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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曆年節前，弱勢更生人紛紛收到來自新光鋼鐵公

司粟董事長的關懷慰問金，這股正能量讓更生人在年節中

倍感溫馨，體會人間處處有溫暖，感謝法務部蔡部長清祥

促成本次善舉及粟董事長明德長期從事社會關懷，從身體

力行中，創造許多影響力，並發揮人飢己飢的精神，溫暖

社會每一個角落，本會張董事長斗輝於本(112)年 1月 18

日法務部記者會中，親自頒發感謝狀感謝粟董事長的善

心，這次總計 410名更生人受惠，也期待透過本次捐贈，

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創造美好溫馨的社會。 

  
 

本會張董事長斗輝於本(112)年 1月 5日參加「榮譽觀

護人協進會聯合會第 22、23屆理事長交接典禮」，新北

榮觀協進會張常務理事來煌，當選聯合會第 23屆理事

長，前後兩任洪明鑫及張來煌理事長熱心公益，不但推展

觀護業務不遺餘力，對更生保護業務更是積極參與，張董

事長表示，榮譽觀護人輔導的受保護管束人，屬於更生保

護會的服務範疇，有些榮譽觀護人甚至擔任本會的更生輔

導員，榮譽觀護人與更生保護服務目標一致，關係密切，

攜手合作，將對更生人提供更周延的保護。 

▎董事長重視跨域合作 提供更生人周延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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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 111年服務更生人的人數共計 15,139人，更生人在出監後的前半年最需要更生保護，對

於剛出獄的假釋出獄人，首重陪伴關懷，尤其在居住、就業，心理輔導、家庭支持等，如何讓他

們能夠得到完善的服務，有賴觀護及更生保護會密切聯繫。今年依據行政院核定之「施用毒品者

再犯防止推進計畫」，推出「毒品更生人社區處遇模式」，以居住及就業為核心議題，希望大家

一起協助毒品更生人，讓他們工作穩

定，生活正常，進而達到減少再犯的

目標。更生保護及榮譽觀護人為司法

保護挹注不少資源，輔導對象皆為曾

經進入司法體系之更生人，對社會安

定具有正面意義，影響司法保護至深

且鉅，在柔性司法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關懷更生人，希望本會結合資源，讓有能力與經驗的人經營，以減少更生

人創業時因缺乏經驗、單打獨鬥而失敗的風險，期待建立「更生事業群」，成為更生人的保護

傘，本會經過評估「更生事業群」有助

於更生人穩定生活，減少再犯，成立

初期先從點至線，到最後全面施行，

首站於本（112）年 2月 4日至宜聯鋼

鐵股份有限公司討論具體合作方式，

讓更生事業群展露曙光，為更生人打

造一個友善環境，感謝宜蘭地檢署李

檢察長嘉明及宜聯鋼鐵王董事長信豐

長期支持關懷更生人，不但提供人力

物力，也挹注相當多的資源，為社會

安定貢獻良多。 

 

 

112年 2月 2日東森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許副總經理生忠、ETtoday董副總

編輯介白和東森文化基金會關副執行長

杰玲風塵僕僕參訪本會，感謝東森熱心

公益，長久支持更生業務不餘遺力，本

日除參觀總會及瞭解業務外，未來將推

出「每周報報」專案，協助報導績優更

生商家，增加更生商品的能見度，讓社

會大眾看見更生人背後不為人知的奮鬥

故事，給更生人一個機會，用實際的行

動支持他們，協助他們穩定生活，一起

共創有溫度的社會。 

112.01.05 

112.02.04 

▎更生事業群助更生人穩定生活 

▎東森助更生不落人後 

1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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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農曆過年是臺灣最重要的節慶，也是家人團聚，熱鬧溫馨的日子，相形之下，某

