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由於少年犯罪問題，一直是社會

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學業成就較差，

學校適應不良，違規或家庭功能不

彰，處於行為偏差邊緣之學生（以下

稱高關懷學生），可能是未來犯罪行

為的高危險群，需要預防性的措施來

幫助他們。因此基於犯罪預防向前延

伸概念，法務部於93年開始實施「社

區生活營方案」，責成各地檢署對於

轄區內高關懷學生，採生動活潑，寓

教於樂，促進五育的均衡發展方式，

於課餘輔導其課業並導正其行為，以

期達到全面預防犯罪、減少被害之目

標。 

 貳、因地制宜原則與營隊特色 

一、因地制宜原則 

       方 案 規 劃 原 則 為 多 元 化、生 活

化、活潑化、社區化，惟因各地檢署

之地區特性、在地資源與緩起訴處分

金多寡等不同因素影響，乃強調依各

地區之特性及需求，妥適推廣各項營

隊活動，以導正學生偏差行為。 

二、營隊特色 

        經整理近2年各地檢署辦理之營

隊種類，計分成下列5大類型，整理

分析如下： 

(一)課業輔導(一)課業輔導(一)課業輔導(一)課業輔導、、、、技能訓練課程技能訓練課程技能訓練課程技能訓練課程：：：：包括

課業（後）輔導、美髮、點心烘培、

中餐烹飪等技能訓練課程。 

(二)才藝課程(二)才藝課程(二)才藝課程(二)才藝課程：：：：有紙藝、民俗技藝、

陶藝、美工設計、舞蹈、電腦、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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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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司 

教學（太鼓、爵士鼓、吉他、口風琴、    

陶笛、電子琴、歌唱）等。 

(三)運動體能課程(三)運動體能課程(三)運動體能課程(三)運動體能課程：：：：籃球營、棒球營、跆

拳道、柔道、獨輪車、有氧運動等。 

(四)生活體驗課程(四)生活體驗課程(四)生活體驗課程(四)生活體驗課程：：：：攀岩、溯溪及育幼

院、養老院、淨灘等學習服務課程。 

(五)生活輔導課程(五)生活輔導課程(五)生活輔導課程(五)生活輔導課程：：：：生命、法治與品格教

育、自我探索與人際關係、生涯行為與

情緒管理、個別與團體諮商輔 導 課 程

等。 

參、方案辦理之成效 

 一、受益學生人數呈逐年增加 

        各地檢署辦理社區生活營之班數及

學生參與人數，自93年辦理以來，參加

班級數雖有增減不同，惟在學生參與人

數方面，原則上呈逐年增加之趨勢。93

年本方案剛開始只有265個受益學生，至

96年已有5,374人，101下半年度則達到

6,159人。 

 二、學生參與前後之改善情形 

       根據100、101年近二年各地檢署所提

報資料中發現，有高達6成以上之地檢

署，學生參加前後行為有改善之比例達8

成以上，並只有少數地檢署比例未達7

成。可見此一方案對高關懷孩子的行為

改變具有正面幫助，且效果明顯。  

三、以台南市辦理社區生活營之實證研

究結果為例 

       臺南市是目前辦理社區生活營規模

最大的縣市。根據負責推動的臺南市家

庭教育中心100年針對參與之94所國中、

小學之受益學生1,326人的問卷調查，結

果為不論男女學生均對方案有高度的

肯定，認為本活 動 為「有意義的 活

動」、活 動過程 中「接受適切的指

導」、「場地、時間的安排恰當」、

參加活動後「與老師、同學、家人的

人際關係有幫助」、且對「學業有幫

助」、「對自己更有信心」、「更能

夠接受別人」、覺得「更能夠承受壓

力及挫折」、「對問題解決能力有幫

助」、「希望還能夠繼續參加」。且

亦發現本方案對國小五、六年級之同

學影響最大，值得延續辦理。 

肆、結語 

       本方案迄今已近10個年頭，各地

雖有地區特性、資源不同的差異，惟

在辦理成效上均能獲得參與活動學生

的歡迎，並受到補助辦理單位的高度

肯定，願意繼續辦理相關活動。尤其

是在第一線的老師們，在看到孩子因

參與社區生活營的活動，偏差行為與

人際關係有明顯轉變下，一致反應本

方案對孩子們有正面幫助。 

        未來法務部將在緩起訴處分金經

費許可下，持續與教育單位及民間團

體合作，落實審核機制，將經費補助

給合適之團體與單位，持續幫助這群

高關懷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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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陳冲院長說「反毒行動如

