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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報導
▎振興五倍券

守護更生人

隨著國內疫情逐漸趨緩，政府於110年10月8日發送「振興五倍
券」，藉此刺激國內消費市場。本會董事長邢泰釗指示對弱勢更生商
家要特別關照與輔助，協助行銷其產品，除讓這些更生朋友度過疫情
艱困期間，同時提升更生產品的知名度。

10/20 下午 2 時
新竹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11/10 下午 4 時法務部一樓

本會規劃於110年10月8日至110年12月15日活動計畫期間，消費者持紙本實體券向本會各地分
會輔導創業之更生人，購買更生商品，即加碼優惠二成回饋給消費者。而每一位受輔導創業之更生
人則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元；此外，為激勵分會工作人員積極協助創業貸款事業主及行銷更生商品，
活動計畫結束後，對於前三名績效優異分會的專任人員，也有獎勵的措施。
為了振興行銷更生商品，本會預定民國110年11月10日下午4時於法務部一樓大廳結合犯罪被害
人保護協會馨生人產品，共同辦理振興券一日店長記者會，邀請相關分會創業貸款事業主參加，活
動當天消費者得以實體振興券購買更生商品，可獲得8折價格或加贈更生商品之優惠。
「振興五倍券」發送後，各地分會即開始協助更生人促銷其商品，首場總會將於110年10月20
日新竹遠東巨城購物中心大門口與新竹分會共同促銷更生人產品，透過媒體報導，推廣更生人商品，
讓社會大眾看見更生人的努力。

▎外聘督導聯繫會議 全方位的拓展服務視野
本會於110年10月7日召開本年度第2次外聘督導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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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引進專業諮詢，帶動行政革新」，期待外聘
督導協助本會促進更生保護業務精進與再造，讓保護工作能
更加精緻，並提升保護服務知能與方法，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能。更生保護專業服務模式，在於提供個案多元化、支持性

110.10.07

及必要性服務，協助個案解決生活困難，讓更生人早日融入

社會，避免再犯。然而輔導僅是方法，並非目的，更生保護服務的專業並非侷限於微觀面的個別輔
導，而是在於全方位的拓展服務視野，含結合社會資源、熟諳相關法規及知能、行銷更生人產品、
達到各項目標的行政作為等等，期待外聘督導提供專任人員豐富的資源，協助工作人員於個案服務、
志工管理及情緒壓力等問題進行診斷及建議，進而提升保護工作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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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後盾 陳佳秀書記官長與吳怡明副司長
110年8月26日高檢署檢察官陳佳秀接任書記官長後，
本會邢泰釗董事長親自頒發顧問聘書，勉勵陳官長對更生保
護業務持續援助及支持，讓老店新開張，充滿朝氣與活力，
提供更生人最妥適的服務。陳官長是司法界翹楚，甫上任即
親自至總會關懷同仁，也利用公餘時間對更生保護業務提供
協助及指導，對更生業務推動，更是不遺餘力，帶來一股新
氣象。高檢署吳怡明書記官長，原兼任更生保護會顧問，在
升任法務部保護司副司長後，更保同仁依依不捨，三年來，
常借重吳顧問法律及犯罪實務的經驗，給予更保最堅厚的支

110.09.24

援，現在雖不再擔任更保顧問，但如同家人似的，時時刻刻
給我們關懷與鼓勵，讓我們更有力量面對各種困境與挑戰，謝謝吳副司長，我們永遠的吳顧問。

▎臺灣更生保護會 守護幼苗 迎向美好未來
受刑人攜子入監主要依據《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出發點，著重在孩童的保
護與照顧，幼兒早期如能發展穩定的母子關係、滿足對安全感的需求，對未來人格塑造有正面的意
義，惟幼兒在監禁場所內成長，對將來社會化勢必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法務部在106年間與財團
法人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攜手推動「強化矯正機關攜子入監處遇措施合作方案」，除延聘保育
人員、增加親職教育與幼兒發展處遇課程外，2歲以上幼兒日間即可至幼兒園上學，讓幼兒提早適應
社區生活，順利融入社會，進而改善幼兒在監所內成長所帶來的弊病。
本會邢泰釗董事長關懷這些幼兒們的身心健康，為了填補矯正機關的資源不足，讓專業的醫療
人員入監，為這些國家未來主人翁們定期治療蛀牙與保健牙齒，也從互動式的教育中，融入人文關
懷的議題，重視品德教育，守護著他們的心靈，讓幼苗們從小學習收穫法則，從感謝中，學習如何
把愛傳播出去。邢董事長期許社會各界給予這些幼兒更多支持與接納，讓他們有更美好的未來。

