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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馨五倍券~幸運草更生商品展售會

臺灣更生保護會於110年10月20日假新竹Big 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舉辦「歡馨五倍券~幸運草更生商品
展售會」活動，呼籲社會各界以行動支持、關懷更生
朋友。此次活動安排更生人現身說法，讓社會大眾瞭
解更生朋友創業辛苦的一面，也展現更生保護、協助
更生人自立的成果，讓企業團體及民眾認同，共同接

110.10.20

納幫助更多更生人。
法務部蔡部長清祥致詞時表示，今天社會大眾都看見更生朋友們的改變，這些更生朋友們過去曾
經犯過錯，但是他們已經改過自新，努力研發自己的商品，希望把品質最好的產品呈現給社會大眾。
我們應該卸下異樣的眼光，多多支持他們，讓他們有機會能浴火重生，回到社會並貢獻自己所長。臺
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兼任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邢泰釗表示，為協助創業貸款之更生商家，本次活動除了
幫忙打響更生商品知名度外，也希望給予更生朋友們實質補助，民眾於110年10月8日至同年12月15
日止，持紙本實體券購買更生商品，則提供加碼補助二成優惠振興券，每一創業貸款商家在活動期間，
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元，希望藉由今天的活動，讓社會大眾看見更生人的努力。邢董事長呼籲各界，
多給更生朋友機會，給他們一個友善的環境，我們的社會將會更加祥和。
新竹市林市長智堅、新竹縣楊縣長文科共同呼籲民眾，對於有心創業的更生人應該給予鼓勵，也
請各位企業能提供工作機會給更生人，支持更生人商品，協助他們自立更生。本次活動獲得遠東巨城
購物中心李靜芳董事長全力支持，法務部保護司黃玉垣司長、新竹地檢署郭永發檢察長、桃園地檢署
王俊力檢察長、新竹監獄吳永杉典獄長、新竹看守所詹益鵬所長、誠正中學陳宏義校長、更保新竹分
會葉朝枝主任委員、犯保新竹分會呂柏鏞主委、新竹榮觀協進會張淑珠理事長及其他社團、企業也親
臨會場，期勉大家給更生朋友們加油打氣，在他們復歸社會的路途上，助他們一臂之力。

110.10.20

1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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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保會圓夢創業貸款助更生人重拾信心
擁有百萬以上用戶量的凱擘大寬頻於110年10月26日專訪本會邢泰釗董事長更生人創業之路，邢
董事長表示，更生人出監後大部份面臨就業、安置、就學、就醫及急難救助等問題，基本的問題如果
沒有處理好，更生朋友們出監後，會再度面臨生活的困難，在救助無門的情況下，很可能再度犯罪，
更生保護會在柔性司法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就業問題是更生人的核心問題，更生保護會對於有心
創業卻苦無資金的更生人，規畫一個「圓夢創業貸款」方案，希望幫助更生人達成自己創業的夢想，
讓更生人脫胎換骨，從浪子變成業界鉅子。
近10年來更生保護會「圓夢創業貸
款」共核貸264件、貸款總金額為8仟
6佰8拾1萬元，逾期清償貸款15件，合

影音報導

計金額140萬元，這些金額並未列入呆
帳，因為更生朋友們仍陸續償還中，只
要有心向上的更生人，更生保護會都願
意幫助他們，更生夥伴們秉持橄欖球員
抱球衝刺的精神，克服萬難，全力以
赴，積極向前地幫助更生人。專訪最
後，邢泰釗董事長也以更生保護會的吉

110.10.26

祥物--lucky猴，祝福所有更生朋友們順
利融入社會，並珍惜自由的日子。

專訪內容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J29eSv3Kc

▎召開專任人員暨個案管理員在職訓練會議 提升行政效率
本會於110年10月21日召開專任人員暨個案管理員在
職訓練會議，由陳佳秀顧問擔任主席，法務部吳怡明副司
長親自蒞臨指導。本次課程為了因應疫情，安排遠距輔導
與數位工具相關課程，希望在疫情的干擾之下，能夠用更
多元的方式，提供更生人所需要的服務。本次除了邀請朱
110.10.21

惠英助理教授主講「後疫情時代線上晤談與輔導應注意事
項」、鄭友為經理主講「後疫情時代連結個案的跨螢旅程
–數位工具與多螢時代轉變」外，也請法務部保護司侯淯
荏科長，談特殊個案的處理方式，未來分會在處理案件上
有所依據。
本會的活動與業務在推動上，持續都面臨一些新的挑
戰與困難，期許同仁及個管師共同努力，提升行政效率，
讓我們的業務能更往前邁進，也能夠對社會做出更大的貢

