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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圖片出處:pngtree 

  蔡清祥部長、張斗輝董事長、林嚞慧司長、

新北地檢署毛有增檢察長及更保新北分會曾

瀚霖主任委員等一行人，於 22 日拜訪更保新北

分會更生商店「夯の桶仔雞店」，除了解店中

營運情形外，並品嚐吳老闆親手烹烤的桶仔

雞，對於美味的桶仔雞頻頻稱好，讚不絕口。 

  吳老闆曾因案入監服刑，出監後約半年期間

工作斷斷續續，未能順利安定生活，後來想到

媽媽以前在雲林鄉下賣過桶仔雞，用簡陋的汽

油桶和木炭，工具簡單雞肉又美味，因此決定

賣桶仔雞。 

  吳老闆的桶仔雞，從路邊擺攤開始，起初，

一天只賣一到兩隻雞，但他對品質堅持，從雞

肉到醃料都是親自挑選調配，加上價格便宜，

1個月後客人開始回流，直到名聲口耳相傳，才

從貨車變成店面，最近更是開了多間分店。吳

老闆驕傲地說：「現在，我也算是我們桶仔雞

界的一個名人。」  

  為欲擴大營業增加銷售通路，以真空包裝推

銷至各大賣場或宅配，購入製作真空包裝機器

設備等。為協助吳老闆創業，更保新北分會核

准創業小額貸款新台

幣 40萬元整。   

  吳老闆的桶仔雞外皮烤得酥脆，肉質也一樣鮮

嫩多汁，曾獲美食部落客推薦，蔡部長對於「夯の

桶仔雞店」〝這一味〞也印象深刻，主動提供三立

電視台「巷仔內好味道」專題報導，復於 29日親

自帶領三立電視台記者再次蒞臨，蔡部長向記者

述說吳世璿浪子回頭的故事及品嚐美味的桶仔

雞，吳老闆對於法務部及更生保護會給予更生人

的支持與協助不斷的肯定及致謝，蔡部長也希望

透過報導帶動社會大眾接納更生人及採購更生商

品。 

   

蔡部長推薦「巷仔內好味道」 
夯の桶仔雞店  

1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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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保護工作如同一棵小樹，需要灌溉才能成長茁壯，灌溉的養分來自服務對象的回饋或是長期支持保護工作的榮

觀、更保或是犯保熱心公益人士，還有工作人員的反思，這些都能為保護工作帶來正能量！ 

圖片出處:pngtree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矯正署新店戒治所社工員楊燿鴻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在囹圄內的收容人常想著早日復歸家庭，重溫天倫之樂。但

能否如願，並非易事，尢其是收容人曾經對家庭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時，更是難上加難。 