▎服務背心
本會未來將朝企業化、科技化及現代化來發展，以締造一個永續經營的更生家園為目標，我們
設計出能展現本會動力的服務背心，特點如下：
一、以橄欖球員抱球衝刺，象徵臺灣更生保護會與更生夥伴們如同橄欖球
員一般，克服萬難，全力以赴，積極向前，發揮運動家的精神向前行
(台語)go go go。
二、背心樣式搭配銀齒拉鍊呈現俐落，展現我們專業形象，
對於業務，我們做事細心果斷，尤其是遭逢危難的更生
人，立即協助尋找社會資源，予以暖心協助。
三、以石榴紅色系，呈現本會跳脫原本窠臼，充滿熱情活
力的一面，也象徵著更生團隊是溫暖的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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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的牙齒圖來自 zh.pngtree.com

▎勤學紓困 協助數位落差更生家庭翻轉人生
自今年5月起新冠肺炎疫情擴大，各行各業營收受到影響之外，孩子們的學習也受到波及，各級
學校採用停課不停學模式，讓老師以遠距教學型態進行，新型態的授課方式衍生出設備、管理、督
促問題，而遠距教學所帶來的數位落差，也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臺灣更生保護會運用「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捐助之經費，對於受疫情衝擊，致使更生
人家庭子女就學陷入困境者，秉持「濟弱扶傾、數位輔助、線上無礙」三大原則，協助參加本會家
庭支持服務方案弱勢更生人子女新生入學、數位學習設備補助。協助高中職以下新生入學費用補助，
助其添置新制服或文具等學習用品；提供平板、網卡，配合學校遠距教學型態，積極求學、提升學
習品質，也減輕疫情嚴峻下弱勢更生人家庭子女就學負擔。本次由臺北、士林、新北、桃園、臺中、
雲林、嘉義、臺南、高雄、臺東、宜蘭、基隆等12個分會提出申請，核發25位新生入學補助、51位
數位學習設備補助。

110.09.10 臺中

110.09.16 宜蘭

小姐妹收到平板，非常開心！王主委鼓勵倆姐妹好好
學習，主責社工則提醒案主，要與孩子約定使用時間，
晚上睡覺不要帶進房間等小細節，期待更保提供的數
位學習工具，能達到真正勤學目的。
110.09.21 士林

領有身障手冊的阿
慧跛著腳在小兒子的攙
扶下走進臺東分會辦公
室，疫情緊張的那段日
子，阿慧工作狀況不太
穩定，原本沉重的步伐
顯得更加蹣跚。

110.09.24 臺東
110.08.20 高雄

無力替孩子在學習方面幫上任何忙，阿慧感到挫
折。臺東分會看見阿慧的無力與挫折，協助申請勤學紓
困專案，開箱見到平板的那一瞬間，孩子眼中充滿期待
與興奮，阿慧也露出了久違的笑容，母子兩人好奇地探
索手中的平板，歡樂的氣氛凝結在空氣中，那一刻，母
子兩人暫時忘卻了生活的種種煩惱。
110.09.27 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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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送愛

公私協力 關懷更生

110.09.10更保臺中分會結合7-11新勤益門市捐

110.09.09更保基隆分會與基隆地方檢察署、基

贈50盒月餅禮盒，宅配至更生案家過中秋。

隆市榮觀協進會陪伴向上學苑學員過中秋。

110.09.14更保士林分會、士林地方檢察署及士
林榮觀協進會，致贈清寒更生家庭中秋禮品。

110.09.14更保新北分會與新北地方檢察署，至
璞真之家舉辦中秋關懷活動。

110.09.15更保屏東分會與屏東地方檢察署關
懷屏東輔導所及伯特利家園等安置機構學員。

110.09.13更保苗栗分會募集物資，於中秋佳節
轉贈更生弱勢家庭及苗栗2處戒毒安置處所。

110.09.15更保澎湖分會與澎湖地方檢察署辦

110.09.29更保臺北分會結合公益團體採購創

理貧困更生人慰問關懷，讓更生朋友不孤單。

貸更生商品，幫助弱勢更生家庭歡度中秋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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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簡單學輔導
現實治療法