同救國」，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為

了響應反毒救國運動，在名譽總會長

盧起箴先生的號召下，特別邀請法務

部與教育部共同辦理「2013青春無毒 

精彩人生－反毒好 YOUNG演唱會」活

動，吳敦義副總統、洪秀柱副院長、

朱立倫市長也都應邀出席致詞，一起

關心青少年的毒品防制問題。 

        活動於102年1月19日(週六)下午2

時在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行，

除了請來模倣奇才唐從聖主持，也邀

請到了當紅年輕偶像藝人，包括五月

天師弟Magic power（MP）、創作才子

嚴爵、宅男女神團體Dream girls ，藉由

人氣歌手的精彩演出與呼籲，將反毒

的正確觀念傳達出去，而來自新北市

各高中職一千多名同學，看到偶像出

場，high到最高點，主持人唐從聖也利

用特有的幽默，勸誡青少年朋友，千

萬別讓「毒品上身」，否則日後一定

「痛不欲生」。 

        藝人小炳除了以「蔡琴」的扮

相，參與壓軸演出外，也以大炳的切

身經驗，呼籲現場學生，不論多有才

華，一旦染上毒癮，人生就會變成黑

白的；也有不少熱心反毒公益的藝人

們，包括羅志祥、陳綺貞、盧廣仲等

人，雖不能到現場，也都以拍攝VCR

食K他命，但事實證明，K他命已漸進式

地造成影響其腦部智力、膀胱萎縮等永

久性身體傷害。有不少長期吸食K他命

的年青人，膀胱功能受損，甚至要一輩

子包著尿布過生活，K他命對身體的危

害，絕對不可輕忽。 

        反毒運動在國外行之有年，並以六

月二十六日為國際反毒日，而台灣，不

論政府或民間，每年也都積極投入反毒

宣導工作，這次活動，受到各界的熱烈

支持與響應，包括新北市政府、內政

部、 僑委會、台灣更生保護會等，也都

釋出多方資源協助辦理，讓活動更加豐

富與精彩。除場內的演出外，場外也設

置了許多反毒宣導公益攤位，發放宣導

物品，另外，主辦單位更貼心準備了許

多奬品，讓參與本次活動的同學們，在

觀賞演出的同時，還有機會得到捷安特

變速腳踏車及平板手機等大奬，希望每

一位同學，除了看偶像表演，得大獎以

外，也都能加入反毒尖兵的行列，讓反

毒工作成為全民運動。  

上圖上圖上圖上圖：：：：吳副總統帶領與會人員反毒宣誓吳副總統帶領與會人員反毒宣誓吳副總統帶領與會人員反毒宣誓吳副總統帶領與會人員反毒宣誓    

的方式共襄盛舉。另外，內政部役政

署反毒大使團、剛得到法務部反毒才

藝競賽冠車的7歲街舞高手潘鴻仁、國

語實小弦樂團、莊敬高職等都以不凡

的戲劇、音樂及舞蹈演出，為這場反

毒活動，博得滿堂彩。 

       正值青春的年輕學子，常因好奇、

加上同儕的誘使，不知不覺跌入毒品

陷阱，根據法務部統計資料顯示：在

所有毒品當中，愷他命(Ketamine；K他

命)的緝獲數量，自95年起已連續6年排

名第一位；行政院衛生署「藥物濫用

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顯示，濫用藥

物尿液檢出愷他命陽性數有逐年倍增

趨勢，且濫用族群以青少年為主，尤

其常在KTV、網咖、PUB等場所被濫

用，特別是在學生放長假的期間，也

是青少年涉及毒品犯罪的高峰期，因

此，法務部特別選在學生放寒假的開

始，結合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舉辦

這次活動。 

        吳副總統在致詞時指出，承辦單

位訂1月19日舉辦反毒活動，實在別具

意義，因為「119」是消防救火的代表

號，目前國內毒品氾濫，舉國上下，

應該要「反毒如救火」，共同努力，

防制毒品蔓延；法務部曾部長也在會

中，特別叮嚀：有許多年輕朋友，因

為短期內感覺不出對身體的危害而吸
熱歌勁舞齊反毒熱歌勁舞齊反毒熱歌勁舞齊反毒熱歌勁舞齊反毒    



 

