查緝。且因應後疫

情時代毒品運送轉由以郵包及快遞挾帶走私有增加

之情形，關務署也採用更新 X 光儀檢測設備及強化其

軟體系統，並擴大邊境部署緝毒犬隊，對來自高風險

地區人、貨提高查緝量能及查驗密度，杜絕大麻及大

麻種子入境。再由警政署實施尿液加驗大麻，揪出吸

食大麻黑數，以供向上溯源查緝。在緝毒單位通力合

作持續壓制下，109 年查獲大麻植栽 5,863 株，110

年 1-6 月更查獲大麻植栽 9,219 株，為歷年最高，較

去年同期增加 314.7%，展現政府強力查緝大麻之決

心及行動力。 

  

For every dark night, 
there’s a brighter day.  

吸食大麻屬犯罪行為 

法務部呼籲民眾勿心存僥倖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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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司副司長交接 

       法務部 110 年檢察官人事調整，原保護司林副

司長嚞慧調升為參事，並由臺高檢兼書記官長吳怡

明接任保護司副司長。 

       林 參 事 於 保 護 司 副 司

長任內，積極參與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修法工作，並對再

犯 防 止 推 進 計 畫 之 前 期 規

劃著力甚深，建立毒品防制

基 金 之 發 展 方 向 及 監 督 機

制，更結合民間資源辦理矯正機關收容人家庭援助

與關懷方案，對於保護業務之開展功不可沒。 

       吳 怡 明 副 司 長

歷練完整，曾任士林

地 方 檢 察 署 襄 閱 主

任檢察官，在台灣高

等 檢 察 署 書 記 官 長

任內，大力協助檢察

長邢泰釗，並負責督

導更生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業務，工作表現優異，

獲得各界肯定。 

 

 

     法務部於9月1日下午辦理記者茶敘，本次茶敘是

由保護司吳怡明副司長報告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辦理成效，並宣誓政府持續打擊新興毒品與大麻犯罪

之決心。 

       吳副司長在報告中指出，行政院106年推動新世

代反毒策略，在政府各部會及民間單位通力合作之

下，已展現相當成效，包括: 

 (一)毒品查緝量增加，有效壓制毒品犯罪 

查獲之毒品由 105 年查獲 6767.1 公斤增加至 108  

年查獲 9476.5 公斤，查獲毒品量為歷年最高，109

年疫情期間仍查獲 8155.5 公斤。 

 (二)減少毒品需求，吸毒人口下降 

 各級毒品施用人口，105 年為 6 萬 638 人，至 109

年為 4萬 6810 人，下降 1萬 3828人，減少 22.8％。 

 (三)初次施用毒品人口明顯降低 

 初次吸毒人口，自 105 年 1 萬 4349 人下降至 110

年(1 至 6 月)3323 人，明顯下降 11,026 人。 

        吳副司長說，國內108年第三季新興毒品死亡案

件為17件，第四季增加至42件，係因新興毒品

PMMA，即俗稱強力搖頭丸之出現，致死亡案件數驟

增。為壓制新興毒品氾濫，由檢察機關及司法警察機

關就查獲之混合式毒品建立快速檢驗新興毒品機制，

加強檢驗PMMA成分，以利即時向上溯源查緝，斷絕

新興毒品供給鏈。 

        另外，為防堵新興精神活性物質（NPS）流為製

毒所用，法務部毒品審議委員會一次性審議通過新興

精神活性物質296項列為毒品管制，俟行政院公告

後，我國毒品列管數量將大幅增加為659項，成為全

世界列管毒品最多國家之一，並由關務署及食藥署因

應新興毒品一次性審議列管，積極備置「拉曼光譜

圖」，強化邊境攔檢，使販毒集團難以利用或輸入未

列管物質而製造新興毒品，阻斷製毒源頭。經反毒團

隊共同努力下，109年8-12月因使用PMMA死亡案件

已降至9件，每月因PMMA死亡案例皆少於2件，顯

見已有效壓制新興毒品，降低死亡案件之嚴重危害。  

新世代反毒策略卓有成效 

法務部持續打擊新興毒品及大麻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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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毒品防制及緝毒作為更加精進，新世代反毒策

略第2期（110-113年）4年內將投入約新臺幣150億元

經費，除貫徹蔡總統「2020臺灣要贏」反毒政見綱領

「減少毒品供給、減少需求及減少危害」三減策略外，

亦借鏡日本經驗「再犯防止推進法」基本理念與治理策

略，開始規劃推行「貫穿式保護」措施，推動「再犯防

止推進計畫」，朝向「抑制毒品再犯」、「降低毒品新

生」之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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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台，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豐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
謝謝大家！投稿請寄 moj506@mail.moj.gov.tw                                                              

