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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人就 ( 創 ) 業在地活化
服務方案 - 職業訓練

壹、	看見未來職場新導向

貳、	司法保護據點 -圓薪方案

參、	技藝訓練培育

肆、	更生中繼就業接軌計畫～青年安薪專案

伍、	安心就業方案

壹、	看見未來職場新導向
一、結合社會資源開辦「美髮技訓班」課程

為使監所收容人能習得一技之長，結

合中華民國美髮公會等社會團體於台北看

守所開辦「美髮技訓班」課程，參訓學員

全數考上丙級職業證照。

二、首創「日本料理班」

邀請三多屋、梅村、住都飯店企業廠

商協助，於台北監獄開辦「日本料理班」，

讓受刑人學習符合世紀潮流之技能，這是

監所首創一個符合社會需求之技能養成，

可造就出獄更生人更多之就業機會，結訓

學員在出獄後亦輔導至協力廠商安定就

業。

三、首創「法式烘焙咖啡班」技藝訓練班

邀請法國烘焙、咖啡專家於台北監獄

開辦「法式烘焙咖啡班」技藝訓練班，使

監所受刑人能學習到最新，外面最受歡迎

的行業技藝，以協助出獄後能順利就業。

四、以畫倒映人生，以砂豐富世界 -『砂畫

班』

砂畫藝術為一門新型態的工藝創作，

劉宗慧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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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品特質色彩豐富艷麗保存歷久不衰，

不會因為經年累月陳列展示而退色變質，

且每件作品皆為手工細作絕無僅有。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

合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與臺北監獄合

作辦理『砂畫藝術研習班』，希望能將受

刑人充滿溫度與文藝的藝術創作推廣到社

會各界，讓更生人透過各方迴響而能維持

創作動力，開啟社區、藝術創作之更生人

的對話，讓更多民眾及更生人領略砂畫的

奧妙，從而肯定並鼓勵更生人活用各種曾

經學習的技能，在人生的下半場持續努力

創造更美好的生命歷程！  

五、失傳國寶技藝 -『銅雕班』

更生人自離開監獄那刻起，面對家人

的不諒解，社會的不接納，就業市場的碰

壁，就像日漸凋零的銅鑼製造業一般，需

賦予新的生命，吳宗霖老師以銅、荒木、

廢鐵為材料，重新改造，延展銅鑼的新生

命價值，蛻變為朵朵銅雕荷花，展現寧靜

空靈之姿。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

分會結合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與臺北

監獄、吳宗霖銅雕工作室合作辦理『銅雕

班』，希望能將深具中華文化傳統之美的

銅鑼藝術推廣傳授至監所，銅鑼聲響不只

震撼人心，也激勵收容人向上改變之心。

希望每位收容人，在監能好好學習技能，

出監後，可創業圓自己夢想。

六、藍染技藝訓練班

『藍染』經法務部與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及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傳統工藝技能訓練

評估為屬瀕臨失傳之傳統工藝。

利用天然的植物 -馬蘭（俗稱大菁），

泡製成染料，與布料經過煮、浸泡、洗滌、

曝曬、繃緊、蹍平等步驟製成藍布，藍布

再經不同創意及巧思配合蠟染工藝等技

法，可縫製成各式各樣的服裝、飾品、配

2014.9.1 砂畫玉山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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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 training

職業訓練各班訓練情形

Japanese cuisine

2004.6.18 日式料理研習班第八期訓練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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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各班訓練情形

Sand painting

2014.9.26 與元大基金會合作砂畫技藝班

2014.9.26 收容人創作砂畫中

蘋果電子報

2013.7.11 剪髮班開訓典禮

Hair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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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21 吳宗霖銅雕大師介紹銅雕的奧妙 吳老師帶領同學創作銅製品

Bronze sculptures

吳老師銅雕作品2017.6.21 銅雕藝術開訓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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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生活用品。

