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法治教育工作，沒有生命教育的

內涵，以及感動的酵素，作為教育與

溝通的基礎，其所發揮的影響力，頗

為有限。保護司為了讓生硬的法治教

育議題，也能引發民眾興趣，讓法治

教育宣導面向，能夠提昇到有互動、

也有感動的生命教育層次，從100年

開始嘗試籌辦法治教育心靈影展活

動，希望運用「從電影識讀法律事

件」的方式，透過電影的故事與畫

面，讓民眾進入劇情，學習思辨，深

度瞭解生活周遭的法律意涵，甚至是

難解的生命邏輯。   

執行與迴響執行與迴響執行與迴響執行與迴響    

        在籌備影展之初，因為沒有前人

的公務經驗可以依循，所以，在心情

上，就像「深夜騎盲馬入黑森林」一般

的戒慎恐懼，不過經過多方尋問探索，

總算有了初步槪念，並規劃成為採購

標案，以公開評選方式開放基金會、民

間團體、大學校院及廣告代理商的投

標資格，招攬有經驗、夠專業的團隊，

協助完成任務。 

        我們蒐尋了現階段政府所推動的

重要法治政策，以及社會所關注談論

的焦點話題，在100年9、10月份，以

「激爆腦細胞」為活動主題，鎖定了

「友善校園」、「死刑存廢」、「修

復 式 司 法」及「人 權 尊 重」四 個 議

題，且為活化議題的思考性，分別以

「殘忍，與生俱來的基因?!」、「殺

人償命?!」、「法律，制裁了誰?」、

「人權，世界怎麼說」四項提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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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國際影壇的卓越作品，包括『更好

的世界』、「邪惡」、『謎樣的雙眼』、

「頭號劊子手」、「暗擁」、「被遺忘

的天使」「真愛效應」、「熟女晚上不

約會」等強檔鉅片，透過多元的觸角與

美學的串連，引領觀眾以包容、同理的

眼光，看待當前台灣社會各項重大的

生活法律議題，讓心靈教育與人權尊

重的種子，可以落地萌芽。     

       100年影展，以開放免費索票的方

式推廣，為期4天，總共8個場次，分

別在台北國家圖書館與高雄市立美術

館舉辦，總參加人數計1,385人，根據

回收問卷，其中社會工作者與教師各

佔將近3成；而針對影片、單元、議

題，則高達9成的觀眾是滿意的，而

且希望法務部再接再勵，明年也可以

再辦影展，與民眾互動。    

邁向未來邁向未來邁向未來邁向未來    

        從觀眾的建議中，我們發現，舉

辦影展的時間、地點、場次以及映後

與談的安排，都還有改進的空間；為

了回應觀眾的期待，我們決定101年

繼續努力，這次影展定名為「放縱思

考、視野大無限」，而且增加影展的

舉辦場次，除社區12個場次外，也在

校園辦理6個場次；在社區場次部

分，調整影片放映時間為平日晚上或

假日；地點則包括台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台南市與高雄市等城市，以 

便讓多一點地域的民眾，都有觀影的

機會；至於校園的場次，也希望在北、

中、南、東，地域平衡的原則下，邀請

大專院校共同舉辦，讓法治教育的幼

苗可以扎根校園。而映後專家與談的

安排，則嘗試由 3人減至 1 人，讓專家

能暢所欲言，提高與觀眾互動的機會

以及與談內容的深度。 

        101年的影展，預訂在101年9至

10月間舉辦，我們以3,000人參與活動

為最低目標，並規劃建立主題網站，

廣邀NGO團體參與，與電台節目結盟

執行贈票服務，以及成立素人影評

團，「用電影來識讀法律事件」是法

務部推動法治教育一個新的嘗試，對

於活動的議題，法務部也沒有預設任

何立場，只是希望透過影像的感動，

激起觀眾對於議題的思辨，透過影片

結束後的座談分享，讓觀眾從不同的

角度，學會更多元的生命思考與尊

重。這場以「司法正義」與「生命人

權」為基調，從療傷自省角度出發的

影展，保證是場兼具「雅俗共賞」、

「反映生活」、「刺激思考」多元軸

線的饗宴，歡迎各界人士踴躍索票，

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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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邢

