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春節收容人電話懇親會活動 

日   期 103年 1月 8、9日 

參加人數 2779名參加 

活動內容 
「每逢佳節倍思親」本監連續 2天辦理收容人電話懇親會
活動，現場充滿孺慕之情與道賀聲語。 

 

女監收容人電話懇親 

 

懇親活動現場播放生命教育短片 

男監收容人電話懇親 懇親活動現場播放生命教育短片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台北青年管樂團音樂交流活動 

日   期 103年 1月 13日 

參加單位 男監 3 工、管樂團、合唱團學員、計 160 名 

活動內容 

103 年 1 月 13 日台北青年管樂團由團長蔡百川先生率領 6
名團員至本監辦理音樂交流會。本監特別以「管不住樂團」
及「新生命合唱團」於現場與嘉賓合奏演出和諧樂章。  

 

 

 

 

 

本監陳秘書親臨主持活動 

 

 

 

 

 

管樂團學員與嘉賓合奏歌曲 

 

 

 

 

 

 

 

 

 

 

本監「新生命合唱團」現場演出 

 

 

 

 

 

 

 

 

 

 

陳秘書頒發感謝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春節收容人面對面懇親會活動 

日   期 103年 1月 14、15、16日 

參加單位 全監符合資格收容人計 356 名參加 

活動內容 

103年 1月 14、15、16日辦理春節面對面懇親會活動，本
次特別邀請縣內著名書法家林聰文老師及佛光山蘭陽別院
佛畫家鄭綉善老師舉辦師生作品聯展；家屬於觀展的同
時，對於師生的作品嘖嘖稱奇並給予高度評價。  

 

 
 
 
 
 
 
 
 
 
 

縣內書法家林聰文先生向本監吳典獄
長解說作品創作概念 

 

 

 

 

 

吳典獄長於展出現場與家屬合影 

 

書法家及學員現場揮毫贈送家屬 衛生所人員向家屬宣導健康無菸害活動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活動 

日   期 103年 1月 22日 

參加單位 宜蘭縣內民眾 40 名 

活動內容 

103年 1月 22日辦理宜蘭縣民「司法揪團一日遊」活動，很多來賓

對於第一次進到監所參觀充滿著好奇與想像。同時也對於獄政的制

度與管理給予高度肯定。  

 

 

 
 
 
 
 
 
 

來賓於參訪女監收容人技訓班時品嚐 
手工產品 

民眾體驗收容人居住環境  

民眾「監獄餐」體驗活動 
活動現場撥放本監簡介及藝文活動影片

讓來賓更能了解到監獄教育功能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春節聯歡會活動 

日   期 103年 1月 23日 

參加單位 女監、6工收容人計 297名 

活動內容 

本監與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宜蘭地檢署、宜蘭縣榮譽觀
護人協進會、羅東國際同際會、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宜蘭
分會、宜蘭縣觀護協會、新北市蓮新獅子會及台北富邦銀
行基金會等嘉賓共同舉辦春節收容人聯歡會活動。 

吳典獄長親臨主持並祝活動演出順利 「愛無限樂團」帶來精彩演出 

收容人表演頗具意義的生命教育短劇 「浴火鳳凰舞蹈班」帶動現場氣氛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春節場舍佈置比賽 

日   期 103年 1月 28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場舍佈置比賽，由副典獄長、秘書率領各科室主
管至各場舍評比春節佈置。對於收容人展現的手工藝及設
計巧思，令人感到嘖嘖稱奇，尤其能夠將資源回收物融入
創作佈置，展現環保的概念。 

評審團現場評分情形 評審團現場評分情形 

作品以濕衛生紙形塑出駿馬造型 由教化科王科長公開頒發得獎獎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5 教區書法班 

指導老師 張猷輝老師 

日   期 103年 2月 7日 

參加人數 12人 

老師指導情形 老師指導情形 

老師指導情形 老師指導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天主教福傳活動 

日   期 103年 2月 7日 

參加單位 女監-女一工、女二工 

參加人數 162人 

活動現場情形 聖心女中校長楊如晶生命教育分享 

現場與收容人帶動唱活動 現場機智問答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3 教區-色鉛筆班(第二期) 

