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珮儀
因受限於上述之地區特性，澎湖地區在
推動司法保護業務上亦因此有了有別於本島
都會區之差異性。

貳、澎湖地區犯罪統計
一、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 -102 年 6
月執行罪名統計
本署判決有罪者罪名排名統計自 98 年至
102 年 6 月止詳如下表，近四年半來第一名
皆為公共危險罪。

壹、前言
澎湖縣四面環海，地理位置特殊，大小
島嶼散落於臺灣海峽，全縣包含五鄉一市。
近年來澎湖縣因為青壯年人口外移，使得澎
湖已逐漸進入老年化社會，居民普遍之教育
程度以高中職居多。而澎湖縣雖然幅員不
小，但居民多集中居住於馬公本島。
澎湖風景秀麗，加上近年來國人對於休
閒生活逐漸重視，導致近年澎湖之觀光產業
茂盛，惟澎湖冬季亦經常受到強勁之東北季
風吹拂，導致觀光客經常至 10 月以後就不
來澎湖了，導致由觀光所帶動之產業季也進
入了寒冬，亦經常造成澎湖就業市場的畸形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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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澎湖地區犯罪統計
參、 推動司法保護業務面對之問題探
討
一、 法律常識不足
二、 小島林立，交通不便
三、 觀護個案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四、 專業提升與傳承
肆、司法保護業務成果分享
一、心靈捕手
二、社會勞動執行
伍、結語

玖、當 期 企 劃 ：

澎湖地區

澎湖地區柔性司法保護服務工作概述

二、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 -102 年
偵查終結案件罪名分析
本署執行偵查終結案件罪名排名統計自
98 年至 102 年止情形，其中 101 年依主要罪
名排序為傷害罪、公共危險罪、竊盜罪、詐
欺罪、賭博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偽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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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印文罪、毀棄損壞罪、背信及重利罪、侵