泰釗去年到馬祖視察，思考如何

強化更生人及監獄收容人技職

教育，有人提到馬祖最有名的魚

麵，邢董事長立即請連江地檢署

檢察長洪培根聯繫人稱阿婆的

李伙金女士，經不斷遊說，三顧

茅廬的誠意，阿婆終於點頭答應

跨海到設在馬祖南竿的金門監

獄連江分監，教收容人煮魚麵。        

    八十多歲阿婆李伙金是「馬

祖魚麵」創始人，育有六名子女，

生活無虞，原本都在馬祖北竿的

家中曬麵、賣麵，因洪檢察長的

邀請，決定跨海傳藝。她不只傳

授收容人手藝、也像家中長輩般

叮嚀：「你若學會，出去以後至

少有一碗飯吃」。 

    不到五坪大的監獄廚房裡，

阿婆示範用大湯匙刮下魚肉，說

明太白粉、魚肉、魚漿該用多少

比例和成麵團時，不忘對學藝的

收容人說「魚麵的工很多層，要

有耐心學」、「做人要多賺多吃、

少賺少吃，你想學什麼，阿婆都

可以教你，只要你好好學」。 

    一名收容人說，以前沒吃過

馬祖魚麵，但看到阿婆這把年紀

還這麼有心，他決定好好學，不

論日後能不能做為謀生技能，

 

「至少可煮給家人吃」。 

    另名曾拿刀砍人的收容人，

刮完三斤魚肉後，用力揉著麵

團，阿婆耐心指導，看到盤底還

沾黏許多原料，馬上要他刮乾

淨，「一點都不可以浪費」。 

    技訓班已於 101 年 4 月 26

日購置了絞肉機及工作桌等設

備，並完成商品化銷售之產品外

盒及內袋圖樣設計，冀能成功發

展具連江地區特色的在監技職

訓練，提高更生人出獄後就業或

創業競爭力。 

(福建更生保護會) 

小 故 事 、 大 啟 示  ─  星 河 上 六 窗 一 門 的 幸 福 小 屋 

秉持「再苦也要讓她們受高

等教育！」的想法，讓孩子朝

著自已的夢想去走，去做想

要做的事情。也儘他可能的

抽出時間與女兒們聊聊人生

的下一步，次數或許不多，但

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就是一

份幸福的象徵。 

       「家是 一家人 的避風

港，亦是 一 個幸福的補充

站，爸爸讓我朝著夢想走，

沒要求我照顧妹妹們，所以

我很謝謝爸爸、妹妹們對我

的包容及感謝老天爺給我一

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偶

爾在外地接到爸爸或姊妹們

的電話，總是安撫著我在外

地讀書複雜的心情；我感

恩，更感恩爸爸和媽媽給我

這麼多姊妹，陪伴我成長，

謝謝爸爸的堅持，讓我可以

快樂的上學。」老爸的愛凝

聚了姐妹們的感情，六姐妹

也很爭氣，在困頓的環境

下，養成堅毅的個性力爭上

游，品學兼優。在福哥悉心

栽培之下，這一園荊棘底下

綻放的「玫瑰」是福哥最大

的欣慰與驕傲。  

        福哥長期替菸、茶葉公

司送貨，其努力敬業積極之

工作態度，建立良好人脈，各

公司老闆願傾全力協助並將

基本通路給予福哥經營。福

哥深覺自己已 40歲，若再不

打拼，日後恐無機會，未來打

算與大哥、大嫂合夥，選擇最

熟悉且已有銷售通路之菸、

茶葉零售及批發買賣，努力

拓展新的銷售通路，再開創

事業之第二春。 

        也期許自己新事業能有

所成就，帶給家人更好之生

活環境，並且回饋社會，幫

助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女兒

們也很感恩惜福，於課餘時

間擔任志工，並且期許未來

有能力，要回饋社會，幫助

社會需要幫助的人！ (更生

保護會臺中分會) 

