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大橋 /呂嘉新



中華民國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聯合會理事長李奕立

接案的第一天，雖然是炎熱的夏天，

個案穿著一身緊身的長袖衣，仍隱約的看

出全身的刺青，臉上留下的刀疤，不難看

出個案曾經是個叱吒風雲的狠角色；當年

景氣蕭條，一般人求職已不容易，更何況

是一個前科累累的假釋犯，在求職四處碰

壁後，個案終於求助【臺灣更生保護會台

北分會】，經由當時劉宗慧幹事介紹至我

公司上班。

沒有學歷，「唸國中已多次進出少觀

所；沒有經歷，經歷是多項重大前科，出

獄半年，連粗重的工作都找不到，個案形

容度日如年，每天看著兩個嗷嗷待哺的幼

女，在萬念俱灰下曾考慮重操舊業，但在

家人的勸導、親情的呼喚，終於鼓起勇氣

求助更生保護會，希望謀得一份正當的工

作。

在公司四年多的日子裡，個案開啟了

他新的人生，工作雖然辛苦，但在辛苦的

背後，他得到家人的讚賞與支持、社會的

接納與肯定；但好景不長，個案因有了不

錯的收入後，以前的獄友又找上了他，繼

續的供給毒品，等到發現，為時已晚，個

案終究敵不過“毒品”的摧殘，住進了醫

院。

在臥病期間，曾多次至新店慈濟醫院

努力更生 迎向陽光

及家中探訪，原本壯碩的身材，卻在生命

末期變的骨瘦如材，看了真的不忍卒賭，

在生命的盡頭，個案也道出心中的無奈，

後悔當年年少輕狂，加入幫派，逞兇鬥狠、

作惡多端，又染上惡習，終究無法自拔，

雖有心向上，卻又遇到損友，以致無法自

拔，愧對家人，對不起幫助過他的人。

在告別式當天，親自送他最後一程，

家人的感激與擁抱，頓時眼淚縱橫，無限

感嘆，相處了四年多亦師亦友的“他”，

原本有一個重新的機會，卻因熬不過毒品

的誘惑，49 年年輕的生命就此劃下句點，

留下了家人的不捨與無奈。     



新月橋夕映 /呂嘉新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黃逢益

因緣誠懇有幸成為榮譽觀護人，

服務將近 30 年，

在輔導個案過程中學習很多法律、智慧、助人技巧，

然而做公益善行不可少知識，

榮譽觀護人仍要不斷充實學習，

輔導個案能有改過向善心、多份關心、少份害人之心，

對社會貢獻心，人生要正直觀念。

對人要有誠懇、誠信心，

是最可貴誠實的人生。

誠以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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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服務規範

 法務部為推展成年觀護業務，於

1985 年 11 月 6 日函頒「檢察機關遴聘榮

譽觀護人實施要點」，規定各地檢署得

遴聘品行端正，著有信譽，對觀護工作富

有熱忱者擔任榮譽觀護人或團體榮譽觀護

人，辦理地檢署交付之保護管束案件及其

他有關觀護之事務。本署於 1987 年遴聘王

榮譽觀護人

應傑先生、薛鳳枝先生、曾照嵩先生、許

榮耀先生、詹明煌先生等社會賢達人士為

本署榮譽觀護人，協助本署輔導受保護管

束人以及辦理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榮譽觀護人執行保護管束以同時不逾

四人為原則，應保守因執行職務所知悉他

人之秘密，且受觀護人之指導與協助。

陳育明

壹、	服務規範

貳、	訓練

參、	服務人數統計及表揚

肆、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重要記事

伍、	法治教育宣導

陸、	國際交流活動

柒、	締結姊妹會及榮觀表揚

捌、	關懷活動

玖、	服務經驗分享及個案回饋

1. 本文作者為本署觀護人，照片及歷史文件提供者為本署榮譽觀護人李奕立、傅桂梅、詹明煌、許承彥等榮譽

觀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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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訓練

