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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會 75 週年慶祝大會「更生 75 點亮幸福」
新服務標誌 向前行 GOGOGO! 吉祥物 Lucky 猴華麗誕生

本會及雲林分會於109年11月6日下午2時假雲林三好國際飯店舉辦「更生75 點亮幸福」－第
75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由本會邢董事長泰釗主持，法務部蔡清祥部長、最高檢察署江惠民檢察
總長、法務部蔡碧仲政務次長、張斗輝常務次長、黃玉垣司長、雲林縣張麗善縣長、矯正署黃俊棠
署長蒞臨指導。來自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及矯正機關首長暨各界來賓四百多人出席本次盛會。
本會打造更生保護品牌新形象，創新規劃推出新服務標誌及幸運猴 (lucky猴) 吉祥物，增加更
生保護會辨識度及能見度，日後作為文創行銷義賣產品。
以橄欖球員抱球衝刺的意象為核心，
象徵臺灣更生保護會與更生伙伴們如
同橄欖球員一般，發揮運動家的精神
向前行(台語)go go go。
色彩選用朝氣有生命力的青綠色，只
要有心改變，未來日子充滿無窮希望

啟用新服務標誌及吉祥物 109.11.06

陽光熱情的 lucky 猴，有著
排除萬難、勇往直前的精神
愛心的圓臉代表著對於未來
的挑戰，保持樂觀正面的積
極態度，努力不懈為自己拼
出幸福的新人生。
榮獲行政院獎牌：黃文智先生等10位。
榮獲法務部獎牌和獎狀：台新社會公益信
託基金及廖學從先生等19位。
獲頒本會特別貢獻獎有薛鳳枝先生、王錦
賜先生、陳淵泉先生。
獲頒本會獎牌有涂金助先生等61位。
獲頒本會獎狀有李宛貞女士等105位。
感謝大家長期出錢出力，致力更生保護工
作，犧牲奉獻的精神由衷感佩。

更生保護節的前身為司法保護
節，於每年11月11日舉行志工表揚
大會。感謝與更生保護會一起奮鬥
的志工朋友及所有無怨無悔投入更
生保護等司法保護工作的團體及個
人。靠著大家無私的奉獻、無悔的
付出，使社會更有向上提昇的動力
榮獲行政院獎牌受獎人 10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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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接見「109 年參與監所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
讓陽光照耀收容人、更生人 成為社會正面的支持力量

自總統府新聞轉載 109.11.30

蔡英文總統於109年11月30日上午接見
「109年度參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及
團體」時表示，監所教化和更生保護事業，不但
需要長期陪伴與耐心，也需要慈悲心和同理心；
她盼望透過大家的努力，能讓更多陽光照耀到收
容人、更生人的生命中，形成正面的支持力量。
總統說，她真的很感動，因為有民間團體與
熱心人士的參與，讓社會上有更多人願意伸出溫
暖的手。
訪賓一行包括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邢泰
釗等，由法務部長蔡清祥陪同，前來總統府晉見
總統，總統府秘書長李大維也在座。

「大日鷹禾-豐收的希望再生工程」更生美展
更生保護不落日 如鷹眼洞悉等待救援的每雙手
「2020更生美展」開幕暨「大日鷹禾－豐收的希望再生工程」新書發表會於109年11月3日星期
二上午10時假臺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舉行開幕典禮。法務部張常務次長斗輝、
臺灣更生保護會邢董事長泰釗、臺中高分檢謝檢察長榮盛、臺中地檢署毛檢察長有增、臺中市政府法
制局李局長善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施副局長純福、臺中更保王主任委員錦賜以及中區檢察機關及矯
正機關首長等人蒞臨會場鼓勵更生人。會場展出出監藝術達人創作暨臺中地區各矯正機關收容人之教
化藝文及作業技訓作品。

藝術
櫥窗

109.11.03

更生美展自 87 年創辦至今
透過雕塑心靈之美 重啟無數的生命奇蹟

李鐸
救世舟乘菩薩 66x42cm
—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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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銀呈
童心 50F
—膠彩—

