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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三級疫情司法保護緊急紓困
2021 更生保護「疫」起守護不打烊 力挺更生夥伴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全台，三級警戒實施近2個多月，影響民生、經濟發
展甚鉅。臺灣更生保護會各地分會配合法務部推動「因應三級疫情司法保護緊急紓困措施」期待協
助司法保護對象運用彼此供給面與需求面網絡關係，增加因疫情影響之商家銷售收入，也協助弱勢
者生活維持及補貼。希望在此疫情嚴峻衝擊期間，透過疫起守護不打烊之措施，讓更生人暨其家庭
倍感社會愛心及溫暖。
因應疫情，更生保護會史上第一次推出「甦活人生 就業向前行」，鼓勵穩定就業者，發放獎
勵金及全勤獎勵金，每人最高1萬8千元。為落實法務部司法保護防疫紓困應「加快」「加强」「加
碼」之政策，臺灣更生保護會創新結合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再推出「甦活人生 就業向前行」，
適用對象為經由本會各分會轉介輔導就業者。補助其求職期間及甫就業未領薪資前的交通費、伙食
費就業所需的體檢、身分等文件申請及日常生活用品。若在同一雇主工作處所，並領有月薪及辦理
勞工保險者，穩定就業滿3個月、6個月、12個月皆發給就業穩定獎勵金；就業滿12個月且維持全
勤工作者，再加碼發給全勤獎勵金6,000元，每位更生人最高可請領18,000元。

本會輔導成功個案「阿中」
，其所開設的燒臘餐廳，
也因為疫情受到嚴重衝擊，向本會申請物流補貼。

「圓夢創業貸款紓困措施」，預估經費1,000萬元
提供本會輔導創業貸款個案減還金額、暫停催
收、延長還款期限三種暫時性保護措施；已清償案件，
如受疫情影響得向各地分會申請第三次貸款，此外，
於疫情期間鼓勵創業貸款更生人加入物流平台，擴展
銷售管道；更保會提供3個月(110年6至8月)物流平台
服務費50%之補貼，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下
同)10,000元，以減輕其營運成本費用。

「甦活宅配 送愛到家」，經費195萬元
採購更生人產品，致贈清寒更生家
庭，發揮更生人幫助更生人、更生人回
饋社會之精神，協助更生人挺過疫情艱
困期。此外，招募備有交通工具之當地
更生人協助分送防疫關懷物資、拼振興
更生商品等，以論件計酬方式，給予適
當工作報酬，使其疫情期間仍有收入。
110.06.25臺南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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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紓困 4.0 紓困採購 防疫關懷 送愛到家

110.07.14 臺北分會更生產品送愛到家

圓夢創業主，因疫情限制無法正常營運，營收
頓時銳減，還需支付龐大租金；就業中的更生人更
因工時減少、工作暫停，薪資驟減，家庭經濟中斷；
剛出監所的更生同學更因疫情，面臨無工作可做之
窘境，使原本艱辛的復歸社會之路又更加難走。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社會資源、採購
更生商品、宅配關懷到家，並積極運用廣播、網路、
媒體協助行銷，與更生同學、更生家庭『同心抗疫
拼振興』，共渡過難關，創造健康幸福未來。

110.07.13 新北分會「外送一哥」宅配送

110.07.13 新北分會疫起守護記者會

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啟動防疫紓困列車，提供「從寬、快速、加碼」的各項有感紓困扶
助作為，持續前進不停歇，疫起守護不打烊。採購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及馨生人等商家販售產
品，另邀請受疫情衝擊之更生人，藉由宅配送的方案，成為「外送一哥」，協助分送防疫關懷物
資箱予困苦之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及馨生人。

110.07.29 士林地檢署、更生保護會士林分會、榮譽觀護人協會、
犯罪被害保護協會，前往中途之家關懷，並且認購更生人畫作

110.07.13 桃園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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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6.28 新竹分會