苗栗分會 蕭同仁督導

現實治療是由William Glasser(1925-U.S.A)所創，又稱為「行動的治療法」
。1967年Glasser創
辦現實治療中心(at L.A.)，看重「心理治療中諮商心理師與當事人間的平等對待關係」
，主張「唯
有在溫暖、積極、真誠、接納、不責備、不放棄」的治療情境中，才能更有效的幫助當事人重新獲
得能力以滿足自我的需求，而能過一個有意義的生活。

現實治療之人性觀
個人先天具有健康和成長的潛力，每個人都想要有所作為，並表現出成功、負責的行為；而
行為具有其目標導向，透過內在平衡機轉，使得行為的調適和改變成為可能，因此，每個人都可
以達到生活的負責、成功與滿足。

現實治療之人格理論與技巧
無論年齡、性別、種族至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生理與心理需求， 在選擇理論裡指出「生存」
、
「愛與歸屬」、
「權力」、
「自由」及「樂趣」等五大需求。

1生存

2愛與歸屬

3權力(做自己蠻喜歡的事)

5樂趣

是生理的基本

指出個體愛別

能感受到自己是有

能感受到愉快的感

需求，也是人類全

人也能感受到被愛

能力、有價值的需求。

覺，並試著在學習中獲

體最普遍的需要，

的需要，包含對家

讓自己感到重要以及被

得快樂。此需求在日常

包含生存與繁衍。

人、朋友的關係需

認同的需求。我們都需

生活中相當重要的基本

在生理性的向度上

求，它是從生到死

要一種成就感，去獲得

內在需求，是維持個體

，表現的方法是明

長期性的需求。因

價值，但不是去統治或

繼續學習與工作之動力

顯的，包含水、睡、

這個需求使得人們

是控制其他人來滿足。

，上述五個需求都有其

維持溫暖與性；而

學習合作形成一個

重要性，缺乏任何一者

心理性的向度上是

單位的功能，像家

4自由

偏向不明顯的表現

庭、工作場域、社

方式，包含生活品

團及宗教組織。治

質、減少危險等。

療師依循此需求，
在治療過程中協助
個案愛人與被愛。

助人者對個案工作展現特徵
(1)考慮當事人的動機與能力。
(2)簡單且容易明瞭。
(3)包含正向的行動。
(4)鼓勵當事人擬定獨自能執行的計畫。
(5)最好是立即且能每天執行的。
(6)應包括以過程為主的活動，如應徵工作。
(7)評估是否確定可實際達成。
(8)用書面把計畫寫下。

感受自己在行動上
或思想上有選擇的自由
。如果要成為一個全功
能的人，在沒有不合理
的抑制下，有機會在各
式各樣的可能性中選擇
並且由我們自己去做。

結語

都會使當事人出現生活
不適應之問題，尤以生
存需求是最基本的，因
為缺乏時，當事人容易
鋌而走險做出非法之行
為，另外，權力感低者，
容易造成自我價值感的
低落。

現實治療強調諮商師的角色，在協助當事人評
估自己現在的行為，是否能滿足內在的心理需
求，並藉由當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透過實
際的行動去改變自己的行為，創造成功經驗。
現實治療強調行動，因此有人稱現實治療為
「行動治療」，從「做」中產生改變，產生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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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服務

