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 12 月                   戒護科輔導組 編製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 12 月份教化活動一覽表 

日期/星期 活動名稱 時間 預定地點 參加單位 

12/ 3(二) 
就業宣導活動 

士林更生保護會 
09：30~11：30 地下室 誠舍、二工 

12/ 4(三) 
高牆心希望專題演講 

臺北市婦女會 
09：30~11：30 地下室 

誠舍、善舍 

、才藝班 

12/ 5(四) 
修復式司法專題演講 

士林更生保護會 
09：30~11：30 地下室 誠舍、一工 

12/ 9(一) 
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板橋法律扶助基金會 
14：00~16：00 地下室 善舍、誠舍 

12/12(四) 
平安的季節關懷活動 

中華民國收容人關懷協會 
09：30~11：30 地下室 善舍、二工 

12/12(四) 
品德教育專題演講 

士林法律扶助基金會 
14：00~16：00 地下室 誠舍、一工 

12/16(一) 
聖誕節報佳音活動 

天主教監獄服務社 
14：00~16：00 地下室 善舍、一工 

12/17(二) 
出監個別輔導 

士林更生保護會 
09：30~11：30 地下室 各場舍 

12/19(四) 
家庭支持方案親職教育 

暨家庭暴力專題演講 
14：00~16：00 地下室 

誠舍、善舍 

、才藝班 

12/20(五) 
聖誕節佈道大會 

基督教靈糧堂 
09：30~11：30 地下室 誠舍、二工 

12/23(一) 
聖誕節佈道大會 

基督教婦女聖工協會 
14：00~16：00 地下室 誠舍、一工 

12/25(三) 舞林高手舞蹈大賽 14：00~16：00 
複合式 

運動場 
各場舍 

12/26(四) 
毒品與菸害衛教宣導 

士林更生保護會 
14：00~16：00 地下室 善舍、誠舍 

12/30(一) 
台北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毒品受刑人出監追蹤輔導 
14：00~16：00 3F 輔導組 各場舍 



壹、 就業宣導活動 

一、 活動名稱：就業宣導、職業訓練宣導活動。 

二、 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黃于玲老師及洪玉茹老師等 2人。 

四、 活動內容：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處為了加強收 

           容人對就業市場取向之認知，以提高就業 

           意願並協助收容人了解自我興趣及專長， 

           針對就業觀念、職業導向等設計輔導課程 

           內容提出業務說明及介紹，使收容人有正 

           確之觀念與正確資訊，出監後得以迅速回 

           歸社會。 

五、活動照片： 

 

 

 

  

圖一、黃老師開場致詞。          圖二、洪老師講解課程。 

 

 

 

 

圖三、洪老師上課情形。      圖四、老師回答同學問題。 



貳、 高牆心希望專題演講 

一、 活動名稱: 跌倒了不要白白爬起來。 

二、 活動地點: 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 何進財博士等 3人。 

四、 活動內容：臺北市婦女會邀請何進財博士來教導收容 

              人正向面對人生，助人找到內在的心理能 

              量，提升個人的基本能力，摔倒了不要白 

              白爬起來，要記取教訓，積極轉念正向思 

              考，珍惜擁有的，經驗是最好的老師，成 

              功的踏腳石，學習創造被需要的價值，化 

              阻力為助力，幸福就在心裡。 

五、 活動照片： 

圖一、所長頒發感謝狀。        圖二、所長為活動致詞。 

 

 

 

 

圖三、何老師上課情形。       圖四、林珠老師勉勵同學。 



參、修復式司法專題演講宣導活動 

一、活動名稱: 愛與和解修復式司法宣導活動。 

二、活動地點: 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指導老師: 錢炳村講師等 1人。 

四、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由士林地方法院更生保護會邀請陳 

              講師，說明加害人與被害人對話，提升本所 

              收容人對於修復式司法相關議題及相關計畫   

              實施流程與現況，目的在於讓加害人認知其 

              罪行造成的傷害，真誠地認錯悔改、承擔責 

              任，減少將來再犯的可能。 

   五、活動照片: 

 

 

 

 

 

 

圖一、錢講師開場致詞。 圖二、錢講師說明相關議題。 

 

 

 

 

 

 

