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承 - 剪影 活動

101.3.22 舉辦「本會連江辦事處揭牌典

禮」，由邢董事長主持，參加來賓有法

務部長官、機關長官、媒體記者、本會

董事、工作同仁、志工等，地點在連江

地檢署一樓會議室。

2012.03.22

2011.11.01

100.11.1 邢董事長至北竿坂里國小作反賄選及更生保護宣導。

100.11.3 邢董事長至莒光指揮部作反賄選及更生保護宣導。

2011.11.03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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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22 舉辦「魚麵技藝班開訓典禮」。法務部黎專門委員翠蓮、連江地院紀院長文勝、連江

地檢洪檢察長培根、金門監獄許典獄長金標、本會連江地區董事、輔導員及連江地院、地檢

同仁、媒體朋友等人參加。

2012.03.22 2012.03.22

2012.03.22

101.3.22 辦理「101 年度連江司法保護志工

特殊訓練」。由城前大法官仲模擔綱講座，

分享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司法志業的經

驗與傳承。

101.3.23 辦理「101 年度連江司法保護志

工特殊訓練 - 入監輔導實習」。由本會

王幹事帶領連江更生輔導志工，入監輔

導實習，地點在連江分監。

2012.03.23



101.10.3 邢董事長偕同連江地檢洪檢察

長培根拜會連江縣楊縣長綏生，感謝支

持連江地區更生保護業務，協商借用

「連江新建築」示範屋為本會連江辦公

室。

2012.10.03

101.4.26 舉辦「本會於連江分監舉辦之

魚麵技訓班設備購贈典禮及包裝紙盒初

稿發表」，邀請連江地檢洪檢察培根 ( 連

江辦事處主任 )、金門監獄許典獄長金

標、連江地院及分監同仁、聯合報蕭記

者白雪等人參加。
2012.04.26

101.7.3 結合金門監獄連江  分監、職訓

局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連江就

業服務站辦理「就業宣導及本會業務宣

導」。由連江就業服務站站長林寶霞作

業務宣導。

101.7.30 辦理收容人魚麵技訓成果發表會

2012.07.03

2012.07.30 2012.07.3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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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23 邢董事長 ( 金門高分檢檢察長 ) 

參加連江地檢署舉辦「修復式司法會談

室啟用典禮」，地點在該署一樓會談室

( 南竿鄉介壽村 209 號 )。

102.4.24 邢董事長主持「連江司法保護

志工志願服務連繫會報」，並作金門高

分檢六十週年史實特刊介紹，致贈史實

特刊 DVD 光碟，感謝連江董事、顧問、

連江更生輔導員對本會的支持與愛護。

本會董事、顧問、工作同仁、志工等人

參加。

101.12.6 舉辦「本會連江輔導知能研習

中心暨諮商輔導室揭牌啟用典禮」，由

邢董事長主持，參加來賓有機關長官、

媒體記者、本會董事、工作同仁、志工

等，地點在馬祖示範屋  ( 南竿鄉介壽村

156-6 號 )。

102.1.22 舉辦「金馬法鑑」暨更保成果

發表會。

2012.12.06

2013.04.23

2013.04.24

2013.01.22



102.10.2 舉辦「本會致贈連江分監健身

器材及借書證典禮」，由邢董事長主持，

本會連江地區董事、顧問、輔導員及連

江文化局人員、連江分監同仁等人參

加，地點在連江地分監。

102.8.23 舉辦離島地區司法保護業務觀摩研討會

102.10.3 邢董事長偕同黃主任玉垣拜會

拜會馬祖日報社宋社長志富。感謝宋社

長支持本會會務之推廣，以利連江地區

業務之推展。

2013.10.02

2013.10.03

2013.04.24

2013.08.23 2013.08.23

102.4.24 結合金門監獄連江分 監、職訓

局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連江就

業服務站辦理「就業宣導及本會業務宣

導」。由本會助理幹事許彩月及連江就

業服務站站長林寶霞作業務宣導。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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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2.11 結合金門監獄連江分監辦理本

