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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觀護人經驗分享

1980年檢審分隸，《保安處分執行法》

第 64 條第二項亦配合修正為 :「法務部得

於地方法院檢察處置觀護人，專司由檢察官

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故 1982 年各

地方法院檢察署始有 12 名觀護人分發至檢

察機關，專責辦理成人觀護業務。檢察機關

未設觀護人前，我國成人保護管束交由警察

機關執行，設置後案件並未移至檢察機關，

而是陸續消化，檢察機關觀護人所接之案卷

係為甫假釋出監之受保護管束人，而陸續才

有緩刑付保護管束之案件。

壹、	細說本署觀護草創期

臺北地方法院暨檢察處於 1982 年時，

有 6 名觀護人，陳世宗法官及房麗雲視察就

是其中二位，此 6 名觀護人綜理現台北地檢

署及士林地檢署轄區之觀護業務，自 1984

陳世宗、程又強、房麗雲

1. 本文為編者訪談三位曾任本署資深觀護人之紀錄。

年 8 月 1 日後才有士林地方法院暨檢察處轄

區之劃分。

觀護人設置草創時期，與文書科同一

辦公室，辦公環境不大，沒有獨立的諮商室

或會談空間，一桌一椅，個案就坐在辦公桌

旁會談，同事間盡量壓低聲音，避免打擾其

他同事辦公勤務，由於僅能放置 5 張桌椅，

第 6 張桌子僅能示意性靠門擺放，故程又強

主任觀護人僅有桌子放置物品而未有椅子

得以約談案件，多趁其他同事不在時，使用

他人座位為之，故時有個案找不到程主任觀

護人之趣談。

本署觀護人自 1982 年起至 1989 年 12

月《法院組織法》第 67 條修法內容：「地

方法院及分院檢察署設觀護人室，置觀護

人，觀護人在二人以上者，置主任觀護人。

觀護人，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主任觀

護人，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

原本輪流由觀護人兼任行政業務，1989 年

葉木炎觀護人派任為第一任主任觀護人。

因電腦及電子化尚不普及，相關例稿

壹、	細說本署觀護草創期

貳、	深刻之案件執行

參、	給後進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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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也為親筆設計及繪製表格後送油印室

打印，相關約談、訪視報告也多以手寫方式

為之。陳世宗法官表示約談多關心個案這個

月發生的事情、找工作的狀況、家庭概況等

面向進行詢問，因為案件負荷量大，每個案

件談話時間短，難以針對性格、內在等逐一

探討，處遇著重在協助就業，因甫出監工作

難找，會提供就業服務站之訊息；房麗雲視

察則表示印象中一級的煙毒案件最多，吸

食海洛因多判 3 年 6 月有期徒刑，執行 1-2

年後假釋，而過去因組織犯罪條例，幫派案

件也不少，多需執行幫派老大的保護管束，

曾經赴萬華地區訪視，案件旁還有小弟配槍

在側，甚至曾遇過煙毒案件為了不被撤銷假

釋，於訪視時贈送珠寶盒，當然以拒絕方式

回覆。如同現在執行案件，偏遠地區可以派

公務車前往，但多數期間是自己開車或搭公

車，故觀護人學習開車也自然變成一必備技

能。

程又強前主任觀護人表示觀護案件之

輔導與專業輔導關係不同；陳世宗法官表示

觀護人的學經歷背景有差異，有些人讀法

律、有些人讀心理，唸心理的人較有諮商會

談之理念，唸法律的人較著重約束及監督

面。因此，各股觀護人案件執行風格略有差

異。

1998 年《肅清煙毒條例》正式更名為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後，各地方法院檢察

署才設置採尿人員，迄今採尿人員係以勞務

委外契約方式辦理，非檢察機關正式編制人

員。1998 年以前，如有懷疑則請個案到法

警室採驗尿液，但案件數少。主要採驗項目

為紅中、白板、海洛因及速賜康。

就社會資源連結部分，保護管束執行

主體仍是觀護人，與警勤區員警聯繫係沒有

印象，因社會資源較少，榮譽觀護人及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之成立給予觀護業務很大的

不
滯
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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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提供如急難救助、年節關懷、個案訪

視約談等服務。

犯罪預防宣導部分，亦有反毒和反賭

( 賭博罪主要是大家樂和六合彩 ) 之海報製

作，製作後會寄送至各級學校單位。反毒

活動令人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1993 年 5 月 12

日法務部施茂林部長向毒品宣戰，繼而各地

檢逐步投入相關宣導資源。

貳、	深刻之案件執行

程又強前主任觀護人提及印象深刻的

個案係為 1987 年之個案，個案有老婆又有

小三，因為殺了小三被處以無期徒刑，因

1988 年減刑改為 15 年，復 1991 年減刑又

減為 10 年，最終僅關了 5 年 8 個月就假釋

出監。1992 年出監以後，個案老婆離婚改

嫁，個案約其在旅館談判，談判破裂，遂將

老婆殺害。程前主任觀護人表示個案僅報到

了 2-3 次，又再犯，雖有請個案前妻報警

處理，但因當時制度並未健全，無能為力，

制度實施不可謂不慎。有鑑於此，均勸導類

似案件之家屬結伴前往，不要獨自見面。

房麗雲視察說道個案像一面鏡子，培

養自己的觀察力和應變能力，同時，個案

亦教會自己許多。我們或許是人生”順利”