些貧困或獨自過年的更生人，更容易感到孤單與悲傷，本會藉著春節關懷活動及春節不打烊關懷

專線，讓更生人感受年節溫馨的氣氛，也讓這項善舉，造福

更多需要協助的更生人，尤其在除夕前一天，親自至更生人

家中關懷慰問，讓他們感受人間處處有溫暖，也肯定他們能

揚棄過去的惡習，重新出發，創造自己美好的未來。本會於

春節期間不打烊，仍堅守崗位，為更生人後盾，透過

「0800-788595」服務專線尋求協助，本會即啟動服務網

絡，避免更生人因一時困頓而觸犯法律。 

112年度農曆年節長達 10天，更生保護會服務專線

「0800-788595」24小時不打烊，協助更生人解決困境，

期間接獲 19位諮詢電話。年假第一天即接到林姓更生人求助

電話，林姓更生人出監後由友人協助飲食及住所問題，期間

腳因蜂窩性組織炎看診治療中，惟案友因過年期間返回澎湖

與家人共度年節，故林姓更生人於春節期間經濟匱乏，本會擔心更生人於年節期間斷炊，臺南分

會莊代理主任協助提供 3,000元急難救助金，助其度過生活難關。 

江姓更生人甫出獄，因父母出國又無親友可以投靠，僅能露宿公

園，撥打專線尋求協助，值班人員聽其說話聲音微弱，有感冒症狀，經

新北分會陳主任聯繫，獲知隔日才能前往安置處所，評估寒流來襲，先

協助更生人入住附近旅館避寒，並提供急難救助金 2,000元，供住宿

費、購買熱食及前往安置地點交通費，避免更生人於流落街頭。另外，

黃姓更生人於年節期間自臺中監獄返回屏東欲與案母團聚，惟案母早已搬

離原址，更生人身無分文，在屏東舉目無親，故撥打服務專線請求協助，經

由本會屏東分會紀專員協助提供旅費，協助黃姓更生人返家，在寒冬中給予更生人溫暖。 
 

 

臺灣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為了協助弱勢更生朋友度過寒冬春節，

今年春節透過花蓮縣警察局新城分局崇德派出所林所長金章共同關懷

更生弱勢家庭，林所長執行聯合查察勤務，推動社區警政再出發工

作，發現住於鐵皮屋的潘姓男子，經了解其因為更生人求職之路四處

碰壁，生活經濟陷入困頓，導致無法支出水、電費，遭臺電及自來水

公司斷水、電，平日生活用柴火燒水與點蠟燭度日，生活急需救助。 

花蓮分會得知相關訊息特別在農曆春節前夕便會同林所長，以贈

送關懷物資包之方式，讓更生人得以在春節前夕獲得生活物資，在寒

冬裡也能感到溫暖與關懷，度過溫馨的春節。贈送對象潘先生，先前因酒駕公共危險罪經法院判

處罪刑確定執行完畢，然因個案住所偏遠且沒有交通工具，目前白天用腳踏車前往就近觀光地-崇

德瑩農場施作臨時工，來換取基本三餐飲食，平時沐浴需透過下雨時截取的天然雨水，本次關懷

除了提供分會物資慰問以外，也確實了解個案需求為恢復住居所水電，將透過林所長向自來水公

司以及臺電公司了解相關恢復水電經費，由分會轉介相關單位，提供經濟補助之資源，協助更生

朋友度過難關。 

112.01.06 

年節關懷活動 福兔迎春-春節前夕 

112.01.19 

▎春節不打烊「0800-788595」服務專線 

112.01.27 

112.01.19 

▎春節前夕關懷慰問弱勢更生人/花蓮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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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為關懷晨曦會美濃愛輔

村戒毒(酒)癮學員，紓發思鄉、思親情懷，感受社會

的包容與接納，特別於春節前夕 1月 13日，由兼任李

督導德農(橋頭地檢署書記官長)帶領更保團隊一行人

前往致贈春節慰問品，表達關懷慰問之意。 

由於愛輔村戒毒學員春節期間依規定都留村未返

鄉，李督導除致贈慰問品之外，亦關懷每位學員之生

活起居、學習輔導情況等，也希望學員們能夠打電話

給家人報平安，並分享過年的氣氛。活動中亦安排簡

春富老師魔術表演，簡老師也是戒毒過來人，將信仰

話語運用在魔術中

變化莫測，從

「無」變「有」，從「有」變「無」，讓人嘖嘖稱奇；並由楊

登浩學員現身說法戒毒心路歷程等等節目，讓戒毒學員們提前

度過一個溫馨及愉快的春節。 

除此之外，橋頭分會另安排關懷鄰近旗山地區剛申請圓夢

創業貸款核准通過張○誥更生人。張員家境生活貧困，分會除

了瞭解農務種植情形，亦表達關懷並致贈春節慰問品，張員對

於橋頭地檢署及更保橋頭分會的關懷慰問表示感謝。  

 

