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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誤入歧途的大姊大蛻變成為創業楷模，更

生人李凱莉的人生故事就如同她手中的會客菜，

酸甜苦辣、百味並陳， 加之本部所屬觀護人的關

懷與協助，成就出今天的浴火鳳凰。 

  本部特別利用年節前的與媒體記者茶敘機會，

邀請凱莉現身說法，以自身的蛻變，帶給更多更

生人對未來嶄新人生的願景及奮鬥的目標。  

  部長致詞時表示，在去年的 12月 25日就曾造

訪「一品會客菜食堂」，以實際行動鼓勵凱莉的

創業精神，並對她苦盡甘來 而有今日的成就同

感榮耀與欣慰。部長接著指出，除了在凱莉會客

菜的成功經驗 之外，仍有許多成功的更生個案，

為社會帶來無限希望，例 如由臺灣更生保護會

基隆分會協助創業成立「潔安企業社」的陳興餘、

由新竹分會輔導從事手工蛋捲的劉祐誠、由士林 

分會輔導經營燒臘茶餐廳的劉文中，都是一件又

一件成功的案例，更難得的是更生人陳岳良在出

監後，與太太一起開設工程行，努力打拼之餘，

進而成為更保的協力廠商，提供更生人工作機

會，以具體行動回饋社會，著實難能可貴。 

部長進一步提到，凱莉的故事令人感動，她精

心的會客菜更是家屬與受刑人之間的橋樑，傳遞

著一份家人支持的愛， 並穿越圍牆，讓受刑人感

受到社會的溫暖與接納。凱莉在更 生的道路上求

好向善、遵守法律的決心及勇氣值得所有更生人效

法，其成功的案例可以讓更多的公益團體及社會資

源投入司法保護工作也期盼社會各界對於犯過錯

的人能夠關懷 與接納，落實蔡總統「公私協力，全

民參與」的司法保護宗旨，在更生人復歸社會的這

條道路上，全民都能成為他們穩 定且強而有力的

後盾，讓更生人不會再犯，並能對社會有所 貢獻，

以發揮柔性司法的積極功能！ 

當日媒體茶敘，除了安排「春夏秋冬 四季平

安」的會客菜宴，現場特別安排「凱莉上菜」秀，

由凱莉掌廚上演精彩的「胭脂馬遇見關老爺」，以

唐珮玲觀護人傳授的「胭脂肉」來表達心中感謝，

更讓四周洋溢滿滿的幸福味，讓大家提早有過年

的氛圍，共享更生及新年的喜悅！ 

 

圖片出處:pngtree 

   大姊大的蛻變，創業有成 

凱莉上菜   邀您共嚐人生百味 
Hot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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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祥部長驚喜獻聲！ 

與聽眾分享司法改革大事 

蔡部長 13 日接受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的生

活 In Design 節目專訪，部長的驚喜獻聲，

在電台引起一陣旋風！部長由人民參與、被害

人保護、被告人權保障三方面來分享司法改革

的內涵與具體作為。 

談到柔性的司法保護，部長表示務必傾全

力幫助被害人，由犯保志工、專業人士的一路

相伴，讓被害人能早日弭平傷口，獲得支持的

力量。部長也提及犯保法修正草案將對現行冗

長的補償程序做出變革，使被害人即時獲得補

償金，順利度過難關。 

部長提及被害人的訴訟資訊獲知權以及隱

私保障，他強調「只要被害人有知的需求，一

定會讓被害人知道」，去年各地檢已全面推行

「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至於被害

人及家屬的相關資訊，檢察機關都會以隱匿姓

名及重要資訊的方式來保護隱私，這部分也需

要媒體朋友的共同努力。 

部長表示，法務部會持續努力與外界溝通、

對話，希望能獲取各界寶貴意見，不斷改革，

消除人民的不滿，讓司法回歸屬於人民的司

法。錯過首播的朋友不用扼腕，精彩節目也可

以在線上收聽囉！馬上搜尋＃國立教育廣播

電台，就可以在 2022 年 1 月 13 日的「生活法

律通：蔡清祥部長來了！聊聊 2022 年司法改

革大事」中收聽完整節目內容！ 

（https://www.ner.gov.tw/

program/5a83f4eac5fd8a01e2df012b/） 

     

 

 

 

 

 

 

