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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蔡部長出席「第 77 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 

圖片出處:pngtree 

111年12月

  蔡部長11日出席台灣更生保護會「第77屆更生

保護節慶祝大會」，公開表揚長期熱心公益，

對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著有貢獻之團體及個

人，並藉以宣導各項更生保護業務。 

  慶祝大會由兼任更生保護會董事長之臺灣高

等檢察署張斗輝檢察長主持，蔡部長受邀致

詞，活動並邀請行政院林政務委員萬億、最高

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泰釗等人共襄盛舉，見證獲

得表揚之有功團體、人士之成就與榮耀。 

  蔡部長致詞時表示，首先要向長期投入監所

教化與更生保護工作，奉獻善心與關懷的志

工、社會熱心人士及團體表達敬意與感謝，他

們的努力和付出，是更生人能夠順利回歸社會

的後盾，也是安定社會的力量。另外，對於獲

得表揚的更生朋友，也表達恭賀之意，他們能

夠改過向上，並且對社會作出貢獻，實在難能

可貴。部長並提到，強化更生人復歸社會，一

直為本部重要政策，穩定的工作更是協助更生

人回歸正常生活、延續輔導成效及重建社會網

絡的重要因素，本部同仁秉持「不放棄任何一

位更生人」之理念，持續與更生保護會與時 

俱進推動各項更生服務，關懷及協助受保護更

生人及其家庭，讓更生人工作穩定，家庭支持

不綴。 

  行政院表揚參與監所教化暨保護事業有功

者：呂蕙貞女士、陳宛蓁女士、蔡燕女女士、

張序伯先生、薛漢麟先生、許永在先生、宜聯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慈濟基金會羅東聯絡處、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高雄區會、財團法人

淨化社會文教基金會。 

  本部表揚協助推展更生保護事業有功者：邱

秀琴女士、林奇美女士、高鳳嬪女士、胡純寬

女士、王淑君女士、曾瀚霖先生、游金興先

生、陳義成先生、張翔閎先生、黃秀莊先生、

林信道先生、陳安富先生、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芬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吳仲亞教育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基

督教主愛之家輔導中心、松山慈惠堂、嘉義市

真如禪寺、草湖玉尊宮。 

更生保護會表揚部分：  

  協助推展更生保護事業有功：許瓊華女士、

李美慧女士、鄭寶玉女士、江松樺先生、林炳

耀先生、吳東亮先生、韓正雄先生、陳焜先

生、王令麟先生、棋琴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績優創業商家：「正元精緻便當」林家正先

生、「心緣心品工作坊」連德威先生、「大哥

手作工作坊」劉祐誠先生、裕佶營造有限公司

郭立人先生。 

  就業達人：潘雪娥女士、雷明誠先生。 

  生活達人：江源富先生、謝光華先生。 



2 

 

  甦欣向融，藝術饗宴！ 2022更生美展隆重開幕 

  台灣更生保護會1日在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舉行「2022更生美展開幕典禮」暨「時光旅程—逍遙

鯤魚˙無限太極」新書發表會，蔡部長出席見證這些蛻變成為藝術達人之更生人，正一筆一畫親手

繪出屬於自己的嶄新未來！ 

  蔡部長、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泰釗等人均蒞臨典禮會場，蔡部長致詞時表示：更生美展已經舉

辦多年，活動的出發點是為了培育受刑人、更生人一技之長，由本部結合更生保護會，運用社會資

源，延聘各界傑出藝術家，入監傳授各類技藝，包含雕塑、西畫、水墨、沙畫、交趾陶、書法、寫

作等，將藝術引入受刑人生命，教導他們習得技藝，並輔導出監後能學以致用，迎向正向的人生。      

此外，也藉此由衷感謝臺中市政府，除了由法制局編列預算予以補助外，亦由文化局提供美展場

地，展出更生朋友作品，提升其等作品能見度；再

者，也特別感謝藝術界大師黃映蒲等師資群，自86

年起即入監辦理「雕塑心靈之美技訓班」迄今，這

些藝術家們為了激發受刑人創作潛力，長期的陪伴

與耐心的指導，而造就了更生藝術人不凡的表現，

終能在更生美展呈現出一幅一幅令人悸動且寓意深

遠的創作成果。 

  本次更生美展包括雕塑、漆器、水墨、西畫、陶

藝、竹編、書法、銅雕等全國藝術達人徵件入選作

品28件、黃銀呈先生書畫等總計146件，種類繁

多，各具風貌。 

                   

