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保護工作紀要
日期

事件說明

1945.11.1

蔣慰祖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47.12.15

沙宗棠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51.7.1

趙執中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53.2.20

蔣邦樑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60.2.1

楊鳴鐸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63.9.2

焦沛澍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70.9.7

褚劍鴻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72.8.1

羅萃儒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78.9.6

石明江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82.10.2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何人宜到任。

1982.11.8

陳

1984.2.2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陳姿燕調回台北地檢署，張麗櫻到任。

1984.9.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陳姿燕到任。

1985.7.3

柴啟宸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1986.8.2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劉宗慧到任。

1987.5.19

劉景義檢察長接篆視事。

1987.12.5

本署遴聘王應傑、薛鳳枝、曾照嵩、許榮耀、詹明煌等社會賢達人士為本

涵首席檢察官接篆視事。

署榮譽觀護人，成立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由王應傑先生擔任第一屆
理事長。
1989.8.22

法務部核定陳世宗觀護人兼辦主任觀護人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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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觀護人及榮譽觀護人參訪日本東京保護觀察制度。

1991.9.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劉宗慧晉升幹事。

1992.1.1

葉木炎主任觀護人到任。

1992.5.18

盧仁發檢察長接篆視事。

1994.12.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葉文益到任。

1995.6.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馬文慶到任。

1995.10

辦理「受保護管束人試用拿淬松拮抗劑協助戒毒計畫」
。

1996.1.2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陳志誠到任。

1996.4.23

吳英昭檢察長接篆視事。

1996.8.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殷萬賜到任。

1997.3.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劉宗慧幹事晉升副執行秘書。

1997.7.8

曾勇夫檢察長接篆視事。

1998.6.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方偉平到任。

1998.6.3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舉辦六三禁煙節青少年反毒宣導活動。

1998.7.4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舉辦法治教育暨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1998.11.1

辦理直轄市市長暨市議員選舉反賄選宣導，由李奕立理事長自製宣傳車宣
導反賄選。

1998.12.20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舉辦陽光健身計畫暨法治教育宣導登山健行活
動。

1999.2.11

周志榮代理檢察長接篆視事。

1999.4.1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辦事處成立，執行祕書陳娟娟。

1999.4.25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舉辦法治教育預防犯罪反毒宣導活動。

1999.4.30

陳聰明檢察長接篆視事。

1999.6.1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高惠真到任。

1999.11.28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赴新加坡交流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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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5.8

1999.12.10

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結合大型電子看板宣導反賄選。

2000.3

由主任觀護人與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合作辦理該團體課程，後於 2014 年
由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接手繼續合作迄今，由基金會安排檀講師、
監獄佈教師做專題講座。

2000.6.27

黃世銘檢察長接篆視事。

2000.10.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陳素麗到任。

2001.4.27

施茂林檢察長接篆視事。

2001.11.29

法務部檢察司蔡碧玉司長邀集時任本署檢察長施茂林率員召開會議，隨即
成立由主任檢察官、主任觀護人及觀護人組成之專案小組，研擬「檢察官
偵查中辦理社區處遇實施計畫」。

2002.1.1.~

試辦「檢察官偵查中辦理社區處遇實施計畫」。

12.31
2002.1.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幹事楊雅琪到任。

2002.1.17.

立法院三讀通過刑事訴訟法義務勞務制度，同年 2 月 8 日經總統令公布施
行。

2002.11.1

李淑慧主任觀護人到任。

2003.2.1

臺灣更生保護會全省分會「總幹事」、
「副總幹事」更名為「執行祕書」、
「副執行秘書」。

2004.1.1

訂定本署推動社區生活營執行辦法，成立安康社區生活營示範營隊
(2004.8.31 結束)。

2004.4.1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首創犯罪被害人心理創傷復健門診。

2004.5.22

假 228 公園音樂臺舉辦第一屆反毒盃「舞躍青春—拒絕搖頭」團體舞蹈
賽。

2004.5.30

假西門町紅樓辦理 63 反毒「舞躍青春—拒絕搖頭」踩街化妝大遊行。

2004.9.1

成立木柵實踐國中社區生活營、以及萬華雙園國中社區生活營(2011.12 結
束)。

448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主任委員廖英藏赴韓國台韓中犯罪被害保護

-10.16

業務學術研討會議。

2004.11.5

林邦樑代理檢察長接篆視事。

2004.11.14

假二二八公園音樂台舉辦「2004 年第六屆立法委員選舉反賄選宣導活
動」。

2005.1.7.

立法院三讀通過刑法緩刑義務勞務制度，並在隔年 7 月 1 日起施行。

2005.3.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陳佳琳到任。

2005.3.16

顏大和檢察長接篆視事。

2005.5.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劉宗慧調任總會業務組組長，士林分會黃于玲代
理副執行秘書調任臺北分會。

2005.5.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王楷婷到任。

2005.7.29

承蒙顏檢察長大力協助，擴充犯保協會辦公室空間落成。

2005.9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開辦法律諮詢扶助訴訟。

2005.10.11

林美靜主任觀護人到任。

2005.10.28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舉辦亞太地區犯罪被害人保護國際交流研討
會。

2006.2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開辦技職訓練─安薪專案。

2006.2.27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辦理「e 世代新領袖心思維」訓練研習會-三墩石
茶坊。

2006.3.6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辦理第二梯次「菁英團隊展雄風」研習-慕景音
樂咖啡館。

2006.3.15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原執行祕書陳娟娟升任總會業務組組長，總
會人員洪文玲調任至臺北分會擔任執行祕書。

2006.4.23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辦理法治教育預防犯罪反毒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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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15

2006.11.7

永瑞慈善事業基金會陳董事拜訪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並決定每
年贊助犯保臺北分會受保護人子女獎助學金。

2006.11.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代理副執行秘書黃于玲調任新北分會。

2006.11.16

臺灣更生保護會唐研田調任臺北分會副執行秘書。

2007.4.12

王添盛檢察長接篆視事。

2007.7.1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王楷婷調任士林分會。

2007.8.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葉依婷到任。

2007.9.3

假西門町、龍山寺等舉辦第 7 屆立委暨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反賄選宣導系
列遊行活動。

2007.11.29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辦理從廢除死刑-談被害人的司法角色與權
益座談會。

2008.1.7

發表第 7 屆立委暨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反賄選 RAP 反賄來電答鈴。

2008.4.18

假大安森林公園舉辦「青春 FUN 輕鬆」法治教育公益音樂會

2008.5.2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更生事業貸款-菇之鄉，協助更生人創業。

2008.7.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警察廣播電台合作辦理「yoyo 臺灣情報員」。

