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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第 13 屆董事暨第 6 屆監察人  

            第 1 次聯席會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7年 4月 18日上午 9時 30分。 

貳、 地    點 ：法務部 2樓簡報室(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 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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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常務董事

貞仰、陳常務董事鴻明、王常務董事錦賜、林常

務董事炳耀、張常務董事翔閎、曾董事瀚霖、吳

董事志郎、黃董事俊森、葉董事春麗、王董事信

豐、黃董事淑珠、劉董事香梅、黃董事俊棠、高

董事鳳嬪、何董事素秋、李董事玉嬋、林董事維

國、謝董事文彥、田董事秀蘭 

監 察 人：李常務監察人琇、詹監察人湧銘 

列席人員：李顧問秋燕、王執行長金聰、蔡副執行長孟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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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指導的保護司上級指導長官羅司長、副司長、彭科長、

及科裡面的同仁，今天我們奉邱部長新聘任的董事及常務監察人

及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邱部長因為早上尚有重要公務需要處理，部長相當重視

此次董事聘任典禮，大約 11點左右會趕回會場親自頒發聘書，聘

書頒發程序挪移到 11點開始，會議先由我先報告，10點半蔡政務

次長到會場代表部長致詞，議程調整情形先跟大家作報告。 

    非常感謝大家願意擔任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的工

作，今天是第一次召開第 13屆的董事會，有許多第 12屆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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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獲續聘，我在這裡表示祝賀之意，這屆董事會有幾位是新聘的

董事加入可以說是我們的生力軍，部裡面考量我們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工作的性質以及需要，所以敦聘心理及犯罪預防的學

者專家，以及在我們分會深耕已多年對會務運作非常嫻熟且很有

經驗，分會的主任委員來加入董事會的行列，這表示部裡面非常

重視我們基層基礎的工作，我也代表總會在這裡表示歡迎之意，

謝謝各位的參與。 

    在臺灣來講各種社團財團法人之中，我們臺灣更生保護會是

歷史最悠久的財團法人之一，我們更生保護會是在清朝末年的日

據初期，地方熱心人士，有感於受刑人出獄後沒有家人、沒有工

作而受凍挨餓無所去處沒有人收留他們，當初是由在監所工作的

人籌一筆款來負責安置這些出獄的人，是短暫的安置讓他們有一

個停留之所免於挨餓受凍，陸續由北到南的民間各地熱心慈善人

士組成這樣的團體，到了日據時代更為普行稱為司法保護會，當

時的總督府也設立了司法保護單位，與民間的司法保護團體作互

相結合，機關及民間有互相聯絡的機制，於光復後政府有感於每

個縣市都有司法保護的團體，尤其歷經戰爭結束後，政府從大陸

過來時，看到很多的司法保護會所募的款項，因為沒有登錄這些

財產有被不當使用的情形，所以當時由司法院及省政府結合來整

頓這些司法保護的民間單位，在民國三十四年成立全國唯一的司

法保護單位，也就是現在更生保護會的前身，那時的董事長是當

時高等法院院長擔任，到民國六十五年左右才正式登記為財團法

人臺灣更生保護會，為順應院、檢分立，檢察系統歸法務部管理，

就把董事長的工作轉由任命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擔任，由

法務部聘請各界人士來擔任董事及監察人，新聘董事對這個歷程

可能不清楚，我在這裡將這個歷史做簡短的說明。 

    我們於 104年是更生保護會成立 70周年慶，辦了一場規模較

大的慶祝活動，包括國際學術研討會、整理過去的歷史編撰史實

紀要，有四部之多，把我們從過去的歷史做一個完整的考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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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立時政府是沒有出資的，當時各地司法保護會的財產全部納

進來，以接收及捐贈入產的方式整頓及整合起來，幾年前立法院

通過接收入產日據時代的財產且歸政府監督的財團法人，預算決

算都要送立法院審查，審查通過後方能運用，所以我們現在可以

說是半官方的單位，我們運用經費或財產管理都是依據法律規定

辦理，幾十年來都非常正常的運作。所謂更生人就是指離開監獄

的人，包括徒刑執行完畢或假釋出獄或保外就醫的這類的人，都

是接受我們各地分會的司法保護，我們的工作包括就業、就學、

就醫、就養或其他臨時性的照護工作。還有一個福建更生保護會，

根據更生保護法的規定其設立以省來算，在金門是屬於福建省，

所以在金門有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跟我們是兄弟會，福建

更保的董事長是由金門高分檢的檢察長來擔任。 

    將來我們一年有辦理兩次的董事參訪各地分會業務，現已辦

理三年，這是於 103年開董事會時有董事建議的，董事希望能夠

瞭解我們分會的財產及業務狀況，今年辦理時也歡迎各位董事的

參與，待會還有詳細的會務報告，我在這裡做簡單的致辭，謝謝

各位。 

 

