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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110 年 4 月 2 日台鐵太魯閣 408 車次「重大車禍」事故
焦點
報導

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 慨捐更生保護
協助就業 復歸安居 護苗育幼 傳遞愛與幸福

110.03.10

110.03.10

110年3月7日「第14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會」在日本京都開幕，會議中呼籲世界各
國應提高社會接納更生人的公眾意識。近年來我國對更生保護的議題也愈加重視，本會法定業務範
圍涵蓋之具體服務內容亦隨著社會的變遷不斷精進，始能給予更生人及時有效率之協助。
適蔡佩玲檢察官在進行洗錢防制宣導時，分享她代表更保致贈獎學金的故事，提到更生人父母
感激地涕泗縱橫，也順帶介紹更生保護理念，富邦集團蔡董事長明忠認同並支持此一服務信念，決
定發揮企業家大愛精神，自2020年起連續3年，逐年捐款1,000萬元支持更生保護業務，受惠對象
是更生人及他們的家屬。法務部蔡部長清祥感謝「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的捐助，並笑說「可惜
只有3年」，蔡董事長明忠當場霸氣直接宣布再延長2年，等於5年5000萬元。
更生人「佩佩」在記者會現身說法，表示曾因吸毒而眾叛親離，連兒子都不要她，她在得知可
以假釋時，竟一度哭著說「我不想假釋」，不知如何重回社會的佩佩，幸而在本會宜蘭分會的扶助
下，找到清潔的穩定工作，並買了一部電動自行車，補齊因吸毒而掉光的牙齒，逐漸找回自信，同
時成功和2個兒子再度見面。相隔10幾年的再次相見，她用自己工作賺得的錢，分別包了6000元紅
包給他們，盼能展現誠意、祈求原諒。2個兒子雖然仍未解凍，但她紅著眼眶說：「我會繼續努力，
讓他們相信我、接納我！」
本會有感於每一元的善款都是國人的愛心，應完全使用於更生人，特別建立監督機制，成立5人
審核小組，邀集法務部保護司、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本會代表及檢察官蔡佩玲等人，定期
審查監督方案執行進度，發揮如是社會福利公益信託基金捐助經費最大服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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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蔡部長 司法保護專業化
更生保護 犯罪被害人保護 榮譽觀護人協會會 司法保護轉型
法務部於2月22日、23日、25日及26日前往新北、彰化、高雄及臺南聽取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更生保護會及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三會有關司法保護專業化政策建言，並進行意見溝通。
外傳翁茂鍾因擔任榮譽觀護人，而結識多名司法官，影響司法公正一案，法務部除全力徹查外，
並進行司法保護專業化分工之規劃。蔡部長感謝三會長期支持司法保護業務，為降低三會人員不確定
感，親自逐一拜訪，與三會代表溝通。他強調，司法保護工作是助人的專業，為回應外界對保護工作
專業化之要求，法務部自110年起引進社工及心理專業協助觀護業務，同時更生保護及被害人保護亦逐
年增補專業人力，強化輔導工作之深度與廣度，而檢察官在司法保護專業人力逐漸完備之際，未來將
回歸辦案偵查業務，逐漸退出三會運作的第一線，並非完全切割，未來仍會在第二線繼續輔助會務推
行。
蔡部長強調，榮觀協助檢察機關辦理社區處遇、執行保護管束輔導，以及法治教育；更保人員主
要是以輔導出獄人等自立更生，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再犯，維護社會安寧為宗旨，不求回報；犯保人
員則是協助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解決困境、撫平傷痛及重建生活，3會人員絕無利用職務私心自用情
事，若發現有人於擔任三會工作人員或志工期間有任何行為不檢，假藉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
不法之利益等行為，或有具體事證足生損害檢察機關形象或榮觀信譽者，均立即予以解聘，並追究其
責任，以維護整體聲譽。