                                                                                                                 保護司敬上 

      陳政務次長明堂 31日擔任保安處分執行法

研修會議第10次會議召集人，本次會議邀集學

者專家及相 關 機 關 共 

同 出 席，就保安處分

之強制治療章節進行逐

條討論。 

 

         蔡政務次長碧仲17日於本司及檢察司陪同下，

出席林萬億政務委員主

持之「110年度強化社

會安全網計畫共識會

議」，本部就強化司法

矯治服務體系進行簡

報。 

        張常務次長10日召開「研商『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再犯

防止推進計畫草案』部內會議，邀集臺

高檢署、臺北地檢署、矯正署、臺灣更

生保護會及本部相關單位開會，就草案

所列各項措施進行最後檢視及綜整修

正，預定於8月底召開跨部會會議。 

            張常務次長19日至行政院向

羅政務委員報告說明有關「本部犯

保法修正草

案」之重要政

策爭點及人力

預算等需求評

       張常務次長30日主持「研商新世代反毒策略行

動綱領110年第三季執行成果報告會議」，邀請衛

生福利部、內政部、教育部等單位與會，並就行政

院毒品防制會報主席裁

示事項及國發會季管制

事項進 行 後 續 執 行 

研 商 。 

      張常務次長31日上午召開「研商毒品施用者再

犯防止推進計畫(草案)會議」，邀集學者專家、行

政院外交國防法務處、衛福部、本部所屬機關等代

表，先進行第一

次跨部會討論，

之後另將邀集內

政部警政署、勞

動部、文化部等

部會續行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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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本電子報係提供司法保護工作者與社會大眾意見交流平台，因為有您的共襄盛舉，才能豐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
謝謝大家！投稿請寄 moj506@mail.moj.gov.tw                                                              

                                                                                                                 保護司敬上 

       保護司依行政院7月21日、30日之「犯保法修

正草案相關修法政策事宜研商會議」結論，於8

月5日、12日分別召

開內部研商及跨部

會討論會議，就補

償審議單

 

     為 推 廣 更 生 保 護 業 務 ， 17 日邀請更保安

置處所「璞真之家」陳大德執行長至臺北正聲廣

播電 臺 錄製 「 YOYO Live 

show」節目，分享本部

疫情期間紓困方 案 與 更

保 安 置 收 容 服 務 。  

Judicial    

Protection 

       本司13日參加由衛生福利

部召開之「強化社會安全網第政

策溝通平台」第9次會議，就有

關本部主責之更生保護措施進行

回應。 

       台中地方檢察署與台中律師公會、

法扶基金會及犯保協會於21日合辦之

「110 年中區犯罪被害人法律扶助暨修

復促進者培訓課程」，因應疫情改以線

上工作坊方式進行，並由本司黃司長代

表致詞勉勵參訓者。 

       本司31 日辦理「強化我國更生保護制度建

議書」委託研究計畫案議價會議，議價結果由

中央警察大學得標，承接本案。  

      本司9月1日辦理

記者茶敘，宣導新世

代反毒行動綱領，說

明本綱領第一期重大

執行成效及未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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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司黃司長31日接受正 聲 廣 播 電 臺 「 YOYO 

Live Show」訪問，介紹本部辦理暑期犯罪預防漫

畫徵件活動與今年活動辦理特色，現場同步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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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 保護志工、榮觀理事長、更保及犯保主任委員是司法保護的一座堅強後盾，能夠給予個案

最需要的關懷與協助，現在就讓我們來一窺榮譽觀護理事長、主委們在協助個案上所發生

的暖心故事吧! 

         從事旅遊相關行業的高雄榮觀協進會理事長的羅守蓁，

因熱心又樂於助人的個性，在客戶的介紹下開始了榮譽觀護

人的工作，羅理事長說這不是一分單純助人就能完成的事，

它必須要具備強大的內心素質，在面對不同的個案時，需要

相當足夠的耐心與智慧，才能撐起這份具有強烈社會責任的

工作。或許因為具有在正修科技大學擔任資管碩士專班暨業

界講師的教學經驗，羅守蓁認為唯一讓輔導個案改變的方法

就是「用心傾聽」，在接觸到新的個案時，羅守蓁總是先引

導個案說出心中的不滿與怨懟，接著專注傾聽，並且站在與

其相同的高度上，給予適當的建議與回饋，藉此取得個案的

信任感。「在接洽到新的個案時，我都會將個案視為普通

人，只是生活上遇到了一些些不順暢，這時的他們最需要的

就是一位會認真聽它們說話的角色，而那個人就是我。」羅

理事長語氣堅定地如是說著。 

    說起印象最深刻的輔導個案，羅理事長說曾經有位個案，

因腿受傷行走不便，性格又難以親近，接連換了好幾位志

工，後來案子接到她手上，她才發現因個案不良於行，整日

待在家不願意出門，僅靠微薄的救濟金度日。當

時羅理事長軟硬兼施的勸說個案，甚至不惜說下

重話，表示若繼續下去將停止該個的救濟金，個

案聽後便開始認真復健，重振精神，最後終於成

功靠自己的力量外出工作，以自己的能力賺取生

活費用，不再依賴救濟金度日，羅理事長笑著

說，一次遇到他，他說也想成為觀護志工，想要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並且把這份愛傳下去。 