部長出席司法愛嘉醫療聯盟啟動儀式 

  蔡部長 10日出席嘉義地檢署「司法愛嘉醫療

聯盟啟動儀式」此聯盟為嘉義地檢署與嘉義

縣、市 164 家醫院等結盟，發給領不到補助

的被害人、更生人、受保護管束人「醫療

卡」，讓當事人及家屬就醫免除掛號費。部

長表示，若沒適時援助，更生人矯正可能功

虧一簣；市長黃敏惠、縣長翁章梁認同做

法，會號召更多院所參加。 

  嘉義地檢署檢針對犯保協會嘉義分會、更

生保護會嘉義分會及嘉義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約2500戶服務對象，只要設籍嘉縣市、

未享有社會福利身分，並符合經濟不佳等條

件，可提出申請「嘉義司法保護醫療卡」，

檢方等相關單位也會主動協助申請，由3會

組成審核小組核發。 

  嘉義地檢署並於 25 日發出第一張醫療卡給因

車禍下半身癱瘓的被害人及其家人就醫時免除

掛號費負擔；看到被害人家境困難，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嘉義分會主委林文村致贈協會慰問金 5

千元外，與其他 2位委員另自掏腰包共 2萬元關

懷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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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請寄 moj506@mail.moj.gov.tw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B%B4%E7%94%9F%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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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關懷犯罪被害人家庭，張常務次長於1月

8、15日親臨犯保協會馨生人春節關懷活動，

致上祝福與關懷。 

 

 
 
 

       保護司吳副司長17日前往澎湖縣政府與縣 

府團隊進行社安網執

行座談，會後並前往

澎湖地檢署了解司法

保護業務推動。 

   法務部於26日進行人事調整，保護司司長由毛

有增司長調任，毛有增司長為司法官訓練所司法

官第30期結業，曾任福建金門

地方檢察署檢察長、臺灣南投

地方檢察署檢察長、臺灣臺中

地方檢察署檢察長、法務部法

制司司長等職。 

     保護司7日召集全國各檢察署觀護

人室辦理視訊會議，就現行酒駕案件緩起訴戒

癮治療執行現況討

論及研擬因應對

策。 

Jud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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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與 Podcast 節目「徐豫切入點」合作製播更生人議題特輯，在 110 年 12 月播出的「EP.247

大腦會下 Hashtag？更生人的媒體呈現」中，主持人徐豫

（御姊愛）訪問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的張皓涵臨床心理

師，一同探討新聞媒體如何建構更生人的形象，兩位充分

發揮傳播學與心理學的專業，帶給聽眾無限啟發！ 

問：依照你輔導更生人的經驗，更生人回到社會最常面臨

的困境是什麼呢?為什麼新聞媒體經常以片面的標題

來強調更生人的身分？ 

答：更生人回到社區除了擔心求職不易、與社會脫節，也常

遇到人際的困境，舉凡旁人害怕的眼光或畏懼的肢體

動作，都可能使他們更難以適應社會。新聞媒體用聳

動的標題來形塑更生人的形象，除了可迅速吸引目

光，同時也塑造出一種社會共感，這些情緒符合大眾

對更生人的既定印象，當集體產生共感的同時，也會感

覺自己是安全的。 

問：除了服滿有形的徒刑，社會上異樣的眼光彷彿是無期的徒刑，面對媒體針對特例的過度

報導，更生人似乎得承擔同儕的負面形象？ 

答：當一名更生人因為犯罪而上新聞時，其他的更生人也會倍感壓力。一名個案告訴我，回到社

區之初，家人是支持他的，但後續因為一些社會案件，家人看了媒體報導後開始對他過度的

告誡、提醒，使他與家人出現衝突，關係也急遽惡化，對更生人來說，既然失去家人，不如

就回到監獄吧!只有獄友才會瞭解自己。聽到個案這樣說，我心裡非常難過，家人原本有心接

納，卻因為媒體的渲染而導致悲劇，更生人的確做錯過，但不代表他們不會變好，在這種負

面的循環過程中，往往讓更生人更難與一般人建立正常的人際交流關係。 

問：說了這麼多，更生人對聽眾來說可能是很遙遠的議題，為什麼我們還要花時間、心力去關心

更生人議題？ 

答：用概化的方式來認識更生人，是一種相對容易的方法，所以看到更生人三個字，我們的大腦

很快就會聯想到他們犯過罪、很危險，但如果我們只接收媒體片面的資訊，就會看不到更生

人的其他面向，例如更生人同時可能是努力的、愛家的。其實我們可以與更生人保持一個穩

定的距離，不用刻意支持或排擠，只要讓他們相信重回社會是有可能的，若更生人有辦法適

應社會，就有可能減少他們的再犯機會，而減少再犯的情形，是對社會大眾都有利的，面對

這樣的社會氛圍，沒有人是局外人，我衷心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 

看到這裡，是否意猶未盡呢?更多精彩內容，請到 Apple Podcasts、Spotify、KKBOX、SoundOn

及 Google Podcasts 等平台收聽節目喔！ 

 

