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教化科 

 

第四季工作實錄 

(10月-12月份) 



 宜蘭監獄教化科 104年 10月份 

日 期 工    作    摘    要 

10月 01日 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戒毒班家庭支持日活動(實錄一)。 

10月 02日 104年性侵犯處遇維持課程(實錄二)。 

10月 06日 104年監內研究案討論會(實錄三)。 

10月 21日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實錄四)。 

10月 22、23日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母愛(實錄五)。 

10月 27日 國家文官學院參訪(實錄六)。 

10月 29日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改變、母愛(實錄七)。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1) 

活動名稱 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戒毒班家庭支持日活動 

日期 104年 10月 01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本監治療專區與財團法人利伯他茲教育基金會為藉由

家人親子間的支持，加強毒品犯收容人戒除毒癮決心，共同辦理毒

品施用者家庭支持日活動。藉由此活動讓家屬明白在監家人於課程

中之學習，及出監後家屬能夠提供之協助與共同成長之相關學習。 

家屬報到 過來人經驗分享 

同學給家屬的一封信 心理師向家屬說明活動細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2) 

活動名稱 104年性侵犯處遇維持課程 

日期 104年 10月 02日 

活動內容 

為讓已完成性侵害身心處遇之收容人有出監準備的心態與因應
能力，專區於 104年度開始，每年定期舉辦性侵害出監前維持課程。 

本次邀請從事臨終關懷的李汶軒諮商心理師，從準備與因應的
角度，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進而在出監前夕，調整心態與找到自
己未來的路。 

小禮堂活動情形 小禮堂活動情形 

小禮堂活動情形 小禮堂活動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3) 

活動名稱 104年監內研究案討論會 

日期 104年 10月 06日 

活動內容 
本監聘請臺灣大學黃健臨床心理博士擔任研究案指導老師，本

日進行今年度第 2 次研究案討論會。黃健博士逐一針對研究案提案
人的研究內容，提供專業指導與建議。 

研究案討論會活動情形 研究案討論會活動情形 

研究案討論會活動情形 研究案討論會活動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4)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 

日期 104年 10月 21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活動，計有 40名由蘭陽技

術學院學生組成的參訪來賓。本監安排參訪收容人技訓培訓單位，

瞭解各項技能訓練情形；並觀賞機關簡介與教化藝文推展影片。 

來賓參觀烘焙技訓班並品嚐手工餅乾 參觀花燈、鏍鈿漆器技訓成品 

說明參觀路線及規定 向參訪來賓業務簡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5)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母愛 

日期 104年 10月 22、23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 2天辦理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生命教育演講；由

於講座活潑生動的演說，配合老師精心安排的影片放映引導，讓在

場的收容同學更能夠體會母愛的偉大。 

老師授課情況 同學專心聆聽 

同學反映互動熱烈 老師與少觀所少年授課中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6) 

活動名稱 國家文官學院參訪 

日期 104年 10月 27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文官學院參訪」活動，計有 50名國家文官學院受訓

學員蒞監參訪。本監安排參訪收容人技訓培訓單位，瞭解各項技能

訓練情形；並觀賞機關簡介與教化藝文推展影片。 

參訪前注意要點說明 舍房參觀 

女三工才藝工坊參觀 聽取業務簡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7)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改變、母愛 

日期 104年 10月 29、30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 2天辦理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生命教育演講，主

題有關改變、母愛，老師準備多媒體教材讓課程更加引人入勝，加

上現場活潑生動的演說，讓在場的收容同學無不目不轉睛、認真聆

聽。 

收容少年認真聆聽授課 透過實例與同學們分享 

教化科長蒞臨指導給予鼓勵 同學專心聆聽 



 宜蘭監獄教化科 104年 11月份 

日 期 工    作    摘    要 

11月 05日  收容人歌唱比賽。(實錄一)。 

11月 06日 
前立委王天競講座生命教育演講(主題：走自己的路)。 

(實錄二)。 

11月 18日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實錄三)。 

11月 19日 志工組訓 (實錄四)。 

11月 21日 
第八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頒獎典禮-收容人沙畫表

演(實錄五) 。 

11月 26、27日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母愛(實錄六)。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1) 