    幾年前羅理事長胞弟往生，因病離世，她同樣

秉持著「讓愛延續」的理念，並感念小港醫院在

治療期間醫護人員的全力照護，特地捐贈一輛社

區健康照護服務車給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希望能

藉由自己的捐贈回饋給社會大眾，讓這份愛永恆

地流傳下去。 

 

  

 

榮觀理事長羅守蓁與檢察長莊榮松合照。 

用心傾聽的天使 羅守蓁恩威並施勸回個案 

捐贈健康照護服務車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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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保宜蘭分會主委王信豐白手起家，是一位成功

的企業家，參與助人工作不落人後，長期投注弱勢公

益關懷從未間斷，並願意分享個人資源，將其領軍的

宜聯鋼鐵釋出工作機會給更生人，讓受刑人出監後之

就業無縫接軌長達15年之久。 

       王主委對於更生人就業著力甚深，於核閱分會個

案工作記錄時，特別注意更生人需求，阿郝自97年3

月即接受分會安排，至王主委公司任職，至今已13年

4月，更於8年前在宜蘭縣五結鄉購屋，父母親也跟著

到宜蘭定居，目前工作及生活都很安定，並修復與家

人關係。 

       林姓更生人，曾經吸毒又患有思覺失調症，在缺

乏就業機會，又無居住處所情形下，王主委安排林員

住進公司宿舍，並提供就業機會，還特別安排和廠長

住在一起，可就近從旁照，當時也特別指派人事主任

關懷林員，王主委以「最大的包容心與愛心」來關心

林員，小從提醒林員盥洗衣物，大到兼顧林員生命安

全。2010年林姓更生人父親從巴西e-mail向王主委致

謝，提到林員「能夠在貴公司工作待上一個月，絕對

是一個奇蹟」，也感謝王主委所給更生人再造的機

會。 

       王主委白手起家，深知基層勞工之辛苦，其經營

之公司提供26個名額，讓受刑人有機會到公司學習鋼

筋製造，也學習自主管理能力，提早適應社會生活。 

依規定，「自主監外作業」之受刑人，應自理其出外

期間交通，但是，從宜蘭監獄到工作地距離有16公

里，王主委體恤受刑人沒有交通工具、公車班次少，

因此，每天雇用計程車接送受刑人上下班，下班時，

每人也拎一個便當回監所，費用都是由王主位支付，

此等待遇對受刑人而言是何等的被尊重與被禮遇，難

怪，受刑人主動提出例假日都要到公司加班，不領加

班費。 

     因應COVID-19疫情蔓延全台，自5月19日起實施

三級警戒以來，國內各民生產業受疫情管制而停業、

歇業甚至倒閉等情況層出不窮，更生人的工作無不受

到影響，收入短缺，王主委邀請他熟識的公司一起作

公益捐款30萬元，順利完成疫起守護不打烊的紓困方

案，協助司法保護弱勢家庭；之後，王主委又以公司

名義向更生人訂購農產品180份送給員工。因為王主

委的無私奉獻，曾多次獲選本部推展教化有功人士，

並於107年晉見總統接受表揚。 

 

鋼鐵之下的柔軟情  王信豐照顧更生人不餘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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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應台女士在其新書「大武山下」中，敘述她的房東，

