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許多人都知道更生保護會對於有

創業決心及創業計畫，但缺乏資金的

更生人，提供不同種類及額度的貸

款。但鮮為人知的是，有人以20萬元

的更生貸款創建了每年營業額8億的

大企業；也有人獲貸50萬元創業，在

短短3年內開了第2家分店。 

貳貳貳貳、、、、更生貸款種類更生貸款種類更生貸款種類更生貸款種類    

        更生保護會運用自有資產開辦小

額創業貸款及更生事業貸款二種創業

貸款，提供更生人選擇： 

一一一一、、、、小額創業貸款小額創業貸款小額創業貸款小額創業貸款：：：：無息貸款、申貸

更生人需提供擔保品或保證人、核貸

金額新臺幣（下同）40萬元以下。但

曾受技藝訓練並已取得鑑定資格者，

最高貸款金額為60萬元。 

二二二二、、、、更生事業貸款更生事業貸款更生事業貸款更生事業貸款：：：：無息貸款、申貸

人需提供擔保品或保證人、核貸金額

100萬元以內、所創或所營事業須依

相關法令取得證照或設立許可。獲准

核貸後需依貸款額度僱用更生人(含

貸款本人)，俾達到以更生人協助更

生人之開辦目的。 

        更生貸款不收取利息，亦無年齡

與性別限制；其中更生事業貸款並設

定僱用回饋機制。 

參參參參、、、、執行現況執行現況執行現況執行現況    

       截至101年12月底止，由更生保護

會貸款予更生人並仍在經營中之事業

計 57 家。內 容 包 含 製 造、營 建、工

程、餐飲、園藝等，其中以餐飲、食

品製造、販賣為多。更生保護會於核

准創業貸款後，除定期追蹤輔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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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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協助宣導推廣，拓展銷售。 