為振興台北縣三峽鎮地方傳統產業與

傳承文化資源，發展具有地方特色之藍染

技藝，並訓練收容人學習一技之長為目標，

開班的過程中碰到不少瓶頸，臺灣更生保

護會臺北分會結合郭元益食品公司、東豐

扶輪社與臺北看守所合辦「藍染技藝短期

訓練班」，邀請三角湧文化協會老師教授，

讓收容人習得謀生技能，期使收容人出獄

後能順利就業，減少再犯罪。

為使學習藍染技藝之學員在傳承傳統

藍染技藝外，亦能將所學技藝配合時尚流

行趨勢創造傳統產業新價值，更進階教導

收容人運用傳統藍染技藝結合現代織品技

術，設計、創作新穎、實用之藍染系列商

品。藍染班學員所做出來的作品，都是監、

所最具特色的商品，這些作品由這些傳統

工藝，要是真的在民間失傳，至少在監、

所還看得到，具有另一層文化意義。藍染

商品在更生市集，或監所自營作業品聯展

時，深獲民眾青睞，販售所得款項回捐至

藍染訓練基金，將藍染技藝傳承給更多受

刑人。

貳、	司法保護據點 -圓薪方案

司法保護據點以整合轄區資源、深入

社區貼近民眾、提供協助等，三大目標落

實便民服務，建構司法保護資源平台暨連

結轄區社會福利資源，提升服務民眾效能。

一、「白鷺鷥關懷扶助站」方案

整合社區可運用之資源，投入協助生

活陷於困境或適逢急難事故之受保護管束

人、更生婦幼及年老更生人等失能或功能

不彰之弱勢家庭，解決其問題、滿足其需

求。

【陽光廚房】以社會工作及社會發

展為主要辦理理念，透過工作坊邀請美麗

信花園酒店西餐廚房、主婦之店楊忠凱、

吳杰修副主廚培訓，提供其專業技能，協

助他們參與生產性經濟活動和技能專長學

習，以提升就業機會達到自給自足的經濟

能力。

2012.11.1220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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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廚房成果發表大合照

陽光廚房學員回饋

同學仔細聆聽老師講解認真做筆記2013.8.29 陽光廚房成果發表

My Sunshine kitchen

餐飲技能訓練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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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8 溫馨廚房開班典禮

 Cozy kitchen

餐飲技能訓練研習

2014.1.25 雙囍烘焙坊剪綵

2014.1.25

2014.1.25

Bakery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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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zy kitchen

2016.7.14 少年廚神 -更保劉主任先勉勵同學 同學們自行設計天鵝、雪人造型泡芙

Juvenile kitchen

更生少年職訓

2015.6.22 永連生老師捐贈臺北更保2003.3.22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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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溫馨廚房 ~ 雙囍烘焙屋」方案

為協助曾受刑事處分的受保護管束

人、更生人及『家庭支持方案』家庭，增

強其就業技能及開創經營事業、人際關係

能力，修復其與家庭、社會的連結網絡，

重新復歸，特結合在地資源 –「永老師餐

飲研究苑」合作辦理『溫馨廚房 ~ 雙囍烘

焙屋』，培育受保護管束人、更生人及『家

庭支持方案』家庭烘焙技能，建立建教合

一就業銜接機制，在「永老師餐飲研究苑」

學習烘焙技能，輔導在『雙囍烘焙坊』任

職工作，創造更生人及「家庭支持方案」

家屬就業機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更生

保護會臺北分會特別於 2014 年 1 月 25 日

春節前夕下午 2 時假台北市西門國小人行

道廣場舉辦「幸運草年貨市集」－新生～

喜悅 ‧ 更生～喜慶活動。本次活動除有

年貨市集外，更有一個提供更生人圓夢的

場所－雙囍烘焙坊開幕。烘焙坊以販售、

展示更生人自創產品及監所自營作業品為

主，讓更生產品銷售能拓展至西門商圈及

國外背包族群。期盼社區民眾、觀光客因

喜愛更生產品，讓更生朋友獲得自我肯定

的機會，也讓社會大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

成果。

三、「少年廚神」生涯探索計劃

青少年之職涯輔導，強調「從做中學

習」 的體驗探索，讓青少年藉由體驗教育

的經驗中去思考，並學習人際溝通、面對

問題的解決能力、團隊的互助合作與默契。

自 2011 年起，每年結合在地資源 –「永

老師餐飲研究苑」及台北地院少年法庭合

作辦理『少年廚神 ~ 餐飲技藝訓練』，輔

導青少年找出自己的方向，規劃未來目標，

讓青少年有信心面對未來工作職場，提高

其職場競爭力與就業穩定度。

四、永老師餐飲研究苑

為使有心習得一技之長之更生人能順

利學得技能，安定就業，能自己養活自己，

自立更生，本分會於 2002 年特別與梅村日

本料理餐廳永連生董事長合作辦理更生人

『餐飲技能訓練研習』，永連生董事長不

但不收取學費免費教學，還輔導更生朋友

考上證照。除此之外，更結合莊敬獅子會

贊助有心向學之更生人材料費，讓更生人

及其家庭不用擔心學費支付問題。永老師

每年都幫助 20、30 名更生同學，10 多年

來已協助 600 多位更生人。

參、	技藝訓練培育
一、調查當地就業市場之人才需求種類及多

寡比例，供監所擬定技藝訓練開班取向

計畫。

如「咖啡輕食班」、「精緻自助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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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班」、「自行車維修班」、「汽車美容

