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基督教更生團契音樂詩歌會 

日    期 103年 4月 3日 

參加人數 男監忠二舍、9工收容人計 239名 

活動內容 

「愛、喜樂、生命」由基督教更生團契宜蘭區會邀請撒冷

泉音樂事工團隊帶來詩歌及帶動唱等節目，蒞監關懷收容

人，藉著音樂打動收容人的心。 

 

嘉賓合影 

 

活動辦理情形 

 

嘉賓用音樂的薰陶來感動收容人 
牧師帶領收容人禱告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林美靜講座轉題演講(主題：情字這條路) 

日    期 103年 4月 10、11日 

參加單位 5 工、6 工、7 工、8 工、少觀所計 587 名參加 

活動內容 

林美靜老師上課時講解親情、友情、愛情的真諦，並於現

場播放一小段影片，讓人更能體會到生命有時不能掌控圓

缺，但能夠選擇活在當下，把握身旁僅有的幸福等等；在

老師精闢及活潑的演講之下，讓收容人獲益不少。 

 

林美靜講座上課情形 

 

林美靜講座上課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戒菸、失智症專題演講 

日     期 103年 4月 16日 

參加單位 12 工、16 工計 298 名參加 

活動內容 

由三星鄉衛生所護士蒞監辦理專題演講，在活動之前由 12

工同學表演活潑逗趣的戒菸短劇；本次的演講主題發人深

省，讓在場同學能夠深入了解到吸菸所帶來的危害及對失

智症的認識與預防。 

同學演出戒菸短劇 

 

同學演出戒菸短劇 

衛生所護士演講情形 衛生所護士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歌唱比賽(主題：唱好歌 做好子) 

日     期 103年 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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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特別請到順安社區發展協會會員蒞臨指導；

本次賽事的規劃以母親及親情為主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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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評審及觀眾觸景生情，感動到頻頻拭淚。 

 

邀請專業音樂老師擔任評審 

 

女監參賽者演出情形 

 

參賽者精心準備演出服裝 

 

致贈母親鮮花營造比賽氛圍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母親節電話懇親活動 

日     期 103年 4月 28、29日 

參加人數 全監符合條件收容人 2975名。 

活動內容 

本日舉辦收容人母親節電話懇親活動，現場撥放菸害、毒

害、酒駕宣導短片，讓收容人在等待同時能夠透過影片傳

達宣導意義；由於進入疾病傳染時節，活動現場除使用紫

外線殺菌燈外，並備妥酒精棉片消毒話機，以降低傳染途

徑。 

 

電話懇親現場 

 

撥放戒菸、毒害宣導短片 

 

撥放戒菸、毒害宣導短片 

 

電話懇親現場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母親節收容人聯歡會活動 

日     期 103年 5月 2日 

參加人數 男監忠二工、女監女一工收容人計 184名 

活動內容 

「溫暖五月天．馨香滿人間」由本監及宜蘭地檢署、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矯正機關收容人關懷協會、宜蘭縣觀護協

會、以馬內利足體生活館、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宜蘭分

會、宜蘭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台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

等團體共同舉辦母親節收容人聯歡會活動。並安排收容人

獻唱 2首感動人心歌曲。 

 

吳典獄長祝賀活動順利 

 

吳典獄長頒發感謝狀 

 

主持人陳凱倫獻唱組曲 

 

表演團隊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母親節收容人面對面懇親會活動 

日     期 103年 5月 6至 9日 

活動內容 

為迎接重要節日到來，本監特別於首日上午結合慈濟志工媽媽，

安排收容人為母親洗腳與奉茶，很多媽媽第一次感受到孩子的反

哺之情，紛紛掉下感動的眼淚，連在場參與活動的家屬也不禁頻

頻拭淚，相信看到孩子的改變是母親節最好的禮物；除了感人的

活動安排，本監也在每一場懇親會安排足體按摩訓練班學員為家

屬按摩，紓解疲勞，如此貼心的安排，也獲得家屬們的讚賞。 

 

收容人細心為母親洗腳 

 

收容人奉上孝親茶水讓家屬感動落淚 

 

母子相擁而泣並不時在孩子耳邊叮嚀 

 