失業的困境，因此每年有越來越多的青壯年

占罪。

離鄉背井到外地工作，但是因為不願放棄澎

参、推動司法保護業務面對之
         問題探討

湖縣民享有的福利，導致常有觀護個案活動

一、法律常識不足

之虞，不能即時的掌握觀護個案的動態，惟

範圍未在澎湖，但是戶籍仍登記於澎湖縣的
情形發生，造成觀護業務的監督上恐有疏漏

台灣目前已逐漸進入老年化的社會，且

目前此司法保護業務推動上的困境，仍未能

澎湖地區更因為工作機會少，導致青壯年離

獲得適當的解決之道，僅能加強與觀護個案

鄉到本島去就業的情形更是普遍，老年化更

及家人間之電話連繫，並協請當地警局協

顯嚴重，且在推動司法保護業務的過程中，

助查訪，而未來將持續反應此困境予有關單

經常發現常有不識字者或是對於法律常識缺

位，希望協助研擬相關解決之道，確實達到

乏的情形發生，不斷增加處遇上的困難度，

預防犯罪發生的目標。

對於司法保護業務的推動上更是一個阻力。

四、專業提升與傳承

故為解決此一問題，未來在司法保護業務的

本署推動司法保護業務最大困境莫過於

推動上，將規劃朝活潑生動的活動設計，並

專業人員之變動性高，使得司法保護業務之

且適時運用各種軟硬體設備，包含利用澎湖

延續性受阻礙。依據法務部政策規劃，司法

當地的人力資源及利用現代化科技設備，以

保護業務係由各地檢署及財團法人台灣更生

寓教於樂、情境教育等方式設計規劃，如舉

保護會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各分

辦電影欣賞、歌唱傳情等。

會共同推動。各地檢署推動司法保護業務多

二、小島林立，交通不便

由觀護人室扮演主導地位角色，然離島地檢

因澎湖地區由 90 座小島所組成，雖然大

因法院組織法定位關係，僅設置一名觀護

部分的居民居住於馬公本島，但是仍有許多

人，而近年來於澎湖地區服務之觀護人多為

居住於其他小島的居民，不但造成在執行司

初任公職之觀護人，對於包山包海的司法保

法保護業務上，增加許多受保護管束人往返

護業務要建立全盤性的瞭解，常需要一段時

本署的時間及金錢上的花費，並且在推動司

間的摸索與熟悉。此外，近幾年澎湖地區保

法保護業務上，常因澎湖島嶼零散分布，增

護管束案件量年年增加 ( 目前已增至約 70

加司法保護資訊傳達不利及減低民眾參與活

人 )，加上其他的行政業務，常有分身乏術

動的意願。故為解決此一問題，未來在司法

之感，甚至提早耗損了觀護人對於觀護業務

保護業務的推動上，將尋覓適合的當地榮譽

的熱情。故常待職務可調動之際，往往無誘

觀護人，將合適的個案請榮譽觀護人協助執

因可讓觀護人選擇繼續留任，因此近年來在

行，以減少觀護個案執行上困境，及復歸社

離島地區，可發現約每兩年時間，觀護人即

會的不利因素，並且善於利用分布於五鄉一

會更換，此一現象對於推動司法保護業務極

市的司法保護據點，適時的協助本署推動當

具阻礙，故澎湖地區急需增加人力執行觀護

地的司法保護業務之進行。

業務。

三、觀護個案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肆、司法保護業務成果分享

因為澎湖觀光特性濃厚，造成本地就業
市場冬季與夏季的就業需求量呈現兩極的現
象，導致許多民眾每年到了觀光淡季就面臨

一、心靈捕手
( 一 ) 鑒於執行司法保護業務過程中，經常發

學，稱自己是因為課堂上分組的問題而與

的需求，以改變其認知思考，使其重整

被害人產生糾葛，並且因為媽媽每月提供

情緒，調整社會適應的方式，故本署、

小美的零用錢不足夠小美每月的開銷支

更保與犯保結合彼此的資源，產生「心

出，故為了想要報負對方加上經濟上的不

靈捕手」個別諮商專案計畫，期望透過

安全感才會犯下竊盜案件。並且小美亦提

個別諮商使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及馨

到自己一直有個困擾是每當自己到人多的

生人可以重新適應社會生活，解決生活

地方就會不自覺的產生緊張、害怕的情

問題，預防再犯。

緒，並且感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等，迫
切的想要逃離現場，導致現在在班上的人

年度除聘任澎湖縣當地兩位諮商心理師

際關係也一直處理得很不好。諮商師細心

外，更結合台中戒治所心理師提供受保

教導小美學習肌肉放鬆法，減輕小美焦慮

護管束人心理諮商服務，進行方式以先

的症狀。

由觀護、更保及犯保轉介有需要接受心

2. 晤談中期

理諮商需求的個案給心理諮商師做一初

（1）小美漸漸的可以稍微放下防備的姿

步的評估並決定適宜進行的諮商次數，

態，向諮商師傾訴自己其實在小學時

且定於每個禮拜三上午於本署諮商室由

曾經有過被誤解而被排擠的深刻經

接案諮商師進行，並按期將諮商報告繳

驗，小美說那段期間讓自己的學校生

交 回 本 署， 以 辦 理 提 供 服 務 費 用 之 核

活過的水深火熱，小美在學校沒有一

銷。

位知心好友，總是孤獨的一個人。並

( 三 ) 以澎湖地檢署 101 年為例，共計有三位

且小美提及其實自己是家暴目睹兒，

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及馨生人接受進

在小美的記憶中爸爸只要醒著時候就

行此項服務，以下即為其中一個成功的

醉醺醺的，並且經常會因為芝麻小事

案例：

就把媽媽毒打一頓，而當時的小美只

今日的諮商室裡坐著的是一位身體蜷

是個就讀國小的孩子，小美的心裡真

曲，看似精神緊繃的少女－小美，一位正

的好害怕好害怕，她害怕爸爸打媽媽

就讀大學三年級的女孩，因為竊取班上同

的景象一再發生，她害怕弱小的媽媽

學的金錢而犯下竊盜案件執行社會勞動。

是否忍受的住爸爸的拳腳相向，她更

在與觀護人的約談中，小美總是頭低低看

害怕爸爸打媽媽是因為自己與哥哥姐

著地板，回答問題時亦如呢喃般的不清楚，

姐們是否做錯什麼事情…。諮商師讓

其間並不斷的搓揉著雙手，因此觀護人評

小美對過去創傷經驗做覺察與整理。

估現在的小美似乎需要更進一步的心理諮

（2）小美說家暴的惡夢總算在媽媽決定

商協助才可以幫助小美解決內在深層的議

與爸爸離婚後暫時離開小美的夢靨

題，於是決定讓小美參加心靈捕手的計劃，

中，但是對小美來說另一個惡夢是自

交案給心理諮商師，並且將小美派案至更

己往後對於自己的單親身分的難以啟

生保護會執行社會勞動。

齒及羞愧不如他人的感受，讓小美在

1. 晤談初期
小美提及自己目前是大學三年級的學
生，乃自己獨自一人離鄉背井在澎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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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考量本地幅員狹小，資源有限，故 101