指導老師 周芷淇老師 

日   期 103年 2月 8日 

參加人數 17人 

學員上課練習情形 老師指導學員情形 

老師指導情形 學員練習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忠 2 舍書法班 

指導老師 林聰文師 

日   期 103年 2月 10日 

參加人數 13人 

老師指導情形 學員練習情形 

老師指導情形 學員練習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女監編織班 103年度第二期開課 

指導老師 呂容瑄老師 

日   期 103年 2月 11日 

參加人數 參加收容人 15名 

老師指導學員編織情形 學員練習情形 

學員上課編織作品 學員上課編織作品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戒毒班第一期開訓典禮 

日   期 103年 2月 13日 

參加人數 參加收容人計 20名 

活動內容 
由本監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無犯罪促進會聯合推動無犯
罪計畫-戒毒班開訓典禮。 

開訓典禮合影 副典獄長親臨主持開訓典禮 

課程內容介紹一 課程內容介紹二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國家文官學院高考錄取學員參訪活動 

日   期 103年 2月 14日 

參加人數 180人 

活動內容 

本日上、下午國家文官學院訓練班學員蒞監參訪，學員對於矯正

業務充滿好奇與新奇，頻頻提出詢問，秘書全程陪同詳細解說，

同時藉此機會教育勉勵學員培養法治正確觀念。 

秘書解說技藝作品製作情形 學員參觀技訓成品 

 

學員參觀收容人居住環境 

 

學員參觀場舍春節佈置作品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法務部羅部長瑩雪等一行訪視宜蘭監獄 

日   期 103年 2月 18日 

訪視來賓 

法務部羅部長、綜合規劃司朱司長家崎、矯正署劉副署長
梅仙、檢察司劉檢察官仕國、宜蘭地檢署呂檢察長文忠、
康書記官長素花。 

活動內容 

18日下午蒞監訪視，本監吳典獄長率各科室主管於行政大
樓迎接並帶領部長進入戒護區介紹環境設施，部長於中庭
花園欣賞本監安排之教化特色班部長對於同學之努力成
果予以肯定；並勉勵收容人「…要發揮與生俱來的天賦及
在監習取之技藝，好好彌補對家人的虧欠；藉著學習技能
的同時能靜下心來，好好反思過去並展望未來」。於 15時
許，欣然驅車離去。 

 

吳典獄長解說機關環境 

 

羅部長勉勵舞蹈班學員 

 

羅部長參觀宜蘭監獄花燈製作 

 

羅部長欣賞「管不住樂團」演奏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生命教育專題演講 

指導老師 林美靜老師 

日   期 103年 2月 20日 

參加人數 忠二舍(100名參加) 

老師上課情形 老師與同學互動情形 

老師與同學互動情形 老師上課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生命教育專題演講 

指導老師 林美靜老師 

日   期 103年 2月 21日 

參加人數 女一工、女二工、忠二工、16工(計 408名參加) 

老師上課情形 老師與同學互動情形 

老師與同學互動情形 同學發表學習心得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 

日   期 103年 2月 26日 

參訪人數 宜蘭縣民 38 名 

活動內容 

由宜蘭縣民組成司法揪團一日遊活動蒞臨本監參訪，經過
本次參訪的詳細解說及現場親臨體驗後，徹底改變民眾根
深蒂固想法，打破監獄「黑牢」的舊有觀念。 

本監秘書親臨現場歡迎民眾參訪 參訪民眾品嚐烘焙技訓產品皆讚不絕口 

 

參訪民眾參觀花燈技訓產品 

對於學員手藝驚嘆不已 
民眾體驗「監獄餐」活動留下深刻印象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戒菸專題演講 

演講單位 三星鄉衛生所 

日   期 103年 2月 26日 

參加人數 10工、11工(計 304名)。 

活動內容 
活動由衛生所護士宣導菸害之嚴重性及戒菸好處，並經由
收容人發表親身經驗讓參予者加深宣導印象。 

 

演講課程情形 

 

戒菸宣導演講 

 

戒菸宣導演講 

 

戒菸宣導有獎徵答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前立委王天競生命教育演講(主題：敞開心靈) 

日   期 103年 3月 5日 

參加人數 207名 

活動內容 
「人生的真諦唯有愛是永恆」王天競講座以過來人身分來
勉勵受刑人敞開心靈接納萬物，撫平任何波折與傷痕。 

王天競講座演說情形 王天競講座演說情形 

王天競講座演說情形 王天競講座演說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103年 3月份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入監團體輔導 

