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一) 

活動名稱 春節收容人電話懇親會 

日期 105年 1月 14日 

活動內容 

    本監於小禮堂辦理 105 年度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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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懇親現場撥放戒毒、交通安全宣導短片 

 
林副典獄長關心電話懇親情況 

 
男監收容人電話懇親實況 

 
女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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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名稱 九太社會福利基金會「寒冬問暖送愛心」活動 

日期 105年 1月 15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由財團法人新北市私立九太社會福利基金會
及九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率領藝人團體在春節前夕，為關
懷、鼓勵收容人蒞監辦理公益活動；活動中除了有藝人們
帶來精彩的歌舞演出以外，九太科技負責人沈董事長更以
過來人的身分，為收容同學勉勵，期勉大家都能夠脫胎換
骨、浴火重生。 

 
吳秘書頒發感謝狀給沈董事長 

 
藝人任賢齊與收容人同樂 

 
原住民與台下收容人互動 

 
藝人民雄與收容人同歡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三) 

活動名稱 春節收容人面對面懇親會 

日期 105年 1月 18~20日 

活動內容 

    本監為體恤家屬遠到而來的辛勞特將懇親辦於下午時
段，連續 3 天與台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宜蘭縣觀護協
會等八個社會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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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關係增加凝聚力外，也讓失去自由的收容人與家人歡
聚重享天倫之樂。 

 
周科長勉勵收容人爭取好的表現，重新

出發，不枉家屬的期待。 

 
懇親會場家屬與同學歡聚 

 
懇親會場家屬與收容人互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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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聯歡會活動 

日期 105年 1月 26日 

活動內容 

    本監為紓解收容人在春節前夕思念親人的鄉愁，於本

日下午與宜蘭地檢署、羅東國際同濟會、宜蘭縣觀護協會、

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宜蘭分

會、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財團法人第一社會福利基

金會等團體共同辦理關懷收容人活動。 

 
方典獄長頒發感謝狀表達致意 

 
5工表演「祥獅獻瑞迎新春」 

 
方典獄長於春節前夕勉勵收容人 

 
方典獄長與來賓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五) 

活動名稱 春節場舍佈置比賽 

日期 105年 1月 27日 

活動內容 

    新年即將到來，本監為了讓收容人感受到熱鬧的過年
氣氛，特別舉辦春節佈置比賽，讓收容人除了能夠展現團
隊合作的精神以外，並能夠撫慰其思念家人及故鄉的情
愁；於今日上午 10 時由林副典獄長率領科室主管擔任評
審，由於今年的生肖是猴年，作品中多以「猴」為發想的
主題，同時兼顧環保、美觀、簡約，比賽更顯得意義非凡，
收容人展現的才藝，使現場的評審們嘖嘖稱奇，也使得鐵
窗內的充滿著的歡樂年節的氛圍。 

 
充滿年味溫馨的場舍佈置 

 
第一名 

應景的猴年佈置及細膩山水畫獲得第一 

 

 
第三名 

女三工以多種回收環保素材完成佈置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六) 

活動名稱 林美靜講座生命教育演講(主題：預約人生下半場) 

日期 105年 1月 27、28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 2 天邀請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辦理生命
教育演講。老師以傳奇橙王-褚時健、李開復、張小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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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己和解，跟別人和
諧。最後與同學分享保健身體的健康操。 

 
林美靜講座演講情形 

 
林美靜講座演講情形 

 
收容人專心聆聽演講 

 
少觀所少年上台發表感想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一) 

活動名稱 國家文官學院參訪 

日期 105年 3月 1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文官學院參訪」活動，計有 96名國家文官學院受訓
學員蒞監參訪；本監安排參觀技能訓練場所(烘焙、花燈班等)，期
望讓來賓了解收容人在監技藝訓練情形，培養其習得一技之長及謀
生技能。 

 

女監烘培教室提供糕點給來賓品嚐 

 

來賓參觀收容人居住處所 

 

主管向來賓介紹才藝技訓班作品 

 

來賓參觀花燈技訓場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二) 