1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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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第 14 屆董事會暨第 7 屆監察人第 1 次聯席臨時會議
本會於110年10月29日召開第14屆董事會暨第7屆監
察人第1次聯席會議，由邢泰釗董事長擔任主席，法務部黃
玉垣司長親自蒞臨指導。
邢泰釗董事長於會中表示，儘管疫情嚴峻，影響著各行
各業至鉅，各位董監事卻一直在各種場合支持與陪伴更生保
護會，在此深表感謝。本會於110年10月20日在新竹辦理幸

110.10.29

運草更生商品展售會，當日更生商品銷售一空，代表更生商
品獲得大家的肯定，希望透過拋磚引玉的方式，喚醒國人一起來幫助更生人，更生人和一般人一樣，
總有情緒起伏，也常因一時失慮而觸法，讓更生之路變得困難，但只要我們鍥而不捨改變國人的觀
念，接納我們的更生人，對更生人一定會有助益；更生保護會對於工作秉持不懈怠、不自滿的態度，
人員培訓及管理
積極協助更生人，近期為提升本會績效，將進行編纂更生保護會工作指引，讓各位同仁未來在提供
服務時，有所依循，期許更生保護會成為社會的一股安定力量。

落實經驗交流與傳承-編纂《更生保護工作指引》
輔導原則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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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更生美影-攝影比賽

攝影比賽獲(金獎、銀獎、銅獎)作品、名單

金獎

浴火重生-火鳳凰
/陳 ○ 榮

銀獎 耀旭光輝
/吳 ○ 維

銅獎 不要辜負關心我
們的人/陳 ○ 慧

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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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藝起甦筆-受刑人、更生人徵文比賽
近幾年來物質濫用的個案日漸趨多，廣泛
性物質包含毒品、酒精等物質，許多物質濫用
的人透過物質麻痺自我，也藉其暫時逃離壓力
或是不愉快，在更生保護的實務工作中可以發
現有許多更生人平時沒有舒壓或休閒的管道，
以致使其藉由藥物、酒精等物質來麻痺自我。
臺灣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舉辦藝起甦筆徵
文活動，今年已邁進第三屆，透過這樣的方式

110.10.14

，鼓勵受刑人或更生人運用書寫、繪畫等形式闡述自我的生命故事或是問

110.10.14

題，也透過文學療癒自我。本次徵文活動仍受到許多受刑人及更生人的支
持，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於110年10月14日邀集專業評審召開決審會議進行
評比，短篇小說評審為王瓊玲老師、白品鍵老師、鮑孟德老師；新詩類評審為林沉默老師、路寒袖老
師、劉曉怡老師；散文組評審為徐志平老師、蕭義玲老師及蘭薰老師。本次進入決審的作品共有67
件，從中選出新詩、散文及短篇小說前三名各乙位、佳作數位，並頒發獎狀及獎金。各評審老師對本
次參賽的作品討論度高並給予極高的評價，甚至有作品深獲評審讚賞，希望可以獲得版權拍攝微電
影，每篇文章字字珠璣、情文並茂，毫不遜色。
短篇小說類獲獎名單

新詩類獲獎名單

散文類獲獎名單
第一名 家的墜落式

謝○陵

第一名 阿嬤的話

劉○憲

第一名 洗乾淨

謝○陵

第二名 最後一片葉子

陳○瑞

第二名 寂寞日常

林○輝

第二名 長袖變短袖

黃○偉

第三名 殘缺的背影

李○豪

第三名 向晚

黃○中

第三名 阿勃勒

劉○憲

佳作

再見─在也不見 葉○明

佳作

血脈的呼喚‧守候 簡○豪

佳作

四手聯彈鎮魂歌 李○乾

佳作

將進酒

簡○豪

佳作

難‧捨

黃○龍

佳作

白色同學會

王○弘

佳作

旅遊泡泡

王○弘

佳作

強迫症

謝○陵

佳作

老爸

林○輝

▎全國更生美展

展覽日期：110 年 11 月 6 日至 11 月 17 日
展覽地點：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大墩藝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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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簡單學輔導

助人工作者之面質技巧
彰化分會 劉金鎮督導

什麼是面質？
面質是指當助人工作者發現當事人語言與非語言行為不一致、逃避面對自己的感覺與想法、語
言行為前後矛盾、不知善用資源、未覺察自己的限制…等行為時，助人工作者指出當事人矛盾、不
一致的地方，協助當事人對問題有進一步的了解。