足體按摩班學員為家屬按摩紓解疲勞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香港懲教人員總工會參訪 

日     期 103年 5月 12日 

活動內容 

公務人員協會羅吉旺理事長、法務部人事處專門委員卓文

淮、矯正署安全督導組楊錦章科長等矯正署長官陪同香港

懲教人員總工會主席王美心等一行人蒞臨參訪，本監由吳

典獄長及朱秘書隨同介紹機關環境，並安排教化藝文特色

演出。行程最後於座談會上，雙方互贈交流紀念品，典獄

長除表達歡迎之意，並向來賓介紹本監業務。最後，雙方

就業務交流，讓與會人員獲益良多。 

吳典獄長介紹本監環境 嘉賓參觀才藝技訓工坊漆器與花燈 

 

雙方互贈紀念品 

 

欣賞收容人才藝表演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樂樂球比賽 

日     期 103年 5月 13、14、26日 

活動內容 

本監辦理男、女監收容人樂樂棒球比賽，特別邀請到頭城

竹安國小教師擔任裁判，並挑選 4名收容人學習日後自任

裁判的能力，比賽中收容人都能遵守運動精神，讓賽事於

和樂及歡笑中畫下圓滿。女監同學由於首次參與比賽，雖

然過程中頻頻漏接與揮空，但是奔跑時跌倒了，仍然繼續

爬起為隊伍爭取得分，讓人感到巾幗不讓鬚眉。 

 

教化科科長叮嚀收容人注意比賽安全 

 

冠、亞軍隊伍合影 

 

賽前講解比賽規則 

 

冠軍隊伍歡樂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寫作班第一期開課 

日     期 103年 5月 19日 

活動內容 

本監特別邀請縣內知名作家林耀祖、葉明琦老師共同辦理

收容人第 1期寫作創作班，訓練收容人由寫作的文字世界

開啟學習之路，透過有規劃性的課程，讓學員感受到寫作

的學習樂趣進而創作優良作品。經老師的講解，讓同學有

耳目一新的感觸。 

 

老師指導學員利用想像力讓文章更添豐富層次 

 

老師即時出題讓學員現場發表一段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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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及企業主參訪暨捐贈活動 

日     期 103年 5月 21日 

活動內容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老師、企業主、慈濟志工們一行人蒞

臨本監參訪暨捐贈活動，吳典獄長及葉副典獄長隨同介紹

機關環境，並安排教化藝文特色演出，展現本監收容人在
藝文薰陶下的轉變；參觀女監烘焙班、紙黏土作業工坊及

男監花燈技藝訓練班，讓嘉賓留下深刻印象；企業主信錦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帶來捐助協助本監教化藝文推展，吳典
獄長代表接受並感謝企業主愛心不落人後。 

 

收容人向嘉賓介紹作品創作過程 

 

吳典獄長代表接受企業主捐贈 

 

安排教化特色班展現藝文薰陶成果 

 

林美靜老師宣揚人生的「改變」理念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銘傳大學師生參訪 

日     期 103年 5月 23日 

活動內容 

上午 10時由銘傳大學財金法律學系涂春金教授帶領學生

計 30名為更瞭解犯罪與刑罰之實際運用，增加對刑分課

程之認識，蒞監參訪，為表歡迎之意，特別於中庭走道及
禮堂安排管樂演奏、沙畫創作與女監舞蹈，展現教化藝文

對收容人薰陶之成果；接著參觀女監烘培班、男監才藝技

訓班時，對收容人手藝大為讚賞與肯定。 

 

來賓於中庭走道欣賞管樂演奏 

 

來賓欣賞女監紙黏土作品 

 

來賓欣賞男才藝班技訓作品 

 

來賓欣賞沙畫創作班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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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演講(主題：戒毒改變人

生) 

日     期 103年 5月 27日 

活動內容 

基督教更生團契陳正修牧師蒞監辦理戒毒演講，陳牧師以

親身服刑的經驗，傳達改變永不嫌晚的理念與信念，來勉

勵在座收容人；並提出牢籠理論：刑期長短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生命要有改變。現場並有出獄人柯先生帶來生命

見證，以自己過去荒唐、無知的行為，導致家人疏離，到

決心改變生命獲得親友的支持過程。 

 

陳牧師以精闢的見解傳達改變的重要 

 

柯先生帶來生命見證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一日遊參訪 

日     期 103年 5月 28日 

活動內容 

宜蘭縣民組成「司法揪團趣一日遊」蒞臨參訪，本監安排

參觀安農烘焙訪、才藝技訓班及收容人舍房，對監獄能夠

有系統性的培育收容人第二專才，紛表讚賞。中午來賓體
驗監獄餐的同時，欣賞 5月份母親節收容人為母親洗腳、

奉茶的片段，感動到頻頻拭淚。 

 

