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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3月號 

Hot News 

 

  蔡部長 21 日出席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新北分會 111 年委員暨志工新春團拜聯誼活

動，向參與被害人保護工作之委員及志工致感謝

之意。 

  蔡部長致詞時表示，很開心看到在場這麼多的

志工朋友，與平時給予犯保協會很多支持的委員

們，出錢、出力或是連結資源，大家一起來協助

馨生人逐漸走出傷痛，社會的安定、馨生人可以

往前邁向一步，委員與志工功不可沒。 

  部長強調，目前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針對犯罪

被害人的服務很多元，只要馨生人有需求，犯保

協會即會提供相關服務，包括法律協助、諮商輔

導、就學協助等，期許犯保協會可以繼續深化服

務、也可以持續提升服務的品質，並擔任陪伴馨

生人走過人生陰霾的最佳伙伴。 

  部長說，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工作，不是只有法

務部推動，其實有許多的民間團體，熱心公益，

出錢出力，為被害人提供許多資源，包括捐贈獎

學金，或者捐助物資，減輕家屬的負擔，像今晚

出席的許多好朋友，都是平日樂於助人的社會賢

達，回饋社會的用心，實在令人敬佩。 

  新北分會當日頒發「保護志工績優服務獎」，

部長頒發獎狀時表示，犯保協會的保護志工許多

為熱心公益人士，總是盡己之力協助他人，而有

些志工是馨生人所轉任，希望陪伴有類似遭遇的

馨生人也能夠逐漸走出困境，著實令人感動。他

並感謝所有平時給予馨生人很多協助與陪伴的

志工朋友們及工作人員們，並期勉持續一起為馨

生人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最後部長向出席的委員及志工朋友拜年，並感

謝新北分會辦理春酒餐會，慰勞整年辛勞的工作

人員與志工朋友們。 

圖片出處:png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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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司於14、22日前往臺北市立

聯合醫院昆明院區及桃園市政府衛生局瞭解醫

療院所執行衛福部毒防基金戒

癮治療計畫所面臨之問題及執

行率低落之原因。 

  張常務次長斗輝16日主持毒品防制基金112 

年度「矯正觀護社區預防毒

品防制計畫」審查會議，並

同步以視訊方式辦理相關審

查作業。  

  保護司吳副司長18日出席連江縣政府社會安

全網執行座談，會後前往連江地檢署了解司法

保護業務推動現況。 

  保護司吳副司長21日出席衛福部召開強化社

會安全網政策溝通平台會議，就檢察機關、矯

正機關辦理轉銜會議流程

進行專案報告。 

  保護司10日邀請政治大學陳敦源教授、暨南

大學王珮玲教授出席本部「強化我國更生保護

制度建議書」委託研究計畫

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 

  保護司毛司長18日率同仁訪視慰問蘇建和案

被害者遺孤吳東諺先生，並代表部長致贈水果

籃，祝賀新春佳節愉快。 

  

什麼緊急大事， 

要柯叔元從《做工的人》走出戲

外特別告訴大家？ 

 
我們無法想像「阿欽」遭受毒癮的苦痛，但

可以從柯叔元細膩的演技，深刻感受到毒品

對心理、生活所帶來的巨大衝擊。 

我們明明都知道毒品肯定害人不淺，那為什

麼還是會有人想要來一點呢？ 

 

Judici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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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去灰暗 看見藍天   台灣更生保護會苗栗分會楊學勇 

 