朱國富
知本夜景 100x80cm
—砂畫—

張登堯
106 年玉山美展(佳作)
無限 89x56x58cm
—雕塑—

公益
勸募

臺灣更生保護會╳東森慈善基金會╳東森購物
「銅聲若響 愛與重生」銅雕藝術公益勸募

為協助更生人復歸社會，法務部、本會及臺北分會於12月4日下午偕東森慈善基金會，到東森
購物電視台進行「銅聲若響 愛與重生」特別節目錄影，一共推薦6件銅雕作品，包括：《承諾》、
《一步一腳印》、《三面》、《垂枝》、《沉思》、《堅忍梅花》。這也是首度「北監銅雕班」作
品到購物台進行公益勸募，期望透過電視購物管道，顛覆過往藝術作品只是展覽，活化藝術的經濟
產值，更提升更生人自信。讓更生人的文創品有機會走進企業、社區、家庭中收藏展示，使更多人
得以感受到藝品中欲傳達的價值，也讓民眾能看見更生人浴火重生的成果。

106 年

107 年

於臺北監獄
開辦
銅雕藝術班

臺北 101
銅言銅語：love 與希望
中日更生手作展

108 年

109 年

臺北車站
藝趣銅工 愛在更生
更生銅雕暨文創藝術展

東森購物頻道
銅聲若響 愛與重生
公益行銷勸募

109.12.10
東森購物專家志銘訪問蔡部長

109.12.04

堅忍梅花

承 諾

參 面

D79 W62 H102 CM

D29 W33 H25 CM

D56 W32 H56 CM

27KG

5KG

6KG

志銘

吳宗霖老師

12 月 18 日晚上 10 點在東森購物 CH47 頻道開賣
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 10913634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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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服務

臺灣更生保護會專任人員在職訓練
安排動機式晤談/養成健康體能/健康飲食原則課程
作伙
健康唷!

動機式晤談
在毒品成癮者輔導之應用

同仁建議與總會回應：

本會於11月18日舉辦專任人員在職訓練，課
程規劃包含動機式晤談在毒品成癮者輔導之應
用，強化工作專業技能；關注健康議題，培養良
好的身心、維持最佳體能。
訓練課程安排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
周益右就業輔導員分享實務經驗；與大安區健康
服務中心合作，邀請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楊仲
哲教練分享養成健康體能；邀請健康服務中心診
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尤錦惠營養師分享
健康飲食原則。
本次在職訓練也透過發問、實際演練瞭解學
習成效，提醒大家忙於工作之餘，也要注意身體
健康。
養成健康體能

健康飲食

Q：對於分會之壓力應有所降低，
總會其系統應更加活化，以利
未來成員大變動時可有所承
受。

A：更生保護為司法保護之一環，同時乘載著民眾對於社會安全
的殷殷期盼，總會及分會皆肩負主管機關與社會各界的雙重
期待，因此責任很重，壓力很高；擬建立總會與分會間自願
輪調（至總會服務）機制，每年可填寫輪調意願調查表，促
進管理與實務的交流。

Q：針對分會一線專任人員提供防身
的物品，以利分會人員進行訪視
時遭遇危險可運用。

A：分會專任人員可自行採購符合自需防身用品，以本會經費核
銷。另本會曾於 108 年 3 月、10 月外督會議紀錄回應：分
會可依當時需求評估簽報採購。詳見 108 年 4 月 26 日更人
字 10820001520 號函及 108 年 11 月 26 日更人字
10820003680 號函。

Q：各種業務上使用之表格（格式）
、文件、
系統…，可善用電腦或智慧功能，例
如 Excel，參閱其他社福單位系統，建
置更便利與清楚明瞭的功能與版面，
現行系統畫面與路徑及呈現方式太
笨，未善用可行的功能。
Q：重視全體工作人員的價值，未來毒品
個管員之薪資遠高於專任人員，工作
性質、場地、服務對象皆相同，危險
加給與薪資不一致，會讓現有人員有
所比較。
Q：對於每月（每季）需填報的報表可減
化，或能用系統減少繁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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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會各系統皆能依需求提供相關軟體如：OFFICE、
PDF 等相關格式產出，請善加利用。另本會配合行政
院「資通安全管理法」屬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 級，基
於資訊安全考量，操作及資安難兩全。