參觀女監安農烘焙坊技訓作品 

 

參觀才藝技訓班花燈製作 

 

參觀收容人居住舍房環境 

 

舉行座談會與來賓互動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佛光大學社會系師生參訪 

日     期 103年 5月 29日 

活動內容 

上午 9時由佛光大學施怡廷老師帶領社會學系學生 52人
蒞臨參訪，本監安排參觀女監烘培班麵包及紙黏土製作、

男監才藝技訓班花燈及漆器、收容人居住房舍；並適時教

導學生守法的重要。對於監獄現代化的管教，紛紛讓來賓

徹底改變舊有思維。 

 

參觀女監安農烘焙坊技訓產品 

 

參觀男才藝技訓班花燈及漆器產品 

 

參觀收容環境 

 

舉行座談與來賓互動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治療專區家庭支持日暨互動式座談會 

日     期 103年 5月 29日 

活動內容 

為強化家屬對毒品施用者的了解，本監治療專區於 13:30
時辦理家庭支持日暨互動式座談會活動，希望藉此提升家

屬對毒品施用者的包容，並能使其在戒除毒癮的過程中，

提供心理及實質上的幫助。活動中不時聽到家屬的聲聲叮

嚀與打氣，相信透過親屬的支持及專業治療團隊的幫助，

讓戰勝毒癮的心更加堅決。 

 

教化科王科長致詞感謝家屬蒞臨支持 

 

利伯他茲講師向家屬說明活動目的 

 

講師現場與家屬互動 

 

透過家屬的支持，堅定拒毒、反毒決心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103年全國反毒會議」創意微電影比賽頒獎典禮 

日     期 103年 6月 3日 

活動內容 

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國範文教基金會辦理之「2014

反轉毒害健康心生活」創意微電影比賽，本監獲得社會組

第一名殊榮，本日由典獄長代表至「103年全國反毒會議」
典禮上接受副總統吳敦義先生頒獎表揚。 

 

典獄長接受吳副總統頒發得獎獎狀 

 

典獄長與各組得獎者合影 

 

指導老師與學員創作過程 

 

一粒沙  看一世界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前法務部長蕭天讚生命教育演講(信心俱足-結成真) 

日     期 103年 6月 5日 

參加人數 女一工、女二工(約 144人)。 

活動內容 

蕭前法務部長天讚於本監舉行「生命及品格教育」專題演

講，除分享他豐富的人生經驗外，並鼓勵同學要常自我反

省與改過。本監吳典獄長於致詞時表示：蕭前部長近日因
雙膝不適需以輪椅代步，仍堅持出席本活動，其退而不

休，積極投入社會公益，關懷弱勢族群的精神相當令人動

容；並期勉收容人應重新認識自我，走出新的人生道路。 

 

吳典獄長致詞歡迎蕭前部長蒞監 

 

蕭前部長呼籲同學建立信心、實踐目標 

 

 

 

 

 

 

 

 

蕭前部長勉勵同學設定目標並努力達成 

 

蕭前部長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書法比賽 

日     期 103年 6月 5日 

活動內容 

上午 9時本監於小禮堂辦理收容人 103年度書法比賽，共

計 26名參加，採現場即興揮毫，並不設限各項書寫條件，
以期讓參賽者充分發揮所長；同月 9日上午由縣內知名書

法家林聰文、馮芳美、馮國彥老師及本監調查、教化科長

擔任評審，對於此次收容人比賽的創作水平讚賞有加。 

 

書法比賽現場情形(1) 

 

書法比賽現場情形(2) 

 

縣內知名書法老師評審情形(1) 

 

縣內知名書法老師評審情形(2)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林美靜講座生命教育演講(主題：情字這條路) 

日     期 103年 6月 5、6日 

活動內容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蒞監舉辦生命教育演講，本監計

600名收容人參加。會前由教化科王科長頒發參加微電影
比賽與 5月份監內樂樂球比賽獲獎人員獎狀，以增加收容

人榮譽感。 

 

教化科王科長頒發由衛福部主辦「反轉

毒害-健康心生活」獲獎人員獎狀 

 

 

 

 

 

 

 

 

 

 

 

教化科王科長頒發 

林美靜講座闡述「情」字的真諦 

 