面質技巧
面質技巧回到專業的術語上面，定調為一種衝突、或是一種情緒語言的表達、亦是一種對人、
事、物的防衛機轉。面質技巧可以協助當事人覺察自己的矛盾，看到訊息與訊息間的關聯，而對問
題有進一步了解，甚至產生頓悟。
例如，我們的服務對象可能對於行政程序流程或資格書面審查請再補件等要求有很大的情緒，
這時說出口的話有可能是「都已經聽話去補件，為何又刁難」
。所以我們在言語表達上，會回到「符
合助人工作者的期待」的本質，但個案又不知如何做表達、懇求「請你一定要幫我」
，個案會產生一
種負向的情緒，而這樣的負向情緒回應到服務對象的特質或文件上的審核，會產生出一個有趣的結
果，也就是助人工作者想要協助服務對象完成特定事件，但服務者希望我們超前部屬，甚至快速的
審核完畢他的資格，產生一個叫「我們只是幫助他完成一個行政程序」而已，但受服務對象會產生
出被刁難或是過度期待，產生類似這樣的言語溝通時，我們會把這樣的澄清跟期待回歸到面質，也
就是當我們做澄清、補述的時候，服務對象會說出不妥的言語，從不妥的言語當中開始反思。
面質有可能是衝突、有可能是資訊的不對等，也有可能是當事人把不同資訊篩選過自我詮釋後，
跑出負向的情緒，再把這些情緒回應到我們身上。因此適用時機則為助人工作者與當事人有正向關
係後之階段時，因為開始面質也就是開始吵架，正向關係之後的負向反應情緒。開始面質一定是開
始對個案有所期待，希望個案有精進自己的行為，但這樣也是開始建立衝突關係，因此使用前提一
定是在關係已建立充足穩定的情況。

面質技巧之功能：
一、協助當事人覺察不一致的地方。
二、協助當事人探討不一致的地方，進一步了解自己。
三、協助當事人了解自己的優點、缺點、資源與限制。
四、協助當事人看到妨礙自己與他人權益的行為。

使用面質技巧有下列幾項注意事項：
一、助人工作者不可藉面質技術懲罰當事人。
二、面質內容也不可出於推論與猜測。
三、如當事人用生氣、反駁或假裝同意來回應面質時，仍應繼續面質當事人。
四、助人工作者面質的內容應導向當事人的資源、優點、缺點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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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服務 全方位的更生保護服務-黃文智主任更生輔導員
新北分會 主任 陳美霞
「黃大哥，這位個案要分案給您家訪」、
「黃大哥，提醒您星期三要入監個輔」、
「黃大哥，案家
的物資要麻煩您致送」
，新北分會工作人員口中習慣稱呼的黃大哥，正是新泰區主任更生輔導員黃文
智先生，101年經由莊文堅更生輔導員介紹，加入新北家族擔任更生輔導員雖僅10年，除個案服務、
辦公室值班、入監個別輔導外，年度的更生輔導員教育訓練及更保節等相關活動也未見缺席，衍然
全方位投入更生保護服務工作。
記得有一日黃大哥到分會來值班時帶來一大袋的各式饅頭與
同仁分享，原來是分會在接獲臺東監獄東成分監來函即分案黃大
哥進行家訪追蹤個案阿基，其出監後就運用在監學習到製作饅頭
包子的技能，經營包子饅頭工作室，再由妹妹協助到市場販賣，
黃大哥近半年的時間持續不斷的關心鼓勵，每每還訂購饅頭包子
分送親友，也鼓吹親友們回購，給予個案最實際的肯定!而阿基在
做生意上有不清楚之處也會主動請教，在市場上設攤販賣時遭遇

108.06.19

到困難之處，黃大哥知道後亦主動出面協助排除，建立了亦父亦
友的關係。分會邀請阿基辦理更生之友特賣會活動，黃大哥亦到場給予加油打氣，因為黃文智主任
更生輔導員的陪伴，讓阿基的更生之路倍感溫馨。
性侵個案阿興剛出監又戴著電子監控系統，黃大哥因自身社會經歷及廣結社會資源，認識許多
中小型企業或服務業的老闆，便主動協助阿興轉介到友人所經營的便當店工作，並常常前往關懷訪
視與阿興懇談分享工作甘苦，如阿興遇有工作上問題也會主動居中協調，並請友人僱主多包容及接
納更生人。而阿興也沒有讓黃大哥失望，在辛勤工作下獲得老闆娘女兒賞識，2人共結連理同組家庭，
另外獨立創業開店，傳為佳話。
個案阿文住處偏遠位於山區，大眾運輸系統也不易到達，因身患糖尿病且視力也受影響，平時
會尋覓些簡單的清潔工作過日子，但碰到身體狀況不佳無法工作時，生活上就連三餐都成問題。急
公好義的黃大哥在辦公室值班，聽見同仁們正討論該如何協助阿文時，二話不說立即答應願主動協
助訪視，就在值班結束後顧不得用餐，帶著分會致送阿文的生活物資及慰問金，便立即驅車前往案
家，後來才得知因山區路況難尋，在前往的路程中幾經波折才到達阿文家，黃文智主任更生輔導員
對於有困難的個案總是主動伸出即時援手。
黃文智主任更生輔導員對於分會請其協助行前電訪、家訪或是入監個別輔導等案件，皆盡心盡
力熱心服務，更生人所需協助事項以全方位關懷給予服務，運用自身社會資源及人脈關係，主動積
極結合，將更生人的事看做自己家中的事般，全力以赴，令人感動。