「更生人，不意外？」標題會殺人，歧視也會 

御姊愛專訪張皓涵臨床心理師 

Recomm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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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新北 

士林 

  新北檢 17日舉辦「更加觀心 春節送暖」活動，

除致贈弱勢更生家庭實物銀行的防疫關懷物資包

外，榮譽觀護人林樹松並致贈 4位貧困受保護管束

人春節關懷慰問金每人

5000 元，期盼貧病者感受

希望，提升自我認同，進

而克服貧病困境，振作自

強。  

   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向蔬果攤販商游姓更生人購

買一批蔬果，並結合新北地檢署觀護人於 24日贈

送更生人蔬果袋，一方面與更生人

合作購買其商品以支持更生人創業

及復歸社會，另一方面在年節前將

蔬果物資贈予家庭經濟較為困難或

弱勢之更生人，協助更生人家庭在

農曆過年期間溫飽無虞 。  

    犯保協會士林分會於春節前夕，由士檢繆卓然檢

察長偕同林志銜主委、黃閔瑋委員及兼任執行秘書

張克強等人，在百忙中撥冗至

犯罪被害之家庭致贈春節慰問

金，以表達地檢署及分會關懷

慰問之意。  

  竹檢 110 年結合新竹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新竹縣/市就業服務中心、國軍新竹醫院、更生保護會新

竹分會等單位，提供毒品成癮個案半年的追蹤輔導、就業/就學輔導、租屋補助需求、心理輔導、社會救

助、醫療轉介及其他毒品相關服務。協助轉介並追蹤共計保護管束個案 94人 。 

  另採取提升行政效率，紮實的降低人力時間成本。毒品方案人員依觀護人指示，

引導保護管束個案填寫完成問卷、進行相關資料建檔及狀態評估等，又或者實施反

毒/政策/法治宣導等輔助約談行為，便於觀護人獲得更完整及有用資訊、且得以運

用較多時間評估並調整處遇措施。110年協助發展相關問卷/宣導資料計 5種，輔助

約談共 411 人次。 

    苗栗榮觀協進會 18日辦理第 12屆第 2次會員

大會暨教育訓練陳檢察長在致詞中，分享了西方作

家佩瑪‧丘卓《生命如此美麗：在逆境中安頓身

心》書中的三個誓願–學習「不傷害」、學習「守

護彼此，關懷他人」、學習「真實地擁抱世界」。

藉此期勉全體榮觀成為「社會安全網」中最堅實、

重要的一塊 

。 

 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 12日假苗栗更生協力廠商~

林園食品公司辦理社區關懷活動，除關懷慰問更生

朋友外，更邀請圓夢創業穩定成長經營江先生現身

見證，另一項活動是烤煎餅製作教學，透過專業老

師簡單明瞭的教學，讓更生朋友可以在活動中學習

一項技能及小資創業的選擇。及更

生輔導員和個管人員等親訪更生家

庭提供紓困物資。  

 

士檢 13日假中華民國癌友新生命協會汐止圓場

辦理春節關懷活動，邀請汐止圓場的王愷老師帶領

講授身心平衝與健康的關係，短短一堂課的時間，

卻讓現場參加的受保護管束人收獲滿滿。另外也邀

請二位癌友分享他們的生命經驗，從罹癌的錯愕震

驚，到遇見新生命協會之後柳暗花

明的重生，其生命鬥士的經歷再再

都鼓勵了在場的所有人。 

新竹 

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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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新銀行為照護重傷之犯罪被害人，於日前捐贈大

批照護物資，提供給有需求之馨生人家庭，如復健褲、

尿片、濕紙巾、安素、凡士林等等，犯保協會彰化分

會獲贈 45箱物資，受益重傷馨生家庭達 20戶。蕭主

委明仁指導分會團隊成員及保

護志工將物資分送至各重傷馨

生家庭。  

臺中 
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結合中檢、臺中市紅十字會、

7-11 新勤益門市、普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等，於春節

前辦理寒冬送暖「福虎生豐喜迎春」春節關懷活動，

將「人蔘糯米雞」、「油雞燒臘組合」年菜等禮品分

送清寒更生人家庭，讓他們提前感受年節氣氛及社會

溫暖。活動由黃檢察長謀信、更保臺中分會廖主任委

員學從、臺中市紅十字會

陳副總幹事麗惠、7-11

新勤益門市李經理麗疏，

共同啟動此愛心善舉。 

    南投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 19日，召開第 13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 張檢察長於致詞時感謝並肯定榮

