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第 12 屆董事暨第 5 屆監察人 

第 5 次聯席會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6年 3月 28日下午 2時 30分。 

貳、地    點 ：本會 2樓會議室（臺北市基隆路 2段 166-1號）。 

參、主    席：王董事長添盛。      記錄：陳美束 

肆、出、列席人員： 

指導長官：法務部保護司羅司長榮乾、彭科長洪麗 

    董    事： 薛常務董事鳳枝、吳常務董事東亮、陳常務董事鴻明、

林常務董事炳耀、周常務董事愫嫻、施常務董事貞仰、

王常務董事錦賜 

              葉董事春麗、黃董事淑珠、王董事信豐、黃董事俊棠、

劉董事香梅、鄭董事麗珍、陳董事麗如、高董事鳳嬪 

    監 察 人：江監察人忠儀 

    列席人員：楊顧問治宇、謝顧問榮盛、林顧問朝松、蕭顧問明峰、 

              李顧問秋燕、王執行長金聰、蔡代理副執行長孟勳、 

              劉組長佩宜、唐組長研田、嚴組長昌德、陳專員美束 

 

伍、主席致詞： 

上級指導長官法務部羅司長、許常務監察人也是法務部會計處處

長、各位常務董事、各位董事、各高分檢的檢察長也是我們總會的顧

問及本會同仁大家好： 

今天我們召開董事暨常務董事會議，謝謝各位的撥冗參加，尤其

法務部非常的忙碌，特別是羅司長及許常務監察人特地撥冗參加，，

非常的感謝。 

過去一年來法務部最忙碌的幾件事情之ㄧ就是毒品，不僅是總統

非常的重視，行政院也非常重視，尤其在去年 6月 3日禁菸節的時候，

總統簽名致詞說她在任的一天毒品問題就是她最關心的事情，法務部

對毒品政策的擬訂或是執行都非常的積極，尤其行政院長親自召開毒



品防制會報，我也去報告了幾次，我早上接待了國防部鄭副部長，奉

他部長之命來高檢署參訪我們督導緝毒工作業務，以及去看全國毒品

資料庫，希望協助他做軍中毒品這個區塊的工作，在兩個禮拜前發生

了毒品丟包的事件，究竟是有人惡整，還是毒品真的已經侵入軍中，

眾說紛紜。 

全國毒品資料庫也做區域性的分析，全國毒品資料庫的功能，可

以鎖定毒品的出入最多的熱區，就可以判斷這地區試毒品出入最多的，

請檢警單位來規劃做查緝的工作，過去一年我們更生保護的工作正常

的業務還是持續的在進行，在毒品這塊我們是著墨最多的，因為要配

合法務部毒品的政策，當然我們更生保護是屬於後端的工作，後端越

是重要要結合矯正機關，被關的人出獄後我們接著人後續，不管是安

置、身心的戒毒及就業輔導，我們全省各地分會的同仁，也增加了工

作，我們也增加了跟毒品相關的事項例如： 

1. 執行法務部 105年毒品業務補助專款，增加毒品安置處所更生

人收容期間「生活輔導及照顧費」5,000元，所以跟我們簽約

的收容處所可以對在安置的人更加用心。 

2. 與合作團體辦理毒品安置處所職能訓練，出所時能與社會就業

立即銜接，讓毒品更生人經濟不虞匱乏，無後顧之憂，順利復

歸社會。 

3. 辦理 105 年度更生輔導員毒品防制分區精進訓練共分四區辦

理，讓更生輔導員更加瞭解毒品進而提升輔導技巧與效能。 

4. 辦理「無毒防護網及溫暖關懷」全國研習會，結合檢察、觀護、

更生進行共同討論精進措施及全國一致多重防護流程，以建構

全面向社區到全國無毒防護網，解決我國毒品犯罪問題。 

5. 更生 71有我無毒 反毒總動員，我們在中部辦了全國幸運草市

集活動，謝謝矯正機關人員的參與，讓幸運草市集的東西賣的

非常好，成功幫助更生人進行產品行銷。 



6. 委託學術機構辦理女性毒品更生人戒癮安置輔導成效研究案，

讓我們未來對於女性更生人的戒癮輔導能夠更有效率。 

7. 辦理毒品犯之更生保護處遇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專題演講，邀請

葡萄牙國家毒品防治中心研究員、香港善導會的高級經理及國

內學者等就實務及理論進行研討，我們也從中學到了寶貴的經

驗。 

8. 為呼籲社會對更生人多一點接納與關懷，在法務部指導下，特

別拍攝「丁丁的願望」微電影，於各有線電視及網路上播放宣

