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今的司法保護工作以積極主

動的精神與態度,保護廣大社會群

眾免於犯罪及被害,並關懷弱勢的

第三人等,建構了預防犯罪於先、

阻止犯罪於中及防止再犯後之犯罪

防治模式。 為了防止犯罪所生的

傷害，及撫平犯罪造成之傷痛，本

部及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以宏觀的視

野，摒除片斷、煙花式的政策推

動，整合現有方案，經由長期性、

整體且有系統的規劃，經點至面，

配合轄區資源，全面建構司法保護

基礎工程。其中分別依「犯罪處

遇」、「預防犯罪、公益關懷」及

「資源聯結整合」等區塊，以加害

人、被害人、一般民眾及弱勢族群

及其家庭為主體，擬定具體執行計

畫。 

        以「犯罪處遇」區塊為例，基

於犯罪類型及需求之差異，有必要

因應其異質性及需求的多元化，避

免僵化而彈性提供各類服務及處遇

措施，進而建立加害人及被害人個

別化分類處遇模式。如針對加害人

落實分類輔導原則，輔以適切之教

化課程，並就家庭、就業、生活及

生命教育等議題開辦教育課程，結

合家庭支持方案及緩起訴處分金之

運用，達到以教育代替懲罰，提升

案件執行品質目的。又如被害人之

協助服務，本部已研擬函頒「犯罪

被害案件服務分類管理計畫」，針

對 10 類被害人(如重傷案件致癱瘓

或植物人等)可能之需求，訂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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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服務項目，作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工作人員執行個案工作時檢

