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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指制定刑罰的目的，在於期望教育人民自發的遵守法律，從而達到不用刑罰的最高境地。 【出處】：語出《書·
大禹謨》：“刑期于無刑。”/南投龍德廟。

「刑期於無刑」《書·大禹謨》1，道

出了刑法的最高境界，在於教育人恪守法

律，從而達到不用刑罰的目的。臺北地檢

署出版司法保護實錄，蒐羅該署近 30 年來

的重要司法保護活動，內容豐富，圖文並

茂，呈現司法保護在法治教育、預防犯罪

與保護被害的軌跡，使司法保護成為刑期

無刑的重要基礎。

本書涵括臺北地檢署歷年來在觀護、

更生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公益關懷預

防犯罪等司法保護業務的進展，以科學化

的統計分析為首，詳細介紹各類型犯罪的

觀護處遇計畫的演進及成效，引導現行的

刑事司法政策。例如 1995 年毒品拿淬松拮

抗劑戒毒計畫，成為現行毒品犯緩起訴戒

癮治療處遇的前導計畫；2001 年檢察官偵

查中辦理社區處遇實施計畫，引導 2002 年

刑事訴訟法義務勞務制度以及 2009 年社會

勞動制度的誕生。北檢觀護仍然持續努力，

針對時下嚴重的吸毒及酒駕問題，於 2014

年創新規劃施用毒品者正念減壓課程，以

及 2017 年規畫開發建置預防酒駕再犯之行

動科技支援系統科技計畫，同時進行成效

分析，逐步建立以實證為基礎的觀護處遇

計畫。

在更生保護方面，更保臺北分會在更

生人的技訓、就業著力甚深，創全國之先，

首開監所就業、創業博覽會，廣設監所技

能訓練課程，拓展協力廠商，全力協助更

生人就業；近年更將重點置於社區技訓及

輔導創業，結合產官學開設烘焙、汽車美

容等技訓課程，從監內到監外培養更生人

一技之長，協助創業。同時，也出版成功

更生人的故事，包括更生 60 週年「新生的

種籽」(2005)、「歸零，才可逆轉」(2012)、

更生 70 週年「預約人生下半場」(2015)

等書，其中「預約人生下半場」一書更 2

度榮登博客來新書排行榜銷售冠軍，極為

難能！

在犯罪被害人保護方面，犯保臺北分

會除了辦理被害人法律、心理諮商、關懷

活動等服務外，創全國之先舉辦多場被害

人保護論壇，密集的國際交流也成功將我

國犯罪被害人保護制度及修復式司法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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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更舉辦一系列的志工訓練提升保護

志工專業素養，以熱忱及專業為犯罪被害

人提供保護，各類保護服務措施非常值得

借鏡。

本書呈現北檢精彩的司法保護內容，

更顯現我司法保護工作同仁的辛勞與付

出，值本書出版之際，特為作序，以表達

對全體司法保護工作同仁的感謝，更期待

司法保護工作在既有基礎上，能精益求

精！

法務部部長

2017 年 12 月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臺北 )/ 臺灣鐵路局

2." 正氣 "/ 金門浯江書院。



8

法務部保護司司長

2017 年 12 月

法務部組織法自 1980 年增訂保護司，

掌理關於司法保護制度之規劃事項，將「司

法保護」一詞納入法律條文，其內容包括保

護管束、更生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犯罪

預防等。簡言之，就是用愛來關懷刑事司法

體系的當事人，不論是加害人，或是被害

人，都要用愛讓他們和平復歸社會。

台北地檢署在歷任檢察長的領導下，

用創新思維規畫許多有利於個案的計畫與活

動，歷年來創造出許多傲人的績效，觀護、

更生、犯保同仁也秉持關懷、相互扶持及熱

心公益之服務理念，視個案如親屬，尊重關

懷，在剛硬的司法機關中，用柔性的司法關

懷，營造溫馨、和諧的司法環境，可以說是

服務利他的崇高表現。

本書完整呈現台北地檢署司法保護的

歷史，更系統地詳細介紹觀護、更生保護、

犯罪被害人保護歷年來的重大計畫與特色活

動，各項公益關懷與預防犯罪活動也讓人印

象深刻，呈現司法保護的專業與工作同仁的

熱忱。感謝北檢司法保護團隊，在短時間內

完成本書，讓國人可以對司法保護更充分的

了解，更讓全國司法保護同仁可以相互學

習，精進成長，卓越貢獻，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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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自 1880 年代即為臺灣政治、商