導，部院長官也很肯定。 

9. 針對「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案」修正薪資調高每月新台幣

33,000 元，如有專業證照或專業證書人員另增加補助 1,000

元，來提升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的效率，這個部分做得不錯，大

家都知道不論是犯罪的人或是吸毒的人都需要家庭的支持。 

    這是我們當前所做的工作，我們也繼續增加跟我們合作的輔導機

構，我們也在找廢棄的營區，我們透過法務部部會報裡提請來協助，

在政務委員召集的與毒品有關的會議中，我也是提議請國防部及行政

機關提供給我們，我們再提供給民間宗教、公益團體讓他們願意來做，

這方面還在進行之中，總之我們更保的工作是無止境的，我們要精益

求精，希望我們的效能能夠朝除了量的增加之外，也朝品質的提升，

這樣才能夠符合我們本會的六大核心價值，就是專業、愛心、耐心、

熱忱、效率、紀律的目標，謝謝各位董事以及常務董事無論在各方面

都給我們很大的協助，尤其是去年辦理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台新也提

供了很大的人力和金錢，將我們這個會辦的非常成功，我們所邀請的

貴賓也非常的滿意，周董事在學術界負責聯絡這些教授，平常給我們

關心及打氣，盡了很多的心力，另外我們的顧問，各分檢的檢察長都

是我們總會的顧問，他們在當地協助我們總會督導各分會的工作，及

協調地檢署能夠提供更大的幫忙，讓我們的會務能夠進行順利，我們



都非常的感謝。 

今天的會議另有 3 個追認案，以及 2 個討論案，追認案之中包括

有 2 件事情，一個是我們原來的錢執行長退休，在署內我找了王金聰

檢察官來接任，他對於工作相當有熱誠，也兼辦我們署內執刑的業務，

還有橋頭分會在去年 9 月 1 日新成立，謝謝我們幾位的董事及所有顧

問都去參加熱鬧一下，多增加一個分會是比較重大的一件事情，等追

認案時會來宣讀，謝謝各位的參加，我這裡做簡單的致詞，謝謝! 

 

陸、長官致詞：法務部保護司羅司長榮乾 

    王檢察長、與會的常務董事、董事、監事以及顧問，高雄高分檢

楊檢察長、臺南高分檢謝檢察長、花蓮高分檢林檢察長以及更保所有

與會的夥伴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這是我個人到職後第 1次參與更保的董事會，更保看似後端，事

實上是前端，前端和後端從某一個高度看是一樣的重要，後端及前端

都要付出很多的心力才有辦法把很多的工作做好，尤其是更生保護的

工作是非常複雜、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一個文明國家的指標，我經

常跟同仁們共勉說：司法保護做得好，刑事個案一定少，刑事政策做

得好，很多的刑事個案或是社會的安全網會跟著刑事政策的正確，社

會安全網跟著就綿密，這就表示前端後端他是一致的，更保它是一個

非常複雜，牽涉到很多的時空及人性面的問題，只要涉及時空及人性，

我們假若沒有找對方法去因應，效果就往往非常有限，所以我經常跟

司裡面的同仁共勉，更保的工作假若沒有本末兼施，效果有時候很容

易有打折扣或有缺漏的地方，因為「本」看起來是很費事很繁雜，但

是他是百年大計常遠大力的，他不因時空的轉換而改變，所以在一時

之間看不出來，要始終如一對症下藥，針對人性這一塊從根本的教育，

從心事的焠鍊也好，或是心靈的淨化也好，從根本來改變他的思惟，

所謂認知影響思惟，思惟影響行為，假如這部分沒有做得很理想，那



麼經常會來來去去、進進出出，我想這是一個令非常人頭痛的一件事。 

    那麼「末」就是在事面，因人而異因時空而異，所以我們要隨時

看這個人不一樣的時間，不一樣的空間而採取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對

應方向，所謂問題跟方法是相應的，找對了方法，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但是這些說起來簡單做起來的確真的很複雜很困難，在座所有的董監

