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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辦理「更保之愛‧深耕培育」
記者會

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是社會進步的動力，臺灣更生保護會重視青少年的身心發展，尤其
是處於社會邊緣更生人的子女，有鑑於此，110年9月10日假臺中地檢署辦理「更保之愛‧深耕培育」
記者會。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邢泰釗致詞時表示，非常感謝富邦集團的善款，幫助更生人子女積
極向學，這些進入司法體系的青少年，在求學過程中，常因資源匱乏，無法追上同級學生的學習水
平，如未協助其透過教育制度或技能訓練向上流動，往往造成跨代貧窮問題，我們希望協助他們脫
貧，避免他們日後成為犯罪人。感謝富邦集團對更生保護業務的耕耘與付出，協助經濟弱勢的更生
族群，希望社會各界都能共襄盛舉。
本次記者會感謝富邦集團旗下如是社會福
利公益信託基金捐助款，用於協助臺灣更生保
護會推動三個方案，首推創新作法為更生保護
會臺中分會與臺中地院，共同辦理「工、學、
特扶助司法少年」方案，其次分別為「家庭支
持勤學紓困」方案及「更生人子女獎助學金線
上申辦e指通」方案，分別說明如下：
110.09.10
一、「工、學、特扶助司法少年」方案：
（一）工：針對可獨立工作的司法少年，每位
少年最長6個月租屋金補貼，工作穩定後，採租
金補助「逐漸退場」機制，鼓勵少年即早獨立。
（二）學：具有學籍之少年，其操行成績達60
分以上，家庭經濟環 境不佳者，發給每學期最
高新台幣6千元助學金。
（三）特：少年需要特別關懷和照顧者，安排
110.09.10
110.09.10
友善廠商提供食宿。
二、「家庭支持勤學紓困」：
補助弱勢更生人家庭子女學雜費、制服
臺中「更生人子女獎助學金申辦 e 指通」
費、學習用品及載具設備等費用，每位新生補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中分會運用各
助上限2千元及一組可上網之平板載具，更生保
界捐款等，提供清寒更生人子女助
護會在適時提供資源下，讓其達到不停學、持
學金，110 年新創設「深耕教育」
續成長之目標。
獎學金線上申請服務，獎勵品學兼
三、「更生人子女獎助學金線上申辦e指通」方
優之更生人子女順利完成學業。
案：
提供獎學金，獎勵品學兼優之更生人子女

未來將推行至各地分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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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完成學業。此外，為便民服務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首創在家即可完成線
上申辦更生人子女獎助學金，便民申請服務。
富邦金控副總經理蔡佩玲表示，今天的活動非常有意義，期盼大家以實際行動關懷及接納更生人。
法務部保護司長黃玉垣表示，感謝富邦集團鼎力支持更生保護業
務，針對這些善款，以貼近更生人真正的需求，規劃多項完善的
紓困及創新服務措施，讓更生人順利復歸社會。高等檢察署臺中
分署謝榮盛檢察長致詞表示這次活動非常有意義，我們要秉持
「不放棄任何一位更生人」的精神，來幫助他們。本日臺中地檢
署黃謀信檢察長、臺中地方法院邱志平院長及更生保護會臺中分
會廖學從主任委員也親臨會場，期待大家一起協助更生人復歸社
會。

110.09.10
110.09.08

除舊佈新 更生保護會總會大健檢
配合防疫政策 更生保護服務不打烊
更生保護會從民國35年設立至今，已經累積75年的智慧，期待能不斷創新求變，與世界接軌。邢
泰釗董事長特別指示總會，對於辦公環境，需要定時除舊佈新，拋棄陳舊雜物，將多年沉疴，一掃而
空，從「心」開始，只要有心，就有活力，才能把我們的光照得更遠更亮。因此自今年7月份開始，先
從總會的環境與各項措施開始健檢，如響應節能減碳政策，陸續將老舊電器汰舊換新、年久失修的跑
馬燈已煥然一新、走廊另一扇鐵門也重新開啟，大門改頭換面，多了些空曠、明亮與親民的味道，希
望這些更生朋友們，在遭逢困難時，可以隨時走進來──這個令他們感受
到溫暖安全的地方。邢董事長非常重視辦公空間的規劃，未來配合防疫措
施，將辦公空間分為三個區塊，同時間異地辦公，在疫情中，更生保護會
的服務永不停止。
我們負有社會責任，肩負預防犯罪的重大使命，除舊佈新蘊含無窮的
希望，唯有掃除不好的措施，與時俱進，創造更多的資源，以貼進更生人
110.09.01
真正需求的方式去幫助他們自立更生，才能締造一個永續經營的更生家園。

