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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3月號 

Hot News 

 

圖片出處:pngtree 

延續自主監外作業， 「更生事業群」網絡成立 Hot News 

  蔡部長21日見證台灣更生保護會與「宜聯鋼鐵股

份有限公司」「興中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興中

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新寶元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簽署更生事業群合作契約。 

  蔡部長表示，過往臺灣更生保護會及各分會對於

更生人之就業協助，有「轉介職缺」跟「創業貸

款」服務。但「轉介職缺」服務，更生人須單獨面

試與環境適應，常因個人不具專業，無法獲得職

缺，或是調適能力不足而離職；而「創業貸款」服

務，更生人須承擔創業風險，若沒有相關後援，往

往難以長久經營。因此，在觀摩國內許多優質企業

及加盟事業之成功經驗後，提出「更生事業群」的

概念，期許由更生保護會創設一個大的事業群，成

為更生人的保護傘，透過「更生事業群」讓更生人

獲得「工作保障」、「收入保障」與「勞動條件保

障」，並透過陪伴、職訓及輔導，提供歸屬感與培

養就業專長，進而讓更生人創業能夠成功或就業能

夠持續，以達順利復歸社會之目的。 

  簽約儀式中也邀請已在新寶元鋼鐵公司工作的更

生人「小朝」（化名）分享自身經驗，過去曾幫忙

圍事，賭博，販毒樣樣來的「小朝」，入獄服刑期

間父母相繼去世，家人卻不願他返家探視，讓他非

常難過，也痛改前非決心改變。前年出監後，進入

新寶元鋼鐵公司工作，是他這輩子第一份正當工

作。熬過前6個月辛苦期，現在的他感覺內心相當

踏實，也感受到真正的人生價值，家人也願意接納

他，「小朝」衷心感謝一路上幫助、接納他的貴

人，更樂見「更生事業群」的成立，可以幫助到更

多的更生人。 

 

  本部自106年6月起，即積極推動矯正機關自主監外

作業，由各監所與優質企業簽約，讓受刑人在低度戒

護的情形下，白天外出就業，學習自主管理與一技之

長，幫助他們逐步回歸社會，同時也可以解決企業缺

工問題，不但一舉數得，成果也相當豐碩。而今日簽

約之「更生事業群」，將能延續自主監外作業成效，

區分為「友善廠商更生事業體」和「自營更生事業

體」兩部分，「友善廠商更生事業體」朝向吸納目前

矯正機關自主監外作業廠商銜接自主監外作業，拓展

職種與職缺，讓參與自主監外作業的受刑人出獄後，

即便未留在當地，也能透過媒合，在其他縣市找到合

適職缺，持續工作。而「自營更生事業體」則由臺灣

更生保護會運用自身資產，結合優質企業或團體，成

立事業體，僱用更生人，聘請有經驗、能力之專業人

士從旁協助，目前已在基隆、花蓮、桃園、高雄、臺

南、屏東、宜蘭等地規劃辦理。 

  臺灣更生保護會亦將協助各更生事業體申請勞動力

發展署「僱用獎助措施」，以增進計畫參與企業之誘

因；亦會補助更生事業體，協助更生人進行技能訓

練，以獲取相關工作技術，並補助更生人第一個月未

領薪之就業用品 (工作衣帽及工具等)與交通費、膳

費，讓更生人無後顧之憂而能安心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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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舉辦觀護人訓練班第42期始業典禮 打造多元專業司法保護團隊 