用生命影響生命-楊九如更生輔導員
高雄分會 主任 吳珮莘

夜幕低垂，一天的工作剛結束，楊大哥脫去身上工作的圍
裙，不是直接回家，而是以另一種身分繼續投身工作––陪伴更
生人，他就是更生保護會高雄分會的更生輔導員—楊九如。
楊九如大哥年約50、頂著小平頭，笑起來兩條眉毛揚起，
讓人覺得格外親切，還沒開口就散發平易近人的氣質，完全看不
出來他年輕時混過酒店，經營地下錢莊，抽菸、喝酒吸毒樣樣來，
108.05.30

迷失過人生方向。

初次認識九如師兄是在10多年前，高雄分會專任人員陪同個案去慈濟環保站找工作，九如師兄
立刻協助這名個案租屋，還幫他從環保站拼湊一輛腳踏車，作為上班通勤用。約6年前，分會輔導一
位個案「阿仁」
，再度巧遇九如師兄，阿仁因為吸毒入獄，出獄後工作賺了錢，經不起誘惑又吸毒，
竟引發嚴重感染，還失去記憶與生活自理能力長達兩個月，母親為他把屎把尿，幾近崩潰到處求助。
九如師兄跟他們說不要煩惱，一路陪伴母子倆，並扮演他們生命中少有、卻重要的「正向、穩定、
可靠」的角色。藉此機會，分會力邀九如師兄加入更保，讓雙方資源相輔相成，發揮一加一大於二
的效益，九如師兄二話不說便答應了，還帶著老婆一同加入更輔員行列，真的是一加一等於3呢！
九如師兄個性相當直爽、幽默，與更生人談話總能很快地對上頻率。也因為九如師兄在南部幾
個監所進行入監輔導，常有收容人寫信預約出監後要來找他，也有很多更生人會特地到豆花店尋求
溫暖。當大多數的人眼中都只看到他們所犯下的錯，卻沒有人想去了解他們犯錯背後的原因，九如
師兄除了陪伴，還會很平和地傾聽；他知道唯有這樣建立信任感之後，才有辦法幫助他們一步步地
改變，引導他們出獄後能面對社會的現實，堅定不再走回頭的心念；只有在這關鍵時刻介入才是最
有效的，如果一開始就要他們改變，只會將他們越推越遠。雖說如此，但在輔導過程中遭遇到的挫
折、沮喪卻從來沒少過，但也發現這些特別的個案，有時給他的回饋比想像中的多。
阿文就是一個例子。吸毒的荒唐人生，直到60歲才步出高牆，回到旗津老赫然發現人事全非，
只能帶著全身家當出現在豆花攤求助。九如師兄雖然心裡想著：糟糕！又一個來鬧的。但也在很短
的時間內回報分會，幫阿文找租屋落腳的地方。兩個大男人加起來一百多歲，連鋪床單都不會，摸
索到凌晨短暫休息之後，天一亮，又帶著阿文找工作。阿文也知道，連鋪床單都找不到從哪下手的
自己，60歲要重新開始談何容易，但感受九如師兄這麼真誠、拼命，為的卻是一個素昧平生、人人
視為惡人的他，終於讓他徹底覺悟。現在的阿文，從那時領到人生第一份薪水至今，已經穩定生活3
年多，人生過得相當踏實。在漫漫長路後，回頭看，當時的初遇竟成為轉捩點。
「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可以用生命影響生命」
。九如師兄熱衷於「更生輔導員」身分，帶著決心
和意志，想要幫助更多更生人在有限的資源中引爆無限夢想，這條路，他走的拚命卻又滿足。
「我想
要幫助他們找對位置，重新找回一個屬於他的人生」
。他常用螢火蟲來比擬自己，螢火蟲燃燒自己，
用著微弱的光點，成為黑暗中引路的燈塔，築起無限的希望。就像他為迷途的更生人找到回家的方
向。