研習班」、「中式麵食加工研習班」、「健

康素食班」、「糕點烘焙班」等技藝訓練。

二、創薪行動

鎖定門檻低及更生受保護人之專長之

行業，以餐飲業及小型服務業為主。微型

企業的收入通常是家庭主要的經濟來源，

創業者同時也是經營管理者，工作時間較

具彈性。 

三、薪逆轉人生－油漆工程培訓

建構完整協助機制 -培育→輔導→就業

結合更生小額貸款成功企業信泰油漆

工程公司，及臺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心開

辦「油漆工程人力培訓班」，經費由元大

文教基金會贊助，臺北市政府職業訓練中

心提供訓練場地，信泰油漆工程公司提供

師資，及現場實習處所，並將完成訓練之

更生人，安排至信泰油漆工程公司工作，

或自行創業開設工程行，引荐各個相關工

程公司，介紹油漆工程案提供工作機會，

保障 case，保障就業，提供固定薪資，穩

定生活。 

四、監所技藝與企業連鎖店建教合作

針對學歷不高，又無一技之長之青少

年、女性更生人，結合監所，在少年輔育

院、年女子看守所、女子監獄開辦髮藝造

型班，並輔導考證，取得丙級美髮證照，

出監後至更生人轄區內曼都國際髮型公司

各個分店實習，並提供基本薪資。培養更

生人人際關係，服務理念，及專業髮藝造

型，表現優異之更生人公司更栽培出國深

造，成為專業髮型設計師。日後可自行開

設工作室或小型美髮沙龍。

肆、	更生中繼就業接軌計畫～

青年安薪專案

針對青少年中輟，又隔代教養，無技

能；或身心障礙、重病，身體、精神狀況

不佳，不易找到工作，及無法順利就業之

受保護管束青少年、更生人，規劃設計適

合之方案工作，讓更生人發揮自有才能、

專長；對學歷不高，無一技之長，或受毒

癮危害罹患精神疾病更生人、「更生家庭

支持方案」家屬，分會結合『慈濟新店區

環保站』社會資源規劃理就業轉銜方案並

搭配更生輔導員陪伴追蹤，協助個案自我

成長、穩定就業，預防再犯。

伍、	安心就業方案

分會與台北市就業服務處主任秘書去

拜訪企業廠商，希企業廠商能提供工作機

會予更生人，開啟「行動式雇主座談」先

驅。

分會想替更生朋友爭取更多工作機會

名額，故結合台北市就業服務處，主動出

擊去拜訪企業雇主，以讓更多企業及廠商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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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工作機會。走動式的拜會與訪談，

拉進更生保護會與企業廠商間關係，讓企

業廠商更瞭解更生人工作價值觀及就業認

知，及更生保護會的服務。發現社會上有

很多企業其實都很有愛心願意接納關懷更

生人，也知悉更生保護會會輔導協助更生

朋友職場適應，面對面溝通會談，使更生

保護會得到更多的就業機會資源，可提供

給更生人，而企業雇主也紓解缺工的壓力，

達到雙贏局面。

目前就業市場清潔工作很缺人手，而

清潔工作是更生人較易上手的工作，不需

有特別工作經驗及技藝，工作時間也較彈

性，是非常適合更生人剛出監時，一時未

找到合宜工作前，穩定生活之暫時性好選

項工作。

2017.5 青年安薪專案更生少年工作中

Employment projects

2015 拜訪廠商綠力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5.12.1 拜訪廠商雄衛保全股復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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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技添好運	鍍薪人生
你給他的將不只是一份薪水……