2008.8.1

林玲玉檢察長接篆視事。

2008.8.6

行政院長訪視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個案。

2008.8.24

假臺北青少年育樂中心舉辦 2008 年度暑期犯罪預防宣導活動—「投籃藥
不要」投籃機比賽總決賽。

2008.10.15

王禎郎主任觀護人到任。
臺灣更生保護會、台中分會、台中市政府辦理《轉個彎 愛在不遠處》更

2008.11.12

生故事書贈書活動。

2008.11.13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辦理國際研討會。

-11.14
2008.12

訂定本署辦理毒品戒癮治療作業要點以及本署試辦第二級毒品戒癮治療作
業要點，並自 2009 年起結合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辦理施用毒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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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3.13

成立本署「修正刑法 41 條易服社會勞動推動小組」人員名冊。

2009.3.13

發函請臺北縣石碇鄉公所、臺北縣新店市公所、臺北縣坪林鄉公所、臺北
縣深坑鄉公所及臺北縣烏來鄉公所於 2009.3 底提出社勞人力需求申請。

2009.3.26

發函請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於 2009.4.13 前提
出社勞人力需求申請。

2009.4.22

發函請臺灣新店戒治所、臺北縣烏來鄉福山國民小學及法務部政風人員訓
練中心於 2009.5.13 前提出社勞人力需求申請。

2009.4.23

於臺北縣新店市公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4.28

於臺北縣深坑鄉公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5.12

於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針對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
處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工程處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5.18

於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6.4

於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6.9

建置完成本署「社會勞動專區」網站。

2009.6.16

於臺北縣坪林鄉公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6.18

於臺北縣石碇鄉公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6.22

於臺北縣烏來鄉公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6.24

於臺北市立景美國小針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6.24

於臺北市萬華區公所辦理辦理社勞說明會暨請其提出社勞人力需求申請。

2009.6.29

於臺北市陽明教養院針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社勞說明會。

2009.7.24

在萬華區公所開社會勞動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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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起訴戒癮治療。

2009.7.30

至士林看守所勘查社會勞動場地。

2009.8.19

檢察長拜訪萬華區區長談論有關社會勞動事宜。

2009.8.20

發函本署轄區警（分）局加強易服社會勞動執行處所之巡邏勤務以保護社
區民眾安全維持公共秩序。

2009.8.2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助理幹事毛姿文到任。

2009.8.26

檢察長拜訪臺北縣市首長，請地方政府首長支持社會勞動。

2009.9.1

易服社會勞動啟動儀式，動畫片首播暨社會勞動勤前教育說明會。

2010.5.28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結合律師及心理諮商師開辦首次「法律心情
講座」。

2010.6.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唐研田調回總會業務組組長，總會劉宗慧調回臺
北分會副執行秘書。

2010.6.11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舉辦被害人司法權益論壇(ㄧ)關注被害人訴
訟地位─刑事妥速審判與被害人司法權益座談會。

2010.7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辦理暑期青少年預防犯罪法治宣導書法比賽

2010.7.28

楊治宇檢察長接篆視事。

2010.8.14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舉辦被害人司法權益論壇(二)關注科學鑑識
追查真相─科學鑑識與被害人保護~李昌鈺博士專題演講。

2010.9.1

王楷婷調任臺北分會助理幹事。

2010.9.13

辦理 2010 年中華民國直轄市公職人員選舉，假臺北市信義區行政中心辦
理「市選會候選人反賄選公約」反賄選宣導活動。

2010.10.29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舉辦被害人司法權益論壇(三)關注被害人民
事求償權─民事求償與被害人保護~鄭麗燕法官專題演講。

2010.10.31

辦理 2010 年中華民國直轄市公職人員選舉，假華納威秀影城徒步區舉辦
「清廉政治從反賄做起」反賄嘉年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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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被害人司法權益論壇(四)關注醫療訴訟被害人權益─醫療鑑定與被害人
保護座談會~蕭開平法醫等專題演講。

2010.12.31

運用二代科技監控設備，開始第一件配戴科技監控腳鐐案。

2011.1.6

法務部關懷訪查死刑犯專案。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薛主任委員鳳枝與
劉副執祕書與共同至台北看守所探視管⃝演，並協助輔導長子管⃝池參與
技能訓練。

2011.1.20

配合法務部至監所辦理「生命教育─新六倫宣導活動」
。

2011.1.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假新店戒治所辦理『弦月之美溫馨情新春傳愛過
高牆生命益』春節監所關懷活動。

2011.1.31

台北市萬華獅子會寒冬送暖更生中途之家、恩典之家。

2011.2.1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國際花卉博覽會、元大文教基金會假台北國
際花卉博覽會圓山入口舉行「許自己不一樣人生－遠離毒害讚．共邀花博
賞」記者會。

2011.2.1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晨曦會、青年和平團、立心基金會、臺北南
區家扶中心辦理「春節寒冬送暖•春暖花開 優遊花博更生情｣社區關懷活
動。

2011.3.18

研商更生保護業務精進與再造方案，精進認輔制度與強化跨轄合機制。

2011.3.2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召開「生命教育-心六
倫」記者會活動。

2011.4.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2011 年度更生輔導員毒品暨愛滋個案分
區研討會」。

2011.4.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拍賣編製母親節「桔梗花媽媽」事蹟影片。

2011.5.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北市觀護志工協
進會假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舉辦年度傑出「桔梗花媽媽」選拔表揚活
動。

2011.5.1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新希望工作坊共同召開「2011 年分享粽愛－
祝福肉粽記者會」。

2011.5.14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舉辦被害人司法權益論壇(五)關注醫療、性
侵、家暴被害人權益─修復式正義的刑案調解。

2011.5.1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漸凍人協會合作辦理全省矯正機關『我在燈

453

大事紀

2010.12.1

在，幸福就在生命教育推廣講座』
。
2011.5.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助辦理建國百年法務新象法務部矯正署各矯正
機關美食暨教化藝文作業技訓聯合展示(售)會、開幕典禮。

2011.6.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元大文教基金會
晨曦會、新希望基金會在法務部門口召開端午節社區關懷「打擊毒害 分
享粽愛」記者會活動。

2011.6.3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榮獲行政院衛生署 2011 年反毒有功團體，假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會館卓越堂接受總統表揚。

2011.6.2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臺北監獄、台灣銀髮族協會總會合作
辦理，假臺北監獄崇善堂舉行「心幸福感恩音樂會」。

2011.7.8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結合台北市
西門扶輪社、財團法人台北市立心慈善基金會、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合
作辦理「2012 年預防犯罪．法治教育季防毒宣導」。

2011.7.15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社會資源、萬華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遊民專責小組。

