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基督教更生團契陳正修牧師 

日    期 103年 10月 06日 

活動內容 

陳正修牧師分別於少年觀護所及男監 15工場辦理生命教育

演講(主題：「回首年少輕狂」、「回頭不是路」)。陳牧師以

自身年少輕狂及現在的勤勉好學等生命故事，告誡收容人
改變永遠不嫌晚，只要有決心，相信上帝會幫助每一個人。 

 

 

 

 

 

 

 

 

陳牧師於少觀所演講 

 

 

 

 

 

 

 

 

陳牧師於少觀所演講情形 

陳牧師以親身經歷勸戒收容同學 更生人柯金波先生講述改變的生命見證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奇異恩典關懷協會巡迴音樂會 

日    期 103年 10月 14日 

活動內容 

社團法人嘉義縣奇異恩典關懷協會蒞監辦理關懷監所收容
人巡迴音樂會活動。該協會希望藉著詩歌、演劇及信息分
享，將平安喜樂及悔改的信息，帶進監所，傳達上帝的福
音。本監為感謝該協會多年來的照顧與幫助，特別安排教
化特色-管樂班演奏多首自創曲及台灣名謠獻給在場的嘉
賓。 

教化科鄭科長頒發感謝狀 教化特色-管樂班演出 

來賓以短劇來傳達上帝的恩澤 教化科鄭科長與來賓合影留念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王天競生命教育演講活動(主題：妳糊塗嗎？) 

日    期 103年 10月 15日 

活動內容 

由心靈導師王天競先生辦理生命教育演講，王老師以過來
人的身分告訴在場的收容人，不要因一時的迷惘而自怨自
艾，要勇敢走出人生低潮。由於王老師詼諧逗趣的演說，
並不時穿插感人小故事，讓現場充滿輕鬆、愉悅的氣氛。 

 

教化科鄭科長致歡迎詞 

 

王天競老師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歡樂行動劇」比賽 

日    期 103年 10月 16日 

活動內容 

本次比賽以健康、風趣、生活與激勵人心為主軸的戲劇創
作比賽，演出橋段完全由參賽同學自行設計，除了有反毒、
拒毒的戲碼以外，更有呼應時事的地溝油與食安事件，各
組參賽者的用心完全由服裝及化妝上呈現出來。最後由女
監同學攘括前 2名的殊榮。 

男監同學展現可愛活潑的一面 女監同學犧牲形象賣力演出 

參賽者設計警世的反毒戲劇 教化科鄭科長宣佈得獎單位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宜蘭扶輪社參訪暨捐贈活動 

日    期 103年 10月 17日 

活動內容 

宜蘭扶輪社長楊杰率領宜蘭地區社員計 39人蒞臨參訪暨捐
贈善款，一行人由教化科鄭科長陪同至女監烘培班、男監
花燈技訓班、足體按摩班，了解收容人在監技藝訓練過程。
捐贈活動前本監特別安排教化特色-沙畫班、管樂班、合唱
團班演出。最後由扶輪社前社長李春男致贈善款協助教化
業務推展，本監則由葉副典獄長代表接受並致贈感謝狀。 

參觀花燈技能訓練班 來賓體驗足體按摩 

教化特色-管樂班演出 宜蘭扶輪社長代表捐贈致詞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海峽兩岸三地矯正實務研討會演出 

日    期 103年 10月 21日 

活動內容 

教化特色-沙畫班上午至法務部矯正署「海峽兩岸三地矯正
實務研討會」進行演出，本次特別以深具地方色彩的主題
「看見台灣」來向與會嘉賓介紹台灣由南到北的建築及人
文特色。 

 

研討會場演出情形 

 

研討會場演出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第四屆海峽兩岸監獄收容人書畫及工藝作品聯展沙畫演出 

日    期 103年 10月 23日 

活動內容 

教化科鄭科長率領教化特色-沙畫班至桃園南崁台茂購物
商城參加「第四屆海峽兩岸監獄收容人書畫及工藝作品聯
展」活動演出，除了增加沙畫班學員臨場演出經驗外，更
能夠展現宜蘭監獄收容人的教化成果。 

演出前教化科鄭科長勉勵學員 演出前指導教誨師與學員做最後確認 

沙畫演出情形 演出的故事吸引觀眾目光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林美靜講座生命教育演講(主題：活出生命力) 

日    期 103年 10月 24日 

活動內容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老師辦理生命教育演講，老師以簡短
的影片-生命巨人力克與胡哲的故事，勉勵在場收容同學勿
因一時挫折而氣餒，除了要坦然面對，更要珍惜身邊親朋
好友。 

 

 

 

 

 

 

林美靜講座 

 

 

 

 

 

 

 

 

 

 

 

 

林美靜講座與收容同學互動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103年度志工組訓研習會 

日    期 103年 10月 27日 

活動內容 

103 年度本監教誨志工研習會，特別安排教化特色-管樂班
及沙畫表演，讓志工老師能夠感受收容人在監收容期間接
受藝文薰陶成果。會中更安排由東吳大學社工系兼任講師
徐森杰講授性別輔導教育、成癮者的減害輔導課程，讓參
訓志工能夠充實知能，以期在輔導成效上更進一步。 

