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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屏東地檢署自民國73年成立觀護人

室，至今已走過25個年頭。在這25年

裡，觀護人室不論是在人員編制、業務

執掌、以及硬體環境(註1)上都有很大

的變化。從觀護前輩的記憶中得知，原

來觀護人室是從一位觀護人拓荒開始

的，辦公室最早還是在現今的法警室

(註2)，早期受保護管束人要與觀護人

約談之前還會先安排到靜坐室(註3)靜

坐沉澱心情，而在毒品危害防治條例通

過之前，採尿業務還曾由法警擔任(註

4)。回顧這些陳年往事，真是慶幸有這

些過往的點點滴滴，才得以讓後期的我

們，可以在這些前輩們打下的基礎上萃

取精華，豐富觀護的專業發展。

貳、組織

    觀護人室從民國73年成立，一直到

民國85年才有主任觀護人的派任。在民

國85年之前的12年期間，都只有觀護人

以嘗試摸索的方式學習。這些披荊斬

棘、勞苦功高的前輩包括：屏東首位觀

護人黃茂松(註5)、以及先後任職過本

署之蔡奇楠(註6)、侯禎塘(註7)、何清

富(註8)、王惠香、何淑晃、曹光文、

黃金島(註9)、陳秀味、佘青樺、彭群

英、陳太山、李俊卿等觀護人。

    觀護人室編制：主任觀護人1人、

觀護人11人(含支援高雄1人)。目前在職

共12人(含支援高雄1人)，另以委外方式

招聘10位觀護佐理員、2位緩起訴業務

助理及2位採尿人員。

參、多元之觀護業務

隨著刑事政策的改變，並配合若干刑事法令之修正、施行，非僅觀護處遇呈現

多元化的面貌，觀護業務更是蓬勃發展，已由傳統執行保護管束事務擴展至整體司

法保護業務。茲就觀護重點業務及年度重要記事介紹如下：

一 觀護重點業務

     (一)落實案件之分級分類與核心個案之列管。

　　 (二)建構以觀護人為主軸之性侵害社區監控網絡。

     (三)建立緩起訴處分及附條件緩刑之社區處遇機制。

　　 (四)辦理緩起訴處分金審查、監督及運用相關事宜。

　   (五)有效結合地方反毒資源，配合中央反毒策略，深化毒品犯輔導處遇模式。

     (六)運用觀護志工人力資源，協助推動司法保護相關業務。

     (七)辦理「大學校院相關科系所在學學生實習觀護工作」專案活動。

     (八)辦理「兒童少年暑期犯罪預防宣導」專案活動。

     (九)運用專業資源開辦優質化輔導(或治療)團體。

     (十)妥適運用社會勞動人力資源，落實推動「易服社會勞動」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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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觀護人

陳英明

陳英明

翁仁道

林霈蓉

程文珊

楊英櫻

許玉寧

韓國一

任職期間

85.04.30-86.02.15

94.09.12-94.09.16

86.02.15-90.01.31

94.10.07-96.01.02

90.01.31-91.11.01

96.01.02-96.08.31

91.11.01-94.09.12

96.08.31-至今

觀護人

張和全、陳愛順、鄭博介、陳啟源、歐惠婷、蔣健保、

姚武雄

張和全、陳愛順、鄭博介、簡文發、張芙珊、林存越、

陳筱筠、黃麗玲、孫啟俊、林怡君

張和全、陳愛順、鄭博介、謝佳珍

張和全、陳愛順、鄭博介、簡文發、張芙珊、林存越、

白崢智、陳筱筠、郭英芬

張和全、陳愛順、鄭博介、簡文發、黃貫岱、白崢智、

林存越、蔡宜霖、張芙珊

張和全、陳愛順、鄭博介、簡文發、張芙珊、林存越、

蔡宜霖、陳筱筠、郭英芬、王淑芬

張和全（註10）、陳愛順、鄭博介、簡文發、張芙珊、

侯瑾瑜、夏以玲、陳筱筠、孫啟俊（註11）、吳蓁宜（註

12）

陳愛順、鄭博介、簡文發、張芙珊、陳筱筠、侯瑾瑜、
夏以玲、吳方儀（註13）、吳佳旭（註14）、蔡雅芳（註15）、

許潔怡（註16）



 二、年度重要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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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1   雲林地檢署觀護人室及雲林縣觀護志工協進會參訪本署進行司法保護