A：本會新進專任人員年薪仍優於毒品專案之個案管理員，
且每年皆依年終考核及個人績效調整薪資級距，應不至
於產生比較。另本會仍持續向上級主管單位爭取危險加
給，讓第一線工作人員更有保障。
A：本會業於 107 年 8 月 28 日工作協調會議通盤檢討各項
報表，暫無法再予以減化；另外，上級長官臨時交辦需
提供之報表或數據，系統未登載之訊息則無法省略，仍
須回歸第一線提供。

更保臺北分會 更輔員林光中 獲頒志願服務獎章
林光中先生擔任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更生輔導員期間，熱心投入更生保護服務工作。輔導個案，
發揮專業、耐心的服務熱忱，主動協助輔導個案，提供就業資源，協助案主或案家申請社會福利、
提供法律諮詢及結合社會資源挹注，陪伴案家脫困穩定。長期投入更生保護工作，無論在專業輔導、
更保相關業務推動及各項專業訓練，主動積極參與，106 年更榮獲行政院獎牌，愛心不落人後，本
次獲頒志願服務獎章，實至名歸。

109.10.24

109.10.24

更保南投分會 鼓勵更生向學 發放獎助學金

109.11.23

福建更生保護會

109.11.11-12

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為協助更生人就學，
109 學年第 1 學期共發放獎助學金新台幣 63,000
元，給 11 名受保護學生，其中 2 名是大學生，其餘
9 名則分別就讀高中及高職。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張曉雯檢察長十分重視年
輕更生人的改過及求學情形，在頒發獎助學金時，
除勉勵他們用功讀書外，並諄諄教誨要腳踏實地，
不可再淪為犯罪集團的工具，更要遠離各項毒品的
誘惑，努力改過遷善，將來有機會亦可以過來人的
身分回到校園「現身說法」，作為反毒、反詐騙最
有力的宣導。

跨越高牆 傳遞愛心
福建更生保護會於更生保護節舉辦「109 年度
閩式傳統點心技訓班成果發表會」，不同於以往，
今年度該會林邦樑董事長(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
察分署檢察長)偕董事及志工，攜帶技訓班的成品
前往金門家扶中心關懷受扶助的弱勢家庭，將社會
各界支持司法保護的愛心，跨越高牆傳遞出去，讓
更多的家庭感受到這份溫暖。
本活動提供習藝更生人有一起關懷弱勢團體
之機會，除了讓他們在回歸社會的路上得到更多的
社會認同與幫助之外，也希望能體驗為善時心靈上
的滿足感，進而轉念，走出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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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剪影

109.11.12/西湖渡假村/苗栗分會更生保護節表揚

109.11.10/龍星餐廳/澎湖分會更生保護節表揚

109.11.13/臺南地檢/臺南分會更生保護節表揚

109.11.01~02/逗留農場/
臺南分會更輔員業務研習

109.12.09/臺南地檢/
臺南分會頒發獎助學金

109.10.15~16/恆春墾丁/屏東分會更輔員業務研習

招募保護志工!
愛 改變!
緣來就是你~
更保需要您的加入!
109.10.16~17/雪霸國家公園/新北分會更輔員分區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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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案例

更保臺北分會 夢‧啟動-更生傳愛 勇敢起飛
『攏ㄟ過去』單曲首發記者會

A Moon 是臺北監獄音樂班同學，出監後，在臺北地方檢察署、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成立『夢‧
啟動』更生樂團擔任團長，培養自行編曲、演出之經驗，也因此創作了不少作品，深獲混彈娛樂公司
賞識，簽約為旗下藝人，這首首發單曲 《攏ㄟ過去》，來自於自己對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新里程碑的
記錄，也記錄在音樂這條路上看到、遇到、感動到的故事。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法務部
矯正署臺灣臺北監獄、混彈娛樂，於 109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三時，假法務部(台北市重慶
南路一段 130 號)一樓大廳舉辦「2020 夢 啟動更生傳愛 勇敢起飛~『攏ㄟ過去』單曲首發記者會」
。
有人說音樂是一種魔法，可以療癒人心，也能讓人從短短的歌曲旋律中聼完創作者想要傳達的故事與
心情，藉由音樂跨越標籤及社會印象隔閡，傳達更生人重新開始，決心邁向未來、展翅高飛的最佳寫
照，前方的路不盡然全部美麗，或許有著苦澀、失敗，但攏ㄟ過去。

