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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助更生愛心義賣

2014 年 5 月發生捷運隨機殺人事件，每當社會上

發生矚目案件時，身為更生人及更生人家屬，內心是無

比的煎熬，需承受世俗憤怒的眼光，重新開始的生活備

受波折。

為協助曾誤入歧途的更生人復歸社會，順利投入職

場，法務部與臺灣更生保護會長期致力於輔導、陪伴更

生人穩定就業、技能訓練等就業轉銜服務，並邀集民間

企業廠商提供工作機會予更生朋友，至目前為止已有近

360 家愛心企業加入協力廠商行列，讓更生復歸之路走

得更穩健踏實。

正當社會瀰漫著不安的氣氛，臺灣知名女鞋品牌

碩豐國際公司在年端午節前夕，把愛心化為行動，捐贈

400 雙淑女鞋，“鞋”助更生朋友們，重新開始，重新

出發，走向幸福大道 ! 

壹、	愛心義賣方案

“鞋”助更生朋友們 一步一步 腳踏實地 走向幸福大路 ! 

壹、	愛心義賣方案

貳、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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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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臺灣更生

保護會臺北分會特藉此機會結合臺新慈善

文教基金會、郭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於 5

月 30 日假台新金控大樓舉辦「更生有愛 ~

端午傳情 ! MISS SOFI 鞋助更生愛心義賣

會」，透過義賣活動邀集企業一同來關懷社

區弱勢團體，並讓義服勞務及社會勞動人從

關懷服務他人（清寒更生人、家庭支持方案

更生人及家屬、受保護管束人、馨生人、單

親家庭）的過程中，了解自我價值、建立自

信心，重新找回人生方向。

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及臺灣更生

保護會新任大家長王董事長添盛，保護司游

司長明仁，台新銀行吳董事東亮一起為籌建

「更生產品展售中心」愛心總動員，還有郭

元益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大新印刷提供端

午禮盒及合歡米，關懷清寒受保護管束人、

更生人。法務部陳政務次長明堂呼籲社會企

業團體多多伸出援手相助，讓許多被社會忽

略但同時卻需要大家關心的族群們能有更

多機會被看見，透過活動匯集企業能提供更

多資源和工作機會，“鞋”助更生朋友們，

走向幸福 ! 

活動除了有鞋子特賣外，更有更生事

業產品融昱咖啡及臺北監獄手工餅乾品嚐

會，讓社會重新認識了解更生人，促進更生

人與社區、民眾的對話及再融合。更生事業

對於更生朋友們的意義並不只是工作，更重

要的是，透過更生事業的推廣行銷，能幫助

他們找回自己生命方向，並從中發現自我的

價值和定位。

而此次愛心鞋義賣所得將用於籌建「更

生產品展售中心」，「更生產品展售中心」

的籌設將提供更生產品一個可直接展示和

行銷的平臺，讓更生朋友們能藉此平臺，讓

社會大眾看見他們的努力，他們的省思，進

而重建更生人正面社會形象。       

2014.5.30 更生有愛 鞋鞋相印－籌建更生產品展售中心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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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剪影

2014.5.30 民眾踴躍採購並 1人採買 4雙 2014.5.30 陳明堂次長及王添盛董事長共襄盛舉

2014.5.30 感謝台新吳東亮董事長協助義賣 2014.5.30 義賣會場參與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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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處遇 更生希望工程

壹、	臺北監獄音樂班

台北監獄樂隊成立於 2010 年，導因

於「臺北市民管樂團」所規劃之『北監音

樂班 - 音樂治療 . 更生希望工程』一案。

本案在獲得英商「帝亞吉歐」支持後，於

當年挹注資金購置樂器，捐贈台北監獄成

立樂隊。從 2011 年起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

護會臺北分會與臺北監獄合作辦理『臺北

監獄管絃樂班』，運用臺北地檢署緩起訴

金聘請臺北市民管樂團蘇團長世文、美國

因毒而變調的人生 重新再吹起 詠嘆生命新樂章

音樂，能跨越語言及文字隔閡，

傳達心意、感動人心。

壹、	臺北監獄音樂班

貳、	夢•起動更生樂團

參、	更生音樂季

劉宗慧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小號碩士鄒基華老師、

臺北市民管樂團及臺北市民交響樂團打擊

組首席鐘季恆老師等具有專業技術之專家

親臨授課、指導及音樂班的教學與運作。

音樂可以感動人心，進一步引發演奏

者、聆聽者對於「美」的神祕感觸。音樂

班學員在學習音樂的過程中，藉由音樂的

陶冶與潛移默化，可逐漸感受世界的美好，

進而激發其向上追尋美的動力，產生對未

來的希望感。此一內在的轉變，可避免收

容人重蹈覆轍，回復舊有的犯罪循環模式

當中，透過音樂的傳達，達到音樂治療的

目的。

臺北監獄音樂班在「臺北市民管樂

團」的教導下，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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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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出深厚的專業音樂能力以及演出經驗。