重鍍 更生人 生命藍圖

身為更生人，需承受世俗懷疑的眼光，

要重新開始歸零學習，很是困難。為鼓勵更

生人重新開始，尋回人生的目標，臺灣更生

保護會台北分會與東森慈善基金會、金翼詮

汽車有限公司規劃辦理更生人才培育深耕

方案，希引進先進科技傳授予更生人，讓更

生人學習擁有專業汽車鍍膜技術，符合市場

導向需求，較易進入職場就業，也能自行創

業。更希由企業廠商帶頭呼籲社會大眾提供

更生人工作機會。

更生人跟一般人比起來，就輸在起跑

點，而更生人在回歸社會的過程中常會遇到

生活上與社會互動適應不良的問題，而對他

們而言最大的阻礙往往是就業的難關，曾入

產官學合作

壹、	技添好運	鍍薪人生

貳、	矯正薪膜力	攜手鍍未來

劉宗慧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主任。

監的紀錄往往是雇主及社會心中很難撕去

的一個標籤，因此加強培養更生人擁有一技

之長是對更生人的更生保護中最重要的一

環。而本次的計畫正是為讓更生人能順利進

入就業職場，引進汽車奈米鍍膜這項技術日

本專利科技，也是未來汽車美容市場中最新

的專業技術傳授予更生人，保障工作技能，

穩定生活，逆轉人生。

而在這項善行的背後還有一個感人的

故事，引進此全台最先進汽車鍍膜技術的金

翼詮汽車有限公司謝董事長一家曾經收留

過一名被社會拋棄的更生人，在他們的幫助

下，這位更生人在他們的工廠中找到了工

作、更找回了自信，重新得到足以回歸社會

的動力。謝董事長一家人見證了一個徬徨無

助的人重生的過程，對此謝董事長一家有很

多的感觸。謝董事長的妻子給孩子們的遺願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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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到 :「你們也要記得當有能力時一定也

要多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尤其是能多幫助更

生人回歸社會，因為在媽咪的心裡人都會不

小心犯錯，但知錯能改更是很可貴的事，所

以我們更需要協助他們，讓他們能更快的融

入社會，被人尊重及重生。媽咪相信我的寶

貝們一定很樂意去幫助別人。」

因為謝董事長一家的親身經歷，謝董

事長知道更生人缺乏的只是一個機會、和周

遭人所給予的關懷，秉著其妻子的遺願，謝

董事長引進汽車奈米鍍膜技術交給更生人，

希望更生人做為種子，日後此技術進駐台灣

後，這些更生人可以在台灣各地將這項技術

發揚光大，也在當地落地生根、成長茁壯。

而東森慈善基金會為了更生人在學習技能

過程中可能遭遇的經濟問題，也將提供這些

學習記憶中的更生人補助金，讓他們能夠無

後顧之憂的培養自己。

大部分的更生人都很努力想重新回到

社會，透過這項計畫，不只是希望所有的更

生人都能重獲得一技之長，也希望呼籲社會

大眾都能夠給予每位更生人一個反省更生

的機會，不吝惜伸出援手，讓更生人從工作

中獲得尊重並且因而增進他們的自信心，這

樣他們就有機會更生成功，重新走入社會。

透過這項由臺灣更生保護會台北分會

與東森慈善基金會、金翼詮汽車有限公司共

同規畫的計畫，相信可以給予更生人的不只

是一份薪水，更是一個重生的機會，在學習

鍍膜的技術後，可以鍍過一個薪人生，更可

以重鍍自己的人生藍圖。

貳、	矯正薪膜力	攜手鍍未來
日本專利技術跨海入圍牆

引進臺灣市場未有 日本專利鍍膜技術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學原理

2014.1.25 夢想實現創造幸福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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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技訓再突破 -『產官學』合作

毒品犯出所後，因為社會大眾的刻板

印象及無一技之長，造成「就業」往往是他

們必須面對的第一難題，為此，法務部矯正

署新店戒治所與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

結合各項社會資源，及引進工商企業，進入

監所開辦『建教班』，希望與企業建立完善

的訓練就業課程，幫助收容人解決出所後的

就業問題，協助他們順利回歸社會。

為鼓勵毒品收容人能重新尋回人生的

目標，自 2016 年起透過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檢察署及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金