乍見李婦的第一印象，個子稍矮使得身材略顯有些福態，和一般的中年婦人並無不同。但眼神

渙散以及言語遲緩、斷續、精神似乎無法專注，不由使人連想到她的功能狀態不佳。她是思覺失調

症的患者。 

會來臺北監獄的內壢分監找她晤談，則是由分監科員通知轉介的。科員提及李婦即將提報假

釋，但家人卻不願提供入住同意書，沒有入住同意書，無法提報假釋。怎麼會呢？我有些納悶！因

為從李婦的獄政相關資料得知，李婦的子女面會的紀錄雖少，但每個月都有固定匯款，李婦可是分

監數一數二的富婆，家庭功能應該不差吧！ 

「來面會是人性！不來辦入住同意也是人性！」科員說得雲淡風輕，但我卻如霧裡看花。透過

李婦的獄政相關資料及科員的說明，才豁然開朗。 

李婦罹患思覺失調症多年，也曾多次住院治療，但病情反覆不定，每次都是李婦的先生熬不過

李婦的要求，只好辦理出院將李婦接回家，親自照料李婦的生活起居。某次李婦突然發病，竟在其

先生午睡時，持刀刺死其先生，也因此才被判刑，移送到臺北監獄的內壢分監病舍，一邊服刑、一

邊治療。 

李婦的子女雖明白李婦是疾病所致的受害者，但卻無法接受敬愛的父親是被生病的母親親手殺

害，更擔心若把李婦接回家，無疑是在家中安置一個不定時炸彈。 

和李婦晤談時，她只會不斷重覆她想回家看家人，至於其他的事情她幾乎乎都語焉不詳。而與

李婦的子女會談則由其長女代表出面，其訴求直接了當，只要不把李婦接回家，其他的事情都好

說。 

她的堅持我能感同身受，接李婦回家確實是強人所難，社工不是為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把問題丟給

他人去解決。最後達成協議，由本監協助尋找適合的收容機構，至於其他問題則他們家人負責處

理。 

由於李婦除徒刑外，尚有刑後治療三年；再加上李婦一直是在桃園療養院接受治療及住院，因

此桃療是首選對象。但桃療表示，除非是執行司法的刑後治療，否則排不出床位。但礙於現行的司

法制度，必須先執行完刑期，才會執行刑後治療。因此，只能另起爐灶，從北部的療養機構開始找

起，最終找到高雄的精神病院附設療養機構尚有床位，至於護送入住及費用問題，則由李婦子女去

接洽。 

假釋當天，李婦由其子女安排的救護車接走，直接入住高雄的療養機構。至於刑後治療的司法

問題也一併交由其子女去處理。望著離去的救護車，耳中所聽到竟是李婦的喃喃自語「我想回家看

家人」。只是不知這心願能否如願？而社工所能做到卻僅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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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pngtree 

等待天晴  

                                               宜蘭地檢署觀護佐理員蔡源修 

  社會勞動人小楊罹患有帕金森氏症，在我和觀護人討論之後，只能把小楊留在地檢署執行社會

勞動。 

  小楊無法控制他走路的速度和步伐，只能用急促小跑步的方式前進，甚至轉身也很困難，我們想

讓他可以坐在小板凳上拔草，他卻說坐下去就爬不起來了，所以只好讓他清掃落葉，當他拿著掃把

突然停住時，我們問他怎麼了，他說帕金森氏症會突然斷電，完全沒有辦法移動，有可能幾分鐘後

會恢復，但是也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甚至幾個小時才會恢復… 

  小楊就這樣開始了每天為本署折宣導傳單的旅程，他就坐在一個大家隨時都看的到的座位上，每

天幫我們折傳單，後來我們同仁都開玩笑說：小楊折的傳單，我們可以用個十年吧… 

  日子一天天過去，天氣愈來愈冷，小楊開始經常請假，因為天氣一冷，帕金森氏症對他的影響更

嚴重，他經常早上醒來，根本連起床的力氣都沒有，等到農曆春節過後，天氣日漸暖和，小楊才能

穩定執行勞動，可是他執行到下午，突然又沒力氣了，我們讓他提早下班，結果法警通知我們，說

小楊才剛走出地檢署就癱軟在路邊，我和科室同仁趕快過去看他的狀況，幾個人攙扶著他，帶他到

地檢署前面的公車站，陪他等到公車來，看著他上車…這樣幾次後，觀護人建議讓他做上午時段就

好。 

  小楊的家境不好，年邁的母親在成衣廠剪線頭，當然沒有能力繳罰金，所以他很怕自己如果勞動

做不完，必須入監。 

  我幫小楊算了一下，告訴他不用擔心，每天只做半天，還是可以在檢察官定的期限內完成。  

  於是小楊開始每天執行上午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氣愈來愈溫暖的原因，有太陽的日子，他還