110.02.22 新北場

110.02.25 高雄場

110.02.23 彰化場

110.02.26 臺南場

嚴正聲明
外傳翁茂鍾先生曾參加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會務並參與運作云云，核非事實。臺灣更生保護
會特嚴正聲明如下：
一、外傳翁茂鍾先生曾參加臺灣更生保護會（下稱本會）並參與會務運作，且利用此等職務與司
法人員不當往來云云。經本會查證，翁員從未擔任本會及所屬分會委員及保護志工等任何職務，亦未
參與任何會務，與本會並無任何關係。外界所指，應予澄清，以正視聽。
二、本會及所屬分會工作同仁、分會委員及保護志工，係本仁愛精神，輔導出獄人等自立更生，
適於社會生活，預防再犯，以維護社會安寧為宗旨，人人堅守崗位推動保護業務，致力協助更生人使
其自力更生，適於社會生活，分會委員及志工們，更是不求回報、無私奉獻，絕無利用職務私心自用
情事。
三、本會深知，人民對司法保護期望很高，更生保護更為社會安全網之最後一道防線，本會委員
及志工都戒慎恐懼，維持高水準的服務品質，做到同理心即時關懷，推動援助家庭，以專業工作人力
及結合社會資源提供更生人及其家屬更好的協助。
四、外界對翁員曾參與會務運作之傳言，與事實不符，請民眾勿相信及渲染，以免損害本會及所
屬分會成員形象，並抹煞同仁辛勞的付出，而影響保護業務之推動。本會更期盼全民共同支持更生保
護工作，一起與本會攜手努力，協助更生人順利復歸社會方為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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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
樂業

更生保護會屏東輔導所 伯特利家園 男性安置處所
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 x 晨曦會 x 沐恩之家

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代管兩處安置處所，法務部保護司三科科長侯淯荏、秘書林宛怡、總
會業務組長唐研田、個管員呂衍緯及學者張玲如教授等5人於110年3月4日上午10時訪查屏東輔導
所及伯特利家園業務，了解委託合作安置處所收容輔導情形，上午訪查屏東輔導所，下午前往基督
教沐恩之家附設伯特利家園訪查，並訪談收容學員，瞭解其接受輔導之適應情形，會議簡報由主任
委員葉春麗主持，榮譽主任委員黃謀信檢察長、屏東地檢署陳建州主任檢察官親臨屏東輔導所，並
與訪查人員互動、意見交換。

110.03.04/屏東輔導所
關懷收容學員生活情況

110.03.04/伯特利家園
與學者張玲如教授意見交換

更生保護會花蓮輔導所 女性安置處所
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 x 主愛之家 給學員一個家
花蓮高分檢費檢察長玲玲及花蓮地檢署俞檢
察長秀端在更保黃主任委員淑珠及主愛之家執行
長張麗英鮑師母陪同下，前往臺灣更生保護會花
蓮輔導所關心目前安置學員適應情形，並聆聽擔
任主愛之家反毒導覽員三名女性更生人見證其戒
毒之心路歷程，其中兩名更生人目前仍在假釋期
間，透過觀護人及更生保護會輔導加入主愛之家
與勞動部合作的多元開發專案擔任反毒園區導覽
員職務，加入反毒團隊將近3個月，主要的工作是
反毒宣導、設計反毒桌遊及毒品展示文宣製作。