翼詮汽車有限公司、瑞晟汽車有限公司及國

立台北科技大學，首次將日本專利鍍膜技術

引進新店戒治所，共同舉辦「汽車美容建教

合作案」。

12 名學員經過近 4 個月的努力，完成

初級課程，並於 2017 年 2 月 14 日下午 2

點假新店戒治所中正堂舉行「矯正薪膜力．

攜手鍍未來」汽車美容建教班結訓典禮。

活動除特別邀請法務部矯正署黃署

長俊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的邢檢

察長泰釗勉勵收容人外，更遠道邀請提

供專利鍍膜技術的日本「SYSTEM BRAIN 

CORPORATION」社長神田智一先生到場為學

員頒發初級合格證書。神田社長期許未來的

課程能繼續幫助到更多學員，讓他們踏出矯

正機構後，能擁有臺灣目前就業市場未有的

環保專利技術重新回歸社會，順利進入汽車

美容界工作。

收容人在回歸社會的就業過程中，一

開始就輸在起跑點上，非常感謝金翼詮汽車

有限公司謝聰明董事長特別邀請國立台北

科技大學的林百福教授針對所內學員編排

課綱及講授學科課程，這是矯正機關首創

『產官學』合作，讓受戒者不但學習到專業

汽車鍍膜技術，領到合格證書，更深入瞭解

汽車性能及結構工學原理，創造受戒治人直

接就業優勢，及間接協助企業培育專業技術

人才，有助提昇政府就業率。期待未來透過

合作案讓更多收容人出所後能『擦去髒污、

亮麗如新』重新開始美好的未來。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期望未來能

陸續引進更多專利先進的技術，讓更生人不

會輸在就業的起跑點上，開創各項新興事

業，薪轉人生。

2016.9.6 更生傳溫情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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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14 邢檢察長、黃署長、林主委共同勉勵新店戒治所收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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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代演進，各國的刑事政策均將

收容人出獄後順利復歸，列為重要的工作項

目。法務部與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更積

極結合民間慈善、社福團體等相關組織，共

同為出獄更生人提供就業轉銜、技職訓練、

居住服務、醫療資源、創業平台連結等各項

更生保護服務措施，讓更生人在復歸社會的

路途上更為平順。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為

培育受刑人更多元化技職專長，特別引進亞

洲第一位製作音階鑼的銅鑼達人—吳宗霖

大師，至臺北監獄開辦『銅雕藝術課程』，

進而發掘收容人與更生人創作潛能，賦予新

的生命價值，蛻變重生。

要讓更生保護更深化普及至社區，以

喚起社會大眾對受刑人、更生人的接納與認

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財團法人臺

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法務部矯正署臺

北監獄結合日本熊本保護司會、財團法人元

大文教基金會、松山慈惠堂、寶孚創業投資

有限公司、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台北金融

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小豬慈善會、吳宗

霖銅雕藝術工作室等企業團體於 2018 年 5

月 7 日上午 10 時，假臺北 101 大樓一樓信

義、松智大廳，共同舉辦「中日更生人手作

展暨『銅言銅語 Love與希望』新書發表會，

協助更生人展開新生。

活動特邀請法務部邱部長太三、最高

法院檢察署顏檢察總長大和、臺灣更生保護

會王董事長添盛，及全國各高分檢、各地檢

署檢察長、更生保護會董事共同蒞臨，鼓勵

及肯定收容同學的創作才能。邱部長讚嘆銅

雕作品不但讓人驚豔，受刑人在接受銅雕藝

術的潛移默化後，心境與行為上的轉變，更

感動人心。

亟待重生的靈魂，在錘打中激發出璀璨生命的火花

銅聲若響 千錘人生 -
中日更生人手作展

劉宗慧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主任。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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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實體的成果展覽發表，是臺灣更

生保護會臺北分會首次結合日本熊本保護

司會，跨國合作將監所受刑人技訓的作品

（金、銅、皮雕）一起展出，藉由──台北

101 此一國際舞台，讓中、日兩地受刑人、

更生人文創品走進社區展示，讓民眾看到更

生人努力的成果，並提供更生人與社區、民

眾的對話的機會，讓社會了解更生人，逐漸

改變社會民眾對更生人與其家庭的歧視與

偏見，也使國際間看見我國司法保護與更生

教化的成果，手作展期從 2018 年 5 月 7 日

至 2018 年 5月 21 日上午 8時至晚上 20時。

受刑人想要開創一條新的路，實屬不

易，需要經過多少挫折淬煉才能做到，而這

些機會還是要靠大家願意給他們。

法務部長邱太三致詞表示，矯正署在

監所內開辦許多技能訓練課程，目前已超

過 45 項，還在陸續增加中，希望讓受刑人

在監所內有一些生活調劑，也幫助他們在賦

歸社會上有所銜接。未來，財團法人臺灣更

生保護會臺北分會還會推動更多更新的技

職訓練，及引進企業團體進入監所開辦『建

教班』，協助受刑人監外自立作業，提早讓

自己復歸社會，穩定生活。 

社會大眾的鼓勵與關懷會是支撐他們

跨出去的最大力量，所以在此呼籲各界伸出

雙手，扶持他們在復歸社會的路上堅持下

去，創造自己不同凡響的千錘人生。

2018.5.7 臺灣更生人參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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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7 邱部長頒贈企業、社福團體銅
雕作品

2018.5.7 邱部長頒贈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執子之手）銅雕作品

2018.5.7 中、日更生保護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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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7 日本熊本保護司會參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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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檢邢檢察長贈顏總長北檢之秤

法務部邱部長贈日本熊本保護司
（逢春）銅雕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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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檢與更保台北分會今天在台北 101大樓大廳舉行中日更生人手作