98年 4月天的中午，50多歲的國安看起來比實

際年齡蒼老許多，拖著疲乏腳步走進苗栗更生保

護會辦公室，因為已經無路可走了。國安與前妻

早已離異多年，家人只剩兄嫂，早就沒有聯絡了，

出監至今寄居於朋友無水無電的簡陋小屋，因年

紀大了又多病痛，尋無合適工作，希望更生保護

會能夠協助收容，給他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

方。 

早年浪跡江湖，在苗栗一帶國安可不是一般的

小混混，得意時手下也有數十個，吃喝賭毒樣樣

來，尤其吸毒是當時的地位表徵，因為口袋夠深

吃得起，風光崢嶸的日子怎知在出事入監後一切

都變了。國安第一次出監因為年輕且體力尚足，

又繼續「潦下去」，之後出事機率似乎越來越高，

國安幾次進出監所，每況愈下，年紀大了只能靠

偷竊維生，這次出監已經 50 多歲了，連住的地方

都沒有，國安自己都承認「歹路不通走」。 

國安努力的通過入住戒毒中途之家的測試，過

了幾個月接受安置收容戒毒及全人宗教輔導後，

氣色變好了也長胖了，感覺就像換了個人似的。 

正值一切開始導入正常，國安在安置處所生活

學習一年多，卻收到了一張刑事傳票，是他在 95

年間為了錢，配合人蛇集團到國外辦理假結婚之

案件，主嫌落網後供出當時參與的人員，國安就

是其中的一位。 

國安表示以前的他一定會百般藉口盡全力為

自己脫罪，但進入晨曦會改信基督教後立即認

罪，判刑八個月確定，入監執行前表示會在監所

行傳道，因為他相信這是上帝對他的另一項考驗

及付予的任務。 

八個月後國安出監後立即無條件接受晨曦會

苗栗輔導村短期安置，三個月後，國安轉至晨曦

會新北市中途之家接受教會系統職能訓練並 

安排工作的機會。 

  多年來的勸導教誨，已深植在他的內心並且

已開始發酵，他靠自身努力獲得三軍總醫院外

包清潔公司的錄用，儘管當時他已經58歲了。

因為他的努力讓人忘了他曾經是進出監所的更

生人；認真清掃了大半年的廁所令主管印象深

刻，一年半後靠自身努力完成97個小時照顧服

務員職業訓練，更獲醫院主管賞識而晉升為護

理師佐理員職務，每月有四萬元的薪資足以讓

他自立更生。他自豪的表示他的工作除了照顧

病人，更要帶領其他照顧服務員專注在工作

上，我們感受到國安真心改變的喜悅。 

  國安終於提起勇氣與哥哥及嫂嫂連絡，並經

常「回家」吃飯敍舊聊天；回到曾經被列為不

受歡迎及趕出的這個家，心中百感交集，常人

認為稀鬆平常的事，他卻要花20多年的時間來

修築這條回家的路。 

  更生是一條需要堅持的道路，也曾有戒毒學員

到台北找國安尋求幫助，國安表示若開口借錢不

如引導他們走回途，例如鼓勵學習居家照顧人員

職訓，有機會可以到醫院一起工作，希望用自身

的經驗引導迷惘之人看見自身的生命價值。國安

的發心發願努力的從事反毒見證已呈現的最佳具

體效果，國安表示願意一直當助人者，縱使只是

一顆小螺絲釘，也要努力發揮最大效果。 

司法保護工作常有感人的、勵志的故事，這些故事是助人者的能量來源，本

報開闢暖心園地專欄，讓大家一起分享助人的榮耀與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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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拒勳章肯定的反毒英雄楊中信博士      保護司  楊宛臻 