109.10.28

109.10.28

一起用行動支持!!
『攏ㄟ過去』讚!!
好歌搶先聽
更保臺南分會

重新掌握人生的輪轉手

102 年 10 月 21 日兆毅在母親及阿姨的陪伴下入住
台南晨曦輔導所，在這裡住了一年八個月，身體狀況明
顯改變，與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工作人員及所內主任、
老師們有著亦師亦友的情感。臺南分會每年都會在輔導
所內舉辦即學即用技能訓練班，課程中兆毅總是站在最
前面，只為了可以清楚看到老師的教學，有問題隨時提
出與老師討論。兆毅離所後，持續參加臺南分會開辦的
「中式麵食酥油及糕漿皮類丙級證照班」、「中餐丙級
證照班」及「烘焙丙級證照班」三個課程，證照考試一
次便通過。
兆毅期滿離所後，亦會主動關心離所的學員，也會
向臺南分會工作人員及所內主任反應，讓大家一起關心
陪伴離所的學員，超前佈署杜絕其再次犯錯的機會。兆
毅也常回到輔導所分享戒毒的歷程跟心得，除了讓所內
戒毒的學員給予更多的支持與理解，並讓家屬擁有更多
的希望，也讓正在戒毒的學員在戒毒的路上能夠走的更
堅定。
兆毅在自己的第一段人生跌了個跤，在大家的陪伴
下重新站起來，開始第二段新的旅程，他用最實際的行
動展現給每一位關心他的人看，看到他臉上的笑容跟堅
定的信念，讓大家都可以放心，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
更生日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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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保橋頭分會 翻轉街友人生
更保之愛-阿源的故事
阿源，在與親友幾乎失聯的狀況下，常常無家可歸，雖然
曾經有過工作，然而卻因為街友、更生人的身分，導致生活及
工作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長期有一餐沒一餐的露宿街頭。
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李社工發現露宿街頭的阿源，心生不
忍，多次的關懷後獲知其無奈的人生，與橋頭分會專任人員討
論後，介紹至協力廠商崴多利工作，解決其居住與工作的問
題，阿源的生活回歸正常後，整個人顯得有精神多了，也重新
與姐姐開始有了聯繫。阿源從之前常常否定、懷疑自己的生活
跳脫出來，如今認真努力地過好每一天，靠著紮實的奮鬥一步
一腳印走過來了。現在阿源也有能力買機車、自己租房子、存
錢做假牙，徹底擺脫街友的人生，真是相當不容易呀！
微電影

接納自己! 接納別人! 找到新方向!
更保雲林分會 更生人專屬耕心有機農場

玉彰曾官拜海軍陸戰隊營長職務，退伍後受到損友誘惑，犯下走私槍砲彈藥案被判刑十幾年，八
十九年間假釋出獄後的他，深感之前犯錯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苦思對社會有所彌補，乃立定志向，
除積極投入各項公益工作（如慈濟功德會志工；配合更生保護會雲林分會入監做「更生人現身說法」）
外，更參與各種有機蔬果栽培的訓練班，希望生產無農葯殘毒的蔬果供社會大眾享用，並希望逐漸在
雲林農業縣擴大影響更多人投入有機蔬果栽培，造福社會大眾。
玉彰的愛心事蹟，經雲林分會鼓勵下，提出申貸開辦更生事業，經總會核准貸給新台幣壹佰萬元。
期間雖曾發生地主索回農地，面臨重新覓地暨連帶保證人的變化……等波折，但是經雲林分會與玉彰
一同努力對有機蔬果的堅持，陸續完成了四、五處「耕心有機蔬果農埸」溫室與網室的搭蓋工程（佔
地約 2 公頃多）。
現在的玉彰有個更偉大的理念：「我想要發展一個『興南
有機村』，把社區的整體營造，結合在有機栽培裡頭；現在正
在整合的幾個不同區塊，把教育、體驗、人文、休閒結合，發
展出一個全方位的大社區。」

耕心農場

大愛新聞影音

善待土地!
將心比心!
行動支付 愛心捐款
需要您的支持與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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