事們，所有的工作夥伴們對於更保所付出的心意真的是令人敬佩，也

因為各位這樣的付出，讓我們的社會再不知不覺間獲得一個非常穩定

的現象，我經常說在這種穩定的背後，的確有若干很長遠的大建設，

譬如說我們今天的台北也是國際都會區的一環，但是在任何國際都會

區不可能像台北這麼安全這麼方便，三更半夜你可以到小吃攤，你可

以上 7-11，除非你自己很白目，要不然沒有任何安全的顧慮，但是這

樣的一個景像在巴黎也好，紐約也好我想沒有一個都會區可以辦得到，

看似小的確幸但卻是一個大建設，這個大建設一定有我們所有更保的

同仁包括在座的董監事們，所有夥伴同仁付出的努力一定包含其間，

這個是非常了不起的。 

    未來我們有更重大的責任需要面對，因為物質發展的極端，精神

文明和物質文明往往是往兩端去發展，這兩端的現象是一個不和諧的

現象，不和諧的現象就是一個警訊，我們知道每一個人要身心健康一

定要身心和諧，家庭要健康一定要家庭和諧，所謂家和萬是興，這才

是一個進步的基礎，社會和諧也是一個進步的動力，假若往兩端發展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警訊，剛剛我們王董事長提到毒品更生的問題，

當我們看到他需要毒品的時候，需要毒品是一個現象，背後的原因太

複雜，有個人的、有家庭的、有朋友的、有不同時空因素所造成的，

這些當然需要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來克服，才有辦法將這個問題慢慢

的逐一來解決改善，看到今天我們所有的董監事全員都到齊了，這表

示我們團結力量大，單單從這個景像我們就有信心有力量，針對我們

的更生保護能夠做的越來越好，在這裡特別代表部裡面對大家的付出



表示感謝，謝謝大家！ 

 

柒、會務報告：王執行長金聰 

     詳如會議資料 

 

捌、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蔡代理副執行長孟勳 

     詳如會議資料 

 

玖、討論提案 

一、追認及承認事項 

第 1案 

案由：本會顧問兼執行長錢漢良先生本職退休免兼，遺缺改聘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王檢察官金聰先生兼任，請追認案。 

說明： 

一、本會原顧問兼任執行長錢漢良先生本職退休，業經准予免兼，

茲因業務推展需要，其遺缺自 106 年 3 月 3 日起改聘臺灣高等

法院檢察署王檢察官金聰先生兼任本會執行長，並陳報法務部

核備。 

二、本會執行長之聘任及解任，依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 18條規定

須經本會董事會通過。 

辦法：提請董事會追認，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 2案 

案由：為 105年 9月 1日成立本會橋頭分會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本案經報奉法務部105年7月14日法保字第10505509280號函 

       核復:請注意經費之整體運用，避免於年度結束時出現負數 

       外，餘准予備查。 



   二、依更生保護法第五條及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二條之規定 

       ，本會得於各地方法院所在地設置分會。 

  三、法務部105年3月21日法人字第10508505940號函，司法院定於

(105)年9月1日成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法務部擬配合於同日成

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檢察署。本會亦擬配合同日成立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以紓解高雄地區逐年遞增之案件量，