110.03.17/花蓮輔導所
收容學員分享心路歷程

兩位檢察長專注聆聽毒品更生人出獄與社會接軌遇到的總總困難心境後給予回應與鼓勵，也
說明政府對於反毒政策的重視，提醒並鼓勵在場學員要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慢慢調整自己的腳
步，找到自己的定位，對於在監執行期間家人給予的支持及不放棄，一定要以行動來回報家人的
愛。
執行長鮑師母向兩位檢察長說明，主愛之家27年來持續和更保合作安置處所，就是希望傳達
家的重要及力量，並建構出家的環境，讓輔導所成為無家庭支持的女性更生學員背後的一大倚靠
及助力，盡力的給予協助關懷及幫助建立自信心，輔導其找到自我價值迎接新的人生下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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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會基隆向上學苑 園藝療癒課程班 正向新人生
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 x 基隆地方檢察署 親近自然 療癒身心
臺灣更生保護會基隆分會在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柯檢察長麗鈴（兼任分會榮譽主任委員）及本
分會林主任委員正峰全力推動及支持下，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於3月24日下午，假臺灣基隆地
方檢察署開辦「園藝療癒課程班」，為期三個月，參加對象為安置處所-向上學苑學員共計12名。
柯檢察長開訓時鼓勵學員用心付出、關懷來照顧花草，透過育苗過程得到反饋，也期望安置學
員從中學習如何照顧自己，更期待學員在未來的12堂課將所學應用，攜手打造專屬的「向上花園」。
林主委亦表示植物成長三要素為水、陽光、溫度，缺一不可，鼓勵學員藉由本課程內容來認識植栽
技巧、整枝修剪等作業，體會園藝所創造的生活美學、增添正向能量。本次課程聘請方婕寧老師授
課，方老師具乙級造園景觀技術士、美國ISA認證樹藝師、樹木風險評估師等證照，專於園藝、栽
培、病蟲害管理，且課程中除安排靜態操作外，亦安排戶外實作課程，以增添園藝樂趣。
「園藝療癒課程班」成立，希望學員們在安置期間，透過園藝活動、實際手作及接觸大自然來
獲得療癒力，以提高社交、情緒、創意等各方面的成就感，進而減緩壓力、促進身心正向發展的價
值。

110.03.24/基隆向上學苑
園藝療癒課程班開訓典禮

110.03.24/基隆向上學苑
園藝療癒課程上課情形

遇見薪幸福 更生幫您 就業不難
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 x 勞動部 公私協力 現場徵才
由勞動部高屏澎東區澎湖就業中心主辦、臺灣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協辦的澎湖地區現場徵才活
動，於3月3日上午10時在澎湖縣生活博物館正式展開，現場共有25家廠商釋出130個以上職缺。
更保澎湖分會利用此一難得的機會，逐一通知待業更生人，積極協助更生人覓得適合工作。至活動
結束為止，已成功為兩名更生人找到工作，亦有廠商請更生人等候佳音，更保澎湖分會也為這些更
生人感到高興。
澎湖地檢署檢察長兼更保澎湖分會榮譽主委李嘉明表示，更生人可能因前科紀錄而遭受歧視，
以致於在求職過程中面臨困境，一旦屢受挫折，更生人可能會減少本身僅存的自信心，久而久之他
們更會產生自暴自棄的情況，因此希望更生保護會全力以赴，善加利用此次的徵才活動，積極幫助
更生人爭取工作機會和權益，有效的協助更生人加速復歸社會。
更保澎湖分會的同仁及更生輔導員於徵才活動過程中，除協助更生人填寫求職資料、陪伴更生
人到不同求才攤位與雇主直接面對面洽談，希望為更生朋友爭取更多的工作機會可以選擇。此外也
利用求才廠商的空檔時間，逐一向雇主介紹更保澎湖分會服務性質，並進一步邀請雇主擔任分會的
協力廠商，另一方面也讓雇主了解，聘僱一位更生人每月可獲得政府補助一萬元薪資，最長12個月，
希望藉此提高雇主僱用更生人的意願。

110.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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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
貸款