         業務交流。

09/17   假來義鄉望嘉村基督長老教會辦理「原住民部落法律宣導巡迴講座」

         活動。

10/01   假屏東伯大尼之家辦理「關懷憨兒秋節感恩行」活動。

11/28   召開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輔導小組會議。

12/12   假本署四樓禮堂召開緩起訴處分及附條件緩刑義務勞務執行機關(構)

         年終檢討會暨新、續聘單位頒聘典禮。

12/20   辦理「讓原鄉孩童海角一下，尋找生命中的彩虹」活動，讓屏東偏遠

         地區兩百四十名原住民小朋友，一圓海角夢，在觀賞電影後，親手製

         作琉璃珠，並南下恆春參觀海角景點。

12/23   假屏東市慈鳳宮舉行「2008年阿猴媽祖盃全國青少年八家將官將首大

         賽」記者會。

12/31   落實國、客語文化傳承，推廣預防犯罪常識，假德協國小舉辦97年度

         全縣國小客、國語犯罪預防宣導演講比賽。

12/31   全民溜英文、逗陣講English，假屏東縣新埤國中舉辦97年度全縣國中

         英語犯罪預防宣導演講比賽。

01/08   落實國、客語文化傳承，提升英語能力，推廣多元語言，強化法律

         常識，假屏東縣長治國中舉行97年度全縣國小客、國語暨國中英語

         犯罪預防宣導演講比賽成果發表暨頒獎典禮。

01/14   假本署四樓禮堂舉辦「2009保肝反毒反賄選列車-肝炎篩檢及反賄選

         宣導活動」記者會。

01/15   假本署四樓禮堂辦理緩起訴處分及附條件緩刑義務勞務執行說明會。

01/16   結合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及屏東縣衛生局假本署四樓禮堂 

         辦理「免費肝炎肝癌篩選防治及反賄選宣導」活動。

01/18   結合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及屏東縣衛生局於小琉球辦理

        「免費肝炎肝癌篩選防治及反賄選宣導」活動。

04/01   結合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辦理「志工心、司法情」掃街清潔家園活

         動。

04/08   假本署四樓禮堂辦理緩起訴處分及附條件緩刑認知教育課程，由伊甸

        

         

         基金會東港早療中心余美滿主任主講「從兒童權利公約到親職教養」。

04/09   結合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潮州就業服務站辦理更生保護人(團

         體班)促進研習活動-「開創職場第二春」~就業團輔，主講「職業

         世界多變化，個人優勢探索」。

05/05   假本署四樓第二會議室辦理「築愛、傳愛、讓愛無礙」－ 98年度 

         家庭暴力團體諮商輔導活動。

05/20   結合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發放98年端午節關懷受保護管束人慰問 

         金。

06/02   假本署四樓第二會議室辦理「築愛、傳愛、讓愛無礙」－98年度家

         庭暴力團體諮商輔導活動。

07/06   即日起至8月28日止，辦理暑期大學校院在學學生實習觀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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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7   假本署四樓第二會議室辦理「築愛、傳愛、讓愛無礙」－98年度家庭暴

         力團體諮商輔導活動。

07/09   結合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潮州就業服務站辦理「就業職訓團體輔導」         

07/10   召開性侵害加害人社區監督輔導小組會議。

08/01   結合屏東縣警局辦理暑期青少年犯罪宣導「陽光少年盃街頭三對三籃球

         賽」。

09/08   結合更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屏東縣觀護

         志工協進會，假台南縣北門鄉南鯤鯓共同辦理「志工研習會」。

09/10   辦理社會勞動人勤前說明會。

10/24   結合屏東縣調查站辦理屏東縣「全民反貪腐 反賄選」漫畫比賽。

10/24   結合臺灣更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屏東縣

         觀護志工協進會三會志工成立「反賄選宣導大隊」，在屏東市北區市場

        (中正路與自由路口)進 行99年三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大隊第一站活動。

10/27   安裝性侵害加害人科技監控設備。

11/04   結合屏東縣志願服務協會志工朋友與社會勞動人成立「反賄選宣導大隊」

         ，在屏東市西區市場(和平路進行98年三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大隊第二站

         活動。

11/06   召開98年三合一選舉「反賄選、賺獎金、大家作伙來」文宣發表記者會，

         設計出針對屏東縣之老人會、社區發展協會理事長及高中(職)、國中(小)