譽觀護人對於幫助受保護管束人復歸社會付出的努

力及成效，並對榮觀團

隊所有成員在過去一年

的無私奉獻，獻上最大

的敬意與感謝 。 

雲檢於 5日上午辦理社會勞動勤前說明會，使社會勞動人能具備正確之執行觀念及態度，亦提升易服社會

勞動執行品質，本月計有 16名社會勞動學員參加。 

本次說明會首由鄭旭民觀護人為社勞人建立應有的法律基楚

常識及執行觀念，亦鼓勵學員珍惜此次機會，能於期限內順利完

成。再由政風室盛炳淞主任進行廉政宣導。後由劉文榮觀護佐理員

以清晰、條理又生活化的課程詮釋，讓學員對執行社會勞動相關規

範及實務作業有完整且詳實的認知，終期許社勞人能按步就班以

感恩且積極的態度，用一己之力回饋社會，創造美好。 

  張云綺檢察長十分重視更生保護業務，關心更生

人及其家屬的生活情形，特地在春節前夕（26）日

下午由林德芳主任委員陪同到貧困的更生人家中訪

視，當面關懷他們在疫

情期間的生活情形，並

贈送年菜和生活物資，

用實際行動來支持、協

助更生人。 。 

  中檢與犯保協會臺中分會於 14日下午，由黃謀信

檢察長、陳怡成主任委員及保護志工組成送暖團

隊，致贈春節禮盒關懷 80戶之馨生家庭，親自將祈

福的心意送到馨生人手裡。 

   彰檢響應國家清潔周，結合社會勞動執行機構，動

員社會勞動人投入國家清潔周活動，除環境的清理

外，也協助清運大型家具及家庭廢棄物，讓可利用的

物品資源再利用，減少廢棄物對

於環境的損害，「清淨家園顧厝

邊」獲得機構及民眾的肯定  

        

彰化 

南投 

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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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酒駕案件頻傳危及用路人安全，雄檢檢察長莊榮松極為重視，特別指派主任檢察官董秀菁等人於 18

日與高雄市政府民政局主任秘書林文祺、高雄市殯葬管理處處長石慶豐一同視察本署所遴聘之社會勞動機

構即高雄市殯葬管理處之社會勞動人執行勞動情形。 

  酒駕案件經法院判處得易科罰金之刑，經檢察官核准聲請易服社會勞動者，雄檢分派至高雄市殯葬管理

處執行社會勞動，勞務內容除了行政大樓內外圍環境整理外，也安排至殯儀館

協助整理清潔設備及環境，冀望社會勞動人透過社會服務過程，體會到生命的

脆弱，感受到家屬的傷痛，學會尊重自己及他人的生命 。 

犯保協會臺灣橋頭分會主委柯建帆帶領工作人員及志工，分頭深入 30個案家

關懷，讓馨生人在身心靈恢復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協會與社會最大的祝福。 

 為了推展柔性司法，橋檢洪信旭檢察長接受柯主委的邀請共同拜訪兩個案

家，一個是車禍後腦部受創，導致失智之林小姐，一個是車禍後身體偏癱，神

經部分受創之傅先生。洪檢察長訪次過程中讚賞照顧者的細心鼓勵家屬於法庭上勇於表示意見並提供調解

建議，減輕家屬焦慮。最後柯主委及洪檢察長不忘將新年祝福送給家屬。 

Tainan 

  嘉檢 21日辦理度毒品再犯防制聯繫平台會議，由

王輝興主任檢察官邀集嘉義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衛生福利部嘉義醫

院、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

院等四家戒癮醫院及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人員與

會，共同商討轄內毒品緩起訴被

告多元處遇途徑，俾提升整體戒

癮效益。 

  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辦理緊急生活代用券補助計畫，並結合長期輔導

之更生創業貸款商家－巨裕商行辦理 更保屏東分會主任委員葉春麗表

示：更生人容易受到社會大眾歧視，復歸之路上著實坎坷，甚至其家庭

也會受到影響，更保屏東分會運用「緊急生活代用物資袋」，預計約有

110人次受惠 。 

犯保協會臺南分會 18-20日間，由陳素雲主委及蔡國華常委等人訂購馨生人

開設的「泰味食足」泰式餐廳年菜組合贈送轄區內關懷家庭。另安排志工前往

案家實地訪視關懷致送訪視慰問金，本次總計關懷慰問 100戶家庭。 

嘉義 

高雄 

橋頭 

屏東 

 