更生保護會 x 台新金控 關懷偏鄉更生小農
更保臺東分會 圓夢創業貸款鳳梨農作 艱困時刻 即時送暖

阿志因一時錯誤與衝動，換來入監15年3月刑期，出監後洗心革面，經臺灣更生保護會臺東分
會積極輔導，鼓勵其勇於面對挑戰，心中燃起創業夢想，於民國102年第一次向臺灣更生保護會申
請25萬元圓夢無息創業貸款，成立十里香烘焙坊，廣受好評。而在因緣際會下，阿志接觸了農畜
產業並改行種植釋迦、放牧土雞，釋迦香甜可口肉質飽滿，土雞肉香味美，營養價值豐富，顧客反
映良好，因此106年二度申請圓夢無息創業貸款30萬元，擴大經營規模，去年種植3甲地金鑽鳳梨，
預定大量外銷出口至中國大陸。
未料中國大陸宣布自今年3月起禁止臺灣鳳梨進口，重創臺灣果農生計，直接影響阿志之收
益，其面臨突然中斷的銷售管道，數萬顆辛苦栽種的鳳梨，面臨血本無歸之危機。阿志開始懷憂喪
志。在徬徨無助之際，臺灣更生保護會人員立即至現場關懷，與阿志一同思量解決辦法，積極協助
他渡過難關。
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邢泰釗獲悉後，指示秉持同理心即時關懷，運用有限資源發揮大效能，
盡力協助更生人渡過難關，規劃推出助農紓困方案如下：
1. 率先以實際行動支持，認購2千多台斤鳳梨分送給30家安置處所學員及各分會伙伴分享。
2. 協助更生農民申請「臺灣農產品生產追溯系統」，增加大賣場及食品工廠收購意願。
3. 推薦至政府機關、民間企業、民間團體；運用網路及社群媒體宣傳，呼籲力挺更生農民。
其中台新金控集團以「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理念，長期關懷更生事業，讓曾經犯過錯的
人能夠重新復歸社會，遠離犯罪。立即訂購6千台斤鳳梨以行動力挺更生小農。

110.03/臺東分會查看鳳梨農作情形

110.03/臺東創業貸款鳳梨農作

110.04.08/臺南輔導所
收容學員收到臺東更生小農的鳳梨

110.03.26/臺東卑南鄉長認購現場

阿志特別感謝各界大量訂購：
台新金控集團
臺灣更生保護會
台東縣卑南鄉鄉長許文獻先生
花蓮主愛之家
花蓮天使幼兒園
台東當地各矯正機關

數量有限 欲購從速
民眾訂購專線：阿志 0984-096080
阿慧 0912-700080
菠蘿蛋糕 png 來自 zh.pngt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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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
專案

正式啟動
更保苗栗分會 科學實證毒品案受刑人處遇模式暨家庭支持團體

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於110年3月2日起至10月與苗栗看守所合辦並結合外聘社工督導、苗栗希伯
崙全人教育關懷協會辦理男性及女性毒品案件受刑人二梯次計40場次科學實證班暨家庭支持團體課
程。透過專業老師引導學員自我覺察並增能自控，再加上學員出監返家後由更保和家庭支持服務機構
接軌進行6~12個月的家庭訪視服務、協助就業和職業訓練、家庭關係促進改善、社福聯結等，希望透
過團體輔導提昇自我認知和找回生命價值，強化拒毒決心，引導其人生步向正軌。
蕭同仁老師以自身青少年時期也曾經接觸過毒品過來人經驗，先同理學員吸毒復發的無奈，在學
員卸下心防願意聆聽後再一步一步給予導正。團體課程3月2日開課時由第二年連續參與團體課程的黃
姓女學員主動分享著自己多年吸毒出入監的人生，造成家庭親情關係破碎，深深傷害父母親的心，有
感自身的吸毒行為相當自私和無法被原諒，這次出監返家決定會聯結更保資源、遠離原生熟悉地斷開
毒友，不會輕易再度沉淪，堅定意志拒不碰毒，好好以家為重修復家庭關係。苗栗分會團體課程運用
優勢觀點激發學員潛能，協助自我探索找到支持的動力，重新贏回自己的人生。

更保苗栗分會
入監團體輔導

110.03.02

110.03.02

更保嘉義分會
入監個別輔導

110.03.02

110.03.02

更保橋頭分會
社區處遇模式
文清，109年9月初甫出監便接受新店戒治所楊社工建議親洽更保橋頭分
會，所以便由分會轉介至協力廠商崴多利住宿與工作，4個多月以來雖曾手部
受傷休息過幾天、在工作表現上一直是穩定良好的、也存下數萬元；因與家
人手足間關係一直不佳、還利用這段時間多聯繫、修復彼此關係、幸好案大
哥願意接納與鼓勵他，扮演著一股穩定力量。
110年1月份起，文清想說有親友介紹要去做鷹架老本行、待遇方
面也更好，便順利轉行，殊不知、在2月初突然中風了，被緊急送醫後、
一恢復意識便聯絡橋頭分會與案兄，好不容易存下來的積蓄和原本要
給大哥的紅包，都花在醫療費用上。橋頭分會得知文清困境後，便持
續訪視關心、鼓勵並適時地提供協助。目前已在大哥細心照顧下，持
續復健並恢復活力。
從文清眼神中、可以感受到他想要表達的感謝，衷心希望他早日
恢復健康、重返職場，開啟新生活。