110.07.08 桃園分會送愛到中途之家關懷更生人

110.07.24 苗栗分會

全省紓困連線 更生蔬果溫暖送 守護更生、馨生人

110.07.14 雲林分會採購更生農場蔬果，配送全省

110.07.06 臺中分會

響應政府防疫政策，減少到市場採購，安心防疫，
採購更生農場蔬果20萬元，配送全省各地更生家庭。
傳統市場採買容易成為防疫破口，各縣市推動一
次大批買菜不建議多次少量買菜，減少移動與聚集機
會，據此，臺更保大量採購雲林更生農場當令蔬果(有
機黑米、白米、糙米、紅蘿蔔、馬鈴薯、南瓜、洋蔥⋯
等)，造冊低溫配送各地分會中低收入個案家庭，安心
宅在家，全省配送200箱。

110.07.07 南投分會

110.07.09 彰化分會

110.07.06 嘉義分會

110.06.29 高雄分會

110.07.01 橋頭分會

110.07.21 花蓮分會

110.07.20 臺東分會

110.07.12 宜蘭分會

110.07.08 基隆分會

110.07.02 澎湖分會

110.07.07 屏東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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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 配合政府推動社會住宅 實現居住正義
更生保護會會產新措施 關懷更生 照顧弱勢
都市化過程中，常讓所得相對低的人買不起住宅，引起社會矛盾與衝突，也造成個人健康、就
業、教育或治安等問題，本會秉持住宅公益理念及濟弱精神，配合政府社會住宅政策，將部份會產
提供給業者做為社會住宅用途，進而實現居住正義。本會也經由加入社會住宅而減輕經營負擔，諸
如部份修繕費用、公證費及火災險等。此外，相關修繕事項，由專業經營者代為管理，可分擔本會
人力投入成本，補足本會人力之不足。
初期先擇定符合本市社會住宅資格之承租戶做為前段之試辦，並與住戶充分溝通協調，在共創
出租戶、承租戶及政府三贏的前提下，與業者簽訂社會住宅包租契約，評估作業流程順暢後，將全
面擴及本會其餘符合臺北市社會住宅資格之承租戶。更生保護本著仁愛的胸懷，助人的精神，不但
關懷更生朋友們，也照顧弱勢者，住宅是基本人權之一，是人民消費居住、安身立命之處，期待大
家共同來關懷身邊的人，創造祥和美好的社會。

毒品成癮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

重要會議

聚焦社會復歸需求 建立防護網絡

7月12日、8月10日張常務次長主持「研商毒品
成癮者再犯防止推進計畫（草案）會議」邀集臺灣
高等檢察署、臺北地檢署、矯正署、法務部檢察司、
保護司、統計處、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等單位
代表，有鑑於毒品成癮問題嚴重，施用毒品者復發
率很高，因此在「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第二期」之「綜
合規劃策略」下，新增「再犯防止推進計畫」項目，
聚焦在毒品施用者高再犯及社會復歸需求。再犯防
止推進計畫特點是精進現行制度，強化各項措施間
的連結與轉銜，與本會相關措施，如更生保護、矯
正、觀護系統前端銜接與合作；收容人出獄前後跨
轄轉銜機制等措施，讓其順利回歸社區。

110.08.10

第 14 屆董事暨第 7 屆監察人第 3 次聯席會議
視訊連線會議 避免群聚染疫危機

110.07.23

受到疫情影響，本次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採
視訊方式召開，會中邢董事長除感謝各位董事、監
察人在事業忙碌、疫情嚴峻的情況之下仍對更保業
務表示支持與鼓勵，也說明因三級警戒的持續延
長，連帶影響全台產業及個人生計，尤其是更生人
的創業影響更鉅，所以大家群策群力提出相對應具
體的規劃紓困措施，形成司法保護供需圈，關懷更
生家庭，僱用更生人以工代賑，宅配物資協助更生
人挺過疫情艱困期。

勞動部施署長貞仰(常務董事)
推薦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歡迎接洽

周教授愫嫻(常務董事)
線上會議便利，又能解決疫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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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教授群芳(董事)
疫情受限無法面對面輔導，建議增
加工作人員視訊與電話輔導課程