  春節前夕，犯保協會嘉義分會及嘉檢 25日由分

會主任委員林文村偕同書記官長兼協會執行秘書

吳國安、委員

黃啟宗、委員

廖大平及專任

人員前往關懷

案家。  

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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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 
   基檢於24日結合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基隆分會，辦理「新春送暖，

福滿人間」春節關懷活動。關懷轄內需要協助的馨

生人與觀護個案，並贈予春節

慰問禮金及關懷物資。余麗貞

檢察長頒贈年節應景物資，犯

保協會吳文喜主委及蓉關協進

會楊思平理事長共同參與本項

活動。 

蔡宗熙檢察長 25日率東檢同仁至臺東縣鹿野鄉

瑞豐村、瑞和村舉辦社會勞動愛鄉專案暨反酒駕宣

導，藉由照顧弱勢家庭、清潔家園環境、反酒駕暨

法治教育宣導，深入社區與民眾互動，強化民眾對

酒駕案件之危害認知，

以期有效遏止酒駕案件

發生。 

  東檢結合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針對弱勢的受保護

管束人進行春節慰問 本次計提供春節慰問金10戶

弱勢的受保護管束人家庭，其中經濟困頓者5戶、

身心障礙者3戶、單親家庭者2戶。蔡宗熙檢察長及

鄭仕偉理事長參與本次關懷

活動。  

基檢 18 日以全天社會勞動專案模式動員社會勞

動人力，協助高齡且行動不便的李老太太，進行居住

環境的清潔打掃。本署余麗貞檢察長特別到場感謝

及勉勵社會勞動

人，也對協助本次

活動的所有人表達

最誠摯的謝意。   

福建更生保護會洪培根董事長，17 日下午偕同金湖鎮陳文顧鎮長等人金門監獄關懷慰問收容人；復於 21

日上午結合犯保協會福建金門分會共同辦理春節送暖活動 ；又於 21日下午前往案家表達關懷外，也親自拜

會公益團體及向志工夥伴們致意，感謝社會各界對於更生保護及被害保護工作的支持與鼓勵。 

臺東 

 

金門 

宜蘭 
  宜檢於春節前，分別於 5 日辦理「居家清潔

特攻隊-除舊佈新迎虎年」及 12日辦理「天使

心·感恩情」社會勞動團體專案，協獨居老人及

宜蘭教養院於年前進行環境整理。  

  宜檢結合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在轄內五

結、中華、冬山、吳沙、東光等五所國中辦理的高

關懷學生社區生活營，於 6日上午，假宜蘭縣五結

國中舉行成果發表會，宜蘭地檢署檢察長李嘉明、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楊文良與各級單位的長官

貴賓均到場鼓勵

學生，現場熱鬧

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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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  
犯保協會澎湖分會為表達對馨生人的年節關懷，辦理「團圓虎年 溫馨好年」春節關懷活動，檢察長張

春暉及主任委員蔡惠如偕同犯保澎湖分會專任人員進行關懷訪視，並致贈年

菜兌換券，使馨生家庭在寒冬除夕夜裡，都能嚐到犯保澎湖分會獻上的溫暖

年菜。本年度春節關懷的馨生家庭計有 45戶  

  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11 日辦理第二十一屆

第二次會員大會，保護司黃司長玉垣、高檢署邢檢

察長泰釗頒發獎狀表揚輔導受保護管束人績優卓效

之榮譽觀護人給大肯定與讚許，並響應法務部紓困

關懷活動，結合

民間團體募集

100 箱的防疫關

懷箱及慰問發

放。 

  北檢 4日舉辦「全人康復計畫」期末座談會 ，

此計畫是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解癮戒毒協會協助

施用毒品緩起訴個案，結合正念靜坐及談話會，輔

以認知行為、預防復發之理論與技巧而形成的短期

介入戒毒方案，經委託團隊統計實證輔導後，個案

的睡眠品質有明

顯改善，病識

感、戒毒動機與

衝動控制功能明

顯提昇。 

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