 提到反毒教育，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兼具科學

趣味及藝術美感的特展總令人印象深刻：《當名

畫遇見毒品特展》中，蒙娜麗莎遇見海洛因的病

態消瘦，讓那抹神秘微笑變成黯淡苦笑；《藥不

藥‧一念間行動博物館》則使巡迴車化為行動博

物館，打破時間、地理的限制，讓博物館輕鬆走

進群眾的日常。這些奇幻的特展，幕後的推手是

默默投入反毒教育多年的策展人–楊中信博士。 

楊博士與法務部的結緣，可從 106年的《古今

法醫傳奇與反毒防罪體驗特展》談起，因館方政

風同仁曾於基隆地檢署服務，居中牽線讓法務部

與科博館展開合作。大家或許好奇，藝術如何與

科學、反毒議題連結？楊博士不像刻板印象中不

食人間煙火的藝術家，相反地，他是一名極為務

實，也極度敏銳的策展人。博士說，一場成功的

展覽，必須「好生也好養」，除了美與啟發性，

還要考量成本與後續維修，如果設施總是告示著

「故障中」，無法化為現實，那麼無論想法多麼

獨特，都是不具意義的。博士不僅在展覽過程中

追求順遂圓滿，展覽結束後，這些心血結晶還要

能反覆運用，甚至不斷進化，如此通盤的考量，

或許和博士結合行銷和視覺藝術的背景有關，他

不僅是天馬行空的藝術家，也是低頭耕耘的工作

者，終日思索著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平衡。 

  博士曾經在逛夜市途中，被擺攤小販的「創業

箱」吸引：「賣小東西、小飾品的攤位，攤販為

了躲警察所使用的箱子輕便好用，關了就可以

跑，我想這箱子太適合展覽了！」在博士的眼中，

創業箱輕便、厚度適於放置樣品、架上螢幕可進

行數位展示，是極好的素材，創業箱在楊博士的

巧思下有了新生命，如同反毒巡迴車開往四處，

博士的創業箱以宅急便的形式巡迴全台，首場

《反毒與防罪宅急便》」在臺南的大橋國中開展，

隨後陸續前往各地。反毒巡迴箱是典型「好生又

好養」的案例，成本務實，展覽便利，最重要的

是新奇有趣，效果極佳。唯有真心熱愛自己所做

之事，才能毫不費力地在生活中捕捉靈感吧，策

展不僅是博士 從事近 30年的工作，更已融入他 

的日常。 

  現代社會的娛樂選項增加，展覽的場域也趨多

元，從以往的博物館、文化中心，到越來越多的私

人場域與文創園區，面對競爭加劇，博士提出一套

「三看原則」，「三看」指的是讓觀眾想看、能看

懂、看出名堂。如何吸引觀眾走進展場空間？博士

選擇讓展覽走出博物館，主動接近民眾，博士預告

今年年中將會結合宮廟舉辦一系列民俗相關反毒

特展，吸引參拜民眾的目光，就能將更多觀眾帶進

展場。主動出擊還不夠，時間、空間的選擇也很重

要，博士說：「未來我希望把反毒特展辦在夜店、

KTV、酒吧，因為那是毒品最可能出現的地方！」

時代的變遷對策展工作或許帶來更多挑戰，但絕

不會是阻礙。 

  投入反毒宣導，對博士而言具有使命感，詢問博

士為何多次婉拒反毒有功人士的推舉，他笑道：

出名、出事是一線之間，隨後謙遜地說，已屆花甲

之年，不想追逐名利，只希望默默把該做的事情做

好，「不管有沒有頒獎給我，我都是繼續做」，博

士認為年輕人才是未來的希望，博士不曾追求光

環，只希望把殊榮與掌聲留給後生晚輩，若因此鼓

舞更多人加入反毒領域，便覺得與有榮焉。博士如

此低調、不居功，但金子總會發光，博士仍多次受

各方推派，在這個領域早已發光發熱的他，又何須

仰賴獎項促使他向前邁進呢？博士從事宣導是發

自內心的投身公益，參觀一場反毒展覽，不僅讓藝

術洗滌心靈，也增進對毒害的認知與抗體，這樣的

展出，融合了科學的真、實用的善、藝術的美，每

次展覽都是一場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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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雲遊子           台灣宜蘭地檢署蔡源修 

