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要誌

一、金門地區工作要誌

90.07.12

陳岳陽檢察長於上午在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五樓禮堂主持該署新任檢察長監
交事宜。
因應年底縣長暨立委選舉，執行查察賄選工作，本署掛牌成立「分區查察聯繫中

90.10.15

心」並設有專線電話、傳真機、專用信箱，全日二十四小時輪流執勤，處理有關
檢舉賄選與選舉查察事務。
法務部陳部長定南於上午由盧總長仁發等人陪同蒞金督導查察賄選工作，除了視

90.11.19

察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福建省調查處，還拜會金門縣警察局，為檢調警加
油打氣，並呼籲選民共同反賄選，以共同營造乾淨的選舉。
因應九十一年縣議員及鄉鎮長選舉，執行查賄選工作，本署掛牌成立「分區查察

91.01.07

聯繫中心」並設有專線電話、傳真機、專用信箱，全日二十四小時輪流執勤，處
理有關檢舉賄選與選舉查察事務。
法務部陳部長定南於上午由盧總長等人陪同蒞金督導查賄選工作，並與金門地區

91.01.18

的檢、警、調等主管進行查察賄選座談會，為檢調警加油打氣，並呼籲選民共同
反賄選，以共同營造乾淨的選舉。
因應九十一年鄉鎮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執行查察賄工作，本署掛牌成立「分區

91.05.13

查察聯繫中心」並設有專線電話、傳真機、專用信箱，全日二十四小時輪流值勤，
處理有關檢舉賄選與暴力選舉查察事務。
法務部顏次長大和於上午由盧總長仁發等人陪同蒞金督導查察賄選工作，並列席

91.05.30

本署召開之查察賄選座談會，為檢警調加油打氣，並呼籲選民共同反賄選，以共
同營造乾淨的選舉。

91.07.26

92.07.31

本署辦理採購一棟職務宿舍，於上午進行投標廠商資格審查及開價格標，共有六
家廠商參加。

法務部訂定上午假司法新廈五樓大禮堂舉行新任單位主管及所屬檢察機關檢察長
聯合宣誓典禮，本署新任檢察長楊森土接篆視事。

謝次長文定於上午蒞金主持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第四屆董事會董事暨監察人
92.09.08

聯合聘任典禮，並於下午二時視察本署及金門地檢署、福建省調查處，隨後舉行
座談會，地點在金門地檢署五樓會議室，會後轉赴金門監獄視察，於十七時三十
分搭機返臺。

鑠法薪傳 550 金馬奔騰

最高法院檢察署盧檢察總長仁發、法務部顏次長大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吳檢
察長國愛等一行於上午，蒞金門、馬祖視察檢警機關選舉查察業務。
法務部「法庭活動觀察小組」劉檢察官家芳、黃檢察官怡君於今早蒞臨本署觀察

93.03.24

本署辦理檢察官專責全程到庭實行公訴實況，並於次日上午與律師座談就刑事訴
訟實務問題交換意見。

93.06.24

本署九十三年度補覆議字第一號林○○等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覆審案件審議會議
於下午在檢察長辦公室舉行，會議由兼主任委員楊森土檢察長主持。
金門地區第六屆委員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於下午假金門縣警察局會議室舉行，

93.11.12

最高法院檢察署吳檢察總長親臨督導，並聽取一、二審檢察長及福建省調查局局
長、警政署及刑事警察局與會代表、金門縣警察舉局長等各相關單位報告地區辦
理反賄選及查察賄選執行情形報告。
本署檢察官趙中岳於上午赴烈嶼警察所督導視察「抓賄霹靂小組」合署辦公暨情

93.12.03

形，並參與該小組當日工作會報，由各該小組成員分別就查察賄選勤務情形做工
作報告，隨後赴金城警察所、金湖警察所督導「抓賄霹靂小組」查察賄選執行勤
務情形。

93.12.16

94.01.01

94.03.15

94.03.16

楊森土檢察長於上午率同書記官長洪建銘在金門地方法院五樓會議室，參加司法
大廈用地分割協調會。

配合公文程式條例修正，本署公文書自即日起全面橫式書寫。

金門縣縣長李炷烽為感謝楊森土檢察長在金服務期間之貢獻，特於上午致贈榮譽
公民證書。

本署新任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法務部參加由法務部部長主持之聯合佈達交接典
禮儀式，並隨後於下午搭機返回金門任所。

本署趙檢察官中岳於上午代理林玲玉檢察長赴金門監獄辦理「溫馨五月天─母親
94.05.06

的呼喚」音樂會關懷活動，節目由金門縣音樂會策辦，李卓恩老師主持，節目內
容生動活潑，以曲曲動聽的歌曲來表達對收容人之關懷。

94.07.12

由本署主辦之司法員工讀書會於今天下午假金門地檢署五樓會議室舉行。

鑠法薪傳 551 金馬奔騰

大 事 紀

93.03.09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前往拜訪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金門縣支會會長王水彰，請支持
94.07.14

共同推展地區更生保護事業，對大陸藉受刑人給予人道關懷，並於出獄時給必要
之協助。
為配合政府「營造國際化生活環境，提昇全民英語能力」政策，本署加強中英對

94.07.15

照雙語化環境於今天下午佈置按裝完成，有效強化本署雙語化環境，提供外僑、
國外旅客及洽公人士無障礙優質服務環境。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就開辦金門監獄收容人短期技能訓練班事宜拜訪日昇鐵工廠

94.08.10

許老闆，並於下午轉赴金門監獄與戒護、教化、總務等主管人員溝通暸解開班相
關問題及配合事項，隨後與收容人溝通暸解其技職訓練需求。
由林玲玉檢察長主持「司法員工 94 年度ＣＰＲ心肺復甦術研習」，於下午假金門

94.08.17

地院五樓會議室舉行，邀請金門縣立醫院醫務行政主任董文雅醫師主講，參加對
象計有本署及金門高分院、金門地方法院、金門地檢署、福建更生保護會員工及
更生保護志工等 50 餘人參加。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結合金門縣觀護志工協進會，在金門監獄主持「古樂飄香」

94.09.06

關懷受刑人活動，邀請金沙管絃社及烈嶼群聲南樂社入監演奏古樂，為「更生
60．讓愛起飛」秋節系列關懷活動揭開序幕。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結合金門縣婦女權益促進會、金門縣公益協會、金門女同
濟會、金門縣警察之友會、木蘭獅子會等公益團體，在金門監獄禮堂舉辦「秋節

94.09.08

送暖」關懷活動；並結合金門社區大學插花老師及花藝社同學、金門女同濟會志
工舉辦「花好月圓」插花同樂會，講授插花藝術，並現場指導每位收容人胸花製
作，以作為次日懇親會獻花給親人之用。
為辦理轄區 94 年度三合一選舉查察，本署及轄區金門、連江地檢署於上午同步成