展覽暨「銅言銅語：LOVE 與希望」新書發表會，期盼藉由這個舞台，讓

國際看見台灣司法保護與更生教化的成果。 

   這場活動是由台北地檢署、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台北分會主辦；

法務部長邱太三、即將卸任檢察總長一職的顏大和與新任檢察總長江惠

民、台北地檢署檢察長邢泰釗等人出席。 

   北檢新聞稿指出，為培育輔導受刑人第二專長，解決出監所後的就業

問題，協助他們順利回歸社會，更保台北分會邀請銅藝大師吳宗霖，到

台北監獄開辦銅雕藝術課程；台北分會把這些手作藝術品、創作的意念、

受刑人與老師上課的對話，結集成「銅言銅語：LOVE與希望」作品集一

書。 

    北檢表示，這場成果展發表，邀請日本熊本保護司會，跨海帶來日

本更生人的金雕、皮雕作品，盼讓中、日兩地受刑人、更生人的文創作

品走進社區展示，讓民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果，並提供更生人與社區、

民眾的對話的機會，讓社會了解更生人，也使國際間看見台灣司法保護

與更生教化的成果。 

    邱太三致詞表示，矯正署在監所內開辦許多技能訓練課程，目前已

超過 45項，還在陸續增加中，希望讓受刑人在監所內有一些生活調劑，

也幫助他們在賦歸社會上有所銜接。（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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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臺 北地 方 檢 察署 新 聞 稿 
T a i p e i D i s t r i c t P r o s e c u t o r s O f f i c e P r e s s R e l e a s e 

