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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志工輔導員學習體認暨心得分享

張序伯

一、緣起
本人於民國 93 年 11 月 15 日在金門高中擔

任軍訓教官服務軍職年資屆滿，必須辦理退休，

另覓人生第二春而規劃未來下半生事業之際，慶

幸該校聘任本人為扶輪少年服務團，聯課活動社

團老師，有幸於 95 年農曆春節前夕受邀，帶領

該團學生到金門監獄關懷受刑人及歡度春節入監

才藝表演活動，緊接著 96 年初受福建更生保護

會邀請，擔任更生人輔導員志工迄今，因為這個

機緣關係，讓本人對於更生保護業務有更深入的

瞭解、對不同更生人輔導過程中，也有不一樣體

驗與想法。

更生保護會係為保護出獄人及依更生保護法

應受保護之人，使其自立更生，適應社會預防其

再犯，以維護社會安寧為目的。

更生保護會是一個民間公益慈善團體，受法

務部監督，該會配合刑事政策推動更生保護相關

工作，不具公權力、強制力。

更生保護工作必須結合政府與民間之力量，

積極推動，始能奏效，所以更生保護會的設立主

要任務在追蹤關懷及協助更生朋友尋找資源，提

供轉介或結合社會資源協助他們解決所面臨的生

活、就業、就學、就醫、戒毒及暫時資助等困境，

避免他們因為走投無路而再次犯罪。更生保護工

作同仁及輔導志工應深切的體認，更生保護業務

並不是在保護壞人，而是一件慈善而充滿意義的

工作，只要受保護人不再犯罪，就可以減少社會

上很多受害者，所以更生保護會設立的本質，實

際上也是在保護好人，讓社會治安更加良好。

二、福建更生保護會由來
福建更生保護會之成立，其間歷經了多任檢

察長積極規劃，多方籌備與奔走，及金馬地區熱

心公益人士與旅臺鄉親賢達人士鼎力協助，歷經

近一年時間，釐訂章程製定法規並延聘董事，始

於 78 年 11 月 11 日獲法務部核准，成立財團法

人福建省更生保護會迄今。81 年 11 月 16 日更生

保護大樓興建成立之初，經多方聯絡、協調、溝

通，向金門縣政府購買座落於金寧鄉仁愛新村 5

號之閩式平房一棟，占地 800 平方公尺作為會址，

當時經歷任檢察長建言，認為未來平房之設施及

空間可能不敷使用，遂籌劃在原址改建地下一層

及地上三層之大樓，以推廣更生保護業務；歷時

一年多施工，在 83 年 12 月初完成峻工啟用，其

間因籌措建築經費，經各級首長積極奔走尋求法

務部及臺灣更生保護會之支援及配合，終於獲得

相關部會首肯，將臺灣更生保護會當年度之更生

保護補助統籌款，全數移撥給福建省更生保護會

作為更生保護大樓之經費，可以說責任重大而任

務艱巨。

三、金門馬祖地區更生保護業

務之特色
1. 受保護人個案背景單純，違法案件較少：

長久以來以來金門地區鮮少有不良幫派成

群結黨魚肉鄉民，民風向來善良淳樸，一

直是軍民引以為傲的地方，81 年 11 月 1

日廢除戰地政務前，該地區人口戶籍數不

到 5 萬人，人口單純犯案件數少，受保護

對象更生人不多，儼然成為外島地區之特

色，解嚴後回歸民主常態運作，金門地區

近幾年外來人口不斷增長，及商業經濟結

構改變日漸活絡，慢慢地出現了重大的變

化。

2. 受保護對象特殊：在金門監獄收容所過

半受刑人，均為臺灣籍人士或中國大陸人

民，當地受保護人比例上反而不多，所以

輔導人員結合社會資源之對象包括紅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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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金門分會等涉及兩岸民間慈善事務之團