圖三、錢講師講解課程內容。   圖四、錢講師回答同學問題。 



肆、法治教育宣導 

   一、活動名稱：法治教育宣傳活動。 

   二、活動地點：地下室大禮堂。 

   三、指導老師：劉晏專員與梁燕妮律師等 2人。  

   四、活動內容：首先，由板橋更生保護會及板橋法律扶 

                 助基金會，介紹更生保護及法律扶助基 

                 金會功能及如何申請法律扶助，其次， 

                 由專業律師專題演講生活法律講座，介 

                 紹各種專業的法律知識，最後，藉由專 

                 業律師一對一法律諮詢，讓同學更了解 

                 法律知識的重要性。 

    五、活動照片: 

 

 

 

 

 

 

圖一、劉專員介紹法扶基金會。 圖二、劉專員講解如何申請法扶。 

 

 

 

 

 

 

圖三、梁律師上課情形。 圖四、梁律師一對一法律諮詢。 



伍、 平安的季節關懷活動 

一、 活動名稱：平安的季節關懷活動。 

二、 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高文宗理事長等 28 人。 

四、 活動內容：壓傷的蘆葦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不吹滅；漆 

          黑中明亮的晨星引導人走平安的道路。中華 

          民國矯正機關收容人關懷協會高理事長邀請 

          社工團體表演內容精彩豐富，加上美妙的聖 

          歌、真實的生命故事和激勵人心的見證，感 

          動同學迷途知返，重新出發。 

   五、活動照片： 

 

 

 

 

 

圖一、高理事長開場致詞。  圖二、老師與同學互動情形。 

 

 

 

 

 

圖三、活動來賓合影留念。     圖四、邱老師做生命見證。 
 
 



陸、 教育專題演講 

一、活動名稱: 品德教育專題演講，士林法律扶助基金會。 

   二、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指導老師：紀雅蘭專員與周信宏律師等 2人。 

   四、活動內容：由士林更生保護會及士林法律扶助基金 

                 會，介紹更生保護及法律扶助基金會功 

                 能及如何申請法律扶助，由律師專題演 

                 講人生歷程及求學過程，其辛苦過程令 

                 人動容，是良好品德教育之榜樣。 

   五、活動照片: 

 

 

 

 

 

 

圖一、紀專員說明課程內容。  圖二、周律師介紹講題。 

 

 

 

 

 

 

圖三、周律師一對一法律諮詢。  圖四、周律師回答同學問題。 

 

 

 



柒、聖誕節報佳音活動 

  一、活動名稱：聖誕報佳音活動。 

  二、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指導老師：侯發德神父等 17 人。 

  四、活動內容：天主教監獄服務社侯發德神父和曾淑芬老師邀 

                請台北教區老師。以幽默的話劇及精彩的舞蹈 

                表演及教友的生命見證故事，帶給同學不一樣 

                的表演。侯發德神父用心良苦的生命教育演 

                講，讓同學增長見聞及知識，受益良多。 

五、活動照片： 

 

 

 

 

 

圖一、曾老師開場致詞。     圖二、侯神父與同學互動情形。 

 

 

 

 

 

 

圖三、詩歌班表演情形。        圖四、侯神父帶領同學禱告。 

 



捌、 出監個別輔導 

一、 活動名稱：出監個別輔導，士林更生保護會。 

二、 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王凱婷講師等6人。 

四、 活動內容: 為了強化收容人更生宣導工作，確實落 

          實矯治與保護銜接，更保士林分會針對 

          即將於出所的收容人進行一對一個別輔 

          導。為此提升將出所收容人在法治觀念 

          及就業資訊，讓收容人出所後能有更好 

          的生活品質與找正當工作之資訊。 

五、 活動照片: 

 

 

 

 

 

 

圖一、老師出監輔導情形。  圖二、老師出監輔導情形。 

 

 

 

 

 

 

圖三、同學用心聆聽輔導情形。  圖四、老師回答問題情形。 

 



玖、家庭支持方案，親職專題演講 

  一、 活動名稱：家庭支持方案親子專題演講，  

  二、 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謝淑珍講師等 5人。。  

  四、 活動內容：本次活動由士林更生保護會邀請謝淑珍老 

                 師做家庭支持方案專題演講有關情緒管理 

                 與婚姻關係。謝老師演講內容非常生活化 

                 且幽默風趣，從年輕時夫妻相處到年長時 

                 的有默契互動，深得收容人心，在場同學 

                 都很用心聽講，讓同學受益良多。 

   五、活動照片: 

 

 

 

 

 

 