         學生及學生家長之反賄選宣導文宣(支票、紅包、信箋、摺頁)，要來與全

         民一同打擊賄選，共創乾淨的選風。

11/07    結合臺灣更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與屏東

          縣觀護志工協進會三會志工成立「反賄選宣導大隊」假屏東市中央市

          場與北區市場辦理98年三合一選舉「剷賄選、斷黑金，牛轉乾坤」反

          賄選宣導活動，法務部部長王清峰並親臨活動現場。

11/08    辦理「全民騎福、反貪、反賄選，墾丁落山風鐵馬向前行」活動。

11/11    前往屏東縣政府大禮堂利用98年三合一選舉各級候選人抽號暨登記活

          動，加強宣導反賄選理念。

11/18    結合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臺灣更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等三會志工成立「反賄選宣導大隊」，前往人

          情味濃厚的潮州市場辦理98年三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活動，對「一家

          之煮」的婆婆媽媽加強宣導反賄選理念。

11/19    安裝性侵害加害人科技監控設備。

11/24    結合臺灣更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屏東分會、

          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三會志工，假屏東地檢署4樓大禮堂辦理98年三

          合一選舉第一梯次「反賄選、賺獎金，大家作伙來」座談會。

11/26    結合臺灣更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屏東分會、

          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三會志工，假本署第二辦公室10樓會議室辦理

          98年三合一選舉第二梯次「反賄選、賺獎金，大家作伙來」座談會。

11/27    結合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假屏東教育大學辦理「98年度觀護志工毒

          品戒癮治療個案研討會暨反賄選宣導」。

11/28   「反賄選宣導大隊」至屏東市中山公園「2009世界愛滋病日宣導活動」

          會場宣導反賄選，除了邀請屏東鄉親一同來「珍愛自己、關懷愛滋」

          外，也呼籲大家「打擊賄選，選出好人才」。

11/28    本署「反賄選宣導大隊」結合「2009年~墾丁國家公園管理處淨灘活

          動」進行反賄選宣導，發放印製「反賄選、斷黑金」以及「選前若買

          票、選後Ａ鈔票」等字樣之相關文宣，並利用本署特創的口號「一機

          、一相、一袋、500 萬」向現場民眾宣導反賄選觀念。

12/02    結合更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屏東縣觀

          護志工協進會三會志工成立「反賄選宣導大隊」，假屏東縣龍泉榮民

          醫院前市場大街，辦理98年三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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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本署「反賄選宣導大隊」，假屏東縣恆春鎮傳統市場進行98年三合一選

         舉反賄選宣導，利用三合一選舉最後倒數時刻，向當地熱情鄉親們宣導

        「全民支持反賄選，政府清廉到永遠」，說明反賄選的重要性。

12/03   本署「反賄選宣導大隊」，假屏東市建國市場進行98年三合一選舉反賄

         選宣導，以近距離面對面向商家、攤販、民眾宣導反賄選，鼓勵大家踴

         躍檢舉選舉，淨化選風。

12/09   假本署四樓禮堂辦理緩起訴處分及附條件緩刑認知教育課程，由本署方

         仁川檢察事務官主講「緩起訴法規宣導～以酒醉駕車公共危險為中心」。

12/10   辦理社會勞動人勤前說明會。

12/10   安裝性侵害加害人科技監控設備。

12/18   結合屏東慈鳳宮辦理2009年「阿猴媽祖盃」全國青少年八家將官將首大

         賽記者會。

12/26   結合屏東慈鳳宮辦理2009年「阿猴媽祖盃」全國青少年八家將官將首大

         賽。

12/28   假大將日本料理店召開屏東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並

         改選理監事，由蕭鴻銘先生當選第十屆理事長。

 三、輔導案例－「轉身向上」

你是自己的天使，只有你能決定自己的未來！

而當你願意去作別人的天使，生命才得以豐富！

                                                                                 （出自嚴長壽著《作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還記得有一天下午，阿杰帶著剛收 引誘再加上好奇心驅使，漸漸染上吸食