體。

3. 金門馬祖地區缺乏可轉介收容保護之團體

機構：解嚴前在福建更生保護會僅設置一

個臨時收容更生人之床位，當時也聯繫金

門縣基督教會，支援設置臨時之收容人床

位，得以解決暫時性之收容問題。

4. 在監獄收容人犯案類別之特殊性：在戰地

政務軍管時期，金門地區在監獄收容人犯

案類別，大多以傷害（或殺人未遂）、竊

盜、賭博案件居多，此外軍方犯案比較特

殊者有盜賣軍品、暴行脅迫等罪名。

5. 民風保守對更生保護會參與輔導志工意願

不足：早期金門馬祖地區人口結構單純，

共同居住在自然村聚落裡，族人同甘苦、

共犯難一起守護家園，可以說非親即故，

民風淳樸鮮少有人願意深入瞭解，並協助

輔導更生人，形成工作人員與村民溝通及

觀念上的落差，使得更生保護工作出現瓶

頸，解嚴後經過會務人員及所有輔導志工

不斷努力參與改變，並積極付出更多耐心

和愛心，讓輔導工作能夠不斷延續與傳

承。

6. 開辦更生服務事業不易：解嚴前金門馬祖

地區工商業不甚活絡，以致難以開辦更生

輔導業務，近年來隨著開放腳步加快，已

有日趨改善的現象，例如福建更生保護會

輔導金門監獄在監技藝訓練麵線班，就做

得有聲有色，普遍獲得社會大眾之認同與

肯定。

7. 多舉辦宣導及關懷活動：為讓社會大眾

更加認識更生保護工作，福建更生保護會

經常性的舉辦各項更生人關懷活動及更生

保護宣導活動，適時透過金門日報發佈新

聞，喚起社會人士對更生保護工作之認識

與支持。

8. 董監事、輔導員高度熱忱和無私耐心的付

出：福建更生保護會遴聘地區社會熱心人

士來擔任董事、監察人及更生輔導員，協

助推動更生保護業務，助益甚大。

四、福建更生保護會業務演進
福建更生保護會配合法務部之監督和指導，

推動各項更生人保護措施和政策。隨著時間之變

易成立迄今，更生保護工作逐步演進創新做法如

下：

1. 有系統運用電腦資訊業務建立更生人個案

資料，強化更生人個案管理。

2. 更生保護事業初期，只提供出獄人暫時



鑠法薪傳  406  金馬奔騰

收容、就業輔導及生活資助，隨著時代的

演變，逐步增加技能訓練、就學、貧困及

急難救助、追蹤關懷及創業貸款等保護措

施。如：

（1）直接保護：以收容、教導、感化或技

能訓練為主。

（2）間接保護：包括輔導就業、輔導就學、

輔導就醫、輔導就養、急難救助、訪

問受保護人、入監服務。

（3）暫時保護：對於受保護人給予資助旅

費、供給車票、資助醫藥費、協助辦

理戶口、資助膳宿費用、資送回原籍

所在地或其他相關處所，或給予創業

小額貸款，或其他額外協助，多數情

形係於監獄受刑人出獄時辦理。

3. 加強觀護人、監獄志工及更生保護會輔

導員三區連結，使輔導、觀護和監所之教

化工作相聯結，讓個案認輔工作更具連貫

性。

4. 辦理出監前之訪視輔導及入監關懷活動：

（1）為建立監所矯正與更生保護工作銜接，

入監服務項目包括：心理諮商、技職

訓練、就業創業諮詢輔導、法律常識

與更生保護宣導、文化活動及認輔關

係之建立。

（2）遴選個案認輔人員辦理出監前入監輔

導，協助收容人提早作出獄後生涯規

劃，解決出獄後可能面臨的問題及安

排就學就業等事項。

5. 將更生保護會大樓先後出租予金門國家公

園警察隊、民宿業者及金門大學學生，以

增加會務經費，挹注更生保護業務經費，

幫助更多的更生人。

6. 95 年 5 月間更生保護會結合金門監獄開

辦「點燃願景之燈」方案在監技藝訓練，

讓收容人利用在監服刑期間即可學得一技

之長，銜接出監後之就業輔導，開辦項目

有機車修護班、鐵工班、串珠班、麵線班、

裱褙班、小吃烹飪班等。

7. 101 年 3 月 22 日連江縣辦事處成立揭牌，

福建更生保護會指派專職人員三個月赴連

江縣辦事處加強辦理連江地區更生保護業

務，並於連江分監成立魚麵製作班，辦理

開訓及後續業務推展規劃，讓更生業務能

夠更臻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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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更生保護之原則
1. 培養自立自助之意願：

更生保護工作除提供協助給受保護

人，任何協助均以緊急援助為原則，最

重要還是要培養他們自立更生謀生能力。

2. 讓更生人親友優先提供協助：

根據調查報告，更生人的更生動機

有很大的比例是想到家人，也認為家人

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受保護人有

親友可提供協助，那麼更生輔導員應盡

量輔導受保護人使與家人及親友融洽相

處，這樣既可節省人力、物力，又可藉

親情的力量來接納受保護人達到更佳的

更生成果。但近年來對於毒品犯和性侵

案等特殊個案，其家人的接納度降低很

多，是我們需要再思考如何去改善的。

另外，如果個案親友也是犯罪人或犯罪

家庭，就不適合交付其親友協助。

3. 儘量借重社會福利團體之力量：

更生保護會是一個民間公益慈善團

體，本身資源有限，無法獨力解決更生

人各項困境，因此，主要任務在追蹤關

懷及協助更生朋友尋找資源，輔導員輔

導受保護人，如果遇到自己無法或難以

解決之問題時，應該轉介各相關社會福

利機構或社政機關來處理。

六、結語
1. 古有明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

是不報、只是時機未到。」人民犯罪接受

制裁原為天經地義的事，但隨著人道主義

及社會多元化思想逐漸發達，大家開始注

意到犯罪者背後的環境，犯罪後對整個社

會之影響，以及如何施以矯正以防止再犯

等問題去著手。而更生人保護就是在輔導

與更生人，使其自立更生，更新適應社會

生活，避免因社會之排擠而重蹈覆轍。更

生人的心靈是相當敏感脆弱，他們最渴望

家人的接納，而穩定就業就是更生人是否

順利回歸社會的另一大助力，只有導正他

們的價值觀，讓他們有穩定的工作及收入

足以生活，有安身的處所，家人及社會能

夠真心接納他們，提供關懷與必要的協

助，讓他們感受社會的溫暖，不岐視排擠

他們，才能夠真正的減少他們再犯罪的機

會。

2. 更生保護工作是一項散播仁愛、寬恕、

體諒、激勵更生人向上的社會活動，本人

期許參與輔導志工夥伴們，一定要深入體

會，什麼叫公益慈善，亦即工作同仁必須

有慈悲心、關懷心，認識自己做的都是積

功德的事情。佛家也常常提到，布施的種

類很多，包括因緣的布施，善緣的布施，

行為的布施等等，其功德並不亞於包括捐

獻財物，大家若能從這幾個方向去體會及

思索，如何讓一個離開監所出獄的被告

人，能夠改過自新，被社會所接納，是我

們的任務也是我們的責任。

3. 本人認為更生保護工作輔導夥伴思維要更

細膩，看得遠也想得深，讓更生業務做得

更落實，效果更好，相信所有工作夥伴與

社會賢達人士都能共襄盛舉，讓我們的更

生業務可以更加精進而突出。

（作者為福建更生保護會主任更生輔導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