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年度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室司法保護據點工作摘要 

編

號 

日期 活動摘要 結合單位 參加

人數 

1 2/10 

09:00 

   ~ 

12:00 

新春公益關

懷暨無毒家

園社區反毒

宣導 

新春將至，本署為落實司法保護據點與社區結合、提高保

護據點嘉惠社區之服務及強化民眾的反毒觀念，特結合本署

佳里司法保護據點、臺南榮譽觀謢人協進會、臺灣更生保護

會臺南分會、安西社區發展協會及慈濟北區教師聯誼會，於

104年 2月 10日上午 9時 30分假佳里區安西社區發展協會，

辦理｢新春公益關懷暨無毒家園社區反毒宣導」公益關懷活

動，由本署觀護人曾繁盛、許玄宗及施叔伶承辦，與據點各

區輔導員、志工、榮譽觀護人、慈濟反毒宣導人員、獨居老

人及中低收入戶代表等約 130人參與。 

活動除由安西社區的志工媽媽、學生以舞蹈和桌球表演開

場外，並安排由主任檢察官及佳里區司法保護據點站長致送

民生用品給獨居老人暨中低收入戶等；另為建構無毒社區並

深根民眾的反毒觀念，由該署觀護人及慈濟反毒宣導人員進

行「無毒家園一起站出來」及有獎徵答等寓教於樂之活動，

期望藉由實際行動關懷弱勢與法律宣導，讓地檢署運用緩起

訴處分金的美意能更加落實。 

宣廣方式 *活動前新聞稿 

       *投稿法務通訊 2740 期第 7版 

       **本署官網司法保護專區-辦理活動訊息 

安西社區

發展協會 

130 

2 3/19 

09:30 

   ~ 

12:00 

新營據點 

法治教育 

本署於 104年 03月 19日上午 9時 30分，結合司法保護

據點─新營區太子爺廟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由臺南地檢

署黃信勇檢察官講授「法律常識與常見刑事犯罪介紹」。 

黃檢察官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參與人員介紹民事及刑事

實體法、程序法原則，另就緩起訴制度及酒駕、肇事逃逸、

反詐騙、妨害公務、偽證誣告、毒品犯罪等相關法規進行說

明，最後進行有獎徵答活動，課程多元而豐富。活動結束後，

所有人皆能擁有正確的生活法律知識及觀念，避免觸法，共

同建構一個良善的法治社會。 

新營區太

子爺廟 

55 

 

 

 