 

————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少一個都不能少————    

                福建更保深耕連江   多功能司法保護據點揭牌啟用  

        福建更生保護會為深耕厚植連江

縣更生保護業務，在連江地檢署檢察長

洪培根四處奔走勘查適合標的、縣長楊

綏生的大力支持之下，以無償委託管理

方式利用「馬祖新建築」25坪示範屋，

規劃成更生保護受案辦公室、輔導知能

研習中心及溫馨的諮商輔導室等多用

途司法保護據點，使馬祖鄉親往後申請

更生保護時有一個便利及兼顧隱私的

合適處所。日前揭牌啟用典禮計有連江

地院院長紀文勝、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

金塗、連江地檢檢察長洪培根、連江縣

縣長楊綏生、議長陳貴忠、馬報社長宋

志富等貴賓共同見證。 

       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邢泰釗於

典禮中，首先致贈楊縣長綏生代表司法

正義的包青天獎座，提詞「惠利群生」，

特別感謝其對柔性司法保護政策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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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司法保護政策為政府刻正積極

推動之重點，該會仍秉持著「一個

都不能少」的信念，不管地理位置

多麼偏僻，都會正視並投注相同的

輔導保護能量。(福建更生保護會)    

持，讓該會在落實深耕厚植連江更生保

護業務時有一具體的根據點。邢董事長

表示，只要輔導更生人都能重新開始新

生活，社會上就會多一分正向的力量，治

安也會更祥和 

        邢董事長另外致贈北竿阿婆魚麵名

師李伙金女士包青天獎座，感謝李女士

自本年 3 月起，不辭南北竿往返舟車勞

頓，長達好幾個月親自到連江分監教授

最具馬祖特色及經濟價值的魚麵在監技

職訓練，提高更生人出獄後就業或創業

競爭力，並習得腳踏實地及分工合作的

工作精神。 

        邢董事長表示，該會服務轄區橫跨

馬祖及金門二個縣，外島中還有外島，

合起來共有七座主要島嶼，地理範圍分

布零散、廣闊，使得該會在輔導及資源

整合方面難度遠高於台灣本島。雖然如

臺中地檢「102 年第八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二選區缺額補選」反賄選宣導  

                                                                                           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蔡宗熙襄閱主任檢察官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蔡宗熙襄閱主任檢察官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蔡宗熙襄閱主任檢察官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蔡宗熙襄閱主任檢察官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為積極推

動「102 年第8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二選

區缺額補選」反賄選宣導工作，特結合

臺中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共同規劃以

懸掛「不賄選 不買票 檢舉專線電話

0800-024099」宣導廣告看板之反賄選專

車，於 102 年 1月 7日上午 9時起正式起

步，展開為期 20 天的巡迴宣導活動，期

能啟發民眾反賄選之法治觀念。 

       這次第 8 屆立法委員臺中市第二選

區缺額補選，經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訂

於 102 年 1 月 26 日舉行投票。法務部及

最高法院檢察署對於這次補選相當重

視，除要求臺中地檢署秉持著「第 13任

總統副總統、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

賄選工作綱領」，以「澈查樁腳脈絡，

全力向上溯源」為工作目標，並以「公正、

品質、效率」作為查察三準則外，亦應妥

適規劃反賄選宣導工作，讓民眾直接了解

政府查賄、反賄的決心。 

        臺中地檢署與臺中市榮譽觀護人協

進會規劃2部反賄選專車，以掃街遊行及

廣播方式，並配合懸掛「不賄選、不買

票」之宣導廣告看板，以臺中市第二選

區（含 沙 鹿、大 肚、烏 日、龍 井、霧

峰、大里等）為宣導區域，以期能端正

選風，並杜絕一切賄選情事之發生。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如需引用或節錄者請與我們連絡。 

對於內容有任何指教，請將您的寶貴意見以電子郵件寄送至 moj506@mail.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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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遇到一名步行的陌生男子問路，接