活動名稱 收容人歌唱比賽活動 

日期 104年 11月 05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舉辦收容人歌唱比賽，除邀請女監同學擔任現場
觀眾以外，並特別邀請到合唱團指導老師林慧慈、陳詩茵
蒞臨指導；本次賽事讓參賽者自行準備演出橋段來獲得評
審青睞，由於氛圍的營造加上動人的歌聲，讓評審及觀眾
掌聲不斷，叫好連連。 

女監參賽者演出情形  邀請專業音樂老師擔任評審 

男監參賽者演出情形 教化科長頒獎給歌唱比賽第一名同學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2) 

活動名稱 前立委王天競講座生命教育演講 

日期 104年 11月 06日 

活動內容 

王先生透過講述自身經歷，勉勵收容人勇敢面對自身的過去，

更以自身經驗告訴收容人，宇宙之大，人跟人之間沒什麼好比較，

又以話語期勉收容人能透過在監之時間，好好規劃人生的道路，勿

自暴自棄，惕勵自新，走上生命當走之路，活出生命的意義。 

王天競先生舉例說明生命意義 王天競先生演講語詞鏗鏘有力 

活潑的肢體語言現身說法 以自身的見證與分享生命典範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3)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 

日期 104年 11月 18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活動，計有 31名由榮譽觀

護人協進會組成的參訪來賓。本監安排參訪收容人技訓培訓單位，

瞭解各項技能訓練情形；並觀賞機關簡介與沙畫班節目表演。 

說明參觀路線及規定 參觀收容人舍房設施及設備情形 

參觀花燈、鏍鈿漆器技訓成品來賓 參觀沙畫表演及業務簡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4) 

活動名稱 104年度志工組訓研習會 

日期 104年 11月 19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 104年度本監教誨志工研習會，會中安排由
台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理事社工師黃宣融講授專題講
座「在罪裡行走，在愛裡穿梭」課程，讓參訓志工能夠充
實知能，以期在輔導成效上更進一步。 

典獄長於教誨志工研習會致詞 黃宣融老師於教誨志工研習演講情形 

政風主任於教誨志工研習會政風宣導 教化科長於教誨志工研習會致詞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5) 

活動名稱 第八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活動頒獎典禮-收容人沙畫表演 

日期 104年 11月 21日 

活動內容 

本監沙畫班同學，受邀擔任第八屆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之頒獎

典禮表演，節目是由本監受刑人自學的作品，係屬教化的一環，由

「一粒沙，看世界」，沙雖細小，但是只要用心觀察，就能發現其

中的奧妙。強調受刑人運用萬能的雙手、勤儉刻苦，以不花費一毛

錢，就能成就出精彩演出，獲得與會長官及來賓，一致好評，掌聲

連連。 

沙畫表演收容人向與會來賓致敬 頒獎現場來賓出席踴躍 

 現場來賓專心看收容人沙畫表演 收容人沙畫表演情形  



 

 

 宜蘭監獄教化科 104年 12月份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6)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改變、母愛 

日期 104年 11月 26、27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一天半辦理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生命教育演講，

主題「改變」、「母愛」，老師準備多媒體教材讓課程更加引人入

勝，加上現場活潑生動的演說，讓在場的收容同學無不目不轉睛、

認真聆聽。 

男收容人授課時與老師互動情形 透過有趣的問答與同學們互動熱絡 

女監收容人於演講時專心聆聽 教化科長蒞臨會場給予收容人勉勵 



日 期 工    作    摘    要 

12月 3、4日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活動 (實錄一)。 

12月 8日 全監收容人法律會考(實錄二)。 

12月 14日 台北商業大學參訪活動(實錄三) 

12月 16日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活動(實錄四) 

12月 18日  頭城扶輪社參訪活動(實錄五)。 

12月 19日 基督教更生團契報佳音聯歡會活動(實錄六)。 

12月 21、22日 戒菸懇親活動 (實錄七) 。 

12月 28日 收容人才藝競賽活動 (實錄八)。 

12月 29日 宜蘭大學參訪活動(實錄九)。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1)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3、4日 

活動內容 

本監連續一天半辦理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生命教育演講，題
目:「母愛」及「預約人生下半場」，老師準備多媒體教材讓課