人稱員外，「房東是個好人，長得也慈眉善目，眉毛長長地

彎下來，眼睛總是瞇瞇著笑。」雖然作者強調書中所有的人

物都是虛構的，唯一真實的是人物的精神，所以不必對號入

座，但龍應達主委熱心地方事務，豁達開朗的人生觀，想必

是作者創作書中「員外」一角的靈感來源之一。 

  犯保屏東分會主委龍應達，東吳大學物理系畢業，當過國大

代表，學校講師，也經營過醫院，他以聖經說明被害人保護

之重要性，舊約中以牙還牙的應報思維，報復權在被害人身

上；現代刑事思維，將刑罰權交給國家，國家剝奪被害人報

復權後，有義務保護每個國民不受侵害，並透過國家體系為

被害人止傷療痛。 

        龍主委形容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就是一本高中國文選加

古文觀止。他說魏徵「諫太宗十思疏」提及，「恩所加，則

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出師表中

諸葛亮「..罰贓否不宜異同….不宜循私..使內外異法矣  」即提

醒管理人員不應因個人喜怒賞罰，管理也不應有雙重標準。 

    他接任主委後，先了解分會的章程、角色及組織對主委之

期待，分會每份公文他都親自簽章，並參與個案訪

視，才能充分了解服務對象之需求，他也致力於型

塑屏東分會組織文化，他強調組織文化中，參與與

自主的重要性。他說，分會委員會的功能不只是出

錢，還要參與會務，分會的重要計畫或大型活動都

是經過與工作人員討論後決定，雖然有些結果跟他

的想法不同，但這就是參與式的民主，他尊重會議

決議。他強調，組織中主管過度堅持己見，會影響

組織前進，同心的團隊才有戰力。另外，他期許在

組織內，每個工作人員對其主責業務都能完全做

主，不是都是「長官說了算」，他認為工作人員有

權才能負責，也才能盡其所能創新開展業務。 

  他表示，理念的倡導是長線佈局，服務被害人則

是一分努力一分收穫，任何活動都不能影響被害人

服務。今年 12 月即將卸下主委職務，龍主委說，

做好交棒是現階段最重要的工作，卸任後，分會如

果需要他，他當竭盡全力幫忙。 

  「我有個農場，有 2、3 甲那麼大，養了幾頭羊、

幾隻雞，牠們也很需要我」龍主委爽朗的說著未來

的規劃。在訪談過程中，電話那頭一直傳來貓叫

聲，我突然想起，大武山下寂寞咖啡館員外與貓的

場景。 

大武山下之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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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的溫度 微甜的幸福 

艾格諾先生手作蛋捲  

Sunny   

Column 

文/圖：Andrea  照片提供：邱垂誠 

          人的味蕾與記憶總能相互連接，在你心中有沒有一

道美食，是你記憶中最感動的味道，就像電影《總鋪師》

裡憨人師煮出的一道「菜尾湯」，能讓品嚐的浪者流下感

傷的淚水，或是《料理鼠王》裡的那道雜菜煲，讓挑剔的

美食家想起了兒時和媽媽親暱共處的甜蜜回憶。這次採訪

的對象是艾格諾先生手作蛋捲的邱老闆，當邱老闆一開口

敘述為什麼他會選擇蛋捲作為開業商品時，我就決定這次

的文風肯定得走個「溫暖鉅獻、感動千萬人」的路線，因

為這根蛋捲藏有滿滿的洋蔥啊～ 

       邱老闆說，他從小由奶奶撫養長大，也特別受寵，在

那物資較匱乏的年代，逢年過節只要收到鄰人親戚送的蛋

捲，奶奶都會特地為他保留，因為奶奶認為蛋捲裡面有雞

蛋，能夠補足小孩子所需要的營養，所以總是小心翼翼的

特地為他留下珍貴的蛋捲。就是這一份寵愛與無私的奉

獻，讓長大後的他決定要以蛋捲作為自己的開業商品，為

的只是想復刻出那份由奶

奶佈滿皺褶的雙手所遞出

的最單純美好滋味。(拭淚) 

        艾格諾先生的手作蛋捲口感紮實豐

厚，不似一般的西式蛋捲酥脆，且在口感

已經夠紮實的基礎下，邱老闆還特地研發

出了「脆麵蛋捲」讓品嚐蛋捲的味蕾體驗

再更上一個層次，酥脆厚實、喀茲喀茲的

好不讓人喜歡，脆麵蛋捲同時也是艾格諾

先生的品項裡最熱銷的一款。另外還有口

味特殊的玫瑰蛋捲及山葵鹽加海苔蛋捲，

玫瑰蛋捲是使用可食用級的玫瑰花瓣，將

花瓣輕巧地捲入蛋捲中，一口咬下後玫瑰

與蛋香的兩種滋味在口中混合迸發，真的

彷彿見到了愛情本尊就在眼前飄盪。山葵

鹽加海苔蛋捲則是用海苔蛋捲沾取另附的

山葵鹽作品嚐，艾格諾先生的蛋捲不僅在

口味上做了多種創新變化，在食用方法上

亦作了不同的改變，完全顛覆了消費者對

於蛋捲的一般想像。 

  我是覺得啦，如果女朋友是個吃貨，

送她一束貴桑桑的玫瑰花，還不如送她一

盒玫瑰蛋捲，經濟實惠還能獲得最佳好男

友的尊貴封號，我說兄弟啊～手機還不快

拿起來下訂單～（說好的賺人熱淚呢？）

（綜藝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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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防制》我沒有訂啊...「幽靈包裹」亂寄騙貨款 刑事局公布自保SOP 

