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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許瑜庭．蔡孟勳．余景雯

焦點報導 ▎總統接見-110 年參與監所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
蔡英文總統於110年11月23日上午接見「110
年度參與監所教化及保護事業有功人士及團體」，
感謝得獎者多年來無私奉獻，用愛心、耐心及熱
忱，陪伴輔導與關懷收容人。希望透過政府與各界
的努力，更有效地協助更生人，避免他們再次誤入
歧途。
總統指出，監所教化、觀護及更生保護工作相
當辛苦，具有重要性且意義重大。在疫情期間，服

自總統府新聞轉載 110.11.23

務並未間斷，敬業精神，令人感佩。總統強調，身
為第一線工作者，經驗豐富，彼此交換意見，能讓政府持續往前走，更能面面俱到，將照
顧與服務做得更好。總統說，有些地方，雖然未盡善盡美，過去曾有過的錯誤，現在透過
彼此意見交流，來防止政策上的疏漏，更有效地協助更生人，避免他們再一次誤入歧途。
訪賓一行由法務部部長蔡清祥、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邢泰釗與法務部保護司黃玉垣
司長陪同，至總統府晉見總統。

接見實況
總統府提供

▎《更生保護會工作指引》內容簡介
任何一種職業領域，若欲專業化，必須符合專業工作的特徵。李伯曼(M. Lieberman)所述專業工作
的八項特徵，愈具備八項特徵，專業化的程度愈高。其中特徵之一是「明確的行為標準及倫理信條」，
邢董事長在本(110)年10月29日第14屆董事暨第7屆監察人臨時會議中指示編纂《更生保護會工作指
引》即是基於專業理由，提供工作夥伴執行業務時的標準流程。本指引分為八大單元，首重團隊理念與
使命、更生保護內涵、服務態度及原則，其中將〈更生保護倫理守則〉明確規範，讓工作夥伴有所依循。
對各項業務如安置、技訓、就業、就學、就醫、急難救助等及以更生人為中心之方案，如圓夢創業貸款、
認輔方案、家庭支持服務方案及毒品更生人社區處遇模式之內涵及流程，皆有深入介紹，在指引手冊的
最後，針對與工作夥伴最切身關係之人員培訓、管理及工作管理與績效，也有清楚的說明，未來無論在
人事更迭或業務調整，這本《更生保護會工作指引》將成為執行業務時之教戰守則，讓更生保護更加專
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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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 76 勇者無懼向前行-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
臺灣更生保護會成立76週年，於110年11月10
日下午2時30分假法務部5樓大禮堂舉辦「勇者無懼
向前行」－第76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期盼藉由
公開場合，表揚長期協助推動各項更生保護工作績
效卓著之受獎人，同時宣導本會積極推展之各項更
生保護業務。今年因疫情的影響，影響許多更生人
及其家庭，臺灣更生保護會一直扮演著陪伴的角
色，為祝福所有更生朋友未來的路途更平坦，活動

110.11.10 行政院表揚受獎人與蔡部長、邢董事長合影

開始由法務部蔡清祥部長及臺灣更生保護會邢泰釗董事長，帶領著與會的佳賓手持藍永旗花燈藝術工房
所製作的花燈，祈願疫情早日終結，祝福大家未來進步向前，明天會更好。法務部蔡碧仲政務次長、張
斗輝常務次長、保護司黃玉垣司長、會計處李琇玉處長均蒞臨指導。
蔡清祥部長致詞表示：要向長期投入監所教化與更生保護工作者，表達由衷敬意與感謝。你們就像
是他們人生的燈塔，照亮他們人生的方向，讓他們燃起了要重新站起來的希望，如果沒有各位伸出援手
的話，他們可能又再次地沉迷下去。同時也期盼熱心的企業家給他們機會，甚至帶領他們，珍惜這樣的
一個機會，讓整個社會有好的影響。另外，法務部提出『援助家庭』重要政策，因為很多家庭是很想幫
助這些曾經犯過錯的收容人，但是礙於經濟困難，甚至家裡還有老有小，所以希望能透過募款，成立援
助這些收容人家庭的計畫，協助解決收容人家裡的經濟問題，讓家人可以多到監所去探望他、鼓勵他，
所以援助家庭計畫也非常感謝熱心公益企業家的支持，讓收容人在監所裡面也能夠安心地受到教化，也
讓他知道他的家人也能受到照顧，懷著感念的心，勇敢地、無懼地走下去。
邢泰釗董事長致詞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嚴峻，重創百工百業，本會響應政府的紓困政策，在蔡部長
的指導之下，推動了許多紓困方案，前後投入約1600萬，這些錢其實並不多，但也表示我們對遇到困難
的更生人，秉持救急不救窮的這個精神。另外振興三倍券，在蔡部長的帶領之下，我們北中南各地去協
助更生人推銷他們的產品，目前幫他們增加了營業額約81萬左右。另外我們也配合政府的五倍券政策，
提供創業貸款更生人1萬元的補助，目前提供約100萬，經費雖然不多，但也足以表達我們同仁對更生人
所表達的關心之意。
另為了振興行銷更生商品，本會當日慶祝大會結束後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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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邢泰釗董事長擔任一日店長，法務部蔡清祥部
長也到場，向更生、馨生商家加油、打氣，蔡部長表示，法務部「從別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責任」，
呼籲大家以實際消費來「挺更生、護馨生」。

