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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保護專業化

發行/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編輯/王金聰．蔡孟勳．余景雯

更生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組織調整

檢察體系免兼顧問/榮譽主任委員職 落實財團法人自主化

110年4月1日及15日法務部張常務次長斗輝召開「司法
保護三會組織調整規劃方向」研商會議，邀集臺灣高等檢察
署、高分檢檢察長、臺灣更生保護會總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總會等單位，就有關推動司法保護專業化政策，實際執
行面與相關配套措施等議題進行研商。
110年4月26日法保字第11005505300號函文：為落
實司法保護專業化政策，自本（110）年5月1日起不再聘任
110.04.15
各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為榮譽主任委員、福建更生保護會不再
聘任連江地方檢察署檢察長為連江辦事處主任。並修正相關行政作業流程與財務核銷規定，調整由
「主任委員」為最後決策者，以尊重財團法人自治原則，並加入（主任）觀護人、書記官長等之專
業參與。至於各地檢署檢察長基於推動柔性司法之政策，則將以檢察長身分從旁提供必要之協助。
另更生保護會總會亦不再聘任臺灣高等檢察署各檢察分署檢察長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主任）檢
察官擔任「顧問」；惟本會日常業務需要，得由臺灣高等檢察署書記官長繼續兼任顧問，承董事長
之命，持續協助業務推動。有關「執行長」一職，亦應以專業人士擔任，遲自110年7月1日起，改
聘專業人士接任執行長，俾利落實財團法人專業自主之精神。

COVID-19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三級警戒延長
啟動更生保護紓困 4.0 攜手抗疫 甦活重生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許多產業無法正常營運，營收頓時銳減又面臨需支
付龐大租金。對於經濟、社會地位處於弱勢的個人及家庭而言，無疑是嚴重的衝擊。臺灣更生保護
會對於更生人及家屬關懷不中斷，為協助本會服務對象度過疫情，規劃實施「紓困4.0 攜手抗疫 甦
活重生」，協助弱勢更生人及其家庭一起渡過這個艱難的疫情。

創業
紓困
採購
更生
商品

110.06.08 整理物資把關懷寄到案家/基隆分會

物流
補助

更生
保護

連結
資源

數位
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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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節 關懷不斷 更生商品挺醫護 挺弱勢
粽葉飄香，端午將至，全臺各地分會電話關懷不間斷，連結企業資源、愛心團體、更生商品組
成愛心防疫物資包，共同協助清寒更生家庭；另外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林主任委員炳耀率先捐
款，指示分會購買更生產品-25hrs咖啡、艾格諾先生蛋捲送至台大醫院給—線醫護人員，藉此表達
更生人對社會，對醫護人員關愛。大家攜手—起防疫，將溫暖傳遞出去，共渡過目前困境，共創幸
福未來。

電話關懷不間斷

110.06.04 發放全聯禮券
協助案家/高雄分會

110.06.08 臺北分會主任委員購
買更生人產品感謝醫護人員

110.06.08 臺北分會送物資
到案家

更生保護會台北分會 「愛與重生 藝銅做公益」捐贈活動
銅雕藝術班經費 關懷弱勢 修復式司法「0402 臺鐵太魯閣號事故」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法務部矯正署臺灣臺
北監獄於110年5月7日假臺灣臺北監獄崇善堂舉辦『愛與重生•藝銅做公益』銅雕藝術公益行銷捐
贈活動，臺灣更生保護會邢董事長泰釗（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矯正署許副署長金標、保護司
黃司長玉垣、臺北地方檢察署林檢察長邦樑、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林主任委員炳耀、東森集團王總
裁令麟等蒞臨關懷重傷馨生人，並鼓勵收容人繼續發揮創作才能，回饋社會。
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引進國寶級銅雕藝術家-吳宗霖大師，將深具中華文化傳統之美的銅鑼藝術
在監所推廣傳承，讓受刑人、更生人藝術創作品走進101金融企業大樓、臺北車站、臺中大墩美術
館展覽。去年(109)更是「首創」與東森購物頻道合作，辦理「銅聲若響‧愛與重生」公益勸募活
動，募得新台幣130萬4仟元整，為將該募款所得發揮最大效益，除部份款項回歸「銅雕藝術班」
技能經費，讓傳統藝術得以繼續傳承外，更拋磚引玉捐贈因「0402 臺鐵太魯閣號事故」致重傷者，
後續所衍生醫療、復健丶經濟支持；遭受流彈所傷，造成終生癱瘓的馨生人董○村；外籍配偶在台
發生被殺害死亡案件李○香遺孤，以表徵修復式司法和解。
另亦捐贈臺北市友愛關懷協會(收容女性毒品更生人戒治安置)、基督教得勝關懷之家(收容男
性毒品更生人戒治安置)、財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收容安置無處棲身更生人)，協助安置收
容更生人的安置處所，建置共同輔導關懷復歸社會更生人的資源網絡；並捐贈中華民國運動神經元
疾病病友協會<漸凍人協會>，促進社福團體的互相支援，讓這個社會更溫馨祥和。
在母親節前夕，更邀請銅雕藝術班同學的家人、母親一同參與捐贈活動，感受銅雕創作背後蛻
變向上的心境，及對母親無盡的懺悔。在監收容同學感謝社會、家庭的接納與支持，讓自己可以有
學習付出，與大家「藝銅做公益」，回饋社會的機會。

