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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報導

臺灣更生保護會 x 東森慈善基金會 關懷更生
傳情遞愛 關懷更生 更生企業家贈白米 獻愛心

本會在中秋節前夕，獲更生企業家王令麟捐贈800包台東池上米。由本會邢董事長泰釗及本
會基隆分會所屬向上學苑學員代表接受，並轉贈至安置處所及其他弱勢更生人家庭。邢董事長特別
感謝東森慈善基金會在中秋節前夕拋磚引玉送愛心，並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公益、社福團體及社會大
眾願意付出關心，讓更生人願意向上、感受到人生還有希望，這樣就不僅是施與受的關係，而是能
創造出整個社會共同受益的好事。

109.09.25

109.09.25

臺灣更生保護會第二次外聘督導聯繫會議
專家學者意見交流 提升更保服務新量能
本次會議由邢董事長泰釗主持，會中感謝各位外聘督導對同仁們的關照與對更生保護工作
的建議、支持鼓勵，讓各分會個案輔導能更加深化、整體會務推展也相當順遂，在這裡特別表
達由衷的感激和謝意。法務部保護司林副司長喆慧蒞臨會議現場表達感謝之意，並且聆聽各位
外聘督導所提出的建議及想法。

109.08.27
109.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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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各分會主任委員及督導業務聯繫會議
募款案例分享 爭取各界資源 推動政府政策
本次會議由吳顧問怡明代表邢董事長主持，
會中感謝各位主任委員、督導平日對更生保護業
務的支持與辛勞，由衷希望未來可以積極爭取各
界資源，更加落實推動更生保護業務，提升工作
績效。
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及林副司長喆慧
也蒞臨會議現場表達感謝之意，並請各位主任委
員及督導多多協助更生保護業務，大力推動蔡總
統反毒理念及再犯防止政策目標，希望將臺灣打
造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109.09.16

8

109.09.16

109.09.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舉辦會計人員教育訓練
增進會計系統熟稔 加強注意內部審核
為增進會計人員使用會計系統熟稔度，本會
於 109 年 9 月 17 日召開「會計系統教育訓練」
，
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親臨會議現場，為辛勞
審核會計業務人員加油勉勵。課程中，本會重點
提醒各分會會計人員有關法務部年度評鑑查核
業務、會計師年度查核以及不定期實施內部審核
等工作注意事項。
109.09.17

臺灣更生保護會 第 75 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 籌備會議
更生 75 點亮幸福 雲林在地特色
本會即將於 109 年 11 月 6 日舉辦第 75
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今年由更生保護會
雲林分會主辦，臺中分會、南投分會、彰化
分會、嘉義分會協辦。
今年慶祝大會主題為「更生 75 點亮幸
福」
，總會與各主、協辦分會為了大會當天活
動能夠圓滿順利，積極召開多次籌備會議，
研議活動細節。
10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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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

配合法務部「再犯防止推進計畫」第二次會議
貫穿式保護

矯正。觀護。更生

法務部張常務次長斗輝於8月28日召開
「研商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再犯防止推
進計畫」第二次會議，就收容人個別處遇計畫
及再犯防止措施精進作為等，統合各方意見，
作為與相關部會協商之基礎。
再犯防止推進計畫為新世代反毒行動綱
領第二期重點計畫，期透過部會資源整合，匯
集民間力量，提供成癮者貫穿式保護。

109.08.28

臺灣更生保護會各分會 研商與矯正機關銜接模式
第二次毒品更生人社區處遇模式計畫研商會議
本會於 109 年 9 月 25 日由王執行長金聰主持「第二次毒品更生人社區處遇模式計畫」研
商會議，與各分會主任再次討論 110 年度即將與矯正機關「科學實證處遇模式計畫」銜接之「毒
品更生人社區處遇模式計畫草案」，會中各分會主任皆提供不少寶貴意見及想法。

109.09.25

109.09.25

統計資訊
106-108年服務人數年齡分布曲線圖

106-108年服務人數年齡百分比變化
108年
107年
106年

6000

5007

5000

4520
4071

4000

2000

0

3350

52%
54%

458
401
19-30歲

48%

43%
46%

57%

470
457
404
18歲以下

40歲以下

3524
3414

2832
2602
2365

3000

1000

5131
5122
5037

31-40歲

106

41-50歲

107

51-64歲

480
41歲以上

65歲以上

108

本會近年來服務對象呈現高齡化現象，中高年齡服務需求次數呈現緩慢增加趨勢，青壯
年服務需求逐年降低，可見本會提供資源已往年長者傾斜!
面對高齡化社會，更生人於偏鄉(臺東地區最為嚴重)服刑出監後有老弱殘安養需求問題，
在未能即時辦理戶籍變更之下，造成偏鄉所屬縣市之社福單位無形中增加經費及人力負擔，
導致當地弱勢族群的補助受限，衍生許多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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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活動