陸、長官致詞： 

   法務部保護司羅司長榮乾 

         王董事長、與會的第 13 屆董事第 6 屆的監察人及顧問及

所有的工作夥伴大家早安大家好： 

    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參與今天的董監事會，我們都知道更保的

工作是非常浩大，在王董事長的領導下，更保的工作業務推動的

非常順利，非常的順暢，我們不得不給我們王董事長及所有的工

作夥伴同仁，給他讚賞及掌聲，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更保的工程

非常的浩大，假若沒有綿密的思惟及堅實的步伐，很難監工也很

難達到目標，我相信過往有這樣的成績，在未來有這樣的基礎下，

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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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空轉換得太快，更生保護服務的對象都是人，人的心念是

剎那生變的，在這樣的狀況下假若沒有充分的通達人性及人情，

這個工作要做好實在比登天還難，如何從治標及治本面雙管齊

下，治標當然是以時計件，治本就是基本功要從根本下手，譬如

監所教化，教化這個基本功，我們常說改變自己都很難何況改變

別人，太多的更生人都知道這些事不能做，包括施用毒品者，但

是在關鍵性的抉擇時都去做，所謂是知道、做不到、等於不知道，

這樣的狀況，可以說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假若沒有明確目標是很

難達成，所以我說他是一個浩大的工程，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讓我們的努力、讓我們的更生人、讓社會各界可以看得到，然後

自動自發地自立自強，自動自發來共同參與，讓我們這個力道變

成一種「沛然莫之能禦」的力道，我相信我們社會的健康、安全、

和諧應該是指日可待的。 

    尤其我們與社會是一體的，彼此榮辱依存相互影響，假若能

夠契入這樣的境界，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是有希望的，再度感謝所

有的董監事們，能夠撥出自己的時間，撥出自己很多的心力來參

與我們更保的工作，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就如

王董事長所說的我們更保已經是第 73年，可以說是非常悠久的歷

史，大家能夠有機會共同參與也算是因緣殊勝，希望在大家的團

結努力之下，我們更保的業務能夠做得更好，為國家為社會帶來

更多的貢獻，謝謝大家，祝福大家。 

  蔡政務次長碧仲致詞： 

    敬愛的臺灣更生保護會王董事長、各位董事、監察人、各位同

仁大家好。 

    非常榮幸很高興能夠代表部長向各位，尤其是王董事長這麼

多年來還有羅司長以及在座各位董、監事各位同仁在更生保護這

個領域奉獻心力，大家都知道這塊真正是一個無形的，有形的監

獄關的了我們的身體，無形的監獄是關了我們的身心，在無形的

這一塊我們更生保護會同仁及董監事奉獻非常多的心力，首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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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感謝在座的各位，能夠接受本部的邀請來擔任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的董事及監察人職務，共同來參與推動更生保護的工

作，這個工作是由一群矯正人員及民間的善心人士，為免受刑人

出獄後無所依謢，所以來投注心力，一個人犯了錯進了監獄在高

牆之內，在事過境遷之後再出來，正常的人不能夠同理及理解，

這些人在過去因不好的因緣犯了錯誤，但是再經過教化之後復出

社會，是不是能夠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能夠賦歸，這個工作就有

賴於各位董監事及更生保護會的同仁，因為我們能夠同理這些受

刑人，他們如果不能夠賦歸社會，我們所有在高牆之內的教化終

將是徒然的，也就是說不能夠賦歸社會，很顯見的他剩下的只有

再犯，有形的監獄再怎麼蓋都永遠蓋不完，一人一床永遠都會是

一個夢想。 

    今天在這裡要特別感謝各位董監事及各位監察人，你們是更

生保護會的領航員，各位的專業及資源就是更生保護會工作日益

求新精進前行的重要力量，大家都知道包括王檢察長、羅司長及

我們公務部門大部份的檢察官及這些會計的專業同仁，事實上我

們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沒有各位民間的董監事，你們的支持，

我相信更生保護會的工作還都是在體制內，在每一個有限的能

力、有限的資源下，他能不能落實更生保護的工作是大有問題的，

何況這個內容含括的範圍很廣，包括社會福利、衛生醫療、就業

輔導及教育，具體來說還要協助安置就養、就醫、就業、就學跟

急難救助，因為更生保護會的服務對象特殊，社會的接納度又低，

所以業務推動起來比一般的社會福利機構困難，我們都講要布施

行善容易，但是講到對象就是這些受刑人，大家都皺眉頭，所以

各位是非常偉大的，黃董事長最近才去嘉義市政府講菩薩行宣

導，現在固然宗廟林立，事實上真正能夠去做一些有益於老百姓

甚至於去改善社會風氣的是有限的，今天特別恭喜黃董事長榮任

我們更生保護會的董事，他是一直以來都在做，跟羅司長所謂的

服務利他、從家出發，我們嘉義雖然小，從小地方現在已經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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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國，我與有榮焉，我們服務利他也能跟更生保護一起努力相