拼圖剪貼畫 png 來自 zh.pngtree.com

第 6 頁 甦活人生電子報 第 6 期

會議
剪影

110.03.05/法務部/
第 14 屆董事暨第 7 屆監察人聘任合照暨第一次聯席會議

110.04.01/法務部/
參加張次長召開司法保護三會組織調整規劃方向研商會議

110.04.09/高檢署博一大樓 434 會議室/
第 7 屆第一次監察人會議

110.03.29/桃園女子監獄/
討論有關「貝齒護苗」計畫

110.04.08/臺中地方法院/總會唐組長與臺中分會謝主
任拜訪臺中地院施庭長及犯保台中分會林主任委員

110.04.09/高檢署博一大樓 434 會議室/
第 14 屆董事暨第 7 屆監察人第二次聯席會議

好康
介紹

★攝影主題
展現「更生」光明正向之
意涵內容或更生保護實錄

★參賽大眾
對更生保護推展有興趣之
社會大眾

★獎金優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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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產品介紹~
1.帕尼尼：源自義大利地壓烤三明治，夾上滿滿蔬菜，搭配特製食材
2.丹麥吐司：多層次口感丹麥吐司，烤得酥脆，不一樣地豐富口感
3.牛角可頌：牛角造型可頌，對切送入烤箱烘烤後，金黃色澤散發濃濃香氣
4.特調鴛鴦奶茶：選用 UCC 特殊精選咖啡豆，現場研磨咖啡，搭配特調奶茶

「我幫你 你幫我」 沈嶸捐款十萬助更生
命理師沈嶸發起「每月捐十萬、持續二十年」公益捐獻
沈嶸老師發大願「每月捐十萬、持續二十年」的公益活動，3月份捐款十萬元的對象為本會。沈
嶸老師說：「有人問我為何要捐款給更生人，他們不都是罪大惡極的人嗎？其實人人皆會犯錯，而我
原文網址: 為何捐款 10 萬幫助更生人？「過來人」沈嶸曝社會隱憂 | ETtoday 星光雲 | ETtoday 新聞
們願意給對方一個改過自新、重新成為更好的人的機會，這才是真正無條件的愛。」
雲 https://star.ettoday.net/news/1941973#ixzz6rjhFlFYs
沈嶸老師感慨表示：「更生人在社會上首要面臨的就是與社會長久嚴重脫節，使得找工作不易，
Follow us: @ETtodaynet on Twitter | ETtoday on Facebook
家人也不願伸出援手，還要面對大眾歧視的眼光，連交朋友都有困難。我曾因璩美鳳光碟案代父入獄，
入監服刑11個月的期間，看到許多受刑人因一時糊塗而犯下大錯，這些人已經受到司法體制的制裁，
如果出獄後還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很容易走回犯罪的老路，變成你我的負擔和隱憂，所以我希望能
捐款幫助這群最不被社會接受的人。在這裡我也以自身經歷鼓勵所有更生人，我出獄後命理事業全部
重新開始，許多舊客不再光顧，甚至度過一段沒有收入的低潮期，但是在堅持努力下，現在我的事業
蒸蒸日上，還能夠貢獻力量回饋社會。我認為雖然人經歷到錯誤與失敗，仍要以正面思維轉化所有痛
苦，在逆境中也要持續讓自己更好、與人廣結善緣，種善因得善果，這些思維都將在逆境之後，創造
出新的成功。」最後沈嶸老師向社會呼籲：「請大家給更生人一個機會，更生人也能成為社會支柱。」
盼各界與沈嶸老師一起做公益，幫助社會更美好。」

愛心捐款 行動支付
需要您的支持與響應
台新
Link Pay

Line Pay

110.03.19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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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網頁

聯絡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