每月簡單
學輔導

動機式晤談法(上)
嘉義/南投分會 王枝燦督導

定義

動機式晤談是一種助人者與服務對象，彼此相互合作的對話方式，
主要是為了強化個案的改變動機以及觸發個案去承諾改變的一種
方法，此一晤談方式可藉由探索及解決個案的矛盾強化內在的改變動機。在實務上很普遍的被
運用於，針對酒癮或物質濫用的個案，來協助他們改變物質成癮行為。

助人模式三要素

四個原則

。。。

1.表達同理心
2.創造不一致

要素1：強調合作關係
改變是需要意願，無法由他人
強迫造成改變，因此助人者與
服務對象是一種合作關係。動
機式晤談中的「合作」是指助
人工作者運用支持的態度，來
和個案一同探索，協助創造動
機意願。

協助個案看到自己目前所處情境與
其想要情境之間的差異，讓其感受
到目前行為與自己理想目標的落差
（或過去與現在處境差異）
，將落差
加以聚焦擴大，個案自然就會形成
改變的動機。

3.與阻抗纏鬥
阻抗是個案改變過程中重要且常見
的現象，助人工作者需要持續協助
個案看到自己的不一致，邀請個案
願意以新的觀點來看待自己的問
題。

要素2：強調個案的自主性
「自主性」是指助人工作者把
改變的責任主要是在個案身
上，並尊重個案的自由意志。

4.支持自我效能

要素3：強調誘發

一個人要能改變，一定要先相信自
己的能力，並且認為自己可以成功
地去完成自我期待。

指助人工作者必須去喚起服務
對象他屬於自己的改變動機。

。。。
助人改變歷程四階段
1.初期關係

2.聚焦

3.誘發

4.發展計

建立
•重點在
於與個案
建立互相
信任和尊
重的工作
關係。

畫與執行
•重點在
於與個案
合作找出
會談方向
。

•重點在
於思考如
何誘發屬
於個案自
己的改變
動機。

•重點在
於協助個
案擬定有
效的改變
計畫並執
行。

下次預告：動機式晤談(下)-會談需避免的易犯錯誤、輔導可用的會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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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門三傑支持更生保護-廖黃淑貞更生輔導員

暖心服務

臺中分會 主任 謝淑娟

自87年至今，每年的全國更生美展，展出各分會輔導更生
藝術家真善美的教化成果，對已經走出黑暗低谷的更生朋友，
是一種肯定，讓更生朋友之藝術才能展現於國人面前，頗受各
界好評。這藝術饗宴的幕後推手，除了司法保護的各方資源之
外，也要感謝更生輔導員(臺中市雕塑協會理事長)黃映蒲老師
鼎力幫忙。映蒲老師除了自身擔任雕塑心靈之美技訓班主任，
也引進妹妹(臺中市當代傑出藝術家)黃雲瞳老師教授雕塑，還
有姐姐廖黃淑貞老師共同來擔任輔導員。一門三傑同心齊力投
入更保工作。
淑貞老師原擔任居仁國中志工媽媽，在輔導室負責輔導迷
惘的國中生，傾聽陪伴這些年少輕狂的學生，專業的輔導加上
諄諄教誨，著實讓這些迷途的孩子靜心求學、找到人生的方向。映蒲老師看著姐姐認真投入輔導成
果斐然，一樣是人性工程的輔導工作，何不一起到更生保護會輔導更生人，就這樣加入了更生保護
的行列，擔任更生輔導員，至今已邁入第17個年頭。黃老師三傑長年來耐心陪伴輔導更生朋友的點
點滴滴，其實是全國更生輔導員愛心投入更保工作的小小縮影。藉著淑貞老師輔導更生朋友的生活
故事，來分享輔導心語。
嗜酒如命流浪漢阿仁，因偷竊入獄，刑期滿後回到家時，妻兒已人去樓空、房子也已退租、兄
弟也斷了往來，從此，和同鄉幾個嗜酒的朋友湊在一起混日子，外表髒臭、頭髮長又亂。淑貞老師
接案後開始引導他重新檢視生命的價值，並告訴阿仁，人生的路有多長誰都無法預知，可是人絕對
有本能可以〝預鋪〞未來。
「只要你肯改變，即可改頭換面迎向新人生」淑貞老師這句話深深地感動
阿仁，阿仁隔天依約在一家理髮店見面。淑貞老師給阿仁參佰元理頭髮、一袋換洗衣物，還特別送
給他一部捷安特腳踏車，做為交通工具以利應徵工作。經由淑貞老師極力奔走，終於幫阿仁找到了
一份油漆工的臨時助理，提供膳宿，暫時解決了吃住問題。三個月工程結束後，淑貞老師介紹阿仁
到友人的果園工作，阿仁生活終於安定下來。
淑貞老師不只陪伴個案創業、就醫、就學、急難救助、心理輔導等，也常常自掏腰包買米、乾
糧，讓個案免於捱餓。淑貞老師的輔導信念「人只要有改過向善的決心和毅力、堅持自己生命是有
價值的人，這種信念必能克服困境，上天也會為你打開另一扇窗，讓你、我的付出看到未來的希望，
更生人也不例外，期盼社會各界能適時的給更生人更新的機會，我們的社會將更祥和。」