        刑事警察局統計，2019年至11月24日止共計受理「幽靈包裹」案件6件，這類詐騙案件民眾本身都沒有訂購商品，包裹託

運單卻清楚印有民眾姓名、地址及電話，使家人或同事誤認為有訂購包裹而代為簽收付款，警方籲請民眾小心防範。 

        警方分析此類手法，歹徒郵寄粗劣商品詐取貨到付款費用，其來源多與臉書「一頁式廣告」相同，這類包裹由境外運送

至國內後，歹徒透過預先收集民眾個資，經由貨運業者、物流人員進行派送，並以貨到付款方式隨機寄送來騙取民眾付款。 

        刑事局目前透過網路、新聞媒體發佈多次圖文宣導，也通報全國各警察機關「一頁式購物廣告及幽靈包裹退（貨）款處

理方式」、彙整國內各宅配業者、物流公司聯絡方式，民眾若不慎勿收這類「幽靈包裹」均可至各派出所或致電165專線查詢

退貨方式。 

        刑事局除持續彙整受理案件情資，希望藉

此追查可疑犯嫌外，警方也會同財政部關務署

加強抽檢進口報關之貨櫃，希望遏止這類詐財

歪 風。警 方 呼 籲，若 民 眾 不 確 定 包 裹「寄 件

人」是否正確，請直接拒收。 

       警方表示：若親屬家人代收，請先查證有

無購物；萬一已經取貨付款，請撥打託運單上

面「寄件人」電話，告知未購買商品卻收到包

裹，申請退款退貨，以保障自身權益。    

(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65反詐騙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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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News  

Keelung 
        基檢在4日於該署法治教育中心共分別辦

理三場社會勞動行政說明會，由觀護人室的

觀護佐理員輪番上陣，向社會勞動人講述執

行勞動服務時，需要遵守的各項規定、自身

權益、履行原則等內容;在規範與告誡的同

時，也不忘提醒社會勞動人在執行勞務時如

何保障自身安全。 

  基檢於12日於該署法治教育中心辦理毒品緩

起訴處分戒癮治療行政說明會，邀請基隆市衛生

局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管師、該署陳觀護人，以

及日光之家陳健榮牧師，為個案授課講解有關緩

起訴戒癮治療的流程、規範，以及可尋求幫助之

社會資源，希望能在緩起訴個案邁向戒癮的路途

上，提供有效推進的動力。 

Taipei 

        今年5月中因疫情嚴峻，北檢原委

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定

期舉辦「全人康復戒毒課程－正念

班」團體課程，協會心理師利用一對

一視訊連線的方式，與個案保持互動

與關懷，提供支持與陪伴的正念力

量，並從中瞭解是否有需要協助之

處。 

        國內疫情今年5月中旬起日趨嚴峻，受

保護管束人、社會勞動人經營生意者且因

疫情影響而減少收益，北檢除號召同仁及

榮譽觀護人認購受保護管束人自營事業產

品，也結合「免費提供餐點」計畫，將產

品送給辛苦的醫護人員，讓醫護調度在醫

院發揮最大力量，在第一線守護重症病

患，非常時期，同心抗疫，「疫」起挺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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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lin 

New Taipei City 

   新冠肺炎疫情警戒三級初期，士檢觀護人

室接獲不少詢問電話，在檢察長繆卓然指示下，將暫停辦

理之毒品多元處遇說明會，改採書面說明及郵寄方式辦

理。新冠肺炎疫情加劇，幸有法務部於110年初撥款新增

的專業人力，才能讓柔性司法的觸角擴及需要援助的藥癮

個案。在疫情嚴酷的考驗下，專業助人的心，成就人間一

幕幕美好的風景。 

  士檢特與正聲廣播公司合作規劃一系列「檢察

官說法」節目，暢談民眾關心的預防犯罪議題。繆

卓然檢察長於25日下午至電台暢談「青少年反毒

緝毒議題」，以淺顯有趣的方式與民眾互動、宣

導，讓反毒觀念深入各個角落。 

 