2011.7.2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疼惜咱的囝仔」社區親職教育暨
兒童福利宣導活動。

2011.7.25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舉辦被害人司法權益論壇(六)關注勞工訴訟
被害人權益─修復式正義之精神~職業災害與勞工權益。

2011.7.28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社會資源:國立故宮博物院有限責
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員工消費合作社。

2011.8.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創業小額貸款-滿億工程行，協助更生人創
業。

2011.8.10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接受媒體專訪:好消息頻道台灣生命力
人物系列。

2011.8.22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薛主任委員鳳枝遴選臺北市傑出市民。

2011.9.5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結合元大教
育基金會、東豐扶輪社、台灣銀髮族協會、澎湃超市商品有限公司、財團
法人利伯他茲基金會中秋節監所關懷活動—『中秋 song，就是愛秀
（柚）
』卡拉 OK 歌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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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明月照萬里 更生送愛心—中秋
迎重陽 仁愛之家關懷活動」。

2011.10.1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台灣銀髮族協會辦理「建國百年反賄
選反詐騙，健康萬步行健走活動」
。

2011.10.6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社會資源:信義社福中心，並參與
信義區社區資源聯繫會議。

2011.10.17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士林、新北分會辦理「百年金句徵
選活動」。

2011.10.25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年度受保護管束人參訪台北市政府
職業訓練中心。

2011.11.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士林、新北分會召開「百年金句發
表記者會」。

2011.11.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士林、新北分會共同辦理『建國
100 愛在飛揚慶更生第 66 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暨百年紀念特輯發表
會』。

2011.12.1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與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台北市
各區里長暨台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辦理「杜絕賄選 捐棄暴力 全
民終結賄選 從臺北作起」反賄選宣導活動。

2011.12.23

辦理修復司法執行小組研商會議。

2012.1.1

陳佳琳晉升幹事。

2012.1.1

王楷婷晉升幹事。

2012.1.2

臺灣更生保護會各分會主任委員聘任典禮暨業務座談會。

2012.1.1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結合大新彩色印刷製
版股份有限公司、巨旦科技(股)公司、澎湃超市商品有限公司、萬華獅子
會假臺灣臺北監獄辦理『新春福龍送吉祥－歌唱紅白大對抗』春節監所關
懷活動。

2012.1.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假臺北少年觀護所舉辦「傾聽心靈呼喚-聽你．
說」春節懇親會。

2012.1.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偕同安康平宅社工家訪行政院秘書處轉文陳情個
案李⃝中，提供必要協助。

455

大事紀

2011.9.13

2012.2.10

法務部、臺灣更生保護會總會與臺北、士林、板橋分會共同策劃假假西門
紅樓北廣場舉辦「幸運草市集.遇見幸福‧分享愛」活動。

2012.2.2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第 11 屆常務委員暨委員會議。

2012.2.2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應邀至臺灣大學法律系介紹更生保護服務內容。

2012.3.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社會資源:更生團契總會辦理性侵害加害人
收容處所。

2012.5.9

結合三會假新店戒治所共同舉辦『馨光燦爛五月情』－2012 年傑出「桔
梗花媽媽」表揚活動。

2012.5.16

參與法務部舉辦北區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成果發表暨觀摩會議。

2012.6.2

臺北地檢署、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教育部假中正紀念堂藝文廣
場辦理『2012 年反毒博覽會』。

2012.6.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2 年藥癮愛滋健康生命研習會」
。

2012.6.18

訂定本署「臺北地區辦理友善校園--高關懷學生『社區生活營』實施計
畫」，函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合作辦理社區生活營。

2012.6.19

臺北地檢署、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假萬華區雁鴨公園舉辦「2012 年
端午節社區關懷活動-仲夏獻愛慶端午」
。

2012.6.22

參與法務部舉辦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北區基礎教育訓練。

2012.6.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假法務部大廳舉辦更生故書《歸零，才可以逆
轉》新書發表記者會。

2012.7.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更生故書《歸零，才可以逆轉》正式上架於全省
書局販售。

2012.7.4

參與法務部舉辦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研商會議。

2012.7.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應邀《新聞挖挖哇－逆境重生》電視節目專訪。

2012.7.1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歸零，才可以逆轉》主角應邀壹電視「永康頭
殼秀」專訪。

2012.7.2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歸零，才可以逆轉》主角應邀至中國廣播公司
~幸福好時光專訪。

2012.7.27

本署召開第 1 次「地檢署及毒危中心推動防毒金三角聯繫會議」。

2012.8.7

2012 年度司法保護業務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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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助辦理「第二屆海峽兩岸監獄收容人書畫及工
藝作品聯展」
。

2012.8.1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特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及少年輔導委員會、臺北
地方法院檢察署合作舉辦「2012 年武動青春青少年跆拳道品勢錦標賽暨
少年預防犯罪嘉年華會」。

2012.9.1

開辦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

2012.9.10

曾信棟主任觀護人到任。

2012.9.1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歸零，才可以逆轉》監所導讀」。

2012.9.15

飛碟電台飛碟早餐宣導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歸零，才可以逆轉》。

2012.9.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歸零，才可以逆轉》台北市立圖書館市民
講座活動。

2012.9.17

王楷婷調任士林分會幹事。

2012.9.17

柯姵如調任臺北分會助理幹事。

2012.9.2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秋暮夕月‧風雅傳奇－B.BOX 嘻哈京劇」
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

2012.9.2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柚香月圓話人生、月來月美麗」中秋節監
所關懷活動。

2012.10.1

本署司法保護中心掛牌。

2012.10.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應邀永平扶輪社專題介紹《歸零，才可以逆
轉》。

2012.10.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2012 年度受保護管束人暨中途之家收容
學員參訪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活動。

2012.11.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2 更生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暨更生美
展與饗宴」。

2012.11.2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2012 年預防犯罪法治教育季」防毒宣導
活動。

2012.11.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終極反毒心．戀戀紫錐情』反毒宣導活
動」。

2012.12.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脫胎&築夢」收容人多元就業媒合廠商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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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10

2012.12.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 2012 年度委員、更生輔導員業務研習暨分
區座談會

2012.12.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台北監獄收容人多元就業媒合面談會活
動」。

2012.12.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新店戒治所就業媒合博覽會」
。

2013.1.26

聯合報報載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家庭支持方案」家庭:毒販回頭 賣
鍋扮老萊子。

2013.2.1

專任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職稱分別更名為主任、副主任。

2013.2.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小龍納百福 青春關懷行」社區春節關懷
活動。

2013.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結合大新彩色印刷製
版股份有限公司、萬華獅子會假臺灣臺北監獄舉辦「銀蛇喜銀春 揮毫裝
點繽紛樂」春節監所收容人關懷活動。