  觀護人訓練班第42期始業典禮於3月6日在本部司法官學院3樓柏拉圖講堂舉行，蔡部長親臨主持，

保護司林嚞慧督導參事、陳佳秀副司長、臺灣臺北、士林、新北地方檢察署主任觀護人在場觀禮。 

  蔡部長首先歡迎13名新進觀護人加入司法保護的大家庭，並強調近年來社會大眾及新聞媒體對社

會安全極為重視，觀護工作為刑事司法的重要環節，對受保護管束人的犯罪預防更顯重要。為提升

觀護業務服務量能，本部更向行政院極力爭取觀護人員額，從107年至112年，員額從232人已增至

250人，新增共18名員額，且為了因應觀護業務工作內涵朝向多元化發展，從最初假釋與緩刑付保護

管束案件，逐漸拓展到易刑處分領域，增加緩起訴、緩刑附條件以及易服社會勞動等案件，自109年

起，本部更陸續引進多元專業人力，包括觀護心理處遇師、觀護追蹤輔導員、毒品觀護助理員、觀

護佐理員等，打造多元專業之司法保護團隊，除了提供專業觀護處遇，對受保護管束人監督與輔導

並行，廣收防止再犯之效外，亦藉由司法刑事政策的易刑處分，讓受保護管束人有服務社會的教化

機會，進而順利復歸社會。相信經由新進觀護人的加入，將能更加提升整體觀護工作之成效，達到

擴大司法保護之目標。 

  本次訓練班之職能課程，特別以學術理論與實務

經驗傳承為優先考量，邀請實務經驗豐富的主任觀

護人及各專業領域學者、專家擔任授課講師，並期

許學員於受訓期間，透過多元系列課程安排，提升

觀護案件執行之專業能力，回到工作崗位時能運用

所學，落實案件分級分類管理制度，一起成為司法

保護中最堅實的力量，共同維護社會安全。 

法務部藝文走廊「更生美展」開幕，歡迎大家蒞臨觀賞 

  法務部於14日，簡單隆重舉辦「更生美展」開幕儀式，除了向大家介紹即將在本部藝文走廊展出

之更生人藝術作品外，並邀請更生藝術家現身說法，分享更生人從接觸藝術、培養專長到創作得獎

的心路歷程。開幕儀式由蔡部長主持。 

  部長表示，去（111）年年底前往臺中主持及參觀「更生美展」後，認為參展作品都非常精采且

具可看性，而且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展覽，所以特別邀

請「更生美展」到法務部舉辦，讓北部地區的藝術愛好

者以及同仁，可以更方便地欣賞到更生人及收容人的精

彩作品，感受藝術教化的成果，於是在中部地區舉辦了

25屆的「更生美展」，今年首度移師到北部舉辦，展出

平面及立體的作品153件作品，其中包括7位更生藝術

家、臺中監獄及臺中女子監獄的收容人作品，內容精彩

可期。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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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2023
保護司重要紀事

2/23 
林常務次長主持因應犯罪被害人
權益保障法配套措施跨部會討論會
智趣王數位科技陳怡伶總監拜訪
本司林督導參事洽談反毒宣導合作

製表:陳思言

2/8
部長出席新北榮觀協進會理事長交
接典禮

2/14

部長出席更生美展開展活動

陳副司長主持修復式司法方案矯正

機關與地檢署合作模式研商會議

2/21
部長至宜蘭出席更生保護會更生
事業群簽約儀式
陳政務次長主持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34研修會議
陳副司長出席教育部與紙風車基
金會共同辦理之校園反毒宣誓記
者會

2/16
林常務次長主持毒品防制基金管
理委員會第22次會議
陳副司長出席臺高檢召開之因應
犯保法三讀通過之業務配合及協
力聯繫會議

2/9
陳副司長至新竹探訪社勞機構
天主教世光教養院並探視被害
人家屬及創業更生人

2/20
陳副司長率保護司同仁出席臺高
檢召開之犯罪被害補償金新舊法
適用及審議原則討論會議

2/10
林督導參事主持民眾對毒品施用者
之態度及毒品防制宣導策略委託研
究採購案評選會議 2/13

林常務次長主持毒品防制基金113
年度矯正觀護社區預防毒品防制計畫
審查會議
林常務次長出席行政院審查家庭
暴力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第2次
會議

2/18
林督導參事就民視異言堂觀護專
題報導及規劃召會研商

2/22
林常務次長主持更生保護法研修
小組第4次會議

2/5
部長出席犯保士林分會春節關
懷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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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 

司法保護工作常有感人的、勵志的故事，這些故事是助人者的能量來源，本

報開闢暖心園地專欄，讓大家一起分享助人的榮耀與感動! 