完攤子父親前來，「老師，阿杰應徵公 毒品之惡習，有時甚至在家使用，案父

司的主管希望您親自打電話給他，跟他 看在眼裡，心中十分明瞭，卻未責罵，

說明一些情況，可否請您幫忙？」，雖 可能也不知從何管教吧！不過，偶而會

然只是短短的幾句話卻感受到父親對小 勸他去找工作並遠離這些朋友。直到有

孩濃濃關懷之情，而後其父親拖著疲憊 一天，阿杰還在睡夢中，警察突然登門

遠去的身影，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 搜索把他帶走，案父當時非常心急並找

沒想到這件事不但徹底改變阿杰，更讓 盡快找親友幫忙籌錢到地檢署把阿杰交

其父子感情轉好，也影響了我重新思考 保出來時也只是淡淡地對他說，「希望

自己的角色與價值… 你好自為之」。

非常疼愛阿杰的母親在工作中突然 阿杰因毒品案被法院宣告緩刑付保

中風，為應付龐大醫藥費，阿杰國中畢 護管束，這是我第一次接到違反毒品危

業後就和父親一同去做水泥，然母親過 害防制條例只被判緩刑的案件，翻閱完

世後，案父幾乎都住在女友家，哥哥也 整個卷宗資料，心裡大概有個譜，「其

搬去和外婆住，姊姊嫁人，家裡只剩阿 雖非重刑犯，但像這種年紀輕輕犯毒品

杰一個人，當時才十幾歲，必須學會養 案又沒被關過，不曾體驗過牢中生活，

活自己，然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就這 輔導起來會很棘手吧！」

樣過了好幾年。當然當時會抱怨父親， 果真，阿杰報到後就狀況不斷，對

為什麼都不住在家裡？放其一個人自生 於按時報到之義務不是很在乎，會不依

自滅，根本就是要他活活餓死，但最後 約定時間前來，詢問其關於工作狀況，

想一想算了，因為這麼想對生活也沒什 他都回答有在看報紙找工作，而後訪查

麼好處，所以漸漸地也就不在意父親要 案父得知，其每天不是就待在家中玩線

不要回來。 上遊戲，就是一堆朋友來找他，常鬧到

可是父親卻在四、五年前突然搬回 很晚影響到案父工作，而且叫他暫時和

家居住，可能是鄰居的閒言閒語，讓他 姊夫一同做水電，阿杰常請假不去，再

覺得沒面子，然阿杰與父親之間感情早 加上因為沒工作之故向朋友借錢也向案

已淡薄，常與不良朋友往來，受到同伴 父伸手要錢並欠下卡債，案父一氣之下

（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

張芙珊、鄭博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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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將其趕出家門，阿杰就在外租屋獨自 著，直到有一天看到阿杰帶著年邁父親