        近年來微型經濟創業體(如加盟餐

車等)，因所需資金不多，技術門檻不

高，加以營業地點可充分配合「人潮即

是錢潮」予以機動調整等，不但已成為

初創業者之熱門選擇，亦頗符合更生人

初創業之所需。為回應這項新發展的創

業模式及需求，法務部於民國100年督

導臺灣更生保護會檢討小額創業貸款執

行規定，將可申請貸款營業種類增加攤

販經營。 

       討論過程中曾面臨是否變相鼓勵流

動攤販的質疑，但在考量本項措施能協

助更生人跨過較低的創業門檻，減輕資

金及貸款的壓力，可以先累積營業與技

術經驗，並透過更生保護會持續的輔導

與協助，以朝向固定地點經營為目標，

最後是以補充小額創業貸款相關規定的

方式通過，並由各地分會推動執行。 

肆肆肆肆、、、、實際案例實際案例實際案例實際案例    

一一一一、、、、以以以以20202020萬元創建年營業額八億的企業萬元創建年營業額八億的企業萬元創建年營業額八億的企業萬元創建年營業額八億的企業

家家家家－－－－信泰油漆蔡永富先生信泰油漆蔡永富先生信泰油漆蔡永富先生信泰油漆蔡永富先生    

        在雲林出生長大的蔡永富，父親是

一位勤懇的油漆工人，而他國中即加入

幫派，到處打架械鬥，並吸食毒品、於

23歲時因販毒走私罪判刑14年，在獄中

度過7年多的黯淡歲月。 

        服刑期間深感父母長途跋涉探視鼓

勵之恩，故假釋出獄後決心隨父親從事

以往不屑一顧的油漆工作，並向更保臺

北分會申請小額創業貸款20萬元，創立

信泰油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憑藉著認

真踏實及在技術上精益求精的執著，讓

他從一個小小油漆包商，成為台塑集團

的績優廠商，如今其所經營的公司已是

年營業額高達八億的成功企業。 

        創業成功後，蔡永富積極回饋，

除受邀到監所以自身經歷勉勵收容人

外，公司更僱用約占四成的更生人。 

二、、、、轉個彎轉個彎轉個彎轉個彎‧‧‧‧愛在不遠處愛在不遠處愛在不遠處愛在不遠處————香港燒臘香港燒臘香港燒臘香港燒臘

師小朝的創業故事 師小朝的創業故事 師小朝的創業故事 師小朝的創業故事  

        原居香港的小朝在1997來到臺灣

發展，擁有專業廚藝水準並與友人開

設餐廳。但後因餐廳財務問題觸犯偽

造有價證券罪入監服刑，人生也跌落

谷底與黑暗。 

        小朝出獄後決心重新站起來，在

家人的支持下，出獄第2天即向更保

臺中分會申請更生事業貸款，順利獲

得50萬元的創業資金後，在大學附近

經營港式燒臘店。小朝手藝精進，生

意興隆，成為學生口中的美食餐廳。

除了家人外並僱用四名員工共同打

拚，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日前還

開設了第二家店。 

       現在小朝以回饋的心，大力支持

更保的服務方案，他沒有大額的捐

款，但卻常常提供美味的燒臘給貧困

的更生人家庭享用，以自己的方式默

默行善。 

伍伍伍伍、、、、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多年來法務部及更生保護會秉持

著「給予有心自立的更生人再一次機

會」的服務宗旨，推動各項更生就業

及創業保護措施，展望未來更將隨著

時代脈動，求新求精，邁步向前。  



 

        為建構全民聯防之拒毒宣導火網，

讓拒毒政策，尤其是時下在青少年族群

氾濫的 k他命防堵機制，以全國各縣市

毒防中心為核心，逐步推廣落實到全國

各社區、學校，以消除教育宣導死角，

讓拒毒工作形成全民運動，並且，深化

延展，吸引更多在地人才，投入陪伴型

志工行列，發揮拒毒與戒毒雙重效益，

法務部於 102年 3月 26日上午9時30分

邀集教育部、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內政部、國防部等中央部會以及各地方

毒防中心、檢察、矯正、廉政機關、慈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有我無毒  無毒有我有我無毒  無毒有我有我無毒  無毒有我有我無毒  無毒有我」」」」    

                      反毒教育博覽會及人才培訓計畫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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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大學、中華民國反毒促進會、紙風車

劇團、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味全集

團旗下松青超商等民間團體在台北地

檢署五樓會議室共同研議，以兩年時

間，在 103 年底前，巡迴全國辦理至少

22場反毒教育博覽會及人才培訓活動。 

        這個計畫，另一方面，也是延伸

去(101)年法務部推動「戰毒聯盟」的

反毒策略，保 護司副司長黃怡君表

示，近年來法務部透過與教育部、衛

生署等部會共同的努力，運用辦理各

項創意才藝競賽，以及邀請名人、戒

癮過來人、家屬、專業醫師、陪伴志

工，製作了各種反毒創新教材，希望

透過推動這次計畫的機會，從「創新

行銷」的宣導觀點，讓反毒教育宣導

工作，從過去偏向靜態的宣講方式，

走入活潑、多元的動態宣教方式，並

由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間，連結

有志從事反毒工作之各個領域人才，

共同運用推廣，以提昇反毒教育宣導

整體戰力。  

司法保護活動剪影─馬來西亞精神醫師隔海取經馬來西亞精神醫師隔海取經馬來西亞精神醫師隔海取經馬來西亞精神醫師隔海取經，，，，法務部反毒走向國際法務部反毒走向國際法務部反毒走向國際法務部反毒走向國際 