「疫」起努力-期待回到群聚的那天
屏東分會 專員 紀文賢
這波疫情來得突然，看著疫情指揮中心的數據跟足跡，出現在曾經路過的
街坊，著實讓人畏懼，深怕自己是那位「幸運得主」
。
在疫情高峰期間，正在服務中的個案開始出現了「停工潮」
，辦公室的電話
連帶響個不停，加上同仁居家分流辦公，有時都無法好好地喝一口水，一整天
就結束了；基於安全考量，只能採用電話訪視取代面對面訪談，覺得與個案之
間少了一絲溫度。疫情遲遲未見趨緩，受到影響的個案逐漸出現了無助及恐慌，
生活及經濟也陷入困頓。所幸有熱心公益的物資平台在第一時間願意與我們「更
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結合，無私地運送物資給弱勢更生人，幫助他們渡過這漫
長的每一天。過程中，透過與個案間的主動關懷、發放物資等舉動，讓我看見
個案重新拾回曾經的笑容，瞬間讓人充滿了正能量，也讓我找回在疫情期間失
去的「工作成就感」
。
疫情過後，工作、生活型態及消費習慣都有巨大的變化，甚至可能會是永久性，在還沒完全解封
情況下，疫情已著實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更加疏遠，更加的緊繃，現在大家都還在適應「疫後生活」，
但更期待完全解封的那一天，大家坐在一起「群聚」
，重新拉回彼此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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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故事

出發

你就在路上─選哥的鵝肉店
澎湖分會

主任

高珍珍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
出監8年半，離鄉背井，為了遠離家鄉的毒友，在沒人認識我的地方重新站起來。覓得散落在
海上的一串珍珠─澎湖群島長期住居，從形單影隻到娶妻成家立業，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家人支持─最大的重生力量
透過申請住進更生保護會安置處所後，慢慢適應生活、與社會脈絡接軌。更保澎湖分會工作人
員介紹農改場工作，讓我的生活有重心，我也時常到同事家菜圃走動，認真的學習有機栽培，一度
還想開拓有機農場呢！此外，在我背後最大的精神支持力量是我的家人。以前我的生活費全靠家人
供給，現在，完全靠自己。兄弟姊妹們相約來澎湖與我共度春節，看到家人帶來出監後第一道寒冬
中的暖流，以及對我的支持與肯定，讓我內心沸騰，並且熱淚盈眶。