生活並且還和網路上剛認識的女性友人 來拜託我這件事，突然之間有種無法言

同居，對此，曾函文當地警區查訪，警 語的感動…

員回覆阿杰行蹤不定不好掌握。 猶記得從阿杰付保護管束開始，每

當時對於這些狀況非常擔心，因為 次去案父攤位訪視時，只要一提到阿

家庭通常扮演著一個人最大支持系統連 杰，其就感到非常無奈及痛心，有時甚

帶著約束力，若最基本的家庭功能無法 至會愈罵愈大聲，連在座的客人都被驚

發揮作用，將使人易入歧途，便請觀護 嚇，然我為了重新建立阿杰與案父之間

志工從旁關心輔導，觀護志工從一開始 親子關係，每次不厭其煩前去告知阿杰

接觸阿杰的印象是自卑、叛逆、逃避， 最近的狀況，例如阿杰努力找到工業區

且每次和案父談到阿杰的事，案父就會 工作，開始上班囉、前一陣子已和網友

非常生氣數落他所犯下一堆的錯誤，這 分手…等或著委婉告訴案父阿杰心裡是

樣不見容於家庭的一個人，然觀護志工 很想回家，就是希望案父能多瞭解阿杰

仍舊秉持著耐心和關懷陪著他一路走 開始轉變，一次次下來案父也逐漸軟化

來，甚至有幾次介紹工作給予阿杰，都 並透露著只要他不再亂來好好工作，就

和老闆說好，也告知阿杰幾時要去面 不反對其搬回家住。另一方面於阿杰每

試，卻都被其放鴿子，志工氣得要命， 次報到時，也讓其瞭解案父雖然嚴厲將

然並未因此就放棄個案，深入瞭解後， 他趕出門，是為他好，並非一定要他找

才知道然來原來阿杰是擔心自己能力不 個很了不起的工作，其實每個父親心裡

夠，無法勝任工作，但又不知如何拒絕 願望都是很單純希望小孩能安安分分生

觀護志工，才會以逃避的方來解決問 活不要再走回頭路，而且也常會問他最

題。 近的情況。

去年初透過案父朋友的介紹一個應 畢竟血濃於水再怎麼壞都是自己的

徵碼頭工作機會，阿杰為此還認真參加 小孩，父母對小孩的關懷是永遠不會斷

訓練並且考取貨櫃吊掛執照，港務局與 的，阿杰父親來拜託我這件事，曾詢問

航運公司主管卻要求我出示個案狀況的 過其他同事想法，許多人認為沒必要打

說明，後來去電港務局得知這是他們的 給該公司主管，剛開始我也是抱著這樣

相關流程，然過了沒幾天，阿杰又跑來 的想法，到後來因為心中懸著阿杰父親

跟我說公司主管希望我能親自去電說 殷切期盼的眼神，便重新思考著該如何

明，當時我非常不能理解，因為我已按 做才是真正對阿杰是有幫助的？

照要求說明，為何還要去電給主管，再 從事觀護工作多年，久了總堅持著

說個案是我的受保護管束人，我有義務 自己認為對的方式教導受保護管束人，

要保護他的隱私，如果該公司有疑慮， 然而卻疏忽應該從利他角度去考量並找

大可主動來電詢問，並向阿杰說明老師 到善巧方式關懷他們，才能有改變契機

的立場，請其轉告對方，然該主管仍非 讓生命轉彎。後來我決定打破僵局，親

常堅持要我去電，這件事就這樣僵持 自聯繫該公司主管，說明我的立場及想

法後，對方也很誠懇告知當初會提出這 勵個案再接再厲。

樣要求，因為其認為是航運公司，所以 後來便先將阿杰轉介至就業服務

用人必須謹慎，若觀護人願意幫忙打這 站，協助其盡快找到合適的工作，還好

通電話，代表個案獲得老師肯定，並且 阿杰之前有考上大貨車執照，因此成功

今天和我溝通後非常願意考慮讓個案上 媒介到一家資源回收場上班，案父考量

班。原來該公司主管並無其他意思，只 讓其方便上下班，以分期付款方式幫其

想親身從觀護人口中知道個案在保護管 買了一台摩托車，阿杰為報答父親對他

束期間狀況。 的好開始認真工作，且因為這工作能運

後來該公司主管也電告個案被錄 用到他的專業，阿杰覺得很有成就感，

取，等港務局證件核發下來就可以開始 也感謝觀護志工多年來對他的照顧，最

上班，阿杰當時非常高興和案父再次一 感動就是每次志工在外面看到哪裡有工

同前來謝謝我的幫忙，然最後雖然港務 作的缺，一定立刻打電話給其，告訴他

局考量個案為受保護管束人身份且又是 趕快去應徵，並且以身作則教導他許多

毒品犯，證件遲遲不核發，公司只好向 做人做事的道理，甚至常鼓勵只有國中

阿杰說抱歉，不過告知等其保護管束期 學歷的阿杰如果不喜歡讀書，就多去考

滿後，願意再給他一次機會，案父也鼓 證照，以增加就業之能力，這次就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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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幾天案父在吃飯時對阿杰說： 完」，小妹妹想了想就說：「雖然沙灘

「以後我老了就要靠你養，不過不用擔 上擱淺的海星這麼多但是我撿了一個就

心，我有存一筆保險的錢給你。」然阿 挽回一個海星的生命」。在觀護工作中

杰拒絕了，在那一刻並掉下眼淚對自己 常面對各式各樣的受保護管束人及一大

荒唐過去以致讓案父擔心感到無比愧 堆挫折，但相信只要不忘初衷那顆熱忱

疚，只覺得扶養父親是應該，沒有案父 的心及秉持著利他角色使命漸次增大，

就沒有其，不過最令他高興的是案父對 生命空間也愈形拓展擴大。如同嚴長壽

其看法的改觀，與父親的感情變得更好 先生在《作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了，案父現在經常在家煮飯與個案吃且 書中所提到的：「所有的工作都是這