        毒品嚴重損傷國民健康，舉世皆然，

馬來西亞雖然有嚴格的法律與宗教信仰

作後盾，一樣扺擋不了毒品的侵襲，馬來

西亞大學戒癮物質防制中心為了瞭解臺

灣的反毒經驗，特地指派精神醫師余安

妮到臺灣進行四天的參訪行程，並於 3

月 22日參訪法務部保護司作為終點站。 

        為全面瞭解臺灣的反毒經驗，余醫

師走訪了慈濟醫院、基隆監獄、花蓮主愛

之家、新竹關東橋營區、燦坤實業有限公

司，除了直接與參與反毒工作的專業醫

師、教化人員、中途之家、企業人士面對

面溝通，也實地參與慈濟教聯會在監獄、

社區、軍中不同分眾進行反毒教育宣導

的活動現場，余醫師表示：在馬來西亞

都是由政府出資投入反毒工作，臺彎能

夠有不同領域的民間人士，尤其是大量

的志工志願投身反毒工作，令人印象深

刻，也至感佩服，這是很值得馬來西亞學

習的臺灣經驗。 

       余醫師在法務部的參訪行程，是由

保護司朱兆民司長親自接待、並與黃怡

君副司長、房麗雲簡任視察、社區矯治

科王珊妮科長、法治宣教科吳永達科長

等人暢談臺灣的戒毒與拒毒經驗，同

時，也透過余醫師長達 10 年的實務經

驗，瞭解馬來西亞在毒品防制上的作法

與成效，余醫師表示：馬來西亞政府因

為毒品犯與愛滋病問題激增，機構內的

矯治作法又效果不彰，所以自 2005 年起

全面推動美沙酮維持療法，目前全國有

242處的醫療據點，除了大型醫院，也包

括鄉下的小診所，在偏僻但毒害嚴重地

區也開派移動式的巡迴車往診。因為有

政府醫療服務、配套的心理輔導以及鼓

勵家人協助戒毒等配合機制，有將近

66%的戒癮求助者，毒癮獲得有效改善，

這樣的成果，也頗值得臺灣借鏡。 

       法務部目前正規劃結合教育部、衛

生署等部會，以及慈濟大學等民間機

構，展開全國性的反毒教育博覽會與

人才培訓活動，這樣的經驗，也將透過

這次的交流，以及馬來西亞當地慈濟

分會的協助，分享擴散到馬來西亞，走

入國際社會。 

朱司長代表法務部致贈余醫師反毒宣導品 

余醫師與保護司朱司長及與會同仁合影 



 

 

《從心歸零、彩繪人生》-劃出受刑人下一道彩虹  

更保臺北分會首創入監培育，保障底薪，工作就業徵才一線牽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於 3 月 14

日下午假臺北監獄舉辦「從心歸零，彩繪

人生」徵文活動頒獎典禮暨油漆工程建

教班開訓典禮，法務部曾部長勇夫及保

護司朱司長兆民都親臨指導。 

        曾部長在致詞時表示更生人出獄後

常面臨經濟困境，求職不易，或遭社會異

樣眼光看待，致使復歸之路非常艱難，不

知如何重新出發，當蔡永富先生所著《歸

零，才可以逆轉》乙書發表時，深感蔡先

生的更生歷程很能惕勵其他更生人引為

借鏡，特別委請臺灣更生保護會規劃辦

理「從心歸零，彩繪人生」徵文活動，共

徵得 706件稿件，經評審最感動的作品 43

件，其中有 19 位受刑人得獎。 

        曾部長除恭喜得獎人之外，並感謝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蔡永富先

生經營的油漆工程公司，在臺北監獄開

辦油漆工程建教班，由蔡永富先生親自

教導受刑人職業技能，對於受訓期間表

現優良且有意願的學員，並安排到該公

司就業，曾部長勉勵受訓學員要好好把

握機會，專心學習，站穩腳步，重新出

發。 

      「歸零，才可以逆轉」這本書是蔡永

富董事長奮鬥向上的故事，他年少時犯

了許多過錯，並因而入獄服刑，經歷了

生命的谷底，但是在家人不離不棄的關

愛鼓勵及靠著臺灣更生保護會 20 萬元

的創業貸款，加上妻子賣車 8 萬現金創

業，成就了如今年營業額達八億元的信

泰油漆，是更生人浪子回頭的成功典

範。蔡永富先生在創業成功後積極回

饋，他知道更生人求職的困難，僱用許

多更生人，信泰油漆員工中，更生人就

占了近四成。 

        本次臺北監獄油漆建教合作班的

成立只是第一步，期待未來社會各界

能伸出熱情的雙手，提供更多建教資

源，讓更生朋友也能回饋家人、對社會

有貢獻。 (更保臺北分會) 

台北地下街 13 週年慶—支持反毒好禮送   大家作伙來反毒 

       台北地下街 13週年慶，自102年3月

23日(六)起自102年5月19日(日)PM16:00

止  舉辦「家電好禮連環送，週週滿

額、週週Song」，並為響應政府反毒政

策，防制K他命危害，辦理「支持反毒

好禮送」、「FB反毒好禮抽」活動，

詳細內容如下： 

「「「「支持反毒好禮送支持反毒好禮送支持反毒好禮送支持反毒好禮送」」」」    

       102/04/01至04/30，凡於台北地下街

FB粉絲專頁-台北地下街-動漫親子來逗

陣打卡按讚，並PO上於您於台北地下

街反毒簽名牆簽名照，支持反毒，即可

憑照片於於活動兌獎處〈8號廣場〉免

費兌換台北地下街13週年慶限定九藏貓

文件夾一個！  

 「「「「FBFBFBFB反毒好禮抽反毒好禮抽反毒好禮抽反毒好禮抽」」」」    

       102/04/01至04/30，凡於台北地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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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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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粉絲專頁-台北地下街-動漫親子來逗

陣-作伙來反毒活動頁中，按讚並留下

「台北地下街作伙來反毒」文字，即

可參加FB網路抽獎活動，獎項如下： 

      反毒喵紀念褔袋       (10個) 

   紫錐花反毒手工精油皂 (50名) 

  「戰毒紀」紀念T恤     (50名)  

  「戰毒紀」多功能頭巾(100名)   