玖、當 期 企 劃 ：

現許多個案，常有需要進一步個別諮商

人群中變得越來越渺小與透明化。
（3）小美並提及自己已經開始在更生保
護會執行社會勞動，自己對於自己社
會勞動人的身分感到非常擔憂會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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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發現，總是感到無比的壓力與快

及尋回自己的尊嚴，相信在他眼前迎接

要喘不過氣，甚至說著說著眼淚就撲

著她的會是個燦爛而美好的未來！

簌而下。小美顯然已經為自己貼上了
犯罪人的標籤。
3. 晤談後期
（1）諮商師透過回顧及整理帶領著小美
逐一的檢視那些出現在小美生命中的
議題，並且讓小美在探索的過程中頓
悟到昔日的創傷經驗 ( 如家暴目睹、
學校排擠、單親身分等 ) 造成自信心
的低落，及對自己的人際上的影響。
小美因此恍然大悟自己為什麼總是在
人多的時候就會不自覺的產生緊張、
害怕的情緒，並且感到心跳加速、呼
吸急促等，迫切的想要逃離現場的感
覺，並且心裡總是有自不如人的想法。
（2）小美並告知諮商師在結束社會勞動
的執行後，現在自己已經開始在更生
保護會擔任志工，小美說因為自己在
更生保護會執行社會勞動期間總是感
受到其他志工的關懷與支持，才能幫
助自己走出犯罪標籤的陰霾，小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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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的自己仍能感受到媽媽的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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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後小美說自己已經想好未來的藍
圖，小美說自己畢業後想要回去家鄉，
找份穩定的工作陪伴母親，並且希望
幾年過後，自己可以住在一棟有庭院
的房子裡，與自己的丈夫及小孩同住，
並且可以經常回去探望媽媽。
大四畢業後的夏天，在隻身離開澎
湖前，小美與更生保護會同仁的聚餐，
在一個沁涼而寧靜的夜晚裡，配上充滿
歡笑聲的餐桌中，在小美與最愛的志工
媽媽的擁抱下溫馨的結束了，而小美在
成長路上所背負的傷與痛，經過了心靈
捕手的修補已漸漸的結痂。啟程返回家
鄉的小美變的活潑開朗，已不再畏懼人
群，並且已逐漸的找到了未來的方向以

二、社會勞動執行
( 一 ) 運用社會勞動人力辦理淨灘活動 : 因為
澎湖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擁有 90 座
小島，四處環海，每年只要到 4-9 月就
會從各地湧入上萬的觀光客為了澎湖美
麗的海景慕名而來，惟澎湖亦經常受到
東北季風的吹襲，導致經常經過了一個
冬天之後，北面的海邊經常會堆積了厚
厚的一層漂流物，不但破壞了美麗的景
色，亦影響到海中的生態，故澎湖地檢
署近年來積極運用社會勞動人力，近幾
年每年皆舉辦約 10 場的淨灘活動，並
結合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社區民眾、軍
隊、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等資源，力求還給澎湖一個美麗的海
岸線，並充分發揮「取之於社會，用之
於社會的精神」。
( 二 ) 社會勞動執行案例分享 :
阿智，一位 57 年次的單親爸爸，上一
段婚姻因為與前妻在子女教養及工作上出
現衝突，加上雙方在溝通上不協調，因而
在 8 年前兩人選擇離婚，由阿智獨力撫養
年僅 3 歲及 5 歲的幼子。轉眼間 8 年過去了，
在這之間阿智因為沒有一技之長，僅能靠
著在夏天擔任水手載送觀光客及在冬天四
處找尋臨時搬運的工作維持生計，雖然三
餐不濟為家常便飯，但是阿智仍父代母職
的養育著一雙子女，並且堅持奉養因中風
而長期臥病在床的年邁老父，生活雖然清
苦但也日復一日的熬了過來。
惟在 101 年的某個夜晚，阿智因為心情
煩悶而在家中飲用啤酒數罐後，仍然騎乘
機車外出，遭到員警攔檢得知阿智酒醉駕
車之情事，阿智因此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 2
月得易科罰金，阿智得知這樣的結果有如
晴天霹靂，心想自己要去哪裡籌到錢繳交