94.10.20

立「分區查察聯繫中心」掛牌運作，依任務編組全日 24 小時執行查察賄選任務。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參加由該會結合社會公益團體及地區廠商共同贊
助而成立之「94 年度鐵工基礎短期技藝班」開訓典禮。

94.10.27

林玲玉檢察長於晚上在福建更生保護會二樓會議室主持「更生 60．讓愛起飛」金、
馬地區 94 年度更生保護暨反賄選、反毒宣導書法、漫畫比賽評審事宜。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前往拜訪民航局金門航空站主任王幼琳，洽請協力支援 94 年

94.11.02

度三合一選舉反賄選及更生保護週宣導事宜，經獲允諾於航站適當地點懸掛宣導
標語看板及展示更生保護和在監收容人作品。

鑠法薪傳 552 金馬奔騰

部辦公室主任柯晴男等一行於中午搭機抵金視察業務，施部長於下機後隨即為福
建更生保護會在金門尚義機場舉辦之「更生 60．讓愛起飛」更生保護週書法、漫
94.11.07

畫比賽及在監收容人陶藝等更生作品展，舉行啟動儀式，並與福建更生保護會全
體更生保護志工合影，隨後參觀更生保護展示作品並於現場接受記者採訪。下午
部長施茂林蒞臨視察本署及所屬金門地檢署 94 年度三合一選舉查察及反賄選業
務。林玲玉檢察長及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劉家芳率同員工於下午 4 時 30 分在五樓
會議室報告業務概況。
法務部部長施茂林等一行於上午在金門地檢署五樓會議室主持金門地區執行 94 年

94.11.08

三合一選舉查察座談會，會議召集金門地區檢、警、調等同仁參加，共同研討地
區查察賄選技巧及作為，並聽取部長提示事項。

94.12.21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在法務部第二辦公室地下一樓會議室參加第 1037 次擴大部
務會報，會中並以「如何提昇二審檢察官功能」為題擔任該次會議專題報告。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赴金門監獄，參加與金門監獄合辦之「迎春送暖」傳統才藝

95.01.04

關懷表演。節目內容有湖浦國小演出的「歌仔戲」及述美國小演出的「跳鼓陣」
表演，計有 65 位小朋友參與演出。

95.01.09

95.01.11

95.01.2495.01.26

本署 94 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經獲評列「良好」，並獲行政院研考會頒贈標章
乙枚。

司法節司法員工籃球邀請賽於下午在金門監獄舉行，由金門地區高分院檢、地院
檢聯合組成之隊伍與金門監獄員工及收容人所組成之隊伍，展開友誼賽。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監獄辦理「迎春送暖」國樂表演關懷在監收容人活動，
邀請國立金門高中國樂社擔綱演出。並辦理「福龜拜年」製作紅龜粿歡慶年節及
贈書活動，以表達對收容人之關懷活動。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前往金門縣政府拜訪縣長李炷烽，除詳細解說本會現推動之

95.03.08

「點燃願景之燈」方案外，並請全力支持，經獲李縣長允諾協洽金酒公司籌募部
分經費。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主持「溫馨五月天─弄餃成桌」收容人關懷活動，

95.05.03

活動中安排地區視障樂者董華南歌唱及口琴表演，並由金沙鎮綜合志工隊的志工
媽媽們指導收容人親手製作手工水餃，場面溫馨令人動容。

鑠法薪傳 553 金馬奔騰

大 事 紀

法務部部長施茂林率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吳英昭、檢察司司長蔡清祥、中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監獄 3 樓大禮堂主持「溫馨五月天─母親節音樂會」
95.05.10

收容人關懷活動，該活動由金門縣音樂協會總幹事李錫奎帶領金門縣合唱團 50 多
位團員擔綱演出合唱及小提琴等曲目。把溫馨帶入監所，用音樂撼動人心，獲得
收容人熱烈的迴響。

95.05.25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監獄 3 樓大禮堂與該監共同辦理「點燃願景之燈
─ 2006 技訓飛揚．圓夢計畫」收容人技藝訓練班開訓典禮暨作品成果展示。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出席法務部召開之研商推廣福建更生保護會「點然願景之燈」
95.06.06

方案會議。就該方案推行情形及宗旨向與會臺灣更生保護會及各監所業務同仁做
簡要報告。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福建更生保護會主持「95 年度金門地區『教誨』、『觀護』、

95.06.29

『更生』志工成長訓練」，該訓練結合金門地檢署、金門監獄聯合舉辦，會中並
介紹福建更生保護會推動中的「點燃願景之燈」方案，加強教誨、觀護、更生三
者間聯結，以建構志工輔導網絡。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三樓大禮堂介紹福建更生保護會推動中之

95.07.06

「點燃願景之燈」方案；計有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工作人員及更生志工等
一百六十餘人參加。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拜訪行政院衛生署金門醫院院長趙崇良及精神科醫師吳阿

95.08.29

瑾，促請就推動中「點燃願景之燈」方案，就在監毒品犯進行小團體輔導，協力
提供專業人力資源，以提昇毒品犯之勒戒輔導及教化效能。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福建更生保護會 2 樓會議室主持該會「第 5 屆第 1 次董事
會及常務董事會聯席會議」；法務部部長施茂林於上午抵金親臨會場辦理「第 5

95.09.01

屆董事會董事及第 2 屆監察人聯合聘任典禮」並主持董事綜合座談會，會議至下
午；隨後轉往金門監獄參觀福建更生保護會「點燃願景之燈」方案推動中之在監
技能訓練班，施部長對於收容人麵線製作班等在監技能訓練表示讚許與肯定。

95.09.26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主持「元極舞中秋」關懷表演，由金門元極舞體
育館隊 20 多位團員入監為收容人作關懷表演。
由本署與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共同成立之金門地區檢察機關「提昇英語能力

95.10.03

研習班」於上午開課，該班次以配合政策，提昇員工實用英語能力，並進而輔導
通過全民英檢為目標。

鑠法薪傳 554 金馬奔騰

95.11.07

金門地區各機關首長及熱心之觀護、教誨、更生志工 50 餘位來賓蒞臨參加本次活
動。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 3 樓大禮堂主持「金豬報喜─文恭武賀」關懷收

96.02.13

容人贈書及舞蹈活動，計邀請金門縣體育會世界舞蹈委員會、太極拳運動委員會
金湖分會等社團成員參與表演。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召集福建更生保護會員工，會同金門地檢署觀護人、金門縣