育有 6 名女兒之低收入

戶單親爸爸「福哥」，入監前

為當地知名食品批發業者，

生活經濟寬裕，樂善好施，不

料妻子早逝，福哥又因販賣

走私菸而被判刑入獄，家中

6名女兒靠親友接濟。出獄後

又因拇指萎縮的手傷，僅能

從事收入微薄的送貨工作，

而家庭成員多開銷大，經常

入不敷出。 

        福哥每天努力工作，善

盡人父之責，但自身能力有

限，所幸更生保護會推動更

生人家庭支持性服務方案，

提供「菁莪幼苗」、「培育」、

「青輔」清寒更生人子女助

學金之協助下，使其子女得

以安心繼續求學之夢想。同

時臺中分會也協助轉介至臺

中市紅十字會尋求協助，即

時獲得「愛心餐券‧溫暖您的

心」膳速配援助服務。讓福哥

及其家人深刻感受到「人間

處處有溫情」。  

        雖然經濟不寬裕，福哥

對子女的教育絲毫不馬虎， 

司法保護創新方案  

─ 收 容 人 魚 麵 技 訓 班 - 阿 婆 監 獄 傳 手 藝 

民間如何參與更生保

護工作? 

 

民間參與更生保護工作可

採下列方式： 

一、捐（贊）助更生保    

    護會經費、硬體設 

    備或土地房屋。 

二、加入協力雇主行 

    列，提供更生人就 

    業機會。 

三、免費提供發行之刊 

    物、雜誌及書籍版   

    面，宣導更生保護理 

    念。 

四、助印更生保護相關宣 

    導資料。 

五、擔任更生保護會之志 

    願服務人員，協助會 

    務或從事更生人之輔 

    導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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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更生人，需

承受世俗懷疑的眼光，

要重新開始歸零學習，

很是困難。臺灣更生保

護會臺北分會為鼓勵更

生人重新開始，尋回人

生的目標，特結合元大

文教基金會、健行文化

出版社編輯製作更生人

故事書《歸零，才可以

逆轉─重刑犯變身油漆

大亨》，並於101年6月

27日下午2點假法務部

一樓大廳舉行新書發表

記者會。分會楊榮譽主

任委員治宇、林主任委

員炳耀更邀請法務部曾

部長勇夫、台灣更生保

護會顏董事長大和、元

大文教基金會杜董事長

麗莊、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賴處長杉桂、九歌出

版社蔡社長文甫等嘉賓

一同見證更生人蔡永富

先生逆轉人生的故事。

總統府馬總統英九很重

視並關懷更生人，因有

外國元首到訪，不克前

來，但不忘鼓勵更生

人，分別以總統、黨

主席身份致贈花籃，還特派從事監所教化工作的

呂麗莉教授蒞臨記者會，恭賀蔡永富先生並勉勵

所有更生人。 

更生人蔡永富先生國中即加入幫派，到處打架

械鬥並吸食毒品，後因販毒走私入獄服刑 14 年，在

監獄中度過 7年多的黯淡歲月，假釋出獄後，憑藉

著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小額貸款的協助，及

努力不懈的精神，從一個小小油漆工，如今成為年

營業額達八億，台塑集團的績優廠商－信泰油漆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蔡董事長對於徬徨無助的更生人很有感觸，

他說在他最痛苦絕望時，因周遭人的關懷，和更

生保護會的幫助，才得以自行創業成功，並勇

敢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逆轉他人生的下半場，

所以非常願意公開分享他的人生故事，希藉此鼓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重刑犯到油漆大亨的轉折人生〜「歸零，才可以逆轉」新書發表會 