主動要求想出去戶外掃落葉。 

  小楊曾說他想考書記官，我剛聽到時在心裡吃了一驚，我想，他對人生還是抱有希望和夢想，所

以，我回答他：有目標很好，但是你要先照顧好自己的身體，才能完成這些目標，不是嗎？ 

  然後，疫情大爆發，然後，梅雨季節來了，小楊的病情又開始不穩定了，有一天他打電話來，說

他在發燒，可能是感染新冠肺炎，要先請假幾天。 

  大約一週後他來電說只是感冒，但是身體的情況很差，所以要再多休息幾天。 

  他下次出現在我面前時，一手拄著拐杖，體力明顯比以前更差，連上廁所都需要有人扶他走過

去，我勸他還是先回家休息，等身體狀況再好一些的時候再來執行。 

  小楊還是擔心他的勞動會做不完，我告訴他不要擔心，目前還做得完，小楊才放心的回去，回家

前他說明天要去醫院回診，看情形怎麼樣再打電話告訴我。 

  過了二天，小楊都沒有主動跟我聯絡，我上班的時候打電話去他家想關心一下，電話是楊媽媽接

的，楊媽媽說：小楊凌晨 3 點多的時候，在睡夢中往生了。 

  聲請易服社會勞動的人，有時候就是等待一個雨過天晴的機會，有些人得到的機會，可能是避免

了家庭的破碎，甚至有些人得到的機會，是重新開始的機會，而小楊得到的機會，是在他生命的最

後這段時光，可以不用在監獄中，可以在他的家，和他的母親一起度過。 

  對小楊，我覺得自己做的不夠多，但是我知道，在小楊，雨季已經過去了，天空，已經放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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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出處:pngtree 

魯蛇不 Loser 

                                            保護司楊宛臻深情推薦 

魯偉豪出獄了，回歸社區的他，過得好嗎？ 

首先是社區民眾的擔憂— 

「他以前成天跟不良分子鬼混，要是影響我的小孩怎麼辦？」 

「恨不得他快點搬走。」 

「可以給他機會，但不要來我這裡應徵啦。」 

再來是職場的種種標籤— 

只是需要一個能維生的工作，為什麼這麼難？ 

同事說：「老闆在想什麼啊，居然找一個坐過牢的來上班。」 

很多人都是四處碰壁，所以又重操舊業了。 

家人的埋怨與不變的愛— 

家裡只要出了一個犯罪的人，全家都會一起坐牢… 

姊姊說：「我弟讓我的生活充滿不能說的秘密。」 

阿嬤說：「我一定要去探監，不然阿豪會以為大家都放棄他了。」 

 

「魯蛇不 Loser」這部短劇，描述年少不懂事的阿豪為自己的錯付出代價後，從監獄重返社區的

故事。他在牢中錯過了好多好多，最疼愛他的阿嬤也上天堂了，這次重返社會，他想做個好人，他認

真工作、斷開誘惑，努力站起來的同時，有誰願意拉他一把嗎？ 

和阿豪一樣，我們偶爾也會被批判或被討厭，假如是自己有錯，那當然要改進，但若只是沒有符

合對方的主觀標準，那就看淡並且好好過自己的生活吧。人要先相信自己的價值，才有機會證明自己，

就像劇中的阿豪，雖然遭遇攻擊與誤解，最終仍靠著自己的表現證明了一切。 

復歸之路非常艱辛，若能得到旁人的接納與支持，這條路將會走得更踏實。「魯蛇不 Loser」短

短七分鐘的影片節奏輕快，帶出更生人復歸的困境，同時拋出發人深省的問題，並帶來希望與感動，

邀請您一同觀賞。 

（再犯防止推進計畫宣導影片-魯蛇不 Loser 影片請至法務部 YouTube 網站觀看，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oQft8wiE0） 

 另視網膜專訪劇中兩位演員可至反毒總動員

https://www.facebook.com/100068963087886/

videos/1931745691977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GoQft8wi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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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桃檢因應 11月 26日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密集結合當地活動辦理反賄選宣導，使反賄選概念能傳達