  阿忠因侵占罪易服社會勞動，總共要履行 1818

個小時的勞動服務，檢察官給他一年半的時間去

完成。一年半的時間不短，中間又遇上新冠肺炎三

級警戒，多拖延了 2 個多月，阿忠的社會勞動之旅

算是漫長的。 

  阿忠執行社會勞動的地點在離市區有點偏遠的

半山腰，執行機構分派給他的工作內容性質單純、

環境也很好，只是山上沒有什麼餐館，還好機構有

自己的廚房，中午有供他用餐，免得阿忠還要為午

餐煩惱。 

  一年多執行社會勞動的時間，如果沒有收入怎

麼可能支持得下去？為了執行社會勞動，阿忠找

了一份大夜班的工作，因為下班的時間趕不上社

勞執行機構在山下出發的交通車，所以必須自己

想辦法每天上午 10 時之前到達執行機構，每天執

行 6 小時的社會勞動，慢慢地朝 1818 這個數字邁

進。 

  我在查訪的時候問他：「你這樣晚上做大夜班，

白天做社會勞動，真的沒問題嗎？」 

  阿忠回答說：「佐理員，還好我晚上的工作不會

很勞累，而且有時候也有空檔可以小瞇一下，所以

白天做勞動還可以。」看著阿忠瘦小單薄的體型，

我記起他的基本資料上籍貫是臺中，忍不住問

他：「你執行勞動這麼久，也沒請過什麼假，都沒

有回老家臺中嗎？」 

  阿忠有遲疑那麼一秒，然後笑著說：「老家也沒

有人了，回去也只是去廟裡給父母上香，所以一年

最多回去一次，其實這幾年也都沒回去了。」 

 「臺中還有自己的房子？」 

 「有啊，但是都沒有人住了。」我突然不忍再問

下去，看著他滄桑的臉上還有難掩的稚氣，不知道

是真的樂天還是故作堅強，想起跟他談過他這個

案件的狀況時，他一直認為自己是業務疏失，而他

在執行社會勞動的初期也是常常忘東忘西，連請

假要用的佐證資料都會放在褲子裡一起洗掉，確

實是一個有點天然呆的人。 

  阿忠對人很有禮貌，機構交派給他的工作也都

很認真完成，每天山上山下跑，也沒有什麼怨言，

終於到了去年年底，他算算自己如果能每天做滿

8 小時，應該可以趕在農曆年底前履行完畢，於是

毅然和自己工作上的同事調班，讓自己能趕上搭機構

的交通車，今年年初開始改成每天執行 8 小時的社會

勞動。 

  我算一算時間，阿忠剩不到一週就可以履行完畢

了，查訪的時候提醒他，他很高興的說：「終於要做

完了。」我說：「對啊，而且可以在過年前做完。春

節有要回臺中老家嗎？」 

 「應該沒有吧，我在宜蘭過得很好。」他突然對我

說：「佐理員，最近一直在下雨，你常常下著大雨也

來山上看我，自己要注意行車安全啊！」 

「謝謝你，」我一邊穿雨衣一邊說：「你自己也要注

意安全。」 

  「佐理員，新年快樂！」我機車都發動了，他還在

我旁邊佇留，讓我想起了李白的詩句：『浮雲遊子意，

落日故人情。』 

  社會勞動人有一大部分都是社會上的邊緣人，他們

犯下這些微罪，有時可能只是出於一時衝動的錯誤選

擇，有時可能是成長環境造成錯誤觀念，甚至也有生

活上「不得已」的情況，他們的生活中常常是缺少關

愛的，但是這並不表示他們沒有「被愛」的需要，現

實的生活磨損了他們「去愛」的能力，但是透過易服

社會勞動的機會，讓他們改善生活習慣，如果再加上

機構督導人員和地檢署佐理員的關心，讓他們能感受

到「愛」，那麼社會勞動也就不再只是冰冷的刑罰制

度，而是這些社會勞動人重生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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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檢 21日辦理「轉動多元戒毒、人生走向幸福!一站式新案說明會」， 新北檢自 110年起

推動毒品緩起訴多元處遇，在醫療面結合新北市毒防中心，由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衛福部八里療

養院、亞東醫院醫師帶領精神醫療團隊，進行毒品成癮案件之醫療戒癮；社區處遇面，特建立就

業服務處之平台，安排吸毒者適才就業及職能訓練的資源；首度將入

住基督教晨曦會戒毒中途之家列入緩起訴條件；真正落實多元處遇戒

除毒癮之目標。一站式的新案說明會，將毒品防制金三角之毒防中

心、醫療機構、地檢署資源集中，讓當事人一次出席說明會，即可知

道日後應遵守的緩起訴法令、替代療法補助規範及由主治醫師進行處

遇方案評估，期能以便民、效率，提高戒癮治療成功率」。  

 士檢 15日由執行檢察官靳開聖偕同主任觀

護人張裕煌等人前往社會勞動機關新北市汐

止區公所及汐止清潔隊實地訪查，一方面聽

取機構督導建言；另一方面親自詢問勞動人

是否有需要協助的地方， 

勉勵他們盡快執行完畢， 

重新展開正常 

  士檢 15日啟動社勞專案，處理因連日大雨，

山區還發生土石崩落，動員 18 位人力集中清

消花圃、巷弄、人行道角落除動作確實外，加

上對當地熟識社區的

地形道路及水溝的志

工指導，清消是事半

功倍。 

 竹檢 110年依執行需求遴聘具臨床心理師證照之心理處遇師，在盤點統整本署緩起訴被告、受保

護管束人所需處遇目標及資源，由心處師規劃一系列團體課程，強化藥酒癮個案戒癮動機，對於潛

在人格違常、心因性疾患、精神障礙等需心理衡鑑案件，轉介個別諮商治

療， 計 110年進行個別諮商共 204人次，其中 92人次屬性侵案件，團體

輔導治療協助超過 300人次，為維持心理治療品質，本署亦設立心理處遇

師督導制度，專家學者透過視訊指導，心處師即時整合專業意見，定期檢

視觀護心理處遇治療成效，鞏固心理治療之質量，並持續發展適合本署觀

護個案之心理治療模式。 

  南投地檢11日假埔里司法保護據點-良顯堂基金會辦理，辦理法治教育，邀請知名律師吳莉鴦律

師，對須接受法治教育之緩刑受保護管束人、緩起訴被告及社會勞動人等進行法律宣導。 法治教

育活動中與法律扶助基金會南投分會共同合作安排六場次法律宣導， 吳莉鴦律師有豐富的實務經

驗，本次課程以「老人常見的法律問題」進行宣導，並說明幾歲才是

老人、什麼是高齡社會、台灣的老年人口比例、老人可能會遇到的法

律事件、請求給付扶養費、監護宣告、遺囑種類等做深入的解說，吳

律師精闢的闡述讓所有參加人員，對於法律問題都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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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雲林 