便利保護出獄人等及時給予適當之幫助及輔導，使其自立更生，

適應社會生活，以達預防再犯，維護社會安寧之目的。 

  四、定名為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設於臺灣橋頭地方

法院檢察署所在地，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 868 號，為本會之分

支執行機構。 

  五、檢附本會橋頭分會成立計畫乙份。 

辦法：提請董事會追認，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 3案 

案由：105年度參與更生保護工作有功人士表揚獎勵名冊，請追認  
      案。 

說明： 

  一、依據本會獎勵方案第四條規定辦理。 
  二、對於熱心捐贈或推展更生保護事業成效優良者，為鼓勵其參與

更生保護工作之意願，皆於每年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公開表

揚。 
  三、本會及各分會辦理第 71屆更生保護節「更保之愛 有我有你 永

不放棄」慶祝大會計表揚熱心參與更生保護工作人士共有 486

人。      
辦法：檢陳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105年度參與更生保護工作有功

人士名冊 1份，擬提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二、審查案： 



第 1 案 

案由：本會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 3小段第 54、54-1、55、55-2地號等

4筆會產土地及臺北市北投區新民段二小段 220、221、222、224、

224-1、224-3、229-2、230、231、232、233、234及 245-1等

13筆土地，原為設定地上權活化土地，改為辦理公開招租方式，

提請審查。 

說明： 

一、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 3小段第 54、54-1、55、55-2地號等 4

筆會產土地（2,639㎡）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開發招標，經

公告招商於 104年 10月 13日截標，未有廠商投標，宣布流標。

另外，臺北市北投區新民段二小段 220、221、222、224、224-1、

224-3、229-2、230、231、232、233、234及 245-1等 13筆土

地規劃同樣參照大安區土地活化以設地地上權方式提報董事會

決議通過，陳報法務部審查，報部已逾 8個月仍未核定辦理開

發。 

二、 據報載地上權案三路障、建商不玩了：房市不佳，加上銀行對

地上權住宅承貸意願不高，且放款成數較低，加上公告地價上

漲、承購買方繳交的地租壓力大，地上權住宅案重傷，短時間

內不會再投入地上權標案。本會土地活化情形現處於停置狀態，

又於 105年 12月 19日立法院第 9屆第 2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第 22次全體委員會議，有關大院決議中提及會產部分：會產

房地均屬國家資產，具相當之重要性與價值。爰要求法務部應

密切監督該會審慎管理，妥為活化運用俾增該會業務收入，並

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實有必要重新評估

規劃。 

三、 法務部「更生保護會財產管理辦法」第十條條文主要增訂：但

不得以出租基地建築房屋方式為之。及條文後段：如評估以逾

八年租期較能產生效益者，得提經董事會決議後辦理。但租期



仍不得逾二十年，逾二十年者，縮短為二十年。為本會土地活

化，為免荒廢不使用或出租，稅捐機關以未利用土地，未達減

免稅捐理由，追繳地價稅情行發生，在房屋土地大環境低迷情

況下，創造財源收入，擬辦理公開招租方式辦理。 

辦法： 

一、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 3小段第 54、54-1、55、55-2地號等 4

筆及北投區新民段二小段 220、221、222、224、224-1、224-3、

229-2、230、231、232、233、234及 245-1等 13筆會產土地，

請同意會產土地辦理出租，為房地合一日後方便管理和收回運

用且符合財產管理辦法規定，起造人由本會名義申請建造及建

物登記，承租租期為二十年。  

二、 授權資產活化專案小組暨會產維修與購置評估小組進行出租規

劃(大安區立體平面停車場、北投區規劃長照中心、安養院、幼

兒園和托兒所、安親班、招待所或會館等多項方案)、租金及契

約擬定。 

決議：照案通過，授權授權資產活化專案小組研議妥適可行方案。 

 