10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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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訓練

屏東分會

基隆分會

110.10.27

110.10.20

為使更生輔導員能即時提供更生人復歸轉

為提升並健全更生輔導員相關專業工作涵

銜及適當的處遇，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

養，同時精進其業務知能，財團法人臺灣更生

東分會於110年10月27(三)上午辦理更生輔導

保護會基隆分會（以下簡稱本分會），特於本

員研習會視訊課程；除有現場觀看視訊外，亦

月20日、27日辦理「更生輔導員精進訓練及分

開放線上直播，提供無法親臨參與的人員，合

區座談會」活動。本次課程另邀請資深更生輔

計逾50名更生輔導員一同參與。本次課程針對

導員王忠義老師、張睿元毒品個案管理師，針

社會資源連結運用及重大議題之概論作深入探

對個案紀錄撰寫、家系圖及生態圖繪製及運用

討及交流。由更保屏東分會個案管理師謝宛

等一系課程進行實務經驗交流。10月27日邀請

蓁、鄭雅鈞授課-毒品更生人社區處遇計畫，講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薄荷關懷協會創辦人暨秘書

解今年度(110年)新增毒品更生人社區處遇計

長李晟韋先生、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基隆

畫及更生保護業務等應用，期待第一線更生輔

分會吳文君律師，分享基隆在地資源、介紹法

導員能給予更生人最適當的資源，希透過本次

律扶助基金會、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及成年監

講解後，能對於個案輔導處遇及服務轉銜，能

護或輔助宣告…等法律知能，課程中更以案例

更有效地處遇及規劃。

說明增強學習記憶，並與在座學員進行詢答，
滿足大家的求知慾。

臺南分會

110.10.29
110.10.28

更生保護會臺南分會於110年10月28及29兩日假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舉行『110年更生輔導員
精進訓練課程』，在兩天的活動中，更生輔導員拿到由更生保護會總會所設計製作的背心，大家都
紛紛稱讚相當有質感，穿起來精神都變好；而在訓練課程分別邀請到臺南市社會局社會工作及家庭
福利科專員李雪華分享『社會福利資源概覽』；國立臺南護專老人服務事業科兼任講師陳俊穎講授
『助人工作者家庭評估與個案紀錄撰寫』；達灣撒固兒工坊園藝治療師高美娟講授『園藝輔助治療』；
中華人際關懷處遇協會執行長暨更保台南分會督導王振宇，討論『毒品個案之探討與輔導處遇』，
介紹成癮的生理因素以及『戒癮十二步驟』的流程，引導更輔員了解毒品個案的輔導，兩日的精進
訓練課程就在與會者皆有滿滿收穫的情況下畫下完美的句點。
第 7 頁 甦活人生電子報 第 11 期

分會關懷

▎尋找光的日子
－藥癮者更生人家屬維繫支持活動

藥癮者復歸社會時，影響復歸社會
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家屬及社會的支持與
接納，因此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執行「安
定˙安家藥癮者更生人家庭支持服務方
案」時，意圖透過衛教、家屬維繫支持、
參訪機構等活動，使家屬獲取相關知
能，能夠瞭解身邊的藥癮者在復歸社會
時，會碰到何種困難與如何接納他們。
110.10.23

110年10月23日新北分會帶領藥癮

者更生人家屬一同參訪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桃園區會附設日光書房及日光之家。活動過程中，
陳牧師分享自己過往是叱吒風雲的黑道大哥，為勸朋友戒毒不成，反而身陷毒海，十多年來多次進
出監獄，最後靠著信仰成功戒毒，並在更生人的中途之家，遇見了現在的老婆慕婉，兩人一起去讀
神學院，攜手創辦日光之家，陪伴、幫助許多更生人。
陳牧師以自身的心路歷程向家屬分享，讓家屬能夠在藥癮者返家時，不再透過責罵的方式，而
是選擇接納與支持，讓藥癮者有不一樣的返家感受，進而開始逐步改變；同時也增進成癮者及其家
屬之間情感交流與互動，進而強化家庭支持之力量。

▎新北地檢署攜手更保及榮觀，齊心送暖至監所
時值秋風微涼、疫情趨緩的時節，臺灣新北地
方檢察署遵照法務部長指示，結合社會資源關懷弱
勢，於110年10月12日結合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
會及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共同辦理
佳節關懷送暖至監所活動，今年因疫情無法入監辦
理收容人年節關懷活動，變通轉以致贈關懷物資方
式進行，藉此使收容人感受到社會的溫暖、佳節的
110.10.12

氣氛，也提昇司法保護成效。

愛心捐款 行動支付
需要您的支持與響應
台新 Link Pay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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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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