結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安心即時上工 提供友善工作環境
關懷照顧 協助更生朋友縮短工作適應期 順利重返職場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對國內就業市場影響至鉅，許多更生人面臨斷炊窘境，本會邢
泰釗董事長於110年7月23日董事、監察人聯席會議中特別指示，對於因疫情衝擊而經濟遭逢變故的更生
人，要有更貼心的措施。因此本會於疫情期間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結合「安心即時上工計畫」，除提
供給經濟困頓的更生人一定收入外，不同以往，更生人的工作地點遍佈於更生保護會總會及各地分會辦
公室，工作內容為清潔、量體溫、引導或不具個資之工作，雇主兼具輔導者的角色，於更生人上工時予
以情緒支持及鼓勵，一起面對生活困難，在友善工作環境，更生人能縮短工作適應期，並感受到社會對
他的關懷與照顧。
本次透過「安心即時上工
計畫」，協助受疫情影響之更
生人，參與由政府提供符合公
共利益之計時工作，並核給工
110.09.01 士林分會
110.09.01 臺北分會
110.09.01 總會
作津貼及防疫津貼，降低薪資
減損對其生活造成之影響，更
生保護會在疫情中雪中送炭，
對更生朋友們意義重大，也鼓
勵更生朋友們穩定生活，不再
110.09.01 臺南分會
110.09.01 新北分會
110.09.01 基隆分會
走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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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關懷

法務部 紓困採購團 關懷更生創業
紓困關懷 行銷推廣 司法保護供需圈共度疫情難關

110年9月6日法務部保護司黃司長玉垣率房視察麗雲、侯科長淯荏及桃園地檢署楊主任觀護人英櫻
與更生保護會桃園分會專任人員前往拜訪創業貸款個案阿芬(尚昂烘焙坊)予以關懷。黃司長表示趁中秋
節佳節前夕特別前往尚昂烘焙坊關心阿芬創業情形，並當場聽取阿芬夫妻倆創業的心路歷程。阿芬表示
很感謝各級長官的幫忙，在受到如此嚴峻的疫情影響下，法務部的防疫政策「紓困採購團」確實幫了自
己不少。更保桃園分會採購尚昂烘焙坊的產品，不僅幫到尚昂烘焙坊的營運，同時也協助了生活上正遇
到困難個案及家庭，阿芬對於自己的產品能達到如此大的效益感到欣慰。
另外阿芬也出席法務部9月8日記者茶敘現場，分享更生蛻變的過程，以及後來面臨疫情三級警戒遭
受的影響，並表達對於法務部推動「司法保護緊急紓困方案」的感謝。蔡部長在活動最後致詞時表示，
更生朋友在復歸社會過程中其實相當不容易，能夠堅持下來的更是相當難能可貴，我們必須即時伸出援
手，幫忙他(她)們渡過此次疫情難關。

110.09.06

110.09.08 法務部記者會

110.09.08 法務部記者會

110.09.06

月圓團圓 更生中秋關懷情
新北榮觀採購東里家風更生餅
新北市榮譽觀護人今年提前過中秋，詹金蓮
理事長及林儷珍祕書長在中秋節前夕，特別向東
里家風購買中秋食品分送給全體會員，每一位榮
譽觀護人拿到的大餅，都是更生人親手製作而成
的，他們的技術雖非爐火純青，但產品卻是紮實
道地，看似簡單的產品，卻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唯
一經濟來源，藉由購買更生食品而拋磚引玉，希
望在中秋節到來時，大家能注意到這群處於社會
角落的更生人，用實際的行動，為他們加油打氣。
讓更生人感受到我們的溫暖，今年就讓我們過不
一樣的中秋，我們一起來關懷更生人。

110.09.08

花蓮更保社區關懷活動

110.08.28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結合主愛之家辦理
社區關懷活動。

桃園更保社區關懷活動

110.09.09更生保護會桃園分會於中秋節前夕與桃
園地檢署一同購買「尚昂烘培坊」販售之商品，及
致贈清寒弱勢更生人家庭慰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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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新措