2014 年更由單純的銅管樂隊，成功轉型為

融合薩克斯風、木吉他、電吉他、Bass、

小提琴之「爵士樂隊」，多次在矯正署所

舉辦之各類聯展 (2015 年兩岸聯展 - 台北

松山菸廠開場表演 ) 及臺灣更生保護會 70

週年等重要場合演出，屢獲社會各界好評。

音樂班更因應近年來，來自中國大

陸、歐、美、亞洲等不同民族、不同國籍

貴賓到訪，擬定適當之曲目進行演奏演出。

也因應各大專院校及工商企業、社福團體

各界的參訪，挑選台語經典歌曲以及國語

流行歌曲進行合奏練習。

音樂班藉由公開演出帶來「美」的感

受與溫暖的氛圍，在社會層面預期效益，

可有效消弭社會大眾對於曾經犯錯之受刑

人所產生的隔閡。進而在受刑人出監後，

能給予其正確的價值評斷或協助其更生。

讓受刑人不再自卑，並且有洗心革面重新

做人的機會。

貳、	夢•起動更生樂團

在獄中失落的一段歲月，有一群人，

在音樂中找到寄託，獲得抒發，甚至尋回

自我。因為相信『音樂』可以療癒人心，

由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結合臺北市

市民管樂團，於臺北監獄成立管樂隊，服

刑學員經過數年的練習，從陌生到熟練，

不但沈浸在悠揚的樂聲中，更在表演中找

到失去已久的自信。

為讓高牆樂聲延續到社區，用音樂撫

慰更生同學復歸社會的徬徨，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臺北分會於 2016 年邀請臺北監獄、宜蘭

監獄等管樂團學員，及愛好音樂之更生人

成立夢 ‧ 起動更生樂團，團員們有自行編

曲、演出之經驗，自信能組成爵士樂團。

樂團籌組除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及分

會合作辦理外，還結合財團法人張榮發慈

善基金會，感謝基金會大力贊助捐贈長號、

2017.5.30 臺北監獄音樂班團練2017.5 臺北監獄音樂班練習情形

更
生
保
護



256

薩克斯風、音箱等表演樂器供樂團使用；

新麗聲樂器行提供場地團練，團員每星期

都排除萬難，放下工作，聚集團練。

出獄更生人再犯原因，許多是因為生

活習慣未能改變，交往不良同儕，衝動性

格、立即享樂的人格特質。更生樂團的成

立，提供更生人一個學習音樂的機會，藉

由音樂的學習重新認識這個社會，期能透

過音樂讓更生人養成正當休閒活動，減低

衝動性格，甚至組成更生人互助團體，並

在音樂表演中得到自我肯定。

樂團也會不定期舉辦音樂會，或安排

到法務部、各地檢署、監獄、社福機構 (如

養老院、育幼院 ) 等做公益活動演出，將

音樂的溫度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讓許

多的更生人知道，過去就讓它過去，重新

學習，復歸社會，藉以激勵更生同學，只

要願意，每個人都做的到，期望更多更生

人加入這個大家庭。

參、	更生音樂季

近年來由於國內政治、經濟的急速變

遷，道德觀念漸趨淡薄，社會不良風氣日

益蔓延，衍生種種治安問題，令人擔憂的

是犯罪年齡層有逐年下降且急遽增加之趨

勢，再加上由於社會轉型，青少年容易迷

失在同儕結黨、吸毒、校園販毒、飆車、

鬥毆等誘惑之中，而觸犯法網，造成社會

治安上一大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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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7 年 6 月 3

日下午，在香堤大道北段 ( 新光三越 A8 －

A10 館 )，共同舉辦「2017 更生音樂季首

發曲，夢啟動 - 反毒創藝音樂會」，期望

透過悠揚的樂曲，修復社會大眾與更生人

的裂痕，讓更生人能順利回歸社會，開始

新人生，夢想也因此正式啟動。

2017.3.6 一起為更生樂團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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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因適逢「六三禁煙節」，別富意