 蔡部長出席「馨生公益市集」   

  犯保協會18日在新竹Big City遠東巨城購物中心一樓創藝廳辦理第8屆「馨生公益市集」，為期四

天，共19個展售攤位。馨生公益市集，是一個馨生人聯合展售的平臺，這裡的每一項產品，背後的

主人都曾有一段傷痛故事，但也寄託了一份新生的渴望。 

  蔡部長親自到場支持，並表示疫情逐漸趨緩，期待藉由新竹Big City遠東巨城購物中心的高人

潮，讓馨生人的努力能夠被更多人看見，也十分歡迎全國民眾到新竹來，用新臺幣下架物美價廉的

馨生產品，透過最直接的行動幫助被害人及其家庭。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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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2022
保護司重要紀事

11/7
陳副司長率本司同仁出席臺高
檢研商查緝求職遭詐騙凌虐之
策進作為

11/8
陳政務次長主持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29次研修會議

11/17
全國學生犯罪預防漫畫與創意短片徵

件活動評選會議

11/18 
部長出席第8屆馨生公益市集活動

11/19-20
陳副司長出席修復促進者

進階訓練活動並致詞慰勉參訓人員

11/22 
林督導參事主持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30次會前研修會議

11/24
林常務次長就藥癮者家庭支持服
務及資源培力計畫主持與民間團體
協商會議

製表:陳思言

11/23
林常務次長主持更生保護法研修
小組第三次會議
林常務次長主持因應監察院修復
式司法運作現況與探討通案性調
查研商會議

11/28
部長出席本司辦理之「河畔小日
子」電影特映會

11/4
林常務次長及林督導參事出席2022毒
品防制跨網絡創新作為科技智慧毒防
成果發表會暨國際研討會

11/9
部長出席更保台北、士林及新北
分會辦理之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
蔡政務次長、林督導參事出席朝
野黨團協商會議主題含刑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及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修正草案

11/11

部長出席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
林常務次長主持犯保法修正草案
就立法院審查意見因應作為研商會議

11/25
陳政務次長主持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30次研修會議

11/1
部長出席更保台中分會2022更
生美展開幕典禮

11/15
林常務次長率本司向行政院羅
政委報告犯保法保留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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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 

                                                       犯保屏東分會陳姿君秘書 

  阿明從事資源回收的工作，並扶養一位重度智能障礙的哥哥，在一次騎乘機車回家的路

上，被一輛疾駛的汽車由後撞上，阿明當場車禍死亡。 

 

  阿明沒有任何的近親，在案發之初村長幫忙找到了遠房的表哥及姪子出來處理。阿明的

哥哥在得知阿明過世後，痛哭崩潰且病倒，直接送加護病房急救 

   

  分會收到案件得知此狀況，立刻協請當地志工劉玉梅及鄭碧雄夫妻前往案家探訪，才發

現阿明原來 20 年前曾與一名柬埔寨的女子結婚，並育有一名兒子，後兩人離異，阿明的

前妻帶著兒子一同回到柬埔寨居住，20年來從未聯繫。 

 

  因阿明兒子的存在，阿明的哥哥無法請領強制險及勞保殯葬補助，也無法繼承現在居住

之阿明名下的房子，且阿明智能障礙的哥哥更需要重新更換監護人，阿明遠房的表哥及姪

子急得跟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分會志工探訪前也已詢問過各單位但都碰壁，不知道接下

來該怎麼辦? 

  

  志工安撫了案家的焦慮，並陪同案家到分會辦公室釐清狀況、了解分會的服務，經分會

說明案家的權益、法律的程序及目前可以怎麼做的情況下，案家慢慢的安心。同時分會與

志工也開始討論如何協尋在柬埔寨的案子，以保障案家的權益。 

  

  志工劉玉梅及鄭碧雄透過在地的關係抽絲剝繭，找到了阿明前妻的地址，而志工鄭宥筑

也詢問到認識的友人，只要拿到地址，柬埔寨當地就有人可以協助找尋，為解決阿明哥哥

的經濟困境，志工更媒合當地的村長，直接到案家回收資源並直接給付所得。 

  

  志工劉玉梅、鄭碧雄及鄭宥筑用心的為家屬尋找解決的方法讓家屬的困境看到了一線曙

光。更因為犯保志工永不放棄的精神，陪伴家屬走過重重困境，讓家屬不再孤單，重新感

受社會的溫暖。 

  

  目前阿明哥哥身體恢復的不錯，分會也媒合了屏東地檢署急難救助金給予緊急資助未

來，分會及志工仍會陪著家屬走下去。 

  

  謝謝每一位永不放棄的犯保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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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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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魔鬼怪速速退散-民俗反毒特展》 

