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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 月                        戒護科輔導組 編製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女子看守所 10月份教化活動一覽表 

日  期 活 動 名 稱 時  間 預定地點 參加單位 

102.10.1 
就業宣導活動 

士林更生保護會 
9:00~11:00 一工 一工 

102.10.1 
王天競生命教育活動 

專題演講 
9:00~11:00 二工 二工 

102.10.4 
高牆心希望專題演講 

臺北市婦女會 
9:00~11:00 地下室 

誠舍 

善舍 

102.10.14 

家庭支持方案親職教育 

專題演講 

士林更生保護會 

14:00~16:00 地下室 
誠舍 

善舍 

102.10.15 
出監個別輔導 

士林更生保護會 
9:00~11:00 地下室 各場舍 

102.10.17 
品德教育專題演講 

士林法律扶助基金會 
14:00~16:00 地下室 

一工 

善舍 

102.10.21 
修復式司法專題演講 

士林更生保護會 
14:00~16:00 地下室 

二工 

誠舍 

102.10.22 
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板橋法律扶助基金會 
14:00~16:00 地下室 

誠舍 

善舍 

102.10.24 
毒品與菸害衛教宣導 

士林更生保護會 
14:00~16:00 地下室 

誠舍 

善舍 

102.10.28 

毒品犯受刑人 

出監追蹤輔導 

新北市毒防中心 

14:00~16:00 
三樓 

輔導組 
各場舍 



 2  

壹、就業宣導 

一、 活動名稱：就業宣導、職業訓練宣導活動。 

二、 活動地點：一工場。 

三、 指導老師：黃于玲講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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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收容人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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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為活動開場致詞。   圖二、職訓局講師專題演講。 

 

 

 

 

 

                              

圖三、就業宣導老師上課情形。   圖四、職訓局講師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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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生命教育活動 

一、 活動名稱：王天競生命教育活動專題演講。 

二、 活動地點: 二工場。 

三、 指導老師: 王天競講師等 1人。 

四、 活動內容：老師利用心中的「大愛」，讓同學徹底了解生

命意義，激發同學深刻體會愛的真諦，並利用

自己心路歷程，舉出人生真實案例，引導同學

突破人生黑暗面。演講主角大平光代由紋身、

加入黑社會，一躍而為日本司法界知名律師。

藉由她的故事告知同學如何活出生命意義，存

在價值，同學用心聆聽，收穫良多。 

五、 活動照片： 

 

 

 

 

 

                       

圖一、王天競講師開場致詞。     圖二、講師說明自己人生歷程。 

 

  

 

 

                                        

   

 圖三、王講師說明愛的真諦。      圖四、講師舉例如何突破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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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高牆心希望專題演講 

一、 活動名稱: 從面相看健康 

二、 活動地點: 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 林源泉中醫師等 1人。 

四、 活動內容: 本次專題演講由富邦文教基金會與本所主辦， 

                 讓同學學會中醫的特色—「看臉便知健康」，  

                 臉是健康的儀表板，身體跟心情好壞都寫在 

                 臉上，而心情也會影響我們的抵抗力，喜怒 

                 哀樂、健康疾病、智愚巧拙、富貴貧賤都寫 

                 在臉上，人生無常，所以改變須由心而起， 

                 才有健康的面容，同學認真聽講，收益良多。 

五、 活動照片: 

 
     

 

 

 

       

 

 圖一、所長為專題演講致詞。      圖二、林講師生動的講解課程。                                             

 

 圖三、所長致贈感謝狀。         圖四、老師精彩的講解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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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庭支持方案親職教育專題演講 

一、 活動名稱：家庭暴力防治專題。 

二、 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徐麗賢老師等 1人。 

四、 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由徐麗賢老師做家庭支持方案專題 

             演講有關家庭暴力與防治。老師在演講中說 

             明了愛與喜歡的差別，愛是佔有、排他，喜 

             歡比較片面，範圍也較廣，在愛情面前，最 

             基本是體恤於尊重，兩個人再一起是一種依 

             附及陪伴，同學認真聽講，受益良多。 

五、 活動照片: 

 

 

 

 

                 

 

  圖一、徐老師精彩的開場。       圖二、同學認真聽徐老師演講。 

 

 

 

 

 

 

圖三、徐老師用影片為同學講解。  圖四、徐老師用數位教學情形。 

 



 6  

伍、 出監個別輔導活動 

一、 活動名稱：出監各別輔導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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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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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品德教育專題演講 

一、 活動名稱 :脫胎換骨，浴火重生品德教育專題演講。 

二、 活動地點 :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 :黃繼彥律師等 2人。 

四、 活動內容 :黃繼彥律師帶來勵志影片—堅持活下去的日 

           本奇女子，大平光代自幼求學即被同學霸  

            凌，導致其逃學的命運，16歲即當上黑道 

            夫人，離婚後進入酒店上班，但在酒店遇  

            到父親朋友，大平先生一直鼓勵她，讓其 

            於 3 年內考上代書，7 年內考上律師，告訴 

我們如果要改變，不論背景都有機會。 

五、 活動照片: 

 

   

 

 

                                 

   

圖一、紀專員說明課程內容。     圖二、律師介紹講題。 

                              

 

 

 

 

     

圖三、律師回答問題。         圖四、律師回答問題。 

 



 8  

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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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均律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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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法務部修復式司法方案，提 

 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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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律師介紹短片。       圖二、陳律師說明上課內容。 

   

 

 

 

 

 

圖三、陳律師宣導課程情形。   圖四、陳律師回答同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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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一、 活動名稱：法治教育宣導活動。 

二、 活動地點：地下室活動中心。 

三、 指導老師：廖家宏律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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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晏專員介紹法扶。       圖二、廖律師講解法治教育。 

                               

               

 

 

 

 

圖三、劉晏專員說明如何          圖四、廖律師回答同學問題   

      申請法扶。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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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毒品與菸害專題演講 

一、 活動名稱：毒品與菸害衛教宣導 

二、 活動地點：地下室大禮堂。 

三、 指導老師：段永章醫師等 1人。  

四、 活動內容：本活動由士林更生保護會邀請段永章講師專題  

            演講「毒品、菸害及成癮治療」，段醫師演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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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醫師講解本次課程。   圖二、段醫師上課情形。 

 

 

 

 

                                

   

圖三、段醫師與同學互動情形。    圖四、段醫師回答同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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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毒品犯受刑人出監追蹤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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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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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認真回答問題，受益良多。 

五、 活動照片 

 

 

 

 

 

 

 圖一、老師為毒品受刑人做     圖二、老師很用心為同學回 

    出監前訪談輔導。                答問題。 

 

 

 

 

   

 

 圖三、老師為所內毒品受刑        圖四、老師為毒品犯將出 

       人做出監前訪談輔導。            監者做追蹤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