接納與挑戰
因為自己過去有跑業務的工作經驗，決定到物流公司上班，但經歷了物流公司就業歧異眼光之
後，只得改做藥膳及滷味小生意，小小店面卻有很多物品都是朋友贊助，更保工作人員除了幫忙宣
傳之外，看我忙不過來，甚至還幫我打掃、洗碗。看到這麼多人真心付出與關懷，讓我向更生之路
前進的腳步更為堅定不移。更意外的還有一批網軍在網路幫忙宣傳！而且在最後一次假釋報到那
天，更保辦公室還為我慶祝歡呼，我的心情是十分悸動的。
面臨藥膳食物在夏季沒生意的困境，我向八十三歲高齡阿嬤，盤了一間古早味老店，經過本地
報社記者報導─阿嬤的古早味新聞，炒熱了懷舊的老客人，一窩蜂的追到我新開的小店。
阿嬤退而不休，把店面盤給我之後，繼續擔任主廚工作，畢竟年紀大了，動作較不靈敏，之前
不小心摔了一跤，還暫停營業，由我來照顧阿嬤，我們不只是伙伴關係，並且還很像母子！阿嬤說，
她原來在建國市場經營早餐生意，因多年前的一場火災，燒掉了阿嬤的魚粥攤，但是燒不掉阿嬤對
魚粥的熱情與堅持。這一碗古早味傳統魚粥，喚起年長者或離鄉遊子存在內心深處難忘的味道，阿
嬤以前經營的鹹粥攤，還被當地人暱稱「阿嬤鹹粥」
，阿嬤從30歲賣到83歲，有53年之久，其中阿
嬤魚粥最受到老主顧歡迎。我何其幸運，盤到一間具有故事性的老店！

再出發現在轉型為選哥鹹水鵝店，平易近人的法務部保護司
長黃司長玉垣專程到店裡為我加油、打氣，為鵝肉店站台
行銷，擔任一日店長，和我一同招呼客人，向媒體記者幫
我大力宣傳，讓我感動不已，司長揪感心，更保也真用心。

蔡部長來了
更保工作人員和更生輔導員幫我在澎湖國際花火節宣
傳鵝肉生意，並做成迷你小包裝，由更生輔導員送至各機
關行號，宣傳好吃的鵝肉。生意漸漸走上軌道之際，更保
工作人員告知，法務部蔡部長清祥和黃司長及其他長官將
蒞臨小店用餐打氣，我的內心熱血滾燙，心情起伏，我何
德何能，竟會讓部長親自到店裡看我，不禁流下男兒淚。
哭著做午餐，流著淚，向部長訴說心裡的話，發自內心真
誠的感恩目前所擁有的一切，並感謝更保及志工一路上無
怨無悔的付出與陪伴。

110.04.23

疫起守護更生人
疫情衝擊著業績，更保會的主任委員帶來一份纾困厚
禮，讓貧困更生人持消費券到店裡消費，原本因疫情而泠
泠清清的店，變得賓客滿座，我的心情也跟著直上雲霄，
怎麼辦，到現在還是飄飄然。利用店休日到更保辦公室親
自謝謝工作人員，把最近面對無止境的疫情忐忑不安的恐
慌，到生意興隆的愉悅心情一吐為快，謝謝您─更生保護
會。

1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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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快遞

法務部邀您一起 停課不停學 犯罪預防不停歇
「炎夏『漫』活

創意說『畫』」

「炎夏『漫』活 創意說『畫』」暑期青少年兒童犯罪預防漫畫與創意短片徵件活動自 110 年
6 月 1 日開跑囉！本次活動總獎金創歷屆新高，總計超過13萬元！更新增網路人氣投票獎項，趕
快找出你的畫筆與攝影機，運用豐富的想像力融入犯罪預防的意象，一起來投稿吧！
活動詳情及報名資訊：
#競賽官網（https://mojyouth.bhuntr.com/tw）
#法務部「Ｍore法狀元」宣導網（http://tpmr.moj.gov.tw）
#臉書搜尋：More法狀元-兒童及青少年犯罪預防宣導網(https://facebook.com/tpmr.tw）。

快來買~
一起 line~

台新 Link Pay

愛心捐款 行動支付

Line Pay

需要您的支持與響應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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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網頁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