                         congratulation 
衛生福利部為選拔及表揚全國績優社會工作專業人員（以下簡稱社工人員），激勵社工人員服務

精神，肯定其工作 辛勞及服務績效，並提升其專業形象，定有「全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選拔及表

揚要點 」 112年度本部新店戒治所楊燿鴻社工及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林淑芬代理主任，

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分別獲得「資深貢獻獎」及「績優服務獎」殊榮，本刊特邀請二位獲獎人

員分享在司法領域從事社會工作之心得。 

                            再回首－ 

                                                              新店戒治所楊燿鴻社工 

  從事公職，純屬偶然。我的初衷是想鑽研「人是什麼」? 但進入公職後，父母總耳提面命「官

府衙門好修行」。而社會工作正是一門助人的工作，認真執行職務也算是不負父母的期許。 

  隨著民國八十八年戒治所的成立，社會工作員和臨床心理師正式進入矯正機關，但兩者所面臨

的挑戰並不相同。就矯正機關而言，社會工作雖是一項新名詞但內容卻不陌生，社會工作所要處理

的問題，與矯正體系所要解決的問題─經由矯正處遇，使人再社會化，重新融入社會，完全一致。

司法矯正體系內的司法更生保護即是社會工作中的重要一環。但有利有弊，雖然矯正體系對社會工

作的接受度雖然高，卻同時也帶來了實務上的框架，如何在現有的矯正體系框架上發展出專業的社

會工作，成了我們無可避免的任務。 

  面對開展矯正社會工作的挑戰，百家爭鳴。有人為了堅持社會工作的專業性，主張切割過去作

法，重新再造新的矯正社會工作模式。但如此一來容易與矯正體系形成微妙的緊張關係，如同矯正

機關與更生保護會之間既合作又相互干擾，反而不易拓展矯正社會工作的進行。 

  我的想法不同，與其完全重塑新的工作模式，何不先盤點現有的資源，立足在現有基礎上，先

求穩再尋求拓寬視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待更遠。 

  初期階段，先熟悉矯正機關的運作流程，尋找合宜的切入點。最早被賦予的任務是出監所後的

護送安置，矯正機關最頭疼的問題不是接收收容人，而是釋放更生人，特別是有特殊情況無家可歸

的更生人。出矯正機關的更生人常因缺乏適當的安置，很容易再次出事，又回籠矯正機關。於是社

會開始質疑矯正機關的作為，甚至提出矯正無效論，卻不願正視更生人是在社會發生問題，而不是

在矯正機關內出現問題的。矯正機關只能啞吧吃黃蓮，有苦說不出。這對矯正機關相當不公平卻又

無可奈何，由此著力，不但容易取得機關的認可，更能突顯矯正社會工作的價值。 

  出監所後的護送安置，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安置案，因與社政機關

溝通不良，使得出監所的身障更生人變成人球，連繫到深夜仍無人接手，最後又送回醫院的戒護病

房。對此，長官並未指責辦事不力，而是安慰說「辛苦了，再想辦法」。此案，經由保護司章科長

親自出面與醫院洽商醫療費用，並協調板橋更生保護會全力協助，最終得以將身障更生人順利安置

在安養中心。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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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的經驗是，矯正社會工作中的更生安置，仍有漫長的旅途。必須集結更多的公私社會資