110.05.07 台北監獄崇善堂/臺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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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07 銅雕班同學回饋母恩/臺北分會

更生保護會 連結八方資源 與各界交流
紅心字會 點線麵餐飲 信林企業及仰德集團 支持更生
臺灣更生保護會推動會務不遺餘力，積極連結八方資
源、汲取經驗，並研究可行方案及措施，推動更生保護業
務。邢董事長泰釗於110年4月19日拜訪中華民國紅心字
會，雙方進行業務交流，並就業務合作方向進行初步討論。
另於110年5月5日由王執行長金聰率總會、新北分
會、桃園分會同仁前往拜訪點線麵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白
董事長豪爽的與眾人分享經營理念、品牌堅持以及科技化
的管理，並且支持更生保護理念，只要更生人願意遠離過
去，都可以在這裡重新發展新的人生；白董事長也分享好
幾位收容人離開監所後，就到這裡認真的工作，也做出一
番不錯的成績；同時也歡迎本會推薦合適服務對象到這裡
工作，大家一起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110年5月7日、5月13日
信林企業及仰德集團新竹物
流公司團隊到會拜訪，表達
支持更生保護理念，願釋出
職缺聘用更生夥伴，協助其
穩定就業，也請各分會多多
110.05.07 信林企業.仰德集團來訪
推薦。

會議
剪影

110.04.12 法務部進行業務評鑑會議

110.04.14、04.23、05.07
辦理愛與重生‧藝銅做公益籌備會議

110.05.11 資產活化小組會議

110.04.12 法務部進行業務評鑑會議
更生保護會總
會、台北分
會、東森集團
攜手合作規劃
辦理「愛與重
生‧藝銅做公
益」
，籌備會議
中討論活動執
行細節。

110.04.19 拜訪紅心字會

110.05.05 拜訪點線麵餐飲

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率朝
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謝副教
授儒賢、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
系林助理教授予安、法務部人
事處馬專門委員文林、保護司
房視察麗雲、侯科長淯荏、林
秘書宛怡到會進行業務評鑑，
感謝法務部長官及學者們給予
業務績效肯定及精進建議。

110.05.04 台新集團意見交流分享

由黃常務董事秀莊(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主持，召集專業領域吳常
務董事東亮、張常務董事翔閎、
曾董事瀚霖、陳董事天保、郭監
察人清寶等，組成資產活化小
組，與玖原建設公司討論本會臺
北市萬華區福星段地上建物都
市更新規畫等細節。

台新銀行董事
會秘書處賴琬
妮經理、個金
資產管理處債
權管理一部林
孝鴻資深經理
及何文琪經理
到會分享債務
稽催及內控機
制意見交流。

110.05.11 資產活化小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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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
專案

個案管理師訓練課程/專任人員在職訓練

臺灣更生保護會於4月20-22日假台北地檢署第三辦公室的團體諮商室、高檢博一大樓會議
室，辦理毒品個案管理師暨專任人員在職訓練，會中法務部蔡部長特別撥冗偕同臺灣更生保護會邢
董事長、保護司黃司長、林副司長、臺北地檢署周檢察長前往勉勵，期許這群更生保護生力軍，能
懷抱熱情，發揮專業，幫助毒品更生人重返正途，安居樂業。
本次會議邀請法務部保護司侯科長淯荏、更生保護會士林分會外聘督導李社工思儀、行動社工
師張社工師芳熒、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外聘督導何社工師立博、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外聘督導蕭社
工師同仁，進行「當前毒品防制與更生保護政策之介紹」、「個案管理概論」、「家訪及家庭輔導」、
「輔導技巧(初、進階)」、「毒癮者心理、社會需求及處遇模式簡介」等議題，充實工作人員知能。