圖一、老師帶同學唱歌曲。    圖二、謝講師上課情形。 

 

 

 

 

 

 

圖三、李講師上課情形。    圖四、謝講師上課情形。 

  



拾、聖誕節佈道大會傳佳音 

一、 活動名稱：台北靈糧堂聖誕佈道大會。 

二、 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李韶芬老師、張進益秘書等 15 名。 

四、 活動內容：聖誕節特別節慶，漆黑中明亮的晨星引導人走 

平安的道路。台北靈糧堂特別舉辦聖誕節佈道 

大會，邀請收容同學們共慶耶穌誕生。另外， 

特別邀請桃園私立少年之家的張進益秘書和幾 

位學員參與，一同分享生命見證和神的愛。 

五、活動照片： 

 

 

 

 

 

  圖一、李老師活動開場致詞。      圖二、同學回答老師問題。 

 

 

 

 

 

   

圖三、張秘書做生命教育見證。   圖四、老師與同學熱情互動。 

 



拾壹、聖誕節佈道大會傳佳音 

 一、活動名稱：基督教婦女聖工協會佈道大會。 

 二、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指導老師：李王麗雲老師等 20 人。 

 四、活動內容：基督教婦女聖工協會關秀瑩老師邀請永和禮拜 

               堂詩歌班及莊雅惠醫師。以優美的歌聲及生命 

               見證故事，告訴同學神愛世人人，並且慶祝耶 

               穌誕生。莊醫師用幽默風趣的醫學知識加上小 

               故事大道理，及平安夜天使報佳音讓牧羊人有 

               希望故事，讓在場同學受益良多。 

 五、活動照片： 

 

 

 

 

 

圖一、主持人開場致詞。     圖二、郭理事長上課情形。 

 

 

 

 

 

圖三、所長頒發感謝狀。        圖四、莊醫師介紹醫學知識。 
 
 



拾貳、舞林高手舞蹈大賽 

  一、活動名稱: 舞林高手舞蹈大賽。 

  二、活動地點：複合式運動場。 

  三、指導老師：朱瑞莘老師等 4人。 

  四、活動內容：藉由舞蹈比賽文康活動，陶冶收容人身心、性 

                情、紓解情緒，達心靈教化目的。本活動目的 

在於鼓勵收容人接受挑戰、面對問題以及發揮 

自我潛能，並於學習過程中提高收容人挫折容 

忍力，並從活動中感受自我進步，彼此分享經 

驗，相互鼓勵扶持，促使收容人人格正向發展。 

五、 活動照片: 

 

 

 

 

 

   圖一、所長扮聖誕老公公     圖二、收容人專心觀賞表演。 

    開場致詞。 

 

 

 

 

 

  圖三、收容人表演過程。        圖四、收容人為表演者加油。 



拾參、毒品與菸害衛教宣導 

  一、活動名稱: 毒品菸害衛教宣導專題演講。 

  二、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指導老師：徐麗賢講師等 1人。 

  四、活動內容：本活動由士林更生保護會邀請徐麗賢講師專 

                題演講「毒品、菸害及成癮治療」，徐講師演 

                講過程藉由醫學專業介紹毒品及抽菸對人體 

                之危害，以及成癮治療之保健預防，課程內 

                容非常精采、實用，讓上課同學受益良多。 

  五、活動照片: 

 

 

 

 

 

 

圖一、徐講師說明課程內容。   圖二、徐講師介紹講題。 

 

 

 

 

 

 

圖三、徐講師說明毒品影響。   圖四、徐講師為同學勉勵。 

  



拾肆、受刑人出監輔導 

  一、活動名稱：毒品犯受刑人出監追蹤輔導。 

  二、活動地點：三樓輔導組。 

  三、指導老師：林家茵老師等 2人 。 

  四、活動內容：新北市衛生局毒品危害中心派個案管理師入 

                監訪談，本活動針對本所即將出監之毒品受 

                刑人進行出監前訪談輔導，在一對一的訪談 

                過程中請同學做問卷調查，再次宣導毒品相 

                關資訊與相關法規，以降低毒品再犯率並達 

                到活動教化之意義。                 

  五、活動照片： 

 

 

 

 

 

 

   圖一、老師做出監訪談。 圖二、老師用心為同學回答問題。 

 

 

 

 

 

 

  圖三、老師為毒品受刑人做出 

        監訪談。 

圖四、老師為毒品犯將出監者做  

      追蹤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