輔相成。 

    歷任董事長所謂的領導以及全體專兼職人員跟志願服務工作

者的努力之下，本著仁愛精神及服務熱忱，整合社會的社政、醫

政、勞政跟教育等相關部門的資源，所以今天也特別要感謝我們

相關部會的協助，我們結合了其他公益團體及工商界的資源，今

天可以看到我們與會的新任及舊任的董事，很多都是在業界裡面

的龍頭，在企業的發展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們願意把辛勤的

所得不獨攬而能夠奉獻社會，尤其是這一塊他們曾經破壞過社會

秩序的，經過政府機關的矯正後，希望他們出來後有更生的機會，

每一個人不一定永遠都是平順，犯罪的內容是零零總總，這些經

過矯正出獄以後，如果沒有更生保護會、沒有我們的同理及接納，

那麼這批人一定還會再犯。 

    各位能夠擔任相關政府部門的個案轉介及業務聯繫的管道，

結合所有的協力廠商、宗教合作團體，全面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尤其是我們平日還入監辦理個案的輔導，也在特殊節慶辦理藝文

懇親及親子創作，這些關懷收容人的活動，也有賴於各位先進在

他們出獄前能先做一些前置的工作，這些前置工作也非常重要，

近來個案的服務需求又有更多的創新設施，包括家庭支持服務方

案，我們把對象從個人擴及到他的家人，是從一個點擴展到面，

一個受刑人在出獄後要融入社會之前必需要先融入他的家庭，跟

民間企業合作辦理的更生市集，也把更生人創業的商品行銷到市

區，現在我們互相餽贈的產品中有諸多是監所內的產品，包括我

們贈與外賓的禮品，這些外賓都充滿著親切羨慕敬佩的一種表

情，顯見我們在這個領域中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付出，也獲致了

豐碩的成果，如去年就業輔導有 1,811人，人次高達 1,922 人次，

協助更生人辦理貸款 61家，設置安置處所 31家，收容輔導 347

人，總共有 1,905人次，辦理入監個別輔導有 4,113人，達到 4,933

人次，開案服務更生人家庭有 2,068家，4,735人，總計 106年的



 7 

服務個案高達 14,892人(90,638人次)，人次如此巨大的服務範

圍，如果沒有我們更生保護會是不可能達成的。 

    在更生人復歸的過程中，為什麼會犯罪就是因為習性，所以

生活習性的重建要讓他的家庭看到會去支持，社會與職場的接納

及工作的穩定，才有辦法讓受刑人更生能夠穩定不再犯，環環相

扣都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更生保護的任務就是激勵他們自立

自助的動力，進而協助他們重新復歸社會，恢復家庭、職業上的

功能。換言之，就是為更生人營造一個陪伴、友善接納、資源提

供的環境，各位董事都有一顆像黃董事長一樣的菩薩心菩薩行，

這個就叫做行善，這個就叫做積德，行善積德的過程心裡面就會

充滿著快樂，我們在更生保護的過程中去同理這些曾經犯錯的

人，當然不是每一個人我們雕了以後他就會成形，但只要有一點

成果我們心裡面就會非常溫暖，其實這個就是天堂，天堂在哪裡？

就在當下，就在服務這些更生人而且有點小小成果的時候，我們

心裡的溫暖及坦然，這個就是天堂。菩薩柔軟善良的心不但是利

他，而且在利他同時也是利己，我們在服務這些更生人表面上好

像是避免他們再犯，其實獲益最大的是我們自己。 

    今天在這裡除了要敬佩各位董監事外，我也要跟各位一樣同

行，藉這個機會我們更生保護會已經 73 周年了，在這個第 13 屆

董事及第 6 屆監察人聯合聘任典禮的隆重場合，向我們敬愛的王

董事長跟各位表達恭賀之意，希望各位董監事以後多多給予指導

支持，並透過各位的專業及資源為更生人及更生保護業務爭取社

會的認同及接納。宗廟我們吸納很多社會的資源，這個除了讓心

理得到平靜以外，我們還要把大部分的資源去回饋，這才是宗廟

的宗旨才是菩薩的心腸及行為，在這裡敬祝各位恭喜各位，有一

個菩薩心，你們現在都是在做菩薩行，各位的身體一定會健康，

心理一定會非常愉悅，家庭絕對和樂，公務一定順遂，事業一定

成功，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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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頒發聘書 