活動名稱 自學進修國中小學學力鑑定考試 

日期 105年 3月 13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收容人自學進修國中、小學學力鑑定考試，計有 7 名
收容人參加考試。本次考試由竹安國小校長黃英軒及宜蘭縣政府教
育處傅偉老師擔任監考人員，試前向每一位同學解說相關應考遵行
事項，而同學們亦皆能遵守考場規則專心應試。 

 

監考老師發放考卷 

 

收容人考試情形 

 

收容人考試情形 

 

收容人考試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三) 

活動名稱 收容人法律會考 

日期 105年 3月 14日 

活動內容 
本日 14 時辦理全監收容人法律會考，計有收容人 2697 人參加

本次法律常識考試。讓收容同學進一步熟悉法律常識，並加強法治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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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名稱 「散播愛與勇氣的可麗餅」關懷受刑人活動 

日期 105年 3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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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監由女一工、女二工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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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活動情形 

 

趙鍵斌老師分享到災區服務情形 

 

黃師傅現場製作可麗餅與收容人分享 

 

教化科長頒發感謝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五) 

活動名稱 星雲大師弘法甲子慶系列活動~精進念佛修持 

日期 105年 3月 21至 25日 

活動內容 

本月 21日起一連 5天蘭陽別院蒞監舉辦「星雲大師弘法甲子慶

系列活動~精進念佛修持」活動，女一工、女二工共 106位同學參加。

一天的修持就從「爐香讚」、《阿彌陀經》、「讚佛偈」、念佛、繞佛、

止靜到祈願、迴向，所有參與念佛同學都潛心在佛號聲中，淚流滿

面，充滿感動。 

 

精進念佛活動情形  

 

精進念佛活動情形 

 

精進念佛活動情形 

 

精進念佛活動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六) 

活動名稱 西羅亞盲人合唱團「詩歌及見證音樂佈道」 

日期 105年 3月 22日 

活動內容 

本日 14 時由西羅亞盲人合唱團蒞監辦理「詩歌及見證音樂佈
道」活動，本監由七工、八工 260名收容人參加。現場表演「是愛」、
「夜來香」、「媽媽請妳也保重」、「隱形的翅膀」、「神是我們的避難
所」、「天使心」、「這一生最美的祝福」等曲目，以及許梅芳長笛獨
奏和同工劉唯文見證分享。 

 

教化科長引言勉勵收容人  

 

更生團契張董事致詞 

 

西羅亞合唱團表演情形 

 

教化科長與與會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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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3、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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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人生下半場」，分別由少觀所、電腦班、
9 工、10 工、11 工、12 工共 613 位同學參加。老師以傳奇橙王-褚
時健、李開復、張小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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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己和解，跟
別人和諧。 

 

教化科長引言勉勵收容人  

 

少觀所、電腦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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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活動名稱 105年收容人環保創意作品比賽 

日期 105年 3月 25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400辦理「105年收容人環保創意作品比賽」評分，
由會計主任、政風主任、教化科長、衛生科柯藥師及兩名外聘美術
老師擔任評審，計有 15件作品參加。參賽隊伍均能發揮巧奪天工的
構思與創意，使垃圾變黃金。 

 

環保創意作品比賽評分情形 

 

環保創意作品比賽評分情形 

 

第一名作品「翱翔」 

 

第二名作品「解脫束縛」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九) 

活動名稱 國家文官學院參訪 

日期 105年 3月 29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文官學院參訪」活動，計有 101 名國家文官學院受
訓學員蒞監參訪；本監安排參觀技能訓練場所(烘焙、花燈班等)，
期望讓來賓了解收容人在監技藝訓練情形，培養其習得一技之長及
謀生技能。 

 

女監烘培教室提供糕點給來賓品嚐 

 

來賓參觀收容人居住處所 

 

主管向來賓介紹才藝技訓班作品 

 

來賓於宜蘭監獄門口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十) 

活動名稱 收容人桌球比賽 

日期 105年 3月 30日 

活動內容 

本日全天辦理「收容人桌球比賽」，計有 41名收容人參加(女子
單打 5隊、女子雙打 5隊、男子單打 10隊、男子雙打 8隊)，由林
世隆教誨師和陳鳳珠科員擔任評審，藉以提倡收容人正當休閒活
動、陶冶身心及鍛鍊體魄。 

 

女子單打情形 

 

女子雙打情形 

 

男子單打情形 

 

男子雙打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