107.08.31
110.09.12
第 6 頁 甦活人生電子報 第 10 期

107.08.31

就、創業相伴
報導

『迷途知返-指引人生薪方向』

屏東分會

為提升更生人就業意願及自信，並提供現代就業職場趨勢及完善職涯規劃，更生保護會屏東分
會結合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屏東就業中心及潮州就業中心分別於本(110)年9月16日、9月28日辦
理兩場「指引人生薪方向」更生人就業促進活動。
9月16日邀請富邦人壽保險公司陳慧珠業務主任見證分享心路歷程。陳慧珠曾飽受毒品的束縛，
高達10年以上，現在的陳慧珠是保險公司業務主任，出書撰寫個人故事，藉由她的經歷分享，能夠
讓正在迷途的更生人有個典範，重新自己的人生。9月28日邀請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日新老人長期
照顧中心曾清文董事長分享從「迷途羔羊」到創業的心路歷程，鼓勵每位參加學員能檢視自我，重
新思考未來，實踐自我價值。
學員阿元上課時就坐在講師正前方，對於講師講述的就(創)業過程，實為刻骨銘心；課程後，
阿元特地向屏東分會工作人員詢問進一步的資訊，並留下個人詳細資訊，希透過更保會提供更多資
訊，可以使其真正穩定就業，改善目前經濟狀況。

110.09.16

110.09.28

結合橋頭觀護人室-就業輔導團體課程

橋頭分會

更生保護會橋頭分會結合橋頭地檢署觀護人室、岡山
就業服務站合作辦理就業輔導團體課程，因應疫情稍有緩
和，已於9月16日試行恢復辦理，期能透過課程宣導加強
受保護人與一般社會人士職場認識，並增強大家的求職常
識與信心。此外，更保橋頭分會另與岡山就業服務站共同
推動具身心障礙身分之更生人優先取得防疫安心上工機
會，經橋頭分會推薦，已經有3位更生人前往就業服務站
擔任推動輔導就業人員、於人潮較多的市場辦理量測體
110.09.16

溫、落實實名制、至學校擔任廚工等等，創造了許多豐碩
的助人成果。

就業獎勵金助力更生人穩定就業

臺南分會

阿佳是由臺南地檢觀護人轉介至更生保護會臺南分
會，當時求職心切的阿佳雖然已至台南就業中心登記，就
業中心也協助前往3家廠商面試，但一直無法確定是否錄
取，因此希望臺南分會也幫忙推介職缺，在分會莊主任積
極與就業中心個管員聯絡合作下，很快協助其找到塑膠射
出工廠的工作，分會每月持續關懷追蹤阿佳的適應狀況，
並在工作滿3個月後發給就業獎勵金給予鼓勵，希望接下
來他能堅持下去，重新甦活自己的人生。

11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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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訓練

更生輔導員分區座談

新北分會

臺灣更生保護會新北分會110年09月11日於新
北地方檢察署二樓會議室辦理「110年度更生輔導員
督導暨分區座談會」，邀集徐檢察長錫祥、曾主任
委員瀚霖、范主任檢察官孟珊、王督導家琪、黃督
導志忠及分會人員與全體志工參與；邀請國立臺北
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陳玟如助理教授專題講座及經驗
110.09.11

分享，提昇更生輔導員對更生保護工作的重視及個
案輔導技巧。

更生輔導員精進訓練課程

臺北分會

更生輔導不容易，除了需要更多的愛心、耐心，也需要「專業知能」。疫情之故，臺灣更生保
護會臺北分會規劃線上及實體課程並進，讓更生輔導員能安心兼顧防疫和訓練。
因應107年起政府實施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擴大對高風險家庭之服務，並強化通報網絡及民
眾防暴意識。有鑑於此，臺北分會於110年9月22日辦理更生輔導員業務研習會，將「家庭暴力案
件之探討與輔導處遇」納入專題課程，聘請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成人保護扶助組
錢淑真組長、臺北分會林惠珠督導針對家庭暴力個案輔導進行分區個案研討。
家庭暴力之根本為家庭問題，應以家庭為中心，以案家管理的模式，掌握家庭問題評估、服務
計畫之擬定、相對人及被害人各類服務之提供。家暴防治已由相對人處遇為主，轉為關懷服務之重
視。加強同理相對人之情緒，提升其受助之意願。感謝錢組長從「成人保護工作中之迷思觀點」、
「遭受暴力對待定義及內涵」
、「從案例分享及資源運用」、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方式」四
個面向延伸討論。透過這樣的
專題，往後無論是專任人員或
更生輔導員，在面對家庭暴力
案件的輔導處遇有更新的認知
與實務研討。

11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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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