義，現今社會毒品氾濫猖獗，吸食毒品的

年齡層不斷下降，一旦接觸毒品就很難在

吸毒與戒毒的輪迴中脫身，不少的年輕學

子因毒品誘惑而誤了一生。希望透過更生

音樂季的首部曲活動，加強對青少年預防

犯罪宣導、以提昇青少年法律常識，並提

倡健康新主張 – 秀音樂，讓青少年、社會

大眾從事正當休閒轉向活動，一起玩音樂，

拒絕毒品。讓青少年不再流連佇足於不正

當場所及深夜不歸，並徹底遠離毒品及危

險物品，增加防範犯罪之意識，教導青少

年正確之人生觀與價值觀，共同防範犯罪，

維護社會治安。

更生音樂季首發曲除有臺北監獄管樂

團及夢 ˙ 起動更生樂團現場演出外，更邀

請長榮交響樂團銅管五重奏、普羅藝術家

樂團、吳宗霖銅鑼福爾摩莎之音以及楊文

彰胡蘆絲等樂團現場演奏。先藉由在監受

刑人與出監更生人先後的音樂演出，讓人

們透過音樂，感受到每一則更生故事背後

的滄桑，及其回歸社會的渴望，重新啟動

人生的夢想，並以此喚醒社會大眾的關懷

與鼓勵，以愛接納更生人；後藉專業樂團

由爵士、古典等不同風格的悠揚樂音，回

饋給更生人社會的溫暖與接納，以此感動

並堅定更新重生的意志，助其脫離毒癮的

束縛，從此獲得新的人生。

「夢啟動反毒創藝音樂會」是更生

音樂季的首部曲，臺北地檢署與臺灣更生

保護會台北分會期望它能給予社會每一個

人，尤其是每年出獄的 3 萬 5,000 名更生

人溫暖的太陽，同時照亮更生人邁向正常、

幸福人生的道路，讓社會和解，世界更美

好。

2017.1.10 張榮發基金會捐贈音箱2017.1.10 張榮發基金會捐贈長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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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6.3 張榮發基金會捐贈樂器

2017.6.3 更生音樂季首發曲 -夢啟動儀式

2017.6.3 王董事長添盛、邱官長
與更生輔導員合影



元鮮于樞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 /國立
故宮博物院 opendata 專區 (http://
theme.npm.edu.tw/opendata/)

新聞剪報及活動剪影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更 生 保 護 會 媒 體 資 料 

資料來源資料：聯合新聞網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3日      

17:14聯合報系攝影中心 記者屠惠剛╱即時報導 

「2017更生音樂季首發曲，夢啟動–反毒創藝音樂會」在信義區香堤

大道舉行，張榮發基金會執行長鍾德美（右四）到場，捐贈一批樂器給

更生保護會台北分會，由主任委員林炳耀（右二）代表接受，現場並有

台北監獄管樂團、更生樂團及長榮交響樂團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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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歸零 彩繪人生

壹、	徵文活動

法務部曾部長看到現今紙醉金迷的社

會現象往往讓人迷失自我，更遑論受刑人或

更生人，當受刑人出獄以後，常因失去人生

方向，或者不受家庭社會接納，致受挫折不

知從何處重新出發開創新生。當蔡永富先生

著作《歸零，才可以逆轉》新書發表的時

候，深感蔡先生更生的歷程很能惕勵其他受

刑人或更生人，並引為借鏡，更能讓社會大

眾認識更生人善的一面，為使受刑人或更生

人能改悔向上、導正偏差之價值觀，體認自

己存在的價值，勇敢面對新的世界，以及期

盼社會大眾能給更生人一個自新的機會，特

別委請臺灣更生保護會及臺北分會規劃辦

理「從心歸零，彩繪人生」徵文活動。

徵文活動以蔡永富先生著作《歸零，

才可以逆轉》乙書作為讀書心得讀本，徵

義大利愛國詩人烏戈·福斯科洛名言：

「當你面對的關鍵時刻，不知如何抉擇時，那麼就將自己的心境

歸零。」

劃出受刑人下一道彩虹

壹、	徵文活動

貳、	頒獎暨開訓典禮全紀錄

參、	新聞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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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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對象分為：社會大眾、收容人、更生