源，在機關的信任與支持下，才能繼續向前推進。然缺乏升遷管道，影響了社會工作在矯正體系

中的發展，社會工作人員正式進入矯正體系已有漫長的二十餘年，目前各監所皆有社會工作人員

的編制，甚至戒治所都有社工科的編制，但卻從未有社會工作人員被派任過科長；缺乏升遷管

道，監所難以留住優秀的社會工作人才，也無法經驗傳承，這道鴻溝阻礙了社會工作人員融入矯

正體系，無法為矯正體系發揮更大的作用。如何創造矯正體系與社會工作的雙贏目標，值得深思

與努力。 

  在公職生涯中，最大的收獲是在陪伴這群迷途的更生人的過程中，看到他們的轉變，不再重蹈

覆轍。拉住一個人，幫助的是一個家庭。曾有一次在結案追蹤時，有位母親一直感謝監所將她兒

子導回正途，我誠實的回答她：「該感謝的是他自己的抉擇，以及出監所後慈濟人不間斷的陪

伴」。因為真正的改變是個人自主的決定，而社會工作所能做到只是適當轉介資源以及陪伴。 

回首公職生涯，曾不斷的自問，如果可以重來，是否還會選擇社會工作為志業？答案是未必，因

為我仍想鑽研「人是什麼」？但我不遺憾選擇社會工作為志業，因為至少我學到了「人可以是什

麼」。 

             

                           社會工作是助人又自助的專業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林淑芬代理主任 

   

  民國 85年開始我參與志願服務的工作，首次接觸身心障礙者。於擔任志工間，看見協會社工

員專業提供個案更有效的協助，開始對社會工作產生興趣。民國 91年考上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系

在職專班，就學期間便在高雄市單親家園擔任社工助理及行政工作，協助單親媽媽入住單親家

園，協助其早日生活重建自立，也累積個人社工專業歷練和基礎。 

  民國 95年，我從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系在職專班畢業，隔年進入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高雄分會任職，從事犯罪被害人服務。迄今從事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已邁入第 16年，服務過不

少被害家庭，不論是死亡或重傷的家庭，每一個被害案件都是獨特，每一個家庭的復原歷程及經

驗也是獨一無二，這些家屬的經驗也讓我的生命歷程有不一樣的體會，而在犯保協會的機構蘊育

養成之下，讓我在面臨父親的車

禍事件時，可以從容有條理的圓

滿這個案件，讓我的家人生活可

以恢復常軌，所以這個奬獻給天

上的爸爸。 

  犯保協會成立至今已 24個年

頭，而在今年 1月 7日犯罪被害

人權益保障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讓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能更多元更深入，犯保協會在司法系

統，今日有幸獲得衛福部績優社工，這個奬獻給全省犯保的工作同仁，希望透過這個奬項讓更多

社工伙伴認識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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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 

 