中秋節關懷送愛
基隆分會 「柚見中秋

109.09.26

「中秋月圓，幸福團圓」音樂饗宴

團圓悅」

為關懷向上學苑安置學員，法務部蔡部長
清祥率顏參事迺偉、保護司黃司長玉垣、本會
邢董事長泰釗（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兼任）、
王執行長金聰、本會基隆分會柯榮譽主任委員
麗鈴(基隆地檢署檢察長兼任)、陳主任委員淵
泉等人蒞臨向上學苑，與學員們提前過中秋並
致贈加菜金。復適逢向上學苑房舍整修工程竣
工，蔡部長及與會貴賓巡視環境後進行揭牌儀
式。

南投分會

臺灣更生保護會南投分會與南投縣政府文
化局共同於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 7 樓舉辦
「中秋月圓，幸福團圓」音樂饗宴活動。讓更
生人及眷屬團聚一起，度過一個難忘的中秋佳
節，活動當日安排視障者團體「飛行者樂團」
帶來音樂演奏表演，現場並贈送更生家庭中秋
禮盒，讓更生人及眷屬感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
關懷與度過一個溫馨的中秋佳節。
109.09.11

宜蘭分會

109.09.12

「親子團體輔導活動」

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於「星寶蔥體驗
農場」辦理中秋節家庭團體輔導活動。法務部
保護司林副司長嚞慧及宜蘭地檢署余檢察長麗
貞全程參與，和受保護管束人家庭及更生保護
會渡安居姐妹一起體會拔蔥、製作蔥油餅及花
生捲冰淇淋的樂趣；而透過這些體驗也能增進
受保護管束人和家人間的情感交流，拉近親子
間的距離。

桃園

分會
中秋節監所親子關懷活動
由桃園地檢署邱主任檢察官文中與桃園分
會朱主任委員仁才率領蒞監關懷，進入監所關
懷收容人及其子女，提供收容人之年幼子女慰
問關懷物資，表達對監所收容人的關懷之意，
使其懷抱感恩心情，在節慶能紓解思親情緒，
感受節慶氣氛與社會關懷的溫馨，期望收容人
以樂觀的心態，進而在監所內安心的學習，改
過向善面對未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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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分會
「好朋友生活節」更生傳愛‧情溢中秋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東森集團
《ETtoday》合作辦理文創市集活動，將更生人
圓夢創業產品，不加一滴水，選用 CAS 認證優
質雞蛋，純手工製作的-艾格諾先生蛋捲推廣宣
傳至社區，讓社區民眾一起來感受優質更生商
品的魅力，展現輔導更生人自立、創業的成果，
肯定其更生的價值。

109.09.19

臺中分會
「中秋送愛逗陣行」關懷清寒更生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結合社會資源辦
理「中秋送愛逗陣行」關懷活動，分送清寒更
生人家庭中秋月餅、柚子禮盒及愛心食物包。
活動由臺中地檢署毛檢察長有增、更保臺中分
會王主任委員錦賜、顧問團廖團長學從、臺中
市紅十字會陳副總幹事麗惠、7-11 新勤益門市
李委員麗疏，共同啟動此愛心善舉。

109.09.23

屏東

分會
關懷慰問輔導所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為關懷慰問屏東
輔導所及伯特利家園等戒毒(酒)癮輔導機構學
員思親情懷，感受社會的包容與接納，安排「剝
柚子趣味競賽」及「中秋節有趣猜燈謎」有獎
徵答，優勝組及個人由主辦單位頒發獎品予以
鼓勵，讓戒毒學員渡過一個溫馨及愉快的中秋
佳節。

109.09.23

基隆分會

109.09.23

「春風化雨 更生傳愛」關懷弱勢更生家庭
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柯榮譽主任委員
麗鈴(基隆地檢署檢察長兼任)、陳主任委員淵
泉、春風合唱團江團長菊、鄭團員寶玉、陳督
導德晶（書記官長兼任）等一行人前往弱勢更
生家庭關懷並發送秋節慰問金與物資，以實地
行動鼓勵更生人，讓愛延伸不中斷。

桃園

分會
中秋節社區關懷
臺灣更生保護會桃園分會與桃園地檢署結
合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於中秋節前夕共同辦
理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希望用愛串聯各方力
量，提升更生人家庭之間互動關係。
活動中運用栽種植物時耐心等待發芽，並
給予水分及養分，感受生命力量，增進更生人
學習技藝及其家屬親子互動的情感。

109.09.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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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會
「社區想愛關懷棧暨更生市集」
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與生命線合作辦
理 109 年社區想愛關懷棧暨更生市集活動，邀
請了沐恩之家手工皮雕、昭憲茶業、愛鄰舍精
品咖啡、福慧杏仁茶等圓夢創業貸款個案，現
場透過有獎徵答歡樂互動的方式，讓社區民眾
更加瞭解攤商優質產品，歡樂品嘗、振興經濟、
共慶中秋。
109.09.25