110.11.10

110.11.10 一日店長活動

榮獲行政院獎牌有：吳東亮先生、李美麗女士、陳彩雲女士、劉美齡女士、雲林縣婉美女性成長協會、
劉甯珠女士、李文裕先生、張翠女士、熊木基先生及高立夫先生等10位。
榮獲法務部獎牌有：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及東森全球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等2位。
感謝大家長期出錢出力，致力更生保護工作，犧牲奉獻的精神由衷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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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 76 敬天愛人
「敬天愛人」是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一生秉持的信念。人在浩瀚宇宙中，如滄海一粟，所謂
「敬天愛人」的精神，就是不管年齡、教育、職位或性別，從相互的關心中尋找存在的意義。更保夥伴
們從事的工作都在於幫助別人，更應珍惜這份工作的神聖使命。76歲的更生保護會，唯有破舊立新，
揚棄扞格不入的觀念，才能達到預防再犯的目的。因此，我們不應再固守過去自由保護方式，僅依更生
人提出申請，始予以協助。當今社會風雲變幻，如何貼近更生人需求，是一道重要課題，我們應本於助
人的精神，依更生人面臨的問題，因勢利導，調整方式，提供最佳的服務，在76歲的生日時，我們相
互勉勵：
一、專業化的態度：面對來分會求助更生人的情緒波瀾，更保夥伴們要有「八風吹不動」的定力，不
帶個人情緒，耐心傾聽與同理，努力協助更生人解決問題，「態度懇切，立場堅定」是專業化的
基本要求。
二、從被動到主動：目前接受服務的更生人，清一色
是自願性個案，當前更生保護會在社會安全網
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之一，為了因應社會趨勢，
革舊圖新是必要的，在發現有需要協助的更生
人，應主動關懷，並鼓勵其接受協助，服務理念
配合時代改弦更張，從被動到主動，才能提供完

110.11.10

整協助。

三、多元化的服務：更生人常因本身原因，無法完全瞭解本會協助內容，因此為每一位更生人個別評估
需求是必要的，如更生人未符合申請資格，經評估符合他項資格，應主動提供協助。
非疫情期間，每年平均實施8-9萬保護人次，面對龐大案量，可看出更保夥伴們的辛苦，然而更保
信念為仁愛精神，目的為「使更生人自立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其再犯，以維社會安寧」，我們的
信念非常明確，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更生保護業務一定會更加精進。

▎協助更生人 開啟生命新契機
桃園永平工商表演藝術科連續十年蟬連全國舞蹈比賽特優，今年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活動，邀請這
些熱情活力的年輕學子表演「勇者無懼 向前行」行動劇開場舞，在自然純真的聲音中，詮釋出更生人
求職時的悲歌，每位更生人都有一段令人不勝唏噓的過去，當看盡人生百態，體會走樣變調的生命後，
原來安定的生活是最幸福，最踏實的，透過永平工商的行動劇，我們也看到人性光輝的一面，鼓勵更生
人如何重新挺起腰桿，開啟人生新契機，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事，當他們放下尊嚴來求助時，請更保工作
夥伴們，給予最溫暖的接納，竭盡全力為他們尋找社會資源，陪伴他們，給他們勇氣與力量，相信他們
會更勇敢面對各種挑戰，為美好的明天而奮鬥，順利復歸社會並貢獻所長。

精彩演出
110.11.10

110.11.10 永平工商表演藝術科行動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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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簡單學輔導 社會工作者如何進行自己的第一次會談
臺東分會 劉慧冠督導
社會工作者對進行會談該有的認識
•