轄區內多元人口，16日結合龜山啤酒搖滾音樂節地方特色活

動，與桃園市選舉委員會，聯袂共同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

23日上午結合「蘆竹區 111年豐年祭」的活動，假内厝河濱

籃球場與蘆竹區公所共同辦理反賄選宣導； 23 日下午，假

西坡埤塘生態公園移動環埤劇場共同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 

竹檢為加強原住民部落法治教育推廣，七月中旬觀護人室偕同新竹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張淑珠理事

長及吳春池榮譽理事長，前往梅花部落文化健康站及梅花教會合作辦理法治教育的規劃，包含多

場次法治教育影片宣導；觀護人室又前往五峰鄉花園部落文化健康站，共同討論各項年度重要法

治教育結合場次及合作辦理方式及 9月份實地進

行反賄選宣導及關懷活動。兩次拜訪均獲得文健

站支持，願意提供重要時段予地檢署宣導運用，

共同為保護原住民權利及反賄選之國家重要政策

盡一份心力  

 新北檢 22日辦理 111年度第 3季修復式司法案件督導會議。本次督導會議由范孟珊主任檢察官主

持，廖怡婷律師擔任督導，曾淑菁促進者及商德城促進者就負責案件報告，督導針對案件之進行提

問及給予回饋，帶領與會促進者討論案件爭點，作為往後進行案件時

之參考。廖督導建議，修復協議之擬定應注意可行性、合法、明確之

原則，可避免雙方當事人因協議模糊不清，反衍生後續的糾紛。另外

范主任檢察官也建議可多使用本署網站所提供之聲請撤回告訴狀，作

為檢察官後續案件偵辦之參考，有助於當事人利益。 

士檢於 19、20兩日，運用十餘名社會勞動人力，結合新北衛生局北海岸長

期照顧管理中心等社區資源，進行石門區弱勢家庭居住環境改善，以優化其

生活品質，更激發社會勞動價值。觀護人與觀護佐理員，亦不忘與鄰近社區

長輩聚集處，閒聊選舉年；選賢與能的重要性，深入社區日常植入反賄選概

念，隨時進行機會教育。 

桃園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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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 

  中檢 21日召開反賄選宣導協調聯繫會議，由卓俊忠襄閱主任檢察官主持，邀集台中市政府政風

處、民政局、教育局、環保局、警察局、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等單位，研商反賄選如何分工與合

