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一) 

活動名稱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心幸福音樂會』活動 

日期 105年 4月 14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4時至 16時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蒞監辦理「心幸
福音樂會」活動，本監由五工、六工 280名收容人參加。本監的「管
不住樂團」開場帶來管弦樂演奏，而齊豫老師一系列膾炙人口的組
曲，讓在場所有人都能感受她所傳遞的愛與關懷。與會嘉賓也鼓勵
收容人找到生命的曙光，會後矯正署郭副署長代表本監發感謝狀給
基金會藍副秘書長和齊豫老師，感謝他們熱心奉獻。 

 

典座致詞勉勵收容人 

 

齊豫老師帶來精彩演出 

 

郭副署長代表本監發感謝狀 

 

與會嘉賓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二) 

活動名稱 母親節收容人電話懇親會 

日期 105年 4月 19、20日 

活動內容 

本監於小禮堂辦理 105 年度母親節收容人電話懇親活
動。「每逢佳節倍思親」完全符合懇親現場的寫照，不論男、
女收容人在電話通話的那一剎那，關懷及思念的情愁，立
即浮現臉上；更有甚者，兩行清淚成為宣洩情感的出口；
本活動同時感謝中華電信公司長期支持活動與幫助收容人
拉近親人間的距離。 

 
收容人電話懇親實況 

 
收容人電話懇親實況 

 
收容人電話懇親實況 

 
收容人電話懇親實況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三) 

活動名稱 母親節收容人面對面懇親會 

日期 105年 4月 26~27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 2天與台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宜蘭縣觀

護協會於小禮堂共同辦理春節收容人面對面懇親活動。場

面非常溫馨、熱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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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外賓勉勵收容人爭取

好的表現，不枉家屬的期待。 

 
懇親活動辦理情形 

 
懇親活動辦理情形 

 
懇親活動辦理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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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8、29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 2 天由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辦理生命教育演講，
主題為「預約人生下半場」，分別由少觀所、木工班、管弦班、忠 2
工、忠 2 舍、16 工、女監共 613 位同學參加。老師以傳奇橙王-褚
時健、林大涵、許超彥、謝金燕等人的故事，勉勵在場收容同學勿
因一時挫折而氣餒，應積極改變心境，活在當下，時間花在哪，成
就就在哪。 

 

教化科長引言勉勵收容人  

 

收容人聆聽演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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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動名稱 張俊雄音樂佈道活動 

日期 105年 4月 29日 

活動內容 

本監上午 10 時由前行政院長張俊雄先生及台北城東教會聖樂
班辦理音樂佈道活動，忠 2工、忠 2舍共 200位同學參加。 

聖樂班帶來精彩演出燒肉粽、四季紅、又見炊煙、小城故事等
歌曲以外，前行政院長張俊雄先生更分享更生團契弟兄靠信仰改變
毒癮的例子，期勉收容同學夠脫胎換骨、浴火重生。 

 

音樂佈道活動情形 

 

音樂佈道活動情形 

 

前行政院長張俊雄演講情形 

 

前行政院長張俊雄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一) 

 

活動名稱 母親節收容人聯歡會 

日期 105年 5月 5日 

活動內容 

為紓解收容人在母親節前夕思念親人的鄉愁，本監於本日下午

14時與宜蘭地檢署、羅東中區扶輪社、宜蘭縣觀護協會、財團法人

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營運處、宜

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宜蘭分會、夢想

者聯盟等團體共同辦理「母親節聯歡會」關懷收容人活動。 

  

方典獄長致贈感謝狀 夢想者聯盟表演情形 

 

 

夢想者聯盟表演情形 夢想者聯盟全體演出人員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二) 

 

活動名稱 母親節孝親感恩祈福會 

日期 105年 5月 9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 09:30由慈濟基金會蒞監舉辦「母親節孝親感恩祈福

會」活動，一教區共 218位同學參加。在慈濟師兄、師姐的導引下，

從「獻燈、湯、花」、唱頌「讚佛偈」、手語演繹跪羊圖、大迴向，

所有參與同學都潛心在佛號聲中，一起感念母恩，充滿感動。 

  

感恩祈福會活動情形 感恩祈福會活動情形 

 

 

感恩祈福會活動情形 感恩祈福會活動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三) 

 
 

 
 

 
 

 

  

活動名稱 濟南教會音樂佈道活動 

日期 105年 5月 10日 

活動內容 

本監上午 10 時由前行政院長張俊雄先生及台北城東教會聖樂
班辦理音樂佈道活動，忠 2工、忠 2舍共 200位同學參加。 

聖樂班帶來精彩演出燒肉粽、四季紅、又見炊煙、小城故事等
歌曲以外，前行政院長張俊雄先生更分享更生團契弟兄靠信仰改變
毒癮的例子，期勉收容同學夠脫胎換骨、浴火重生。 

 

 

音樂佈道活動情形 音樂佈道活動情形 

 

 

前行政院長張俊雄演講情形 前行政院長張俊雄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四) 

 
 

 

 
 

 
 

 

 

 
 

 

 

 

  

活動名稱 李鳳山甩手功活動 

日期 105年 5月 18日 

活動內容 

本監下午 14 時由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梅門一氣流行養生學會蒞
監舉辦「身心圓滿養生之道」健康講座活動， 由 11工受刑人共 110
位同學代表參加。 

本活動係結合養生知識及平甩功運動，以增進收容人身心健
康，促進身心靈合一，並加強自信心期勉勇敢面對社會挑戰。 

  

講師說明甩手功之功效 講師示範甩手功之動作 

  

收容人練習甩手功活動情形 1 收容人練習甩手功活動情形 2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五) 