2013.3.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假臺北監獄舉辦「《從心歸零，彩繪人生》油漆
工程班開訓典禮」記者會。

2013.3.2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木柵國小反毒法治教育宣講」
。

2013.3.2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品格教育陽光、青春、成長少年團隊競賽
活動」
。

2013.4.1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歸零，才可以逆轉》主角應邀壹電視『我要謝
謝您』節目專訪。

2013.4.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3 年度更生人職業生涯規劃講座」活
動。

2013.4.1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第十一屆第三次常務委員暨員聯席會議。

2013.5.7

三會結合元大文教基金會假法務部一樓大廳共同舉辦「2013 年度溫馨五
月母親節社區關懷活動—桔梗花媽媽表揚及志氣電影欣賞」。

2013.5.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母親節面對面懇親「媽媽我有『畫』要說」
活動。

2013.5.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接受中央廣播電台早安台灣節目採訪。

2013.5.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3 年度第 2 期技能訓練班聯合開訓暨
簽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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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五名修復式司法案件陪伴者參與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於 2013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舉辦之「修復式正義與司法人權研討會暨講習會」。

2013.6.6

萬華司法保護據點辦理「我的陽光廚房」計畫，訓練更生人、弱勢家庭技
能培訓。

2013.6.1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3 年度端午節監所關懷受刑人」
。

2013.6.11

辦理司法保護據點方案－「街友保護扶助補給站」，假萬華雁鴨公園辦理
街友法治暨被害預防宣導。

2013.6.13

舉辦「陽光廚房」受保護管束人技能訓練。

2013.6.1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角應邀警察廣播電台專訪「桔梗花媽媽」由來及
輔導案例。

2013.6.26

法務部 2013 年司法保護業務評鑑。

2013.7.1

結合臺北南區家庭扶助中心、松陽基金會開辦暑期社區生活營。

2013.7.1

辦理龍山國中、新興國中社區生活營。

2013.7.1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小林髮廊舉辦台北女子看守所「百元剪髮技
訓班」開訓典禮記者會。

2013.7.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台北女子看守所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台北
市職能發展學院、台北市衛生局、1111 人力銀行、更生少年關懷協會、
淨化社會文教基金共同舉辦「脫胎築夢給台灣囝仔一個機會就業及技訓博
覽會」
。

2013.8.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接受聯合報採訪「更生人就業服務」
。

2013.8.12

協助高檢署辦理「修復式司法理論與實務研習會」北區研習會，本署檢察
官分梯次參與該研習會。

2013.8.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新店戒治所共同辦理「讓我明天會更好.就業
媒合多元博覽會」。

2013.8.27

結合紙風車劇團假大理高中辦理暑期青少年反毒、預防犯罪宣導活動「拯
救浮士德」反毒劇場。

2013.8.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臺北監獄共同辦理「脫胎&築夢臺北監獄收容
人多元就業媒合面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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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6

2013.9.1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台北市萬華獅子會
與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舉辦「2013 年『多元才藝學習』成果驗收暨中
秋節關懷活動」。

2013.9.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萬華區新忠、新和、新安、忠貞、凌宵、騰
雲、興德、夀德、日祥里民辦公室辦理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文化就在巷
子裡－法治教育、反毒宣導」音樂會活動舉辦「文化就在巷子裡－法治教
育、反毒宣導」音樂會活動。

2013.9.1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慶中秋．柚平安－法治教育、反毒宣導」
園遊會活動。

2013.10.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 2013 年愛滋照顧知能研討會「更生藥癮 HIV
者就業需求及服務」
。

2013.11.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第 68 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火鳳凰—生
命的奇蹟」。

2013.12.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國際扶輪社基金舉辦「『挑戰毒魔、重塑自
我』戒毒處遇專案簽署備忘錄」。

2014.1.21

結合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舉辦
「關懷心、蛻變情」春節祈福團體活動。

2014.1.2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4 年春節面對面懇親暨親職教育」。

2014.1.25

辦理「花蓮東海岸兒童假日學校司法學習之旅」
。

2014.1.2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西門町全人發展
協會、臺北市立萬華兒童福利中心假西門國小人行道上辦理年貨市集活動
--「雙囍烘焙坊開幕暨幸運草年貨市集歲末關懷」。

2014.1.2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元大文教基金會「更生送暖傳遞祝福一首搖滾
上月球」春節監所關懷活動。

2014.2.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第 11 屆第 5 次常務委員暨委員聯席會議。

2014.3.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探望家庭支持方案罹癌個案，並運用臺北地檢署
緩起訴處分金購買營養品慰問案主。

2014.3.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青雲鼓藝合唱成果發表會」。

2014.4.21

臺灣更生保護會幹事、助理幹事職稱分別更名為專員、助理。

2014.4.23

法務部 2014 年司法保護業務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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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4 年母親節面對面懇親會」。

2014.5.1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景文科技大學舉辦「反黑、反霸凌、反詐騙
法治宣導暨反毒活動」。

2014.5.1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 2014 年端午節監所收容人關懷－『歌舞魔
力‧非常粽意』活動。

2014.5.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臺北女子看守所多元就業博覽會」。

2014.5.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假台新金控大樓
元廳舉辦「2014 年端午節社區關懷活動－更生有情‧端午傳情！MISS
SOFI 鞋助更生愛心義賣會」。

2014.6.1

依據法務部保護司 2014 年 1 月 14 日「2014 年度推動受保護管束人就業
轉銜研商會議」結論辦理，本署於 2014 年 6 月 1 日試辦該計畫，2015 年
正式接續辦理迄今。

2014.6.1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台北監獄、台北市就業服務處、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桃竹分署桃園就業服務中心、經濟部工業局龜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舉辦「收容人多元就業媒合活動」。

2014.6.10

為使整體參與人員均能具備輔導專業倫理以及施測問卷應有態度之概念，
2014 年 6 月 10 日假本署第四辦公室五樓修復式司法會議室針對所有促進
者及儲備促進者辦理教育訓練，講授「輔導專業倫理與問卷施測之注意事
項」，參與者共計 14 人。

2014.6.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召開萬華、新店、坪林、石碇、深坑、烏來 6 區
更生輔導員分區個案研討會。

2014.6.2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第 47 屆少年觀護所成長營」
。

2014.7.10

積極協調推薦本署已聘之促進者與儲備人員參與 2014 年修復促進者培訓
工作坊初階訓練（2014.7.10~11、2014.7.17~18)共 11 名受訓，及進階訓練
(2014.8.14、2014.8.15)共 9 名報名受訓。

2014.7.1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4 年預防中輟服務方案-『夢想魔法
師』始業式」
。