索參考，讓被害人保護工作最基礎

的個案服務可以紮根。 

        另「預防犯罪、公益關懷」區

塊則係以社區民眾及弱勢族群為主

體，推動法治教育、犯罪預防宣導

及緩起訴處分金之運用，引進民間

訓練或專業能力，除尋求各種方案

之合作，並結合科技網路等多元方

式，與其他機構或團體形成策略聯

盟。如高關懷學童之社區生活營，

針對行為偏差之學生（稱高關懷學

生），由各地檢署與學校或民間團

體合作，辦理各種不同學習成長之

社區生活營隊，經由多樣化活動之

課程設計，提供多元學習管道，以

增加高關懷學生之自信心，並藉由

課程活動之學習，以導正其偏差行

為，達到預防兒童少年犯罪之目

標。 

        而透過緩起訴處分金制度之運

用，除有效挹注公庫外，更發揮

「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精神，

對於從事公益活動之團體，挹注經

費，使身心障礙、清寒、新住民等

弱勢族群實質受益，增進社會和諧

與落實公義。如社團法人花蓮縣老

人暨家庭關懷協會辦理之「咱的老

人!咱的寶!疼惜獨居老人圓夢計劃-

逗陣來反詐騙計畫」，即透過受補

助款辦理圓夢計劃，讓孤苦無依獨

居老人學習如何自保，延續反詐騙

宣導議題，以行動劇表演及遊戲方

式，加強辨識詐騙手段並提升其自

我價值感。式，加強辨識詐騙手段

並提升其自我價值感。 

    「資源聯結整合」區塊則係全方

位的整合資源，使資源之聯結與運

用成為推動司法保護的好幫手。除

法院、檢察、矯正及政風等司法體

系內的縱向銜接外，政府公部門資

源之橫向整合及社會資源之參與，

才能真正發揮司法保護之效能。如

整合地方大學院校學術資源，合作

辦理專案研究、或透過與職業公會

或就業服務站，就職業教育訓練部

分合作支援專業技訓及提供就業訊

息，又或者結合宗教慈善團體如法

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投入宗教教

誨、生命教育及心靈輔導工作等。 

        建構司法保護基礎工程係本部

及各地檢署厚植資源扎根社區的最

終目標，視各地資源多寡，機動性

逐步調整執行進度，使「用關心改

造人心、以瞭解消弭不平、以復原

循環生機」不單是願景，而是我們

共同構築的持續性、全面性、穩固

的司法防護體系。 

編輯的話： 

  法務部長期致力於司法保

護工作，在各界支持、督促下，

保護司競競業業始終如一。有感

於國家政策應透明、開放，維護

人民知的權利，保護司規劃以電

子報方式，提供司法保護工作者

意見交流的平台，及一般人民閱

知的管道。期盼您共襄盛舉，豐

富這個司法保護園地。謝謝大

家！                 保護司 



    服社會勞動制度自 98 年 9

月上路以來，為國家、社會與社

會勞動人提供不少助益，卻也面

臨部分社會勞動人執行態度散

漫及出勤率不佳等問題，影響社

會勞動執行品質，為落實執行易

服社會勞動制度，充分發揮該制

度效能，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與

矯正署新竹監獄合作辦理社會

勞動人「入監體驗」生命教育課

程，讓社會勞動人體會失去自由

在監人所遭受的種種處遇，建構

尊重生命、珍惜自己、

尊重別人的人本精神，

珍惜避免入監服刑的機會，改變

觀念進而認真執行易服社會勞

動，同時落實法務部推動「生命

教育」之理念及司法保護的助人

精神。  

    在監獄教誨師及專員引導

下，社會勞動人進入新竹監獄

視聽室觀看收容人生活作息影

片後，實地於舍房靜坐領悟，

教誨人員循循善誘清楚解說，

使勞動人親身感受並思考失去

自由與隱私的經驗，建構尊重

生命、尊重自己與他人，並進

而領悟國家給予易服社會勞動

的折磨，卻又為了顏面強忍

著固執以對，久而久之養成

酗酒的壞習慣，現在回過頭

來想，真的很幼稚。」「女兒

知道我來為老人服務，既支

持又驕傲；我想，得到幫助

的，應該是我才對，希望服完

勞務以後，如果有空，我還能

夠來這裡當義工，到時候會

帶著女兒來，陪陪阿梅老太

太，教育孩子，也治療一下自

己…。」(桃園地檢署)  

監服刑，小孩還要拜託姑嫂

幫忙照顧，幸好村長告知可

以向地檢署聲請用勞動服務

代替入監服刑，好讓自己可

以繼續維持原有的清潔工

作，小孩也不用拜託別人照

顧，一家人不至於分散，真的

很感謝。」「來這裡刮洗地板、

除草，也等於幫自己的居住

環境清潔，來陪伴張許梅老

太太，也順便補償了自己心

中對老母的虧欠。以前的我，

任性又叛逆，在不受家人祝

福的婚姻裡，自己飽受貧苦

 

的真意，認真履行社會勞動。

參與本活動之勞動人均表示感

受相當震撼，對自由的價值有

更深體認，不希望自己成為收

容人與社會、家人隔離，將積

極執行勞動，保有尊嚴與自

由。 

小 故 事 、 大 啟 示  ─  願  仿  秋  菊  伴  老  梅 

期刑易服社會勞動制度，自

98 年 9 月起，即與蘆竹鄉公

所攜手合作，運用社會勞動

人力到蘆竹鄉立老人安養中

心以環境清潔及老人關懷為

勞務內容。社會勞動人王○

菊推著坐在輪椅的張許梅老

太太，陪同她在安養中心散

步、閒聊往事。老人安養中心

的曾寶蓮主任及徐誌祥社工

看到社會勞動人默默的付出

他們的心力，長嘆一口氣

說：「怎麼不早一點有這種

措施啊！她們把庭院的雜草

和行道板的菁苔刮掉之後，

整個中心都煥然一新了…。」

90 歲的江阿勝老先生與 89

歲的張許梅老太太在旁邊意

有所指的說：「政府要常常

派人來關心老伙仔，社會才

會更進步。」 

  王○菊笑著嘴說：「我

會常常來這兒陪您啦…」，

「自己因為公共危險罪被判

決有期徒刑 3 個月，沒有錢

易科罰金，正愁著可能要入 

  因為丈夫車禍早逝的緣

故，王○菊必須在沒有親朋

的經濟支援下，獨力撫養兩

個就讀小學的女兒，平日在

大樓清潔公司以勞務打零工

之外，還要利用空檔到蘆竹

鄉立老人安養中心陪伴老

人，折抵自己先前酒後駕駛

所犯錯誤的刑罰，但是在受

罰的同時，也感受到人間的

溫暖，在「施」與「受」之間，

得到雙重的心靈撫慰。 

  桃園地檢署為了推展短

司法保護創新方案  

─竹檢結合竹監共同辦理社會勞動人「入監體驗」生命教育  

什麼是社會勞動什麼是社會勞動什麼是社會勞動什麼是社會勞動？？？？    

社會勞動是仿效歐美盛行已社會勞動是仿效歐美盛行已社會勞動是仿效歐美盛行已社會勞動是仿效歐美盛行已

久的久的久的久的「「「「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Community (Community (Community (Community 

Services)Services)Services)Services)制度制度制度制度。「。「。「。「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係要求犯罪人在社區提供一係要求犯罪人在社區提供一係要求犯罪人在社區提供一係要求犯罪人在社區提供一