臺灣更生保護會 甦活宅配通
疫情新措施 以工代賑 照顧弱勢 更生回饋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配合法務部推動『因應三級疫情司法保護緊急紓困措施』，措施中包含了
致贈更生人防疫關懷物資及招募有交通工具之更生朋友協助分送關懷物資，更生保護會臺北、新北、嘉
義臺南、臺東、宜蘭等分會於第一時間便積極推動，全體工作人員及毒品個管員共同對分會輔導的更生
朋友進行評估、詢問並確定，挑選有意願且適合人選來擔任宅配通，幫忙分送關懷物資。
炎炎夏日的派送工作，臺南分會人員都會提醒阿文要適時補充水分並留意車況，阿文本身也很熱
心，會向分會告知受贈個案看起來的狀況及換了手機號碼等相關資訊，讓分會能夠即時瞭解個案的狀
況；有的時候受贈個案領取物資時沒有戴口罩，阿文自己亦會多準備口罩，提供給未戴口罩的受贈個案，
可以感受到阿文願意回饋他人的心意！
在協助配送防疫關懷物資後，阿文主動向分會分享：「這段時間幫更生保護會配送防疫物資，讓我
覺得很快樂也很有意義，因為我自己也是更生人，更能夠體會更生家庭的無助！送物資的過程中，看見
每一位更生人收到物資時的笑容，自己也覺得很開心，每一次的『謝謝』都讓人溫暖！我也很謝謝更生
保護會的主管、陳小姐還有王小姐，在這麼困難的這段時間，讓我有這份工作和收入，對我來說是很大
的幫助，謝謝你們。感恩~」
臺南分會除提供宅配通的短期工作機會給阿文，亦協助其轉介至台南就業中心做穩定就業的規劃，
希望在更保的努力下，阿文能夠逐漸踏穩人生的腳步，也在阿文的幫忙下，讓其他的更生朋友暨其家庭
倍感社會愛心及溫暖，儘管疫情尚未消弭，但將每顆心串聯在一起並逐漸讓其充滿希望，相信這股正能
量一定可以讓每個人更好。

110.07.09 臺南分會

110.09.01 臺南分會

110.07.29 嘉義分會

臺灣更生保護會 視訊守護收容人、更生人
疫情新措施 矯正機關與更生保護協力 視訊關懷不停歇
因疫情嚴峻，矯正機關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指引，取消一般接見及各項個別輔導及團體
課程，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苗栗、雲林、嘉義、臺東、基隆、澎湖等分會針對即將出監且有必要、
特殊性保護之收容人，首度結合當地矯正機關透過零接觸的視訊方式進行晤談，兼顧防疫及銜接各項保
護業務，讓收容人也能感受社會的溫暖關懷。

110.07.13 基隆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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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7.30 臺東分會

110.08.31 嘉義分會

每月簡單
學輔導

動機式晤談法(下)
嘉義/南投分會 王枝燦督導

會談需避免的易犯錯誤
(一)不是只是結構式的訪談問答
應避免為了蒐集足夠的訊息，而一直問
問題以進行評估，過度執著在蒐集訊息
會變得較少同理個案，容易落入一問一
答的結構式問句中。

(四)不應使用責難語句
助人者為了瞭解問題發生的原因，有時
會詢問個案：「你為甚麼要出手打她?」
、
「你為甚麼要吸毒?」，這種問句會讓個
案覺得自己受到質疑，進而在會談過程
中出現防衛心態。

(二)平等關係的重要
於會談中問過多問題，不只是緩解助人
者的焦慮，有時更是在傳達一個訊息，
「我是會談的掌控者」，讓個案變得被
動，容易讓個案感覺到上下之間彼此是
不對等的關係，這樣的權力距離，對於
個案的改變是無效的。

(五)會談主題過度發散
一開始可以先簡單關心案主，
「你來的路
上有沒有塞車?」
、
「你來的路上有沒有下
雨?」，有助於減緩尷尬，但過度的閒聊
會降低會談的效能。

。。。

(三)避免過早聚焦
尚未與個案建立同盟關係之前，就著手
解決個案的問題，有時我們服務的個案
一開始所述的並非真正的困難所在。

。。。

輔導可用的會談技巧
(一)開放式問句：
目的是讓個案能針對發問進一步闡述及回饋，藉此了解個案內在的參考架構，和個案一
起找到會談的方向，減少使用Ｙes，No 問句。可運用問句 5W1H 來進行會談，會談中避
免一次問太多問題，會讓個案無法好好聚焦於某一議題上討論。