      

 

臺灣更生保護會雲林分會於農曆春節前夕，結

合雲林地檢署、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西螺鎮

愛心慈善會辦理「瑞兔迎祥送新意花團錦簇迎新

春」社區關懷活動。 

雲林分會涂主任委員金助邀請雲林地檢署張檢

察長春暉當場書寫「心地靜開仁壽鏡福田遍種吉祥

花」春聯，致贈西螺愛心慈善會，感謝西螺愛心慈

善會數年來支持更生保護，也期許更生人、受保護

管束人能和社區民眾「歡喜自在結善緣」，社會更

祥和、平安。 

活動中另邀請書法家書寫春聯贈

送與會人員；邀請陳思瑜花藝老師教

導注連繩花藝 DIY。社區民眾和更生

人、社會勞動人及受保護管束人互動

熱絡，彼此協助製作花藝；社區志工

媽媽也趁活動過程中，提醒更生人，

一時踏錯不要喪志，勇敢面對自己，

重新開始。與會人員共同以注連繩花

藝期許新的一年趨吉避凶，用新心情迎接農曆春節到來。  

▎春節關懷安置戒癮學員、創業貸款個案/橋頭分會 

▎春節關懷活動 揮毫結繩種福田/雲林分會 

112.01.13 

112.01.13 

112.01.10 

1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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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結合澎湖地方檢察署、澎湖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於春節前夕，辦理

致贈貧困更生人圍爐年菜餐券及慰問金活動。澎湖地檢署黃檢察長智勇為表示關懷貧困更生人之

意，於 1月 17日起至過年前，偕同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呂主任委員榮進、歐委員安民及澎湖地檢

署吳觀護人嘉翔、榮譽觀護人魯理事長惠良等一行人關心慰問貧困更生人，除了與更生人一一寒

暄話家常之外，澎湖更生保護會致贈 4,500元圍爐餐券、2,000元春節慰問金及該會歐委員安民

準備的澎湖特產一大袋，地檢署魏書記官長慧美致贈毛巾等日用品一批、澎湖榮觀協進會魯理事

長惠良自掏腰包送 1,500元慰問金及禮品一盒、選哥鵝肉店鵝趐一包及二位匿名善心人士另加碼

致贈 7,000元慰問金，預祝更生人新春愉快，心想事成。更生人及其家屬對於本次關懷活動，都

表示由衷感謝。 

澎湖更生保護會呂主任委員榮進，平時對於更生人輔導就業、就學生活補助、協助就醫、創

業貸款、急難救助等業務，極為重視，平時即指派工作人員關懷訪視更生人，瞭解更生人生活現

況，協助更生人解決生活上所面臨的困難，以達到預防再犯，維護社會安寧之目的。 

澎湖分會為落實保護工作，呼籲社會人士、慈善機構及人民團體，共同就更生人急難救助、

就醫、就業等福利服務工作，提供人力、物力、財力協助。希望透過媒體無遠弗屆的力量，請社

會大眾接納更生人，提供更生人就業機會，使其能早日成為社會生產力的一員。 

 
 

 

農曆春節將至，為落實法務部「貫穿式司法保護」及「援助家庭」的政策理念，福建更生保

護會鄭董事長銘謙 (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檢察長)特別於春節前夕率領董事、更生輔導員

一同訪視關懷社區貧困更生人，並致贈春節貧困慰助金、更生人創業麵線、監所貢糖技訓產品。

監所收容人部分，除提供電話卡供電話懇親外，並本於社會關懷扶助弱勢之精神，專程採購金門

地區庇護工場妙妙屋產製之

麵包餐盒作為受刑人的春

節禮品，期盼透過司法保

護的溫馨關懷，揮發扶弱

助弱、讓愛傳遞、溫暖加

乘之正向效益。此外，福

建更生保護會亦已規劃於

開學前資助貧困更生人家

庭學童學雜費、參考書

等，全部以最實際且最直

接的方式，幫助更生人過

個幸福農曆年。  

▎贈春節圍爐年菜及慰問金祝福更生人平安過好年/澎湖分會 

▎福更保福兔迎春送暖 讓愛更溫暖/福建更生保護會 

112.01.17 

11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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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假期近在咫尺，新北地方檢察署攜手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啟動一系列年節關懷活