人含家屬三組。徵文以散文形式，字數限

500~1,000 字。

徵文活動獲得絕大迴響，共收稿件 706

件，經評審評選，選出最溫馨感動之作品

43 件，所有得獎人，不論是受刑人組第一

名澎湖監獄潘○○，還是出監後，努力創業

之更生人陳○○，社會人士王○○等，所撰

寫的心得都撼動人心，透過文字敘述呼應蔡

永富先生，希望大家永遠不要放棄自己，不

要放棄屬於自己人生的寫作目的。

徵文比賽頒獎活動暨油漆工程建教班

開訓典禮，假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崇善堂

舉辦，來自全國各地監所相關人員暨各界來

賓等 350 人出席，活動由臺灣更生保護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更保臺北分會與

元大文教基金會共同策劃辦理。引進企業、

廠商提供油漆技能培訓，建構就業一線牽，

保障受刑人出獄後，直接進入企業上班，擁

有固定薪資。給予更生人、更生家庭關懷與

穩定生活，讓更生朋友有了新出發的機會，

更生家庭擺脫困境的契機，畫出人生下一道

彩紅。

更生朋友的心靈相當敏感脆弱，他們

最渴望家人的接納支持，而穩定就業是更生

朋友能否順利回歸社會的另一大支柱。更生

朋友所面臨的問題形形色色，絕對不是少數

人或少數機構可以協助解決，必須得到社會

大眾的支持，積極參與，以及結合社會各項

資源才能夠順利推展，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

分會首創監獄油漆建教合作班，就是希望讓

更生朋友能有一個心境歸零的機會，藉由蔡

永富先生的故事，勉勵大家能夠勇敢開創新

的美好人生；建教合作班的成立只是第一

2013.3.14「從心歸零彩繪人生」徵文比賽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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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期待未來社會各界能伸出熱情的雙手，提供

更多建教資源，讓更生朋友能回饋家人、對社會

有貢獻。

貳、	頒獎暨開訓典禮全紀錄

為鼓勵全省監所收容人在重回社會職場及家

庭時，能省悟奮發，勇敢創造屬於自己嶄新的生

命，特將分會小額貸款創業成功更生人蔡永富之

努力不懈歷程，及在台北監獄開辦「油漆工程建

教班」開訓典禮，剪輯拍攝成短片，以激勵更多

收容人揮別過去，克服挫敗，打開自己人生的另

一扇窗。勵志短片係由臺灣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與元大文教基金會共同

承辦。

勵志短片分送全國 49 所監所及更生保護會中

途之家、學校、社會各界社福團體。

2013.3.14 油漆工程建教班開訓典禮

影音分享



元鮮于樞論張旭懷素高閑草書 /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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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再現 舞動更生

臺灣更生保護會有感於更生朋友長期

受到社會各界人士與團體的關懷，特別藉

著慶祝 60 歲生日的同時，在 < 更生保護 60

週年關懷年 > 的系列活動下，舉辦一個饒有

意義的”show 出自己 ~ 活出精采”~ 全國

歌唱巡迴運動會活動，讓收容人也能夠感受

唱歌的樂趣，並且提供一個可以發揮才藝的

空間，鼓勵所有更生人來唱出熱情，秀出自

己，透過監所收容人的歌唱才藝比賽，建立

其信心，肯定自我。

歌唱比賽分成人、少年二組，均再各

分男、女組，經全國 49 個監所初賽選拔，

再至北、中、南、東四區在臺北、臺中、臺

南、花蓮等四所監獄複賽。

此次活動，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

特結合公益團體宗南聯合佛教社會福利慈

善事業基金會共襄盛舉，希望從此活動中，

讓監所收容人學習正向生活的價值，培養建

立自我肯定的做法、健全收容人積極的心

法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收容人歌唱運動會

理 , 進而有效促進更生人適性就業與生活，

瞭解團體合作，社會認同的重要性，以享受

與珍惜辛苦歷程得來的成就感。並呼籲大家

一起伸出愛的雙手，以接納和關懷，拉更生

朋友一把，共同為創造祥和的社會努力。

這是全國矯正機關首次大規模移師北

上參與競賽，也是後來最受歡迎的歌唱選秀

節目的先驅。總決賽在臺北監獄崇善堂舉

行，並商請八大電視台協助舞台設計、燈光

音響，有如『星光大道』一般。法務部施部

長茂林、矯正署黃署長徵男、保護司張司長

清雲、臺北監獄鄭典獄長安雄同台高歌一

曲，揭開比賽序幕，歌聲優美被譽為司法界

F4。

並蒐錄總決賽優勝者歌聲，製作成Ｃ

Ｄ，分送各監所、育幼院、養護所，藉由歌

聲傳達監所收容人關懷社會、感謝社會的接

納，以付出關懷來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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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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62005.8.16