專業使命
及工作目
標之認知

增進案主解決問題的能力，使案主認清問題所在並有效地發揮其社會功能，即做為
案主的使能者而存在。

•

連結案家所需的社會資源，使案家能運用這些資源成為案主有力的支持關係，即做
為案家的中介者而存在。

•

組織並改善社會服務網絡，使社會支持能發生交互作用，並經由制定社會政策促進
社會正義，實現實質平等，即做為社會的倡導者而存在。

助人關係
的建立

(案主的姿態類型)
•自願個案：包含主動求助者、長期福利依賴者、動機型個案。
•非自願個案：包含拒絕受助者、缺乏病識感者、強制性個案。
•心理功能：
滿足社會需求→平常與他人閒聊日常瑣事，即使是一些不重要甚至未必真實的話，
卻能因此滿足彼此互動的需求，而在心理上感到充實而愉快。
加強肯定自我→在無法確實得知自己有什麼專長與特質之情形下，往往希望藉由別

人際溝通
的功能

人的告知而得到證實，這種與他人溝通後產生的互動結果，往往是自我肯定的來源。
•社會功能：人際關係提供了社會功能做為社會化的基礎，藉著社會功能，我們可以
決定是否發展並維持與他人間的關係。因此在與某人做第一次的交談後，可能會決
定和此人接近亦或保持距離。
•決策功能：促進資訊交換或影響他人的決定，即透過與他人溝通，經由互動而獲得
許多資訊並藉此形成決策。
•溝通應是雙向溝通，亦即當傳訊者將訊息傳達給受訊者時，後者同時將訊息加以解
釋再反饋予傳訊者(此時角色互換，傳訊者已成為受訊者，受訊者則成為傳訊者)，

溝通的互
動模式

彼此交互作用，直至雙方都能了解對方的想法與感覺。
•若傳訊者將訊息直接傳達給受訊者後，溝通過程即告完成，此即為單向溝通，雖可
傳遞訊息，但因無法使彼此產生交互作用、澄清想法並形成反饋，故僅屬於訊息的
傳遞。
•運用特定的助人技巧通常被認為與助人者的理論、訓練層次或意圖有關，也顯示助

助人技巧
的重要性

人者的溝通風格。
•有經驗的助人者較初始助人者在使用助人技巧上有差，例如：初始助人者詢問較多
的問題，但作較少的回答，並作較多無關的反應，且在口語反應上較少變化。

社會工作者會談應具備的技巧
傾聽

贊同-

重述

專注與

再保證
開放式問句
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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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自我揭露

服務措施 ▎公私部門齊力安置無家可歸更生人／基隆分會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長年與轄內監所合作針對即將出獄之收容
人施予個別化處遇輔導，除給予關懷外，亦提供個別需求規劃、結合安置
處所、協力廠商、就業等資源，協助收容人出監後儘速重返正規生活。
阿星於花甲之年誤觸法網入獄執行，其因父母雙亡、與姐姐顯少互
動，家庭支持系統薄弱，在監期間全無家人探望，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

110.11.04

會，10月底知悉阿星即將面臨出監後無安身處所、就業等窘境，特與法
務部矯正署基隆監獄、本會新北分會與其簽約合作的安置處所、新北市就
業服務中心等單位跨轄連結，並於11月2日由基隆監獄派員護送前往安置
處所。阿星甫抵達安置處所時，深感不安，在大伙的陪伴下，化解了阿星
第一次接觸新環境的緊張，也展露久違的笑容，阿星允諾定會努力學習適

110.11.04

應新生活、穩定就業，為人生開創第二春。

▎照顧服務員訓練班圓滿結訓／臺東分會
臺灣將於2025年進入超高齡社會，高齡者長期照顧的需求迫在眉睫，政府
規劃長照2.0，是為了實現在地老化，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
顧之多元連續服務，未來需要龐大長照服務人手；由於臺東境內缺乏大型工商企
業連帶衍生職缺不足，加上老年人口比重十分高，照顧服務員工作現成為臺東縣
勞工朋友最倚重的謀生管道。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網羅有志參與照顧服務產業之更生朋友，培訓其照