吳典獄長開訓前致詞 管樂班於會中演出台灣民謠 

沙畫班演出富含地方特色-看見台灣 徐森杰講師授課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 

日    期 103年 10月 29日 

活動內容 

由宜蘭縣民組成「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本監安排參觀
女監-烘培班、男監-花燈漆器班、足體按摩班等技職訓練
單位，讓來賓能夠了解收容人在監期間獲得技職訓練之情
形。 

來賓參觀女監烘培班，並品嚐美味手工

餅乾 

來賓參觀花燈漆器技訓班 

來賓體驗足體按摩訓練成果 參觀收容房舍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法務部公務人員協會參訪 

日    期 103年 10月 31日 

活動內容 

法務部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卓文淮及協會成員 81人蒞監辦
理理監事聯席會暨會員座談會。本監由吳典獄長率領各科
室主管陪同參觀女監-烘培班、男監-花燈漆器班、足體按
摩班等，來賓對於本監之收容人技職訓練成果，紛紛表示
讚賞與肯定。 

來賓參觀女監烘培班並嚐美味手工餅乾 來賓參觀男監花燈漆器技訓班 

來賓體驗足體按摩訓練成果 作業科王科長向來賓解說技訓產品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第 13屆金舵獎頒獎典禮 

日    期 103年 10月 31日 

活動內容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於彰化縣麗園大飯店舉辦第 13
屆金舵獎、旭青獎表揚暨頒獎典禮。本監推選之佛光山團
體志工張玉琳女士獲選-犯罪矯正類志工殊榮，並由吳副總
統親臨現場頒發獎盃。 

張玉琳志工與本監工作人員合影 得獎者出席情形 

得獎者與吳副總統合影留念 吳副總統頒發獎盃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前財政部長-白培英生命教育演講(主題：真自由) 

日    期 103年 11月 03日 

活動內容 

基督教更生團契宜蘭區會邀請前財政部長白培英先生蒞監
辦理生命教育演講。白老師引述辜鴻銘先生所闡述-真假自
由的真義：「真正的自由並不意味著可以隨心所欲，而是可
以自由地做正確的事情」來告訴在座的收容人，應該在失
去自由後，體會到自由的珍貴，並警惕自己不要一錯再錯。 

 

白培英老師演講情形 

 

基督教更生團契陸榮良牧師勉勵收容人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專題演講(主題：情字這條路) 

日    期 103年 11月 07日 

活動內容 

林美靜講座辦理生命教育演講，以「情」為出發點，講述
個人與親人、朋友間的關係；正所謂「情字易寫、行難為、
過多易傷、不及又顯冷漠」，世上最珍貴的是親情，人與人
相處是友情，凡是世間之人皆擺脫不了-情。講師並勉勵收
容人受人點滴，當思湧泉，知恩圖報，才是為人之道。 

林美靜老師演講情形 林美靜老師演講情形 

林美靜老師演講情形 林美靜老師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性侵害加害人處遇研討會暨處遇督導會議 

日    期 103年 11月 21日 

活動內容 
本監每 2個月舉辦性侵害處遇評估會議，為減少爭議及提
升專業人員於處遇各類性侵害收容人之專業品質，聘請黃
健心理師蒞監進行督導課程及專題講座。 

督導會議情形 督導會議情形 

督導會議情形 督導會議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性侵害加害人犯罪防治專題講座暨處遇研討會 

日    期 103年 11月 25日 

活動內容 

性侵家暴治療專區為加強從事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學術交
流，使理論與實務結合，本監特別邀請全國公務體系與民
間機構相關業務承辦人與會交流學習，會中並特聘中央警
察大學犯罪防治所沈勝昂教授、台北榮民總醫院員山分院
洪誌遠醫師、台北市康復之家黃宣融老師、初色心理治療
所黃健博士擔任專題主講者。 

方典獄長親臨致詞 研討會情形 

會中參觀烘培技訓班 參觀治療處遇專區上課環境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 

日    期 103年 11月 26日 

活動內容 

今日辦理宜蘭縣民「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本監安排教
化特色-管樂班演奏 2首迎賓歌曲，讓來賓看到收容人藝文
學習成效。另安排女監烘培班、男監花燈技訓班、居住房
舍介紹、監獄餐體驗等，讓來賓留下深刻印象與對矯正技
能訓練、藝文培養成效的肯定。 

來賓欣賞管樂班演奏 來賓參觀烘培技訓班 

參觀收容居住場所 來賓體驗監獄餐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生命教育演講(主題：說話的藝術) 

日    期 103年 11月 27日 

活動內容 

林美靜講座辦理少觀所收容少年生命教育演講。老師闡述
人際關係是成功的第一要素，人際關係的建立在溝通，而
溝通最直接及簡便的方式就是靠語言互動，並引述說話就
像做菜，同樣的食材、同樣的食譜，做出來的味道依然有
好壞之分。 