110.04.20 課程分組討論

110.04.20 法務部部長與全省毒品個案管理師合影

110.04.22 課程認真聽講

Q：能否成立更保資源庫(包含食物、住
宿、協力廠商）
，各分會都可用的資源地
圖(App）
。

A：1.協力廠商於個案系統即可查詢。
2.食物、住宿資源為各分會資源運用，由各分會自行建置。
3.資源地圖請提案人作詳細敍述。

Q：可否建造暫時性(過渡期）宿舍，供
剛出獄無家可歸的更生人居住。

A：本會已有設立合作經營安置處所，可轉介至一般安置
處所，進行復歸社會之準備。

Q：個案管理員識別證品質問題。

A：本次製作臨時識別證係僅供 110 年使用，111 年將重
新製作正式版識別證。

Q：蕭同仁督導上課中建議，二或三個分
會聯合外督會議，建請總會考慮辦理，
因部份外督對毒品業務確實不了解，難
協助毒品個管之困境或業務之推動。

A：本會於 110 年第 1 次外聘督導聯繫會議決議：各分

會可視業務需要，遴聘專家學者蒞臨指導，進行個案
研討會議或專題研討。上揭紀錄業於 110 年 3 月 16
日更人字第 11000502110 號函送各分會。

Q：人力不足，
權責劃分不清。

A：
1.毒品管案理師於今年開始進用，除澎湖 1 名外，各分會 2 名，各分會人力已逐
步增加，若績效良好，可再增聘專責人員。
2.個案管理員主責毒品案件，並支援其他保護業務，已有明確分工，本會業務雖
然繁重，但無權責不清之事。

Q：教育訓練辦
理時程、天數、
地點等問題。

A：
1.本會主辦之在職訓練，需考量人力、物力、經費、交通及便利性…等因素，仍將
規劃以北區、平常日辦理為宜，天數長短則依課程需要規劃，將以一日課程為
優先選擇。
2.本會鼓勵同仁進修，除本會自辦訓練外，亦可就近參與外部機構舉辦之研習或
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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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自110年開始，全省增聘42位個案管理師為毒品更生人量身打造「毒品更生人
社區處遇模式計畫」，運用自身專業及個案管理陪伴更生人，從監所內回到社區、從封閉走向自由。
本計畫除了進入矯正機關進行業務宣導外，並篩選參加「科學實證班」且有意願接受本會輔導之個
案，從團體輔導、個別輔導中了解個案需求，待更生人回到社區後，本會即進行開案及處遇目標評
估，針對更生人需求給予適性之服務、並且另有心理諮商費用補助、租屋補助等，以期協助個案順
利復歸社會；另外，各監所每季將定期召開轉銜復歸會議，由本會個案管理師、專任人員、矯正機
關等單位就個案處遇模式提出專業意見，以期協助個案順利復歸社會。

入監宣導及團輔

110.04.26/苗栗分會

110.04.13 臺北.士林分會

110.03.09 臺中分會

入監個別輔導

110.04.15 橋頭分會

110.04.23 新北分會

轉銜聯繫會議

110.03.30 基隆分會

110.04.08 高雄分會

110.03.31 花蓮分會

社區處遇模式

110.02.23 前往案家關懷
-未開案/臺東分會

110.03.03 陪同就業
高雄分會

110.04.09 心理諮商會談
宜蘭分會

110.04.27 開案會談
嘉義分會

110.04.29 關懷訪談/屏東分會

110.05.19 無縫接軌，自監所陪伴至基隆向上學苑安置，並協助其他需求
基隆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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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
活動

母親節關懷活動 知恩 感恩 惜福

110.05.01 五月馨香送溫情/臺中分會

110.04.17 臺南輔導所/臺南分會

110.05.01 傑農有機果園/雲林分會

110.05.01 冬山鄉老街/宜蘭分會

110.05.04 入監關懷
基隆分會

110.05.03 致贈物資
新北分會

110.05.06 地檢關懷
高雄分會

110.05.07 關懷弱勢案家
南投分會

110.05.10

110.05.04 關懷創貸
苗栗分會

110.05.07 製作卡片感謝母親
嘉義分會

110.05.11 橋頭愛輔村
橋頭分會

110.05.06 致贈物資
新竹分會

110.05.09 腳底按摩謝母恩
澎湖分會

110.05.11 關懷弱勢案家
彰化分會

愛要及時說 陪伴及時做
更保傳愛 連結資源 幸福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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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會總會/桃園分會 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
貝齒護苗專案 物資補助 潔牙觀念 從「齒」開始
臺灣更生保護會結合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共同推動「貝齒護苗」專案計畫，協助桃園女
子監獄內攜子入監的女受刑人可以完善照顧嬰幼兒的口腔健康，提供照顧者正確的嬰幼兒潔牙觀
念、口腔保健等議題，同時也提供貧寒女受刑人嬰幼兒物資補助，以協助其妥適照顧嬰幼兒並減緩
其經濟壓力。
因疫情緣故，本會與桃園分會全程配合衛生福利部及矯正機關相關防疫措施，同時感謝瑞康牙
醫診所及桃園女子監獄協助辦理；第一場衛教活動於110年5月26日順利辦理完畢，活動中透過牙
醫師以童書導讀方式生動呈現潔牙的重要，並且輔以互動教學進行，最後全面檢查收容人之幼兒牙
齒情況，希望潔牙照護從小開始。