96.03.22

毒品危害防制中心社工、金門監獄典獄長及教誨師等人在金門監獄 2 樓會議室，
就成立金門地區「社區戒毒網絡」進行研討及意見交換。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前往拜訪金門家扶中心主任林玉真，促請結合共同辦理更生

96.04.18

人家庭學童課業輔導事宜，並暸解該中心學童課輔現況，獲該中心林主任允諾支
持辦理。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 2 時 30 分，以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長的名義，在金門監獄

96.05.09

3 樓大禮堂主持「慈恩馨情─母親卡花束製作」收容人關懷活動，該活動邀請金門
技術學院大專青年帶領收容人親手製作母親卡及花束，在母親節前夕寄家裡的媽
媽，以表達對母親的感恩及思念。

96.06.06

96.06.20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三樓大禮堂主持該會「點燃願景之燈方案」
後續推動技職訓練「麵線烹飪班」開訓典禮及品嘗會。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在法務部二樓簡報室參加第 1111 次擴大部務會報，並以「金
馬地區小三通中轉機制所衍生犯罪問題之探討」為題在會中做專題報告。
為使減刑作業順利周延，於本日成立「辦理減刑工作應變小組」，以任務編組方

96.07.04

式，由檢察官擔任召集人、書記官長及各書記官為小組成員，積極聯繫協調並處
理減刑緊急應變事件。
96 年罪犯減刑條例於今天施行，本署「減刑作業協調應變小組」全天候待命，計

96.07.16

協調處理減刑案件 4 件（發交金門地檢署 2 件、台中及桃園地檢署各 1 件），均
順利如期辦理完成。
為精進檢警調政風等司法同仁查察賄選技巧，本署於上午在金門縣警察局四樓視
聽教室舉辦「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7 屆立委選舉查察賄選座談會」，會議由

96.09.27

林玲玉檢察長主持，並邀請桃園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廖江憲蒞臨講授「檢警調機關
查察賄選經驗及方法」專題報告，計有檢、警、調、政風及海巡署查緝隊等八十
餘位司法同仁參與座談會。

鑠法薪傳 555 金馬奔騰

大 事 紀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航空站主持更生保護週收容人作品展揭幕儀式，計有

法務部部長施茂林及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陳聰明等一行於中午蒞臨金門視察
96.11.26

選舉查察業務，並於下午 2 時赴金門監獄視察獄政業務，3 時列席參加金門地檢
署舉辦之「金門地區 96 年度檢警聯席會議」，瞭解地區檢警調機關查察賄選業務
辦理情形。
法務部部長施茂林、林玲玉檢察長、金門地檢署張文政以及金門縣縣長李炷烽、

96.11.27

金門縣議會議長謝誼璋等，於上午在金門縣文化局參加金門地檢署舉辦之「反賄
選、斷黑金」海報漫畫績優作品展覽開幕典禮剪采，計有金門地區警調機關首長
等一百多人在場觀禮。
法務部常務次長蔡茂盛、總務司副司長許啟義、科長雷芬芬等一行於上午十時許，

97.01.03

蒞臨金門視察選舉查察業務，並暸解金門地區司法新廈用地現況，並於下午前往
金門監獄視察監所技訓辦理情形。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大禮堂，主持「金鼠迎新春」春節入監關

97.01.31

懷活動。該活動邀請中正國小舞獅團入監辦理醒獅表演，並邀請金湖鎮蓮庵里志
工媽媽們，親手帶領收容人製作熱騰騰的點心，讓收容人在歲寒節前感受到社會
的關心和溫暖。

97.02.15

本署與金門地檢署共同舉辦之「反賄選登山活動」於上午 9 時在太武山玉璋路登
山口舉行，現場分送反賄選面紙及文宣資料。
由本署與金門地檢署共同辦理之「全民反賄選、自由向前行」自行車環島活動，

97.02.23

於上午正在金門縣立體育館體育場鳴槍起跑，全程約 25 公里，計有民眾 300 餘
人熱情參與該活動。

97.05.07

勞委會金門就業服務站主任謝彧玥於上午到署送達行政院勞委會頒贈予福建更生
保護會之感謝狀，由林玲玉檢察長代表接受。
法務部次長朱楠及保護司副司長周章欽等一行於蒞署拜訪，隨即轉赴金門縣政府

97.05.09

拜訪縣長李炷烽，並於該府第三會議室參加「金門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聯合視
導會議，視導金門地區毒品危害防制執行情形。
林玲玉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大禮堂，主持「裱褙班開訓典禮」暨「97

97.06.04

年端午節入監關懷活動」，活動邀請國立金門高職社團表演街舞、民俗舞蹈、管
樂演奏及親手包肉粽等活動，讓在監收容人提前過一個溫馨的端節，感受社會的
溫暖。
法務部部長王清峰於上午蒞臨金門拜訪金門縣縣長李炷烽，並於金門縣政府多媒

97.07.04

體簡報室主持 97 年度調解實務研習會，緊接著到本署及金門地檢署視察業務，於
五樓會議室與員工進行業務座談；並於下午前往福建省調查處、金門監獄等所屬
法務機關視察業務，隨後轉往水頭碼頭瞭解擴大小三通運作情形。

鑠法薪傳 556 金馬奔騰

97.07.22

張文政榮調台東地檢署檢察長，特於下午在縣政府貴賓廳分別頒贈予金門縣榮譽
縣民證，以表彰二位檢察首長在金門地區服務之貢獻。

97.08.25

法務部總務司司長楊合進於上午到署瞭解本署辦公廳舍不足之情形，並允諾爭取
福建省調查處金城民權路舊有辦公廳舍撥供本署整建應用。
在監收容人中秋節烤肉歡唱關懷活動，於下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廣場舉行。該活

97.09.11

動由福建更生保護會結合金門監獄、金門觀護志工協進會等社會公益團體共同辦
理，讓在監收容人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97.10.29

為處理本署與金門高分院共有金寧鄉寧安二劃字第 116-1 等地號土地閒置問題，
於上午與該院在金門地檢署五樓會議室召開研商會議。
法務部部長王清峰、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陳聰明等一行於上午蒞臨金門，參

98.05.18

加由金門地檢署所舉辦之「反賄選便利貼創意徵文大賽及三合一選舉查察誓師大
會」啟動典禮。
本署檢察長交接典禮於下午在金門地檢署五樓會議室舉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

98.07.01

總長陳聰明蒞臨辦理監交，接交人為新任檢察長施良波，移交人為檢察官 ( 代理
檢察長 ) 張益昌，計有地區院檢警調海巡等機關首長及司法同仁六十餘人蒞會觀
禮，儀式簡單而隆重。
法務部次長蔡茂盛蒞臨金門，於上午在福建更生保護會二樓會議室主持該會第 6