定時數之工作與服務定時數之工作與服務定時數之工作與服務定時數之工作與服務，，，，用來回用來回用來回用來回

饋社區饋社區饋社區饋社區，，，，補償社區因其犯罪所補償社區因其犯罪所補償社區因其犯罪所補償社區因其犯罪所

生的損害生的損害生的損害生的損害，，，，替代入監服刑替代入監服刑替代入監服刑替代入監服刑。。。。    

社會勞動在我國是一種新的社會勞動在我國是一種新的社會勞動在我國是一種新的社會勞動在我國是一種新的

制度制度制度制度，，，，自自自自 98989898 年年年年 9999月月月月 1111日開始實日開始實日開始實日開始實

施施施施，，，，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由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執

行行行行，，，，由檢察官指揮執行由檢察官指揮執行由檢察官指揮執行由檢察官指揮執行，，，，觀護觀護觀護觀護

人及佐理員來執行人及佐理員來執行人及佐理員來執行人及佐理員來執行，，，，由當事人由當事人由當事人由當事人

向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向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向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向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經核經核經核經核

准後准後准後准後，，，，須遵守相關規定配合執須遵守相關規定配合執須遵守相關規定配合執須遵守相關規定配合執

行行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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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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在 101 年龍年

新春元宵節當週2月 10日

(星期五)下午5點至 9點，

與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在台北市西門紅樓北廣

場舉辦「幸運草市集」，向

社會大眾促銷優良的更生

商品，並邀請阿基師擔任

親子趣味烹飪比賽的評

審，現場還有知名藝人與

團體表演，帶給民眾不一

樣的節慶新感受。 

優質更生商品優質更生商品優質更生商品優質更生商品    開啟開啟開啟開啟

社區對話社區對話社區對話社區對話  
為了協助更生人開啟

新生，法務部與更生保護

會一直將協助有創業意願

與能力的更生人創業列為

重要工作。經過多年的努

力，現在已經有 60 個透過

更生保護會貸款或輔導創

業的更生事業，散布在全

國各地。這些事業規模不

大，而更生老闆們，每日起

早趕晚、兢兢業業，賺取自

己及家人的溫飽與未來，

憑藉著一己之力，逐漸地

站穩了腳步。 

然而因為過去的刑事

紀錄，讓這些已經自立更

生的家庭不敢與外界多所

接觸，也因此較侷限於單

點或小區域的行銷。因此

法務部計劃採取整合式的

行銷策略，以開辦市集方式讓更生商品走進社區，除了

使民眾方便採購外，也希望藉由商品銷售讓民眾看到更

生成果，提供更生人與社區、民眾的對話的機會，逐漸

改變社會大眾對更生人與其家庭的歧視與偏見。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幸 運 草 市 集 行 銷 更 生 商 品 