老師請同學講述對「情」的看法並贈送

優良書籍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基督教更生團契音樂會 

日     期 103年 6月 10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 09:30 時由基督教更生團契宜蘭區會邀請美國

密蘇里喬柏林市樅樹路基督教化的外國牧師團隊 7 人蒞
監辦理詩歌音樂會，活動中除帶領收容人禱告以外，並介

紹了喬柏林市的人文與城市特色。雖然來賓全場以外語講

述，但透過劉明鑫牧師生動的翻譯，讓活動更形出色，歡 
笑聲不斷。 

 

外籍牧師團隊帶領收容人唱頌詩歌 

 

但以理牧師以鍋盆即興表演打擊 

 

活潑逗趣的短劇表演 

 

宜蘭區會王牧師帶領祝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前行政院院長張俊雄生命教育演講 

日     期 103年 5月 13日 

活動內容 

基督教更生團契宜蘭區會邀請到基督教團契志工、前行政

院院長張俊雄先生蒞監辦理生命教育演講，會中以近日發

生的：北捷-鄭捷及主播-史哲維的案例來告訴大家，不論
是社會成功或失敗的人士，因為沒有信仰力量的支持，遇

到挫敗時，無法適時獲得心靈上的幫助，最終走上極端；

院長夫人-朱女士及本監教化志工邱老師更是以實例勸誡
收容人改變要即時，以免禍延家人。 

 

教化科科長頒發監內書法比賽得獎同學 

 

張院長以實際案例講述信仰的重要 

 

院長夫人勸同學及時悔改以免延害家人 

 

本監教化志工邱錫奎以親身經演分享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戒菸宣導活動 

日     期 103年 6月 18日 

活動內容 

三星鄉衛生所護士陳明惠、張詩敏於小禮堂辦理戒菸宣導

講座，本監為讓收容人瞭解香菸對人體的危害，特別安排
收容人以短劇表演來詮釋，配合護士生動的講解，讓全場

的收容人頻頻昂首聆聽。會中來賓以有獎徵答的互動方式

讓收容人加深菸害宣導印象。 

 

收容人以活潑逗趣短劇演出吸菸的危害 

 

陳護士菸害宣導情形 

 

張護士以驚悚的照片強調吸菸的危害 

 

現場以有獎徵答方式加深上課印象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全監收容人法律會考 

日     期 103年 6月 19日 

活動內容 

本監辦理 103年度第 2季全監收容人法律會考，本次會考

依矯正署宣達事項「有鑑於近年各機關性侵與家暴受刑人
數明顯增加，提示所屬各矯正機關在辦理法律會考時，將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法令規定納入會

考題目，強化收容人法紀知能與觀念，俾降低再犯可能」
辦理。 

 

場舍收容人法律會考情形 

 

場舍收容人法律會考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科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宜蘭縣政府人事處參訪(48名) 

日     期 103年 6月 20日 

活動內容 

宜蘭縣政府人事處蒞臨參訪，本監安排來賓參訪女監烘培

班、紙黏土技訓班、男監花燈、漆器技訓班及收容人居住

環境等處所，對於監獄的環境整理與收容人管理、技藝訓
練等紛紛表示讚賞。在小禮堂觀賞機關簡介及特色班技藝

成果影片後，舉行座談會，聆聽來賓參訪中的意見，作為

日後辦理參訪改進的方向。 

 

參觀女監安農烘焙坊技訓作品 

 

參觀才藝技訓班花燈、漆器製作 

 

參觀收容人居住舍房環境 

 

舉行座談會聆聽來賓參訪提問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書畫文高牆 師生藝起來-藝火重生」師生書畫聯展活動 

日     期 103年 6月 21日 

活動內容 

本監假宜蘭縣羅東鎮立圖書館辦理「書畫文高牆 師生藝

起來-藝火重生」師生書畫聯展活動，將教化藝文成效飄

出高牆，除特別邀請家屬前來鼓勵其家中子弟外，更讓社
會大眾，瞭解矯正機關以藝術文化薰陶、柔化，進而改變

收容人生命之努力外；更期盼社會大眾一起前來觀賞指

導，讓收容人重新肯定與接納自己，也讓各界人士也一起 
參與、協助收容人將來復歸社會之最終信念。 

 

吳典獄長接受媒體採訪暢談佈展理念 

 

現場展覽情形 

 

書法家林聰文現場介紹作品 

 

吳典獄長頒發感謝狀予參展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