臺南分會「愛滿中秋

109.09.23-25

傳情平安」關懷活動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與臺南市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及東山碧軒寺等 8 個政府及民間團
體合作辦理 109 年「愛滿中秋 傳情平安」關懷
活動，活動中除了提供關懷物資，也提供心理
支持、就業及法律諮詢。希望藥癮者及其家屬
不單是獲得物資協助，也能獲得正向自我價
值，進而降低未來再犯的可能。

花蓮分會
「更生傳愛」社區關懷活動
臺灣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在臺灣基督教主
愛之家輔導中心舉辦「2020 更生傳愛-中秋節
社區關懷活動」
，花蓮地檢署俞檢察長秀端以更
保花蓮分會榮譽主委身分出席勉勵參加活動之
更生人及其家屬，也感謝機構陪伴更生人走過
生命的成長及蛻變。
109.09.26

澎湖分會

中秋節關懷慰問更生人

澎湖地檢署李檢察長嘉明（兼更生保護會
澎湖分會榮譽主任委員）於中秋節前，為表示
對貧困更生人關懷之意，偕同澎湖分會呂主任
委員榮進、澎湖地檢署魏書記官長慧美等一行
人，在澎湖地檢署辦理貧困更生人慰問金活
動，除了與更生人一一寒暄了解生活現況之
外，並致贈慰問金和中秋月餅一盒。
10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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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連線

臺南分會「強棒出擊‧反毒紅不讓」反毒宣導活動
府城i幸福 反毒一起來

臺南地檢署與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結合在地
職棒球隊統一 7-ELEVEn 獅隊，於 109 年 9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6 時假臺南市立棒球場，辦理「強
棒出擊‧反毒紅不讓」反毒宣導活動。活動開始由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擔任開球嘉賓，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南檢察分署張檢察長清雲、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
玉垣、臺南地檢署葉檢察長淑文、更生保護會臺南
分會宋主委俊明、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鄭處
長伯卿等首長亦一同參與，同時請在場球員及熱情
球迷朋友們一起加入反毒行列。

109.09.30

雲林分會 創業貸款「卿蔥」人生
法務部部長送關懷 肯定其關懷弱勢族群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於 8 月 15 日在雲林地
檢署洪檢察長家原、更生保護會雲林分會涂主
任委員金助等人陪同下，前往訪視創業貸款個
案「卿仔」
，並對於其能提供弱勢群體和更生
人穩定就業的機會給予高度肯定。
「卿仔」每日天色未亮，就跟隨貨車到各
鄉鎮的契作農田收購青蔥，並同時處理廠區工
人作業分配和出貨事宜。104 年向雲林分會
提出創業貸款申請，修建廠房與添購設備，並
於創業成功後不忘感恩回饋，協助更生。

109.08.15

南投分會 紓困振興 更生優活
法務部保護司訪視 春霖山園優活餐食所
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臺灣更生保護會南
投分會謝顧問榮盛(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
檢察長)、張榮譽主任委員曉雯(臺灣南投地方檢察
署檢察長)及向主任委員恒達為關懷更生創業者近
期受疫情影響之狀況，特於 8 月 26 日下午，在南
投分會同仁陪同下，共同訪視更生圓夢創業貸款人
莊先生，了解其創業情形及生活狀況。
109.08.26

苗栗分會 安置處所「陶藝趣」
苗栗姊妹之家 技訓班結訓
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於安置處所姊
妹之家開辦技訓課程讓學員可以學習在地陶
藝文化，除了陶冶心性外並養成勤奮勞動的習
慣，增強創作思維的能力，有助於戒除心癮並
重返職場就創業。
本次陶藝班有二位結訓學員分享學習過
程中各種辛苦和歡樂愉快的經驗，並表示這是
生命中不曾有過的美好，期待能夠一直持續辦
理下去，從創作中得到生命的感動。

109.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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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分會 更生輔導員屏北、屏南座談會
促進團隊凝聚力

專業知能再深化

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為提升更生輔導員專業知能及經驗交流分享，於課程邀請屏東地檢署陳主
任觀護人素玉、屏東救國團陳講師萬進及台灣青拾穗服務協會胡執行長淑華等師資陣容授課，並為
參加人員特別量身訂製專屬課程內容，俾能靈活運用在輔導實務上。

109.09.15

109.08.19

福建更生保護會閩式傳統點心技訓班
合成餅舖 金門大學 衛生局 就業中心 全方位協助
福建更生保護會於 8 月 25 日在金門舉
辦「109 年度閩式傳統點心技訓班開訓典
禮」，當日適逢保護司黃司長玉垣率領學者
等一行蒞金評鑑更生保護業務，受到林董事
長邦樑(福建高等檢察署金門檢察分署檢察
長)、張常務董事云綺(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
檢察長)等人歡迎。
本班自 9 月起在金門監獄授課，術科由
小金門合成餅舖林信光老闆無私傳授製作
技術；學科部分結合金門大學「創意行銷」
、
衛生局「食品衛生安全」、就業中心「職訓
及就業」，各專業領域共同協助更生朋友，
待習成出獄後，亦將協助就業或貸款創業，
落實「貫穿式司法保護」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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