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一) 

 

活動名稱 台北市大湖扶輪社關懷送愛暨捐贈典禮 

日期 105年 10月 4日 

活動內容 

    本監上午 09:30 由台北市大湖扶輪社辦理「關懷送愛暨捐贈典
禮」，由忠二舍、合唱團、管弦樂班及沙畫創作班共 130位同學參加。
表演前本監安排參訪女監烘培班的自營作業，期望來賓了解收容人
在監技藝訓練之情形，培養其習得一技之長及謀生技能。 

  

來賓參觀女監烘培班情形 謝典獄長頒發感謝狀 

  

全體嘉賓大合照 忠二舍詩歌班同學合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二) 

活動名稱 台北市千禧扶輪社「屋頂隔熱網工程款」捐贈儀式 

日期 105年 10月 7日 

活動內容 

    本監上午 09:30 由台北市千禧扶輪社辦理「屋頂隔熱網工程款
捐贈儀式」，女一工、女二工共 180位同學參加。本監安排多項藝文
演出有管不住樂團、沙畫班、合唱團以及歌唱比賽中成績優異同學
參與演出，場面熱鬧、活潑。 

  

謝典獄長致詞 謝典獄長頒發感謝狀 

  

管不住樂團深情演出 嘉賓與收容人同樂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三) 

活動名稱 
社團法人嘉義縣奇異恩典關懷協會 
「奇異恩典巡迴音樂會」 

日期 105年 10月 11日 

活動內容 

本日 14時由奇異恩典蒞監辦理「巡迴音樂會」活動，本監由六
工、十五工 228 名收容人參加。本監藝文演出有管不住樂團參與，
活動有話劇演出，由奇異恩典關懷協會來賓出演話劇，內容主旨為
「回家」，講述主角阿明年輕時浪蕩天涯，之後經由神父帶領下回
家，活動最後由邱智豪牧師帶領收容人禱告，場面溫馨。 

  

邱牧師開場致詞 同學合唱想厝的人 

  

奇異恩典話劇演出 嘉賓大合照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四) 

 

活動名稱 性侵暨家暴防治研討會 

日期 105年 10月 17日 

活動內容 
      本月 17日本監辦理性侵暨家暴防治研討會，有多位 
老師參加，研討會中老師分享經驗及許多教化上之問題，
與會老師也提出多項問題與各位來賓分享討論。 

  

謝典獄長開場致詞 與會來賓致詞 

  

研討會人員提問 矯正署翁專員回答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五) 

 

 

活動名稱 利伯他茲毒品戒治家庭支持日 

日期 105年 10月 20日 

活動內容 

本日於小禮堂辦理毒品收容人面對面懇親活動。場面
非常溫馨，除了加強收容人與親人之親子關係與團聚力
外，與家人歡聚重享天倫之樂，對失去自由的收容人是更
加珍惜的，以勉勵及肯定收容人持續戒毒之努力。 

  

介紹財團法人利伯他茲基金會 同學們分享對家人的懺悔 

  

興國老師及慧萍老師分享過來人經驗 教導家屬如何去更關愛孩子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六)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活動 

日期 105年 10月 21日 

活動內容 

本日由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辦理生命教育演講，主題為「說
話的藝術」，分別由九工、十工、十一工、十二工收容人參加。 
老師藉由說話的方式，來改變說話的態度，進而修改自我面對人生
各項課題時的態度，勉勵在場收容人勿因一時情緒、語言衝撞而產
生憤怒、做出不當行為，應積極改變心境，以正面幽默的話語，積
極面對人際關係。 

  

謝典獄長引言勉勵收容人 美靜老師演講情形 

  

收容人聽演講情形 收容人聽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七) 

 

 

活動名稱 王天競老師生命教育演講活動 

日期 105年 10月 27日 

活動內容 

本日由王天競老師辦理生命教育演講，主題為「活出
愛」，由九工收容人參加。收容人同學專心聽講，期望出監
後能夠為人生「活出希望，活出愛」。 

 

  

收容人聽演講情形 王天競老師演講情形 

  

收容人聽演講情形 收容人聽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八) 

  

活動名稱 105年收容人回收瓦楞紙創意作品比賽 

日期 105年 10月 28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500辦理「105年收容人回收瓦楞紙創意作品比賽」
評分，由秘書、政風主任、女監主任、教化科長、會計主任、人事
室主、作業科長及一名外聘美術老師擔任評審，計有 5件作品參加。
參賽隊伍均能發揮巧奪天工的構思與創意，使回收瓦楞紙變黃金。 

  

評審委員評分情形 比賽第一名作品：人體百科 

  

第二名作品（並列）:義薄雲天 第二名作品（並列）:跳躍逆轉人生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一) 

 

活動名稱 台北市千禧扶輪社收容人教化藝文特色班款項捐贈儀式 

日期 105年 12月 01日 

活動內容 

本監下午 14:30由台北市千禧扶輪社辦理「教化藝文
特色班款捐贈儀式」，十工、十五工共 248位同學參加。本
監安排多項藝文演出有管不住樂團、沙畫班、歌唱比賽中
成績優異同學參與演出，以及十工和十五工同學表演街和 
民俗文化之陣頭，場面熱鬧、活潑。 

  

副典獄長致詞 教化藝文特色班捐贈儀式 

 

