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彰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成員參訪 

日    期 103年 7月 4日 

活動內容 

彰化縣各小學教師一行 36 人蒞監參訪，並瞭解監所作業
及教化業務對社會治安的作用與犯罪預防的成效。本監安
排來賓至女監-烘焙班及紙黏土與男監-花燈、漆器班等技
訓工場參觀，再透過影片解說，使來賓瞭解本監在各項教 
化與技訓的業務的努力。 

 

 

 

 

 

 

來賓參觀收容人技訓成品 

 

 

 

 

 

 

 

 

 

 

 

 

觀賞活動影片瞭解教化辦理情形 

 

舉行座談與來賓互動 

 

參訪活動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布杜瓦佛學會淨化講座(主題：如何面對自

己的人生) 

日    期 103年 7月 15日 

參加人數 男監-1工、8工(約 250人)。 

活動內容 

本日布杜瓦佛學會蒞監辦理淨化講座，該協會為能協助受
刑人強化心志力量，期能淨化人心，減少犯罪事件發生，
特別邀請第十七世布杜瓦仁波切法師以佛學觀點來講述
如何遵循天理循環，種善因，得善果；法師並以許多實例， 
奉勸收容人應及時行善，為自己與家人增添福報。 

 

法師演講情形 1 

 

法師演講情形 2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社團法人嘉義縣奇異恩典關懷協會生命教育活動 

日    期 103年 7月 18日 

活動內容 

本日奇異恩典關懷協會蒞監辦理生命教育活動，藉由音樂
紓解收容人想家的心情，並激勵收容人力爭上游，創照自
己生命的價值。活動開始前，本監特別安排教化特色-管
弦樂班演奏 2首詩歌獻給在場人士，來賓則以詩歌吟唱方
式傳達福音，並以生命見證的故事來激勵收容人奮發向 
上。 

 

教化特色-管弦樂演出情形 1 

 

教化特色-管弦樂演出情形 2 

 

來賓以生命見證方式演說 

 

來賓演說情形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臺中女子監獄擴建工程落成典禮暨藝文美食展」監外演
出 

日    期 103年 7月 18日 

活動內容 

教化特色-沙畫班獲邀至台中女子監獄參加監外藝文演
出，本次演出的主題-悔悟，乃以吸毒者的心路歷程提醒
大眾毒品的危害。為了這場難得的演出機會，沙畫班的成
員反覆不斷的加強練習，只求演出時能臻善臻美，活動當
日圓滿成功。 

 

為求演出畫面完美，不斷與現場工作人
員推敲每一細節 

 

 

 

 

 

 

教化科鄭科長到場鼓勵並關心演出情形 

 

沙畫演出情形 1 

 

沙畫演出情形 2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台灣人權促進會參訪 

日    期 103年 7月 29日 

活動內容 

本日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臺灣廢除死
刑推動聯盟及各院校法律系師生等一行 16 人蒞監參訪。
本監吳典獄長率領副典獄長、秘書及各科室主管，陪同參
觀收容人居住、飲食、作業、教化、懲罰、技訓等項目。
本監除帶領來賓了解現況外，並詳細解說。最後，由典獄 
長召開研討會議，回覆來賓各項提問。 

 

參觀女監育嬰環境及設施 

 

典獄長解說男監技能訓練環境 

 

吳典獄長解說收容人疾病診治設施與
醫生排診情形 

 

典獄長召開研討會議並回覆來賓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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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30日 

活動內容 

本日由宜蘭縣社區大學民眾參訪本監一日遊，本監安排教
化特色-管弦樂班演奏台灣民謠「望春風」迎賓。參訪來
賓對於收容人的技能訓練、生活飲食、管理等充滿好奇，
頻頻提問，在本監隨行人員解說下獲得滿意答覆。行程最
後，來賓體驗「監獄餐」並觀賞監獄組織、環境、藝 
文特色影片簡介後， 結束本次參訪。 

 

教化特色-管絃樂班演奏台灣民謠 

 

參訪來賓體驗烘培技訓產品 

 

來賓參觀收容人居住舍房 

 

影片介紹本監業務及藝文教化成果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復臨安息日時兆出版社」關懷暨捐書
活動 