    受到疫情影響，新北市榮觀協進會詹金蓮理事長轉

介熱心公益的好朋友，由謝姓醫師協助一位就讀明星高

中的假釋更生人子女，每月3000元助學金，讓其可以

安心唸完高中。新北地檢署徐錫祥檢察長表示，接受教

育是弱勢家庭翻身最好的機會，他肯定詹金蓮理事長結

合社會資源，幫助假釋更生人子女的熱心與努力，也感

謝社會善心人士願意拉更生人子女一把，期盼這個善行 

能帶來善的循環。 

   士檢為協助家暴受保護管束人建構正向

思維模式取代舊習衝突處理方式，獲得正向

思考與展開未來人生之勇氣。特與啟宗諮商

心理所合作以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為核心，運

用桌遊、積木、平面探索、各項暖身活動，

催化團體成員互相關心，建立彼此的支持系

統，增進其解決問題的能力。   

        新北地方檢察署何克凡檢察官在觀護人室

梁文青組長及周瑋芸觀護人的陪同下，於26日

下午前往五股清潔隊及新莊清潔隊，督核社會

勞動人履行狀況及機構執行情形，並勉勵在場

的社會勞動人在不影響家庭生計的情況下，儘

速將所餘時數履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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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inchu 

Taichung 
  為了提升社會勞動人的法治觀念並強化其對

勞務的正向認知，中檢於12日辦理社會勞動人

勤前說明會，期盼社會勞動人珍惜勞務服務的

機會，藉以強化社會勞動人對勞務服務的認

知。 

        中檢於24日由黃政揚主任檢察官協同觀護人室辦理轄

區毒品再犯防治聯繫平台會議，同時黃政揚主任檢察官於

會議中也針對轄區各戒癮治療醫療院所於110年度執行毒

品戒癮的問題及相關建議進行討論。 

        中檢為了建立受保護管束人良

好的家庭支持系統，強化與家庭成

員間的溝通技巧，藉以改善家庭及

人際關係，因此於8月16日辦理受

保護管束人家庭溝通團體課程，由

中檢許馨仁觀護心理處遇師帶領及

講授課程。 

         中檢為了協助無業及受疫情影響失業

的受保護管束人儘速尋找到工作，於11日

結合臺更保台中分會及臺中市勞工局就業

服務處辦理受保護管束人「求職便利通」

個別就業媒合服務，為受保護管束人進行

個別就業諮詢及工作媒合。 

  受新冠肺炎三級疫情警戒影響，原本經營雙醬咖哩

加盟店的李員，生意下滑，在竹檢檢察長指示參加紓

困專案，將店內招牌餐點起司雞排、豬排咖哩飯，分2

天親自送至湖口地區四戶人家共20份的餐點，讓生活

陷入貧困之觀護個案及家屬們享用精心準備的豐富美

味餐點，並與受贈者互相打氣，互給溫暖、祝福，期

許彼此為美好未來繼續努力。 

  今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洶洶來襲，竹檢受保護管束

人「阿賢」剛好在疫情期間創業開店賣早餐，生意首

當其衝，竹檢觀護人室奉檢察長指示投入辦理緊急紓

困方案，結合新竹更保分會資源規畫「紓困關懷早餐

袋」專案，阿賢於專案執行期間每天送親手製作的熱

騰騰早餐至地檢署，再由觀護人將早餐轉贈弱勢個

案，共有60名個案受惠，紓困關懷心意也隨著香味四

溢的早餐傳遞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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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hua 
       彰檢檢察長俞秀端自上任後即

關心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與馨

生人，特於中秋佳節前夕辦理司

法保護防疫紓困作為，展現地檢

署推動柔性司法政策具體作為，

        彰檢於19日辦理毒品犯假釋

期滿接軌活動，該活動由彰化縣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派員進行衛教

課程及提供毒品個案個別輔導諮

詢服務，讓個案於保護管束期滿

時，成為個案立足社會的後盾，

希望藉此降低再犯率，使他們順

利復歸社會。 

        彰檢特於18日與彰化縣勞工處共同辦理就業促進講座，特

邀在工作領域成就卓越的正新輪胎管理部張樹德經理以「職類

介紹、求職準備、職場及人際互動、壓力調適與管理」為主題

授課，幫助受保護管束人未來在求職或職場的適應有更好的能

力。 

       為建構性侵害受保護管束

人的正確法治觀念，彰檢24

日安排性侵害犯罪相關法治

觀念宣導課程，邀請彰化縣

警察局婦幼隊王俐婷、高永

炫小隊長，就相關實際案例

與法律議題向受保護管束人

做分享，期能達到教育與啟

發之作用。 

       投檢於11日在良顯堂社會福利金

會，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南投分會共同

合作辦理法律宣導，邀請廖怡婷律

師，針對修復式司法實施專題講演，

對受保護管束人、緩起訴被告及社會

勞動人等進行宣導，期能透過課程的

進行，加深民眾對相關法律常識的認

知。 

Nantou 

        投檢於23召開「110年度第二季易服社

會勞動暨義務勞務執行機構督核檢討會

議」，邀集轄區內遴聘之各社會勞動及義務

勞務機構與會，並由政風室張世稼主任進行

政風廉政宣導，最後由主席及蔡欣樺主任觀

護人與各督導進行綜合座談，會議中與會人

員踴躍交換意見，對勞務執行或防疫措施等

提供心得交換。 

        投檢於18日舉辦廉政宣導暨社會勞

動行政說明會，說明會首先介紹並說明

國民法官制度，亦說明履行社會勞動時

應遵守之相關規定，讓社勞人了解履行

社會勞動期間應有之法律責任，順利完

成應履行之時數，早日回歸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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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lin 
        為使社會勞動人明瞭應盡權