一同聊天，其他兄姐也重新接納阿杰， 樣，你的出發點，會決定它的價值，如

讓他重溫家庭的懷抱。阿杰暗自在心中 果你能夠在其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價

也許下一個誓言，於父親年老做不動時 值，這才是更好的選擇，因為這樣做，

會回家接手其工作，而現在則會先在外 不僅讓自己提升，也能夠影響、改變周

好好打拼一番事業，不會再讓案父及關 遭更多的人。」

心他的人失望了…

《女人香》這部電影中，艾爾帕西

諾飾演一位目盲的退伍軍官，在片中慷

慨地說道：「人生，會遇到無數的十字

路口，每一次，我們都知道那條路是正

確的，但我們從不選它，因為我們知

道，正確的路有多難走。」雖然阿杰之

前曾誤入歧途，但感謝保護管束過程讓

其成長並磨練許多，且相信一定可以憑

著毅力不再走回頭路，因為碼頭工作事

件讓其深刻瞭解到做錯事是要付出代價

的，所以於保護管束期滿後期許自己以

嶄新的面貌面對未來的人生…

曾經看過一個小故事，在一個經過

暴風雨的沙灘，有一個小女孩在沙灘上

不停的撿起海星往海裡丟，一個大人看

見 她 就 問 她 ： 「 小 妹 妹 妳 在 做 什

麼？」，小妹妹就回答：「我在把擱淺

的海星丟回海裡」，那大人一臉疑惑又

好笑的問她：「沙灘上的海星這麼多妳

怎麼撿的完呢？這樣妳撿到天黑都撿不

肆、觀護未來展望 註釋：
註1：觀護人室現址位於屏東市棒球路10號5樓，係檢自70年法務部保護司增列了成年觀

察長邢泰釗97年8月1日到任後，全盤考量本署
護業務以來，迄今即將屆滿30年，在這

辦公廳 舍使用情形，決定租用中華電信公司

過程中，見到了希望、但也面臨了工作 辦公大樓作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第二

辦公室」，位於五樓之觀護人室，不僅室內空的瓶頸與掙扎。思索觀護這項「造人運
間寬敞，更有空中花園及絕佳的視野，提供觀動」，不僅更多元又有不同以往之挑
護人最優質的辦公環境。

戰，觀護夥伴絕不能再限於傳統窠臼，
註2：由於觀護人編制員額不斷增加，致使觀護人室

需要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因應不同的任 先後自本署一樓大廳小辦公室、本署後方停車

場獨棟辦公室二樓、本署二樓資訊室旁原檢察務注入新思維與啟動新作為「結合社會
事務官室、本署四樓物品庫旁大辦公室，期間

資源關懷弱勢、加強行銷與強化績效目
亦曾分屬二個辦公室，最後 於97年10月13日遷

標管理、秉持專業與熱忱回應個案需 移至本署第二辦公室五樓。

求」方能獲致具體成效，充分發揮柔性 註3：即舊觀護人約談室，已改建為第九偵查庭。現

觀護人約談室移至本署公務車停車場對面。司法之特色，贏得社會大眾、各級長官
註4：檢察署主任觀護人，96年8月2日退休。

及司法同仁的認同！
註5：現任執業律師。

文末謹以「觀護人的一顆心，是受 註6：前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觀護人，96年8月

2日退休。保護管束人的一片天」與觀護人室全體
註7：現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同仁共勉，並感謝每一位曾經為屏東地
兼系主任。

區司法保護業務付出辛勞之朋友們！ 註8：現任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註9：現任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觀護人。

註10：97年10月15日調升台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觀

護人。

註11：98年1月23日調任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

人。

註12：98年1月23日調任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

人。

註13：98年1月23日調任本署。

註14：98年1月23日初任觀護人，支援高雄地方法院

檢察署。

註15：98年3月20日初任觀護人。

( 本文作者韓國一為現任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觀護人、鄭博介為現任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

人、侯瑾瑜為現任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陳志強為現任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佐理員、

鄭惠純為現任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助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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