日    期 103年 7月 30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4 時，時兆出版社、台北榮星教會等來賓蒞監
辦理活動，並捐贈優良叢書，希望收容人藉由閱讀書籍以
自我提昇。活動中，除詩歌教唱、信仰分享及生命教育演 
講外，並穿插聖經遊戲搶答，讓現場氣氛充滿趣味。 

 

致贈時兆出版社感謝狀 

 

致贈榮星教會感謝狀 

 

榮星教會胡美華長老進行生命教育演
講 

 

來賓以詩歌演唱教導收容人洗滌心靈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財團法人基督教更生團契附設桃園縣私立少年之家」參
訪活動 

日    期 103年 8月 1日 

參加人數 男監-忠二工、7工場計 218人。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4 時，桃園縣少年之家組成「大改樂團」蒞監
辦理巡迴演出活動，團長張進益主任並分享自己與團員們
的生命見證及改變的故事，讓在場同學動容不已，頻頻拭
淚。 

 

團長張進益主任分享生命見證 

 

張主任介紹團員改變的歷程 

 

學員教唱生命詩歌 

 

團員合影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天主教監獄服務社暑期福傳活動 

日    期 103年 8月 5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4 時，天主教何輝月修女率領台北永春高中、
羅東高商、蘭陽女中師生一行 17 人蒞監辦理福傳活動。
本次活動乃以引導受刑人自我反省、懷抱希望努力向前為
目的，並以年輕學子的活力與正向生命態度，相互鼓勵、
學習。會中適逢羅東扶輪社蒞監參訪，特別安排來賓一同 
參與活動，感受教化活動的施行情形。 

 

學員以活潑的詩歌教唱帶動活動氣氛 

 

學員逗趣的表演引領收容人機智搶答 

 

來賓教導收容人吟唱祝禱並說出心中
的盼望 

 

歡樂氣氛渲染整場活動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羅東扶輪社參訪活動 

日    期 103年 8月 5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4 時 30 分，羅東扶輪社陳正吉社長一行 20 人
蒞監參訪，除安排來賓觀賞各項業務簡介、教化特色藝文
影片，並實地參觀男、女監技訓工場及收容居所。行程中
特別帶領來賓參與天主教福傳活動，體驗本監辦理收容人
教化活動的情形。 

 

簡報本監業務與藝文特色 

 

扶輪社致贈紀念禮物 

 

安排嘉賓參與教化活動 

 

羅東扶輪社與葉副典獄長合影紀念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國泰有愛‧幸福無礙」生命教育演出活動 

日    期 103年 8月 13日 

活動內容 

本日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與混障綜藝團共同蒞監辦理生
命教育演出活動，主持人以詼諧逗趣的談話方式拉近表演
者與觀眾間的距離，同學也不吝給予熱情的掌聲。表演者
雖肢體殘缺，但對生命的熱情與韌性卻遠勝過旁人。活動
中有歡笑、有感動，也有發人深省的生命故事。活動尾 
聲，同學離場時仍依依不捨向表演者揮手道別。 

 

頒發感謝狀感謝來賓辦理富有教育意
義的活動 

 

 

 

 

 

 

 

 

 

 

 

表演者舞出生命的熱情 

 

欣賞腦麻歌手與肢障舞者表演 

 

活動合影留念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收容人國畫比賽 

日    期 103年 8月 18日 

活動內容 

本日辦理 103年度收容人國畫比賽作品評審，由蘭陽美術
協會創會理事長-林聰文老師、現任板橋/羅東社區大學生
活藝能科講師、本監色鉛筆班-周芷淇老師、佛光山蘭陽
別院社教館佛畫班-鄭綉善老師、宜蘭縣水墨學會理事長-
張木村老師擔任評審；評審們對於收容人作品水準讚譽有 
嘉。 

 

色鉛筆班周芷淇老師評選情形 

 

張木村老師仔細審視作品 

 

林聰文老師評選情形 

 

評審老師們仔細觀察作品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戒菸宣導暨健康講座 

日    期 103年 8月 20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4 時，三星鄉衛生所護士李文昕及聖母護專學
生計 6人蒞監辦理戒菸宣導暨健康講座；活動開始前，由
收容人表演一段逗趣的短劇，加強戒菸宣導的效果。活動 
除了戒菸宣導以外，同時進行環境衛生的演講。 

 

逗趣的戒菸短劇 

 