作，協力完成反賄選宣導任務。有鑑於今年疫情可能不會平息，因應疫情，適度調整宣導方式，

充分運用宣導網絡、傳統媒體等，以村里、社區、學校、公務

機關為單位，露出反賄選宣導文宣，深入基層，以達到「宣導

不群聚，宣導不染疫；選舉不買票，買票要檢舉」。  

臺中 

   投檢 14日召開「111年度第三季易服社會勞

動暨義務勞務執行機構督核檢討會議」，由張

桂芳主任檢察官主持，邀集各社會勞動及義務

勞務機構與會，並由政風室鍾政恭主任進行政

風廉政宣導，會議中與會人員

踴躍交換意見，對勞務執行或

實施成效等提供心得交換。 

投檢 11日辦理「兩性關係與性別平等教育團

體輔導」課程，此課程主要為協助緩刑付保護

管束人、強制性交罪之假釋及其他適合接受兩

性關係與性別教育之個案，能夠正確的建構性

別平權的觀念及良好的兩性關

係，進而能彼此尊重並創造和

諧的交往與相處。 

  彰檢 20日辦理榮譽觀護人教育訓練暨值櫃聯繫會議，會中強調，值櫃榮觀

們於面對受保護管束人時，因為需高頻率與個案互動接觸，除加強提醒防疫

措施，亦聽取榮觀們對於值櫃服務個案過程經驗交流與分享，資深值櫃榮觀

將寶貴經驗傳承，讓柔性司法得以平等、真誠、尊重之態度風範得以延續。 

  嘉檢 18及 19日與溪口鄉公所一同辦理易服

社會勞動專案訓練，溪口鄉因人口老化及外

移，多處社區公園及巷道缺少人力經營，本次

透過與本署配合辦理社會勞動專案訓練，安排

於柳溝及妙崙社區公園 

進行環境整理，一同將社

區公園打造出嶄新的面貌 

。 

  嘉檢 16日與林務局合作，於阿里山香林神木

平台辦理之「星光電影院」活動，並於 17在祝

山觀日平台，以「星空反賄、終結黑金、點亮

嘉義、共迎光明」為主題，藉由播放反賄選短

片及向民眾分送反

賄宣導品，將反賄

選之公民意識潛移

默化，深植人心。 

彰化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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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高雄 

橋頭 

   

 

   

臺南 

南檢 13、14日，結合臺南市政府七股區公所合作執行「友善服務慎終追遠、打造清淨莊嚴生命

園區」專案活動。本次專案活動共調度觀護佐理員 6 人

次、社會勞動人 50人次，共一梯次於七股區納骨堂進行

環境整理作業。另於 25日上午前往社勞機構臺南市環

境保護局仁德清潔隊進行督導訪視，機構督導藉此分享

管理社會勞動人心得。 

  犯保高雄分會日前辦理災難型社會重大

矚目案件演練，分會於演練前事前準備災

難應變行動包，設立馨安服務處，並將成

員分為關懷服務組等 5組，每一組分別由

工作人員帶領進行討論與演練，針對現場

的狀況依組別任務，提出問題與解決辦

法，透過事前準備期實際

的模擬演練，為後續的應

變期做好準備。 

雄檢日前辧理觀護心社人力職能訓練，以提

升所配置之心理師、社工師帶領非自願團體

之技巧，及更聚焦受保護管束人的核心問

題，增進心社人力投入觀護工作後各項保護

管束處遇作為之效能。本次課程邀請石麗如

諮商心理師及陳翠媚老師前來授課，均強調

助人工作者對自己狀態的覺察

及適時自我關愛的重要性，始

能避免專業耗竭。  

橋頭地檢 29 日結合榮觀協進會辦理「敲

悄爸爸、我愛您」受保護管束人父親節關懷

活動，檢察長鍾和憲、理事長蔣榮欽等人親

自出席，希在父親節前夕藉由黃豆拍打棒製

作課程，讓受保護管束

人藉以串起與家人心

中親情的橋樑，也可藉

按摩拍打方式具體表

達對父親之感謝。 

橋頭地檢署針對緩起訴酒駕個案，有別於過

去檢察官諭知必要命令均以靜態法治教育課

程為主，特別變更命令內容為至少義務提供 2

小時以上的生命關懷服務。15日安排14位酒駕

緩起訴個案至第二殯儀

館大社分館進行生命關

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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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基隆 