266

更生故事書

更生故事書 - 輔導案例 

臺灣更生保護會輔導過很多成功的更

生人，也出過輔導案例數輯，但從未與知名

出版社合作出版書籍，更未在書局上架販

售。

2005 年更生 60 週年，臺灣更生保護

會與臺北分會首次結合出版事業 - 麥田出版

社合作出版〜《新生的種籽》成功更生人故

事書，這是推廣更生人經由監所教化及更生

保護系統輔導成功蛻變故事之創舉。

『新生的種籽』一書是記載 16 位更生

人重返社會的經歷過程，與真實且感人的故

事彙編而成，希望能讓曾在人生十字路口因

人生就是一個漫長的旅程，不可能時時美麗，

但是千萬記住，跌倒了，請勇敢爬起來，

然後用坦然的心面對新的世界。

要感謝困境的折磨，更要學會謙卑和感恩，

人生的美景依然在等著你。

劉宗慧

1. 本文作者為財團法人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主任。

抉擇錯誤而誤入歧途的人獲得啟發；並在人

生的低潮時刻，從中學習珍愛生命、關懷他

人的真諦，進而走出生命的幽谷。

書籍邀請當時法務部施部長茂林、臺

灣更生保護會謝董事長文定、更生大使蕭薔

小姐、林志穎先生寫序鼓勵更生朋友，重新

發現自己，許自己一個亮麗的未來。也希望

藉由這樣感人歷程能發揮拋磚引玉的果，使

社會大眾都能瞭解更生保護的意義，並樂於

伸出援手接納，讓有心向善的更生人，都能

順利回歸社會，彷如新生種籽走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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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個彎，愛在不遠處

這是臺灣更生保護會與出版社合作的

第二本書，並結合臺中市政府、更生保護會

臺中分會共同出版。

《轉個彎，愛在不遠處》更生故事書

當初我在規劃時，鎖定閱讀對象為學生、捷

運上班族群，是想讓青年學子、社會大眾更

認識「臺灣更生保護會 ｣，及瞭解更生保護

意涵、服務內容，推展「接納更生人 ‧ 提

供工作機會 ｣ 概念至各個階層。

故事書採筆記書型式，內頁有豐富的

彩色卡通插圖，方便攜帶又可記事，更重要

是在搭捷運時，可當書籍閱讀，裡面一共有

14 則故事，放在每個月份前頁，跳脫以前

制式輔導案例的框架，年月也無限定，萬年

人生猶如沒有地圖的旅程，就像是一場漫長探索過程。

走過挫折、悲傷、擁抱愛與快樂之後，才能體會出美麗的人生 !

可用，書封色彩選用亮黃色，象徵更生人如

朝陽般重新開始。14 個真實故事，14 個突

破心牢的成長紀錄，14 個與讀者產生共鳴

的精彩起伏人生。書序感謝法務部王部長清

峰、臺灣更生保護會顏董事長大和、臺中市

胡市長志強期勉更生朋友找回自己的人生

地圖。

『地圖』可能因一時挫折、迷失而散

落，但希藉由這本筆記書，讓曾在人生十字

路口因抉擇錯誤，而誤入歧途的人獲得啟

發，並在人生的低潮時刻，從中學習珍愛生

命，關懷他人，走出生命幽谷，拼回自己的

人生地圖。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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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零，才可以逆轉