第 2 案 

案由：為申請承租花蓮市明義段第 397 地號及 397-6 地號面積 1,650

平方公尺以下國有土地，提請審查。 

說明： 

一、 本案於 103年 7月 24日提報本會第 11屆第 5次董事暨常務董

事聯席會議審查決議：授權總會評估，再函報法務部協助。經

報奉法務部核示請依規定將相關資料提報資產活化專案小組研

討評估，並作成評估意見後提請董事會審議，再專案報部。 

二、 本會於 103年 9月 29日召開會產維修與購置評估小組第一次會

議，會議結論為符合使用計畫，應先查明該土地的分區細部計

畫。103年 12月 19日再提送資產活化專案小組第 7次暨會產



維修與購置評估小組第二次聯席會議研議決議依法定程序申請

價購。本會 104年 1月 22日更總字第 1042000019號函陳報法

務部，申請價購花蓮市明義段第 397及 397-6地號面積約

1,647.3平方公尺國有土地，謹請協助轉函財政部請准辦理價

購事宜，惟法務部 104年 03月 05日法保字第 10405503930號

函復購地案渉及貴會重大之建設計畫及展售中心之營運，宜作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惠請提供前揭資料函報，

俾便進行後續審核事宜。並因 104年 4月辦理大安區土地開發

事宜及開始籌備更生 70週年系列活動，未再辦理後續分析。 

三、 旋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05年 8月 24日台財產北花三

字第 10542037720 號函通知花蓮市明義段第 397地號及 397-6

地號土地因開發活化計畫，明義段第 397地號上現有 27間房屋，

於 105年 9月間進行拆除作業，請本會輔導所依約租約五、其

他約定事項第 17點第 3款規定，擬辦理終止租賃關係，請本會

配合於 105年 12月 31日前拆除本會所有並有登記之花蓮輔導

所建築物(門牌號碼:花蓮市復興街 66號)，收回土地到會。為

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表明本會配合政府政策進行反、戒毒需要

保留現在維運穩定場所，不宜拆除貿然遷移，於 105年 8月 31

日由花蓮分會榮譽主任委員黃和村主持與會有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等多人進行協商會議。 

四、 為解決拆屋還地問題，本會於 105年 9月 9日更總字第

10500003490號函請法務部協助轉函財政部准予申請價購花蓮

市明義段 397地號及 397-6地號國有土地在案，經法務部內部

會辦結果，部內會計處及秘書處會核意見，會計處提及請本會

評估採用購地自建、租地自建或租屋方案成本效益分析，該會

辦意見經法務部保護司 105年 10月 13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

本會辦理成本效益分析到會。因應法務部會計處意見，經搜集

花蓮輔導所購地及租屋之相關資訊，於 105年 10月 31日完成



本次成本效益分析報告並委外印製裝訂成冊，於 105年 11月 8

日將報告書送法務部 2冊，便於法務部審查。目前尚未核定，

惟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 106年 1月 13日台財產北花

二字第 10632000210號函請本會 1個月內提出表示預承購或承

租範圍及面積到會。為免使用權利被註銷，於法務部尚未核定

前，擬先以租用 500坪內土地向財產署北區分署花蓮辦事處提

出申請。105年租金計算詳如附件。 

辦法：因應花蓮分會推動更生人直接保護等業務需要，解決花蓮輔導

所拆屋遷移及後續維持運作問題，擬請同意先申租花蓮市明義

段第397地號及397-6地號面積1,650平方公尺以下國有土地，

105年起租金約新台幣 46萬元。 

決議：照案通過，辦理承租面積 1,650平方公尺以下國有土地。 

 

拾、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 

提案：為有效整合反毒力量，共同辦理反毒業務，由高雄市政府結合

民間力量籌組反毒基金會案，本會參與之方式，提請審查。 

說明： 

一、 高雄市政府提案邀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與本會共同組

成財團法人反毒基金會。 

二、 協助毒品更生人重返社會，預防再犯，為法務部督導本會辦理

重點業務。本會加入高雄市政府籌組之反毒基金會與本會宗旨

一致。 

三、 本會加入該基金會之方式，與資金來源之籌措，現行捐助及組

織章程並未明文規定，擬提會討論。 

辦法：如案由 

決議：本案如高雄市政府正式提出邀請本會參加籌組反毒基金會，原

則上同意加入，其餘相關法令和如何籌組規劃細節再報部核

定。 

 



拾壹、散會 

 

                            主席：王 添 盛 

 

                            記錄：陳 美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