橋頭 

基隆 

  彰檢黃姓社會勞動人因有書法專長，透過

專案方式結合勞動機構請黃員書寫春聯，贈

送地方弱勢家庭，黃員感謝社會勞動轉向制

度，使其能維持既有

生活與工作來照顧家

庭經濟。 

 為使易服社會勞動制度發揮最高效益，讓社

會勞動人付出勞動過程中，體認社會勞動真義

並肯定自我價值 雲檢 10日及 11日辦理兩日

易服社會勞動勤前教

育訓練，本次參訓社

會勞動人共計 15員。 

  

  基檢10日初春之際帶領社會勞動人至瑞芳公園進行樹木的修剪與環境清潔打掃。社區公園是里

民休憩、兒童玩耍、運動與聯繫感情的好地方，對於周遭環境維護更須落實，故本署與新北市瑞

芳區柑坪里一同攜手合作，由社會勞動人發揮勞動精神，走進社區以自身勞動力回饋居民，對於

公園內雜草、落葉與枯枝進行有系統的整理，也同時為將到來的

夏日颱風季提前防範未然。瑞芳公園經由社會勞動人的努力，將

環境整理得煥然一新，讓到公園遊憩的居民更能吸收大自然的芬

芳。  

嘉義 

嘉檢 16至 17日與法務部嘉義監獄-獄政博物館

一同辦理易服社會勞動專案訓練，為了因應 111

年 2 月 19日第 102案「國定古蹟-嘉義舊監獄園

區未來營運方向」之開放政府協作會議，規劃於

園區內各處進行環境整

理。 

雄檢 9日辦理法治教育課程，邀請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副大隊長蔡信助，帶領

緩起訴處分被告暨緩刑受保護管束人探討台

灣社會常見詐騙手法，並

教導如何預防詐騙集團。 

高雄 

橋檢 18日召開性侵害案件受保護管束人社區監督輔導網絡會議，由主任檢察官王聖豪主

持，集結觀護人、管區員警、治療師、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

心、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婦幼警察隊及各分局

家防官一同參與，並聘請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局長黃志中及臨床

心理師蘇毅擔任專家學者，針對中高再犯危險之受保護管束人

進行討論，共同制定預防再犯及治療策略。本次會議計討論 6

名輔以科技設備監控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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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 

 

 宜檢「天使心．感恩情」社會勞動專案，與

宜蘭教養院合作，由社會勞動人前往進行協

助環境清潔、園區整理 ，16 日由三星清潔

隊陳東仁班長率領著社會勞動人，前後歷經

3個多小時，雜

亂無章的農場頓

時豁然開朗 。 

 宜檢 14 日邀請宜蘭縣政府勞資關係科黃美

禎科員主講「勞工相關法令及性別工作平等規

定」，讓的勞工朋友了解職場上勞資之間的權

利義務關係，避免勞資關

係間的緊張。  

台東 

臺灣高等檢察署邢泰釗檢察長 22日下午由花蓮高分檢朱家崎檢察長、蔡宗熙檢察長陪同，於東

檢藝術走廊觀看浴火重生更生人砂畫藝術家朱國富作品導覽；再到鹿野鄉「００蔬果產銷」農產

品集散地，拜訪更生人阿成(化名)，對二名更生人重返社會的奮鬥及成就，予以肯定及支持。 

當日下午，一行人到鹿野鄉更生人阿成所經營的蔬果產銷班，先聽取阿成所作營業簡報後、參

訪選果出貨作業、網室栽植場及參觀栽種改良技術後，親自參與木瓜採果作業。對阿成於出監後，

以在矯正機關所習得農業技巧，透過更生保護協

會所協助取得的貸款，承租數甲農地，辛勤付出、

努力工作，以所習農技謀取營生、更以汗水藉以謀

利，予以鼓勵及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