會連江更生輔導員研習會暨更生輔導員

會議。邀請劉美蓉心理師授課 -「毒品

個案輔導經驗分享與觀念建立」。

102.12.12 結合福建金門監獄、職訓局金

門就業服務站，舉辦「連江雇主入監參

訪活動」，邀請馬祖酒廠、積家營造、

浩育企業社等三家廠商前往連江分監參

訪，本會及連江就業服務站並穿插業務

宣導。

103.1.8 舉辦「金馬司法年刊《日新》」

新書發表會暨贈書及春節慰助貧困更生

人活動。

2013.12.11

2013.12.12

103.3.5 邢董事長親自頒發聘任馬祖莒光

鄉長柯玉官為本會顧問聘書，並與柯鄉

長等就更生保護業務交換意見。

2014.03.05

2014.01.08



103.3.6 結合連江地檢、連江分監辦理金

馬精英講座 -「司法與醫療的合作」毒

品戒治輔導研習 ( 更生輔導員研習會暨

更生輔導員會議 )」，由高雄凱旋醫院

成癮防治科主任吳泓機醫師擔綱講座。

2014.03.06

2014.06.17

2014.09.04

103.6.17 結合連江地檢、連江分監

辦理金馬精英講座 -「重生」勵志

演講輔導研習 ( 更生輔導員研習會

暨更生輔導員會議 )，由木雕大師

康木祥擔綱講座。

103.7.16 舉辦「烈嶼阿嬤の燒餅」技訓成果發表會

103.9.4 中秋節邀請台開金獅影城入監義演勵志電影「KANO」。

2014.07.16

2014.09.0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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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24 董事長邢泰釗親赴馬祖防衛指

揮部辦理反賄選及更生保護法治教育宣

導演講，參加之官兵約 150 人。

2014.11.24

 

103.10.1 舉辦「本會致贈連江分監圖書

及更生人獎學金」活動，由邢董事長主

持，本會連江地區董事、輔導員及連江

地院、地檢、連江分監同仁等人參加。

2014.10.01

董事長邢泰釗親赴連江縣馬祖高中、介壽國民中小學辦理反賄選及更生保護

法治教育宣導演講，並佐以有獎徵答，約 300 位師生參加。

2014.11.25



2014.12.19

103.12.19 邢董事長泰釗偕同王常務董事

俊力，拜會即將上任之劉縣長增應 (103

年 12 月 25 日上任 )，協請支持本會連

江地區更生保護業務。

103.12.18 邢董事長感謝陳書記官盛吉，

自 96 年奉派連江以來，盡心協助金門

高分檢及本會連江地區業務，頒發「忠

誠之愛 永昭日月」績優服務獎座。

104.3.19 本會於連江分監舉辦贈書暨徵

文比賽頒獎活動，由邢董事長泰釗率領

董事及更生輔導員等贈圖書及期刊一批

及頒發藍眼淚之春徵文比賽獎項，活動

後並由董事及更生輔導員一對一輔導受

刑人。

2015.03.19

2014.12.18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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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20 邢董事長拜會連江縣張議長永

江，就更生保護業務交換意見。

104.3.20 邢董事長拜會東引鄉長楊雲

成，就更生保護業務交換意見：

1. 邢董事長感謝東引鄉長楊雲成

於 100 年 8 月對本會業務之建

言，並向其簡介業務推展現況。

2. 輔導長王寶璽作本會連江地區

推展業務簡介，說明本會近三

年推展業務之軟、硬體方面取

得之成效：成立連江輔導知能

研習中心暨諮商輔導室、邀請

李伙金女士入監教導魚麵班並

將技術帶回金門量產商品化成

功、多次邀請名師蒞臨馬祖舉

辦金馬講座；辦理入監贈送書籍、運動器材、陶笛等；舉辦藍眼淚之春徵文比賽、

發表藍眼淚之春輔導專輯及介紹近期輔導成功個案等。

3. 邢董事長就本會成立金城辦公室、更生人產品展示提貨處、新成立燒餅技訓班、提

昇金門監獄技訓產品銷售額約 3 成至 1 千萬元 (103 年度 )，為目前全國受刑人平均作

業金最高之監所等運作現況，與鄉長等來賓作更生保護業務推展意見交流。

2015.03.20

2015.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