 
本署於 104 年 04月 17日上午 9時 30分，結合司法保護據 關廟區山 40 



3 4/17 

09:30 

~ 

12:00 

關廟據點 

法治教育 

點─關廟區山西宮管理委員會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由臺

南地檢署羅瑞昌主任檢察官講授「法律常識與常見刑事犯罪

介紹」。 

羅主任檢察官以輕鬆、詼諧的上課方式，並輔以豐富的影片

與圖片，深入淺出的向參加人員講述目前最重視之酒駕問

題、道路交通事故之法令與處理、食安案件(如致癌豆芽菜、

病死豬、偽藥)之探討等，提醒受保護管束人及一般民眾勿

因便宜行事而觸法，同時學習如何保護自己。另提供一夜好

眠的方法，幫助大家培養正確的睡眠習慣及有效處理壓力。 

課程結束後，所有人均能對生活法律常識擁有正確的觀念，

共同建立良好的生活秩序與價值觀，打造一個美好的法治社

會。 

西宮管理

委員會 

4 4/30 

09:00 

~ 

12:15 

104年第一

次據點輔導

員研習計劃 

  臺南地檢署為精進司法保護據點輔導員之專業知能、服務

效能，並落實據點效益及犯罪預防工作，特結合臺南榮譽觀

護人協進會，於 104年 4月 30日上午 9時假本署九樓大禮

堂辦理『104年度第一次司法保護據點輔導員研習會議』，

邀集南市共十二處的據點輔導員(計 65名)與本署人員共襄

盛舉。課程分別由本署王禎郎主任觀護人及黃信勇檢察官向

輔導員進行「社會資源之結合與運用」及法治教育宣導。本

署陳玉萍主任檢察官於致詞時除肯定各據點輔導員對司法

保護據點服務工作的認同與付出之外，並期許未來能結合更

多資源，讓司法保護工作能推展至社會的各個角落，帶來一

片幸福喜悅的聲響。 

*投稿法務通訊期 

臺南地檢

署 

65 

5 5/8 

09:30 

~ 

11:00 

曾文據點反

毒宣導課程 

本署於 104 年 05月 8日上午 9時 30分，結合曾文區司法保

護據點於官田區公所辦理「反毒宣導課程」，由站長陳中奮

介紹毒品犯罪暨相關法律規定之內容。 

  陳站長從目前臺灣的毒品盛行狀況談及毒品犯戒治過

程、案例分享，並以短片方式呈現模擬劇，最後再藉由法律

條文加強宣導及增進參與人員印象。站長利用多年擔任本署

司法保護據點負責人及過去的豐富人生閱歷，結合相關資源

曾文區司

法保護據

點 

150 



大力宣導反毒教育之重要性，以期未來臺灣社會及下一代能

免受於毒品之危害。也希望更多人能齊盡心力，一同打擊毒

品犯罪。 

6 5/26 

09:30 

~ 

12:00 

東山據點 

法治教育 

本署於 104年 05月 26日上午 9時 30分，結合司法保護

據點─東山區東原社區發展協會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由

臺南地檢署王禎郎主任觀護人講授「從生活事件談投機風險

與自我保護法律」。 

王主任以德國的法治、交通、科技及環保等各個層面，比

對臺灣現今的黑心油事件，強調誠實及守法的重要性，並輔

以許多真實的生活案例，讓個案藉此了解販賣人頭戶、銀行

帳戶等法律風險並學會保護自己。另提供詐騙防治相關資訊

及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請個案多加利用。課程結束後，所

有人均能對生活法律常識擁有正確的觀念，共同建立良好的

生活秩序及健康的人生觀。 

*本署官網司法保護專區-辦理活動訊息 

東原社區

發展協會 

30 

7 7/23 

09:30 

~ 

12:00 

北區據點 

法治教育 

本署於 104年 07月 23日上午 10時 00分，結合司法保護

據點─北區東興社區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由臺南地檢署

黃信勇檢察官講授「法律常識與常見刑事犯罪介紹」。 

現場有受保護管束人、緩起訴被告及參與民眾共 45人一同

出席。 

黃檢察官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向參與人員介紹民事及刑事

實體法、程序法原則，另就緩起訴制度及酒駕、肇事逃逸、

反詐騙、妨害公務、偽證誣告、毒品犯罪等相關法規進行說

明，最後進行有獎徵答活動，個案皆踴躍參與問答，互動良

好。活動結束後，所有人皆能擁有正確的生活法律知識及觀

念，避免觸法，共同建構一個良善的法治社會。 

本署官網司法保護專區-辦理活動訊息 

北區東興

社區 

45 

8 9/27 

學甲據點反

賄選宣導 

本署於 104 年 09月 27日，結合學甲區司法保護據點於學甲

國小辦理「反賄選宣導」，由據點輔導員介紹反賄新知及檢

舉賄選之管道和相關法律常識。並配合中秋佳節團聚，向眾

多的參與人員及其家庭大力宣廣。 

學甲區學

甲國小 

800 



為因應臺南地檢署反賄系列活動開跑，各司法保護據點亦

動員配合加強宣廣，輔導員利用中秋連續假期舉辦反賄宣

導，除了介紹各種檢舉方式及賄選手法，更透過生動的表

達方式寓教於樂，讓與會民眾了解賄選不僅造成社會的危

害，更將使個人背負莫大的社會輿論，切勿貪圖一時之利

而面臨法律制裁。活動中並安排有獎徵答，加深民眾反賄

常識，過程反應熱烈。最後發放宣導品，讓民眾度過一個

別具意義的中秋佳節。 

9 10/16 

10:00- 

12:30 

玉井區據點

重陽節弱勢

關懷反賄選

及反詐騙宣

導 

本署於 104 年 10月 16日上午 10 時 00分，結合司法保護據

點─玉井區竹圍里活動中心辦理「104年度重陽節反賄選防

詐騙暨公益關懷活動」，由臺南地檢署錢鴻明檢察官講授「反

賄選及防詐騙之法律常識介紹」。活動由據點站長江明和、

台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陳萬益及主任觀護人陳俊男

致辭開場，接著錢檢察官用淺顯易懂的方式，搭配案例分

享，因應授課對象而將法律常識生動的融入日常生活，讓與

會人員大多為年長者能更清楚明瞭，以避免輕易受騙或收受

賄賂。最後進行有獎徵答活動，個案及長者反應熱烈及踴

躍，活動結束後，所有人皆能擁有正確的生活法律知識及觀

念，避免觸法，共同建構一個良善的法治社會。 

玉井區竹

圍里活動

中心 

120 

10 10/23 

10:00— 

12:00 

麻豆區據點

法治教育課

程 

本署於 104 年 10月 23日上午 10 時 00分，結合司法保護據

點─麻豆區油車里活動中心辦理「法治教育課程」，由臺南

地檢署郭書鳴檢察官講授「法律常識介紹及反賄選宣導」。 

現場有當地受保護管束人、緩起訴被告及參與民眾共 40 人

一同出席。 

郭檢察官用淺顯易懂的方式，搭配案例分享，向參與人員介

紹反賄相關常識、毒品犯罪法規及最新手機通訊軟體詐騙方

式。課程內容多元豐富， 希望透過說明使個案避免輕易受

騙或收受賄賂。最後進行有獎徵答活動，個案及反應熱烈及

踴躍，活動結束後，所有人皆能擁有正確的生活法律知識及

觀念，避免觸法，共同維護社會安全。 

麻豆區油

車里活動

中心 

40 



                                                    

 

 

 

11 10/25 

麻豆區據點

反賄選宣導 

為因應臺南地檢署反賄系列活動開跑，各司法保護據點亦動

員配合加強宣廣，據點站長及輔導員利用當地婦聯會開會舉

辦反賄宣導，除了介紹各種檢舉方式及賄選手法，更透過生

動的表達方式寓教於樂，讓與會民眾了解賄選不僅造成社會

的危害，更將使個人背負莫大的社會輿論，切勿貪圖一時之

利而面臨法律制裁。活動中並安排有獎徵答，加深民眾反賄

常識，過程反應熱烈。最後發放反賄選宣導品，讓民眾牢記

檢舉專線 0800-024-099。 

麻豆區黨

部文化大

樓會議室

2樓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