110.05.26 本會捐贈物資協助收容人及
其幼兒

110.05.26 瑞康牙醫團隊進行童
書導讀

110.05.26 瑞康牙醫團隊進行幼
兒牙齒檢查

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結合基隆市慶安宮
馨希望-育苗助學金 關懷收容人子女

110.04.17

為協助收容人之子女順利就學，更生保護會
基隆分會結合基隆市慶安宮辦理「馨希望-育苗獎
助學金」，並於今(17)日上午於慶安宮進行頒贈
典禮。
基隆分會林主任委員正峰致詞時感謝慶安宮
長年熱心公益，為鼓勵莘莘學子們奮發向上，設
立「清寒學生獎助學金」暨「馨希望-育苗助學
金」，且馨希望-育苗助學金自96年開辦迄今，已
協助本分會佳惠865名學子、頒贈金額達新臺幣
389萬餘元，基隆分會除感謝慶安宮的付出外，
也期許獲奬同學努力用功讀書、學有所成再回饋
社會。

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 南投縣愛心醫療聯盟
十年愛心不間斷 司法保護永續造福弱勢族群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為協助更生人、犯罪被
害人與其他弱勢家庭暨其家庭成員的就醫問題，
自100年開始即結合南投縣政府、南投縣醫師公
會、南投縣中醫師公會及南投縣牙醫師公會共同
簽署備忘錄，成立「南投縣愛心醫療聯盟」，發
放愛心醫療卡給弱勢家庭，以透過減免掛號費方
式，並對無健保身分者依個別境遇斟酌優惠醫療
費用。10年來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共發放558張
愛心醫療卡，協助898個貧困更生人及其家人。

110.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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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愛電視劇場 「阿良的歸白人生」撥映記者會
遠離毒害 青春留白 拒毒、反毒 愛行無阻
大愛劇場推出新劇《阿良的歸白人生》，改編反毒志工
「高肇良」的真人實事。他國中吸毒，七進七出監獄，還好
家人沒有放棄他，35歲那年，終於走向正軌，進而成為反毒
志工。高肇良希望透過新劇，提高青少年對毒品的警戒，也
鼓勵其他獄友，看到重生的希望，永不放棄。

110.04.21

大愛電視

更生保護會台東分會 阿貴的餐飲人生
鄭阿貴麻油雞/雞肉飯 親情相伴
鄭阿貴先生因重刑入監執行多年，出監後年齡已大，妻小也已無聯繫，所幸手足們出監後一路給
予支持。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工作人員陪著阿貴參加職業訓練、求職，但是阿貴的年紀讓他不停遇到
求職現實的窄門。阿貴對於自己的料理手藝一直很有信心，從事餐飲業也是阿貴的夢想，在取得弟弟
的支援後，購置一台小發財，阿貴開始了餐飲業的生涯，先從夜市攤販開始，做起了麻油雞的生意，
這是阿貴的第一步。無奈，販賣品項單一，一到夏天，品嘗麻油雞的人流即嚴重銳減，且憑藉阿貴一
個人奔波臺東各鄉鎮的夜市，體力也難負荷，麻油雞的攤販只能暫停營業。
阿貴更換跑道，擔任起醫院清潔人員以及飯店房務人員，都因手腳太慢等原因被解聘，但阿貴仍
不氣餒，對自己的理想也從不懷疑，空閒時，他就四處查訪適合的店面。
終於，今年四月，阿貴承租一間三角窗店面，繼續自己的餐飲人生，
店名就是鄭阿貴雞肉飯，品項以雞肉飯、麻油雞搭配古早味的豬雜湯，生
意竟出乎意料地良好。每次分會人員前往店內光顧時，都會看到阿貴的弟
弟妹妹在店內幫忙，雖然大夥因為生疏沒有經驗而手忙腳亂，分會人員心
中都是滿滿的感動，看見家人的親情及力量。
阿貴說，感謝臺東分會人員一路的陪伴，一路陪伴他找工作、衛生局
登記、攤販協會洽商攤位，困苦的時候給予物資協助等等，將近兩年的時
間從來沒有放棄他，才能讓他持續往前。但是，我們想告訴阿貴：「謝謝
阿貴的不放棄，才能成就夢想，阿貴加油，後續的路途我們再一起努力吧。」

台新 Link Pay

愛心捐款 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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