依據「檢察機關遴聘榮譽觀護人實施

要點」規定，榮譽觀護人須完成規定之教

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亦即每年應舉行座談

會，交換工作經驗與技術，熟悉觀護法令，

並應接受心理、教育、觀護、輔導、社會

工作及犯罪學等專業訓練，以增進輔導效

果。每年由本署觀護人室與榮譽觀護人協

進會共同辦理相關訓練課程，除邀請本署

檢察官、觀護人及相關專業單位之心理師、

社工師等擔任講師，亦針對協助觀護人不

同類型案件處遇辦理個案研討，如性侵害

案件、毒品案件等，以不斷充實榮譽觀護

人專業知能，透過分組討論或交流分享，

學習觀摩執行方式與重點。

再者，有關國際交流部分，本署榮譽

觀護人曾於 1988 年 10 月主辦「中華民國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聯合訪問團」赴韓、日

考察觀護及更生護制度 9 天，增進友會間

情誼、擷取友邦制度優點；於 1990 年 5 月

組團赴日，洽談與日本東京都保護司協會

締結姐妹會事宜，並參觀其保護措施；於

1999 年至新加坡進行觀護業務考察，參觀

新加坡監獄、肅毒協會以及突破生命中途

1995 年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成立八週年紀念特刊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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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觀護人教育訓練課程內容

之家；與他國經驗交流使榮譽觀護人對各項處遇、觀護制度更具國際觀。

參、	服務人數統計及表揚

2006 年迄今，本署榮譽觀護人協助個案約談計 1 萬 1,355 人次；個案約談計 1,250

人次，受保護管束案件全案交付計 8,801 人次，協助總時數達 3 萬 9,246 小時。對於本

署觀護業務助益極大，觀護人人數有員額限制，面對案件種類增加，案件數與日俱增，榮

譽觀護人之專業協助，係使本署觀護業務得以順利推展之不可或缺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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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6 年榮譽觀護人績效

2001 年榮譽觀護人輔導個案報告表 1992 年交案榮譽觀護人協助執行保護管束函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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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教育訓練

2015.9.16 榮譽觀護人個案研討會

2009.7.1 領導研習暨人文關懷之旅 -參訪三陽工業 2013 年榮譽觀護人成長訓練

2016.8.17 榮譽觀護人成長訓練

2017.11.3-4 三會精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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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揚績優榮譽觀護人，擴大社會人