   (請邱部長頒發董事聘書，逐一唱名接受聘書及至一樓

大廳大合照) 

   邱部長太三致詞： 

    王董事長、蔡政次、各位董事、監察人、顧問及各位工作同仁

大家好： 

    首先要感謝今天在座的各位董監事願意繼續幫我們忙，加入

我們更生輔導的工作團隊，我們常講的錦上添花跟雪中送炭，當

然雪中送炭整體的意義及價值會比較高，所發揮給社會的功效也

是比較高的，另外一個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從事教育工作本來

就很困難，其實要把一般人教好就很不容易，更何況是更生人這

個難度更高，我們這個社會雖然大家都認為要給人一個改過自新

的機會，更生人出獄後縱使有心改過，也需要經過相當的坎坷過

程，如果這時候有人給他協助，這是來的最佳的時機點，而政府

整體的人力與經費是有限的，我們很感謝臺灣早期有一群矯正人

員跟社會的善心人士及熱心人士，成立這樣的更生輔導團體，延

續到現在已經七十幾年了，特別在最近這幾年，整個家庭及社會

結構的改變，整個外在因素的加速衝擊，讓我們整體犯罪的情勢

不斷攀升，也導致矯正機構在收容及教化的後續輔導確實是捉襟

見肘，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主張，有人認為假釋太寬

了，有人認為假釋太嚴了，而導致監獄太擁擠等。 

    事實上不只是監獄擁擠的問題，還有教化及技能訓練，最後

還要復歸社會，家庭能夠給他們持續的關注，更重要的是要有經

濟的收入及來源，這麼多年也特別感謝勞動部，一直與我們做一

些就業的媒合等等，甚至有一些技能訓練，但是看起來還是不足，

我們希望社會特別是企業界也能夠提供給這些更生人一個重新開

始的機會，我想能有一份工作是很重要的，他們家庭的安置或協

助也是非常重要的，更生保護會就是在扮演這樣最積極的角色，

特別要感謝很多企業界，如吳董事長還有好幾位長年以來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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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樣的事，總統及院長也特別關心這點。 

    整個國家社會的再犯率其實還是蠻高的，當然整體的量有增

加，我們雖然服務的個案也很多，106年服務個案有一萬多人，雖

然有持續在提升，不過覺得還是不太夠，如果我們能夠多協助一

個，那麼社會犯罪就少一件，監獄就少一個人，我們將來的工作

也可以少一些，如果更生保護工作做得好就能發揮這個善的循環

效益，所以總統及院長都特別指示，法務部及更生保護會特別是

王董事長，期待能夠再結合各位繼續來做相關業務的推動。通常

這些人在家庭、學校、社會甚至在職場上都不是一個順遂的人，

他們觸犯法律到矯正機構出去後，我們如何去協助他們？坦白說

我們在某個程度也不會輸給前端的人，在這裡我再次代表政府感

謝今天所有在座的董監事及顧問，未來還是要拜託大家持續給予

我們協助及合作，謝謝大家。 

 

捌、推舉常務董事： 

案    由：請推舉常務董事 8人，俾利成立第 13屆常務董事會。 

說    明： 

       一、本會章程第十條規定：本會設常務董事會，置常務董

事九人，除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為當然常務董

事外，餘由董事互推之。 

       二、本會第 13 屆董事會及第 6 屆監察人，業奉  法務部

核聘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王添盛先生等 25 位

擔任董事及許專琴女士等 3人擔任監察人，詳如附件

名冊，任期自 107年 1月 1日起至 109年 12月 31日

止計 3年。 

辦    法：除當然常務董事 1人外，請互推 8人擔任常務董事，

俾利組成第 13屆常務董事會。 

推選結果：經推選結果由薛董事鳳枝、吳董事東亮、施董事貞仰、

林董事炳耀、王董事錦賜、周董事愫嫻、張董事翔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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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陳董事鴻明等 8 位當選為第 13 屆常務董事會常務

董事。 

 

玖、會務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拾、討論提案： 

一、追認及承認事項 

案由：為本會及所屬各分會專任人員薪俸自 107年 1月 1日起比

照軍公教人員待遇調增 3％案，簽請  鑒核。 

說明： 

一、立法院 107年 1月 30日通過 10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軍公教人員待遇調增 3％自 107年度 1月開始實施，將加計