98.07.27

屆董事及第 3 屆監察人聯合聘任典禮；典禮完成後，由施良波檢察長主持該會第
6 屆第 1 次董事會議。
由本署舉辦之「98 年度三合一選舉檢警調暨政風機關查察賄選技巧座談會」，於
下午在金門地檢署 5 樓會議室舉行，會議由施良波檢察長主持，並由張益昌檢察

98.08.19

官及金門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王捷拓擔任講座，以傳授查察賄選技巧經驗及方法，
現場與會者計有檢、警、調、政風、海巡署查緝隊、憲兵隊等主管及員警五十餘
位參與座談會。

98.08.28

98.09.15

南投縣觀護志工協進會、南投犯保分會及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等一行三十餘
人，於下午蒞署參訪，並假金門地檢署於五樓會議室辦理業務交流座談。

來自大陸「福建省檢察官協會」一行 14 人於上午扺金參訪及業務交流。

鑠法薪傳 557 金馬奔騰

大 事 紀

金門縣縣長李炷烽因林玲玉檢察長將榮調台北地檢署檢察長，金門地檢署檢察長

法務部部長王清峰、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陳聰明等一行，於上午蒞金視察金
98.09.16

門地檢署辦理社會勞動執行情形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服務台啟用揭牌儀式，於
下午在金門縣文化局參加反賄選創意頒獎與展覽開幕儀式。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廣場主持在監收容人中秋節烤肉歡唱關懷

98.09.30

活動。該活動由福建更生保護會結合金門監獄、金門觀護志工協進會等社會公益
團體共同辦理，讓在監收容人於節前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法務部部長王清峰、保護司司長費玲玲等一行，蒞臨金門辦理金門地區傳統市場

98.11.24

反賄選掃街活動，計赴金城東門市場及金湖新市里市場等地宣導反賄選，本署及
金門地檢署同仁等均共同參與該項反賄選掃街活動。王部長隨後並至本署及金門
地檢署視察。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列席參加金門地檢署 98 年三合一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最高

98.11.27

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陳聰明、法務部檢察司司長蔡瑞宗、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吳瑛、
內政部警政署署長王卓鈞等一行蒞金參與座談會。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檢署五樓會議室，主持「99 年度更生人家庭學童扶助
方案贈書典禮暨法治教育在職訓練」。該活動結合木蘭獅子會之捐贈及地檢署緩

99.02.02

起訴處分金，於年關歲未新學期開始前，贈送參考書籍及文具給 41 位貪困更生人
家庭子女，計有福建更生保護會會務同仁、更生保護志工、金門地檢署及本署同
仁四十餘位參加。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大禮堂主持「虎嘯祥瑞迎新春」收容人春
節關懷活動；該活動邀請金城北門社區發展協會的醒獅團、絲竹樂團，以及金門

99.02.10

樂府傳統樂團、婦女防火宣導隊金湖分隊的志工媽媽們入監表演及指導收容人親
手製作紅豆湯圓點心，顯現出社會各界滿滿的愛心與關懷，為收容人帶來年節的
溫暖。
施良波檢察長於上午在法務部五樓大禮堂參加法務部新任部長曾勇夫、御任部長

99.03.22

王清峰佈達交接典禮。並於下午在最高法院檢察署會議室參加該署召開「肅貪督
導小組」第 115 次會議。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三樓戒護區教誨堂主持「母親節音樂會」關懷活

99.05.05

動，該活動結合金門監獄、金門縣文化局、金門縣觀護人協進會共同邀請金門縣
合唱團入監關懷表演， 50 多位合唱團團員精彩的演出，讓收容人在母親節前夕感
受到社會的關懷和溫暖。

99.05.26

法務部部長曾勇夫率同司法記者等一行，於上午搭機蒞臨金門考察檢察業務及司
法保護業務。
施良波檢察長於上午在法務部五樓大禮堂，參加法務部「卸、新任高階主管暨所

99.07.28

屬機關首長聯合交接及宣誓典禮」，典禮由部長曾勇夫親自主持及監交，典禮完
成後隨即於法務部二樓簡報室召開檢察長會議。

鑠法薪傳 558 金馬奔騰

99.07.31

成功海灘，設置法治宣導有獎徵答服務台，並於現場播放「無毒有我─逆子（黃
瑞芳的故事）」影片，在花蛤季人潮的聚集下，多元化的服務民眾法治教育宣導。

99.08.09

99.08.17

本署新購位於金寧鄉頂后垵之首長宿舍，於上午辦理喬遷入宅儀式。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福建更生保護會一樓貴賓室，主持更生家庭學童贈書活動，
該次贈書活動結合金門區扶輪社辦理，計幫助經濟困難更生人子女 44 位。
為討論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審議本署興建辦公廳舍計畫案，是否適宜「利用都
更處分土地，就剩餘容積處分，整併興建及土地加值統籌運用方式」，以提高土

99.09.07

地及容積利用效益，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減少政府經費支出等事宜。經本署邀請
國有財產局金門分局及金門縣政府建設局都計課、建管課等派員於上午在金門地
檢署五樓會議室開會研商，會議由檢察官李靜文主持。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廣場，主持收容人聯歡會關懷活動，該活
動結合觀護志工協進會及金門監獄共同舉辦，計有應節食品品嘗及卡拉 OK 點唱

99.09.16

聯歡等活動，該次活動為福建更生保護會中秋節前夕一系列入監關關懷活動之一，
此外尚有本月 15 日的電話懇親、17 日的面對面懇親會等，讓在監的收容人體會
社會的溫暖，並度過溫馨的中秋節。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三樓大禮堂主持「更生有愛」贈書入監活

99.11.11

動，並於盈春閣餐廳舉辦更生保護節聯誼表揚餐會，計表揚績優更生輔導員張序
伯等三人。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福建更生保護會一樓貴賓室主持「100 年度更生人家庭學

100.02.14

童扶助方案贈書儀式」，該活動結合木蘭獅子會之捐贈及地檢署緩起訴處分金，
於開學首日贈送參考書籍及文具給 43 位貪困更生人家庭子女，計有福建更生保護
會會務同仁、更生保護董事及志工、金門地檢署及本署同仁十餘位參加。

100.04.19

施良波檢察長於上午赴轄區烏坵鄉視察業務慰訪軍警並拜訪相關單位。

施良波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三樓戒護區教誨堂主持「母親節音樂會」關懷活
100.05.04

動，該活動結合金門監獄、金門縣觀護人協進會等機關團體邀請金門縣合唱團入
監關懷表演，聆賞 50 多位合唱團團員精彩的演出，讓收容人在母親節前夕感受到
社會的關懷和溫暖。
本署新任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法務部五樓大禮堂參加「法務部卸、新任高階主