士參與成人觀護工作，法務部於 2006 年 5 

月 19 日函頒「榮譽觀護人志願服務獎勵辦

法」，榮譽觀護人服務達到一定標準者，

得由法務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及地檢

署公開表揚。2016 年本署榮譽觀護人接受

自高檢署王添盛檢察長及本署邢泰釗檢察

長之表揚狀，一年來的辛苦獲得肯定，各

榮譽觀護人亦得學習楷模及榜樣，激勵彼

此不斷進步。

肆、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重要記事

本署榮譽觀護人為結合社會力量，運

用社會資源，協助政府推展成年觀護業務，

提倡全民守法運動，奠定社會安寧，於

1987 年 12 月 5 日假法務部五樓大禮堂正

式成立台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受臺北

地檢署及士林地檢署督導，並選舉王應傑

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長。於 1987 年 12 月

19 日經台北市政府社會局依北市社會字第

776 號核發立案證書，並於 1988 年 3 月 18

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依北院法設登字第

○四九三七號公告，正式登記為社團法人。

法務部於 2011 年 12 月 29 日函頒「檢

察機關遴聘榮譽觀護人實施要點」之修正

要點，將「觀護志工」更名為「榮譽觀護

人」，因而本會通過章程之修訂，會名再

度更名為「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目前個人會員有 73 人，會址設於臺北地

檢署第二辦公大樓。電話 02-23817836 轉

8614。

本會歷任理事長為:王應傑、薛鳳枝、

曾照嵩、蔡重吉、李文德、李奕立、林枝

鄉、李福長、劉公浦、蔡有成、高墀輝、

詹明煌、李奕立、許承彥、張中台、薛鳳

枝、黃逢益。

伍、	法治教育宣導

本會會員皆需經臺北地檢署檢察長遴

聘為榮譽觀護人，並報請法務部准備，向

以結合社會力量，運用社會資源，協助推

展成年觀護業務為主要任務，協進會成立

以來，每一會員都能認真負責，除協助臺

北地檢署輔導受保護管束人就學、就業、

就醫、就養並解決受保護管束人生活上的

困難之外，也配合法務部舉辦各項預防犯

罪、反毒及法律宣導活動。

宣導海報主題豐富，第一次印製的海

報為 1989 年遏止六合彩等賭博犯罪宣導看

板，陸續有防止安非他命氾濫之海報、活

動形式多元，包括預防犯罪徵文比賽活動、

反毒徵文比賽、鍾愛生命校園宣導活動、

六三禁煙節反毒禁菸宣導活動、青少年法

治教育音樂會、反毒漫畫比賽、登山健行

法治教育宣導、打擊賄選誓師大會暨遊行

活動、校園反毒法治教育宣導、三對三籃

球比賽、暑期預防犯罪有獎徵答活動、候

選人反賄選公約活動、預防犯罪書法比賽

等，各項活動中可見榮譽觀護人積極、熱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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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2.5 成立大會與友會交換紀念品

1987.12.5 成立大會盛況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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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參與，向民眾宣導正確的法律觀念，

並落實第一級預防犯罪。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一直以來是觀護業

務最佳的助力，也是觀護業務最堅強的後

盾，每年三節受保護管束人之慰問活動、

受保護管束人急難救助金或相關物資之發

放，提供了相當的社會資源，使得面臨困

難或需要幫助的個案，得以緩解其生活上

的壓力，避免陷入犯罪循環之中，這些點

點滴滴幫助，將一直不間斷地持續下去。

1987.12.17 成立週年劉景義檢察長
贈秋節慰問金 1990 成立兩週年劉景義檢察長致詞

1992.1.8 成立四週年薛鳳枝理事長贈紀念品與黃勤鎮檢察長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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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為遏止六合彩氾濫危害社會，印製宣導海報以端正社會風氣。
引起市民廣大迴響，紛紛來電或來信嘉許。

1991.6.29 泰宇廣告設計贊助反毒車體廣告 1990 反毒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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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李奕立理事長自做宣傳車參與反賄選 1999 年張章傳董事長贊助法治教育宣導廣告

1992 年反毒宣導車體廣告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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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相關單位辦理法治教育宣導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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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榮觀赴華視參訪 2010 年暑期預防犯罪書法比賽

1998.7.4 法治教育宣導暨環境教育1996.2.11 全國反毒大會於中正紀念堂

1998.6.3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主辦六三禁菸節青少年反毒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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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宣導活動

2016.8.13 打 K 大作戰、大家都稱讚

2009 年社會勞動新制啟動儀式

2016.9.14 替代役反毒種子培訓活動

1998.12.20 法治教育宣導系列登山健行大會

2007.7.11 反性侵、反虐待、反人口販運宣導活動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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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際交流活動

1988 年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日、韓訪問團交流觀護制度及更生制度

1999 年中法觀護工作研討會，與法國實習法
官交流

2009 年榮譽觀護人協會赴港澳參訪 - 白沙灣
懲教所

1999 年榮譽觀護人考察團赴新加坡交流

1998.10.21 韓國 1998.10 日本大阪城堡前

1990.5.8 赴日本東京都保護司交流，呂有文
部長及劉景義檢察長與日本行團員合影

1990.5.8



167

柒、締結姊妹會及榮觀表揚

1995.3.18 與臺中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締結姊妹會

2016.6.18 與臺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締結姊妹會

2016 年績優榮譽觀護人高檢署表揚得獎者 2016 年績優榮譽觀護人地檢署表揚得獎者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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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秋佳節贈送柚子受刑人剝柚孝親

佳節致贈受保護管束人及受刑人慰問金

2006.9

捌、關懷活動



玖、服務經驗分享及個案回饋

2009.10 觀護志工季報

 註 :文章作者均為本署榮譽觀護人。

成
人
觀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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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 文章作者均為本署受保護管束人，以匿名方式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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