發稿日期:107年5月7日 

聯絡人：周士榆襄閱主任檢察官 

電話：（02）23146881

中日更生人手作展覽暨「銅言銅語 LOVE與希望」新書發表會 

壹、中山先生曾說：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人生原本多波折，馬

祖群島每年仲春時分，列島海濱，出現俗稱藍眼淚海上奇景，夜間海

面上發出幽冥藍光，魔幻般瑰麗的色彩，浮翠流舟，讓人驚豔，已成

為馬祖之象徵耳。 

「藍眼淚」肇因於大量渦鞭毛藻，隨浪衝激海邊岩礁，驚濤白浪

處葉綠體因拍擊呈現出水華。顏色多彩，或藍或綠，各隨因緣。水華

出現需配合天時地利，驚濤擊岩始能發出，絢麗藍光，其中時間、水

文、藻、南風、強風，缺一不可， 以另一種風華，展現生命無限的

可能。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特別引進亞洲第一位製作音

階鑼的銅藝大師—吳宗霖大師至臺北監獄開辦『銅雕藝術課程』， 

希望能將深具中華文化傳統之美的銅鑼藝術推廣傳授至監所，培育輔

導受刑人第二專長，解決出監所後的就業問題，協助他們順利回歸社

會，開啟自我生命新價值。經過一時間淬鍊，銅雕作品不但讓人驚豔，

受刑人在接受銅雕藝術的潛移默化後，心境與行為上的轉變，更感動

人心。分會更把這些手作藝術品、創作的意念、受刑人與老師上課的

對話結集成《銅言銅語：Love與希望》作品集一書。書中驚豔處頗

多，緩緩陳述人生三部曲： 

一、悔悟過去 

「望過去的錯誤，接受應有的懲罰，眺望未來，不再犯錯。」 

「不想多麼遙遠，衹要努力，把失去的，重新找回來，走出一個

全新樣貌的自己。最真實的試煉，就是來自於勇敢面對現實，經歷一

段不同的歷程之後。明天，能有美好的事物在等待。」「不要只記著

不好的事，好的事，會在不遠處等你。」「落葉不見得孤零，凋零之

後，就見新生，當落葉飄下，新芽依舊會冒出。」 

二、試鍊 

「製作銅雕的過程，磨耐性，定信心，失敗是需要的，它和成功

一樣有價值。」 

「在錘打銅片的時候。常常想著。多想和這圖片一樣，有著那麼

無限可能的延展性，希望有人能像自己手中的那把大鐵錘般，用力狠

狠的，敲醒自己。」 

「在錘打的方向之前，老師都會來來回回仔細端詳，才會下手，

這也是這不也是值得學習的人生一種態度。」（銅言銅語書第 77頁） 

「若沒有這三十幾年的淬鍊，讓自己充滿自信與動力，又怎麼會有這

些東西出現，這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做自己喜歡的事，再一步一

步慢慢的實現自己的夢想。老師說鐵錘，錘下去的瞬間不能冒失，不

能急躁要用眼和心保持冷靜，平緩呼吸」。（上同第 57頁） 

「當鐵錘落下，聲音迴響，過往好像就要被瓦解了一次，過去變

得越來越模糊。」「發現原來自己也是可以做什麼的，並不是一無是

處。」 

三、重生 

「不可能一個人獨行，有時需要人陪伴，伸出你的手，牽起別人

的手，不管未來的人生有多麼迂回曲折，讓彼此緊緊相依一起迎接天

明。」 

貳、國際合作 

  這場實體的成果展覽發表，邀請日本熊本保護司會，跨海帶來

屬於日本更生人的金雕、皮雕作品，藉由台北 101此一國際舞台，讓

中、日兩地受刑人、更生人文創品走進社區展示，讓民眾看到更生人

努力的成果，並提供更生人與社區、民眾的對話的機會，讓社會了解

更生人，逐漸改變社會民眾對更生人與其家庭的歧視與偏見，也使國

際間看見我國司法保護與更生教化的成果。 

參、感謝 

日本熊本保護司會、元大文教基金會、松山慈惠堂、寶孚有限公

司、臺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小豬慈

善協會。由於有這些社會的菩薩，出錢出力，才有了今天的交流，謹

此致以最誠摯的感謝，因為您們的無私與奉獻，讓臺灣更為美好。祝

部長政躬康泰，各位長官、貴賓、媒體朋友闔府安康事業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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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幸運草市集

為協助曾受刑事處分的更生人，增強

其生存能力，修復其與家庭、社會的連結

網絡，重新復歸，法務部與臺灣更生保護

會長期致力於輔導更生人開創事業。為促

進更生人與社區的對話及再融合，協助創

業更生朋友行銷事業產品，特別擇訂西洋

情人節前夕 2 月 10 日下午 5 時假西門紅樓

北廣場舉辦「幸運草市集」－遇見幸福 ‧

分享愛活動。除藉此肯定更生人自我價值

外，也讓社會大眾看到更生人努力的成果。

活動除請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贊助邀

請 100 位獨居老人、單親孩童參與，共同

享受難得的週末歡樂時光久外。另更邀請

更生市集

壹、	幸運草市集

貳、	更生年貨市集

參、	更生產品展售中心

肆、	更生家庭支持關懷活動

劉宗慧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主任。

貧困的更生家庭參加，鼓勵其走近人群，

輔以溫馨趣味之活動，拉近家庭成員與親

子關係，暫時釋放壓力，享受難得的親子

共遊機會，留存美好回憶。

相較於一般社會大眾，更生人與其家

庭更顯平凡；曾經錯過的人生能有更生機

會，再續天倫，更屬不易！

本次活動由法務部、臺灣更生保護會

總會與臺北、士林、板橋分會共同策劃辦

理。特別邀請法務部曾部長勇夫蒞臨指導，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顏檢察長大和 ( 兼任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 )、臺灣

臺北、士林、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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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產官學各界佳賓參與盛會。

卓越願景 踏實築夢 點亮希望 感謝有您 

活動藉由「幸運草」這微小且柔弱的

植物，隱身於紅樓的市集活動，引領發現

者，照見平凡中的幸福、生活中的喜悅，

讓社會大眾了解並肯定其更生的價值，亦

藉此表達對更生人（家庭）重生的祝福與

期盼。讓更生產品銷售能拓展至全國各縣

市社區與一般民眾。期盼社區民眾因喜愛

更生產品，讓更生朋友獲得自我肯定的機

會，進而開發更多更生商品以回饋社會。

藝文饗宴 功夫魔術 熱力四射 現場同歡

活動也結合西門在地相關文化產業，

引領民眾親近藝文活動，增進對文化的瞭

解。節目安排兼具傳統與創新，除有文化

傳承的意涵外，並充分展現臺灣本土文化

精緻多元風貌。包括坪林區民俗文化演藝

團、街頭藝人梅門魔術團、王瑞瑜、巴奈、

王珍妮等知名歌手精湛演出。市集更廣邀

來自四面八方有志司法保護工作的朋友及

社會大眾共聚一堂，希望彼此能感受到為

更生保護工作付出者的快樂和熱情，期盼

大家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以實際行動關

懷及接納更生人，支持購買更生產品。並

歡迎提供意見供改進研發，以提昇產品品

質，讓更生產品銷售能拓展至社區與一般

民眾；社區民眾因喜愛更生產品，進而減

輕對更生人的偏見；同時也讓更生人獲得

自我肯定的機會，幫助更生人重生之路成

長茁壯。

貳、	更生年貨市集

為協助曾受刑事處分的更生人，增強

其經營事業及人際關係能力，修復其與家

庭、社會的連結網絡，重新復歸，及針對更

生保護會輔導更生人開創的事業。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

201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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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5.29 臺北分會義賣女鞋