的，但是我認為如果自己下定決心要做就

裡仍須要自己照顧的老父及幼子該何去何

要認真做，最重要的是想到了父親與兒女，

從，心中頓時感到驚慌與悔恨不已。但是，

自己再怎樣也要堅持下去才能在家人身邊

就在這個時候阿智從檢察官處得知有「易

照顧他們，同時，我認為人要時時刻刻往

服社會勞動」的制度，可以以提供勞動作

好處想，可以執行社會勞動可能就已經比

為刑罰的替代措施，不但可以讓阿智以執

很多人都還要幸運了，我們必須懷著感恩

行勞動代替繳交罰金，又可以不用離開家

的心認真執行。」

庭入監服刑，對阿智來說可說是兩全其美

而或許是冥冥之中上天總有所安排，

的好方法，阿智因此馬上決定要聲請易服

阿智在即將結束社會勞動執行之前夕，其

社會勞動，並且在經過篩選派案後阿智被

實已經得到了流浪貓狗收容之家的聘用，

分派到流浪貓狗收容之家執行社會勞動。

阿智靠著自己的努力與堅持彌補自己曾不
小心犯下的過錯外，亦讓自己從人生中的

不禁撲鼻而來，一聲聲的貓狗吠叫聲直衝

危機走向了轉機，給自己與家庭一份穩定

入耳際，一個瘦弱的身影映入眼裡，這個

的工作與未來。阿智還說接下來因為生活

不顧天氣的炎熱，即使汗如雨下，仍然努

漸漸穩定了，自己想要趁著禮拜六日休假

力的清洗著收容之家的流浪貓狗排泄物，

期間與兒女好好享受親子時光，一起去海

這個人就是阿智！我們透過與阿智談話過

邊潛水！

程中，阿智透露出自己一路從社會勞動制

社會勞動制度的立意甚美，不但給不

度走來的心路歷程，阿智表示「自己很感

小心犯了錯的犯罪人一個機會，也讓他們

謝法務部推動了社會勞動這個制度，自己

的家有了一個可以繼續溫暖下去的機會，

當初因為一時的僥倖酒後駕車而被判處有

流浪貓狗收容之家的機構人員向我們形容

期徒刑 2 月，自己感到很後悔，很擔心若

阿智是「上天派來的天使」，而在阿智心

要入監服刑的話自己的家庭將要由誰來照

中社會勞動制度是完成此次天使之約的幕

顧，但是因為社會勞動制度給了我一個機

後推手，讓他有機會可以為自己的過錯負

會可以在社區中執行刑罰，並且可以兼顧

責並且找到美麗的人生！

自己的家庭，社會勞動制度真的是一個很
好的制度！」並且阿智亦表示在自己執行

伍、結語

社會勞動的這段期間裡，收容之家就已經

「觀護」除了觀察更要保護，相信在每

換過了超過 7 位的臨時人員，阿智說大多

位觀護人的心中，我們向來只有一個願望 -

是因為忍受不了這裡髒亂惡劣的工作環境

就是殷殷盼盼可以見到我們的受保護管束個

而辭職，但讓我們感到好奇的是什麼樣的

案可以自曾經失誤的人生中提出勇氣，爬出

動力讓阿智可以在收容之家執行那麼長的

人生中的谷底，並且日漸的成長茁壯最後成

時間都沒有退卻？阿智稱「除了每次在收

功復歸社會，創造一個低犯罪率的社會！而

容之家清理完環境後，看到貓狗可以有更

未來的這段路尚須待社會大眾一起支持與協

舒適的生活空間以外，自己與這裡的貓狗

助。我們不會因為地小人少而退縮，因為我

也培養出深厚的感情了，而自己每天管理

們相信澎湖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們

將近 2 百隻的貓狗，就有如是班長一般帶

將會透過觀護、更保及犯保三單位的繼續攜

領著士兵們，自己覺得很有成就感！而執

手合作一起互相扶持，「澎湖，加油！」。

行社會勞動的過程中，說不髒不臭是騙人

(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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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入流浪貓狗收容之家一陣陣惡臭

玖、當 期 企 劃 ：

罰金，而若是自己因此入監服刑的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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