110.10.28

顧服務專長、協助其穩定就業以改善生活，用心辦理照顧服務員培訓課程，以提
昇照顧專業技能，落實照顧人力需求，達到穩定就業及社區照顧(護)的雙贏目標。本期課程已於10
月28日順利結訓，學員們皆通過考核及132小時的訓練時數，並取得主管機關臺東縣政府核發之結業
證書。這是第三年與臺北榮民總醫院臺東分院、台東就業中心、臺東縣毒品防制中心及社團法人臺東
縣社會福利關懷暨志願服務協進會合作，共9名學員，以更生個案為主、個案家屬及一般民眾為輔，
學員在受訓期間互相扶持勉勵，並沒有因為部分學員為更生人而有隔閡，且今年度就業銜接甚為順
利，至截稿為止(110年11月25日)，已有7人順利就業，其中5人已在長照機構服務。

▎麵食點心、咖啡輕食訓練班培養一技之長 ／高雄分會
為積極協助有就業能力且暫時收容於安置處所之更生人離開機構後能儘速謀得一份工作，更生保
護會高雄分會分別於展夢家園及高雄輔導所辦理「麵食點心訓練班」及「咖啡輕食訓練班」，由分會
連結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五洲餐飲教育中心、高雄市糕餅工會
等相關公部門與民間資源，讓這些暫時住於安置處所的收容人，能迅速習得
技能，減少安置期滿離所後才至就業服務站登記求職的空窗期。
該方案自101年度起已連續實行10年。這些曾經因為缺乏家人的關懷
與支持、又無專業技能的一群人，實在難以進入職場，也對未來喪失了信
心。但「給他魚，不如教他釣魚」，因此選定低成本、低技術、短期可養
成、可自行營運的職類，讓這群暫時迷失的收容人做包子、饅頭等，另外
看好時下臺灣咖啡文化及密度的提升，也加入咖啡輕食訓練，讓更生人有
一技在身，就業之路能走得更踏實。(接下頁)

11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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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糰軟香

咖啡潤心 共創幸福的力量

高雄輔導所開辦咖啡輕食班，對於更生朋友來說較為陌生，因為其過往只知道買易開罐咖啡加在
阿比裡。本班是由高雄分會結合五洲調飲教育訓練中心專業講師，藉由其豐富實務經驗，及其多年在
矯正機關職訓領域之教學背景，貼近學員之身心狀況傳授專業技術。授課老師並與分會共同合力將家
園教室改為合格檢定場所，協助學員團體報名IFBA國際專業咖啡師證照檢定。
大家有了共同的目標，無不把握機會。國際證照檢
定學科部分是要以英文作答，學員大多只認得26個字母
及簡單的單字而已，但沒有一個學員抱怨，大家互相鼓
勵複習，彼此加油打氣，讓老師都覺得即是有人沒有通
過，這過程也是十分美好，無形中對家園增添不少凝聚
力。11月29日當日與國際餐飲協會總會(位於新加坡)
連線線上視訊，所有學員分批參與檢定，全數通過學、