好玩。好拍。好有梗 

                                                        保護司楊宛臻推薦 

還記得我們在 3月份電子報採訪了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策展人楊中信博士嗎？由科博

館規劃設計的《藥魔鬼怪速速退散—民俗反毒特展》延續楊博士團隊一貫的創意與美感，將

常被濫用的毒品、吸入性物質比擬成「藥魔鬼怪」，並教導大家防毒招式，以勸世手法詮釋

反毒意念，超級有梗又好逛，讓我們來一探究竟吧！ 

進入展場，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瞭解毒癮拼圖」及「認識毒品魔

術方塊」，不只小朋友愛不釋手，大人也躍躍欲試，在拼湊拼圖及魔

術方塊的同時，也可一併閱讀上面的反毒資訊，瞭解毒癮對腦部的傷

害，並認識各種常見的毒品。 

想拍照打卡或活動筋骨也沒問題：這裡有好拍的「3D 立體彩繪」，站在建議拍攝點，就

可拍出墮入毒癮深淵的立體效果、而釣瓶子遊戲變成「防毒拉一把」，以傾倒的瓶子譬喻身

陷毒癮的人真是十分貼切，玩遊戲的同時也讓玩家驚覺要將一個人從毒癮中拉起，談何容易。 

畫風超 Q 超詼諧的鬼怪們，有安非他命怪、大麻

怪、搖頭丸怪…讓人看不完更拍不停，透過文字敘

述，也讓觀展人深刻明白各種毒品對身心的危害，

雖然這些小鬼怪各個逗趣俏皮，但現實生活中的毒

品可是萬萬碰不得。 

展場鬼影幢幢，讓人瑟瑟發抖，不過還是有法力

無邊的符咒可以對抗這些鬼怪，那就是戒毒符咒

0800-770-885，特展巧妙置入毒防中心諮詢專線，只要一貼上，各種藥魔鬼怪瞬間退散！還

我健康！ 

《藥魔鬼怪—速速退散民俗反毒特展》精采的

部分還不只這樣，還有「毒禍直斷算命攤」、「藥

很慘籤筒」、「神鳥卜卦」、「地獄十王」，光聽

名字就很吸引人，心動就趕緊安排行程吧！展期只

到 2023 年 2月 28日，這個寓教於樂、老少咸宜的

出遊好地點，不管是心血來潮想來場中部小旅行，

或是元旦跨年、新春出遊，絕對是收穫滿滿的好選

擇！ 

 



6 

 
 

Local   

新北 

桃園 

士林 

台北 

  北檢日前舉辦「111年度修復促進者暨榮譽觀

護人個案專題研討教育訓練」，邀請中央警察大

學刑事警察學系施志鴻教授，講授「從故事脈絡

的觀點談犯罪與修復」課程，期透過專題研討及

案例分享，充實修復促進者及榮

譽觀護人的服務熱忱與能量。 

 

  北檢 2日舉辦「社會勞動、義務勞務執行

機關(構)表揚暨督核檢討會」 及「易服社

會勞動執行小組會議」，由林檢察長邦樑主

持，表揚優良之社會勞動、義務勞務執行機

構，建立意見及經驗交流平

台，強化人員管理和運用。 

 新北檢邀請百工百業攜手相挺，包括樹林

垃圾焚化廠 、棗到杏福、美無痕生物科技公

司、Bobson牛仔褲、合泰興食品公司、理財

周刊、旅啡莊園、泰讚了飲料店、蘆洲桶仔

雞、彩券行等。反賄尖兵持續「呼

朋引伴」，黑丸嫩仙草、慈護一品

中醫診所亦加入反賄尖兵行列 。 

  新北檢結合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於臺北

捷運新埔站及古亭站設置廣告燈箱，捷運新

埔站、古亭站播放反賄選宣導廣告；另 13日

新北國王隊 VS 新竹街口攻城獅隊的球賽開

打前，播放反賄選宣

導影片，傳達正確之

法治觀念。 

  士檢 11日辦理犯罪被害保護官聯繫會議，

繆檢察長就轄區內發生之馬來西亞女大生遭

勒斃及求職民眾遭囚禁致死等案，提及有保

護官的協助通報，讓犯保士林分會第一時間

可以與被害家屬接觸，並陪同

至殯儀館相驗，提供即時的慰

問關懷。 

士檢 25 日辦理修復式司法個案研討讀書

會，由促進者張禮修督導從人本思維的角

度，來談修復式司法的人本關懷核心思想，

並由促進者蕭聰敏委員進行修復案例分享，

更精進與會修復促進者對

修復式司法核心價值的掌

握與實務經驗傳承。 

桃檢結合「桃園市 111年公寓大廈優良評選活動」頒獎典禮及「2022桃園萬聖城」活動 辦理

反賄選宣導活動。另俞檢察長 25日接受桃園廣播電台節目專訪表示，桃檢檢察官 14日起即進

駐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各分局全力投入査察賄選工作，秉持「有聞必查」、「有據必辦」的決