『成功的人都必須經過努力 , 但努力

的人不一定會成功』，這是臺北分會小額創

業貸款案〜輔導創業成功 - 信○油漆工程公

司蔡董事長○富座右銘。

假釋出獄後，回到社會的半年中，每

次去應徵工作，都得不到雇主的回應，當下

告訴自己，要歸零，重新開始學習。1999

年蔡○富先生向臺北分會申請小額創業貸

款貳拾萬元，購買中古發財車，展開南北

奔波的油漆生涯，憑藉著分會的輔導協助，

及努力不懈的精神，從一個小小油漆工，成

為年營業額達八億，台塑集團的績優廠商，

人生終於逆轉。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為鼓勵更生

人重新開始，尋回人生的目標，特合元大文

教基金會、健行文化出版社編輯製作更生人

故事書《歸零，才可以逆轉─重刑犯變身

油漆大亨》，並於 2012 年 6 月 27 日下午 2

時假法務部一樓大廳舉行新書發表記者會。

如果你和我一樣總是願意堅持到最後一秒，

相信夢想的花朵一定會為你綻放。

蔡董事長對於徬徨無助的更生人很有

感觸，他說在他最痛苦絕望時，因周遭人的

關懷，和更生保護會的幫助，才得以自行創

業成功，並勇敢創造屬於自己的生命，逆轉

他人生的下半場，所以非常願意公開分享他

的人生故事，希望藉此鼓舞其他正遭遇困頓

的更生人。

法務部曾部長勇夫表示大部分的更生

人都是很努力想重新回到社會，只不過更生

人在出獄之後，常會遇到生活上與社會互動

適應不良的問題，因為他們坐過牢，容易被

社會唾棄和貼標籤，也可能會被家人拋棄，

所以如果出獄後又無法適應，是很可能再次

犯罪入獄。

為加強培養受刑人擁有一技之長，好

為出獄之後的就業鋪路，不論是在開辦技能

訓練、結合廠商、提供就業資訊與轉介求

職、持續追蹤關懷……，更生保護會都投注

了相當多的人力與物力，希望能幚助更生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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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尋得工作，穩定生活。 

法務部曾部長勇夫及更生保護會顏董

事長大和深受書中故事感動，極力推薦這本

勵志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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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是元大文教基金會贊助出版，

法務部曾部長勇夫及更生保護會顏董事長

大和深受書中故事感動，極力推薦，書籍賣

出所得將捐做更生人「油漆工程」技藝訓練

班訓練費用，期盼能協助更多更生人逆轉他

的人生，重啟另一扇命運之窗。

故事書獲得各界迴響，故事主角與小

媽咪接受華視「點燈 ｣、「新聞挖挖挖 ｣、

「非凡電視台 ｣、「中國廣播公司 ~ 幸福好

時光 ｣、「理財周刊 ｣、「人間衛視 ｣、「壹

電視 ｣、「警察廣播電台 ｣、「佳音電台 ｣

等各家媒體報導；並應學校、扶輪社、法鼓

山、監所邀約演講。

2012.7.16 華視「點燈」節目專訪 2013.8.27 殷士偉廣播節目專訪

2012.6.27 新書發表會
接受媒體訪問

2012.6.14 時報周刊媒體專訪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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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人生下半場

《預約人生下半場》更生故事書是臺

灣更生保護會成立 70 週年，所規劃辦理的

系列活動之一，由臺北分會負責執行。

大部分的更生人都是很努力想重新回

到社會，只不過更生人在出獄之後，常會遇

到生活上與社會互動適應不良的問題，因為

曾受刑事審判，容易被社會唾棄和標籤化，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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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人建立自信心，重新走入社會。特蒐集全

省各分會輔導成功案例集結成書，期待更生

人奮發向上的故事能發揮正面效應，帶給這

個社會更多溫暖，並引導仍在迷途的更生

人，走向希望。

希望藉由《預約人生下半場》，得以

重拾生命中每個碎片，引發對於「過去」的

認識和反省，然後把它們拚起來，使生命變

得完整。希望更生朋友在這些浴火重生的故

事裡，看見自己，領悟人生。

生命佈滿荊棘挫折，難以預測自己的人生。

但在通往未知的旅程中，要不斷提醒自己，

有夢想就有希望，有愛就能創造幸福，

人生的下半場永遠精采可期。

《預約人生下半場》每篇故事的開端，

都有一封更生人寫給自己的信，讓「過去 ｣

與「未來｣的我相互溝通，「與自己對話｣，

在人生的上半場，因抉擇錯誤而誤入歧途，

但他們要預約下半場，讓讀者理解更生人最

真摯的告白，最不完美的生命。

《預約人生下半場》這本書是臺北分

會自費出版，在全省書局上架販售，榮獲博

客來新書排行榜銷售冠軍 2 次。新書發表記

者會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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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規劃辦理，