時    間 103年 3月 11日上午 9：30時至 11：00時 

地    點 調查科心理測驗室 

講    座 黃淑美老師、吳聰鎰老師、黃銘祥老師、蔡時瑄老師 

活動內容 
更生保護會向收容人宣導更生保護事項及介紹更生保護

會可提供的協助；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則向收容人介紹毒

危中心可提供的協助內容，並分享戒毒技巧；羅東就業

中心則向收容人介紹更生人應有的就業態度、職訓資訊

及津貼申請等；張老師中心則向收容人介紹更生人若需

要心理諮商，應如何利用相關資源，並分享如何排解壓

力。 

參加人數 26人 

老師向收容人宣導更生人可利用的各項

協助及社會資源 
老師勉勵收容人重新回歸社會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桌球比賽 

日   期 103年 3月 11、12日 

參加單位 男、女監收容人 

活動內容 

11、12日本監舉辦收容人桌球比賽，計有 24組隊伍參賽，
現場氣氛融洽，不論得獎與否，每一位參賽同學皆遵守運
動精神。 

 

教化科王科長叮嚀同學注意比賽安全 

 

男監比賽實況 

 

教化科王科長與參賽同學合影 
女監比賽實況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專題演講「主題：錢錢錢」 

日   期 103年 3月 13日 

參加單位 少年觀護所少年 5 人 

活動內容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於課程中教導少年「一口養一身 
雙手養一口」要靠雙手努力賺錢養活自己，平時除需規劃
理財，更要有正確的價值觀念，省下錢去幫助別人。 

 

老師上課講解「錢」真正的含意 

 

老師上課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專題演講「主題：情字這條路」 

日   期 103年 3月 14日 

參加單位 
上午-1 工、2 工計 250 名 
下午-3 工、15 工計 251 名 

活動內容 

「..每次犯案被抓時父親都會苦口婆心叫我要改過，我都
說我會改，但是往往讓他失望..」受刑人阿傑在課堂上跟
林美靜老師聊天時談到；老師上課時講到親情、友情、愛
情，並用一小段影片分享，讓收容人更能體會到「情」字
的真義。 

 

老師透過生動方式講解「情」字的真義 

 

老師與收容人互動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103年度第 1季收容人法律會考 

日   期 103年 3月 19日 

參加單位 2949人 

活動內容 
依照法務部矯正署函令每季辦理收容人法律會考，以驗收
法律宣導成效。 

 

考試現場情形 

 

考試現場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教化特色班成果展 

日   期 103年 3月 20日 

演出單位 

「逆光沙手-沙畫班」、「管不住樂團-管樂班」、「浴火鳳凰
-舞蹈班」、「新生命合唱團」、12工生命教育短劇、5工熱
舞青春 

活動內容 

在吳典獄長的指示下於本日下午 16時舉辦收容人教化藝
文成果展，本次活動旨在驗收個教化特色班學員學習成
果，並由全體同仁擔任活動嘉賓，活動當中不時看到大家
的莞爾一笑及讚嘆之聲。 

吳典獄長親臨祝賀演出成功 管弦樂團演出情形 

新生命合唱團演出情形 浴火鳳凰舞蹈班演出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基督教更生團契陳正修牧師反毒專題演講「破繭而出展翅
上騰-重生」 

日   期 103年 3月 24日 

演出單位 1工、12工收容人計 256人 

活動內容 

由基督教更生團契宜蘭區會邀請陳正修牧師蒞監辦理反 
毒專題演講；陳牧師以過來人身份陳述毒品帶來之危害與
戒毒心路歷程，過程中提到「..執行徒刑中受洗，因為信
仰帶來改變的力量讓良知重新回到身上，並提出要活在愛
裡才能活出愛心」勉勵在場收容人。 

 
教化科王科長親臨現場活動主持並代表致歡迎詞 

 

陳正修牧師以過來人角度分析毒品帶來之危害及分享戒毒心得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國家文官學院高考錄取學員參訪活動 

日   期 103年 3月 26日 

演出單位 55人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國家文官學院訓練班學員蒞監參訪，行程中對於矯正業

務充滿好奇與新奇，頻頻提出詢問，同時藉此機會教育勉勵學員

培養法治正確觀念。 

學員參觀女監烘焙班技訓作品 
培養收容人解說作品製作過程，並訓練

口才及臨場反應 

 

收容人解說創作理念 

 

學員參觀居住場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 

日   期 103年 3月 26日 

演出單位 39 人 

活動內容 
由宜蘭鄉親組成蒞監參訪，來賓對於首次進入監所，充滿
好奇與期待，於行程中頻頻提出問題，尤其是機關環境的
綠美化，獲得相當肯定。 

 

本監接待人員解說機關環境及收容概況 

 

活動中來賓體驗「監獄餐」 

 

來賓親身體驗收容人居住環境 

 

來賓填寫本次活動問卷，以提供承辦人
員改進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