100.07.20

管暨所屬檢察機關首長聯合交接及宣誓典禮」，典禮由法務部部長曾勇夫主持，
並擔任監交人及監誓人。

鑠法薪傳 559 金馬奔騰

大 事 紀

為宣導法治教育，本署特結合「2010 金湖海灘花蛤季活動」，於今明二天在金湖

100.07.25

100.07.27

100.08.04

100.08.10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視察本署原調查處舊址，並指示爭取社會勞動人力清理現場
雜物。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前往福建更生保護會視察大樓管理情形，並召集同仁研商大
樓安全管理改善事項及加強緩起訴處分金之運用等事宜。

轄區立法委員陳福海於下午到署拜會邢泰釗檢察長，經就本署辦公廳舍不足問題
交換意見，並允稱願協力支持爭取經費。

金門地檢署觀護人涂惠琴協同觀護佐理員，於下午到署說明易服社會勞動執行機
關，應行注意事項；首批 2 人訂於本月 24 日到署服勤。
法務部部長曾勇夫率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等一行，於上午蒞臨金門，

100.08.22

經前往金門監獄、福建省調查處、金門地檢署及本署視察業務，並於下午在金門
地檢署五樓會議室舉辦聯合座談會，聽取地區各法務機關業務簡報及建言。
轄區金門、連江地檢署同步於上午 10 時揭牌成立「查察賄選暴力執行小組」，以
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事宜，嚴密防止金錢、暴
力介入選舉，彰顯政府查賄、反賄之決心。

100.08.31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 3 時 30 分在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長室主持「100 年度第二次
更生人家庭學童扶助方案贈書活動」，該活動邀請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金塗、金
門監獄典獄長簡文拱及金門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理事長顏達仁等十餘人共同參與，
場面溫馨而富意義。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在金門監獄三樓戒護區大禮堂，主持秋節收容人關懷表演活動，

100.09.06

該活動結合金門監獄、金門觀護志工協進會共同辦理，計邀請南門社區舞蹈團等
社團入監辦理關懷表演，場面溫馨而感人。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內政部警政署大禮堂參加最高法院檢察署召開之「101 年

100.09.14

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檢警調政風高層首長選舉查察座談會」
會議由檢察總長黃世銘主持。

100.09.21

邢泰釗檢察長應邀於上午在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報告「公務人員法律防身術」專
題。

鑠法薪傳 560 金馬奔騰

100.09.27

委員張子學等一行，在法務部檢察司范檢察官振中陪同下，到署參訪聽取本署及
金門地檢署聯合業務簡介及辦理「兩岸共同打繫犯罪意見交流座談會」。

100.10.07

配合「中央政府無線上網 iTaiwan」熱點服務於本日開通，經督促本署及轄區所屬
地檢署資訊人員反覆測試，連線情況良好。
法務部次長吳陳鐶、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黃世銘等一行，於上午在金門地檢署

100.10.26

五樓會議室列席「101 年第 13 屆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分區座
談會」，本署檢察長邢泰釗經列席參加會議，並報告轄區查察賄選業務督導情形。
雲林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理事長吳源昌等一行於上午到署參訪，邢泰釗檢察長除表

100.10.27

達歡迎之意以外，並會同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金塗及金門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理事
長莊水池及觀護志工伙伴，進行業務交流座談會。
邢泰釗檢察長應邀於上午在金門縣金沙國中擔任金門地區「正向管教的世界潮流」

100.11.05

教師研習會講座，以「教師法律導讀」為題，引領參與研習之教師，探討相關法
律問題，計約五十名教師參與研習。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金湖國中體育館辦理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演講，計有師

100.11.07

生 460 餘人聆講。並於下午 3 時在本署原調查處舊址，視察社會易服勞動人力執
行花圃整修之地磚敲除工程進度。

100.11.08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金沙國中視聽教室辦理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演講，計有
師生一百餘人聆講。
為加強督導轄區辦理「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賄選，

100.11.09

邢泰釗檢察長經於上午召集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金塗、主任檢察官周士榆，在檢
察長辦公室召開「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查察會議，
研商查賄策略。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率領同仁，配合更生保護節，在本會門口舉行記者會及合照，

100.11.11

隨後並邀同更生董事志工同赴金城、金湖、金沙等車站及街道作更生保護、反賄
選法治宣導。
為加強督導轄區辦理查察賄選，邢泰釗檢察長經召集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金塗及

100.11.16

本署檢察官郭永發，在檢察長辦公室會商「查察賄選面臨之特殊問題與對策」，
邢檢察長特別提出「區域聯合查賄」策略於會中研討。並於下午在金門大學大禮
堂辦理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演講，該校師生計約二百餘人聆講。

鑠法薪傳 561 金馬奔騰

大 事 紀

大陸地區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局長陳連福及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專職

100.11.22

100.11.25

為辦理更生保護及反賄選法治宣導，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名城電視股份有限公
司錄影室接受專訪。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最高法院檢察署二樓會議室參加「研商臺灣地區協助金門、
連江地檢署查察賄選及反賄選宣導事宜會議」，會議由檢察總長黃世銘主持。
配合「金門縣 2011 年國際身心障礙日慶祝活動」，本署偕同所屬金門地檢署及
福建更生保護會同仁，於上午在金門縣社會福利館前廣場辦理反賄選宣導，計分

100.11.27

送反賄選宣傳單、面紙、造型鉛筆、風獅爺等宣導品，並於現場辦理反賄選有獎
徵答及張貼反賄選法治宣導海報，受到民眾的歡迎和喜愛，紛紛搶答及索取宣導
品。

100.11.30

100.12.02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烈嶼國中禮堂辦理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演講，計有師生
一百三十餘人聆講。

為辦理更生保護及反賄選法治宣導，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太武之聲廣播電台接
受專訪，並同步於金門地區播放。
為加強員工受理檢舉賄選報案紀錄單製作之完備，特敦請本署檢察官郭永發，於

100.12.05

下午在書記處，為員工講解「檢察機關受理電話檢舉賄選作業要點」及「檢舉賄
選電話詢問要點」。

100.12.07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最高法院檢察署 2 樓會議室奉命會同相關地檢署檢察官，
舉行「區域聯合查察賄選會議」。
為宣導反賄選，本署與金門地檢署及福建更生保護會、觀護人協會、犯保金門分

100.12.17

會同仁及司法保護志工，配合金門地區世界健行日登山活動，共同於上午 8 時起
在太武山玉章路登山口分送反賄選宣導品及文宣摺頁。
本署與金門地檢署及福建更生保護會、觀護人協會、犯保金門分會同仁及司法保