假法務部一樓大廳舉行。本書由臺灣更生保

護會指導發行，九歌健行文化出版，撰寫 7

位更生朋友勵志向上，完成夢想真實人生

案例。記者會由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

長兼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王添

盛先生主持，法務部羅部長、陳政務次長、

謝常務次長及相關司處長，還有臺北地檢署

蔡檢察長、基隆地檢署陳檢察長、更生保護

會台北林主任委員、基隆分會陳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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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們親臨現場為更生朋友加油打氣，故事

中的 F4 主角也會到場與大家分享、見證他

們由谷底逆轉人生的動人歷程。

台南監獄所管理員黃○典先生，更為

更生朋友譜寫出知名的流行歌曲“戀戀沙崙

站”，記者會特別情商原唱者〜歌手朱海君

以疼惜更生人家屬的心情，深情演唱，用歌

聲來鼓勵支持更多的更生朋友與更生家庭，

一起預約幸福找到回家的路。臺灣更生保護

會王董事長添盛呼籲 : 對待你我周遭的更生

人時，多存一份「關懷心」和「同理心」，

因為我們的一念之間有可能改變他們的人

生。只要是願意重新開始的朋友，都應該盡

力幫忙，平等對待。

現今網路資訊是社會大眾接獲知識重

要來源，為推廣《預約人生下半場》輔導案

例，拍攝成功更生人故事 2 則〜『黑馬甦醒

篇』、『龍山寺強哥篇』微廣告於網路 YOU 

TUBE 播放，引起社會大眾對更生人關注，

願意接納並鼓勵更生人重新出發開創新人

生。

成立《預約人生下半場》輔導案例

facebook 粉絲團，推廣《預約人生下半場》

輔導案例書籍，鼓勵民眾搜尋、閱讀，共同

為更生人加油，希望藉由「專區討論」，讓

社會大眾正確認識更生人，導正因不了解而

產生負面刻板印象，建立更生人的自信心。

桃園機場、國父紀念館站、西門捷運站刊
登公益廣告

2015.10.13 接受飛碟
電台訪問 2015.8.27 客家電台宣傳

榮登博客來書店近期銷售最快第一名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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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言銅語 LOVE 與希望

2017 年初，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劉主

任宗慧，因先生的引薦，造訪在烏來山區

的留仙居，認識臺灣國寶級銅雕藝術家 -

吳宗霖老師， 特邀請吳老師至臺北監獄開

辦「銅雕藝術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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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更生人以銅為鏡開啟自己生命新價值，

以鑼為樂淨化受毒害及被犯罪捆綁的心

志。

經過二期的學習與團隊合作，同學發

揮創意創作了 45 件銅雕作品，更生保護會

臺北分會在極具國際指標的 101 大樓，舉

辦『銅聲若響 ‧ 千錘人生－中日更生手作

展』，讓受刑人、更生人文創品走進社區，

讓民眾看到更生人的努力與才藝，也使國

際看見我國司法保護與更生教化的成果。

在 101 大樓舉辦的中日更生手作展，

特別設計有別以往展品介紹目錄集，將『銅

雕藝術班』學員創作作品的意念、心路歷

不再重覆一樣的錯

給自己一次改變的機會

用「重生」來為生命點燃火花

程及心境的改變，重新撰寫，並彙整成冊

出刊，命名為「銅言銅語 .LOVE 與希望」。

每一篇故事都承載著收容同學在創作

過程中，對自己人生所犯錯誤的懺悔及自

己對未來與家人所許下的承諾，希望在母

親節的前夕獻給摯愛的母親及妻子，並渴

望自己的創作能被家人、社會所認同。

「銅言銅語 .LOVE 與希望」這本書仍

是請九歌健行出版社協助編輯出版，預計

在 2018 年 6 月初在全國書局上架，祈許這

隱藏在鐵錘捶打聲中的作品，及揮汗創作

充滿無限『期待』的故事，能得到你我的

支持與肯定，讓同學在復歸社會的路上滿

是『希望』。 

臺灣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於 2018 年 5

月 7 日假 101 商業大樓一樓大廳辦理『銅

言銅語 .LOVE 與希望』新書發表會，邀請

法務部邱部長太三、最高檢察署顏檢察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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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王添盛檢察