2014.7.18

本署結合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開辦施用毒品者匿名談話會。

2014.8.1

臺灣更生保護會專任副主任職稱晉升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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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9

2014.8.1

臺灣更生保護會兼任主任、副主任更名為督導。

2014.8.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專任副主任劉宗慧晉升主任。

2014.8.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FUN 暑假 快樂一夏」法治教育－法庭巡
禮暨更生保護宣導活動。

2014.8.7

結合更保臺北分會、就業服務處、環保局、慈濟等開辦「受保護管束人、
更生人就業轉銜、樂當志工試辦計畫」。

2014.8.20

南臺北家庭扶助中心受扶助少年參訪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014.8.22

本署及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元大文教基金會、紙風車文教基金會
假 228 公園舉辦「更生情關懷意暨反賄選‧反毒宣導活動」中秋節社區關
懷活動。

2014.8.2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故宮複製文物展」文化活動。

2014.8.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4 年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
會與上海市政協委員會業務交流」
。

2014.8.27

新北市法律經貿交流協會與上海市政協委員會參訪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臺北分會活動」。

2014.8.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 2014 年暑假預防青少年活動—『親子逗陣
走．全民齊防災』。

2014.9.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中秋團聚更生愛－面對面懇親活動」
。

2014.9.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辦「寒士慶中秋」活動。

2014.9.5

舉辦「少年觀護所─中秋節面對面懇親活動」。

2014.10

開辦新店屈尺龜山教會偏鄉原住民學童課後陪讀社區生活營。

2014.10.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合作辦理「愛滋照護知
能研討會-更生藥癮 HIV 者職場權益及就業服務」。

2014.10.1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新店戒治所「下一站幸福」受刑人就業媒合活
動。

2014.10.2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辦「第四屆海峽兩岸監獄收容人（服刑人員）
書畫及工藝作品聯展」。

2014.10.2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更生人就創業方案—溫馨廚房~雙囍烘焙
屋」。

2014.11.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第 69 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修復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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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2

訂定本署辦理酒駕公共危險緩起訴戒酒治療實施計畫、流程圖、及相關附
件，並函送臺北市衛生局合作辦理。

2015.1.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史恩勳到任臺北分會專員。

2015.1.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從心啟航‧感恩再出發」2014 年度生命
教育暨技藝藝文成果展。

2015.1.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辦「江蘇省監獄工作協會參訪臺北市榮譽觀護
人協進會」。

2015.2.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2015 年度技能
訓練班聯合開訓典禮」。

2015.2.6

本署開辦「施用毒品者正念減壓訓練課程」。

2015.2.1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新店區公所、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台
北市萬華獅子會、大欣彩色印刷製版股份有限公舉辦「迎春送祝福~更生
溫暖心」春節監所關懷社區活動。

2015.2.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松山社區大學舉辦「2015 年春節社區關懷–歲
末送暖園遊會暨更生市集」活動。

2015.2.16

結合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南機場社區發展協會舉辦「麵向新年、包
滿關懷」關懷弱勢公益活動。

2015.3

開辦南機場社區弱勢學童課後輔導、新北市深坑國中高關懷學生課後活動
社區生活營。

2015.3.2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新北市少年警察隊及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
會。

2015.3.3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更生 70 週年輔導案例甄選會議」。

2015.4.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走出囹圄‧讓我們工作去」就業媒合博覽
會。

2015.5.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70 週年慶系列活動啟動儀式記者會」。

2015.5.7

蔡碧玉檢察長接篆視事。

2015.5.8

財團法人松陽基金會拜訪更生保護會台北分會。

2015.5.2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70 週年慶系列活動北區幸運草市集-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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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人間真情」活動。

幸福‧分享愛」活動。
2015.6.1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人安基金會舉辦「端午節社區關懷活動—夏獻
愛慶端午」。

2015.6.15

結合創世人安基金會假青年公園辦理「護民專案」--端午節社區公益關懷
活動暨街友法治教育教育宣導。

2015.6.2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日本熊本保護司會參訪更生保護會及台北
監獄」活動。

2015.6.2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接受台北市莊敬獅子會、永老師餐飲研究苑捐贈
「更生人中餐、西式烘焙技藝訓練」學費及材料費補助。

2015.7.14

法務部 2015 年司法保護業務評鑑。

2015.7.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張巧雯到任臺北分會專員。

2015.7.2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開辦「2015 年少年廚神生涯探索營」。

2015.8.1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暑期預防青少年犯罪方案—法務部法醫研
究法醫鑑識展示館參訪活動」。

2015.8.20

積極協調推薦本署已聘之促進者與儲備人員參與 2015 年修復促進者培訓
工作坊初階訓練(2015.8.20~21 及 21 日、2015.8.27~28)共 12 名受訓，及進
階訓練(2015.9.10、2015.9.11)共 9 名報名受訓。

2015.8.2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假法務部大廳舉辦「更生 70 週年慶系列活動-輔
導案例《預約人生下半場》新書發表記者會」。

2015.8.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更生故書《預約人生下半場》正式上架於全省書
局販售。

2015.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更生故書《預約人生下半場》獲博客來銷售排行
榜首。

2015.9.3

假釋受保護管束人高⃝華假南機場社區生活營開辦英文班。

2015.9.2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創世．人安基金會、東森慈善基金會、中華
民國日式料理協會、中華西密佛教正心國際文化協會、台北市遠東國際同
濟會、名流髮廊、佛炁宗寶林宮舉辦「寒士慶中秋．更生送暖樂糰圓」中
秋節社區關懷活動。

2015.9.2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財團法人昌盛基金會洽談合作更生人收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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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應飛碟電台邀訋訪談《預約人生下半場》。

2015.10.22

舉辦法務部 2015 年度「鐵馬環台，返賄逗陣騎」反賄選宣導活動台北首
發記者會。

2015.10.2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2015 年度安定就業轉銜計畫～輔大學生
更生街遊」活動。

2015.10.23

辦理第九屆立法委員暨第十四任正副總統選舉反賄選宣導「鐵馬環臺•反
賄逗陣騎反賄選宣導活動臺北首發記者會。

2015.10.2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就業觀•塑身改造—輔導就業專題講座」
方案活動。

2015.11.1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日本熊本保護司会參訪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
子監獄。

2015.11.1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更生 70 攜手築夢 躍向未來」台灣更生
保護會 70 週年慶祝大會。

2015.11.1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更生 70 週年法制與實務國際學術研討
會」。

2015.12.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2015 年減害 HIV 更生保護暨就業座談
會」。

2015.12.2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創業小額貸款-夢想+永滴咖啡，協助更生人
創業。

2016.1.1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

2016.1.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2016 年度安定就業轉銜計畫～維克數位
創意有限公司更生街遊」活動。