100.12.18

護志工，共同於上午在莒光湖畔家扶中心「100 年度寒冬送暖園遊會」設攤宣導
反賄選，分送反賄選宣導品及文宣摺頁。

100.12.19

本署員工於下午前往金寧鄉各社區活動中心、老人會及金門大學發放反賄選文宣
及宣導品。

鑠法薪傳 562 金馬奔騰

100.12.21

生計約 550 餘人參與聆講。並於下午前往拜訪金門日報社社長陳大鵬，除感佩其
發揮地區媒體正向報導之功能，同時敦請其協力支持反賄選，並續行對金門地區
法治教育及更生保護宣導協力報導。

100.12.22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金寧國中學生餐廳辦理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演講，該校
師生計約 170 餘人參與聆講。
為宣導反賄選，本署配合國稅局稅務研習活動，並結合更生保護會員工，共同於

100.12.26

上午在文化局演藝廳前設置攤位宣導反賄選，計分送反賄選造型鉛筆、面紙及給
選民的一封信等反賄選文宣品，並於下午前往金城各村里社區活動中心及老人會
分送反賄選宣導文宣資料。

100.12.27

100.12.28

100.12.30

101.01.03

101.01.04

本署員工於下午前往金湖鎮瓊林、小徑、成功等各村里社區活動中心及老人會，
並轉往機場候機室、金城車站分送反賄選宣導文宣資料。

本署員工於下午前往金湖鎮新市里市街分送反賄選宣導文宣資料。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高中體育館辦理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演講，計有該
校師生約六百餘人參與聆講。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最高法院檢察署二樓會議室，參加「中央淨化選風聯繫會
報第 6 次會議」，就轄區查賄辦理現況、問題及策略做簡報。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國立金門高職大禮堂辦理反賄選宣導演講，計有師生 1 千
2 百餘人參與聆講。
本署同仁於上午配合林務所新春假日花市活動，在總兵署前設置反賄選攤位宣導

101.01.07

反賄選，除準備豐富的宣導品及反賄文宣，辦理現場即時有獎徵答摸彩活動外，
同時並邀請 KDC 金門流行舞蹈團、手語協會鳳凰隊、莒光土風舞社、東門社區山
地舞等表演團體到場表演，聚集人潮活絡氣氛。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金門監獄戒護區三樓大禮堂，主持「101 春節 [ 龍 ] 重關懷
活動」，該活動邀請「南門社區舞蹈社」、「環保志工隊」、「手語協會鳳凰隊」、

101.01.11

「莒光土風舞社」及「雙鯉運動舞蹈協會」等表演團體一行 60 餘人，準備多首舞
曲及行動劇，匯集滿滿的愛心與關懷，以實際行動表達社會對在監收容人的年節
祝福。相關延續關懷活動尚有 12 日的電話懇親會，13 日的面對面懇親會，讓收
容人感受到濃濃的年節氣氛。

鑠法薪傳 563 金馬奔騰

大 事 紀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金城國中體育館辦理反賄選暨法治教育宣導演講，該校師

邢泰釗檢察長率領同仁全體，結合金門地檢署、烈嶼鄉公所、烈嶼警察所、福建
101.01.12

更生保護會及司法保護志工，於烈嶼東林靈忠廟前廣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烈
嶼鄉鄉長洪成發也到場表達歡迎和支持，並經動員東林社區發展協會及鄉民一起
參與反賄選活動。

101.01.13

選舉投開票日前一日，本署指派員工並支援車輛，協同金門地檢署前往金門機場
及水頭碼頭分送反賄選文宣品，加強對返鄉投票之旅客宣導反賄選。

選舉投開票日，本署及福建更生保護會同仁全員留守，除值勤人員外，經指派員
工及車輛，協同金門地檢署分赴機場及碼頭，辦理反賄選文宣發送。
101.01.14
本署連日來除支援檢察官、書記官及公務車輛赴烈嶼鄉辦理查察賄選任務之外，
本日近中午時分，依地檢署偵辦選舉查察案件需要，指派郭檢察官、書記官二名
及支援公務車輛，協同金門地檢署在調查處辦理選舉查察案件偵訊工作。
邢泰釗檢察長於晚間主持福建更生保護會年終感恩餐會，經邀請金門高分院吳院
長、金門縣縣長李沃士、議長王再生等地區業務相關首長及該會董事、更生輔導
101.01.18

員和支援業務相關人員參與盛會。邢董事長致詞感謝各位董事、更生輔導員之辛
勞，並感謝地區各機關首長對更生保護業務之支持與協助，並敦請地區書法名家
張水團等人現場揮毫春聯，以供同仁索取，同時辦理摸彩及卡拉 OK 歡唱活動，
讓更生保護同仁倍感溫馨。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假金門地檢署 5 樓會議室辦理「101 年度第一次更生人家庭
學童扶助方案贈書活動」，計資助了 27 個貧困家庭，共 45 套參考書給家境清寒
的貧困學童，並且依該會「更生人子女就學（托）補助要點」資助 4 位家境清寒

101.02.15

且未享公費之學子學雜費（大學 2 萬元、高中職 5 千元）。該活動結合金門地檢
署緩起訴金，國際獅子會 300-A2 區之金門獅子會、金龍獅子會、木蘭獅子會以
及群力建設呂董事長榮平熱心贊助更生保護經費，及福建更生保護會自有資產活
化收益，該次贈書活動多元化的經費來源，顯見社會各界對更生保護公益事業的
重視與支持，讓這次的活動更具意義。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張金塗及福建更生保護會

101.03.01

董事的陪同下，前往金門監獄拜訪行將榮調之典獄長簡文拱，並致贈紀念品，以
表彰其對更生保護業務之支持與協助。

101.03.05

101.03.07

雲林縣觀護志工協進會理事長吳源昌偕同觀護志工等一行，於下午蒞署參訪拜會。

邢泰釗檢察長對於榮調之福建省調查處陳處長在任期間之貢獻，特別贈以康木祥、
林進賢設造之包青天司法貢獻獎座，並鐫詞「忠誠之愛 永昭日月」以彰旌功。

鑠法薪傳 564 金馬奔騰

101.03.27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前往本署第二辦公室視察整修現況，指示牆壁髒污部分應去
污後粉刷及外觀環境需定期維護整理，並請兩名替代役協助整理。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本署檢察長辦公室召開並主持福建更生保護會資產活化諮
詢小組會議。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主持本署第 2 辦公室成立揭牌儀式，計邀請司法院前大法官
王和雄（為本署前檢察長）、金門高分院院長吳昭瑩、金門地方法院院長蔡美美、