動，要讓更生人家庭在寒流來襲之下有個溫暖的新年，其中新北分會向蔬果商連姓更生人購買一

批蔬果，並結合新北地檢觀護人於 112年 1月 16日在觀護人室贈送更生人 1人 2包蔬果袋，一方

面與更生人合作購買其商品以支持、鼓勵努力創業打拼的更生人，另一方面在年節前將蔬果物資

贈予家庭經濟較為困難或弱勢之更生人家庭，使更生人家庭在農曆過年前夕感受到社會的關懷與

良善，而能歡喜度過佳節，新北分會陳主任美霞與新北地檢署黃主任觀護人志忠也特別至發送現

場親手打包蔬果袋並致贈更生人，勉勵更生人，一步一腳印地邁向嶄新的人生。 

監督受保護管束人是觀護人進行

預防再犯任務中重要的環節之一，同

時，輔導受保護管束人順利復歸社

會、遠離犯罪並開創新的人生意義更

是犯罪防治及降低再犯此終極目標不

可或缺的，本次活動，新北分會與新

北地檢觀護人為有需求的更生人連結

社會資源，希望透過傳遞正向能量以

帶動善的循環，引導更生人學習付出

愛，也期待這份蔬果袋所蘊含溫情與

祝福，成為更生人在更生、復歸社會的路上重要甚至關鍵的力量。 
 

 

 

嘉義地檢署與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於 112年 1月 16日春節前夕，於晨光智能發展中心舉

辦春節活動，特邀請曾慶雲講師現身分享，使更生人了解身心障礙者家庭及身障者如何面對生命

中的各種困難與關卡，現場也讓更生人與身障者進行手沖咖啡的體驗活動。同時，透過生命教育

課程，提升更生人生命韌性。更生人也給予回饋：「我們的身體沒有任何問題是很幸福的，比起

我們不幸的人都沒有抱怨，我們更不能抱怨」、「從活動中了解，遇到困難應該如何走下去、不

放棄」。 

本次活動也致贈嘉義縣、市貧病更生人慰問金及慰問品，共計提供 28位更生人慰問金各

2,000元，慰問品則是向更生朋友採購「粿」、「蜜梅番茄」，粿是臺灣於過年期間必備之年菜

之一，我們也期許能藉由「粿」的寓意送給所有的更生朋友能有好彩頭，迎接未來的希望。 

輔導更生朋友的過程中，發現每位更生人都會遇到困難，只是在面臨困難時是否有勇氣面對

及戰勝困難，藉由這次的活動，讓更多更生朋友看到身障朋友在困境中，仍積極努力過好未來的

每一天，我們期許在新的年度中，每位更生朋友可以找回自我生命中的力量，一起為未來改變。 
  

▎新北地檢署攜手更生保護會 春節送暖助弱勢/新北分會 

▎好運兔 You更生人春節社區關懷活動/嘉義分會 

112.01.16 

112.01.16 112.01.16 

11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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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前夕，仍不乏有更生人及家屬為了生計煩惱，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辦理春節紓困關懷活

動，除發放清寒更生人家庭每戶 2,000元外，更加碼購買更生

人所生產之農產品及商品，發送弱勢更生人家庭，一方面能增

加更生商家銷售收入，另一方面，也能讓更生家庭獲得生活物

資及實質關懷。 

臺東分會輔導之更生人阿志，自願配送關懷物資、回饋社

會，一星期的時間，從南到北跑遍臺東縣大街小巷，阿志感嘆

許多案家地處各鄉鎮偏遠地區，實為難尋，難以想像平日分會

人員定期訪視、提供資源之辛勞。 

臺東分會李主任委員明義指出，每年三大節日，分會均以

大量採購更生人商家產品組合成物資關懷箱，造冊配送臺東地

區弱勢更生案家，此次年節總計 35戶案家、105名更生人受

惠，希冀此次關懷活動能即時、切實讓更生人家庭感受社會關

懷。 

另外，1月 19日臺東縣政府社會處身障社工來電，稱一名

薛姓個案於 1月 17日於臺中監獄出監，現手頭無多餘現金、無

工作、無固定住居所，且須定期洗腎。因當日為年前最後的工

作日，需盡快協助案主住宿問題，幸得案主之前雇主洪先生幫

助，可於過年期間以打工換宿方式在飯店餐飲部工作。縣府社工及分會人員也

分別提供生活物資及 1,000元年節期間之洗腎費用，並且陪同案主申請戶口名簿及辦理相關津貼

補助進行銜接，預計 2月即可領取身障津貼 5,065元。分會另告知有緊急情事皆可以撥打免付費

專線 0800-788-595與分會聯繫。案主表示十分感謝安置需求暫獲解決，能安心度過好年。 

 
 