2016.1.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東森慈善基金會。

2016.1.2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2016 年度安定就業轉銜計畫～繽紛文化
有限公司更生街遊」活動。

2016.1.25

補助臺北監獄辦理「2016 年度酒駕收容人處遇計畫」
。

2016.2

結合環宇文化教育基金會開辦萬華、古亭弱勢學童課後輔導社區生活營、
福興國中弱勢學生社區生活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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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處所。

2016.2.4

三會結合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
「2016 年社區關懷活動—『新年新希望‧更生愛滿懷』」
。

2016.2.1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安置收容機構-台北恩友中心。

2016.2.26

針對辦理核退發查業務之檢察官及書記官進行修復式司法教育訓練，會中
向檢察官及書記官說明修復式司法內涵及轉介案件進行修復方案之相關程
序。

2016.2.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2016 年度安定就業轉銜計畫～慈濟大學
更生街遊」活動。

2016.3.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創業小額貸款-巨擎興業有限公司，協助更
生人創業。

2016.3.4
2016.3.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更生輔導員特殊教育訓練。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黃主委連福帶領同仁拜訪大安分局、臺北市
刑大、松山慈惠堂。

2016.3.14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黃主委連福帶領同仁拜訪警察廣播電台。

2016.3.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台北監獄合作辦理「2016 年收容人酒駕班處
遇治療」。

2016.3.15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原執行祕書洪文玲調任總會，新北分會執行
祕書楊千慧調任至臺北分會擔任執行祕書。

2016.3.2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台新金控公共關係部推廣更生人產品。

2016.3.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東森慈善基金會、金翼詮汽車有限公司、瑞
晟汽車有限公司規劃辦理更生人技訓深耕培育方案–技添好運 鍍薪人生。

2016.3.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召開「2016 年更生就業助你行～技添好運 鍍薪
人生」記者會。

2016.4.13
2016.5.30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執行秘書楊千慧至臺北市刑大聯合勤教宣
導。
美國修復式司法大師 Mark S. Umbreit 教授至本署與 8 名修復式司法實務工
作人員進行經驗交流及座談並辦理修復促進者教育訓練。

2016.5.31

三會結合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舉辦端午節社區關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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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本署 5 名修復促進者參與法務部辦理「2016 年修復式司法大師系列
講座之高階培訓工作坊」。

2016.6.3

推薦本署 9 名修復促進者參與法務部辦理「2016 年修復式司法大師系列
講座之 RJ 論壇」。

2016.6.14

法務部 2016 年度司法保護業務評鑑。

2016.6.29

參加法務部 2016 年度司法保護經驗分享座談會。

2016.7.2

臺北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協助辦理打 k 大作戰大家都說讚-暑期犯罪預防
活動。

2016.7.11

環宇基金會社區生活營弱勢學生參訪本署法治教育中心。

2016.7.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 2016 年幸福廚房少年小廚師生涯探索營。

2016.7.18

邢泰釗檢察長接篆視事。

2016.8.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辦「更生 71 有我無毒 反毒總動員」2016 年
全國幸運草市集活動。

2016.8.19

修正施行本署科技設備監控作業流程。

2016.9.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新店戒治所、金翼詮汽車有限公司、瑞晟汽車
有限公司共同辦理「中秋鍍佳節 更生傳溫情～膜繪亮彩.圓夢人生｣汽車
美容建教班開訓典禮。

2016.9.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新店戒治所、信泰油漆公司共同簽署「創造幸
福.圓夢」合作備忘錄。

2016.9.11

邀請家庭支持方案個案參與「2016 年度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

2016.9.11

三會結合郭元益糕餅博物館舉辦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名人講座』白省
三的人生哲學。

2016.9.25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開辦「安薪專案─手作好馨情」手工皂班。

2016.10.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蔡輝寶調任臺北分會專員。

2016.10.1

擬定 2017 年度法務部科技發展計畫提報構想書，自 2017 年辦理「開發建
置預防酒駕再犯之行動科技支援系統」委外研究案。

2016.10.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毒品犯之更生保護處遇
國際學術研討會」。

467

大事紀

2016.6.2

2016.10.17
2016.10.27
2016.11.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毒品戒治處遇與個案研討會」
。
臺北地檢署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聯合辦理 105 年度北檢、臺北
分會與警察機關犯罪被害保護業務聯繫會議。
協助辦理「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 105 年度收容人多元就業博覽
會」。

2016.11.7

日本熊本保護司会參訪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2016.11.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舉辦「更生 71-更保之愛 有我有你 永不放棄」
第 71 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

2016.12.9

參加司法官學院「2016 年犯罪防治研究學術發表會─掌握趨勢、向上提
升｣會議。

2016.12.16

參加法務部「2016 司法保護與犯罪預防論壇─加強合作、挑戰新局」。

2016.12.28

針對偏鄉加強推展司法保護業務，督導司法保護業務的臺北地檢署陳淑雲
主任檢察官帶領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坪林區公所，以解決偏遠地
區更輔員人力不足，跨區輔導情形，並共同推廣司法保護工作。

2016.12.29

臺北地檢署陳淑雲主任檢察官帶領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烏來區公
所，轉介高風險原住民更生家庭。

2017.1.5

假本署 5 樓會議室召開「拒絕酒毒．關懷醫暴」記者會，當日邀請臺北市
柯市長以及相關局處首長與會，由本署檢察長邢泰釗率領主任檢察官共同
簽署合作備忘錄，檢方與市府攜手合作，宣示拒絕酒毒、關懷醫暴。

2017.1.10

2017.1.16
2017.1.20

陳主任檢察官淑雲帶領觀護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及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北分會同仁拜訪深坑區公所洽談業務合作及招募志工。
陳主任檢察官淑雲帶領觀護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及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北分會同仁拜訪烏來區公所洽談業務合作及招募志工。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金雞報曉慶豐年‧更生送暖愛滿懷』春
節社區關懷活動，讓更生人將在監所學習到的技藝訓練展現於大眾，並回
饋給社會。

2017.2.3

陳主任檢察官淑雲帶領觀護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及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北分會同仁拜訪新北市教育局及新北市社會局洽談業務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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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10
2017.2.10

陳主任檢察官淑雲帶領觀護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及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北分會同仁拜訪新北市衛生局洽談業務合作。
陳主任檢察官淑雲帶領觀護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及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北分會同仁拜訪台北市社會局洽談業務合作。
為了解決醫療爭端、協助檢察官突破處理醫療案件困境，本署規劃結合
「修復式司法制度」
，鼓勵檢察官將醫療糾紛案件轉入修復式司法方案，
本署與臺大醫院合作針對修復促進者及檢察官舉辦「2017 年度臨床醫療
作業認識課程」，於 2017 年 2 月 10、14、15、21、22 為期五天，辦理一
系列之醫療實務訓練課程，幫助檢察官及促進者處理醫療案件之專業知
能。