101.04.10

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金塗、金門縣縣長李沃士、金門縣議會議長王再生等來賓共
同參與揭牌，與會來賓對於本署活化利用舊有辦公廳舍同表肯定。隨後並在本署
第二辦公室二樓會議室召開第六屆第六次董事會。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金城國中視聽教室擔任金門地區 101 年度「中小學教師法
律導讀研習」講座，以「教師法律導讀」為題，引領參與研習的督學及 80 餘名教

101.04.11

師們，深入探討校園法律問題，共同推動友善校園環境。邢檢察長以自身所著教
育部發行之「教師法律手冊」，輔以今日社會現象和教學上真實案例，針對師生
權利義務及輔導與管教之法律關係，以「校園問題二百問」實例講習，與教師們
探討在教學上常見法律問題，提供正確的法治概念

101.04.24

法務部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於上午開始一連三天，在五樓會議室辦理本署及金門地
檢署使用者登記桌上課，並分赴個別使用者進行系統安裝及實機操作指導。
福建更生保護會於下午在金門監獄三樓戒護區教誨堂舉辦「溫馨五月天母親節音

101.05.08

樂會」關懷活動，該活動結合金門監獄、金門縣觀護人協進會、金門縣文化局等
機關團體，邀請金門縣合唱團入監關懷表演，聆賞五十多位合唱團團員精彩的演
出，讓收容人在母親節前夕感受到社會的關懷和溫暖。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會同法務部常務次長陳明堂及秘書處處長楊合進等一行，共

101.05.16

同前往拜訪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計畫處處長，就本署興建辦公廳舍計畫案
進行協調洽商。
監察院司法、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趙昌平等一行於上午蒞金巡察司法機關，

101.05.21

並於下午在金門地方法院 5 樓會議室，聽取本署及金門高分院、金門地院、金門
地檢署業務簡報，緊接辦理巡察院、檢、監業務綜合座談會。
邢泰釗檢察長與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金塗於上午共同前往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金門

101.05.31

縣支會拜訪會長王水彰，經就有關兩岸人民涉及司法保護人道救助工作共同討論，
研商協力事宜。
法務部保護司於上午至金門地檢署五樓會議室進行「101 年度司法保護業務視

101.06.21

導」，保護司專員吳秀華針對福建更生保護會 100 年度辦理各項業務推動情形進
行閱卷與指導；幹事王寶璽並於會中針對「更生保護創新措施」作業務簡報。
鑠法薪傳 565 金馬奔騰

大 事 紀

101.03.10

101.06.27

邢泰釗檢察長應邀於下午在金門縣警察局，講授「廉政法規暨貪瀆違法案例研析」
課程。

法務部陳常務次長明堂下午蒞金主持福建更生保護會第七屆董事及第四屆監察人
聯合聘任典禮，頒發法務部聘書並與全體董事及監察人合影。
101.07.30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地檢署五樓會議室主持福建更生保護會「收容人魚麵技訓
班成果發表會」，邀請法務部常務次長陳明堂、金門高分院院長吳昭瑩、金門地
方法院院長蔡美美等貴賓。現場除展示魚麵禮盒試作品，並邀請與會貴賓及媒體
記者試吃品嘗，以湯麵、炒麵等不同烹調方式，展現魚麵不同於傳統麵線的鮮甜
及滑順 Q 彈口感。
邢泰釗檢察長於應邀在太武山海印寺擔任「海印寺兒童夏令營」兒童法律研習講

101.08.20

座，計有八十餘位小朋友參加，研習會中並穿插法律常識有獎徵答，吸引小朋友
熱絡搶答。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監獄三樓戒護區大禮堂，主持秋節收容人關懷音樂會

101.09.19

及贈書活動，並邀請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入監辦理關懷表演，高水準的演出讓在場
的更生人及來賓為之動容。

101.10.22

邢泰釗檢察長率同員工，於下午勘察並清理位於福建更生保護會地下室之檔案及
圖書資料。
邢泰釗檢察長上午在福建更生保護會主持「慶祝 101 年更生保節植樹活動」，該
活動系配合明年度的更生保護大樓整修作整體環境綠美化，特別以植樹方式慶祝，

101.11.08

並於活動中表揚有功人士，活動中邀請金門地檢署檢察長張金塗、金門縣議會議
長王再生、副縣長吳友欽及本會董事、更生輔導員及本署同仁等計四十餘人共同
參與活動。
為改善辦公環境，邢泰釗檢察長特指示整理本署走廊及書記處，經同仁及替代役

101.11.17

協助搬運及清理，並採購盆裁美化，大家齊心協力，使得本署走道及書記處煥然
一新。
刑泰釗檢察長特邀請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陳天保，於下午在金門監獄，以本身創

101.11.21

業奮鬥歷程為題入監演講，勉勵在監收容人力爭上游永不放棄。同時並策動本署
同仁全體參加該演講活動，資以策勵奮發上進。

鑠法薪傳 566 金馬奔騰

92.07.09

92.12.31

陳岳陽檢察長於上午出席法務部召開之「研商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籌備
事宜」會議，會議由顏次長大和主持，地點在法務部五樓會議室。
楊森土檢察長於上午出席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典禮，典禮由顏次長大和
主持，地點在該署會議室。
本署及所屬機關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及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第十一

93.02.20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分區查察連繫中心」於今天正式成立運作，以執行轄區選舉
查察事務；本署並事先於轄區金門、馬祖日報發佈新聞，藉資推廣政府反賄選之
決心及作為。

94.06.30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陪同法務部施部長茂林赴連江地檢署視察業務。
林玲玉檢察長於上午在連江縣警察局五樓會議室，列席連江地檢署舉辦之「94 年

94.10.05

度三合一選舉及轄區機關查察賄選暨防止暴力座談會」，會中由本署檢察官王金
聰及連江地檢署檢察官高永棟分別就「賄選案件的查察與偵辦經驗」及「虛報遷
徙人口之查察」做專題報告，並就連江地區查察幽靈人口等反賄選議題進行討論。
林玲玉檢察長陪同法務部部長施茂林及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吳英昭等一行，

94.11.18

搭機前往馬祖視察連江地檢署執行 94 年三合一選舉查察業務，並在連江縣警察局
召開檢警調查察賄選座談會，聽取連江地區檢警調機關選舉查察作為及績效報告。
林玲玉檢察長率同檢察官及書記官長等一行前往馬祖，於下午在連江地檢署一樓

96.10.11

禮堂舉辦「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7 屆立委選舉查察賄選座談會」，會議由檢
察長林玲玉主持，並邀請基隆地檢署檢察官高永棟蒞馬講授「檢警調機關查察賄
選經驗及方法」專題報告，計有檢、警、調、政風同仁等四十餘位參與座談會。
法務部部長施茂林、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施茂林、林玲玉檢察長等一行，抵
達馬祖召開「連江地區 96 年檢警聯席會議」，施部長、陳檢察總長均致詞勉勵檢