李文昕護士講述吸菸對健康的危害 

 

護專學生以有獎徵答方式加深聽眾上課
印象 

 

 

 

 

 

 

 

 

 

 

 

護士進行環境衛生宣導，以減少疾病傳

染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愛滋收容人中秋節關懷活動 

日    期 103年 8月 26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 09:30時，新北市蓮新獅子會、新碧獅子會、深
碇獅子會一行 19 人蒞監辦理愛滋收容人關懷活動，來賓
除帶來豐富的節目內容療慰收容人思鄉心情外，並捐贈善 
款以協助教化業務推展。 

 

教化科鄭科長致詞 

 

鄭科長致贈感謝狀 

 

管樂班表演，增添活動多元性 

 

來賓捐贈善款協助教化業務推展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中秋節收容人電話懇親活動 

日    期 103年 8月 25、26日 

活動內容 

本監辦理 103年度中秋節收容人電話懇親活動，並由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30線免費電話；由於時近佳節到
來，特別引人思念之情緒，不時看到收容人拭淚的情景；
教化科鄭科長特別至活動會場為收容人加油打氣，並叮嚀
好好珍惜親情。 

 

教化科鄭科長勉勵收容人好好珍惜親
情 

 

 

 

 

 

 

 

 

 

 

 

活動會場撥放教育宣導短片 

 

活動辦理情形 1 

 

活動辦理情形 2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司法揪團一日遊參訪 

日    期 103年 8月 27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 10:40時辦理宜蘭縣民組成之「司法揪團趣一日
遊」參訪活動；本監安排教化特色-管弦樂班演奏台灣民
謠，讓來賓瞭解收容人經教化後，也能有不一樣的人生。
參訪中，來賓對技訓、收容、居住、飲食等充滿好奇與新
奇，頻頻提問，在本監隨行人員詳細解說下，充分知悉本
監各項業務成果。 

 

教化特色班-管絃樂團演奏台灣民謠 

 

來賓參觀男監花燈技訓班 

 

教化科鄭科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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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美食交流協會生命教育活動 

日    期 103年 8月 29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下午 14 時，中華美食交流協會辦理「廚師環島尋膳
趣」生命教育活動；教化科鄭科長於活動前，代表宜蘭監
獄致贈感謝狀，感謝主辦單位捐贈優良書籍。另廚師及來
賓一一分享騎車環島時的體驗，期盼藉由廚師的專長，透 
過與當地農民的交流，推廣在地食材。 

 

教化科鄭科長代表致詞 

 

教化科鄭科長頒發來賓感謝狀 

 

主廚們分享環島後的生命體驗 

 

活動後合影留念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中秋節收容人聯歡會 

日    期 103年 9月 5日 

活動內容 

本監與宜蘭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宜蘭分會、
宜蘭縣觀護協會、臺灣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宜蘭縣榮譽
觀護人協進會、宜蘭扶輪社、以馬內利足體生活館、中華
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佛光山蘭陽別院共同舉辦
中秋節收容人聯歡活動。本監安排 3場表演，展現收容人
所學藝文，並由殘障團體演出精采的脫口秀、歌唱、舞蹈，
讓觀眾看得如癡如醉。 

 

吳典獄長祝賀佳節愉快 

 

吳典獄長頒發感謝狀 

 

視障與肢障歌手獻唱感人歌曲 

 

收容人舞動青春與活力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教化活動實錄 

活動名稱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監所關懷活動 

日    期 103年 9月 7日 

活動內容 

本日上午 10 時，中華民國紅心字會一行人為推動受刑人
家屬服務工作，假本監每月第一星期假日辦理之接見時
段，蒞監協助關懷活動。協會人員除了邀請家屬拍下滿滿
笑容的照片外，並結合寫下思念與祝福的卡片寄給收容
人，期盼以親情的力量感動與鼓勵收容人。 

 

工作人員向家屬介紹工作內容 

 

將生活照片黏貼於卡片上送予收容人 

 

家屬親手彩繪卡片 

 

家屬於卡片上寫下滿滿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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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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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2
人參加考試。除了讓收容同學進一步熟悉法律常識，並加 
強法治觀念。 

 

法律會考情形 1 

 

法律會考情形 2 

 

法律會考情形 3 

 

法律會考情形 4 