心，強力査賄，強調「打擊賄選絕不

手軟」，目前偵辦中或陸續接獲的檢

舉案件，件件都要追究刑責、查辦到

底。 

圖片出處:pngtree 



7 

 

新竹 

南投 

雲林 

  竹檢結合犯保協會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辦理之「馨生公益市集」辦理反賄選宣導；另結合新竹

縣關西鎮馬武督部落文化健康站、竹東鎮五尖文化健康站、竹東鎮都會原住民文化健康站等三

個文健站進行反賄選宣導；又獲邀至玄奘大學法

律系演講「社會安全網中保安處分之執行與挑

戰」，鼓勵同學發揮成為反賄選愛臺灣的公民小

尖兵。 

苗栗 

  苗檢結合後龍鎮公所秋季健走活動、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民小學「老舊校舍重建工程、營造文

化學習場域」完工啟用剪綵暨捐資興學感恩活動」辦理反賄選宣導。另結合苗栗風箏文化暨客家

美食節，應苗栗市公所的邀請，與縣政府政風處一同

在會場設攤宣導反賄選。  

台中 

更保台中分會 1日「2022 更生美展」開幕暨「時光旅程—逍遙鯤魚˙無限太極」新書發表會。蔡

部長清祥、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泰釗、臺灣更生保護會張董事長

斗輝、臺中高分檢張檢察長清雲、臺中地檢署郭檢察長永發、彰化

地檢署洪檢察長家原等人蒞臨會場鼓勵更生人。會場展出全國出

監藝術達人創作暨臺中地區各矯正機關收容人之教化藝文及作業

技訓作品。 

投檢 4 日辦理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暨個案

研討會，邀請游雅惠督導以「瞭解被害人與行

為人之心理歷程與需求」、「修復式司法實例

解析」為題進行詳述，俾利爾

後於相關案件之修復過程及

技巧，能有多方面的助益。 

 投檢 21日結合中寮鄉公所於八仙祖師廟舉

辦「111年度媽祖遶境祈安法會」活動，結合

宗教活動舉辦反賄選，透過廟會活動宣導反

賄選，藉由社區信仰傳達

反賄選觀念並深植民眾心

中，以強化法治觀念。  

雲檢 3日召開修復式司法個案研討教育訓練暨頒發聘書，由吳文城主任檢察官主持，邀集檢察官、

觀護人、修復促進者及督導律師共同參與。透過修復式個案研討教育訓練，

促進者們在經驗分享、回饋及督導提點的過程中，碰撞出更多元的思維及方

向。促進者亦能更清楚明確自己在修復式案件進行中的定位及工作倫理。 

圖片出處:pngtree 



8 

 

台南 

 

高雄 

橋頭 

屏東 

 

  南檢 16 日在臺南市立殯葬管理所本館辦

理『關懷生命零酒駕』專案活動。本次專案

安排因酒駕易服勞務之社會勞動人及酒駕

緩起訴被告等 17名，協助清理

消毒托盤、解剖室、油漆禮廳牆

面等。 

  南檢跨域結合全台最大金融及物流網—中

華郵政公司(臺南郵局)，請郵務人員化身反賄

尖兵，不法金流絕不

漏接，郵務車變身反

賄行動車，深入大街

小巷宣傳。  

  雄檢與台鐵高雄站、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高

雄捷運及輕軌合作，於火車站、公車站、捷運

站及輕軌站，及廟宇以布條或跑馬燈方式進

行反賄選宣導，讓搭車民眾便於接觸反賄選

資訊。 

雄檢 4日出席「2022毒品防制跨網絡創新作

為研討會」，劉慕珊檢察官報告「毒品緩起訴

戒癮治療多元處遇之成果及經驗分享」專題、

主任觀護人佘青樺擔任「司法少年在地化處

遇」專題與談人，另於會議現場

設置攤位，進行反賄選及反毒

宣導。 

  橋檢結合「中國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反賄選宣導。

除了讓企業勞工與主管們了解反賄選的重要

之外，更希望達到防

弊興利之效果，共創

廉潔的社會環境。  

  橋檢日前結合六龜觀光藝文季暨踏尋山城

農遊趣開幕典禮，設攤辦理反賄選宣導；又結

合橋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國際獅子會、高雄

市社福慈善總會辦理「散步岡山散佈愛，校園

傳獅愛、反毒反賄選」

健走活動。  

  屏檢 11日結合有著全國最大土地廟的尊號車城福安宮，辦理反賄選宣導；又陳檢察長特別商

請轄內各金融機構(包括各銀行、郵局及各鄉鎮農漁會信用部)、各鄉鎮公所、各火車站及公車

轉運站等懸掛反賄選宣導布條及張貼海報、並在跑馬燈刊登反賄選相關訊息； 14日陳檢察長接

受警察廣播電臺高雄分臺主持人楊靜專訪，暢

談屏檢就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查賄

與反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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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司敬上                    圖片出處:pngtree 