96.12.03

警調同仁對於查賄反賄之辛勞。
晚間在馬祖南竿介壽村介壽堂參加由連江地檢署舉辦的「快樂選民之夜」大型反
賄選活動晚會，邀請亞洲大學老師及各社團學生蒞臨表演，獲得連江地區民眾熱
烈之參與和迴響。
法務部施部長及最高法院檢察署陳檢察總長等一行於上午搭船前往連江縣莒光

96.12.04

鄉，並於三樓會議室聽取駐地警察、調查及海巡等單位人員，報告莒光鄉「查察
賄選」及「虛設戶籍真投票」辦理情形。
林玲玉檢察長等一行於上午列席參加連江地檢署所舉辦之「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

97.03.15

舉反賄選卡拉ＯＫ『我們是總統的頭家』歌唱大賽」，該活動將反賄選主題歌曲
融入比賽，計有 31 名連江地區歌唱好手報名參加比賽，會場吸引民眾熱烈聆賞，
藉資宣導反賄選，頗具成效。

鑠法薪傳 567 金馬奔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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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江地區工作要誌

98.11.27

法務部部長王清峰等一行於上午在連江地檢署同仁及司法志工陪同下，前往馬祖
南竿介壽村獅子市場，辦理傳統市場反賄選掃街活動，大力宣導反賄選。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抵達馬祖連江地檢署，參加由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舉辦
之「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暨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第 2 次會議及查賄技巧研習

100.08.23

會」。並召集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張金塗、主任檢察官周士榆等一行，
在連江地檢署召開第一次「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查察賄選之策
略及具體措施觀摩座談會」。
法務部部長曾勇夫率同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黃世銘等一行，於上午蒞臨馬祖，

100.08.24

前往金門監獄連江分監、馬祖調查站、連江地檢署視察業務，並於下午在連江地
檢署五樓會議室舉辦聯合座談會，聽取馬祖地區各法務機關業務簡報及建言。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馬祖南竿所在之國立馬祖高中辦理反賄選法治教育宣導演
講，計有該校師生約一百五十餘人在場聆講。隨後拜訪馬祖日報社社長宋志富，
經向其說明本署督導轄區查察賄選之決心，以及所轄福建更生保護會擬在連江地

100.11.01

區深耕厚植更生保護業務，刻正籌劃於連江地區設立辦公室，輪派專職人員在連
江推展更生保護業務，並積極與更生輔導員密切聯繫辦理訪視、強化監所技訓作
業，以落實連江地區之更生保護業務，蒙宋社長表允協助。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
並在馬祖北竿所在之坂里國小辦理反賄選法治教育宣導演講，計有該校師生約
五十餘人在場聆講。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馬祖南竿列席參加由連江地檢署舉辦之「101 年第 13 屆總

100.11.02

統副總統及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法務部次長陳明堂、最高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黃世銘等一行，蒞臨馬祖視察查察賄選業務，除由本署邢檢察長
報告督導轄區查賄業務，並聽取連江地檢署洪檢察長報告查察賄選辦理情形。

100.11.03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馬祖西莒莒光指揮部，以反賄選法治教育為題，對全體官
兵宣講，計有該部官兵約五十餘人在場聆講。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搭機前往馬祖南竿，於下午在金門監獄連江分監辦理文康設
備「卡拉 OK 點歌機」贈送儀式，以表達對馬祖地區收容人之關懷，同時並瞭解
連江看守所魚麵技能訓練籌劃情形及需行協助事項。隨後於連江地檢署列席「連

100.12.28

江地區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參選人反賄選公約簽署儀式」，與連江地檢署檢察長
洪培根共同見證連江縣三位立委參選人，陳雪生、曹爾忠、陳財能等共同簽署反
賄選公約，並贈以親自設計的 [ 正氣 ] 反賄選風獅爺，與三位參選人共同約定反賄
選。

鑠法薪傳 568 金馬奔騰

法務部保護司專門委員黎翠蓮、連江地檢署檢察長洪培根、連江地方法院院長紀
文勝、金門監獄典獄長許金標、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黃如琴、林慶官等數十人均
到場觀禮，現場並有舞獅表演，氣氛熱烈。
101.03.22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監獄連江分監辦理收容人技藝訓練班「魚麵班開訓典
禮」。邀請到北竿最道地的阿婆魚麵師傅李伙金女士蒞監指導，典禮簡單隆重，
金門地方法院院長紀文勝，連江地檢署檢察長洪培根、金門監獄典獄長許金標，
以及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林慶宗、黃如琴等人均到場觀禮。隨後並在連江地檢署
會議室辦理連江地區更生保護志工法治教育訓練。

101.04.25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連江地檢署就「刑事訴訟法偵查篇」專題演講，計有院、
檢、調、監、海巡及司法志工三十餘位參與聆講。
邢泰釗檢察長上午前往金門監獄連江分監，督導福建更生保護會推動連江分監在

101.04.26

監技職訓練「魚麵班」辦理情形及作業情形，並在該分監舉行魚麵技訓班成品發
表及設備購贈典禮。
邢泰釗檢察長於下午在連江縣 101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學務工作共 150

101.07.02

位老師參與之「人權法治教育議題研討會」，講授「教師法律手冊」課程，經就
教師輔導管教與體罰、校園霸凌與防制、營養午餐採購注意事項等法律問題，進
行講解及導讀。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金門監獄連江分監主持福建更生保護會在監就業宣導活
動，該活動結合連江就業服務站共同辦理，計在監收容人 12 人，並接受收容人有

101.07.03

關提問，進行意見交流。隨後與連江地檢署檢察長洪培根共同前往拜訪連江縣縣
長楊綏生，經就商借福建更生保護會連江辦事處辦公室進行洽商，並就連江更生
保護會之推展進行意見交流。
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連江地檢署列席參加該署第 3 季肅貪執行小組會議。隨後

101.10.04

並與連江地檢署檢察長洪培根，共同前往勘查擬洽連江縣政府商借之「馬祖新建
築」示範屋，以做為福建更生保護會連江辦事處辦公處所之用。
邢泰釗檢察長上午在馬祖南竿介壽村主持福建更生保護會連江辦事處志工知能研

101.12.06

習中心諮商輔導室揭牌啟用典禮，計邀請連江縣縣長楊綏生、連江縣縣議會議長
陳貴忠等來賓共同參與揭牌儀式。

鑠法薪傳 569 金馬奔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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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泰釗檢察長於上午在連江地檢署辦理「福建更生保護會連江辦事處揭牌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