著又借手機稱要打電話給老闆，但對方電

話沒有回應，歹徒歸還手機後，又說要借

200 元急用，李同學出於同情心馬上掏出

200元給對方，歹徒發現李同學沒有戒心，

改稱朋友就住在附近，要求李同學一同前

往朋友住處，可以馬上還錢，兩人到了某

住宅區巷口時，歹徒又向李同學借手機，

表示要和朋友聯絡一下，李同學不疑有他

交出自己的智慧型手機，歹徒邊講電話邊

走到巷內，幾分鐘後都沒有走回來，李同

學進到巷內察看，才發現歹徒已消失無

蹤，損失約 1萬多元。 

       根據165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101年

下半年遭類似手法詐騙件數為8件，發生

地從北到南都有，歹徒有男有女，均係

藉故向被害人借手機，而後趁隙逃逸。

在路上遇到陌生人搭訕務必提高警覺，

        手機沒帶急需連絡親友？遇到

陌生人如此情急的狀況，多數人會出

手援助，但有歹徒即利用這樣的同情

心，向被害人騙手機，請民眾小心別

上當！ 

        43歲的臺南林先生，於去年聖誕

夜在飲料店買飲料，突然有一位陌生

的年輕女子前來搭訕，先要求林先生

請喝飲料，再拜託林先生載她回公

司，這位女子在車上向林先生借手

機，到了公司附近時，卻稱必須要上

去公司一趟，等一下就會下來，怎知

這一去就不復返，林先生在車上一等

就是 30 分鐘，直到他用別支電話撥

打自己的手機，發現無人接聽，才知

道自己上當受騙，損失價值約新臺幣

5,000元的手機。 

高雄李姓高中生則是騎腳踏車上學

如有需要借用手機，可協助撥號後開擴

音功能與對方通話，勿將手機交付給陌

生人，有任何與詐騙相關之問題，請多

撥打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本文摘錄自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詐騙新手法 

「買票的人，袂當來偎靠」!! 你賄選，我不選；反賄選，作伙來 

                                    102 年全國各級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開跑 

        全國各級農、漁會即將於102

年3月2日、3月16日起陸續辦理選

任人員改選及總幹事遴選工作，

為防範暴力及金錢等介入選舉，

影響農會、漁會選舉結果之公平

性，進而衍生爾後對國家民主政

治運作的不良影響，法務部除函

頒反賄選宣導計畫，作為各檢察

機關與廉政單位推展反賄選宣導

工作的依據外，並委請廠商邀請

本土劇名演員雷洪先生擔任代言

人，融合其在農漁民族群中之高

度親和力與知名度，於102年1月17

日完成包括海報、短片、廣播帶

及摺頁等反賄選宣導文宣之製

作，並發放各相關機關全面進行

反賄選宣導工作。 

        農漁會組織肩負著發展農漁

村經濟、保障農漁民權益的重任，為淨

化選風，法務部依據行政院「淨化選舉

風氣實施方案」參、重要措施二、選舉

期間辦理事項之（一）「加強宣導淨化

選風」項目，結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

檢察、廉政等系統，期以點、線擴大到

面的方式，經由不同的宣導管道進行反

賄選宣導工作，相關宣導文宣，由本土

劇名演員雷洪先生搭配可愛童星，藉由

祖孫間的 一 問 一答，導引出「買票的

人，袂當來偎靠」的主軸，提醒農漁民

朋友，務必珍惜手上的一票，不要讓賄

選或暴力事件，影響選舉的公正性。而

這次宣導的slogan及背景音樂，「買票的

人，袂當來偎靠」則係結合法務部100年

反賄選創意競賽歌曲組第一名的作品，

這個作品來自民間，除歌詞與旋律簡單

悅耳，更能讓閱聽者留下深刻的反賄印

象外，也別具意義。    

        目前全國各地檢署與廉政單位，已

積極配合行政院農委會及各直轄市(縣市)

4    

政府辦理之農漁會改選講習會、宣導活

動，提供反賄選相關資訊；並結合轄區派

出所、村里辦公室、民眾活動中心、社會

勞動執行場所、司法保護據點、有線電視

台、廣播電台等公私部門或宣導管道，有

效運用法務部製作之海報、摺頁、廣播

帶、電視短片等宣導品，進行反賄選宣導

工作。法務部呼籲全國的農漁民朋友，不

但不可以買票、賣票，而且一旦發現賄選

或暴力事件，一定要勇於檢舉，撥打反賄

選檢舉專線0800-024-099(免費電話 24小

時，服務久久)撥通後再按4，讓好的人才

出頭，農漁民的權益才會有「偎靠」。 

 
宣宣宣宣    

導導導導    

主主主主    

視視視視    

覺覺覺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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