2015.5.29 羅部長試喝更生事業 -冰滴咖啡2015.5.29 羅部長鼓勵北監砂畫

2015.5.29 遇見幸福更生市集

更生產品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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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特別於 2014 年 1 月 25 日春節前夕下午 2

時假台北市西門國小人行道廣場舉辦「幸運

草年貨市集」－新生～喜悅 ‧ 更生～喜慶

活動。

讓更生人主動走進社區行銷商品，除

藉此肯定其更生的價值外，也讓民眾看到更

生人努力的成果，並提供更生人與社區、民

眾對話的機會，讓社會了解更生人，逐漸改

變社會民眾對更生人與其家庭的歧視與偏

見。同時也邀請貧困的更生家庭及社區清寒

家庭一起參加，讓大家暫時釋放壓力，享受

難得的親子共遊機會。

年貨市集有別於各縣市年貨大街，在

這食安問題充斥日常生活，臺灣更生保護會

臺北分會提供民眾一個價廉物美的年貨採

買好選擇。市集有更生事業逗留農場新鮮時

蔬、市外萄園葡萄水梨、棗到杏福乾果牛軋

糖、屏東輔導所香腸肉酥及法務部矯正署台

北看守所手工餅乾、藍染製品、新店戒治所

園藝盆栽、春聯。

活動還特別邀請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

堂蒞臨剪綵，及藝人張勛傑擔任『更生好味

道一日店長』，將更生產品、監所自營作業

品，採天然材質，不添加人工香料的好味道

介紹並推廣給社會大眾及西門町的外國觀

光客。

本次活動除有年貨市集外，更有一個

提供更生人圓夢的場所－雙囍烘焙坊開幕。

烘焙坊以販售、展示更生人自創產品及監所

自營作業品為主，讓更生產品銷售能拓展至

西門商圈及國外背包族群。期盼社區民眾、

觀光客因喜愛更生產品，讓更生朋友獲得自

我肯定的機會，也讓社會大眾看到更生人努

力的成果。

活動更請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贊

助邀請「家庭支持方案」貧困更生人家庭、

萬華區兒童福利中心單親孩童、清寒家庭一

起共同歡度春節，共享受難得的親子歡樂時

光，留存美好回憶。

集結年貨型更生事業、監所自營作業

品、中途之家工作坊之產品（如香腸、肉

鬆、年節水果、乾果、春聯、盆栽、手工餅

乾）於春節前辦理銷售及推廣。

讓更生產品銷售能拓展至社區與一般

民眾；社區民眾因喜愛更生產品，進而減輕

對更生人的偏見；同時也讓更生人獲得自我

肯定的機會。

參、	更生產品展售中心

有很多優質更生產品、監所自營作業

品沒有一個固定展示銷售場所，藉由台北熱

門觀光商圈－西門町，讓社會、外國遊客認

識瞭解更生保護、更生事業、監所自營作業

產品，增進社會大眾對司法保護、矯正教化

之可親性。

烘培坊除展售逗留農場更生人水果冰

淇淋及台北看守所清溪工坊手工餅乾外，店

內員工優先雇用更生人及「家庭支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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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5 媒體記者採訪人潮 2014.1.25 幸運草年貨市集人山人海

2014.1.25 陳次長與萬華區兒童福利中心兒童合影 2014.1.25 屏東輔導所香腸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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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6 購買更生事業產品及監所自營作業
品致贈清寒更生家庭

家屬，並培育西式糕點技能，以強化職能增

加就業生存能力。

肆、	更生家庭支持關懷活動

由更生保護會邀請列入家庭支持方案

輔導之家庭、貧困更生人及家庭成員、萬華

區兒童福利中心清寒家庭參加，請藝人擔任

一日店長代言及親子共樂之多元目的，帶動

參與採購人潮。

提供弱勢更生家庭及清寒家庭年貨採

購價廉物美的選擇，倡導食品安全觀念，強

調天然材質，不添加人工香料、防腐劑，並

藉活動，拉近家庭成員與親子關係，留存美

好回憶。

2014.1.25台新公益基金會鄭董事長家鐘贈春節關懷物資

2014.1.25 更生事業產品致贈兒福中心清寒
單親家庭

2014.1.25 更生事業產品致贈『更
生人家庭支持方案』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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