9 

 

基隆 

宜蘭 

台東 

澎湖 

基檢 24 日辦理榮譽觀護人成長訓練，安

排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參訪，並

進行反賄選、反詐騙與安居緝毒專案的反毒

教育研習，隨後與士林榮

譽觀護人協進會進行交

流。 

  精神疾病患者的社會適應與其醫療處遇、

家庭資源、社區照護等因素息息相關，基檢 23

日召開期滿前轉銜會議，余檢察長親自與會，

邀集相關警政、衛政、社

政、勞政、更生保護會等

單位一同參與討論。 

宜檢結合「亞典菓子工場」響應協力宣導反賄選，於購物袋上印製反賄選文宣，李檢察長特地

拜會「亞典菓子工場」，感謝支持反賄選宣導活動；又結合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蘭陽分會「使

我家有糧」活動進行反賄宣導，及辦理校園列車

深入校園向學生宣導反毒暨反賄選，期從學生時

代建立守法觀念。 

  東檢 13日舉辦 「原來就是要反賄」誓師記

者會。最高檢察署邢檢察總長泰釗、臺灣高等

檢察署花蓮檢察分署洪檢察長培根蒞臨指導，

臺東縣警察局葉局長超鴻、法務部調查局臺東

縣調查站謝主任雯欽等出

席共襄盛舉。 

  東檢 10日上午舉行「愛滋及性傳染病防

治與性別平觀念宣導」法治教育課程，特別

邀請臺東縣衛生局疾病管制科邱雅祺個案管

理師為 25位受緩起訴

處分及緩刑受保護管束

人講授法治教育課程。  

  犯保澎湖分會日前辦理「馨花開 療癒時

光」，邀請綣花 Chum.jardin 工作室的負責人

許佩筑擔任講師，陪伴馨生人創作獨一無二的

永生花玻璃花盅。雖然澎湖適逢風雨，但馨生

人仍踴躍出席，計有 22人到場，透過學習花藝

的過程，令馨生人

從中釋放自我情

緒，感受平靜及溫

暖。 

  澎檢黃檢察長為鼓勵民眾拒絕賄選，於6日

率地檢署同仁十餘人參加「2022 菊島澎湖跨

海馬拉松」活動，不僅親自率隊參加全馬接

力，帶領地檢署同仁及現場跑者一起「反賄

選、愛臺灣、菊島馬反賄向前跑」，也與同仁

在活動現場設攤進行反賄選、反毒等各項法

治教育宣導，

大大提升反

賄選議題之

能見度。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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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檢 5日再度結合烈嶼鄉公所「2022烈嶼鄉芋頭季親子嘉年華」活動，推動「防疫新生活 

乾淨好選風」政策，讓反賄理念能融入民眾日常生活中；又金門與連江地檢聯合在國際臺北航空

站(松山機場)辦理「金馬雙北 區域聯防 阻絕幽靈進入金馬」揭牌、宣誓活動，藉以提醒民眾

「投票假設籍，當心真犯法」，規勸勿以身試法。 

該活動除郭景東檢察長外，另有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鄭檢察長銘謙、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林檢察長邦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毛檢察長有增、福建連江地方檢察署黃檢察長元冠、交

通部政風處徐副處長慶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高主任檢察官一書等首長共襄盛舉。 

金門  連江 

圖片出處:pngtree 

花蓮 

花檢 3日在著名伴手禮名店「曾記麻糬」故事館，舉辦「麻吉一起來 反賄袋著走」反賄選活動。，

由花蓮高分檢洪培根檢察長、花檢長蔡檢察長、曾記麻糬董事長董椿霳共同主

持；另蔡檢察長與花蓮縣警察局副局長柯政君，22日前往壽豐鄉月眉村，在月眉

文化健康站關懷部落爺爺、奶奶，與老人家話家常並邀請老

人家一起反賄選，與部落老人家共聚之後，隨即登上警局巡

邏車沿著 193 縣道至上部落月眉部落學堂等處廣播宣導反

賄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