110.11.29

術科測驗，並獲國際餐飲協會世界總會發予【IFBA 國
際專業咖啡師第1級證書】。

▎發揮「使命必達」的更保精神／花蓮分會
協助吸食毒包後的「不知道」先生就醫之路
更生保護會工作人員長期開拓地方資源及深耕地方推動更生保護
工作，每位夥伴都已內建出屬於自己獨特的社會資源庫，隨著不同個
案需求，這個資源庫內容越來越豐富，得以讓分會在第一時間接住並
協助至分會求援的個案。
11月中下旬花蓮分會接獲一位因吸食毒包後的「不知道」先生求
110.11.18
援。稱呼這位個案為「不知道」先生，是因為花蓮分會的工作人員所
關切的任何問題他都回答「不知道」，在蒐集到有限的個資後，分會徐主任及曾個管師針對些微的資
料開始拼湊「不知道」先生的背景。
首先，經過雙倍耐心及真誠有技巧的引導下，「不知道」先生擠出「昨天還住在人安」的線索，
有了這個線索，個管師馬上聯繫花蓮人安站站長了解個案面臨實際狀況，分析其需要的是下一個安置
處所。而徐主任得知案父的聯繫方式後，立即啟動案家關懷模式，不出所料的，案父道出多年來的無
奈及無力，訴說因兒子吸毒包到處惹事，自己被迫提早退休的無奈，因著兒子的行為，被迫搬了幾次
家，個案109年曾因吸毒傷人判了四個月傷害，案父也曾去看守所探視，出監後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並
安排住在人安，竟又闖禍，最後案父不斷訴說「放棄了」、「放棄了」，已沒有力氣再管了。分會人
員只得趕忙安慰案父，並說明更保可協助內容(但需要個案同意配合)，案父一面向更保道感謝，一面
說抱歉。
分會人員討論應以就醫為第一優先考量，取得個案同意後安排計程車載送個案前往醫院就診，個
案因隨身行李仍在他處，在前往醫院的途中，利用紅燈等待時段逕自開車門下車，下車後又繞回分會，
見案主的情緒開始脫序，分會尋求花蓮地檢法警長協助並通報轄區派出所。個管師第一時間以疑似精
神病患轉介單通報衛生單位，通報過程，個案跑到花蓮縣議會拿石頭砸議會玻璃門(登上地方新聞)。
隔天個管師接獲就業配合單位來電告知個案已安置在慈濟醫院就醫，但沒多久又從醫院跑出來，經過
一番了解，才知道個案最後被送往805醫院強制就醫了。分會人員終於暫時放下一顆擔心的心。
「不知道」先生未來出院後將何去何從，是我們下個任務，這需要公部門一起合作，也再一次考
驗更保同仁連結社會資源的功力。我們願意在有限的資源下竭力協助尋求更保幫助的個案。謹以此個
案與大家分享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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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分會辦理「2021更生美展」開幕暨
「天問-一種遠古而來的聲音」新書發表會。
法務部張常務次長斗輝、臺灣更生保護會邢董
事長泰釗、臺中地檢署黃檢察長謀信、臺中市
政府法制局李局長善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蕭
主任秘書靜萍、臺中更保廖主任委員學從以及
矯正機關首長等人蒞臨會場鼓勵更生人。會場
展出全國出監藝術達人創作暨臺中地區各矯

110.11.09 臺中分會/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正機關收容人之教化藝文及作業技訓作品。

臺北、士林、新北分會共同辦理
第76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表揚
對更生保護有功團體、人士，感謝社
會各界對更生保護之支持與貢獻。更
生路上，我們互相扶持，不畏艱辛、
克服重重難關，你我都是各自生命中
的勇者，讓我們一同向前邁進，更生
110.11.17 臺北、士林、新北分會/臺北國軍英雄館

76 勇者無懼，向前行。

110.11.10 南投分會/南投地檢署

110.11.11 橋頭分會

110.11.04 雲林分會

110.11.11 澎湖分會

110.11.17 高雄分會

110.11.11 基隆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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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分會於大湖鄉村客棧~安置處所客家小吃班協力廠商舉辦
「第76屆更生保護節表揚大會暨苗栗成果展示活動」。苗栗地檢署
檢察長陳松吉表示感謝更生輔導員的無私奉獻和對更生朋友愛心
關懷輔導，更表揚6位更保戒毒安置處所客家小吃老師熱忱不畏艱
難赴村教學，讓每期5位學員可以接受專業廚藝老師的教導習得一
技之長，至今已訓練50多位學員結訓並取得結訓證明，也有8位學
110.11.23 苗栗分會/大湖鄉村客棧

員出村展現廚業專長從事及開設餐飲事業。

屏東分會為感謝過去一年來，社會熱心公益人士與機關團
體協助推動更生保護業務，有別於以往的辦理方式，訪談受獎
人，錄製受獎人影片播放，每位受獎人暢談擔任更生輔導員的
心路歷程；本次同時辦理技訓成果發表會，展出屏東輔導所手
工皮革技能訓練成果、行銷屏東輔導所及伯特利家園技訓產品
香腸、肉酥及皮雕產品：希望藉由此次慶祝大會，讓社會各界

110.11.18 屏東分會

更加瞭解更生保護業務。

感謝社會各界
感謝所有為更生保護努力
的團體與個人

110.11.03 屏東分會皮雕班

東森集團助更生人安心就業徵才
提供更生人工作機會，讓他們靠一己之力餵飽自己，不成為家人負擔，建
立自信，降低再犯率，社會將更加安全。因此，東森集團提供三個就業名額，助更生人順利復歸。
職稱：物流管理士(三名)

薪資待遇：

倉別：蘆竹統倉（桃園市蘆竹區）、

1.月薪 30,000 元~32,000

楊梅一倉（桃園市楊梅區）

工作內容：商品加工包裝作業、
商品整新作業

元，享勞健保，周休二日

績效考核：
依公司人才考核辦法定期進行員工
績效評估，落實獎懲制度

2.加班費依《勞基法》規定

聯絡窗口：董介白先生

3.年節獎金另依公司規定

連絡電話：0935-06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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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