 

活動名稱 散播愛與勇氣的可麗餅活動 

日期 105年 5月 20日 

活動內容 

本日 14時由彩印協會趙鍵斌老師、黃仁鴻師傅蒞監辦理「散播
愛與勇氣的可麗餅」關懷受刑人活動，由三工、才藝班、及管樂班
共計 150 名收容人參加。趙鍵斌老師分享到日本 311 海嘯災區服務
情形，勉力收容人感恩惜福，並懂得奉獻；黃仁鴻師傅製作可麗餅
與現場收容人分享。教化科長與政風主任並頒發感謝狀感謝兩位老
師熱心奉獻。 

 

 

活動前管弦班表演情形 主講人說明可麗餅改變人生的故事 

  

期待可麗餅到來的情形 主講人親自說迷製作過程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六) 

 

  

活動名稱 佛光山二○一六年第四屆佛學會考 

日期 105年 5月 23日 

活動內容 

配合財團法人佛光山慈悲福利基金會舉辦「2016第四屆佛學會
考」活動，全監共 2424位參加。 

為提升受刑人認識正確認識佛法，以提升個人信仰力量，及個
人正面信念，勇敢面對錯誤，迎向心中有愛、社會有情之世界。 

  

林清志教誨志工說明會考之相關規定 滿度法師講解會考之相關規定 

  

收容人認真作答之情形 考區現場會考之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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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6、27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 2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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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一工、二工、三工、十五工、少年觀
護所收容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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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化科長引言介紹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主講情形 1 

  

短片欣賞分享情形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主講情形 2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八) 

 

 

  

活動名稱 雲合國際同濟會&新希望基金會端午佳節同樂會 

日期 105年 5月 31日 

活動內容 

本監上午 09:00 由新北市雲合國際同濟會及新希望基金會蒞監
舉辦「端午佳節同樂會」，由 10 工、忠 2 舍、管樂團、合唱團和沙
畫班等共 280位同學參加。 

安排節目計有管樂團演出望春風、10工表演舞動人生揮灑新生
命、合唱團歡唱陪我看日出、童年等曲目、忠二舍詩歌演唱今天可
以不一樣等以外，嘉賓更分享及祝福之心願，期勉收容同學夠脫胎
換骨、浴火重生。隨後安排貴賓參訪本監。 

 

 

教化科長頒發感謝狀 沙畫班之表演情形 

  

合唱團之表演情形 貴賓熱情留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一) 

 

活動名稱 收容人法律會考 

日期 105年 6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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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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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名稱 佛教慈濟功德會～法入心大懺悔 

日期 105年 6月 13至 17日 

活動內容 

本月 13日起一連 5天結合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舉辦「佛教

慈濟功德會～法入心大懺悔」活動，由女一工、女二工共 105位同

學參加。經由禮佛繞法，以虔誠祈禱迴向家人、妙音練習來訓練專

注、並透過經藏演繹以開展智慧。所有參與同學都能透過呼吸吐納

法，學習平心靜氣，得到身心靈的舒壓效果。 

 

 

法入心～大懺悔之「引導修持」情形 法入心～大懺悔之「妙音教學」情形 

 

 

法入心～大懺悔之「經藏演繹」情形 法入心～大懺悔之「水懺發願」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三) 

活動名稱 法務部公務人員協會座談會參訪 

日期 105年 6月 17日 

活動內容 

本日於小禮堂辦理「公務人員協會座談會參訪」活動，計有 88
名國家各單位公務員蒞監參訪；本監安排特色班「管不住樂團」、「新
生命合唱團」參與開場演出，並帶領來賓參觀烘焙班，期望讓外界
人士了解收容人在監技藝訓練之情形，並讓同學有機會展現平日練
習的成果，以深化生命教育的深沈涵意。 

 
 

管不住樂團表演之情形 貴賓欣賞表演之情形 

 

 

與會長官致詞之情形 座談會進行之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四) 

 

活動名稱 戒菸收容人面對面懇親會 

日期 105年 6月 21日 

活動內容 

本日於小禮堂及女監辦理戒菸收容人面對面懇親活
動。場面非常溫馨、熱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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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之
努力。 

  

懇親活動辦理情形 懇親活動辦理情形 

 

 

懇親活動辦理情形 懇親活動辦理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五) 

活動名稱 105年度矯正機關收容人生命教育繪本創作比賽監內初賽 

日期 105年 6月 24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5:30 辦理法務部矯正署「105 年度矯正機關收容人
生命教育繪本創作比賽監內出賽」的評比，由副典獄長、調查科長、
教化科長、作業科長、會計主任、統計主任、政風主任及兩名外聘
美術老師擔任評審委員，計有 10件作品參加，參賽隊伍均能發揮巧
奪天工的構思與創意，並選出前五名參與東區複賽。 

 

繪本創作作品比賽評分情形 

 

繪本創作作品比賽評分情形 

 

第一名作品：「尋 Treasure Hunt」 

 

第二名作品：「指南針」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六) 



 
 

活動名稱 105年度收容人繪圖創作比賽 

日期 105年 6月 24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600辦理「105年度收容繪圖創作比賽」評分，由副
典獄長、政風主任、教化科長及兩名外聘美術老師擔任評審，計有
29件作品參加，參賽同學均能發揮藝術巧思的構思與創意，並善用
各種顏料和繪畫技巧，描繪出栩栩如生的蘭陽特有人文和風景。 

 

繪圖創作 作品比賽評分情形 

 

繪圖創作 作品比賽評分情形 

 

第一名作品：「怡情宜景」 

 

第二名作品：「龜山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