民生所需，最夯商品應有

盡有。   

家庭親子同遊 名廚家庭親子同遊 名廚家庭親子同遊 名廚家庭親子同遊 名廚

出席指導出席指導出席指導出席指導    

  此外，知名主廚阿基

師也表示社會應該給予更

生人家庭支持與重新站起

來的機會，為了以實際行

動表達他的肯定與支持，

阿基師也應邀出席擔任親

子趣味烹飪比賽的評審，

並運用市集上的食材示範

如何料理出最美味的佳

餚。特別的是，烹飪比賽所

有器材，包括食材、調味

料、鍋具等全部採用更生

產品，參加者及評審優勝

者亦贈予幸運草市集產

品。而阿基師現場對參賽

者親切指導，幽默風趣，也

吸引了大批粉絲爭賭名廚

風采。  

藝文饗宴藝文饗宴藝文饗宴藝文饗宴    熱力四射 熱力四射 熱力四射 熱力四射 

現場同歡現場同歡現場同歡現場同歡  
  本次活動亦結合西門

在地相關文化產業，引領

民眾親近藝文活動，增進

對文化的瞭解。特別邀請

民間藝術團體、愛心社團、

街頭藝人共襄盛舉，節目

安排傳統與創新兼具，除

具有文化傳承的意涵外，

並充分展現臺灣本土文化  

創意商品 珍味美食 創意商品 珍味美食 創意商品 珍味美食 創意商品 珍味美食 

與民有約與民有約與民有約與民有約  
為了打響名號，更生市集

首站選擇人潮匯集的台北

市西門紅樓辦理，希望讓

市集列車由北部擴及全國

各地。本次活動主要行銷

大臺北地區更生人創業商

品，包括菇之鄉、元氣深坑

豆豆腐、古早大灶、宏旺素

食、吉路鞋業、趕路的雁及

龍的傳人等 25 個攤位，現

場提供產品免費試吃及特

價優惠。各攤位產品琳瑯

滿目，舉凡吃喝玩樂，各項

精緻多元風貌。包括坪林區

民俗文化演藝團、梅門魔術

團、王瑞瑜、巴奈、王珍妮

等知名歌手精湛演出。尤其

穀保家商一群愛心師生現

場製作幸運草創意心型氣

球免費大放送，帶來參與人

潮。   

幸福願景幸福願景幸福願景幸福願景    遍植各地遍植各地遍植各地遍植各地    

踏實築夢踏實築夢踏實築夢踏實築夢  
  本次活動定名為「幸運

草市集」，乃是藉由「幸運

草」這微小且柔弱的植物，

隱身於紅樓的市集活動，引

領發現者，照見平凡中的幸

福、生活中的喜悅，讓社會

大眾了解並肯定其更生的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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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 100 年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四格漫畫競賽優良作品集 

為建構婦幼安全及人權尊重的防護網絡為建構婦幼安全及人權尊重的防護網絡為建構婦幼安全及人權尊重的防護網絡為建構婦幼安全及人權尊重的防護網絡，，，，法務部結合警察廣播電臺辦理法務部結合警察廣播電臺辦理法務部結合警察廣播電臺辦理法務部結合警察廣播電臺辦理「「「「你最珍貴你最珍貴你最珍貴你最珍貴」」」」全民廣播全民廣播全民廣播全民廣播

創作大賞活動創作大賞活動創作大賞活動創作大賞活動，，，，廣召全國廣播專業人才廣召全國廣播專業人才廣召全國廣播專業人才廣召全國廣播專業人才，，，，徵選寓教於樂的宣導劇化插播帶徵選寓教於樂的宣導劇化插播帶徵選寓教於樂的宣導劇化插播帶徵選寓教於樂的宣導劇化插播帶，，，，並透過廣播強力放並透過廣播強力放並透過廣播強力放並透過廣播強力放

送送送送。。。。徵件期間自徵件期間自徵件期間自徵件期間自101101101101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15151515日至同年日至同年日至同年日至同年5555月月月月10101010日止日止日止日止，，，，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有意參加者，，，，可將廣播腳本及成品帶之光碟格可將廣播腳本及成品帶之光碟格可將廣播腳本及成品帶之光碟格可將廣播腳本及成品帶之光碟格

式寄式寄式寄式寄((((送送送送))))警廣節目課收警廣節目課收警廣節目課收警廣節目課收。。。。    

 

鑑於近年來國內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迅速成長鑑於近年來國內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迅速成長鑑於近年來國內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迅速成長鑑於近年來國內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迅速成長，，，，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及對我國法律的不瞭解及對我國法律的不瞭解及對我國法律的不瞭解及對我國法律的不瞭解，，，，

誤觸法律的狀況時有所聞誤觸法律的狀況時有所聞誤觸法律的狀況時有所聞誤觸法律的狀況時有所聞，，，，為保護這群新成員為保護這群新成員為保護這群新成員為保護這群新成員，，，，法務部結合即四方報法務部結合即四方報法務部結合即四方報法務部結合即四方報，，，，以在臺東南亞新住民與以在臺東南亞新住民與以在臺東南亞新住民與以在臺東南亞新住民與

移工為對象移工為對象移工為對象移工為對象，，，，辦理辦理辦理辦理「「「「結髮結髮結髮結髮((((法法法法))))一輩子一輩子一輩子一輩子」」」」四格漫畫徵件競賽四格漫畫徵件競賽四格漫畫徵件競賽四格漫畫徵件競賽。。。。徵件期間自徵件期間自徵件期間自徵件期間自101101101101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111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5555月月月月31313131日日日日

止止止止，，，，參賽作品請寄參賽作品請寄參賽作品請寄參賽作品請寄「「「「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43434343號號號號1111樓樓樓樓」，」，」，」，收件人為收件人為收件人為收件人為「「「「四方報四方報四方報四方報」，」，」，」，並請註明並請註明並請註明並請註明『『『『結髮結髮結髮結髮

((((法法法法))))一輩子四格漫畫投稿一輩子四格漫畫投稿一輩子四格漫畫投稿一輩子四格漫畫投稿』。』。』。』。    

訊 息 快 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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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組第一名 ─ 臺北市育成高中丁若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