 

美靜老師對收容少年演講情形 

 

美靜老師對收容少年演講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林美靜講座生命教育演講(主題：活出生命力) 

日    期 103年 11月 28日 

活動內容 

前主任觀護人林美靜講座辦理生命教育演講。老師以生命
鬥士-力克‧胡哲、謝坤山、蕭建華、張欣與劉大潭等故事，
勉勵在場收容同學勿因一時挫折而氣餒，在心中要跟自己
多和解，並跟別人多和諧。 

 

林美靜講座演講情形 

 

林美靜講座與收容人互動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關懷台灣心靈行腳-孝行 368」活動 

日    期 103年 12月 02日 

活動內容 

關懷台灣心靈行腳孝行 368 推動委員會王炯明主任委員一
行蒞臨辦理孝行宣揚活動，活動一開始，迎接同學進場的
是一首關於父母恩的悠揚歌曲，讓會場充斥滿滿的愛，並
安排在會中播放新加坡孝行電影「錢不夠用-親情無價」，
讓收容人更能體會親情與家庭關係的重要。 

教化科鄭科長蒞臨致詞 王炯明主委教唱父母恩歌曲 

收容同學觀賞孝行電影 教化科鄭科長頒發感謝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才藝競賽 

日    期 103年 12月 03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辦理收容人才藝比賽，比賽競爭而激烈，參賽隊
伍無論在服裝、道具或劇情編排均竭盡全力，為了爭取團
體的榮譽，使出渾身解數，讓評審團們讚歎不已，現場觀
眾的情緒亦隨著參賽者的演出 HIGH到最高點。                                                                                                                        

教化科鄭科長勉勵參賽者勝不驕敗不餒 參賽者表演情形 

參賽者演出時使出渾身解數 得獎隊伍領獎時活潑逗趣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戒菸懇親會 

日    期 103年 12月 10、11日 

活動內容 

為藉由收容人家人與親子間的互動、支持，加強收容人戒
除菸癮的決心，本日辦理戒菸懇親會活動。會前由本監政
風室及治療專區分別針對家屬實施法令及治療處遇宣導，
活動中不時看見收容人與家屬緊握雙手頻頻細語，讓人感
到滿滿的愛與關懷。 

會前實施政風法令宣導 會前實施治療處遇宣導 

會前實施酒駕、戒菸宣導 懇親現場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法律會考 

日    期 103年 12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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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6 人參與。
會考題目以刑法、刑事訴訟、消費者保護法及民法為主要
範疇。 

會考情形 會考情形 

會考情形 會考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國立政治大學參訪 

日    期 103年 12月 19日 

活動內容 

為增加學生對於刑罰場所之認知，政治大學謝如媛教授帶
領師生一行 25名蒞監參訪。本監安排來賓參觀女監烘培技
訓班、男監花燈技訓班等處所，行程中，師生對於收容處
所及技訓、累進處遇情形頻頻提問。最後本監安排小型座
談會，以便了解來賓對本日參訪珍貴的不同看法與意見。 

師生參觀男監花燈技訓單位 師生與花燈作品合影 

介紹收容人居住情形 舉行座談會了解來賓參訪意見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基督教更生團契報佳音聯歡會 

日    期 103年 12月 22日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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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化科鄭科長歡迎嘉賓致詞 來賓演出讚美操 

羅東教會帶來舞蹈表演 基督教王英世牧師帶領祝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佛光大學參訪 

日    期 103年 12月 23日 

活動內容 

為增進學生社會工作知能，佛光大學社會系施怡廷教授帶領學生一

行 54名蒞監參訪，本監安排參觀各技訓培訓班，讓來賓了解收容人

執刑期間技訓培養的必要性。參訪行程中特別安排欣賞由蓮新獅子

會為 HIV收容人辦理的關懷聯歡會，更能讓來賓實際感受到社會各

界對收容人無私奉獻與關愛。 

師生參觀烘培技訓單位了解技訓情形 師生參觀花燈製作情形 

教化科鄭科長主持座談會 師生離去前合影留念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九太社會福利基金會「寒冬問暖送愛心」公益活動 

日    期 103年 12月 24日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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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前夕，為關懷、鼓勵收容
人，蒞監辦理公益活動。活動中除有藝人們帶來精彩的歌
舞演出外，九太科技負責人沈董事長更以過來人的身分，
勉勵收容人，期勉大家都能夠脫胎換骨、浴火重生。 

方典獄長頒發感謝狀給沈董事長 藝人劉福助帶來精湛演出 

可愛活潑的藝人團體-天氣女孩 活動留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 

日    期 103年 12月 24日 

活動內容 

本月的司法揪團趣一日遊參訪活動，本監除安排參訪男、
女監技訓情形外，並介紹收容居住環境與平日作息情形。
在體驗「監獄餐」後，來賓觀賞本監業務及各項教化活動
影片，使其進一步了解監獄的實際運作情形。 

安排欣賞管樂班演奏 參觀花燈技藝班 

參觀收容居住環境 觀賞教化活動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