程更加引人入勝，加上現場活潑生動的演說，讓在場的收容同學無

不目不轉睛、認真聆聽。 

講座演講時與少年收容人互動情形  少年收容人聆聽演講情形  

男監收容人於禮堂聽演講情形 講座演講時與收容人互動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2) 

活動名稱 收容人法律會考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8日 

活動內容 
為加強收容人對法律的認知與培養法學觀念，本日下午辦理第 4

季全監收容人法律會考，本次計有 2872人參與。會考題目以刑法、刑
事訴訟、性侵害防治法及民法為主要範疇。 

會考情形一 會考情形二 

會考情形三 會考情形四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3) 

活動名稱 台北商業大學參訪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14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台北商業大學」參訪活動，計有 33名。本監安排參

訪收容人技訓培訓單位，瞭解各項技能訓練情形；並觀賞機關簡介

與教化藝文推展影片。 

參觀女監烘培教室及紙黏土作品 參觀收容人舍房設施及設備情形 

主管向參觀者介紹才藝技訓班作品 向參訪來賓業務簡報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4)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16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活動，計有 39名，由國中

小學老師組成的參訪來賓。本監安排參訪收容人技訓培訓單位，瞭

解各項技能訓練情形；並觀賞機關簡介與沙畫班節目表演。 

參觀才藝班布花燈成品製作情形 說明參觀路線及規定  

參觀收容人舍房設施及設備情形  向參訪來賓業務簡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5) 

活動名稱 訪頭城扶輪社參訪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17日 

活動內容 

本日由「頭城扶輪社」一行 14人蒞監參訪；為讓來賓更進一步

瞭解到現代化矯正教育，特別安排參觀收容人技職能訓練處所及觀

賞機關業務簡介影片。 

參觀中控門設備設施 參觀收容人舍房設施及設備 

參觀孫悟空花燈技訓成品  參觀戒護區偵訊室設施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6) 

活動名稱 基督教更生團契報佳音聯歡會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18日 

活動內容 

本日由基督教更生團契宜蘭區會及縣內宜蘭教會、羅東教會、

梵梵教會、羅蘭教會等蒞臨辦理聖誕節報佳音聯歡會。活動由基督

教更生團契王英世牧師帶領大家祝禱揭開序幕；各教會為展現、宣

揚基督護愛世人的教義，分別帶來舞蹈表演及詩歌演唱，讓現場充

斥幸福、關愛的氣氛。 

羅東教會表演扇子舞 梵梵教會表演原住民舞蹈 

羅蘭教會表演詩歌-那雙看不見的手 由王榮信牧師帶領同學禱告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7) 

活動名稱 戒菸懇親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21、22日 

活動內容 

本監於 12月 21、22兩日下午辦理收容人戒菸懇親會活動，期

望藉由家人、親友的支持與鼓勵，讓收容人加強持續戒除菸癮的決

心；本監特別在家屬報到處安排「愛心組」配置輪椅，由專人引導

協助老弱與行動不便家屬至活動會場，讓參加家屬感受機關的關懷

與服務。 

戒菸懇親會家屬登記情形 戒菸懇親會前實施政風法令宣導 

男監戒菸懇親現場情形 女監戒菸懇親現場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8) 

活動名稱 收容人才藝競賽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28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辦理收容人才藝比賽，比賽競爭之激烈，可由參賽隊伍
的服裝、道具設計與劇情編排的用心看出端倪，為了團體的榮譽，不
論男女參賽隊伍，皆使出渾身解數，亦讓評審團們看得讚歎不已；現
場觀眾的情緒亦隨著參賽者的演出 HIGH到最高點。                                                                                                                        

演出傳統民俗技藝官將首有模有樣  短劇演出-浴火重生之歸零逆轉勝  

舞獅參賽者演出時使出渾身解數 活潑逗趣小蘋果舞蹈表演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9) 

活動名稱 宜蘭大學參訪活動 

日期 104年 12月 29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宜蘭大學」參訪活動，師生計有 27名。本監安排

參訪收容人技訓培訓單位，瞭解各項技能訓練情形；並觀賞機關簡

介與教化藝文推展影片。 

女監烘培教室提供餅乾給來賓品嚐  主管向來賓說明花燈製作過程情形 

參觀收容人舍房設施及設備情形 向參訪來賓業務簡報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