為提供弱勢更生人之持續關懷，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於 112年 1月 10日農曆春節前夕，

與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基隆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基隆分會共同舉辦「春

詠甦活，兔躍馨生」的春節關懷活動。該活動由基隆地檢署余檢察長麗貞、更保基隆分會林主任

委員正峰等人，統合各界提供之關懷慰問金與物資，贈予需要扶助的弱勢個案，同時邀請基隆市

書道會馬理事長水城老師現場示範書法春聯，引領眾人領略書道之美，使弱勢個案在獲得慰問金

及援助物資即時關懷之餘，亦可透過書法運筆中感受春節氣氛。 

另外，更保基隆分會為使向上學苑安置弟兄感受過年採買年貨的熱鬧氣氛及認識毒品、了解

毒癮問題，特結合基隆地方檢察署、基隆東區扶輪社挹注經費辦理「活力反毒齊步走」春節社區

關懷活動，帶領收容安置學員、家屬等人一同前往臺中更馨生年貨大街感受暖暖年節氣氛外，並

安排參訪自然科學博物館「藥魔鬼怪速速退散」民俗反毒特展，於寓教於樂中學習防毒、反毒，

遠離毒禍保平安。 
 

  

▎年節關懷不中斷 溫馨宅配送到家 緊急安置解危機/臺東分會 

▎春詠甦活，兔躍馨生 年節關懷活動/基隆分會 

112.01.19 

112.01.19 

112.01.06 112.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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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農曆春節即將到來，宜蘭地檢署李檢察長嘉

明、林書記官長建發、黃主任觀護人婉鈺，以及臺灣更

生保護會宜蘭分會王主任委員信豐、宜蘭縣渡安居女性

關懷協會李理事長貞遉等人，特別在 1月 17日晚上與

「渡安居」住民們圍爐，提早過新年，並贈送住民紅包

及禮卷，也祝福每一位住民一切順遂，期許大家一起迎

接健康幸福的新生活。 

渡安居雖然是一個安置處所，住民們就是王主委經

常掛在嘴邊的「女兒們」，在 1月 9日已經送了一批春

節應景的點心、水果到渡安居，1月 17日大家又一起吃

飯聯誼，餐桌上有｢吐槽｣、有嘻笑、有感謝，儼然是一

個另類的大家庭，希望在人助自助之下，每位住民都能穩定就業，重返家庭，順利復歸社會。近

年來因為「COVID-19」疫情的關係，會務人員無法親自入監宣導，嚴重影響女性受刑人出監後轉

銜服務，但針對現有 5位住民，仍持續提供深化服務，祈望住滿 2年離所後之住民都能自立更

生，其中一位即將在 2月間住滿 2年離所的住民表示「在渡安居期間，更保會每日提供伙食費補

助，住宿又免費，加上自己在工作上也很勤快，薪資收入撙節支出存了 50多萬元，離所後，要租

一個比較大的房子把媽媽接過來一起住…」。這位

住民年輕時交友複雜，多次涉及刑事案件而入監服

刑，110年出監後直接轉銜入住渡安居接受專業服

務，人生的繪本從此啟動，對於未來已有規劃，幫

弟弟找到工作，並已修復與家人的關係。 

「渡安居」是專責收容有心戒毒之安置處所，

由宜蘭地檢署、宜蘭縣政府、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

分會、宜蘭縣渡安居女性關懷協會共同合辦，凡符

合更生保護法第二條規定且具中華民國女性國民，

18歲以上未滿 65歲有心戒毒之更生人，或是透過

宜蘭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轉介之女性朋友，皆可主動申請協助。宜蘭分會聯絡電話：03－925－

3000轉 149、150，或 03－925－2346。 

 
 

 

 

 

 

 

 

 

 

 

 

 

 

 

 官方網站 捐款網頁 聯絡我們 

愛心捐款 行動支付  
需要您的支持與響應 

Line Pay 線上捐款 

▎玉兔迎新春～渡安居啟動更生人的人生繪本/宜蘭分會 

 

112.01.17 

112.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