組，與他的人生不同，可藉此瞭解各行各業

的人生故事；有時也會受到個案欺騙，或報

到後站在門口向你借錢等情況發生。從事觀

護工作，使其對人性更瞭解、豐富自己的視

野、更珍惜擁有，並重視子女教育。

縱使處處挑戰，程前主任觀護人提到，

各種個案都想幫忙，可是時間有限，心力到

底要放在何人身上？要救誰？都是一種選

擇，因為資源是有限的。其亦建議觀護人可

以跟隨時代潮流，多運用 line 等通訊軟體

請個案回報行蹤，掌握個案動態。陳世宗法

官表示挑戰也在於某些個案剛關出來，沒有

脫離原有環境，又或自己沒有很大的改變動

機，將很容易再犯，像是吸食毒品案件之執

行，往往來不及展開輔導，個案就被抓了。

房麗雲視察更提到除了個案執行之外，觀護

人多是預防犯罪宣導之承辦人，還需要具備

籌備活動、活動事務分配、活動策畫及主持

等特質才能勝任。

陳世宗法官表示若觀護人能與個案要

建立專業的信任關係，均是工作成就感來

源，例如個案在執行過後給觀護人喜帖，

或於約談結束後向觀護人留下聯絡方式等。

成就感之來源亦可與個案共同訂立一個 2-3

個月就能達到的短期目標，因個案而異，比

較容易看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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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世宗法官 : 

並非每個個案均需輔導，可以

去選擇 5-10 個案件集中火力去

協助，就可以看見成果，比較

可以實踐工作理想，若每個都

想幫助只會落空。

房麗雲視察 :

工作要能獲得快樂才能不抱怨，投

入的程度不同得到的也不同，回到

初心，保持工作熱情，藉由工作中

幫助個案，回歸案件執行，與個案

建立依賴信任，不因例行性工作而

失去耐性，提供個案資源，感受其

改變及回饋，即能有工作成就感。

程又強前主任觀護人 :

檢討失敗的個案可以幫助自己

成長和反省，不要每次都研討成

功的案例。因為複製成功經驗不

容易，但是避免失敗的因素卻是

容易做到的。

參、	給後進的話 不
滯
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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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陳涵首席歡送會

1988.12.17 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成立周年慶祝大會

觀護人合影

歷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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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4.21 法務部訪查新加坡監獄局

1988.6.9 法務部拜會歐洲維也納地方法院

不
滯
譚



406

更生人互動感受與心得

佈教師是以心靈輔導為方向，我們以

佛法為主，世學為輔！儘管每個人都在感

性與理性中掙扎，尤其對受保護管束人，

雖每個月短暫一小時的授課，讓其同學在

老師的愛語與鼓勵中給予教化，契理契機

的導引觀念而導向正途。在當下授課時那

份專注，在他們眼神中感悟到自然、真誠、

悔悟、懺悔的眼神，也猶如得到甘露法水

的感覺！

我深深接收到他們的心聲，告訴他

們，一時的迷失，並不代表一輩子是罪人，

迷與悟只在一念之間，觀念要正向、正念、

正思維，才不致於迷失自己，也希望他們

不要自暴自棄、重踏覆轍，又回到高牆鐵

網中。

我祈禱每位同學記取往昔的種種教

訓，在瞋恨的時候，能升起慈悲心；在仇

恨的時候，施予寬恕的體諒；在疑慮的時

候，培養信心的力量；在失意的時候，提

起明天的希望。

祈求佛菩薩庇佑，讓同學在付出贖罪

林麗華

的時候，能獲得社會大眾的原諒，其實我

們更應歌頌他們改過自新的勇氣，應讚歎

他們浪子回頭的榜樣！

人生苦短，日升月落，有多少時間可

以虛擲，上課中總是用相關題材加以開導，

能努力精進、增強信心、促進動力，讓自

己的一生為世間留下貢獻！雖未能流芳百

世，也切莫貽害子孫！

我們耐心的陪伴，真誠的鼓勵，深切

愛語，感動他們善良的本性，雖是授課、

其實是陪伴與互動，讓多數同學願意重新

燃起生命的光輝，也為生命增添光彩與價

值！

他們願從課堂中學習信心與正念，進

而翻轉命運，且不再為環境而顛倒罣礙，

善念一轉，就能翻轉人生的命運。

1. 本文作者為本署宗教教化暨生命教育團體輔導授課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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