業及文化中心，2004 年完工的台北 101 大

樓，更以世界第一高樓將台北推向國際，

在繁榮的政治與商業活動，豐富的歷史與

文化底蘊之下，構築本署司法保護傳統與

現代兼具，本土與國際相融的重要特色。

本署司法保護工作，在同仁積極創新

的思維下，向來有優良的傳統，各項評比

均名列前茅，多年來亦舉辦多項具特色且

創新的活動，余到署服務適逢建署 70 週

年，領略前人事蹟，深覺應完整紀錄保存，

避免因年代久遠而為後人遺忘，故自本

（2017）年4月起召集三會開始編輯本書，

在浩瀚的文獻資料當中，擬定三個編輯方

向：1.呈現歷史事實。2.呈現特色與創新。

3. 呈現專業與現代。在觀護、更保、犯保

同仁的努力下，本書蒐集近 30 年來的重要

司法保護計畫與活動，同時蒐錄講座白省

三、蔡永富董事長演講稿，陳世宗、房麗

雲、程又強等三位觀護先進的歷史訪談，

以及多位三會志工助人服務的心得等，充

份展現本署司法保護的歷史傳承，與專業

的志工素養。

本書完成編輯，要感謝中華民國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聯合會李奕立理事長、台北

市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黃逢益理事長、更生

保護會台北分會林炳耀主委、犯罪被害人

保護協會臺灣台北分會黃連福主委協助提

供珍貴歷史資料；曾信棟主任觀護人、劉

宗慧主任、楊千慧執行秘書辛苦撰文編輯，

以及柯嘉惠觀護人擔任執行編輯更居功厥

偉，均一併致謝。

本書 2017 年 12 月付梓成刊，資料龐

大，時間急迫，難免疏漏，尚祈先進不吝

指正，至感為幸！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

邢泰釗
2017 年 12 月

淡水河 /Peellden/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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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4 年擔任觀護人到現在，從事司

法保護工作已23年，參加了許多有關觀護、

更生保護以及犯罪被害人保護的國際研討

會，吸收了許多國外有關司法保護業務的介

紹，但卻找不到任何介紹台灣司法保護實務

的專書，在臺北地檢署擔任 5 年的主任觀護

人，經常參與國際交流，深覺應該有一本完

整介紹我國司法保護實務的專論。

邢檢察長泰釗自 2016 年就任後，希望

能蒐集本署歷年來的重要司法保護活動並

編輯成冊，而本署自 1982 年設置觀護人迄

今已 35 年，多數資料均已散失，更保、犯

保司法保護資料龐雜，如何將歷史與現在連

結，建構完整的歷史資料與專業介紹，實屬

不易，最快速且直接的方法，從口述歷史開

始展開，感謝觀護前輩陳世宗庭長、房麗雲

簡任視察、程又強主任觀護人的珍貴回憶資

料，以及全體觀護人、更保、犯保同仁的努

力蒐集及撰寫資料，終於完成本實錄。

本書在架構上，秉持邢檢察長指示的

歷史與現代、專業與特色，區分總論、觀

護、更生保護、犯罪被害人保護、公益關懷

與預防犯罪五章，同時蒐集本署邀請的名人

講座文章，以及榮譽觀護人、更生輔導員及

犯保志工的經驗分享，最重要的是專業觀護

處遇如藥酒癮緩起訴戒癮治療、性侵家暴加

害人處遇、義務勞務及社會勞動制度、宗教

與就業輔導等介紹與成效分析；更生保護創

新的就業技訓計畫、幸運草市集以及對更生

人安置、協助創業、家庭支持、團體輔導

等服務；犯罪被害人保護一路相伴、溫馨關

懷、技能訓練、國際交流等被害保護服務以

及修復式司法的操作與成效，終於有了完整

而結構式的介紹，從監內的更生保護服務，

到監外的觀護處遇以及更生保護服務，更深

入介紹被害人保護服務、志工服務以及各類

型反毒、反賄選、法治教育等預防犯罪宣導

活動，相信能讓讀者更完整的理解我國司法

保護的內涵。

當然，本書只是個起點，因應國際化

趨勢，本署也開始著手英文版司法保護實

錄，同時針對各項觀護處遇開始進行實證分

析（evidence base），透過不斷的充實與

研究，期待本署司法保護朝向國際化與專業

化前進，以實務引導我國司法保護政策的未

來方向。

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觀護人

曾信棟 201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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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生保護 72 年來，有許多熱心與充滿

大愛的人投入更生保護的工作，雖然遭遇許

多挫折，仍造就了不少成功的更生實例，我

們知道，更生不易，但在更生保護的路上，

總有一群人，時時都在絞盡腦汁思索並實踐

對更生人有幫助的任何措施，在輔導與關懷

這些更生人時，又未嘗不是顛簸崎嶇。

為了有效堅定更生人重生的意志，財

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

獄、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等各監所與台

新社會公益信託基金、財團法人元大文教基

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東森慈善基

金會等民間慈善團體，及新東陽股份有限公

司、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大耀印刷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金翼詮汽車有限公司、