長（臺灣更生保護會董事長）、法務部矯

正署黃署長俊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

署邢泰釗檢察長（更生保護會臺北分會榮

譽主任委員）、林主任委員炳耀、日本保

護司會上村前會長宏渕、元大文教基金會

楊執行長荊蓀、松山慈惠堂郭堂主葉子、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周董事長德

宇、台灣小豬慈善會蕭理事長品妍、吳宗

霖大師共同剪綵。當天參與的長官及貴賓

都獲贈一本限量版由臺北監獄『銅雕藝術

班』學員親手打造『LOVE 與希望』英文銅

飾的『銅言銅語』書籍，與更生保護會臺

北分會精心設計的明信片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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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天秤

我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

107
銅言銅語
與希望

天籟

美人群奏，樂曲悠揚，如我心弦。

107
銅言銅語
與希望

雲煙

如果可以，讓我跟隨著你，自由自在飛向天際。

107
銅言銅語

與希望

107
銅言銅語

與希望

落葉

落葉不見得孤零，

凋零之後就見新生。

107
銅言銅語
與希望

延續

一捶一印記，

一步一腳印，

也要堅定延續生生不息的使命。

107
銅言銅語

與希望

從心出發

不管夢想多麼遙遠，

都要努力把失去的重新找回來。

107
銅言銅語
與希望

相依

伸出你的手，牽起別人的手，

讓彼此緊緊相依，一起迎接天明。

107
銅言銅語

與希望

參面

展開每個面向，

從不同的角度去俯瞰世界，

才能看到完整，發現殘缺。

2018.5.7 銅言銅語 LOVE 與希望系列明信片 限量銅飾及書套

2018.5.7 新書發表會

介紹銅言銅語
LOVE 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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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出版社特約作家〜高美燕小姐

能參與「更生保護會」製作之《歸零，才可以逆轉》和《預約人生下半場》這兩

本書的採訪撰稿工作，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採訪過程讓我體會到很多事物需

要多面向的去觀察才能更深刻的體會，例如這些更生人曾經犯的錯，很多人認為無法原

諒，但是聽完他們的人生悲歌後卻會讓人覺得無比的心酸。對於他們充滿波折的人生際

遇感到不捨，也比較能站在他們的立場，去思考我們這個社會應該給他們什麼樣的幫助

與鼓勵。

這些更生人有的是年少誤入黑幫、吸毒或販毒踏上不歸路；有的是為錢而誤入歧

途，走進監獄。他們付出青春歲月得到應有的懲罰，然而出獄後又是人生另一個更為嚴

峻的考驗，很多更生人出獄後都想要洗心革面重新開始，但卻往往因為前科而四處碰

壁，他們想要完全脫離過去，展開新生活，卻找不到機會，生活不穩定加上社會大眾的

歧視，讓他們要融入社會雪上加霜。

 然而還是有很多的更生人，為了自己與家人努力向上，克服種種困境，他們過人

的勇氣與決心，絕對值得我們喝采。如上述兩本書中訪問的每一個案例都是克服重重難

關，才走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但是前提是他們的家人沒有放棄他們，社會沒有放棄

他們，願意給他們機會，有了穩定安心的後盾，才造就出他們今日的成績。

最後我想說的是，要使更生人在出獄後有好的動機與能力重回社會，就必須靠更生

人家人的關心與社會大眾的真心關懷與願意接納。大家一起來建立對更生人更友善的環

境，是我們這個大環境應該要去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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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人生剛好走到十字路口；如果，你最近對生活感到茫然迷惘，那麼，

這幾本書裡的故事，或許會幫你的生命找到一個『出口』，把你從一成不變的生活裡，

給喚醒、翻轉過來。」這是長達十多年來跟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合作出版數本更

生人的故事的最大感觸。

透過真實故事的分享，儘管有很多關於不完美的故事，但是卻能讓人從中看見

自己，接納自己的不完美。不完美是一份禮物，就像蚌殼裡的沙，卻也讓生命長出一

顆顆美麗的珍珠。

難能可貴的是，更保會透過長期的輔導與協助，讓更生人得以重拾生命中的碎

片，然後把它們拚貼起來，使生命變得完整。

一人故事，眾人故事。我們能夠在這些故事裡，看見自己，療癒自己，領悟人生。

                                                     

――――――――――――――――九歌出版社曾敏英副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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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發表會

2012.6.27 歸零，才可以逆轉新書發表會

2005.11 新生的種籽發表會點燃生命之光 2008.11.12 轉個彎 愛在不遠處贈書活動

2015.8.26 預約人生下半場新書發表會

2018.5.7 銅言銅語 LOVE 與希望新書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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