 新北檢於 8日舉辦全區榮譽觀護人成長訓練研習，蔡部長親臨現場，感謝榮譽觀護人對於司法保

護業務的奉獻，期許榮譽觀護人繼續展現助人的價值，永保熱忱為觀護業務的推展注入志願服務者

強而有力的量能。林督導參事嚞慧及陳副司長佳秀亦出席頒發 111年度績優榮譽觀護人獎項。 

本次會議特別邀請觀護心理處遇師黃家慶、追蹤輔導員黃美甄以及何文瀞擔任講師，

分別針對「情緒管理與壓力因應技術〜認識情緒機制與增進溝通技巧」、「家庭暴力

防治與資源」及「非語言訊息」進行授課，榮譽觀護人及實習榮譽觀護人皆踴躍參與

課程，在未來觀護工作上能更全面的提升質能。 

新北 

桃園 

  。  

北檢為區辨個案身心認知狀況，以達到更細緻化、個別化、專業化的觀護處遇，於今年度開辦

心理測驗團體，以基本人格量表進行適應不良或心理疾病的初步篩檢。基本人格量表為美國著名

心理學者 Douglas N. Jackson 及其同僚共同編製完成，其目的在評量人格與精神

病理學上多面向特質，適用於個別及團體施測。本月 22日已完成第一次的施測團

體，共有 27位受保護管束人參與。 

 士檢 5 日辦理馨生人春節關懷餐會，邀請 46

戶、約 130位被害家屬齊聚一堂，蔡部長、林

嚞慧督導參事、陳佳秀副司長及繆卓然檢察長

特地至現場關懷馨生家庭 。林志銜主委加碼提

供紅包，鼓勵馨生子女求學及生活順順利利；

而更令人動容的是，有 7位

行動不方便之重傷馨生人

來到現場感受新春團聚的

氣氛 。 

士檢 15 日結合大龍養護中心辦理「愛心家

園」溫馨專案，特別派出 10多位社會勞動人共

同針對住民平時從事之園藝活動、交流的場所

及用餐環境等進行消毒及清潔工作，希望能為

住民帶來煥然一

新的活動空間以

傳遞社會溫暖。 

桃檢 21日邀集更保桃園分會、桃園市榮觀協進會及台灣日光全人發展協會組成反毒應援團，將

898 反毒應援咖啡車開到桃檢進行快閃應援活動，呼籲戒毒民眾如果有需要，桃檢反毒應援團都願

意送上一杯咖啡並陪伴、支持其能夠持續在戒癮的路上努力，也號召民眾一

起為反毒、戒毒者應援。俞檢察長表示，行政院核定「施用毒品者再犯防止

推進計畫」從貫穿式保護及處遇、復歸社會之轉銜、建立友善接納環境等方

向進行，強化各階段服務之整合與銜接，協助施用毒品者逐步減少再犯、延

緩復發、增加社會復歸支持力量，達到「抑制毒品再犯」之總目標。 

圖片出處:pngtree 



7 

 

苗栗 

南投 

 

新竹 

 

台中 

苗檢陳檢察長松吉 3日出席苗栗榮觀協進會 112年度會員大會暨教育訓練，陳檢察長在致詞時感

謝徐享鑫前理事長過去四年的卓越領導，帶領全體會員與地檢署合作無間，無論

是個案輔導、反毒反賄犯罪預防，乃至於疫情期間的急難救助，都可看見榮觀熱

情穿梭的身影，徐前理事長如今功成身退，交棒給新任的巫理事長。陳檢察長期

勉大家能更上層樓，締造漂亮佳績。 

 竹檢 9日進行個案關懷訪視，陳副司長佳秀、張介欽檢察長、陳進興主委及葉朝枝主委等人，關

懷去年 12月底摯子遭殺害之陳母並致贈陳母年節慰問金，再前往世光教

養院了解社勞專案辦理情形、訪視更保小額貸款更生人小霖餐廳營業狀

況，鼓勵馨生人及更生人新一年度在社會大眾支持下，努力重獲新生，為

未來生活勇敢前行。 

  中檢 21日辦理 112年榮譽觀護人遴聘授證、績優榮觀表揚暨成長訓練，郭永發檢察長出席致意

頒發績優榮觀獎狀，感謝這一年來對觀護業務的支持，因為有榮觀老師的努力與付出，才能讓地

檢署的觀護業務穩定推展。 

  本次教育訓練，邀請鄭珮琪檢察官講授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辦案經驗分

享，許馨仁心理處遇師則講授情緒勒索，讓我們知道什麼是情緒勒索，以

及如何避免勒索或被勒索。 

投檢今年度與草屯療養院合作辦理「TSF唯心時刻」團體治療，自 11日起，共辦理 12堂團體治

療課程，由邱碧慧心理師擔任主要團體帶領者，並由曾參與戒癮治療且成效良好之人做為協同帶領

者，期望透過治療介入及相關經驗分享，提升成員自主接受戒癮治療動機。 

美國耶魯大學心理治療發展中心開發的「藥物濫用與依賴的 12步驟法促進治療」(Twelve Step 

Facilitation Therapy for Drug Abuse and Dependence, TSF)，將每次課程分為三大部分，從一

開始透過團體成員的自我反思，進行討論與分享，由團體帶領者給予引導及勉

勵，提高成員的戒癮動機，減少復發的風險，並降低

成員因毒品問題所引起的情緒及生活困擾，進而提

升生活品質。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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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 

宜蘭 

台東 

屏東 

彰化 

 