瑞晟汽車有限公司、永老師烹飪教室等愛心

廠商合作辦理了許多有意義的活動，既可讓

更生人感受社會的溫暖，並學習餐飲、烘焙

及汽車鍍膜等專業技能，也藉此宣導更生保

護，讓民眾能用鼓勵、接納的心，來對待有

心改過、重新站起的更生人，以避免更生人

好不容易燃起的重生意志，被大眾錯誤的認

知澆熄。

更生保護是社會與國家重要的福利措

施與政策，但實際上，社會大眾的認知與了

解仍然有限，甚至會因為片面資訊而產生誤

解，進而增加更生人就業並回歸正常生活的

難度，所幸更生保護會各地分會皆不斷積極

結合許多協力廠商、企業雇主，提供許多就

業機會及職業訓練課程，以提升更生人就業

能力、降低就業困難度，也協助更生人創立

更生事業，並讓事業發展順遂的更生人能夠

提供工作機會或技術等方式，回饋給其他弱

勢更生人，形成正向循環，讓更生人能為社

會貢獻一份心力，彌補並改正曾經犯下的過

錯。

為能讓一般民眾能更理解更生保護的

重要及實際運作的成效，並讓各界熱心人士

盡心盡力輔導更生人的努力被看見，我們透

過各項就、創業、家庭服務方案、活動及輔

導成果的展現，與您分享我們揮灑熱情、奉

獻愛心的成效，並誠摯地邀請您，一同加入

更生保護的行列，讓社會更美好，用愛心溫

暖社會每一個角落。

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

劉宗慧
2017 年 12 月

臺北 /Luenlin/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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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犯罪被害人的心聲與困境，

在傳統法律制度下，因缺乏系統化、制度化

的設計，保護措施不足，得不到應有的尊重

與周全的照顧，致衍生社會問題層出不窮。

我國政府為重視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因而

制訂『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以保障人民權

益，促進社會安全。

臺北分會自成立以來，致力推動被害

人保護各項措施，為協助家庭成員間的相互

扶持及面對悲痛事件、撫平心靈創傷，須透

過受保護人以個人或團體心理輔導的方式，

協助縮短療傷之時程，減低修復過程之痛

苦，創辦【心理諮商復健門診】；又因犯罪

被害人及其家屬常面臨犯罪被害案件之民

事求償及刑事偵查、審判中、審判後等相關

法律問題，開辦【義務律師法律諮詢】及之

後一路相伴服務；期待經由司法界、民間

司改、學者及實務工作者，透過心得交換、

經驗分享，凝聚相關當事人、實務工作者以

及官方單位、學術研究機構的共識，俾修改

方向以提供被害人或其家屬更適當以及更

符合需要的協助，辦理 6 場【被害人司法權

益論壇】尋求共識；透過律師及心理師共同

合作的團體課程，協助家屬在合理時間內，

引發正常的悲傷，並健康地完成悲傷任務，

以增加重新開始正常生活的能力，並且協助

受害者家屬處理與受害者之間因為失落而

引發的各種情緒困擾並完成未竟事務，創辦

了【法律心情分享講座】。    

綜上，分會走過將近 20 個年頭，首任

主任委員廖英藏先生提供中崙診所做為心

理諮商的場地、賴正信主委提供教室供保護

志工進修訓練使用、陳淑貞主委免費為馨生

人法律諮詢甚至打官司、黃連福主委捐贈款

項協助馨生人保護之用，還有許多熱心委

員、顧問及保護志工，紛紛提供各自的專

業、資源投入保護被害人的行列。在邢榮譽

主任委員泰釗的帶領下，將這些創會以來的

點點滴滴，悉數整理、集結成冊，內容充分

展現保護被害人的各項層面，也讓社會大眾

更了解我們共同生活在這一片土地上，社會

有愛，人人不漠視，才能減少被害的發生，

也讓馨生人能夠重新與大眾連結，走過生命

的幽谷 !

2017 年 12 月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北分會

楊千慧

剝皮寮 /潘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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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平等博愛 /朱振南

此作品為「抽象乾坤」系列之一，「比寫實更寫實」之畫作，表現創作者內在無拘無束的灑脫與肆放，作品中來自心靈的自由流動，

有音樂旋律之美的純粹畫幅，讓人感覺到作品中清淡疏遠逸的境界。（摘錄自《藝外言中》之序，畫家 /藝評家陳英德）

註 :本件作品由『巴黎藝術村 Cité Internationale Des Arts』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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