利義務，雲林地檢署於110年8

月4日假法治教育中心二樓舉辦

「110年8月份易服社會勞動勤

前教育說明會」 於 於110年8月

5日(星期四)及8月6日(星期五)規

劃為期二日易服社會勞動勤前訓

練及生命教育課程 ，期許社會勞

動人以感恩的心與悔悟的態度，

發揮所長回饋社會。  

        雲檢於19日在法治教

育中心二樓辦理酒駕團體

輔導教育課程共二場次，

特邀黃煥軒檢察官及段可

芳檢察官擔任授課講師，

講解酒駕犯罪防治相關內

容，並提醒學員安全駕駛

最重要，期藉透過本次課

程啟發學員珍惜生命，拒

絕酒駕，維護自身及社會

大眾安全。 

        雲檢於18日召開第三次「性侵

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

絡會議」，會議由主任檢察官吳文城

主持，並聘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所鄭

瑞隆教授等三位擔任專家學者，針對

中高再犯危險之受保護管束人進行意

見交流，共同研議適切監督輔導預防

措施。 

Chiayi 

        有鑑於性侵害案件日益增加，嘉義縣市衛生局、

嘉義縣市婦幼隊及派出所，於27日上午，在嘉檢舉

辦「110年度第2次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

督輔導小組會議」，會中邀請社工及心理師等，希望

從警政、衛政等多方面的角度，強化社區安全網絡，

進而降低再犯可能性。      

         八月法治教育課程日程分別為11日及

25日。首場即於8月11日上午場次登場，

「回憶自己的純真與善良-談毒品危害防

制」下午場次，主題則為「法治教育-從生

活理解法律，用法律掌舵人生」，25日上

午上午場由本署劉虹君觀護人講授主題為

「想不想，給彼此一個談話的機會？『修復

式司法』之簡介」，下午場主題為「生活與

法律常見犯罪剖析篇」，四場皆在在提醒學

員們切勿輕忽「錯誤」的行為對自身帶來的

後果，也期勉學員們能經由本次課程，多增

長法治觀念，避免再勿觸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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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ohsiung 

Qiaotou 

       犯保高雄分會自6月開始展開用愛守護的社會救助工

作，除媒合「炭火愛心平台」無償提供弱勢被害家庭每戶

有完整的全配物資，再媒合善心人士的認捐，預計持續執

行到110年12月止，可分別依家庭狀況獲得短、中、長期

的照顧。 

       雄檢於12日舉辦「大手牽小

手，月來月圓滿，讓愛發送」公益

關懷活動，莊檢察長在致詞中表

示，希望藉由此次中秋節公益活動

頒發生活扶助金聊表心意，同心協

力共渡難關，繼續將愛傳遞下去。 

        中秋節前夕，莊檢察長為進

一步了解個案的實際情況，特

於17日在榮觀協進會理事長羅

守蓁的陪同下，拜訪自製香腸

販售的陳姓受保護管束人，鼓

勵其勇於面對、相信自助天

助，並祝福佳節愉快、生意

「腸腸久久」。 

        橋檢於11日辦理生命教育課程，

特邀請社團法人高雄市脊髓損傷者協

會理事葉展逢、總幹事潘海義擔任講

師，向緩起訴被告暨受保護管束人宣

導切勿酒駕及分享自身經歷，讓學員

認識酒駕引發的重大危害。 

       橋檢透過分流方式並輔

以視訊科技進行法治教育

課程，特邀請法務部矯正

署高雄戒治所臨床心理師

柯俊銘擔任講師，除介紹

毒品種類、濫用後果，並

透過真實案例影片播放，

讓學員暸解施用毒品造成

諸多不可逆之危害。 

        橋檢於20日召開性侵害案件受

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

議，由主任檢察官陳竹君主持，針

對中高再犯危險之受保護管束人進

行討論，共同制定預防再犯及治療

策略。  

        有鑒於疫情警戒下修為二級，橋檢除恢復社會勞動業

務之執行外，檢察長洪信旭特別指示觀護人室規劃、辦

理「防疫•關懷」專案，檢察長洪信旭表示，社會勞動業

務恢復執行之際，機構督導與社勞人的人身安全都相當

重要，透過防疫物資的贈與，希望機構能夠妥善運用，

讓社會勞動業務可以在安全及安心的狀況下有效執行。 

        雄檢莊檢察長特別指示觀護

人室，以實際行動積極關懷特定

對象，主任觀護人偕同榮譽觀護

人協進會理事長羅守蓁特地前往

自栽檸檬販售的莊姓受保護管束

人之果園農場造訪。榮觀協進會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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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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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tung 