雄檢 22日以「飆速快意一時，肇禍悲慘一世」、「車禍肇事責任暨處理知識」為主題，辦理緩

起訴被告及緩刑受保護管束人宣導。為具體引導個案理解課程內容，講師輔以

新聞實際案例定義及釐清何謂飊車及說明相關罰責，課程中所播放飆車肇禍悲

慘案例之影片，令人怵目驚心，期能達警示效果，盼勿存僥倖心態飊車或超速

而釀禍。 

橋頭 

 橋檢 8日由周子淳檢察官以「遠離毒品，珍惜生命」為題，宣導毒品帶來的悲劇循

環，期使學員引以為戒，千萬別讓一時的快樂，變成終身的殘缺。再藉由影片分享

案例，傳遞正確法治觀念，並提醒學員如遇有心戒毒的朋友，都可撥打戒毒成功專

線 0800-770-885。 

  彰檢 14日表揚 111年度績優榮譽觀護人暨協進會交接典禮及並舉行新春團拜，公開表揚 95名

績優榮譽觀護人。檢察長洪家原感謝榮譽觀護人多年來協助辦理各項預防犯罪宣導、受保護管束

人輔導等，期許於新的年度中協進會能夠精益求精、更上一層樓，並

頒發各項獎狀表揚績優榮譽觀護人，也勉勵榮觀未來仍以不變的熱

誠，教化受保護管束人向善，並協助推展司法保護工作，以維護社會

治安穩定。 

嘉義 

  嘉檢辦理毒品成癮者戒癮方案多管齊下！與社團法人正念關懷協會合作，14日開始辦理毒品戒

癮正念藥癮預防復發連續封閉式團體，對象為緩起訴處分被告案件當事人，另亦今年度規劃毒頻

成癮者多元處遇課程，針對成癮、就業、財務、情緒控管、及

心理…等議題開立團體課程，邀請前往報到個案參與課程，以

利強化執行司法程序動力與達到協助及討論個案問題。 

高雄 

屏檢日前由陳盈錦檢察長親自帶領主任觀護人潘連坤等訪查社會勞動機構—屏東縣佳

冬鄉溫馨家園促進會。目前執行中社會勞動人共 4 位，到訪

時正於縣定三級古蹟楊氏宗祠進行植樹及環境維護。檢察長

面對面與社會勞動人懇談，並頒發毛巾等關懷品，肯定社會

勞動人的辛勞以及對於社區的付出，徹底落實社會勞動制度

之美意。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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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 

基隆 

台東 

宜蘭 

  基檢 6 日聘請具有園藝專長的方婕寧老師為

社勞人及向上學苑學員授課，以實作的方式教導

學員們種植苗木、修剪枝葉，

並為基檢中庭花圃進行綠美

化，藉由親自栽種，增加日後

職涯規畫的多向性。 

基檢 6 日召開性侵害案件社區監督輔導會

議，邀集外部專家學者、心理師、轄區家庭暴力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婦幼隊等與會，透過各單位

間的橫向聯繫、密切合作，形成

縝密之社區安全防護網絡。 

宜檢 8日結合『社團法人宜蘭縣脊髓損傷者協會』辦理法治教育，藉由酒駕車禍之脊髓損傷者現身

說法，期使學員們能夠更了解酒駕造成車禍的嚴重性及正確的交通安全知識；又 21日邀請宜蘭縣

政府勞資關係科劉專員講解勞工法令中包括工資、工作時間、工作安

全、性別工作平等法和勞資爭議案例等方面，使在座學員得以對勞工法

令有更進一步的瞭解，避免因錯誤的法令認知釀成權益受損。 

  東檢 21 日表揚績優榮譽觀護人，戴檢察長文亮頒發獎狀及聘書，計有陳楓霖、何淑觀、鄧波敏等

人。戴檢察長並感謝潘秀嬌修女這 28年來對台東、台灣的貢獻，也謝謝所有榮觀老師付出。戴檢察

長說，人生是很奇妙的，任職桃檢期間遇到國中老師在校長退休後擔任榮譽觀護

人，每一個緣分都是一顆種子，隨時萌芽生根，開花結果，廣結善果，回報周邊人

事物，對於榮譽觀護人長期的奉獻表達感謝。 

圖片出處:pngt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