201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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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矯正薪膜力．攜手鍍未來」汽車美容建教班結訓
典禮。

2017.2.16

召開「開發建置預防酒駕再犯之行動科技支援系統」採購案評選會議，由
國立臺灣大學得標。

2017.2.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特受臺北地院少年法庭之邀前往宣講『高風險更
生人家庭支持方案』
，讓少年法庭保護官瞭解更生保護服務內容。

2017.3.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邢榮譽主任委員泰釗、林主任委員炳耀
參與【福爾摩沙之音-古韻飄香】新曲發表會，開啟社區、藝術工作者與
更生人的對話。

2017.3.11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結合律師及心理諮商師復開「法律、心情分
享講座」。

2017.3.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共同研討『更生人出監短期
居住合作方式』會議。

2017.3.22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陳逸森委員帶領同仁拜訪中和扶輪社。

2017.3.23

更生保護會全省 20 個分會 120 位資深更生輔導員參訪臺北分會辦理更生
人技能訓練的『永老師餐飲研究苑』；聆聽『預約人下半場』更生人故事

469

大事紀

2017.2.8

書主人翁–自強阿伯導覽街遊艋舺龍山寺。
2017.3.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召集臺北監獄音樂班出監同學，成立『夢‧起動
樂團』
，並結合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捐贈樂器。

2017.3.31

與國立亞洲大學張剛鳴教授合作辦理「正念減壓方法應用於毒癮戒治之身
心理改善成效評估研究」。

2017.4.15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楊添圍院長率領成癮防治科團隊赴本署簡報執
行緩起訴戒酒治療、二級毒品戒癮治療初步成果。

2017.5.8

法務部 2017 年司法保護業務評鑑。

2017.5.1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社會資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更生少年關
懷協會」。

2017.5.17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黃連福主任委員帶領同仁拜訪忠孝扶輪社。

2017.5.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助臺北市政府「青春專案」
，推廣「毒品危害
防制」之正確觀念，辦理「我，本善良。保護，我健康」反毒園遊會。

2017.5.23

監察院實地履勘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小額貸款-信泰油漆股份有限公
司，分會前往雲林做簡報及座談。

2017.5.2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社會資源-「臺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發
掘需要輔導協助之青少年個案，共同協力推展司法保護工作，使更生服務
網絡更加完善。

20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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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臺北市
政府文化局、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以及台新社會公益信託基金共同
舉辦「2017 更生音樂季首發曲，夢啟動-反毒創藝音樂會」
。

2017.6.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應台北市就業服務處之邀，針對 106 年第一次特
定對象暨經濟弱勢戶就業聯繫會報，做『更生受保護人之就業協助』之專
題演講。

2017.6.14

協助法務部於本署進行 2017 年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巡迴交流系列講
座，全國各地檢署共有 30 位修復促進者參與，本次場次邀請廖怡婷(南投
地檢署修復促進者/沐陽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擔任講座，主題為生命中不
可承受之輕－殺人案件之修復促進。

2017.6.1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助法務部矯正署台北監獄辦理 106 年第一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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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19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與 106 年台北中正區社會安全網個案研討會
議。

2017.6.22

法務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新店戒治所、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
會、捷安特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共同辦理『捷安
特技訓圓夢培訓合作計畫開訓典禮』

2017.6.22

「開發建置預防酒駕再犯之行動科技支援系統」委託研究案，開始陸續收
案進行為期三個月適用性測試，逐一對個案進行操作使用教育訓練，並對
使用後端服務網頁之觀護人進行教育訓練及意見交流。

2017.6.26

「開發建置預防酒駕再犯之行動科技支援系統」委託研究案，得標廠商臺
灣大學交付符合功能之原型設備（含軟硬體）1 套，完成行動電話應用程
式雛形，建置電腦平台軟硬體建置。

2017.6.28

臺北地檢署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聯合辦理 106 年度北檢、臺北
分會與警察機關犯罪被害保護業務聯繫會議。

2017.7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擴大招募志工。

2017.7.8

臺灣更生保護會與「台新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結合「台新 25 週年運動
會暨園遊會」辦理更保 72 週年幸運草市集活動。

2017.7.13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加「法務部 106 年度司法保護座談會｣。

2017.7.17

法務部、更保總會及專家畢國蓮主任，共同查訪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
與社團法人臺灣露德協會合作辦理「HIV 露德安置處所｣。

2017.7.24

法務部於臺中地檢署辦理 2017 年修復式司法修復促進者巡迴交流系列講
座，本署指派兩位修復促進者參與課程研習，本次場次邀請李駿逸(臺南
地檢署檢察官)擔任講座，主題為修復促進案例分享—以臺南新營醫院北門
分院縱火案為例。

2017.7.26

薛名譽主任委員鳳枝、曾主任觀護人信棟帶領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
會北投扶輪社蕭會長昌貴。

2017.7.26

辦理 106 年暑期青少年犯罪預防活動-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附設花蓮
縣立信望愛少年學園參訪活動。

471

大事紀

容人多元就業媒合活動。

2017.8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於轄區內各分局、公所張貼招募志工海報。

2017.8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辦理保護標語海報及馨情小故事比賽。

2017.8.9

「開發建置預防酒駕再犯之行動科技支援系統」委託研究案，得標廠商臺
灣大學提出符合功能之軟硬體設備(包含具備藍芽功能之隨身型酒測器 20
套、臉部辨識功能之行動電話應用程式及後端伺服器服務網頁)。

2017.8.1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 8 位反毒輔導種子更輔員參與『106 年度更生輔
導員毒品防制分區精進訓練』。

2017.8.23

「106 年更保之愛 有我有你-臺灣好聲音歌唱大賽」北區初賽，更生同學
王⃝榮獲個人組獨唱第一名。

2017.8.25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社會資源-台北市友愛關懷協會共同辦理戒
毒婦女中途之家。

2017.8.24

法務部於 2017 年 8 月 24 日辦理 2017 年度司法保護經驗分享座談會，本
署指派 9 位促進者參與座談，強化促進者之司法保護概念，擴大經驗分享
及學習管道，深化對於犯罪人處遇問題之全方位瞭解。

2017.8.31

「開發建置預防酒駕再犯之行動科技支援系統」委託研究案，得標廠商臺
灣大學繳交期中報告初稿；本署於同年 9 月 14 日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委
員全數同意通過；廠商於 106 年 9 月 28 日繳交期中報告。