(二)採優勢觀點，多給予肯定：
助人者向個案表達相信他有能力達到自身目標的一種信任，藉此來強化個案看到自己的
優點、能力，以及為自己行為改變所做的努力的一種技巧，肯定描述句需要清楚且具體，
例如：「你真的是一位很特別的…因為…」。有時助人者看事情的觀點較侷限，不太容
易運用肯定，平時可豐富自己看待事情的視野和廣度。

(三)反映式傾聽：
助人者應敏銳的辨識個案語言與非語言行為中明顯或隱含的情感後，運用新的話語反映
給個案，協助個案覺察、接納他自己的感覺。站在個案家庭角度思維所需，做聽到、聽
完、聽懂，並將所聽到的內容，進行簡單語意歸結，給予服務對象回饋，並確認是否有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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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服務

從被管訓到幫大哥 用愛翻轉更生
-林光中更生輔導員
臺北分會 副主任 陳佳琳

初中時混幫派被管訓，後來投考軍校，從此翻轉人
生。2000年因心肌梗塞做了心臟繞道手術，醫生說還
能活10年，光中老師為了不虛度生命，投入志工行列，
2006年開始擔任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更
生輔導員，全方位的服務，無論是家庭訪視、辦公室值
班、入監個別輔導、活動支援皆主動積極投入更生保護
服務工作。轉眼15年，光中老師把握生命亮能，愛心不
落人後，2020年榮獲中華民國第20屆「志願服務獎章」
三等獎殊榮。

106.11.23 副總統接見光中老師

當年軍校畢業後，即分發至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所屬職業訓導第三總隊及泰源職業訓練中心
(100年1月1日更名為「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服役，曾任副連長職務，天天接觸的都
是受刑人。光中老師豐富的人生閱歷，面對輔導的對象，知道怎麼和他們溝通，深入了解更生人
及其案家情況，主動協助輔導個案，敦促就業並提供就業資源，協助案主或案家申請社會福利、
提供法律諮詢或轉介社會資源團體。
失而復得的生命，讓他更珍惜活著的每一天，同時看重與他生命列車交會，有機會幫助的人。
身兼慈濟志工的光中老師也擔任慈濟新店區訪視團隊及慈濟資源回收安康環保教育站站長，每每
家庭訪視時發現案家家境清寒，主動積極結合社會資源挹注，協助陪伴案家脫困穩定。分享其中
幾案光中老師暖心助人的故事：
曾在黑道打滾的周大哥，在一次槍傷後轉念，決心重生的他，在102年間一場嚴重的車禍，
家中頓失經濟支助，家中尚有身障妻子及就學孩子。光中老師結合慈濟就學方案及生活補助協助
其子就讀大學之相關學雜費全額補助至畢業及車禍期間家中的生活補助，並在周大哥康復後協助
轉介新店就業服務站，陪伴面試，成功媒合社區保全工作，讓周大哥一家經濟得以紓困。
酒駕出獄的謝大姐是臺北分會家庭支持方案的輔導對象，為照顧75歲患有失智、糖尿病及
心室肥大的媽媽，及患有中度精神障礙無法工作的二哥，服刑期間積極考取照顧服務員證照。照
顧家人的初衷，成為出獄後一肩扛起家計的工作。光中老師家訪時聽到案家人的心聲，烏來山上
冬天寒冷潮濕，家中電器設備老舊，不堪使用，於是熱心蒐集案家所需二手家電（如冰箱、洗衣
機、電視等），親自載運送至案家，讓案家備感溫暖。
臺北分會為協助中輟、無技能之受保護管束青少年，及身心障礙或因身心狀況不佳，謀職不
易之更生人、「更生家庭支持方案」家屬，結合慈濟安康環保站，透過「更生中繼就業接軌計畫
～青年安薪專案」，由光中老師帶領站內志工陪伴與就業輔導、技能訓練等就業轉銜措施，激勵
個案自我成長、穩定就業、預防再犯。光中老師成功輔導邱○東、林○斌等人。即便身體微恙，
或遇家人住院期間，仍心心念念者案家的生計，光中老師關懷不打烊的服務精神，與案家互動，
用生命故事感動彼此。