Yilan 

        宜檢於4日及21日舉辦110年度毒品個案

多元處遇教育訓練，分別邀請羅東聖母醫院

精神科郭名釗醫師講授「藥癮疾患辨識及醫

療處遇」 及精神科方彥人臨床心理師講授

「藥癮團體治療」，兩場訓練皆從各種角度

切入探討，並結合法律與醫學，俾利毒品處

遇能更多元並適切。  

        宜檢結合宜蘭縣如意慈善之友會，辦理受保護管

束人「如意心 防疫情」紓困方案，由游明輝理事長

與洪生輝觀護人前往弱勢受保護管束人住家慰問。檢

察長李嘉明指示持續關心協助弱勢個案，希望運用這

些愛心物資能暫解弱勢受保護管束人家庭燃眉之急，

協助順利度過這波疫情。 

         本土疫情升溫，更保屏東分會配合屏

檢依法務部指示協助協助更生人之短期緊急

紓困方案，即時提供其必要之協助與關懷措

施，計分為紓困採購團、抗疫暖心包、急難

救助金、獎助學金及資訊提供並協助申請政

府紓困4.0等補助措施。 

        為精進更生輔導員專業知能及業務交

流，更保屏東分會於25日舉行更生輔導員

分區座談會；屏東地檢署張介欽檢察長蒞

臨指導並致詞:非常感謝每一位更生輔導

員能於第一線關懷更生人，更生人猶如迷

途的羔羊，在復歸道路上迷失方向，所幸

有更生保護會的關心及處遇，並結合檢察

體系的資源，展現柔性司法的一面，能夠

真正的改善其生活，甚至可能成為社會的

助力。                

        屏東縣榮觀協進會理事長黃

松美於19召開第15屆第5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該日重要議程係審

查獎勵「向日葵爸爸」 (本署受

保護管束人申請)資格與名額，該

「向日葵獎學金」項目有三類，

包括受保護管束人子女獎助學

金、受保護管束人爸爸、媽媽等

均設立獎勵，希望能陪伴並鼓勵

向善的偉大家庭支持力量。 

  宜檢於25日在本署二樓會議室舉辦榮譽觀護人成長訓練第二場次，

李檢察長嘉明表示，非常感謝榮譽觀護人對本署觀護工作的協助，觀護

業務需要有極大的愛心和耐心，希望榮譽觀護人可以繼續在觀護業務上

給本署協助及支持鼓勵。依據金管會要求將財經有關課程列入，希望有

助於大家對個案的輔導工作，甚至可增進自己對於財務和理財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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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tung 

Penghu  

       東檢於3日辦理8月份第1場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

由主任觀護人許玄宗向到場的社會勞動人進行法治宣

導，多元處遇方案人員陳偉仁則進行生命教育，社會

勞動內容由觀護佐理員王珣說明履行社會勞動的各項

規定，期許今日課程能讓社勞人盡快進入狀況，且皆

能於履行期間內完成社會勞動。 

        為強化對性侵害案件加害人的監督及輔導，

東檢於24日召開「110年度第三季性侵害案件受

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由謝主任

檢察官長夏主持，與執行檢察官和主任觀護人先

聽取專股觀護等人報告，期透過協助個案成功復

歸社會，能降低再犯風險，達到建立免於恐懼社

區環境的目標。 

       犯保協會澎湖分會為體會父親的辛

勞，特於6日及7日辦理「感恩的馨 

Super88」父親節關懷慰問活動。藉由

家人彩繪點綴父親節蛋糕的過程，感恩

父親(或母代父職)的付出，本次活動經費

由馬公市公所補助，計嘉惠20個家庭。 

        每年七月第二個星期六為法扶基金會的

全國法扶日，因疫情嚴峻，延至本月28日，

法扶基金會澎湖分會首次結合犯保澎湖分

會，於澎湖地檢署舉辦「法扶當支柱 保護進

一步」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講座暨藝文活

動，活動中由法扶基金會高雄分會郭主任佳

玉進行業務宣導，另邀請講師王珮珊指導民

眾製作手工藝，完成獨一無二的療癒花器，

本次活動使參加對象找回生活正能量，適時

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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