2017.9.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加「傳承與永續」露德協會成立 20 週年感恩
活動。

20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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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財團法
人元大文教基金會，為讓偏鄉地區高關懷家庭青少年、家屬及社區居民可
以接收反毒及預防犯罪訊息，特別邀請紙風車劇團至深坑國小及國中做反
毒宣導。

2017.9.6

106 年司法保護據點－『希望工程‧偏鄉校園反毒劇場』-石碇國中及高
中。

201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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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財團法
人元大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106 年中秋節社區關懷活動-希望工程‧偏鄉
校園反毒劇場』活動。

2017.9.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加 107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促進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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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9.16

協助拍攝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為善最樂‧點亮更生情-好人好事」陳⃝強導覽實錄。

2017.9.18-

配合高檢署不定期關懷訪視毒品犯的反毒政策舉辦中秋關懷訪視活動。

10.13
2017.9.2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新店戒治所共同辦理「106 年中秋節懇親活動團圓心連心、更保愛關懷｣。

2017.10.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加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至善大樓落成典禮暨
作業技訓藝文美食聯展。

2017.10.6

本署於 106 年 10 月 6 日及 10 月 20 日辦理醫療爭議案件處理進階教育訓
練，以增進檢察官及修復促進者對醫療爭議案件偵辦以及處理之專業知
能，邀請台大醫院華筱玲醫師及林口長庚醫院許皓翔醫師講師醫療糾紛之
相關實務課程，參與訓練之檢察官及修復促進者共計 60 人。

2017.10.12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助總會辦理『毒品更生人的轉銜與復歸國際學
術研討會』。

2017.10.13

國際學者（香港、新加坡）及國內學者參訪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更生
街遊-宣導更生保護業務、小額創業貸款案-交点咖啡小酒館。

2017.10.15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開辦「安薪專案─手作好馨情」烘培班。

2017.10.2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拜訪社會資源-宏陽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並連
接安養中心照顧服務員之就業媒合。

2017.10.24
2017.11.3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楊千慧執行秘書至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
防治中心宣導。
本署結合三會辦理 2017 年三會志工司法保護精進聯合訓練。

-11.4
2017.11.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臺北市榮譽觀護人
協進會、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臺北分會共同辦理 106 年「司
法保護業務精進｣志工特殊訓練｣。

2017.11.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加 2017「破浪而上．幸福啟航」更生人美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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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及就業弱勢者就業計畫提案說明會。

2017.11.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助總會辦理「更生 72，更保傳愛‧幸福啟
航」第 72 屆更生保護節慶祝大會。

2017.11.1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新增小額貸款案－正元便當。

2017.11.15

「開發建置預防酒駕再犯之行動科技支援系統」委託研究案，得標廠商臺
灣大學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繳交期末報告初稿；本署於同年 11 月 29 日
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委員全數同意通過；廠商於 106 年 12 月 6 日繳交期
末報告成果 20 冊。

2017.11.1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協助辦理法務部 106 年暑期青少年兒童犯罪預防
及服務利他四格漫畫徵稿活動頒獎典禮活動。

2017.11.23

北檢於 106 年 11 月 23 日協助法務部承辦「表揚推展修復式司法有功人士
及團體」活動，表彰這群熱心公益的修復促進者參與政府的修復式司法工
作，今年獲獎者計有 10 名個人及 2 組團體。

2017.11.2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與『更生保護會工作人員工作規則修正條文草
案』會議。

2017.11.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106 年度更生輔導員召募座談會」。

2017.11-30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厝邊婆媽就業資訊情報站」活動。

2017-12.1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加「2017 司法保護與犯罪預防論壇」。

2017.1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應教育電台訪問，宣導法務部與臺灣更生保護會
如何協助更生人突破就業困境。

2017.12.18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週徵選活動頒獎典禮暨
「心聲馨樂」馨生人歲末關懷音樂會。

2017-12-20

蒙古國檢察官司法研習班第 14 期參訪臺北地檢署，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
分會介紹小額貸款業務及輔導更生人創業，致贈外賓咖啡禮盒及品嚐冰滴
咖啡。

2017.12.26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召開『薪技大展-監所收容人技職大檢驗』研討
會，希臺北監獄、新店戒治所依就業職場需求開辦技藝訓練班。

2017.12.27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應邀出席法務部『以巨量資料分析觀點探討毒品
施用者及暴力犯罪再犯因子及預測之應用』研究會議。

2018.1.8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出席法務部辦理「107 年度司法保經驗分享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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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參加『從女性主義探討女性藥物濫用更生人社區
服務成果影響因素』會議。

2018.1.13

提高社區民眾對更生及更生人的接納，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松山社
區大學、各公益團體共同辦理 107 年「松山之春春節社區關懷活動–更保
之愛送暖園遊會暨更生市集」。

2018.1.24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出席法務部辦理「監察院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
『法務部防止更生人再犯及其就業輔導機制』報告-結論及建議事項」討
論會議。

2018.1.26

2018.2.1
2018.2.1-

臺北地檢署與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聯合辦理 107 年度北檢、臺北
分會與警察機關犯罪被害保護業務聯繫會議。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辦理『戍歲兆豐五穀香‧更生送暖愛滿懷』春節
關懷活動。
配合高檢署不定期關懷訪視毒品犯的反毒政策舉辦春節關懷訪視活動。

2.14
2018.2.2

北檢司法保護實錄新書發表記者會。

2018.2.8

本署第三辦公室啟用典禮，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致贈本署「北檢之
秤」。

2018.2.8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
會臺北分會於 107 年 2 月 8 日共同舉辦『吉祥如意迎金犬‧更保送暖愛
關懷』春節監所面對面懇親活動。

2018.2.26

台北市政府副市長鄧家基率領衛生局長黃世傑、社會局長許立民及市府團
隊赴本署簡報緩起訴附命戒酒治療執行成效並商討未來合作計畫。

2018.3.2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法務部矯正署新店
戒治所、金翼詮汽車有限公司、瑞晟汽車有限公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合作辦理「膜幻騎蹟．創造新機」汽車美容班‧自行
車維修班培訓開訓典禮。

2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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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法務部
矯正署臺北監獄、日本熊本保護司會、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金會、松山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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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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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 年 5 月 7 日在
臺北 101 信義、松智大樓一樓大廳，舉辦「銅聲若響‧千錘人生－中日更
生人手作展」
。
20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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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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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小豬慈善會於 107 年 5 月 7 日在臺北金融商業辦公大樓一樓
大廳，舉辦『銅言銅語 Love 與希望』新書發表會。

2018.5.30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九歌健行出版社編輯出版『銅言銅
語 Love 與希望』上架全省書局。

信義商圈 / 潘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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