104.03.19 新店戒治所入監個別輔導
103.5.19 新店戒治所端午節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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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幸福從雲端開始
基隆分會

副主任

王楷婷

阿宗一次又一次的吸毒入獄，但這一次他決心徹底改變，全因受到更生保護會深深的感動。
這故事要從109年12月說起，阿宗入獄後，習以為常的接受新收調查，基隆看守所個案管理員
得知案家尚有行動不便的年邁母親及品學優異的年幼女兒，而妻子為了照顧老小，無法外出工作，
僅能仰賴低收入戶補助勉強度日，當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知道情形後即請家庭支持服務方案社工評
估列為家庭支持服務對象。
110年2月春節前夕，基隆地檢時任柯檢察長麗鈴、分會林主任委員正鋒及基隆分會專任人員前
往案家慰問關懷，映入眼簾的居住環境遠比照片看起來更加狹小，且位在2樓的木造地板也因潮濕、
年久失修而變形，甚有多處破洞，讓一行人感到相當不捨，為改善案家生活起居安全，特別專案捐
贈地板材料、白蟻防治費用，並結合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天行者慈善協會、家扶中心前主委羅志
民等人率團隊前往案家修繕、治白蟻及贈送電視機。

110.03.20 修繕案家

110.03.20 修繕案家

110.03.20 小女孩感謝柯檢察長

阿宗在監期間，只要有參與更保在監所開辦的團輔、個輔課程，更保的專任人員都會主動向前
關心，盼著盼著，阿宗終於在4月中旬出獄了，他看到家中環境大幅改善，笑著向更保基隆分會說
終於不用窩在客廳睡覺了，專任人員勉勵著他要珍惜家人、善心人士的援助，好好找份工作，改善
家庭經濟，孰料遇疫情三級警戒，非但工作沒下文，也沒能力幫女兒添購學習設備，只能向學校申
請借用學習設備讓女兒暫度停課不停學的日子。
基隆分會為給予關懷支持、減少案家經濟負擔及提高飲食營養，疫情期間持續給予電話關心、
宅配食品、物資，並運用更生保護會紓困4.0勤學方案為案女申請數位學習設備。阿宗家的小女孩從
更保專任人員手中接到平板立即開箱時的甜美笑容，那多美麗啊！也因為小女孩的歡喜，讓家裡多
了許多笑聲，忘卻了暑氣蒸人、沒冷氣吹的灸熱感。
阿宗一家人再再地感謝更生保護會協助改善居住環境、提供物資援助等等。聽著他們的喜悅及
感謝言語，心中一股暖流油然而生，尤其是媽媽和妻子肯定阿宗戒癮後的改變。
更生保護是我的工作，也是一份善的志業，透過主動關懷弱勢更生人及家屬，讓更生人感受像
家人一樣的溫暖，進而願意改過遷善、重啟照顧家人的責任感，創造善循環、成就不同的人生故事，
而我也從不同的案件中學習到不同的寶貴經驗，持續豐富工作中的熱忱及原動力。我們一起相伴、
甦活向前。

110.09.03 收到阿宗的感謝
110.08.25 致贈小女孩平板

110.09.03 收到小女孩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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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更生輔導員分區座談會

分會連線

專業知能訓練 業務交流

原預計於本(110)年5月18日辦理第一場分區座談會因疫情嚴峻暫緩辦理，現疫情逐漸趨緩改至
8月25日、9月8日假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4樓會議室分別舉行；活動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室內人數
80人以下，並採取固定式梅花座，全程佩戴口罩，落實防疫措施。
8月25日訓練課程，邀請青拾穗服務協會執行長胡淑華、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精神自殺防
治關懷訪視員高思羽及台灣快樂聯盟社工趙吟珈，分別針對個案紀錄能力、重大議題之概論及個案
輔導技巧等等一系列課程，並以實務經驗交流及分享，俾利提升更生輔導員輔導個案能力及技巧。
9月8日邀請沐恩之家社工邱怡玲授課個案輔導及紀錄能力，分享毒酒癮個案輔導技巧、處遇及
個案紀錄用詞撰寫，透過其實務的累積經驗及知識，給予多元的輔導面向。

110.08.25

110.09.08

彰化更保

花蓮更保

簽署促進更生就(創)業合作備忘錄

獲中華民國慈恩慈善會捐贈愛心

110.08.13

110.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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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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網頁

Line Pay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