極在各監所辦理技藝訓

練班，加強培養受刑人

擁有一技之長，好為出

獄之後的就業鋪路。也

有來自社會的各種關懷

活動，期望讓受刑人感

受到社會的溫暖與包

容，而對於出獄後更生

保護的工作，更生保護

會更是花了相當的心

力，不論是在開辦技能

訓練、結合廠商、提供

就業資訊與轉介求職、

持續追蹤關懷…，都投

注了相當多的人力與物

力，希望能幚助更生朋

友尋得工作，穩定生

活。 

    法務部曾部長勇夫

及更生保護會顏董事長

大和深受書中故事感

動，極力推薦這本勵志

書，呼籲社會大眾都能

夠給予每位更生人一個

反省更生的機會，不吝

惜伸出援手，讓更生人

從工作中獲得尊重並且

因而增進他們的自信

心，這樣他們就有機會

更生成功，重新走入社

舞其他正遭遇困頓的更

生人。     

    法務部曾部長勇夫

表示大部分的更生人都

是很努力想重新回到社

會，只不過更生人在出

獄之後，常會遇到生活

上與社會互動適應不良

的問題，因為他們坐過

牢，容易被社會唾棄和

貼標籤，也可能會被家

人拋棄，所以如果出獄

後又無法適應，是很可

能再次犯罪入獄。但近

年來法務部矯正署都積

 會。 

    這本書是元大文教

基金會贊助出版，書籍

賣出所得將捐做更生人

「油漆工程」技藝訓練

班訓練費用，期盼能協

助更多更生人逆轉他的逆轉他的逆轉他的逆轉他的

人生人生人生人生，重啟另一扇命運

之窗。(更生保護會台北

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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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務 部 「 結 髮 ( 法 ) 一 輩 子 」 四 格 漫 畫 競 賽 優 良 作 品 集 

法務部預定 8 月舉辦修復促進者培訓工作坊，邀請香港復和綜合服務中心專業講師群來台授課，授課內容包括講

座授課、影片教學、分組討論及現場角色演練，目的在培訓修復促進者主持修復會議的技巧，包括修復會議的實

踐步驟、事前預備工作及帶領會議技巧。 

一、初階：分為台北及高雄 2梯次，每梯次為期 2天培訓 100 人，2梯次合計 200 人 

（一）台北場： 8 月 6日及 7日；地點：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APA藝文中心(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231號) 

（二）高雄場： 8 月 9日及 10日；地點：高雄商務會議中心十全廳(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號) 

二、進階：在台北舉辦 3梯次，每梯次為期 1天培訓 30 人，3梯次合計 90 人 

        日期： 8 月 2日、3日、4日；地點：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台北市中山南路 11號 10樓)  

 

法務部與台灣立報社《四方報》合作舉辦之「結髮（法）一輩子」四格漫畫比賽，廣邀移民工以母語創作，畫出

對台灣法律的了解。評審會議於日前舉行，會中邀請的評審，分別為電影《賽德克．巴萊》原著漫畫作者邱若

龍、柬埔寨籍的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李佩香、從事漫畫研究的世新大學公廣系教授蕭湘文、法務部保護司法

治宣教科科長吳永達、以及檢察事務官葉美慧。評審們從多元角度檢視參賽作品，經過一番評比，從眾多作品中

選出前三名及五位佳作，得獎者及使用語文分別為：第一名邱子龍（越文），第二名陳氏桃（越文），第三名頌

沙（泰文），五名佳分別為：以印尼文創作的洪莉婷、與以越文創作的廖美麗、馬氏香、吳氏鑾、吳佳芬等四

人。    

訊 息 快 遞     

4    

第一名 ─ 邱子龍(越南華僑) 

1.卡拉OK 

2.啤酒 

3.110 

4.三角戀浪費金

錢、時間，也失去

未來。親愛的別傻

了，打架不只犯

法，還要蹲苦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