屏東 

更保屏東分會結合屏東看守所及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屏東就業中心，於

19 日辦理「歸白新人生，走出新未來」就業

促進活動，計有 40名收容人受惠；活動邀

請高肇良藉由自身過來人戒毒

經驗，現並以助人者身分，回

饋於社會。 

  屏檢 26日舉辦『拳力出擊「鷲」給力，查察

賄選 so EASY』反賄啟動記者會，由陳盈錦檢察

長主持，屏東縣政府消防局、教育處等共襄盛

舉。屏檢上屆(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榮

獲法務部所頒發選舉查察績效

優良與整體起訴及提起當選無

效之訴正確率績效優良等獎項。 

  基檢 15 日結合紙風車親子劇租稅宣導活

動，於基隆國門廣場辦理反賄選宣導活動，提

前為年底的大選向市民進行反賄教育。舞台

上演出諸葛四郎如何用智慧打敗魔鬼黨，舞

台下觀護人室同仁及榮觀協進

會一起設攤宣導反毒反賄，與

民眾熱絡互動。 

基檢 21 日由余麗貞檢察長率領觀護人及佐

理員前往視察本署社會勞動機構—基隆市中

山區仙洞社區發展協會，實地了解社區型社會

勞動機構的管理模式。自 98年社會勞動制度開

始即與本署合作至今，亦多

次遴選為績優機構獲基檢表

揚。  

宜蘭 

宜蘭市公所清潔隊為宜檢遴聘之社會勞動

執行機構，該隊 19日辦理枕山資源回收貯

存場優化工程完工啟用典禮，檢察長李嘉明

等應邀出席觀禮，並進行反賄選宣導。宜蘭

市公所清潔隊自 108年 12月起至今共計執

行 127位社會勞動人、執行時數逾 4萬小

時，以每小時 168元時薪計

算，總計創造約 676萬元的經

濟效應 。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長詹雪

雍於 18日至宜檢講述「最新詐欺手法與防

範」。詹組長以各類案例，生動、活潑的方

式分析最新及老梗的詐騙方式，逐一破解詐

騙集團慣用伎倆，尤其提醒民眾，網路交友

以為遇到真愛，實則為「以愛之名、行養套

殺之實」，切勿相信網路陌

生人提供的投資方式及管

道。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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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 

 

宜蘭 

澎湖 

台東 

花蓮 

  犯保臺東分會 111年規劃「藝饗心開」小團

體活動邀請謝湘蓁藝術治療師擔任帶領，假

國立台東生活美學館展開。系列活動以油性

粉蠟筆、水彩、陶土、棉紙等各式媒材進行情

緒探索覺察，因疫情暫停，再於 23日重開活

動，本次活動主題為自我風景，活

動目標以透過自然景色之隱喻來

探索及表達自我。 

東檢 14日舉辦酒駕防制宣導課程，邀請臺東

監理站，因案受緩起訴或緩刑處分的被告講授

宣導。臺東監理站朱月秀股長講述酒駕罰則，

分別說明初犯及再犯酒駕、拒檢酒測等相關罰

則。說明酒精對駕駛人的行

為之影響，並引述多起臺東

境內真實酒駕事故案例，供

學員省思酒後駕車的後果。  

金門 

花檢檢察長蔡宗熙為宣示查察賄選及反賄選決心，21日特與高分檢洪培根檢察長共同邀集花蓮縣

調查站主任陳慧明、東部地區機動工作站主任薛國鼎、花蓮縣警察局局長戴崇贒、花蓮縣政府政風

處處長葉清燊、更生保護會主委黃淑珠、榮觀協進會理事

長吳清壬、犯保主委徐正隆，辦理反賄選啟動記者會，並

請全體民眾一起將「賄選病毒」徹底消滅，讓這次的選舉

有一個乾淨的好選風。  

  澎檢黃智勇檢察長親自率領同仁參與澎湖縣政府舉辦之「2022澎湖國際海上花火節」活動，設

攤辦理反賄、反毒、反兒少性剝削、廉政等法律宣導活動，本地民眾及遊客們踴躍參與，現場氣

氛非常熱絡。 另於 29日率領工作人員前往離島七美

鄉，舉辦社區反賄選法治宣導，並於出席「澎湖縣 111

年度調解業務講習及示範觀摩活動」宣導反賄選觀

念，同時親赴望安分局七美分駐所與分駐所同仁進行

金檢結合金門縣政府「2022 搶灘料羅灣」~第 19屆海上長泳活動，進行反賄選宣導，並提供反

毒、防詐騙等法律知識予現場民眾知悉，促使民眾在建立守法觀念之際，也要防止被害。「搶灘

料羅灣」是金門的熱門活動，本次計有金門本籍及臺灣本島泳

客近 1,000人共襄盛舉，最高齡為 76歲，最年幼為 10 歲，平

日寂靜的海灘變得熱鬧滾滾，本署恭逢其盛，藉由活動之辦

理，讓反賄選、反毒、反詐騙等理念，融入民眾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