1月 3%的加薪 

  二、本會及所屬各分會專任人員薪俸職等採職級薪點制，歷年

來均比照軍公教人員調薪，距 100年至今已有 6年未再調

整。近年來為拓展更生保護業務，規劃重要創新業務及重

點工作業務推動，例如推動一分會一特色，以期各分會充

分運用專擅之資源，研發延續性活動及服務方案或措施，

藉以呈現分會特色；持續更生人家庭支持系統方案推行、

精進認輔制度與強化跨轄整合機制研修認輔實施計畫、另

各分會積極結合社福團體籌辦安置處所以安置收容個案，

已新增屏東伯特利家園等七處安置處所，同時推動安置處

所就業輔導與職業訓練且強化結束安置之更生人追蹤輔

導、另訂定重要績效指標與管考(輔導就業、創業貸款、認

輔業務、更生市集) 以提昇及增加更生人工作機會並達促

進更生人商品行銷效益、推動更生保護在地化服務創新與

活化方案，運用主任委員專擅之資源，發展分會符合當地

個案需求及地方特色的服務方案，開展更生保護多元、活

化、創新、積極之氣象…等業務，工作人員不畏艱辛，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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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盡力，努力以赴，備極辛勞，值此公務人員待遇調整，

依往例調整本會員工薪俸，將薪點值調高 3％。 

三、本會工作人員薪點表，原薪點值為每點新臺幣（下同）59.71

元，擬比照調增 3％後為每點 61.50元整，計增加 1.79 元。 

四、本會及所屬各分會專任人員合計 60名，其薪俸調整後每月

增加支出人事費用為 85,325元，全年度專任人員人事費用

含薪俸、年終獎金、考績獎金等約需 41,765,739元。 

辦法： 

  一、依本會工作人員工作規則第二十一條規定，薪點值之計算

及調整，應經董事會通過後報請法務部備查。 

  二、檢陳調整後薪點表乙份(如附件  )。提請審查追認，請追認。 

決議： 照案追認通過。 

 

二、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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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招標未有廠商投

標，重新訂定標租底價及契約部分調整，提請審查。 

說明： 

一、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及臺北市北投區土地標租案，曾於 106

年 7月 27日召開本會第 12屆董事暨第 5屆監察人第 6次

聯席會會議，提案上開土地以出租土地 20年方式辦理開發

活化，會議審查通過地租底價之計算標準暨招標文件，經

陳報法務部 106年 9月 11日法保字第 10600638230號函核

復備查，本會依規定辦理後續土地標租在案。 

二、本案標租 106年 10月 16日公告於本會網站、591租屋網及

106年 11月 5日蘋果日報之蘋果地產 A13版報紙半版露出

招租訊息。至截標前計有三家廠商到會領取標單，投標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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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時未有廠商投標，為妥適處理起見，於 106年 12月 19

日召開 106年度第 2次資產活化專案小組暨會產維修與購

置評估小組聯席會議，進行契約修正後再提報董事會審查。 

三、前揭活化小組會議，會議結果建議如下： 

(一)訂定標租土地底價部分，原兩家估價公司所提估價報

告，訂定估價日期為 106年 7月 7日，尚在有效範圍

内，為撙節經費支出，不需再進行租金價格重估事宜，

活化小組建請本會董事會同意，授權董事長於重新招

標時訂定租金底價時，酌減原標租底價之 10﹪幅度

內，逕行減價，以 2次為限。 

(二)要讓投資者財務風險可預測，土地租金可以被控制在一

定風險內，租金之調整，參考「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

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地租較前一年度增加逾 6

﹪者，超出部分不予計收。 

(三)其他條件則維持原議，不調整。 

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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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辦理事項： 

一、標租底價調整： 

      1.原大安區月租金新臺幣 3,172,500 元整，調降 10﹪後月

租金為新臺幣 2,855,250元。 

      2.原北投區月租金新臺幣 2,488,298 元整，調降 10﹪後月

租金為新臺幣 2,262,090元。。 

如重新招標時另訂定租金底價時，授權董事長酌減標租底

價之 10﹪內，逕行減價重新再辦理招標公告，以 2次為限。 

二、契約書第三條第二項前項租金之調整，後段增加「但地

租較前一年度增加逾 6﹪者，超出部分不予計收」。 

決議：照案通過，報請法務部核備後辦理招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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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臨時動議： 

 

拾貳、散會 

 

                        主席： 王 添 盛 

 

                        記錄： 陳 美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