〈活動期間每人限領一次，抽獎以FB 

5/1公告得獎者為準，中獎者於5/1-

5/10請親至台北地下街Y12出口旁八

號廣場服務領取) 

 



 

為 一 睹 偶 像 風 采 ， 多 名 學 生 網 購 門 票 遭 詐 

次購買 2張，但因為金額龐大，便要求賣

家是否可以面交或貨到付款，但遭歹徒回

絕，對方還說如果先匯款可享折扣優惠，

吳同學只好乖乖配合，便匯款 11,500 元至

對方提供帳戶，之後遲遲未收到門票，欲

透過歹徒留下的 Line 通訊軟體聯繫對方

時，才發現自己遭到封鎖，撥打聯絡號碼

也已暫停使用，而歹徒在拍賣平臺上的賣

場則遭停權，這才驚現自己誤上賊船受

騙，遂向警方報案。 

       刑事警察局呼籲，網拍購物除了比價

外，可將賣家過去交易評價列入參考，慎

選優良賣家，惟從近期多起案例發現，許

多遭歹徒用來詐騙的網拍帳戶都曾經是

優良賣家或有許多良好評價，研判歹徒以

盜取良好帳戶的方式來取信買家，增加賣

場可信度，參考網拍評價已不能成為確保

網購交易安全之唯一判準，另外也不要因

為賣家催促或「不馬上付錢就改賣他人」、

 有「首席型男樂團之稱」之韓國演

唱團體將於下個月在臺灣開唱，門票

日前於 3 月 16日開賣，上萬張門票隨

即於 40 分鐘內售罄，許多漏夜排隊

的歌迷們仍無法順利購得，紛紛透過

各種管道尋找得以一窺偶像風采的

機會，在知名拍賣平臺已出現許多網

友販售該場次門票，歹徒也伺機隱身

其中準備行騙。根據 165反詐騙諮詢

專線統計，從票券販售日起不到 4天

時間，就有 10 名女學生因網購門票

被騙之案例，財損金額累計將近新臺

幣（以下同）10 萬元。 

       桃園的吳同學於門票開賣日沒

能買到，便轉往拍賣網站上尋找，她

找到一位自稱擁有兩張票價 5,600 元

的門票，因故無法前往觀賞，所以尋

求轉讓的黃先生，最後談妥以一張

7,500 元的價格購買，被害人想要一

「先匯款享折扣」等話術伎倆，便匆

促匯款。 

       演唱會和劇場表演等 熱門門

票，經常成為「假拍賣、真詐財」犯

罪標的，建議民眾應循官方系統訂

購票券，避免自網路拍賣管道，若真

的一定要透過網拍購買，也務必堅

持使用面交或貨到付款方式交易，

以免成為歹徒眼中的肥羊。(摘錄自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反詐騙宣

導網站) 

詐 騙 新 手 法  

訊息快遞—法務部業務單位偕同專家學者至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實地查核 

        為落實對法務部主管之財團法

人之行政監督及評鑑業務績效，法

務部部保護司於本（102）年3月25

日邀請嘉義大學家庭教育諮商研究

所張教授再明、中正大學犯罪防治

系楊助理教授曙銘、本部前板橋地

檢署程主任觀護 人又強等 3位學

者、專家暨本部人事處高專門委員

秀蘭、保護司房簡任視察麗雲、彭科長

洪麗及林薦任科員宛怡等業務相關人員

組成評鑑小組，至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

護會實地查核，針對人事管理、財物管

理及業務績效等構面進行評鑑及閱卷，

並召開座談會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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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小辭典-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197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以 下 簡 稱

CEDAW），並在 1981 正式生效，其內容

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

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

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

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

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

利。此一公約可稱之為「婦女人權法典」，

開放給所有國家(state)簽署加入，不限於

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 187 個國家簽署

加入。 

        CEDAW 內容詳列各項性別平等權利，

包含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權、參與國際組織

權、國籍權、教育權、就業權、農村婦女權、

健康權、社會及經濟權、法律權、婚姻及家庭

權等。 

        我國為提升我國之性別人權標準，落實

性別平等，爰於民國 95 年 7 月 8 日函送公約

由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 96 年 1 月 5 日議決，

2 月 9 日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為明定

CEDAW 具國內法效力。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

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必需採取立法或行政措

施，消除性別歧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各級

政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性別人權保

障之規定，並應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

項。同時需依照 CEDAW 規定，每 4 年提出我

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國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學

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各級政府機關

執行公約所保障各項性別人權規定所需之經

費，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另各級政府機

關應於施行法施行 3 年內完成法令之制定、修

正 或 廢 止，及 行 政 措 施 之 改 進，以 符 合

CEDAW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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