 

同學精彩表演 民俗文化陣頭演出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二) 

活動名稱 樓元玲老師慷慨捐贈宜蘭少年觀護所體育用品 

日期 105年 12月 7日 

活動內容 

本月初來自羅東的樓元玲老師慷慨捐贈宜蘭少年觀護所多
項體育用品一批，總價值逾新台幣伍仟元，所有拿到新球
類器材的收容少年們均雀躍不已，感恩有樓老師的真心愛
護，真好～ 

 
 

樓元玲老師上課情形 教化科周科長頒發感謝狀 

  

教化科周科長致贈禮品  

 

樓元玲老師與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

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三) 

 

 

活動名稱 三戒力家庭支持日懇親座談會 

日期 105 年 12 月 5~7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 3天與更生保護會、紅心字會、慈濟功德會及縣政府
社會處…等，以宣導、專題演講及親子互動方式，辦理家屬與收容
人並肩參加戒癮課程，亦讓家屬肯定及認同監獄在教育之功能，並
與家人歡聚重享天倫之樂，對失去自由的收容人是更加珍惜的。當
場看到家屬與收容人親情溫馨的擁抱，透露出家屬的不捨及收容人
的懺悔，場面令人同情與感動！ 

  

教化科周科長軒立致詞 協力單位與家屬互動情形 

  

懇親活動辦理情形 同學雙腳跪恩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四) 

 

 

活動名稱 林氏宗親會參訪  

日期 105 年 12 月 13 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安排林氏宗親會蒞監參訪，參訪來賓共 43
人，參觀本監之烘培坊以及菇菇園，本監並安排藝文演出，
有管不住樂團、合唱團，以及沙畫班表演，來賓欣賞演出，
都有如置身國家歌劇院，皆給予極高評價。                                                                                                             

  

典獄長致詞 參訪來賓 

 

 

管不住樂團表演 沙畫班演出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五) 

 

 

活動名稱 收容人法律會考 

日期 105 年 12 月 13 日 

活動內容 

本日 15 時辦理全監收容人法律會考，計有收容人 2420 人
參加本次法律常識考試。除讓收容同學進一步熟悉一般法
律常識外，並將性侵害犯罪防制法及性騷擾防制法納入會
考題目，以加強其法治觀念。 

  

收容人法律會考情形 收容人法律會考情形 

  

收容人法律會考情形 收容人法律會考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六) 

 

 

活動名稱 更生團契宜蘭區分會聖誕報佳音活動 

日期 12 月 16 日 

活動內容 

於本日下午更生團契宜蘭區分會邀請宜蘭縣內
各教會聯合到本監女一工、女二工舉辦聖誕報佳音活
動，以詩歌、舞蹈、短講的方式呈現這普世的禮物與
受刑人分享。 

 
 

志工於女一工報佳音 志工於女一工報佳音 

  

志工於女二工報佳音 志工於女二工報佳音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七) 

 

 

活動名稱 新希望基金會新加坡突破之家(福音詩歌音樂生命見證會) 

日期 105年 12月 20日 

活動內容 

本監上午 09:00由希望基金會新加坡突破之家(福音詩歌音樂生命見證會)，來

賓 11 人.收容人 231 人參加。本監安排藝文演出由管不住樂團表演,並由突破

之家梁牧師主持福音詩歌音樂生命見證會,期望透過音樂生命見證讓受刑人感

受到神的愛,並使受刑人因他人的新生命也省思自我生命價值。                                                                                                           

 

 

周科長與突破之家全體人員合影 梁牧師主持福音詩歌音樂生命見證會 

 

 

由突破之家社工表演福音音樂 由突破之家社工分享見證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八) 

 

 

活動名稱 恆春鎮鎮長及公所人員參訪 

日期 105 年 12 月 20 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安排恆春鎮鎮長及公所人員蒞監參訪，參訪來賓
共 28人，本監並安排藝文演出，有管不住樂團、合唱團，
以及沙畫班表演，來賓欣賞演出，皆給予極高評價。 

  

典獄長致詞 參訪來賓 

  

管不住樂團表演 合唱團表演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九)  

 

活動名稱 12月份收容人才藝競賽 

日期 105年 12月 20日 

活動內容 

為發展(一工廠一特色)或(一教區一特色),以激勵收容人

發揮天賦與才情,及加強其榮譽心,並發掘足以上台表演的

優秀場舍,共計有一工.五工.六工.十工.十五工.女二工.

女三工.忠二舍等八個工廠參加比賽,收容人 60人參加 。                                                                                                         

 

 

秘書致詞 第一名 女三工 指南針 

  

第二名 五工 翻轉人生朝夢想前進 第三名 十工 拒絕毒品擁抱熱舞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十) 

 

活動名稱 辦理宜蘭大學教職員生.少年法庭庭長及來賓參訪 

日期 105年 12月 28日 

活動內容 

為增進國立宜蘭大學學生對刑罰場所之認知，於本日下午

由宜蘭大學帶隊老師現任宜蘭地院刑事庭陳庭長世博先

生，帶領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學系學生共 83人參訪本監。                                                                                                        

 

 

陳庭長與女監主任合影 同學們參觀才藝班 

  

同學們參觀收容人舍房 同學們參觀女監烘培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